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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口述歷史的發展背景，探討口述歷史與檔案學的關

係；第二節討論口述歷史的描述規則；第三節敘述口述歷史館藏的整理與運用方

式；最後一節則介紹國外檔案館口述歷史的整理情況與運用形式，以提供參考。 

第一節  口述歷史的發展背景 

一、口述歷史的定義 

談到口述歷史，有幾個相關的詞彙：口述歷史、口述傳統、傳記、自傳、回

憶錄，需要加以區別。 

1. 口述歷史：以研究利用為目的，對個人過去的生活經驗與經歷事件，進

行有計畫的採訪，並經過詢問與回答，將紀錄產生為聲音檔和抄本11。 

2. 口述傳統：講述的內容不是講述者自身的經驗，而是過去流傳下來的敘

述和遺跡，只經由一些特定的人來進行吟誦或講述，它是一種有機的表

達，口述的內容會因為傳播者的不同而有些微的改變，但內容主軸不變。

除非有文字或更好的錄音設備將其記錄下來，它會一直經由口述傳播下

去12。 

3. 傳記：文體的一種，有時也單稱為傳，以記載人物事蹟為主，一般由別

人記述，也有自述生平者，則稱為「自傳」，好的作品會兼具史料與文學

價值13。 

4. 回憶錄：作者追記自己或他所熟悉人物一生經歷與社會活動的文章14。 

雖然口述歷史的可信度受到質疑，有不夠客觀、或是受限於時代背景而不敢

如實敘述、訪談品質隨著受訪者記憶可靠程度來決定等缺點，但透過口述歷史可

以有計畫的、主題式的獲得主訪者所想要的資料，並且可立刻釐清含糊不清之處。

                                                 
11 William W. Moss, “Oral History,” Managing Archives and Archival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150. 
12 William W. Moss, “Oral History,” Managing Archives and Archival Institutions, p. 150. 
13 朱玉芬，〈檔案館另類資料：口述歷史〉，《檔案季刊》，4：1(臺北，2005.03)，頁 182。 
14 朱玉芬，〈檔案館另類資料：口述歷史〉，《檔案季刊》，4：1，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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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字資料相比，口述歷史顯得比較主動、較有針對性，整體來說口述歷史仍不

失為一個可以補充文字資料的一項重要材料。 

二、歷史學與口述歷史 

口述歷史的興起可以從歷史學和檔案學的角度來看。從歷史學的角度來看，

口述歷史並非新的東西，古今中外都有援用口述資料來輔助文獻的例子。西漢的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就曾訪問過事件的相關人物，清朝的章學誠(1738-1801)

在修纂地方志，也曾訪問過當地人。有感於以往方志有關〈烈女列傳〉的部分過

於形式化，於是章學誠親自「走訪其家」或是「安車迎至館中」，詳細訪問各「貞

節孝烈婦女」，並為她們詳寫傳記15。 

在西方，有歷史之父之稱的希羅多德，在撰寫《波希戰史》(The Persian Wars)

時，也曾採用許多口述資料，訪問戰爭生還者，得到第一手資料。法國啟蒙大師

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de Voltaire, 1694-1778)在撰寫《瑞典國王查理十二的

歷史》(Histoire de Charles XII)時，不僅查閱許多政府檔案，也訪問相關可提供第

一手資訊的人士，包括退位的國王本人、國王的部屬與醫生等人16。 

19 世紀的德國史學家蘭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以及後來蘭克學派

的影響，確立文獻史料的重要性，他認為第一手史料的官方檔案、當事人書信是

最可靠的，使得口述歷史的價值不被重視。蘭克學派由西方的考證學傳統和科學

思想兩大要素所構成，考證的是史料、文獻、經典。蘭克學派傳到中國，與清代

的考據學派結合，往後影響了民國初年的傅斯年(1896-1950)、胡適(1891-1962)、

陳寅恪(1890-1969)等人，他們所提倡的史學認為審定史料是最重要的基礎，此處

說的史料指的是文獻古籍、考古資料，而非包含口述資料的史料17。蘭克史學的不

僅影響中國的史學發展，也影響了美國的史學發展。蘭克在美國的形象是一個「科

學的史家」，受蘭克影響的美國歷史學家，強調科學治史和客觀考證史料，追求絕

對客觀的歷史真相18，注重文字記載的史料，而被認為充滿主觀意見的口述歷史則

                                                 
15 陳三井，〈口述歷史的理論及史料價值〉，《當代》，125(臺北，1998.01)，頁 102-104。 
16 陳三井，〈口述歷史的理論及史料價值〉，《當代》，125，頁 105。 
17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歷史與思想》(臺北：聯經，1976)，頁 250；李剛，〈19 世紀歐洲史學的

檔案研究傳統──以蘭克史學為例〉，《檔案學研究》，2008 年第 2 期，頁 17-19。 
18 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歷史與思想》，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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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學院派史家的重視，訪問被認為是業餘地方史學者和新聞工作者的工作19。 

早期歷史學家的研究興趣在政治史，隨著史學研究趨勢改變，1960 年代以降

下層社會史逐漸受到注目。英國史學家湯普森(E.P. Thompson, 1924-1993)於 1960

年代提出“History from below” 的概念，呼籲大家注意下層社會史。法國的年鑑學

派也提出“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的觀點，歷史有一部分是由大眾的歷史構

成，不可忽視這些底層社會的歷史，需由下而上觀察歷史20。有別於政治與社會上

的菁英份子，這些一般大眾並不會留下太多文字紀錄或文件，各類文獻史籍也不

會有他們的記載。因此要瞭解他們的歷史，就必須依靠口述歷史。 

口述歷史的出現拓寬了史學研究的方法與內容，它提供了一種新的方式觀察

過去的歷史，除了文字資料，口述資料也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材料。口述歷史的

範圍從政治、軍事、社會、文化、科學無所不包，不僅要了解過去發生什麼事情，

也要了解過去人們與時代的互動和經驗。儘管有人認為口述歷史不夠客觀，但是

並非不客觀的材料就不能用做研究使用，只是使用上要特別注意，並且配合其他

類型的史料一起對照，才能發揮口述歷史的價值21。 

歷史學自社會學和人類學借用訪談的理論技巧，口述歷史變成歷史學新興的

研究方法，變成各類文字紀錄的補充資料，歷史學家對事件的目擊者和參與者進

行訪問，並用於當代的社會史研究。 

三、檔案學與口述歷史 

口述歷史與檔案學有關，起源於美國的哥倫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等著名

大學的檔案館所進行的口述歷史訪談。最著名的是哥倫比亞大學的口述歷史計

畫，由新聞工作者出身的芮文斯(Allan Nevins)主持，將蒐集口述歷史視為補充檔

案館館藏的一種方法，與檔案、手稿一起成為檔案館業務的一部分。這些口述歷

                                                 
19 Ronald J. Grele,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1996), pp. 63-64. 
20 楊豫，《西洋史學史》(臺北：雲龍出版社，1998)，頁 578-579。 
21 Jim Sharpe, “History from Below,”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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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並不屬於個別的研究計畫，也不是為了出版專書而進行，而是一種館藏的蒐集，

專門提供給一般使用者利用22。 

這些機構早期進行的口述歷史計畫大部分的訪談都由其工作人員自行製作，

提供空間、服務，也有經常性的提供薪資給參與口述歷史的工作人員，訪談完畢

的後續處理與保存工作，也由檔案館或圖書館來執行。檔案館與口述歷史關係，

深深影響日後美國口述歷史的進行，出現所謂的「檔案型口述史家」(archival oral 

historians)，口述訪談是專門蒐集證據以供其他任何一個研究者使用，就像檔案單

位所做的事情一樣。這些檔案型口述史家有一種集體的責任感，這些口述歷史的

資料是要提供大眾使用，而不是僅供個人研究的私有文件，或專屬某特定中心所

有23。當時美國國家檔案館館員 Philip C. Brooks 認為那些歷史學家們數百年來訪問

了許多的人物，但他們都不是在做口述歷史，因為他們是為了自己的研究採集資

訊，他們是屬於研究者(researcher)。而純粹的口述歷史學者(“pure” oral historian)，

是蒐集了許多的證據提供其他研究者使用，比前者更客觀。後來 Philip C. Brooks

成為杜魯門總統圖書館的館長時，推動口述歷史計畫，使杜魯門總統圖書館成為

第一個進行口述歷史的總統圖書館，也是第一個進行口述歷史的政府機構24。 

自從 1948 年芮文斯成立哥倫比亞大學口述歷史研究室後，不少口述歷史計畫

也相繼成立，1948 年至 1960 年代中期，美國的口述歷史計畫呈等比級數成長，1970

年代檔案界主導了美國的口述歷史計畫，以口述歷史補充檔案館的館藏。由檔案

館與圖書館進行口述歷史計畫，使得進行口述歷史訪談變成一種資料的累積和收

集，而未想到口述歷史可以成為觀看歷史、研究歷史的另外一種角度25。口述歷史

學會(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HA)成立於 1967 年，根據 1973 年的一項調查，當

時有 73%的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SAA)會員將口述歷

史視為檔案館的一項正規業務活動，可以看出口述歷史與檔案學界的密切關聯26。

直到歷史學界開始重視口述歷史，並用於研究婦女、少數族群、社會大眾的時候，

                                                 
22 唐諾‧里齊(Donald A. Ritchie)，王芝芝譯，《大家來做口述歷史》，頁 276-277。 
23 唐諾‧里齊(Donald A. Ritchie)，王芝芝譯，《大家來做口述歷史》，頁 276-277。 
24 Ronald J. Grele,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 65. 
25 Ronald J. Grele, “Directi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 65. 
26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2003),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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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開始加入檔案館的口述歷史活動。1978 年保羅‧湯普森(Paul Thompson)出版《過

