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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資訊檢索領域之文獻老化現象，並比較分析資訊檢

索領域下，二種不同主題（系統研究及使用者研究）之文獻老化的情形及

其差異性。此外，亦比較分析兩種不同文獻老化研究方法（同時法與歷時

法）之文獻衰退情形及其差異性。期望經由探討與分析研究結果，能針對

資訊檢索領域文獻之管理，提出相關建議，同時亦希望能對文獻老化研究

方法提出有效之建議。 

    本章第一節，將敘述本研究各項分析之結果；第二節則依據研究過程

及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最後再針對本研究的限制，建議進一步研究

之方向。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乃利用同時法與歷時法二種文獻老化研究方法，針對資訊檢索

領域下，系統研究及使用者研究兩種主題文獻進行文獻老化現象分析，以

下依據不同研究方法及主題文獻，分別敘述研究所得之結論： 

一、同時法研究結果 

（一）同時法二主題樣本文獻特性之比較 

    表 5-1-1 依據同時法系統研究及使用者研究二主題之樣本文獻特性而

完成的，並據此表分析同時法二主題樣本文獻於實際分析篇數、平均每篇

文獻引用率及引用參考文獻年代分布等三方面進行比較，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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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同時法二主題研究樣本特性比較 

                   主題 
 項目 

系統研究 使用者研究 

有效分析篇數比率 94% 89%
無效分析篇數比率 6% 11%
平均每篇文獻引用率 29.51 篇 37.39 篇

1996-2006 年間引用參考文獻

佔所有引用參考文獻比率 72% 67%

1. 實際分析篇數之比較 

    依據表 5-1-1 顯示，就有效分析篇數而言，系統研究主題樣本文獻，

列入引用參考文獻分析之有效分析篇數佔全部文獻總數 94%；反之，未列

入引用參考文獻之篇數，僅佔 6%。使用者研究主題樣本文獻，列入引用

參考文獻分析之有效分析篇數佔全部文獻總數 89%；反之，未列入引用參

考文獻之篇數，佔 11%。兩者相比，就未列入引用參考文獻篇數比例而言，

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高於系統研究主題文獻 5%，亦即使用者研究主題文

獻未列入引用參考文獻之文章數量較系統研究主題多。 

2. 平均每篇文獻引用率之比較 

    依據表 5-1-1 顯示，系統研究主題 188 篇有效樣本文獻，共引用了 5547

篇參考文獻，平均每篇樣本文獻引用 29.51 篇參考文獻；使用者研究主題

177 篇樣本文獻，共引用了 6618 篇引用參考文獻，平均每篇樣本文獻引用

37.39 篇參考文獻。使用者研究主題高於系統研究主題 7.88 篇，亦即使用

者研究主題文獻平均每篇文獻引用參考文獻數量較系統研究主題多。 

3. 引用參考文獻年代分布之比較 

    依據表 5-1-1 顯示，系統研究主題文獻所有引用之參考文獻年代分布

於 1814 年至 2006 年間。其中距出版文獻 11 年內（1996 年至 2006 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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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參考文獻數，佔所有引用參考文獻數之 72%。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所

有引用之參考文獻年代分布於 1821 年至 2006 年間，其中距出版文獻 11

年內（1996 年至 2006 年）之引用參考文獻數，佔所有引用參考文獻總數

67%。二種主題之引用參考文獻年代多集中於 1996 年至 2006 年間，亦即

二種主題之相關研究引用參考文獻年代，集中於最近 11 年間。此外，就

1996 年至 2006 年間引用參考文獻數量佔所有總數之百分比而言，系統研

究主題較使用者研究主題多出 5%，由此亦可知系統研究主題文獻較使用

者研究主題文獻新穎。 

    綜合上述結果分析，同時法二主題研究樣本之特性，如下述： 

(1) 系統研究主題在同時法樣本文獻獲取率上，較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高。 

(2) 使用者研究主題平均每篇文獻引用參考文獻數量較系統研究主題多。 

(3) 二種主題之相關研究引用參考文獻年代，主要集中於最近 11 年間，且

系統研究主題文獻較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新穎。 

（二）同時法二主題文獻老化現象之比較 

    表 5-1-2 即據同時法二主題文獻於引用參考文獻數量及年代分布與引

用年齡中數之研究結果，作一比較。 

表 5-1-2 同時法二主題文獻老化現象比較 

                主題 

項目 
系統研究 使用者研究 

平均引用年齡中數 7.25 年 7.98 年 
引用年齡中數 10 歲內 84% 76% 

T 檢定 二主題之引用年齡中數分布無顯著差異 
引用參考文獻總數之一半 7 年內出版之文獻 8 年內出版之文獻 
開始文獻衰退之年代 2003 年（第四年） 2002 年（第五年） 

