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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檔案價值貴在應用，檔案工作的目的在於辨識並保存使用者

需要的檔案資訊，檔案機構必須有系統地進行使用者研究，

以確知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從而可發揮館藏的真正價值。過

去檔案館進行檔案徵集工作，強烈地依賴檔案人員對於檔案

的熟悉程度，甚至是依賴檔案人員的第六感，檔案人員對於

使用者需求的瞭解，是透過與使用者和史學研究者的討論，

並長期來回檔案閱覽室對於讀者的觀察，甚至鑽研歷史出版

品所載錄的研究重點。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檔案館主要使用對象的歷史學者，使用

檔案情形與使用意見。研究設計兼採引用文獻分析與使用者

訪談方式，引文分析部分以 THCI Core 收錄之四份歷史學一

級期刊為分析對象，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臺灣史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

大歷史學報》等四份期刊，彙整 2006-2010 年間四份期刊總

計 256 篇論著，17,332 篇引用文獻，分析引用資料類型、時

間、語文以及平均引文量，並針對其中被引用的 1,461 篇檔

案資料，分析被引用之檔案類型、年代、語文、檔案全宗與

檔案館藏來源，以描繪出史學研究者引用文獻與引用之檔案

資料特性。研究發現史學者引用資料以專書為主，引用檔案

比例偏低，經常被引用的檔案資料類型為公文書，引用文獻

與檔案資料語文以中文為主，經常被使用的檔案全宗為《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典藏地多為臺灣文史機構以及因

地緣關係與臺灣歷史密切之國家檔案館。 

研究進而採用深度訪談方式，瞭解歷史學者引用檔案文獻的

動機、使用檔案文獻的過程與困難，並探究歷史學者對於使

用檔案館藏的看法與建議。綜合訪談與引文分析結果呈現：

（1）史學者獲取研究資訊的管道，主要為檔案館檢索系統與

圖書館目錄；（2）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為檔案與圖書；

（3）找尋檔案資料的途徑，是以專指性高之人名或事件名檢

索；（4）需要瀏覽分類架構與全宗以掌握研究議題全貌；

（5）使用檔案資料的困難，有檢索系統親和性、數位化品

質、內容完整性、分類與描述不清、以及應用限制等問題；

（6）引用檔案的困難是檔案缺漏、內容判讀、引註格式與調

閱限制等問題。 

最終歸納引文分析結果與使用者檔案館藏使用意見，提出檔

案館藏發展與檔案館讀者服務規劃之相關建議。 

 

中文關鍵詞： 使用者研究；使用者調查；歷史論著；檔案使用者；引用文

獻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informational 



needs and access experiences of historians in 

archives. The methodology combines two types of 

citation analysis and users interview. The citation 

analysis looks at references i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at materials are actually used. This 

study analyzed all references cited in articles 

published between 2006 and 2010 of four THCI Core 

history journals, including of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total of 256 journal papers and 17,332 

references we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The document 

type, year, language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citations were addressed. The archives type, period, 

language, archival fond and collection place of 1,461 

archival documents also were describ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monographs are the highly 

cited type of all references. The citation ratio of 

archives is l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equently 

cited archives are official records. Chinese are the 

main language cited of all references and archives. 

The files of Taiwan Sotokufu are the most cited 

archives by historians. The collection of Taiwan 

historical agencies and foreign National Archives are 

the important location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Further, in-deep interview are taken for analyzing 

the historians motiv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ccess archival collection. The opinions and advi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 also can be gather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1）The gateways 

of scholars access to research information are 

archives retrieval systems and library catalogs. 

（2）The data type of frequent use is archives and 

monograph.（3）The way to find relevant archives is 

to search by specific person name or designated event 

name. （4）Browse the architecture of categories and 

fonds’name are helpful to realize the overview of 

research topics.（5）The difficulties of using 

archives are the unfriendly retrieval system, 

digitization quality,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is unclear, and the 



access restrictions； (6) The difficulties of 

citation archival documents are the files missing, 

content identification, citation format and limit to 

use. 