去的聲音》(The Voice of the Past)一書，呼籲口述歷史才是歷史學的本業，提出口

述歷史可以提供研究歷史的新方法，並自下而上捕捉未曾被史學家注意到的歷

史。美國的國家人文基金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EH)也開始補

助和鼓勵歷史學者進行口述歷史以挖掘那些被遺忘的歷史，像是婦女史、少數族

群、普羅大眾的一般生活27。 

儘管歷史學者也開始投入口述歷史的工作，但是檔案學界仍持續的進行口述

歷史計畫。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AA)的口述歷史委員會於 1978 年發行了訪談指導

準則，定義了檔案人員、受訪者、訪問者和贊助機構的角色。1981 年口述歷史委

員會成為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AA)的專業附屬單位，並致力於研擬口述歷史的各項

準則，包括來源、評價、鑑定、編排、取用、法律和道德倫理等方面，將口述歷

史也視為一般的原始文件。1989 年口述歷史學會(OHA)和美國歷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合作，簽署歷史文獻訪談報告書(Statement on 

Interviewing for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歷史學家所進行的訪談紀錄，要寄存於

圖書館或檔案館28。 

1970 至 1980 年代，在圖書館學與檔案學的文獻裡，仍出現不少有關口述歷史

的文獻，但在 1990 年，這些文獻卻大量消失在這個領域。主要的原因是檔案人員

角色定位的問題：中立的管理者？還是檔案製造者？這些問題自檔案學界從事口

述歷史工作以來，一直都是爭論的焦點。有人認為檔案人員才清楚知道檔案館缺

乏何種館藏，所以要由檔案人員去蒐集這些館藏；但是也有人持相反的意見，認

為減少代辦業務和建立徵集計畫才是檔案人員優先該處理的事項，雖然檔案人員

應填補館藏空白，但是他們缺乏製作口述歷史的專業能力。之後，國際聲音檔案

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und Archives, IASA)召開會議，提出將口述訪談

寄存於檔案館，並且僱用受過訓練的歷史工作者從事部分檔案工作29。 

近年來，關於這兩個角色的爭論，在後現代理論的架構下，提出「檔案典範」

                                                 
27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 141. 
28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p. 141-142. 
29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p.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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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 paradigm)與「文書保管典範」(record-keeping paradigm)兩個概念。檔案典

範的觀念會認為只要它是由個人、組織或機構所產的記載性資訊，不論是何種載

體、實體形式、特徵，都可以視為檔案的一種。支持文書保管典範的人則不認同

以記憶為基礎的文獻，像是口述歷史，因為它既無業務活動所產生的證據價值，

也無法律上的效力。但是後現代理論已經打破檔案人員是中立的管理者這個觀

念，檔案工作人員絕不是客觀的管理者，受限於檔案人員的訓練背景、研究興趣，

使得在檔案的選擇與鑑定上，其實充滿了檔案人員個人的想法和觀點，甚至是偏

見30。若檔案人員仍只意識到典藏業務所產生的文書，只是狹隘了檔案館館藏類型

擴大的可能性。 

檔案館開始收藏口述歷史，是由於 1970 年代社會史研究的興起，史學研究者

需要有關婦女史、少數族群、勞工、爭取公民權與和平運動份子的資料，但檔案

館並無這些文獻，於是開始蒐集這些族群的口述歷史補充館藏的不足。檔案館典

藏口述歷史訪談是順應時代的需求，提供史學研究需要的資料，當時的檔案人員

是視研究需求而修改檔案館收藏的原則31。 

除了上述提及的史學研究需求之外，科技的進步也導致口述歷史的興起。錄

音帶、錄音機、打字機的普及，使得口述歷史的後續處理工作變得更加輕鬆。此

外，電話、電子郵件、部落格、網際網路的使用，改變人們的書寫習慣，越來越

多的資訊內容並不會記載於紙本上，而是透過口語、網路來交流與傳播。在科技

發達的時代，資訊似乎更容易流失，當越來越多具有歷史價值的資訊透過電子媒

體在傳播，檔案館做為一個資訊保存者，以口述歷史來補充館藏，會更有其重要

性32。史學研究趨勢與科技的發展，這些來自外部的社會力量，讓檔案人員漸漸接

受口述歷史作為一種館藏。 

檔案館和圖書館參與口述歷史可以打破社會大眾對圖書與檔案界的成見。以

往聯想到圖書館與檔案館，總是有內向、喜歡與書和紙張為伍的印象，若圖書館

                                                 
30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p. 146-147. 
31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 146. 
32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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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檔案館參與口述歷史，則可以主動向外擁抱人群33。 

口述歷史對檔案館而言，有以下兩個重要性： 

1. 補充檔案館的文件 

口述歷史雖然無法取代檔案原件，但是可以彌補檔案館各類檔案和文件的不

足。因為種族、階級、性別或族群的關係，這些相對弱勢的族群的資料難以被檔

案館典藏，惟有靠口述歷史才能補充個人檔案與機構檔案中的空白，補充檔案中

不能記載的內容34。 

 

2. 為檔案館創造新館藏 

檔案館進行口述歷史計畫不只是在蒐集資料而已，也是替檔案館創造新的館

藏。口述歷史計畫在進行時，檔案館就開始進行其他相關訪談文件的蒐集工作，

比如信件、日記、照片、回憶錄、受訪者捐贈之資料等，這些都可以做為口述歷

史的補充性資料。檔案館不僅收入了口述歷史的訪談錄音檔，也增加了其他類型

的館藏35。 

 

                                                 
33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p. 157-158. 
34 朱玉芬，〈檔案館另類資料：口述歷史〉，《檔案季刊》，4：1，頁 183。 
35 朱玉芬，〈檔案館另類資料：口述歷史〉，《檔案季刊》，4：1，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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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口述歷史的描述規則 

國際上一些檔案描述規則有針對聲音紀錄訂出描述規範，包括英國檔案描述

規則(MAD)、加拿大檔案描述規則(RAD)、美國檔案描述規則(APPM)與美國檔案

人員學會的《口述歷史編目手冊》，下文節錄與口述歷史相關的部分，敘述如下： 

一、英國檔案描述規則(MAD) 

英國的《檔案描述手冊》 (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簡稱 MAD)是 1980

年代初由英國檔案人員學會(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所擬定的檔案描述相關標

準。手冊裡有描述特殊格式的章節，包括地契、信件、照片、繪圖檔案、建築檔

案、聲音檔案、影音檔案、電子文件。其中口述歷史的描述包含在聲音檔案的部

份36。如同其他特殊格的描述標準，這是設計給一般的檔案典藏單位使用，很少有

單獨設計給聲音檔案的標準或管理系統，在一般的檔案館，聲音檔案會依附在紙

本檔案37。2000 年修訂的 MAD 第三版(MAD3)是英國目前主要採用的檔案描述規

則，聲音檔案的描述規則適用下列類型的資料： 

1. 廣播 

2. 訪談(比如口述歷史) 

3. 事件的錄音(recordings of events)：比如音樂會、戲劇、會議、座談會、會

議、辯論會等。 

4. 「真實」錄音(“actuality” recordings)：比如示威運動、暴動。 

5. 科學監控儀器的紀錄 

6. 錄音帶或錄音紀錄原件或母片 

7. 錄音室未出版的聲音紀錄 

8. 不播放的紀錄(Off-Air Recordings)38 

以上的資料類型都有可能出現在一般的檔案典藏機構。 

另外，MAD3 聲音檔案著錄欄位分為辨別項、脈絡與出處項、內容與結構項、

                                                 
36 薛理桂，《檔案學導論》(臺北：五南出版社，2004)，頁 193、198。 
37 Margaret Procter and Michael Cook, 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Burlington: Gower, 2000), pp. 205-206. 
38 Margaret Procter and Michael Cook, 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pp.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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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資訊項四大項目，每項再細分幾個次項目。其詳細的欄位見表 2-1： 

表 2- 1：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聲音檔案著錄欄位 

參考代碼 
形式、類型的簡單描述 

標題 
名稱要素 

簡單錄製日期 
辨別項 

數量 
錄製或編輯日期 
工作人員的責任 
目的 

製作歷史 

預期標準 
所有權規範 

脈絡與出處項 

檔案人員註記 
完整的標題或類型 
涵蓋時間 
地點 
個人或團體名稱 
事件、活動 
主題關鍵字 

摘要 

內容的位置描述 
載體 
載體的材質 
尺寸大小 
錄音長度 
播放速度 
播放模式 

內容與結構項 

實體和技術描述 

其他技術資料 

副本相關紀錄 
處理控制 

版權資訊 
先前的典藏歷史 
修復資訊 
優先的層級 
例行性處理的資訊 

管理資訊項 
保存 

其他保存資料 

資料來源：Margaret Procter and Michael Cook, Manual of archival description (Burlington: Gower, 2000), 2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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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檔案描述規則(RAD) 

加拿大自 1990 年發展出加拿大檔案描述規則(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RAD)，至今加拿大已經有 55,000 個檔案全宗採用此描述標準，可在加拿大全國檔

案資料網(ARCHIVES CANADA)39查詢。1996 年加拿大檔案學會(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CCA)召集專家成立加拿大檔案描述委員會(Canadian Committee on 

Archival Description, CCAD)負責 RAD 的發展與修訂。2001 年加拿大與美國合作進

行 CUSTARD 計畫(Canada-U.S. Task Force on Archival Description)，希望訂出適用

於北美地區的檔案描述標準，但在合作的過程中，加、美兩國對於檔案描述的方

式有重大差異，於是加拿大最後發展出 RAD2 草稿，而美國則是發展出 DACS 

(Describing Archives: A Content Standard)。RAD2 草稿經過加拿大檔案界各單位機

構、學者專家不斷的討論，終於成為 2008 年的修訂版，此版本更能彈性配合且反

映出加拿大的檔案描述方式40。 

 

2008 年版的 RAD 第八章有關於聲音紀錄的描述規範，其著錄項目簡述如下： 

8.1  標題與責任敘述項 (Title and statement of responsibility area) 

有關檔案標題的擬訂，當沒有正式標題時該如何訂出適當的標題，以及資料

類型標示(General material designation)、平行標目(Parallel titles)的規範，最後則是

檔案責任歸屬的著錄，比如製作者、檔案產生者。 

 