K-S 檢測 二主題之引用參考文獻數量及年代分布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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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引用年齡中數之比較 

    同時法二種主題文獻平均引用年齡中數分別為 7.25 年及 7.98 年，兩

者僅相差 0.73 年。就引用年齡中數分布而言，系統研究主題文獻之引用年

齡中數分布在 10 歲的文獻數比率高於使用者研究主題 5%。就 T 檢定結果

而言，同時法二種主題文獻平均引用年齡中數之 T 檢定結果，顯示兩者無

顯著差異。整體而言，系統研究主題文獻老化速度較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

快，但老化速度差異不大。 

2. 引用參考文獻數量及年代分布之比較 

    系統研究主題文獻所有引用參考文獻數量有一半是在 2000 年至 2006

年間出版的文獻，亦即是其所引用之參考文獻有一半是七年內所出版的文

獻；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則是其所引用之參考文獻有一半是八年內所出版

的文獻，較系統研究主題文獻長。就開始文獻衰退之年代而言，系統研究

主題文獻引用之參考文獻數量自 2003 年後，整體呈現逐漸下降趨勢；而

使用者研究主題則是自 2002 年後，整體呈現階梯式下降趨勢，較系統研

究主題晚一年。就 K-S 檢測結果而言，同時法二主題文獻之引用參考文獻

數量及年代分布的差異檢測，顯示兩者有顯著差異。整體而言，在引用參

考文獻數量及年代分布上，系統研究主題文獻之老化速度較使用者研究主

題文獻快，且二主題間是有差異存在的。 

    歸納上述結果分析，同時法研究結果之重點，如下述： 

(1) 在同時法中，系統研究及使用者研究二種主題文獻之文獻老化現象並

無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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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歷時法研究結果 

（一）歷時法二主題樣本文獻特性之比較 

歷時法系統研究主題樣本文獻中，實際分析篇數為 123 篇，於 1996

年至 2006 年間，總計共被引用 1009 次，平均每篇文獻被引用 8.2 次。在

使用者研究主題樣本文獻中，實際分析篇數為 163 篇，於 1996 年至 2006

年間，總計共被引用 1145 次，平均每篇文獻被引用 7.02 次。 

    上述歷時法二種主題文獻樣本中，就平均每篇文獻被引用次數而言，

系統研究主題及使用者研究主題分別為 8.2 次與 7.02 次，兩者相差 1.18

次，亦即系統研究主題每篇文獻被引用率較使用者研究主題高，但兩者平

均被引用次數差距並不大。 

綜合上述結果分析，歷時法二主題研究樣本之特性，如下述： 

(1) 系統研究主題平均每篇文獻被引用次數較使用者研究主題多，但兩者

差異不大。 

（二）歷時法二主題文獻老化現象之比較 

    表 5-1-3 即針對歷時法二主題文獻於被引用次數分布與被引用半衰期

之研究結果，作一比較。 

表 5-1-3 歷時法二主題文獻老化現象比較 

                主題 

項目 
系統研究 使用者研究 

平均被引用半衰期 5.12 年 4.99 年 
被引用半衰期 6 歲內 74% 75% 

T 檢定 二主題之被引用半衰期分布無顯著差異 
被引用次數最高峰年代 1998 年 2000 年 

文獻衰退現象 未呈現衰退現象 未呈現衰退現象 
K-S 檢測 二主題之被引用次數分布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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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被引用半衰期之比較 