英文關鍵詞： user studies；user survey；historical literature；

archives user；cita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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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檔案價值貴在應用，檔案工作的目的在於辨識並保存使用者需要的檔案資

訊，檔案機構必須有系統地進行使用者研究，以確知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從而可

發揮館藏的真正價值。過去檔案館進行檔案徵集工作，強烈地依賴檔案人員對於

檔案的熟悉程度，甚至是依賴檔案人員的第六感，檔案人員對於使用者需求的瞭

解，是透過與使用者和史學研究者的討論，並長期來回檔案閱覽室對於讀者的觀

察，甚至鑽研歷史出版品所載錄的研究重點。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檔案館主要使用對象的歷史學者，使用檔案情形與使

用意見。研究設計兼採引用文獻分析與使用者訪談方式，引文分析部分以 THCI 

Core收錄之四份歷史學一級期刊為分析對象，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臺灣史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大歷史學報》等四份期刊，

彙整 2006-2010 年間四份期刊總計 256 篇論著，17,332 篇引用文獻，分析引用

資料類型、時間、語文以及平均引文量，並針對其中被引用的 1,461篇檔案資料，

分析被引用之檔案類型、年代、語文、檔案全宗與檔案館藏來源，以描繪出史學

研究者引用文獻與引用之檔案資料特性。研究發現史學者引用資料以專書為主，

引用檔案比例偏低，經常被引用的檔案資料類型為公文書，引用文獻與檔案資料

語文以中文為主，經常被使用的檔案全宗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典藏

地多為臺灣文史機構以及因地緣關係與臺灣歷史密切之國家檔案館。 

研究進而採用深度訪談方式，瞭解歷史學者引用檔案文獻的動機、使用檔

案文獻的過程與困難，並探究歷史學者對於使用檔案館藏的看法與建議。綜合訪

談與引文分析結果呈現：（1）史學者獲取研究資訊的管道，主要為檔案館檢索系

統與圖書館目錄；（2）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為檔案與圖書；（3）找尋檔案資料

的途徑，是以專指性高之人名或事件名檢索；（4）需要瀏覽分類架構與全宗以掌

握研究議題全貌；（5）使用檔案資料的困難，有檢索系統親和性、數位化品質、

內容完整性、分類與描述不清、以及應用限制等問題；（6）引用檔案的困難是檔

案缺漏、內容判讀、引註格式與調閱限制等問題。 

最終歸納引文分析結果與使用者檔案館藏使用意見，提出檔案館藏發展與

檔案館讀者服務規劃之相關建議。 



 

ii 

 

ABSTRACT 

The value of archives is access. The ultimate goal of archival work 

is to identify and preserve information that is users’ need. The archival 

institutions have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user studies for realiz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users and promoting the value of archival collections. 

In the past, the acquisition of archival collection was depended deeply 

on the archivists’ familiarity with collections, even was based largely 

on that sixth sense of archivists. The archivists met the demands of users 

were through conversations with researchers, through observation of 

users’needs gained from long years of mov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reading room and the stacks, through reading the subject of history 

literatu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informational needs and access 

experiences of historians in archives. The methodology combines two types 

of citation analysis and users interview. The citation analysis looks at 

references i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at materials are actually 

used. This study analyzed all references cited in articles published 

between 2006 and 2010 of four THCI Core history journals, including of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total of 256 journal papers and 17,332 references were identified and 

analyzed. The document type, year, language a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citations were addressed. The archives type, period, language, archival 

fond and collection place of 1,461 archival documents also were describ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monographs are the highly cited type 

of all references. The citation ratio of archives is l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equently cited archives are official records. 

Chinese are the main language cited of all references and archives. The 

files of Taiwan Sotokufu are the most cited archives by historians. The 

collection of Taiwan historical agencies and foreign National Archives 

are the important location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Further, in-deep interview are taken for analyzing the historians 



 

iii 

 

motiv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ccess archival collection. The 

opinions and advi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 also can be gathere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1）The gateways of scholars access 

to research information are archives retrieval systems and library 

catalogs. （2）The data type of frequent use is archives and monograph.

（3）The way to find relevant archives is to search by specific person 

name or designated event name. （4）Browse the architecture of categories 

and fonds’name are helpful to realize the overview of research topics.

（5）The difficulties of using archives are the unfriendly retrieval 

system, digitization quality,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is unclear, and the access restrictions; (6) The 

difficulties of citation archival documents are the files missing, 

content identification, citation format and limit to use. 