8.2  版本項(Edition area) 

有關版本的責任敘述，當版本不同時，也有不同的責任歸屬。 

 

8.3  資料特殊細節項(Class of material specific details area) 

一般規則(Preliminary rules)不適用此項目。 

 

8.4  產生日期與公開相關資料項 (Date(s) of creation, including broadcast, 
                                                 
39 ARCHIVES CANADA, <http://www.archivescanada.ca/english/index.html> (24 October 2008). 
40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Preface to the 2008 revision,”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July 2008, 

ⅩⅢ-ⅩⅣ. <http://www.cdncouncilarchives.ca/RAD/RAD_Frontmatter_July2008.pdf> (28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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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etc., area) 

著錄檔案產生日期，包括廣播、出版、公開傳播的地點、日期、傳播機構名

稱與類型，以及製作聲音紀錄的相關資訊。另外，有關傳播機構的功能敘述則非

必備項目。 

 

8.5  實體描述項 (Physical description area) 

包含以下四個部分： 

 描述單位的數量：比如 12 捲錄音帶、2 片光碟，以及時間長度的資訊。 

 其他實體資訊：包括聲音紀錄組成的媒體類型、播放速度、錄音方式、音

質、音軌、噪音減低或音量均化等資訊。 

 高廣尺寸：媒體的實際大小尺寸 

 附件資料：描述是否有小冊子等附件。 

 

8.6  連續出版項 (Publisher's series area) 

有關連續出版資訊的著錄。 

 

8.7  檔案描述項 (Archival description area) 

此項目用於描述行政歷史或個人傳記歷史、保管歷史、檔案範圍與內容。 

 

8.8  附註項 (Note area) 

   上述項目未能完整著錄檔案資訊可於此項目著錄補充，比如保存方式、檔案

實體情況、實體編排情況、檔案來源、語言、原件典藏地、取用限制、檢索工具、

相關資料等資訊。 

 

8.9  標準號碼項 (Standard number area) 

著錄典藏號、國際標準書號、國際標準期刊號等資訊41。 

 

                                                 
41 Canadian Council of Archives, “Chapter 8: Sound Recordings,” Rules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March 2008, 

<http://www.cdncouncilarchives.ca/RAD/RAD_Chapter08_March2008.pdf> (28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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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檔案描述規則(APPM)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出版的《檔案、個人暨手稿編目手冊》(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是為了描述手稿、個人文件和檔案而制定的檔

案描述規則。1960 年代美國圖書館界開始研擬圖書資料的標準化格式，希望達到

資源共享，而檔案描述工作受其影響也開始邁入標準化。在此基礎下，美國國會

圖書館手稿部門以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Second 

Edition. AACR2)為基礎，發展出 APPM 用於描述檔案與手稿42。1989 年出版的

APPM 第二版雖有口述歷史的描述，但是數量較少、描述簡單。此規則適用於錄

音、視訊、抄本的口述歷史，其描述格式如表 2-2： 

表 2- 2：APPM 描述口述歷史的範例 

Wiesel, Elie, 1928-  interviewee 

Typed transcript of oral history interview,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1987 Nov. 10. 

Duke University, Living History Program,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1968-1988. 
 

資料來源：Steven L. Hensen, Archives, personal papers, and manuscripts: a cataloging manual for archival 
repositories, historical societies, and manuscript libraries (Chicago: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2004), 41. 

 

表 2-2 的描述範例只描述了受訪者姓名、生卒年、媒體類型、口述歷史的執行

單位和時間、隸屬於哪一個口述歷史計畫，提供的資訊較為簡略。 

四、SAA 的《口述歷史編目手冊》 

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AA)於 1995 年出版《口述歷史編目手冊》(Oral History 

Cataloging Manual)專門用於規範口述歷史館藏的著錄規則。該手冊結合美國檔案

描述規則(APPM)、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AACR2)與美國機讀編目書目紀錄格式

(USMARC Format for Bibliographic Data)等標準，製訂出適合口述歷史館藏的著錄

                                                 
42 薛理桂，《檔案學導論》，頁 18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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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43。檔案館可依據各館的需求，以單筆訪談、一個口述歷史計畫或整批口述歷

史館藏做為著錄的單位。每一種著錄單位各有不同的著錄項目，見表 2-3。 

表 2- 3：三種口述歷史描述單位的著錄項目 

描述單位 單筆訪談 口述歷史計畫 口述歷史館藏 

資料類型 (例如：oral 

history interview) 

資料類型 (例如：oral 

history interviews) 

資料類型 (例如：oral 

history collection) 

受訪者姓名 計畫名稱 館藏名稱 

訪問日期 涵蓋的日期範圍 館藏涵蓋的日期 

實體規格與數量 實體規格與數量 實體規格與數量 

主訪者姓名   

語言 語言 語言 

訪問內容摘要與範

圍 

計畫內容摘要與範

圍 

館藏內容摘要與範

圍 

取用限制 取用限制 取用館藏的限制 

著錄項目

對照 

此筆訪談所屬的口

述歷史計畫/口述歷

史館藏 

此計畫的負責人/機

構 

 

資料來源：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Oral History Cataloging Manual (Chicago: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95), pp. 16-17. 

以上四種聲音紀錄的描述規則，以美國檔案人員學會的《口述歷史編目手冊》

的規定最為詳細，因為是專門提供給口述歷史館藏使用。RAD、MAD 等檔案描述

規則以專章規定聲音檔案的描述規則，APPM 只略提口述歷史描述的範例。因此

RAD、MAD 又比美國的 APPM 詳細，除了提供著錄欄位，也說明著錄規則，而

APPM 只提供姓名、日期、媒體類型等基本資訊。 

 

                                                 
43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Oral History Cataloging Manual (Chicago: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1995), p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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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口述歷史館藏的整理與運用 

一、口述歷史館藏的處理流程 

口述歷史館藏的處理流程可以先概分為四個階段：產生、處理、保存管理、

使用。產生階段表示口述訪談的執行與現場撰寫的筆記，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處理階段則是訪談結束之後的後續處理工作，包括錄音帶的拷貝、製作摘要和索

引、編目、抄本的製作等程序；保存管理則是將口述歷史的各種資料保存在圖書

館、檔案館、博物館或其它典藏機構；最後的使用階段則是口述歷史的運用方式，

比如學術研究、出版、展覽、與學校課程結合，還有結合網路線上取用各種口述

歷史資源。口述歷史的處理流程如圖 2-1 所示。 

 圖 2- 1：口述歷史處理流程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改編，參考余國瑛，〈博物館發展口述歷史蒐藏之研究〉(臺南：國立臺南藝術大學博物

館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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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述歷史館藏的整理 

以往口述歷史訪談多半以錄音帶錄音，少部分以錄影的方式，因為錄音所需

準備的器材、設備都比錄影方便，所需經費也較少，大多會採取錄音的方式。隨

著科技的發展，現在也可使用錄音筆、數位攝影機等數位器材來錄音與錄影。例

如國立歷史博物館於 2003 年起對書畫家進行的口述歷史，以及後來擴充到文化行

政管理前輩的口述訪問，都是以錄影的方式進行44。另外，國史館 2008 年出版的

李登輝總統口述訪談，也是以錄影的方式，並出版 DVD45。 

一般來說，以錄音的方式進行口述歷史較為常見，探討錄音帶整理方式的文

獻也較多，有關錄影帶整理的文獻則較少見。不過，不論是錄音帶、錄影帶或是

以數位的方式錄音錄影，都屬於非文字資料，都需要經過整理轉為文字稿，也都

需要製作索引、摘要等工具來提示錄音或錄影的主題，協助使用者查詢，在處理

原則上是可以相通的。 

 

(一) 錄音帶 

訪談完的錄音帶必須做索引標籤，不僅可以標示錄音帶的內容，也方便日後

的查詢。錄音帶的索引除了寫明受訪者姓名、訪問者姓名、訪問時間與地點、錄

音帶長度等基本資訊外，還要根據錄音帶的內容分成不同的主題，分別註明受訪

者的姓名縮寫、錄音帶的正反面，並依序給予段落的編號(Number Counter)。外國

人以姓名的第一個字母做縮寫代號。錄音帶索引(Tape Index)的標示方式舉例如表

2-4： 

                                                 
44 陳嘉翎，〈博物館口述歷史計畫的實踐與展望〉，《國立歷史博物館學報》，27(臺北，2004.04)，頁 98。 
45 國史館采集處，《李登輝總統口述訪談菁華：一個台灣人總統的誕生(DVD)》(臺北：國史館，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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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錄音帶索引範例 

受訪者姓名縮寫 

(Initials) 

錄音帶的錄音面

(Side) 

編號 

(Number Counter)
討論主題 

NK 1 002 訪談介紹 

NK 1 008 出生背景 

NK 1 010 成長環境 

資料來源：Yow, Valerie Raleigh.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2005), 375-376. 

 

另有針對全部的口述歷史館藏製作主題索引(Tape Collection’s Master Index)。

此類的主題索引形式如表 2-5： 

表 2- 5：主題索引範例 

主題標目 

人名 A  1：030.    人名 B  1：126, 210.    人名 C  2：350.     

人名 D  2：251 

 

主題標目 

人名 A  1：130.    人名 B  1：230.    人名 C  2：035, 170. 

資料來源：改編自 Yow, Valerie Raleigh.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77-378. 