歷時法二種主題文獻平均被引用半衰期分別為 5.12 年及 4.99 年，兩

者僅相差 0.13 年。而系統研究主題之被引用半衰期在 6 歲內之文獻佔所有

樣本文獻總數的 74%；使用者研究主題則佔所有樣本文獻總數的 75%。就 T

檢定結果而言，歷時法二種主題文獻平均被引用半衰期之 T 檢定結果，顯

示兩者無顯著差異。整體而言，系統研究主題文獻歷時法老化速度較使用

者研究主題文獻稍慢，但兩者老化速度差別不大。 

2. 被引用次數分布之比較 

    系統研究主題於 1998 年達到被引用最高峰，佔所有被引用總次數的

12.49%，亦即系統研究主題文獻於出版後第三年，達到被引用最高峰，然

而，第四年至第十一年之被引用次數雖皆低於第三年，但被引用次數仍維

持一定被引用數量，還未呈現顯著的衰退趨勢。而使用者研究主題於 2000

年達到被引用最高峰，佔所有被引用總次數的 11.97%，亦即使用者研究主

題文獻於出版後第五年，達到被引用最高峰，然而，第五年至第十一年之

被引用次數雖皆低於第三年，但被引用次數仍維持一定被引用數量，亦未

呈現顯著衰退趨勢。就 K-S 檢測結果而言，被引用次數分布之差異檢測，

顯示兩者無顯著差異，亦即是資訊檢索領域下，系統研究主題與使用者研

究主題文獻之歷時法老化速度沒有差異。 

    歸納上述歷時法結果分析，其主要重點，如下述： 

(1) 在歷時法中，系統研究及使用者研究二種主題文獻之文獻老化現象並

無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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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時法與歷時法研究結果之比較 

    表 5-1-4 即針對同時法與歷時法二種研究方法之文獻老化研究結果分

別敘述二者於老化數據、引用最高峰年代、文獻衰退現象、文獻老化速度

以及 K-S 檢測結果之差異性。 

表 5-1-4 同時法與歷時法研究結果之比較 

文獻主題 系統研究 使用者研究 
                研究方法 
項目 

同時法 歷時法 同時法 歷時法 

引用年齡中數/被引用半衰期 7.25 5.12 7.98 4.99 
引用最高峰年代 第四年 第三年 第四年 第五年 
文獻衰退現象 顯著 不顯著 顯著 不顯著 
文獻老化速度 快 慢 快 慢 

K-S 檢測 兩者有顯著差異 兩者有顯著差異 

1. 引用年齡中數及被引用半衰期之數據比較 

    就同一主題而言，系統研究主題，二種研究方法之老化數據相差 2.13

年；使用者研究主題，則相差 2.99 年，由此可知，不論是系統研究主題或

使用者研究主題，二種研究方法之老化數據皆有 2 年以上之差距，即同時

法之研究結果是無法應用於歷時法。再就同一個老化研究方法來看，同時

法，二主題相差 0.73 年，歷時法，二主題則相差 0.13 年，此亦顯示同時

法較能表現出主題間之老化差異，而歷時法因觀察時間過短，難以表現出

差異。 

2. 文獻老化速度之比較 

    不論是系統研究主題或是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同時法所測得之文獻

老化現象，皆明顯呈現文獻衰退現象，然而，歷時法所測得之文獻老化現

象，卻無明顯衰退現象，即同時法之文獻老化速度較歷時法之文獻老化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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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快，但就引用年齡中數及被引用半衰期而言，同時法之引用年齡中數卻

大於歷時法之被引用半衰期，顯示歷時法所測得之文獻老化速度快於同時

法，兩者互相矛盾（第四章另有詳細說明），主要皆是受歷時法觀察時間

過短之因素所影響。 

3. K-S 檢測結果 

    不論是系統研究主題或是使用者研究主題文獻，依據引用年齡中數及

被引用半衰期之數據進行 K-S 檢測，其結果皆顯示同時法與歷時法之研究

結果是有顯著差異存在，亦即是同時法與歷時法研究是不可互相替代。 

    綜合上述比較分析，同時法與歷時法研究之比較結果，如下述： 

(1) 在各項結果分析，皆顯示同時法與歷時法之老化研究結果是無法互相

替代的。 

(2) 由於歷時法觀察時間過短之因素，與同時法研究結果產生矛盾現象。 

四、主要研究結論 

    本研究所探討的研究重點主要有二：一是同一學科領域下，不同學科

主題間之文獻老化現象是否有所差異；二是同一學科主題下，採用不同研

究方法，其研究結果是否一致。綜合前述各項研究結果或佐以表 5-1-5 之

檢測結果，可得出此二項研究重點結論，如下述： 

1. 資訊檢索領域下，系統研究與使用者研究二主題之文獻老化現象，不會

因主題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2. 資訊檢索領域下，同時法與歷時法二種研究方法所測得之文獻老化結果