Finally, the results of citation analysis and user survey are 

summaried. The suggestions of archival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are proposed to b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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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陳述 

檔案內容資訊不僅是反應國家社會發展的真實記錄，更是史學

研究者進行歷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檔案的價值在於其發展過程為自

然產生，故其內容具有真實性與可靠性之資訊特質，往往成為歷史研

究者解讀、分析、考證並描繪史實的重要資訊來源，而檔案資料也透

過歷史研究成果的傳播，益加彰顯檔案資料對於社會文化的存在價

值。 

但數量浩瀚的檔案材料需要有系統的加以組織蒐集，檔案館所

扮演的即是妥善保存檔案與積極提供使用的兩大基本職能，如何將館

藏有價值的檔案內容充分發揮使用，成為檔案館的重要工作。為了確

保檔案持續地被使用並發揮資訊效益，檔案館需要瞭解使用者行為與

使用需求，藉助使用者研究，瞭解誰是檔案的使用者以及如何使用檔

案。（Heald,1992） 

檔案學研究之初著重的是檔案的鑑定與管理，早期的檔案學研

究偏重在鑑定理論或是有關檔案編排與描述之相關論述，因而忽略使

用者角色與需求。至 1984 年 E. Freeman 和 W. Joyce 兩人發表文獻

強調使用者研究的重要性，喚起檔案學界對於檔案應用的重視。

Freeman 認為檔案人員應該有系統地了解誰是檔案館的使用者，這些

使用者正從事的計劃或研究，以及他們是如何找到所需要的檔案支援

研究。(Freeman,1984）Joyce 強調使用者研究，可提供檔案館一些

使用者資訊尋求模式的實証資料，檔案館可藉由了解使用者研究行為

及檔案利用的情形，促進與提昇館藏檔案的價值。(Joyce,1984）因

此，檔案館如果能了解使用者在哪裡，針對其資訊尋求行為與檢索過

程加以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運用在檔案館管理上，將可設計更符合使

用需求導向之檢索工具與閱覽環境，達到更完善的服務目標。 

過去我們進行檔案徵集工作，強烈地依賴檔案人員對於檔案的熟

悉程度，誠如 Clark A. Elliott 所比喻的是依賴檔案人員的第六感



 

2 

 

（sixth sense），檔案人員對於使用者需求的瞭解，是透過與使用者

和史學研究者的討論，並長期來回檔案閱覽室對於讀者的觀察，甚至

鑽研歷史出版品所載錄的研究重點。（Elliott,1981）但隨著時代進

展，檔案數量不斷增加，瞭解使用者需求必須透過使用研究，從而明

確知悉被使用者使用和不被使用的檔案資料。 

瞭解檔案使用者與檔案被使用的情形，分析使用者使用需求與

動機，以及使用者如何使用檔案滿足研究或實務需求，是檔案館發揮

館藏價值與提升服務的不二法門。檔案館如能知悉使用者使用檔案的

特性與需求，不僅可有效協助設計檔案資訊檢索系統、規劃檔案徵集

政策，亦可改善檔案典藏管理制度，進而可提昇檔案館服務品質。此

外，調查研究所獲得的資訊亦可作為檔案價值鑑定與管理者重新分配

資源與決策之參考。（Pugh,1992）特別在檔案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調查研究的結果可作為政策執行優先順序的參考。 

進行檔案使用者研究，通常有兩個研究取向，一是從事「調查

研究」（survey study），利用問卷、實地觀察或訪談，瞭解使用者的

看法和意見，知悉使用者認為有用或特別需要的檔案資料，反映的是

使用者認為有用的意見，未必是真正的使用；另一個研究方式是「引

用文獻分析」(citation analysis)，透過參考書目與實際引用文獻

的計量研究，瞭解真正被使用者應用而且發揮效益的檔案特性。

（Beattie,1990）引用文獻分析有別於調查研究方式，是能探知對使

用者而言，真正使用到而且被引用的檔案材料，相對也有可能遺漏使

用者有用到卻不在引用文獻出現的缺憾。但是，利用引用文獻分析相

較於使用調查研究，卻可以進一步分析使用者所使用的檔案特性，相

當有助於預測檔案未來的使用，並可提供檔案鑑定決策的參考。 

有鑑於過去進行檔案使用者研究多半採用使用調查，利用檔

案調閱記錄分析、使用者意見調查等方式，瞭解檔案使用者的看法

與意見，但本研究希望特別關注檔案資料對於歷史學者研究之貢

獻，擬由歷史學術期刊引用文獻中，分析歷史學者研究文獻引用檔

案資料之數量與性質，瞭解引用檔案資料之比例、檔案資料類型、

檔案資料年代以及經常被使用之檔案全宗與館藏來源。研究設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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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歷史學門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與 THCI Core所收錄之歷史學