在不同的主題標目下，列出相關的錄音帶。訪談錄音帶以受訪者姓名來命名，

冒號前的數字表示錄音帶的正、反面，以 1 和 2 標示，冒號後的數字表示編號

(Number Counter)，若同一面的錄音帶有多個段落有關此主題，則以逗號分開，如

「1：126, 210」所示。 

 

(二) 錄影帶 

錄影帶如同錄音帶的處理方式，也須製作索引用以提示此捲錄影帶的內容，

可採用錄音帶製作索引的方式，依據時間給予編號，以及相對應的主題。另外錄

音帶和錄影帶的外觀都必須標示受訪對象、日期或編號，以免混淆。目前錄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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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影帶或是以數位方式儲存的影像與聲音都可儲存在光碟裡，並定期檢查、拷貝。

而錄音帶與錄影帶的母帶則須定期以平常的速度過帶一次，以確保這些母帶還可

以播放46。 

 

(三) 現場筆記(Field Note) 

現場筆記的撰寫在於輔助訪問者的記憶、隨時記錄當時各種狀況，類似人類

學的田野筆記，記錄的內容如下： 

1. 基本資訊：計畫名稱、現場筆記的記錄者姓名、受訪者與訪問者姓名、訪

問日期、訪問地點、錄音帶編號。 

2. 受訪者生平簡介 

3. 訪問者簡介 

4. 訪談情境描述 

5. 訪談內容 

6. 錄音情形與狀況47 

 

(四) 摘要 

口述歷史的訪談抄本製作費時，一個專業的抄錄員使用專業的設備，也需要

花上 3.5 個小時來抄錄 1 小時的錄音帶，如果錄音帶有錄音不佳的問題，則需要花

費更多的時間48。在抄本製作完成前，訪談摘要跟訪談日誌的製作是很重要的，也

能提供使用者清楚而必需的資訊。 

訪談的摘要最好在訪談當天寫出來，因為當天訪談的氣氛和內容都還記憶深

刻。一份摘要應包括下列五個部分： 

1. 關於參與者的陳述以及錄音的日期； 

2. 以訪談問題為基礎所製作的受訪者生平資訊； 

3. 訪談內容的簡單綱要，用以提示主題的次序； 

4. 關於錄音各段落的相關資訊，讓研究者對訪談有更多的洞察； 

                                                 
46 沈懷玉，〈口述訪問稿與資料的整理〉，《近代中國》，149(臺北，2003.06)，頁 14。 
47 The 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gram Website, “Field Notes (example),” 

<http://www.sohp.org/howto/guide/howto_111e.html> (18 September 2008). 
48 貝絲‧羅伯森(Beth M. Robertson)，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歷史》(臺北：五觀藝術，2004)，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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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這段訪談的優點、焦點以及弱點的陳述49。 

如果訪談的規模不夠或是不如預期，也可以明確的在摘要中說明，但是要顧

及到受訪者的心理，不要讓他們覺得困窘或被冒犯。因此可以使用「只提到」、「記

得不是很清楚」、「簡略的概要」這種並未帶有強烈否定的詞語。撰寫摘要可以適

當引用錄音帶中所引用的話語或辭彙，可以傳達訪談中的某種語氣與氣氛50。 

 

(五) 訪談日誌 

訪談日誌比摘要更能提供詳細的訪談內容，但是相對於抄本來說，仍屬比較

簡單的形式。訪談日誌需要聆聽錄音帶並記下：經過的時間、討論的主題、訪談

中出現的專有名詞或不尋常而重要的字彙。 

此種訪談日誌與錄音帶索引相似。不過「主題」欄的資訊應清楚簡要且有用，

不要使用涵蓋範圍過廣的敘述辭彙，例如「求學時期－老師－輟學－第一份工

作」，而應該使用有用的陳述，如表 2-6 所示。一份 30 分鐘的錄音檔，敘述最好不

要超過一或二頁。「專有名詞」欄應包括大部分提過的名字，這樣研究者才能快速

判斷是否是某個特定人物、地點或名稱51，範例見表 2-6。 

表 2- 6：訪談日誌範例 

時間 主題 專有名詞 

(錄音帶編號)  A 面 

0:00 
求學時期概述，

1909-1914，霍克公立學校 

霍克 

3:00 

詳細說明此時期三位老

師，以及他們的教學方式 

約翰‧西蒙 

艾德納‧威利 

喬治‧羅伯 

14:00 
描述 11 歲時為了協助家計

而必須輟學的沮喪 

 

資料來源：修改自貝絲‧羅伯森(Beth M. Robertson)，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歷史》(臺北：五觀藝術，2004)，
71。 

                                                 
49 貝絲‧羅伯森(Beth M. Robertson)，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歷史》，頁 67。 
50 貝絲‧羅伯森(Beth M. Robertson)，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歷史》，頁 68-69。 
51 貝絲‧羅伯森(Beth M. Robertson)，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歷史》，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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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訪談日誌所需的時間並不會比訪談的播放時間長，但對研究者來說卻是

一份有用的精確指南，也有助於口述歷史典藏單位的保管人員做整理工作。 

 

(六) 訪談個案檔(Case File)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口述歷史中心會將訪談的相關資料集中，建立訪談個案

檔，個案檔的內容包括訪談資訊表單、受訪者細項(interviewee’s particulars)、訪談

綱要、主訪者筆記、技術資訊表單(technical information sheet)、聯繫紀錄、與受訪

者通訊的信函等文件。另外，最好可以放入照片，用以辨別名字相同的受訪者，

將來也可運用於展覽。這些個案檔只提供內部人員查檢需要，並不公開52。 

一份完整的訪談資訊表單內容包括：入藏登錄號、中英文姓名、別名、獲獎

紀錄、出生日期、國籍/出生地、種族/族群、性別、現在職業、方言、地址、連絡

電話(住家、辦公地點、行動電話、傳真號碼)、電子郵件、學經歷等受訪者的個別

資訊。另外還需填寫計畫名稱、錄音地點與時間、主訪者姓名、錄音帶或光碟的

數量、錄製時間的總長度、語言、版權資訊、取用情況(開放/限制；錄音/文字)、

相關資料53。 

技術資訊表單要記載之資訊有檔案容量大小、儲存資訊、錄音日期、實際錄

音總長度、有談話的錄音長度(reference duration)、錄音中斷的長度與備註，分別

由主訪者與管理檔案的專業人員填寫，表單見表 2-7。 

表 2- 7：新加坡口述歷史中心的技術資訊表單 

檔案容量大小 (技術人員填寫) 

儲存資訊 (主訪者填寫) 

(錄音帶/記憶卡/光碟片裡儲存的檔案數量) 

錄音日期 (主訪者填寫) 

一般附註 

(主訪者填寫) 

記載受訪者當時的表

情、反應等資訊。 

實際錄音總長度 (技術人員填寫) 

                                                 
52 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Memories & Reflections: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 

Documenting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Oral History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2007), p. 90. 
53 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nnex H-6 Interviewee Information Sheet,” Memories & 

Reflections: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 Documenting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Oral History, p.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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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談話的錄音長度 (技術人員填寫) 

錄音中斷的長度 (技術人員填寫) 

備註 (主訪者填寫) 

(應告知技術人員的其他資訊，例如錄音時有雨聲、施工噪音、狗吠

等聲音。) 

資料來源：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nnex H-7 Technical Information Sheet,” 
Memories & Reflections: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 Documenting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Oral History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2007), 183. 

 

(七) 抄本的整理 

口述紀錄是一種多層次的傳播方式，除了談論的內容，還包括了受訪者的情

緒、表情、語氣等等，但除非是研究語言學和心理學的學者，一般並不會直接使

用訪談錄音帶，因此口述歷史最常使用的形式是訪談抄本。抄本不需經由機器播

放即可直接利用，透過網路傳輸也比錄音檔容易，對於歷史學者、人類學家、社

會科學研究者，口述歷史的抄本是最簡單的利用方式。另外，紙張保存比錄音帶

錄影帶容易、在自然的情況下保存壽命也較長久，如果錄音帶保存不當，抄本仍

留有大部分的資訊54。 

製作抄本最大的問題是時間的大量消耗，但是抄本的完成，可以提高口述歷

史的使用率跟效用。透過技巧的訓練與各種軟體的協助可以提升抄本的製作效

率。以下列出節省製作抄本時間的要點： 

1. 訪談者就是抄本製作者 

訪談者最了解整個訪談的情形和受訪者的敘述方式，由訪談者來製作抄本是

最適當的。但並非每位主訪者都有時間親自製作抄本，往往需委託他人或聘請他

人製作。這些未參與訪談的抄本製作者最好先將整個錄音帶聽過一遍，再進行抄

錄，抄錄完畢仍需重聽錄音帶，檢查是否有遺漏之處。 

 

2. 利用轉譯機 

轉譯機能以腳踏板控制錄音帶的播放速度，比起用雙手控制播放鍵來得方

                                                 
54 Yow, Valerie Raleigh.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2005),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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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可加快抄寫或鍵入訪談內容的時間。 

 

3. 設計固定的抄本格式 

設計抄本的格式，抄本製作者可以專心的聽取錄音帶內容，而不需要花時間

手動設定抄本的格式。 

 

4. 使用轉譯軟體 

使用轉譯軟體可以縮短抄本製作的時間，部分網站能免費或低價的提供這種

軟體。雖說利用科技可以省時省事，但電腦軟體並不能分辨說話者的情緒和語氣，

電腦的判斷仍會有錯誤存在，仍需靠人工事後檢查55。 

 

(八) 編目 

為了讓口述歷史資料能於線上檢索，整理口述歷史的單位會將口述歷史編

目。編目可以有以下優點： 

1. 組織資料：可以依據實體形式、主題、計畫名稱、組織、地理區域、受訪

者姓名等項目來組織資料。 

2. 連結相關項目：連結到此筆紀錄的相關項目，例如有關受訪者的資料、有

關此主題的其他資料。 

3. 連結實體項目的描述：連結到此筆紀錄的描述資料。 

4. 描述實體內容：描述媒體形式、數量、錄音時間長度等資訊。 

5. 描述智能內容：描述受訪者、訪問者、主題、訪問摘要等資訊。 

6. 提供多元的檢索點：提供使用者多元的檢索點，例如從受訪者姓名、主題、

口述歷史計畫名稱等項目來檢索。 

7. 儲存管理資訊：可以記錄捐贈者姓名資料、使用限制、實體館藏地、引用

資訊等項目。 

8. 跨機構分享資訊：建置在網路上的目錄，可以讓使用者一次搜尋不同機構

的館藏56。 

                                                 
55 Yow, Valerie Raleigh.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315-316. 
56 MacKay, Nanc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 (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2007),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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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歷史的目錄結構有三個層次：目錄(Catalog)、目錄紀錄(Catalog record)、

資料欄位(Data field)，結構如圖 2-2。 

 

圖 2- 2：口述歷史的目錄結構示意圖57 

資料來源：MacKay, Nanc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2007), 
60. 