是不一致，且無法互相取代。 



 97

表 5-1-5 檢測研究假設之結果說明 

研究假設 
顯著差異與否 

（有：○，無：X）

研究假設一 系統研究主題文獻及使用者研究主題

文獻之「平均引用年齡中數」是否有顯

著差異。 
X 

研究假設二 系統研究主題文獻及使用者研究主題

文獻之「平均被引用半衰期」是否有顯

著差異。 
X 

研究假設三 系統研究主題下，同時法與歷時法所測

得之文獻老化情形是否具有一致性。 
○ 

研究假設四 使用者研究主題下，同時法與歷時法所

測得之文獻老化情形是否具有一致性。
○ 

研究假設五 同時法研究下，系統研究主題文獻及使

用者研究主題文獻之「引用參考文獻數

量及年代分布」有無顯著差異。 
○ 

研究假設六 歷時法研究下，系統研究主題文獻及使

用者研究主題文獻之「被引用次數分

布」有無顯著差異。 
X 

 

第二節 建議 

文獻老化研究，除可瞭解各學科領域資訊老化的情形及其發展狀況

外，對於相關主題文獻管理者、資訊研究人員、資料庫製作者、讀者、文

獻老化研究方法、文獻老化研究結果應用及網路資源引用等相關議題，亦

有很大的利用價值，因此，本節依據上述之研究結果提出幾項建議，供主

題文獻管理者、資訊研究人員、資料庫製作者及對文獻老化研究方法等相

關議題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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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相關主題文獻管理者之建議 

    如前節所述，本研究資訊檢索領域文獻之文獻老化速度比工程類文獻

老化速度慢，但與數學領域之文獻老化速度接近，若相較於人文藝術文

獻，老化速度則較快。依據上述結果，建議圖書館或相關資訊單位可藉由

與其他學科領域老化速度之比較，加以參考應用於資訊檢索領域文獻之管

理上，例如：採購資料之時效性及期刊裝訂之必要性等之考量。然而，圖

書館在進行資訊檢索領域文獻之淘汰作業時，除可參考本研究之結果，例

如：同時法研究結果顯示需保留 14 至 16 年資料，才可滿足 80%資訊檢索

領域相關之研究需求，亦可參考其他研究方法，例如：使用者調查與流通

紀錄等，作為淘汰作業時之參考。 

二、對資訊研究人員之建議 

    依據歷時法被引用次數分布情形，資訊檢索領域下系統研究及使用者

研究主題文獻，未有明顯之文獻衰退現象，因此，推測此二種主題之文獻

壽命及文獻有效性並非為短暫性，若要更明確指出二種主題是否為發展快

速之學科領域，建議可延長歷時法研究的觀察時間。就同時法之引用參考

文獻年代分布而言，資訊檢索領域學者不僅重視新穎的資料，對於年代久

遠的資料亦有所利用，因此，建議資訊研究人員，除了重視資訊檢索領域

之最新資訊外，對於年代久遠之文獻，亦能適度重視並研究其文獻特性。 

三、對資料庫製作與管理者之建議 

    就資料庫製作與管理者而言，瞭解各學科之文獻老化的現象，對於設

計出完善的資訊系統亦有很大的助益，因其經由確認回溯檢索的舊資料範

圍來設計資料庫，可使有用的資料被儲存，也可將妨礙資訊流通的資料去

除，以建立一個更優質的資料庫（蔡明月，2003，頁 135）。因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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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系統研究及使用者研究二種主題文獻之引用年齡中數及被

引用半衰期約在五至八年間，而同時法之引用參考文獻年代分布顯示，需

保留 14 至 16 年資料，才可滿足 80%相關研究之需求，由上述數據可供資

訊檢索領域相關之資料庫製作者，作為建立或維護資料庫時，評估收錄文

獻之依據及確認回溯收錄資料檢索時所需文獻年限之參考。 

四、對讀者之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系統研究及使用者研究二種主題文獻所測得之同

時法引用年齡中數分別為 7.25 及 7.98 年，依據此數據，建議欲閱讀資訊

檢索領域文獻之讀者，在系統研究主題部分，可閱讀近七年之相關文獻；

在使用者研究主題部份，可閱讀近八年之相關文獻，其所涵蓋之理論及新

觀念應該足夠應付。 

五、對文獻老化研究方法之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同時法與歷時法研究結果不相同，兩者無法互相代