核心期刊論著為研究範圍，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台灣史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大歷史學報》

等四份期刊，以瞭解史學研究人員經常使用的檔案類型與特性，期

許引用文獻分析結果能提供具體量化資料，以描繪出史學研究者使

用檔案的行為。 

進一步採深度訪談方式，以具檔案館使用經驗，並曾引用檔

案資料論述發表之歷史學系所教師為對象，瞭解史學研究者使用檔

案館藏的過程與問題，並針對引用檔案文獻的動機與引用檔案的限

制提供意見，以瞭解史學者引用檔案的考量，及其使用檔案館的需

求與使用意見，最終歸納分析結果，提供檔案館藏發展與檔案讀者

服務作業規畫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是藉由書目計量與引用文獻分析，瞭解檔案主要使

用族群之歷史學者論著特性及其引用檔案文獻的情形，並探究歷史

學者使用檔案館藏的過程與引用檔案的動機，以瞭解檔案館藏對於

歷史研究發揮的效益，並檢視檔案館藏被使用與不使用的原因。具

體研究目的在於： 

一、 分析歷史學核心期刊論著書目，瞭解歷史期刊論著之研究年

代、語文、合著現象、平均引文數、引用檔案資料的比例，以

瞭解歷史學期刊論著的整體概況； 

二、 分析各篇論著引用文獻資料類型、語文與時間分布，並針對被

引用之檔案資料深入剖析被引用之檔案資料類型、資料時間、

語文、檔案全宗與檔案館藏來源，以瞭解歷史研究整體引用文

獻情形與被引用的檔案資料特性； 

三、 分析歷史學者使用檔案館藏的過程，探究歷史學者使用檔案館

藏的途徑與問題，以瞭解學者對於檔案應用服務的期許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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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歷史學者引用檔案文獻的動機與引用檔案的限制，以瞭解

歷史學者引用檔案資料的原因以及檔案對史學研究的影響程

度； 

五、 綜合分析被引用的檔案特性與使用檔案館藏的使用者意見，提

出檔案館藏徵集與檔案館藏服務未來發展策略與建議。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書目分析對象選擇的考慮，包括下列因素： 

一、收錄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門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

成果所列之一級歷史期刊。（黃寬重，2008） 

二、收錄在 2011年 THCI Core歷史學期刊之列。 

三、刊物內容屬性與檔案資料關連性較為密切者，因明鄭時期之前引

用檔案資料較少，故以收錄內容偏向研究近代史之期刊為主。 

四、引用書目格式相對清楚，有依循學術論文書目格式規範，可清楚

判讀書目資料內容者。 

根據上述原則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灣史研

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大歷史學報》為研究對象，彙整

四份期刊 2006－2010 年近五年論著性質之期刊論著為研究範圍，總

計有 256篇學術期刊文獻，將期刊篇章之後參考書目加以彙整，共有

引用書目 17,332 篇，逐一建檔加以分析。基於研究目的、研究期限

以及語文能力等因素考量，本研究進行之際，針對下列事項設定研究

範圍與限制，俾於整體研究的進行： 

一、研究語文與地區之限制：文獻分析因囿於語文能力，以英文文獻

及中文文獻為限。 

二、研究議題之限制：本研究主要藉由引用文獻分析瞭解被引用之檔

案資料特性，呈現的是被史學者經常引用的檔案特質，但對於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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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館實際被調閱之檔案資料，未來應進一步分析檔案館調閱記錄

與使用調查，此議題非本研究探討範圍。 

三、受訪對象之限制：本研究為瞭解史學者應用檔案需求，兼採半結

構化深度訪談方式，收集史學研究者意見，訪談採立意抽樣方

式，深度訪談對象是以分析書目中有引用檔案資料之期刊論著發

表者為主，或考量其個人有經常使用檔案館藏經驗者，受訪者因

對於檔案有豐富之使用心得，其意見有助於瞭解史學研究者利用

檔案館藏的意見與看法，故符合本研究受訪對象條件之人數較為

有限。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涉及之重要名詞解釋如下： 

一、 資訊需求（information needs） 

資訊需求是指個人在環境中，基於某種理由或是為解答某一個問

題，或是為了工作上的需要，或是純粹為了增廣見聞，而對資訊所產

生的一種需要。資訊需求的產生，是使用者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下，和

環境互動的結果。因此，要研究資訊行為，必須先深入瞭解促使資訊

需求產生的情境，方能真正瞭解個別使用者的資訊需求及利用狀況。

(楊曉雯，1998，頁 25)本研究所稱之資訊需求係指史學研究者因應

學術研究要求所產生之找尋研究材料的需要。 

二、 引用文獻分析(citation analysis) 