 

目錄是整個結構的最高層級。目錄紀錄類似圖書館目錄的書目紀錄，但是要

以何者為一個單元做記錄，由編目人員和口述歷史訪談者或口述歷史計畫的執行

者共同討論。另外，也需考量口述歷史計畫的目的以及希望呈現的方式，來決定

是要一筆或多筆訪談紀錄，或是整個口述歷史計畫做為記錄的單位58。 

目錄紀錄可區分為件層次(item-level)與館藏層次(collection-level)。若以一筆訪

談紀錄做為記錄的單位，則屬於件層次的目錄紀錄，底下的資料欄位則填入受訪

者姓名、主題標目、典藏代號等欄位。若是以整個口述歷史館藏或計畫的所有訪

談為一筆紀錄，則屬於館藏層次，資料欄位著錄的項目則是標題、館藏描述等資

料59。 

                                                                                                                                               
58-59. 

57 MacKay, Nanc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 p. 60. 
58 MacKay, Nanc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 p. 59. 
59 MacKay, Nanc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 pp. 59-60. 

目錄 

單筆 

訪談紀錄 

口述歷史 

館藏 

受訪者 

姓名 

主題標目 典藏號 館藏標題 館藏描述 
(資料欄位) 

(目錄紀錄) 

(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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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述歷史館藏的運用 

口述歷史一般用於學術研究或出版，但是口述歷史還有其他的運用方式，例

如用於展覽、學校課程、廣播電視節目、紀錄片、戲劇、醫學治療、藝術、當地

文化推廣、社區活動等方面。另外，國外也有將口述歷史與網路結合的例子。1998

年口述歷史學會(The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就曾討論過要透過網際網路進行口述

歷史訪談。近幾年，檔案人員和圖書館員也關注到在數位化的檔案館中，口述歷

史的利用方式，檔案館可以在線上提供口述歷史資料的檢索與取用、線上聽取錄

音檔與錄影檔、抄本的全文線上閱覽60。位於倫敦的大英圖書館的音像檔案館

(British Library Sound Archives)館長 Robert Perks 曾認為口述歷史的線上化可以促

進檔案館的大眾化、普及化61。下文討論幾種常見的口述歷史運用方式，分述如下： 

(一) 學術研究 

典藏在檔案館、圖書館或其它典藏機構的口述歷史資料，包含錄音帶、錄影

帶、訪談抄本、照片、手稿、受訪者捐贈的資料、訪談者事先準備工作所蒐集的

資料與工作日誌等。這些口述資料保存於典藏機構，直接開放給使用者用於學術

研究62。 

 

(二) 出版 

早期的口述歷史成果受限於出版市場對這類的書籍不感興趣，要以專書的形

式出版是相當困難的，只能在期刊發表。隨著各類基金會、政府機構贊助口述歷

史計畫，這類的出版品開始出現63。以哥倫比亞大學為中心從事口述歷史的工作者

大部分屬於檔案型的口述史家，他們認為口述歷史最主要的紀錄形式和最終的結

果應該是抄本，而不是錄音帶。以文字呈現口述歷史成果對於史學研究者來說也

是最方便的64。 

                                                 
60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 150. 
61 Ellen D Swain, “Oral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Its Documentary Rol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merican 

Archivist, 66:1, p. 156. 
62 肯‧霍斯華(Ken Howarth)，陳瑛譯，《口述歷史》(臺北：播種者文化，2003)，頁 253-254。 
63 肯‧霍斯華(Ken Howarth)，陳瑛譯，《口述歷史》，頁 254-255。 
64 唐諾‧里齊(Donald A. Ritchie)，王芝芝譯，《大家來做口述歷史》，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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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早期受哥倫比亞大學補助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歷史的方法沿襲哥倫比

大學的傳統，以史學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文字形式，將口述歷史出版。中研院近史

所徵集的口述歷史資料，經受訪者同意公開，篇幅大的以專書形式出版，篇幅較

小的則刊載於中研院近史所發行的《口述歷史》期刊65。目前出版口述歷史叢書已

經是臺灣學界最主要運用口述歷史的方式，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中研院臺史

所都有陸續出版口述歷史叢書。 

以出版形式呈現的口述歷史與訪談抄本有所不同。出版品會在不影響文意的

情況下，將一些語助詞或遲疑的語氣刪減，以增加語句的流暢度。但是這樣的刪

減可能會失去受訪者原本獨特的表達方式和真實度。比如訪問勞工階級的黑人婦

女，但是編者將這些訪談內容修改成標準的英語以便閱讀，但會讓讀者誤以為這

些受訪者是受過良好教育的白人婦女。為了兼顧閱讀的流暢度，又要不失真實性，

兩者間的衡量也是相當不易的。負責任的編輯至少要在口述歷史出版品中說明編

輯的方法和標準，給予讀者充分的資訊66。 

 

(三) 展覽 

在博物館的展覽使用口述歷史可以讓展覽更為活潑，尤其是以錄影方式進行

的口述歷史，其展覽效果會比錄音來得大。博物館可以依照展覽主題使用相關的

口述歷史，在展場播放口述歷史的錄音檔或錄影檔，透過當事人的現身說法可以

讓參觀者更能貼近歷史、直接感受歷史的真實性。口述歷史當作一個展覽物件，

配合其它的展示資料，比如檔案、手稿、文物，讓參觀者透過不同的角度和方式

瞭解展覽主題或事件。或是針對同一主題，將來自不同背景、職業、階層、社會

經驗的人的口述歷史並列呈現，可以讓參觀者體會同一時空下，歷史的多樣面貌

和各種觀點67。 

呈現方式除了在展場直接播放口述歷史之外，還可以利用電話聽筒來聽取。

博物館設置電話聽筒設備，讓參觀者選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拿起話筒聆聽。口

述歷史錄音檔的長度並不需要很長，擷取與主題最相關的段落，即使只有 1 分鐘

                                                 
6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刊詞〉，《口述歷史》，1(臺北，1989.10)，頁 4-5。 
66 Yow, Valerie Raleigh.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guid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 325-328. 
67 余國瑛，〈博物館發展口述歷史蒐藏之研究〉(臺南：國立臺南藝術大學博物館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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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度就已足夠。只要口述歷史運用得當，口述歷史可以吸引參觀者倒帶重聽68。此

外，口述歷史產生的訪談抄本，也可擷取部分內容撰寫成展覽看板的文字敘述，

或是以簡短的對話當作展覽看版的引言。除了口述歷史的錄音(影)資料，訪談抄本

也可成為展覽的素材之一。 

 

(四) 學校課程 

口述歷史還可以配合學校的課程。比如有關鄉土歷史的課程，可以適當利用

當地耆老的口述歷史，讓學生瞭解當地的歷史、產業或文化。例如英國國家音像

檔館配合部分口述歷史館藏製作大屠殺的聲音(Voices of the Holocaust)學習網頁和

學習單，提供學校教師利用，在此單元的學習目標裡，註明學習網頁適用九年級

且對於納粹對猶太人的屠殺有基本認識的學生。網頁由 28 位見證大屠殺事件，且

目前生活在英國的人們的訪談所組成，透過這些口述歷史，可以達到以下教學目

的： 

1. 打散學習主題變成一系列可感知的人類經驗。 

2. 對訪談對象的經驗有同理心。 

3. 增進學生的溝通、科技與歷史技能，刺激學生有觀察和評價他人行為的

能力。 

4. 理解人類曾經發生且重要的痛苦經驗69。 

音像檔案館訪問那些在納粹大屠殺倖存下來的生還者，依據大屠殺前的生

活、猶太貧民區與驅逐、集中營、抵抗、解放等各主題進行訪問，並在網站提供

音像檔、抄本、受訪者基本資訊。除了訪談錄音檔，也提供背景介紹的資訊和參

考資料，以及課堂教學使用的學習單70。 

 

(五) 與網路結合 

口述歷史與網際網路結合的方式有製作線上目錄、檢索工具、線上提供錄音

檔或錄影檔、線上提供全文抄本等方式。口述歷史有多種線上提供方式，其優劣

                                                 
68 肯‧霍斯華(Ken Howarth)，陳瑛 譯，《口述歷史》，頁 252。 
69 The British Library Website, “Teachers' Intoduction,” 

<http://www.bl.uk/learning/histcitizen/voices/teacherinfo/intro/teacherintro.html> (25 September 2008). 
70 The British Library Website, “Voices of the Holocaust,” 

<http://www.bl.uk/learning/histcitizen/voices/holocaust.html> (25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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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如表 2-8： 

表 2- 8：口述歷史線上取用方式優缺點比較表 

 取用方式 優點 缺點 

1 
圖書館 

線上目錄 

線上展示於目錄，不需要額外的檢

索。 

取用受限，只能指出實體館藏位

置，但不能線上取得。 

2 

檔案檢索

工具或摘

要 

 容易張貼於網頁上 

 對受訪者的隱私權爭議較小 

 直接給使用者有關實體館藏的

指引 

取用受限，指出實體館藏位置，但

不能線上取得。 

3 
全文抄本

(PDF) 

 最容易張貼於網頁上 

 可以在文件內做關鍵字檢索 

 保護文件：使用者不能複製與塗

改 

 不能使用超連結連結相關資源 

 需要較多時間下載 

 大型檔案需要較大的儲存空間 

4 
全文抄本

(HTML) 

容易連結到其他資料與多媒體  需要技術人員將抄本編碼 

 使用者能任意複製和塗改 

5 EAD 
 較易取得抄本的內容資訊 

 利於資料庫或網站的資料交換 

需要專業的知識與技術 

6 
錄音/錄影

資料(摘錄) 

 使用者可以聽到和看到訪問情

形 

 回歸「口述」於口述歷史 

 需要專業人員管理音像檔案 

 需要較大的儲存空間 

 使用者的電腦軟硬體設備不足 

7 
錄音/錄影

資料(完整) 

 最真實的展現 

 使用者可以在遠端取得完整的

資料 

 可應用到專門知識、技術去張貼

與維持 

 大型檔案需要很大的儲存空間 

 使用者的電腦軟硬體設備不足 

資料來源：MacKay, Nanc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2007), 
78. 
 