替，原因在於同時法與歷時法所解釋之文獻老化現象是不相同的。由於歷

時法是確實依據文獻老化定義來進行之研究，觀察某特定文獻從出版後至

今逐年被引用之情形，然而引用文獻索引檢索工具的功能已越來越強大，

使得歷時法研究執行，不再像過去需耗費相當之人力與時間。而同時法研

究則是從另一個角度來描述文獻老化現象，且研究較易執行。因此，建議

欲了解某一特定文獻之文獻老化現象，可同時進行同時法與歷時法研究。 

六、對文獻老化研究結果應用之建議 

    文獻老化研究雖可了解某一學科領域文獻之使用時效性，並提供圖書

館或相關資訊單位在館藏管理及淘汰等作業上之建議，就實際而言，圖書

館及相關資訊單位，執行館藏管理及淘汰作業時，不僅需考慮文獻使用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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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亦須考慮書架空間及讀者流通紀錄等相關資料。因此，建議除了文獻

老化研究以外，亦可輔以使用者統計調查等研究方法，才可更合理推測出

某學科領域未來發展及更深入瞭解其老化現象。 

七、網路資源引用之建議 

    在同時法研究中，分析其引用參考文獻，常有網路資源之參考文獻出

現，但多無標示明確出版年代或發表日期，甚至網址已無法連結，造成此

現象產生，其原因有可能為網址標示錯誤或是網址變動等，然而，無效之

書目不僅降低文獻老化研究之有效性，亦造成閱讀者之困擾，因此，建議

網站管理者在舊網址與新網址間應建立連結，使網址連結無效機率降低，

同時建議研究者引用網路資源時，應明確標示網址及文獻發表年代。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乃針對資訊檢索領域下，系統研究與使用者研究二主題之引用

參考文獻年代分布及逐年被引用次數進行分析，以了解資訊檢索領域之文

獻老化現象，但囿於時間與人力因素，研究過程尚有不足之處，茲列出以

下幾點建議，以供進一步相關研究作為參考： 

一、延長研究樣本文獻觀察時間 

    本研究於歷時法研究中，僅觀察樣本文獻 11 年間被引用情形，難以

完整觀察被引用情形及明確瞭解其文獻老化現象。因此，建議於歷時法研

究部分，可延長觀察時間至 20 年以上，亦可參考同時法樣本文獻引用之

參考文獻年代分布，作一參酌。例如：某一學科主題下，同時法樣本文獻

之引用參考文獻年代分布於 1957 年至 2006 年間，年代分布範圍長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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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而歷時法研究則可選擇 1957 年出版之文獻為研究樣本，觀察其自 1987

年至 2006 年間被引用之情形。 

二、擴大主題研究範圍 

    由於資訊檢索領域涵蓋主題相當廣泛，本研究僅針對系統研究主題及

使用者研究主題進行文獻老化研究，對其他主題之文獻衰退情形則無從瞭

解。因而建議可進行資訊檢索領域中其他主題之文獻老化研究，亦可進行

資訊檢索領域下，各主題間文獻老化現象之比較，以豐富資訊檢索領域相

關文獻老化研究。 

三、擴大研究樣本類型之廣度 

    本研究於同時法研究中，發現引用參考文獻中除了引用期刊文獻、圖

書及學位論文外，網路資源亦逐漸受到重視。然而，本研究之樣本文獻僅

分析期刊文獻類型。因此，建議未來研究可擴大樣本文獻類型範圍，除分

析期刊文獻外，亦可同時分析圖書、學位論文及網路資源等各類型文獻之

老化現象。 

四、加入影響文獻被引用情形之分析 

    在歷時法研究中，每篇樣本文獻之被引用情形皆不相同，某些文獻被

引用數十次，甚至百次，亦有文獻被引用次數僅有個位數或甚至未曾被引

用過。究竟影響此被引用情形產生之因素為何？被引用次數高之文獻有何

特殊文獻特質？若能在日後相關研究中加入分析，亦可有益於圖書館或相

關資訊單位在館藏發展及淘汰作業上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