引用文獻分析在量化研究中為相當重要的研究工具，其理論

根基於出版品之「互相引用」的關係上。舉例而言，一篇完整的學

術論文，必由正文及之後所附之參考書目組成，正文本身為「引用

文獻」，參考書目則是「被引用文獻」。通過對引用與被引用關係

的研究，可獲知學科之間的關係與發展及文獻傳播的過程，進而了

解研究近況與未來趨勢。在引用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對於「引用文

獻」的解釋為：一篇文獻之所以被另一篇文縣引用是因為被引用文



 

6 

 

獻提供了相關資訊，例如：找出更寬廣的研究內涵、描述所採用的

研究方法或提供支持的數據或討論。對引用文獻而言，被引用文獻

不須多完美，但只要滿足作者的「引用」需要即可。若以「所有引

用都均等」的立場來看，一篇文獻被引用的次數，反應出其被後來

研究使用的多少，被引用越多，表示貢獻愈高，影響愈大。反之，

衰退的引用次數，顯示文獻被引用的趨勢力減弱，內容逐漸老化而

不被使用。（蔡明月，2003，頁 2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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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章文獻分析分為三節，第一節介紹史學者檔案資訊需求與檔案

使用調查之研究；第二節分析引用文獻的動機與相關研究；第三節整

理以歷史論著為分析對象，有關研究歷史論著書目計量與引用文獻分

析結果，並特別針對史學論著引用檔案文獻之論述加以歸納整理。 

第一節 檔案資訊需求與使用調查 

一、 資訊需求與資訊行為概述 

資訊需求是指個人在環境中，基於某種理由或是為解答某一個問

題，或是為了工作上的需要，或是純粹為了增廣見聞，而對資訊所產

生的一種需要。資訊需求的產生，是使用者在特定的時空情境下，和

環境互動的結果。因此，要研究資訊行為，必須先深入瞭解促使資訊

需求產生的情境，方能真正瞭解個別使用者的資訊需求及利用狀況。

(楊曉雯，1998，頁 25) 「資訊需求」隨時存在於人生的各個階段，

可以視為是一種大部份人都有的內在需求。人之所以會有需要資訊的

感覺，主要是由於意識到自己有某些方面的不足，而需要找尋資訊來

源，以解決這些存在於腦海或想法上的不足現象。因此可以說：當一

個問題（或不足）的感受駐進個人的知覺系統時，因而產生問題意識，

就會有資訊需求的產生。 

「資訊需求」其實是一種心理狀態，通常難以用語言具體描繪，

但經過需求者的反覆思考，有可能會對需求標的有比較具體的領悟。

Crawford 認為資訊需求是一個定義困難的觀念，而且不易抽離和測

量，因為是牽涉到一個認知的過程，其運作會隨著不同時間的意識而

不同，即使當事人也很難清楚釐清。（Crawford,1978,p.62） 

資訊尋求行為則是指個人為了滿足其需求，所從事的辨識資訊之

任何活動。資訊尋求者的個人特質、心理因素、教育程度、職業、經

驗、工作環境、社會環境、人際關係、找尋的資訊類型、找尋資訊的

方式、獲取資訊的管道、取得資訊之成本效益、找尋資訊的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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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獲取資訊的容易程度等，皆會影響資訊尋求及使用行為。 

歷年來探討資訊需求與使用行為研究的論文為數眾多，Case 曾

調查《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一刊歷年發表有關資訊行為的論文總數，即超過兩千多篇。