要將口述歷史的成果呈現於網路上，除了需要縝密的計畫，還需要一個大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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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力與時間才能完成。要考量的因素有71： 

1. 目標 

要先了解為何要將實體館藏線上化。是爲了提倡某個計畫或事件，或是提供

教育資源，還是呈現一個線上展覽？ 

 

2. 使用者 

什麼樣的使用者會對線上化的口述歷史感興趣？是當地的民眾，還是遠地的

使用者？他們的科技設備和教育程度如何？ 

 

3. 資料類型 

要提供什麼樣的形式的資料給使用者？是抄本、錄音檔、錄影檔，或是三者

都提供？ 

 

4. 館藏 

網站要提供哪些訪問紀錄？選擇的主題、標準與原因為何？是否會連結相關

的資源配合口述歷史訪談，例如照片、地圖、其他文件。 

 

5. 人力 

需要行政管理人員處理行政事務與經費分配問題，也需要法律專家解決著作

權與隱私權等問題，還需要數位化人才掃描文件、管理資料庫，也需要音像工程

師處理這些錄音與錄影資料。 

 

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班克福特圖書館口述歷史研究室(ROHO, The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of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將口述歷

史與網路結合的例子可以做說明。ROHO 成立於 1954 年，目的是要保存美國西部、

加州地區的歷史，進行的口述歷史計畫包含的範圍有：政治與政府、法律、藝術、

商業與勞工、社會與社區歷史、加州大學歷史、自然資源與環境、科學與科技72。 

                                                 
71 Nancy MacKa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 pp. 77-79. 
72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About the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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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HO 的口述歷史成果可在網站取得，網站依照主題分類，並附上受訪人物

與相關口述歷史計畫的介紹，成果有以下的呈現方式： 

1. 館藏查詢：可透過 RLIN 或 OCLC 查詢館藏。 

2. 抄本：線上提供訪談抄本的 PDF 全文，網頁附上受訪者的簡短介紹或照

片，以及抄本的頁數73。 

3. 錄音與錄影檔：利用 Real Player 播放軟體即可以聽取口述歷史的錄音檔與

觀看錄影檔，部分錄影紀錄還會附上英文字幕74。 

 

在線上取用這些口述歷史資料時，都會出現提醒視窗，告知使用者相關的注

意事項：「口述歷史是搜集史料的一種方式，用來補充現有的歷史文獻，它不是最

終的、客觀的、正確無誤的歷史，它代表的是個人對於重要事件的觀點。而這些

抄本出版權屬於班克福特圖書館，若要出版必須獲得該館的書面同意75。」 

 

(六) 其他 

口述歷史還可以製作成資料庫形式提供利用，例如 Oral History Online 資料

庫，只有訂購的圖書館或機構才能使用此資料庫，此資料庫記錄各行各業的人的

口述歷史資料，例如藝術家、音樂家、勞工、移民與學生，以及那些社會上弱勢

且沉默的一群。Oral History Online 資料庫仍持續在擴大中，企圖蒐集英語系國家

檔案典藏單位的口述歷史資料，並盡可能連結全文及影音檔，該資料庫可以典藏

單位、集藏(Collections)、單筆訪談紀錄、訪問日期、地點、主題、歷史事件等條

件進行查詢76。另有免費的 In the First Person 資料庫蒐集了超過 30 萬人的傳記資

料，內容包括口述歷史、日記、信函、自傳、回憶錄、書目資料，提供歷史學、

社會家、語言學、心理學家、宗譜學者豐富的研究資料77。 

                                                                                                                                               
<http://bancroft.berkeley.edu/ROHO/about.html> (29 June 2008). 

73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Subject Areas of Oral Histories,” 
<http://bancroft.berkeley.edu/ROHO/collections/subjectarea/index.html> (30 August 2008 ). 

74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Audio and Video Excerpts Online,” 
<http://bancroft.berkeley.edu/ROHO/collections/av_online.html> (30 August 2008). 

75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Oral History Usage Guidelines,” 14 January 2005, 
<http://bancroft.berkeley.edu/ROHO/collections/cite.html> (29 June 2008). 

76 Alexander Street Press Websites, “Oral History Online,” <http://www.alexanderstreet.com/products/orhi.htm> (25 
August 2009). 

77 Alexander Street Press Websites, “In the First Person: Index to letters, diaries, oral histories, and other personal 
narratives,” <http://www.inthefirstperson.com/firp/firp.about.aspx#introduction> (25 Augus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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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則有國立歷史博物館於 2003 年開始規畫「前輩書畫家口述歷史資料

庫」，配合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建置後設資料(metadata)，其中包含了口述訪談

的錄影檔，將來可提供社會大眾使用78。 

                                                 
78 陳嘉翎、口述歷史小組成員，〈國立歷史博物館口述歷史計畫──二００三年〉，《國立歷史博物館館刊》，

125(臺北，2003.12)，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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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國外檔案館口述歷史的整理與運用 

一、新加坡 

新加坡的口述歷史活動自 1960 年代末期開始，由南洋大學歷史系的學生在導

師指導下進行的新加坡華族村史與新加坡華族行業史開始。1973 年新加坡東南亞

研究院也開始一系列的口述歷史計畫，收集戰後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史口述資

料。1979 年底，新加坡政府設置口述歷史組，有計畫的收集近代新加坡的資料，

1985 年，口述歷史組升格為口述歷史館，繼續新加坡歷史資料的記錄、整理、保

存與推廣。該館將重要的訪談錄音檔繕打成文稿，經受訪者同意後可公開使用。

另外，口述歷史資料都會加以編目、製作索引，每一項口述歷史計畫完成後，會

出版訪談目錄79。 

新加坡將口述歷史的製作納入法規之中。1993 年頒布的新加坡國家文物局法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ct)有規定，國家文物局應成立口述歷史中心，訪談對新

加坡歷史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人物，並保存、管理這些訪談紀錄。在法規第 27 條寫

到口述歷史中心的職責為下列幾項： 

1. 透過口述歷史或其他方式，收集、記錄及傳播新加坡歷史資訊。 

2. 訪談影響或參與新加坡歷史的人物，保存訪談紀錄，並選擇部分訪談製作

書面紀錄。 

3. 保存並管理前述訪談紀錄和書面紀錄。 

4. 在符合受訪者或國家文物局所提之條件或限制下，允許為研究而取用前述

訪談紀錄或書面紀錄。 

5. 傳播該中心所典藏或製作之資訊，其方法包括出版、視聽教育方案、展覽、

諮詢、研究，以及文化推廣活動等80。 

1997 年口述歷史中心合併於新加坡國家檔案館之下，主要的工作任務是進行

人物訪談。完成訪談的錄音帶先進行轉錄，製成一份複製品，交給聽寫人員繕打

                                                 
79 林孝勝，〈新加坡口述歷史館〉，《口述歷史》，1(臺北，1989.10)，頁 231-233。 
80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Websit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CT,” 1st August 1993. 

<http://statutes.agc.gov.sg/non_version/html/homepage.html> (19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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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抄本。原始的錄音帶經過去除雜音的程序，而後轉製成母帶，以便檔案館長

期保存。近年來為了延長錄音帶的保存壽命，這些訪談資料已陸續轉為數位化儲

存81。截至 2007 年 1 月為止，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共蒐集了 16,000 個小時的口述歷

史訪談資料，平均每年增加 600 個小時，訪談的錄音內容主要以英語為主82。這些

口述歷史館藏在新加坡國家檔案館建置的整合性查詢目錄 a2o(Access to Archives 

Online Singapore)或口述歷史館藏資料庫 CORD(Collection of Oral History 

Recording Database)都可以查詢的到83。 

二、澳洲 

澳洲的口述歷史資料可透過線上目錄查詢，澳洲建置口述歷史全國線上目

錄，命名為 Australia'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 National Directory。線上目錄的構

想來自於 1992 年 3 月在坎培拉舉辦的國際會議，希望促進澳洲文件的取用，並連

結澳洲各種文化資源。在會議中提出以下建議：「澳洲的口述歷史、民俗學資料，

以及正在進行的計畫，不論執行者是機構或個人，都應記錄在同一份目錄中。」

1993 年到 1994 年，九名來自政府部門與國立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的代表組成

了口述歷史諮詢委員會(Oral History Directory Committee)。他們先將個人的計畫的

口述歷史合併於州立的計畫，並於 1997 年出版聯合目錄。之後依據此份紙本的聯

合目錄建置全國的線上目錄，名稱與這份紙本目錄相同，都名為 Australia'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 National Directory84。 

線上目錄大部分的資料來自於 1980 年至 1990 年代的蒐集，並持續的更新中。

最早的一筆口述歷史紀錄是 1928 年由南澳博物館（South Australian Museum）人

類學部門蒐集的原住民資料。此份全國線上目錄涵蓋了全國 460 種的口述歷史館

藏，包含： 

                                                 
81 施宗英、許啟義、陳淑美，〈日本及新加坡國家檔案管理制度考察報告〉(臺北：國家檔案局籌備處，2001

年)，頁 106、110-111。<http://open.nat.gov.tw/OpenFront/report/report_detail.jsp?sysId=C09000228> (2008 年

7 月 25 日)。 
82 Oral History Cent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Memories & Reflections: 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 

Documenting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Oral History, p. 5. 
83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 to Archove Online Singapore (a2o), 

<http://www.a2o.com.sg/a2o/public/html/>；Collection of Oral History Recording Database(CORD), 
<http://cord.nhb.gov.sg/cord/public/internetSearch/> (29 August 2009)。 

84 Australia'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 National Directory, “About,” <http://www.nla.gov.au/ohdir/about.html> 
(14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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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洲國立圖書館的館藏，包含 30,000 小時以上的原始錄音檔。 

2. 至少有 11 種館藏，包含了 1,000 小時以上的錄音資料。館藏來自：澳洲

國家電影影音檔案館(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澳洲原住民與托雷

斯海峽島民研究機構(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Studies)、澳洲廣播委員會(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澳大利亞戰爭紀念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澳洲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澳大利亞國家海洋博物館 (Australia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澳洲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以及

州立圖書館與州立檔案館。 

3. 典藏在當地政府部門(主要是公共圖書館)或當地歷史學會的資料，至少超

過 200 筆。 

4. 典藏在各機構團體的資料，包括學校、宗教團體、各類職業公會、公司行

號、政府部門、社區劇團、運動協會、各類娛樂協會，這些口述歷史雖然

數量小但卻重要。 

5. 來自原住民團體與社群的館藏。 

6. 至少 26 所澳洲大專院校的館藏，大部份是因為學術研究而蒐集的，主持

研究的學術部門大部分來自人類學、歷史學、音樂、英語系。 

7. 大約 60 筆私人收藏，數量雖少但包含重要的資料85。 

透過口述歷史的全國線上目錄，可依照典藏機構名稱、主題、錄音日期或年

份查詢全澳洲的口述歷史目錄。 

 

另外，澳洲的國家電影影音檔案館(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也有典藏

口述歷史。澳洲的電影與視聽產業非常發達，19 世紀末電影工業才開始發展起來，

澳洲已於 1935 年成立的國家電影影音檔案館保存與澳大利亞文化相關之影音資

料，典藏內容包含：民族音樂、爵士類型檔案、澳大利亞音樂、多媒體影像、口

述歷史、電視與廣播新聞等資料。因聯邦政府肯定其成就，國家電影影音檔案館

於 2008 年 7 月 1 日起成為一獨立機構，擁有自己的決策管理部門、全國影音資料

                                                 
85 Australia'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 National Directory, “About,” <http://www.nla.gov.au/ohdir/about.html> 

(14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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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管權，並且有權對這些館藏做選擇、徵集、保存與銷毀86。 

以往提到電影產業，一般只想到出名的演員，而幕後的製片人、技術人員、

編劇卻較容易為人所忽略，因此電影與廣播產業口述歷史小組 (The Film and 

Broadcast Industries Oral History Group, FBIOHG) 與國家電影影音檔案館合作，要

訪問電影、廣播、電視界各類幕前與幕後的工作人員，包含演員、技術人員、導

演、編劇、製片、行政人員、監製人員、宣傳人員等87。 

電影與廣播產業口述歷史小組將口述歷史錄製在錄音帶(Digital Audio Tape, 

DAT)或光碟片，之後將訪談抄本輸入電腦，以備日後的輸出跟印刷。錄音帶、光

碟片和抄本都會保存在國家電影影音檔案館內，錄音檔和抄本的複製件都可以提

供各種用途使用，包括學術研究、影片製作、編輯節目或刊物88。 

三、美國 

(一) 起源 

美國口述歷史的發展起源於芮文斯(Allan Nevins)成立的哥倫比亞大學口述歷

史研究室。口述歷史計畫的經費來自哥倫比亞大學第一位博士生 Frederic Bancroft

所捐贈的 3,000 美元的補助。1948 年 5 月 18 日，芮文斯帶著一位研究生助理進行

第一筆口述歷史的訪談89。哥倫比亞大學口述歷史研究室是目前歷史最悠久、規模

最大的口述歷史計畫。1948 年由獲得普立茲獎的記者芮文斯(Allan Nevins)創立。

芮文斯雖是新聞工作者出身，但後來他也是位傑出的傳記作家與歷史學者，也曾

在康乃爾大學與哥倫比亞大學任教，有「口述歷史之父」之稱。哥大口述歷史研

究室成立之初，芮文斯曾發表演說，期許這個口述歷史研究室能夠有系統的蒐集

口述資料，訪問具有重要影響力、仍活在世上的美國人，希望能全面的、詳盡的

記錄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各種活動90。 

 
                                                 
86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About Us,” <http://www.nfsa.gov.au/about_us/> (14 September 2008). 
87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Oral History - Program Guidelines,” June 2004, p. 3. 

<http://www.nfsa.gov.au/docs/guidelines_print_copy.pdf> (14 September 2008). 
88 National Film and Sound Archive, “Oral History - Program Guidelines,” June 2004, p. 8. 

<http://www.nfsa.gov.au/docs/guidelines_print_copy.pdf> (14 September 2008). 
89 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1996), p. 44. 
90 Allan Nevins, ”Oral History: How and Why It Was Born,”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1996),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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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 

在哥倫比亞大學成立口述歷史研究室之後，加州大學、柏克萊大學也於 1954

年成立口述歷史的計畫，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也於 1959 年開始自己的口述歷史計

畫91。美國各種口述歷史計畫於 1960 年代快速成長，大專院校、公共圖書館、學

院、歷史學會、博物館、私人團體等各類型的機構都開始推出口述歷史計畫，其

執行機構與數量如表 2-9： 

表 2- 9：美國 1970 年代初期執行口述歷史計畫的機構與數量 

機構類型 數量 

大專院校(公立 75；私立 33) 108

公共圖書館(市立 26；縣立 15；州立 7) 48

學院(私立 31；公立 16) 47

職業或種族團體 29

州立或當地的歷史學會 25

聯邦機構 18

博物館、醫院、教會團體 12

私人蒐藏家 5

法人或公司團體 4

醫療中心 3

校友組織 2

流動圖書館 1

無法分類 14

總數： 316

資料來源：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California: AltaMira Press, 1996), 48. 

 

除了執行口述歷史計畫，有關口述歷史的出版品數量也有增加的趨勢。自從

哥倫比亞大學出版第一份口述歷史館藏目錄 Th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of 

Columbia University，對其口述歷史館藏作簡單的描述。之後各個進行口述歷史計

                                                 
91 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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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或典藏機構也開始相繼出版口述歷史目錄、指南，以及相關出版品92。 

美國許多大學檔案館或圖書館發起的口述歷史計劃，並不能直接從大學獲得

經費，大多由基金會來贊助經費，負擔訪談與後續處理相關財務。例如國家人文

基金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NEH)、各州的人文評議會(the state 

humanities councils)、福特基金會(Ford Foundation)、洛克斐勒基金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等。福特基金會也曾經由哥倫比亞大學的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教授與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的推介，於 1962 年至 1972 年補

助中研院近史所進行學術研究，其中也包括了口述歷史的訪談計畫93。 

在 1970 年代，基金會對各類的口述歷史計畫無不慷慨的補助，但也同樣補助

了不少立意良好但準備不周的計畫，最後計畫結束，出現抄本和錄音帶並未妥善

處理和建檔的情形。因此口述歷史學會(OHA)訂出一套標準“Oral History 

Evaluation Guidelines”94，用於審查這些要申請補助的口述歷史計畫，並督促其順

利完成95。 

1967 年口述歷史學會(OHA)成立，發行季刊、年刊、口述歷史指南，學會的

成員也越來越多。口述歷史學會的出現，警惕了美國圖書館學會、美國檔案人員

學會、美國歷史學家組織後其他專業團體，開始注意到口述歷史的重要，開始去

執行口述歷史計畫、開設工作坊、舉辦口述歷史研討會，進行口述歷史的各種交

流活動96。 

 

(三) 現況 

哥倫比亞大學口述歷史研究室還是美國最有名的口述歷史中心，目前有將近

8,000 份的錄音帶、100 萬份的訪談抄本的館藏。這些訪談包含了政界、商界與社

會名流，以及各行各業有影響力的人物。每年有超過兩千位的學者到館使用口述

歷史館藏，並利用這些資料寫成了超過一千本的專書。這些館藏有一大部分是有

                                                 
92 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p. 46-47. 
93 呂芳上、吳淑瑛，〈口述歷史在臺灣的發展：背景、演變和檢討──以中研院近史所口述歷史為例的討論〉，

《近代中國》，149(臺北，2003.06)，頁 29。 
94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ral History Evaluation Guidelines,” Adopted 1989, Revised 2000. 

<http://alpha.dickinson.edu/oha/pub_eg.html> (30 August 2008). 
95 唐諾‧里齊(Donald A. Ritchie)，王芝芝譯，《大家來做口述歷史》，頁 282-283。 
96 Louis Starr, ”Oral History,” Willa K. Baum and David K. Dunaway, ed., Oral hist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 pp.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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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生平的傳記回憶錄，但也有依據某些特定主題所進行的口述訪談，比如 2007 年

秋天開始進行的美國 911 事件目擊者和當事人的口述歷史97。 

四、加拿大 

加拿大進行口述歷史計畫注重訪談所得的錄音帶，而非訪談抄本。因為直接

透過錄音帶可以直接觀察到受訪者的聲音、語氣、口音、口才，才能真正了解一

個人，而這些特質正是抄本所不能呈現的。早期進行口述歷史的目的並非用於學

術研究，多用於廣播或非文字出版品，因此對於當時來說，製作抄本並不是最重

要的。這些口述歷史訪問了社會上的非菁英份子，並使用了不同的語言來訪問。

注重錄音檔的重要性、以多種語言錄製口述訪談，正是加拿大口述歷史與他國不

同的地方98。 

加拿大的國家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於 2004 年合併，除圖書檔案外，擁有電影、

建築圖、照片、畫作等各類型的館藏，其中包括約 270,000 小時的視聽與聲音檔案。

這些館藏都可透過加拿大圖書與檔案館(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LAC)的網站

搜尋。透過 Audiovisual Holdings 資料庫搜尋口述歷史館藏，著錄欄位包括基本資

料與實體的描述，欄位見表 2-10。 

表 2- 10：加拿大圖書與檔案館聲音檔案著錄欄位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欄位記錄的內容 

基本描述 

全宗/館藏名稱 Fonds/collection 記載此筆紀錄屬於哪一份全宗或館

藏 

項目號 Item number  

標題 Title 記錄館藏的標題 

取用號 Accession number  

描述 Description 描述類型、產生日期、語言 

產生國別 Country of production 描述錄製的地點或國別 

                                                 
97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ies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Background,” 

<http://www.columbia.edu/cu/lweb/indiv/oral/about.html> (30 August 2008). 
98 Leo La Clare, “Oral History in Canada: An Overview,”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1(1973), 87. 