（Case,2006）另根據張郁蔚利用 Web of Science查詢資訊需求與資

訊尋求相關文獻，發現在 1962-2009 年間有關資訊需求論文多達

2,725篇；資訊尋求論文則有 2,003篇。（張郁蔚，2011，頁 352） 

但這些數量龐大的資訊需求與資訊行為研究中，多屬於特定讀者

群或是關於資訊系統的使用研究。Allen、Rohde、Dervin 與 Nilan

等人曾經探究有關資訊需求與行為研究的論文內容特性，發現為數可

觀的資訊需求與使用研究論文，多數缺乏理論和標準的研究方法，許

多研究內容侷限於地方性的問題，研究結果無法累積有用的知識，完

全依靠讀者回答產生的結果，並不能作為改善資訊服務的依據。

(Allen, 1969; Rohde,1986; Dervin & Nilan,1986) Crawford甚至

認為傳統資訊需求和使用研究範圍太小和過於區域化，研究結果無法

產生通則性（Crawford,1978,p.54）。 

國內林珊如、許禛芸曾分析臺灣資訊行為相關研究，顯示研究文

獻數量呈穩定而持續的成長，但這些研究文獻對於資訊需求的概念偏

重於對資訊主題、資料類型與資訊來源管道的分析，僅是使用資訊類

別與管道的偏好辨識，未能進一步鏈結調查結果與研究對象的關係。

認為國內研究者理論觸覺仍不足，研究資料不常交代研究信效度，降

低了資訊行為研究的創造力，期待國內研究應開展不同研究對象並朝

向理論概念探討。（林珊如、許禛芸，2008，頁 69-71） 

前述張郁蔚論文則以書目計量法及社會網絡分析法比較分析

1962-2009年有關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兩個主題研究論文之特性，包

括論文的數量分布、作者數量分布、學科分布、國家合作及高被引文

獻。研究結果顯示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兩個主題之期刊論文均自 1991

年起明顯增加，且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均為跨學科研究主題，但資訊

需求期刊論文集中在醫學領域，而資訊尋求論文集中在圖書資訊學領

域。（張郁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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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圖書資訊界長期以來，強調經驗多於理論的運作模式，使得

研究問題多是針對使用者利用圖書館的各項活動進行測量，造成許多

研究報告只是對讀者測試結果進行描述，沒有得到關於讀者為什麼使

用或不使用圖書館的原因，也沒有讓圖書館得知不同背景使用者的差

異與如何改善的建議。（溫仁助，1998，頁 65） 

上述研究對於過去資訊需求與使用行為研究的分析，認為過去研

究的缺憾，包括：缺乏研究理論、採用錯誤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結果

的適用性等問題，基於過去以量化研究為主流的方法外，學者也建議

未來可加強質性研究，提供對於現象的深入瞭解。 

有鑑於資訊需求與使用行為研究的目的，在於藉由需求分析與行

為探索，提供服務機構瞭解使用者，以改善與提升服務品質。特別是

在檔案館與圖書館等資訊服務機構面臨資訊環境變遷，使用者的需求

亦可能跟著各種不同情況而變動，一旦館藏機構使用績效不彰，卻不

得其解時，更需要以使用者的角度重新出發，思考使用者的需求到底

是什麼、他們是如何取得資訊以及他們的行為背後動機等問題。尤其

是檔案館的使用族群較為特定，如能瞭解主要使用者應用檔案的目的

與動機，便可推論預測其應用檔案需求之時機及內容，如能掌握使用

者的需求與使用行為，可作為檔案館檢討並改善使用者服務的參考。 

二、 檔案資訊需求與使用調查分析 

檔案內容資訊是反應國家社會發展的真實記錄，是探究史實的第

一手材料，往往成為歷史研究者解讀、分析、考證並描繪史事的重要

資訊來源，也是一般社會大眾瞭解社會發展軌跡的真實紀錄。檔案使

用者的資訊需求，主要是為查找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憑證，藉由尋找憑

證以解決實際工作與生活中的問題，例如：進行學術研究、解決個人

權益問題等；或是應用檔案查找資訊提供參考依據，由於檔案具有真

實性與權威性的雙重優勢，在制定政策、工作計劃，或是進行歷史研

究、科學研究與學術研討等工作，經常需要從檔案查找參考依據，進

行綜合分析和研究，作為判斷和決策之參考。基於使用的需求，歸納

檔案應用的行為動機，包括：（張銳，2009，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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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應用行為動機 