<http://www.jstor.org/pss/3675142> (24 October 20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臺灣檔案典藏單位口述歷史館藏整理與運用 

 

 

43 
 

產生者 Creator 記錄訪問者姓名 

參考 Consultation 記錄館藏使用限制 

重製的限制 Reproduction 記載重製此筆錄音檔的限制 

註記 Notes/ Remarks  

實體描述 

典藏號 Location number 記錄此份錄音帶或光碟的典藏號 

長度 Duration 錄音檔的長度 

狀態 Status 原始檔或複製檔 

來源 Made from 記載錄製日期或館藏來源 

格式 Format 錄音檔的格式 

資料來源：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ArchivalNet: On-line Research Toll,”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archivianet/02011402_e.html> (24 October 2008). 

 

透過加拿大圖書與檔案館的線上查詢目錄，使用者可以透過目錄查到所需的

口述歷史館藏。 

五、英國 

英國 2004 年設置「博物館、檔案館與圖書館委員會」(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s，簡稱 MLA)推動博物館、檔案館與圖書館三大領域的整合，委

員會設置於文化、媒體與運動部門之下，由文化部長所管轄。為推廣全國文化資

源的整合，設置九大區域層級的機構以支援 MLA 的業務，每一區域機構都是獨立

運作單位，推動各地三大領域的整合與服務99，不過在 2009 年之後各區域機構將

廢除100。為瞭解英國各類文化資源，委員會必須對全英國進行各類的調查報告，

其中 2005 年針對英國東北部典藏機構口述歷史館藏的現況與未來做了一份調查報

告。 

在英國東北部 78 個典藏機構，有 7 個機構擁有超過 200 筆口述歷史資料。其

中規模最大的是帝賽德檔案館(Teesside Archives)，擁有超過一千筆口述訪談，大部

                                                 
99 薛理桂、王麗蕉，〈檔案館、圖書館與博物館三大知識領域在新資訊時代的整合趨勢—以加拿大與英國為

例〉，《檔案季刊》，5：4(臺北，2006.11)，頁 11。 
100 Oral History Society (UK), “Oral History Archives and Collections,” <http://www.ohs.org.uk/collections.php> 

(25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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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 1980 年代所蒐集的。因為屬於早期製作且數量龐大的口述歷史，因此特別具

有價值，目前該館並未有將口述歷史數位化的打算，但是也開始陸續徵集當地社

區口述歷史計畫的訪談資料101。 

大英圖書館的聲音檔案館(The British Library Sound Archive)是世界上知名的

聲音檔案館之一，原為 1955 年成立的 British Institute of Recorded Sound，1983 年

成為大英圖書館的部門。其館藏有古典音樂、戲劇、口述歷史、流行音樂、爵士

樂、自然原野聲音、世界各地的傳統音樂等類型。做為英國的國立口述歷史中心，

提供全英國各種製作口述歷史的諮詢服務，並密切與全國各個口述歷史小組保持

密切聯繫。檔案館所典藏的口述歷史內容廣泛，包括海外殖民、宗教、政治、藝

術、婦女史、猶太人歷史、工業發展、醫學發展102。檔案館建置了聲音檔案目錄

查詢系統(Sound Archive Catalogue)可供查詢，其目錄的著錄欄位如下： 

1. 館藏標題(Collection title) 

2. 典藏號(Archive copy no.) 

3. 館藏清單(Collection inventory) 

4. 館藏描述(Collection description) 

5. 館藏內容(Documentation)：註明此筆館藏的內容，例如是否有摘要、抄本、

訪問者的現場筆記、訪問日程表等。 

6. 所有權(Product copyright) 

7. 媒體格式(Format) 

8. 原件或複製件(Original or copy) 

9. 館藏資訊(Holdings)103 

英國為了提高聲音檔案館的使用程度，大英圖書館與聯合資訊系統委員會

(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合作，建置了網站「檔案聲音紀錄服務」

(Archival Sound Recordings)，線上提供各種聲音檔案。這些館藏種類與聲音檔案館

一樣多元，其中包括有關英國爵士音樂發展的口述歷史。當網站建置完成時，可

                                                 
101 Jo Bath, “The status and future of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in the north east,” October 2005, p. 6-7. 

<http://www.ohs.org.uk/public_docs/nemlac.pdf> (25 September 2008). 
102 The British Library Sound Archiv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http://www.bl.uk/collections/sound-archive/holdings.html#foundation> (12 October 2008). 
103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Sound Archive Catalogue,” 

<http://cadensa.bl.uk/uhtbin/cgisirsi/Mon+Oct+13+17:58:58+BST+2008/0/49> (12 Octo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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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約 32,000 筆的聲音檔案給全英國高等教育與進修教育機構的師生研究利

用，目前已有 12,000 筆的紀錄，預定 2009 年 3 月要完成此計畫。與聲音檔案館簽

約之機構或學校則可以下載這些聲音檔案。這些聲音檔案是以 XML 編碼，適用

OAI 協定(OAI-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104。 

六、香港 

香港口述歷史檔案計劃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統籌，其目的有三： 

1. 建立系統化的香港口述歷史檔案庫。 

2. 鞏固現存口述歷史的資料，聯繫香港各個分散的、欠缺統籌的口述歷史計

劃。 

3. 促進口述歷史方法學的發展，結合本土社會和文化特質，發展適用於亞洲

的口述歷史研究方法105。 

香港口述歷史檔案計畫由計劃成員、研究員及特約訪談員擔任主訪者，訪問

不同領域的人物，有來自各行各業的人士和普通民眾，以及參與重要事件或與香

港發展有關的人士。除深入訪談之外，該計畫還會收集相關的日記、信件、私人

文件與照片。該計畫訪問所得的錄音資料和文字紀錄，存放於香港大學圖書館內，

提供給各地的學者研究之用106。 

此計劃已建置「香港口述歷史檔案庫」，將 2000 年至 2004 年收集約 200 個口

述歷史檔案建檔，資料庫內容包括訪談錄音、訪談逐字稿、受訪者捐贈的老照片、

信件、證件、帳冊及公私文書等，每份錄音資料長度約兩至十多小時不等107。該

資料庫可以進行主題檢索與關鍵字檢索，但資料庫只提供檔案編號、受訪者性別

與受訪時年齡的資訊108，要查閱原件必須在香港大學孔安道紀念圖書館。 

                                                 
104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About the Archival Sound Recordings service,” 

<http://sounds.bl.uk/TextPage.aspx?page=about> (12 October 2008). 
105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口述歷史檔案計劃〉，<http://www.hku.hk/hkcsp/oral_c.html> (2009 年 8 月 17

日)。 
106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香港口述歷史檔案計劃〉，<http://www.hku.hk/hkcsp/oral_c.html> (2009 年 8 月 17

日)。 
107 香港口述歷史檔案網站，〈香港口述歷史檔案庫簡介〉，<http://www.hku.hk/sociodep/oralhistory/6/6.1.html> 

(2009 年 8 月 17 日)。 
108 香港大學圖書館網站，〈香港口述歷史檔案  集體記憶的採集〉，<http://sunzi1.lib.hku.hk/hkoh/> (2009 年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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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口述歷史計畫的執行，後續的整理與運用，早期在美國由檔案學界開始，這

些檔案典藏機構累積不少口述歷史的錄音帶、錄影帶、訪問抄本，以及與口述歷

史相關的資料，並發展出一些整理這些館藏的規則和方法。首先在描述規則上，

英國檔案描述規則(MAD)、加拿大檔案描述規則(RAD)、美國檔案描述規則(APPM) 

都有針對口述歷史進行描述，而美國檔案人員學會也針對口述歷史館藏制訂了《口

述歷史編目手冊》做為口述歷史的著錄規範。 

在口述歷史相關館藏的整理方面，有製作錄音帶或錄影帶索引、主題索引、

現場筆記、摘要、訪談日誌、訪談個案檔、訪談抄本與編目等整理方式。至於口

述歷史的運用，則有學術研究、出版、展覽、製作電視節目、學校課程、網路與

資料庫等多種的利用方式。 

在國外的情況，像是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澳洲等國的國家檔案館

或大型的檔案典藏機構都有進行口述歷史的收藏、管理、製作全國性的線上目錄

提供查詢，有的甚至提供線上訪問錄音檔、錄影檔和全文抄本。香港大學也有計

畫的收集口述歷史檔案，並建置資料庫提供查詢。而臺灣也有許多的單位在進行

口述歷史，但主要還是由學術單位或史政單位為主流，比如中研院近史所、國史

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等機構。 

不過臺灣進行口述歷史的檔案典藏機構並非專職的檔案館，典藏管理也並非

其主要的工作項目，在任務與組織編制上與國外檔案館不同，因此在口述歷史的

整理與運用上，其規模和專業程度無法與國外的檔案館相比，若要比較國內外口

述歷史整理與運用的差異，恐無法對等比較。但本文還是想以國外的實例和經驗，

以及針對口述歷史訂出的相關規範，作為臺灣檔案典藏單位整理口述歷史館藏的

參考，並試圖了解臺灣口述歷史的整理與運用情況，希望可喚起臺灣各界學者、

檔案典藏人員對口述歷史整理的重視，並開發多元的運用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