檔案是歷史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累積，可提供各項學術研究人員豐

富的研究材料，特別是對史學研究者而言，檔案往往是史學研究的第

一手資料，可提供研究結論的證據或作為創新成果的啟示。 

（二）實際應用行為動機 

對於從事管理或技術工作的檔案使用者，藉由應用檔案解決在實

際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檔案是各級機構、社會組織行使職能與從事

管理活動產生的真實紀錄，對於各業務領域可發揮重要的憑證與參考

作用。 

（三）普遍應用行為動機 

普遍應用是指關乎個人的切身利益或是因自身某種興趣，個人可

以透過應用檔案而得以獲取資訊和滿足，檔案可以滿足個人之知識性

與休閒性的應用需求。 

其中學術應用的學者，是經常使用檔案館的族群，各學科的學者

常以檔案為研究材料，詮釋其中的涵意。特別是史學研究者，因其專

業研究需從不同的史料逐步挖掘，建構出歷史事件，再透過各種角度

的切入和分析，歸納出此一事件的歷史意義。所以，歷史學者需要大

量使用政府機構文件、報紙、照片、手稿、日記等第一手直接資料，

這些研究的原始材料，可提供史學研究者對於已發表或構思中的研究

觀點產生探索和批判的可能。 

對於證據的解釋是歷史研究的本質，史學研究極度仰賴論證觀

點的證據材料，但資訊的產生轉化為資訊尋求行為是經過連續的活動

過程。當研究者自覺資訊需求存在，為了滿足需求，需要從事辨識與

找尋資訊之活動，早期 Uva、Case、Orbach等人曾探索歷史學者資訊

尋求行為，將歷史學者找尋資訊得過程大致分為：選擇問題（problem 

selection）、規劃研究過程（detailed planning）、蒐集資料（data 

collection）、分析解釋（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與繕寫

修正（writing/rewriting）等五步驟，並認為這些步驟有可能重疊

進行。（Uva,1977;Case,1991;Orbach,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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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 Ellis 等人則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法，進一步分析史學者

研究資訊找尋過程及其使用工具，包括：（Ellis,1989,1993;Ellis et 

al.,1993） 

（一） 開始（starting）：找尋資訊的開端經常會利用諮詢同儕、

文獻分析或是查檢索引與摘要工具。 

（二） 連結(chaining)：利用參考書目或是其它參考形式來源與資

料產生連結。 

（三） 瀏覽(browsing)：迅速瀏覽找到與認知相關的資訊，檢視期

刊及其目次，或是瀏覽檢索到的回溯性文獻摘要及其參考書

目。 

（四） 鑑別(differentiating)：參酌作者權威性、期刊價值等屬

性，過濾找到的資訊特質。 

（五） 追蹤(Monitoring)：對需求資訊保持關切，持續找尋需求資

訊的其它來源。 

（六） 提取(extracting)：由各種資訊來源選擇辨識符合需求的資

訊。 

（七） 核對(verifying)：判斷與檢核資訊的正確性。 

（八） 結束(ending)：根據需求目的決定資訊是否滿足而結束活動。 

Stone曾歸納描述人文學者研究資訊行為的特性為：傾向於單獨

研究、需要大量瀏覽資料、使用各種管道取得資料、極度仰賴首次資

料，但圖書期刊仍然重要。（Stone,1982）雖然藉由分析可描繪出人

文學者資訊行為樣貌，但資訊尋取的過程與個人特質、心理因素、找

尋的資訊類型與方式，以及獲取資訊的容易程度等，皆可能影響資訊

尋求及使用行為。故 Meho與 Haas曾探究影響資訊尋求行為的因素，

認為影響學者找尋政府資訊的因素，包括下列事項：(Meho & 

Haas,2001,p.9) 

(一)政府資訊與其研究之相關性； 

(二)政府資訊對其研究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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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對於政府出版品編排的熟悉程度； 

(四)研究者找尋資訊所花的時間； 

(五)研究者認為政府資訊對於該專門學科的價值； 

(六)研究者是否知曉相關政府資訊的存在； 

(七)其它相關資訊的可得性。 

探究分析學者找尋政府資訊的原因，主要是認為政府資訊屬於首

次資料，是研究政策與官方觀點的重要資訊來源，但學者認為使用政

府資訊最大的障礙，是既有檢索目錄提供的資訊並不夠完整。(Meho & 

Haas,2001)  

由於檔案主要的使用族群為歷史學者，故檔案資訊需求與使用研

究亦多半以歷史學者為探討對象，歷史學者致力於史料蒐集、重整與

思考，並從中解讀建構史實，檔案資料成為歷史學者找尋資訊的重要

資料類型。歷史學者使用資料的特性，不同於其他人文學者的特點在

於： 

（一）為論證史實需要廣泛的研究議題資料來源，使用資料形式多

元，包括：檔案手稿等首次資料；圖書期刊等二次資料與；

甚至照片、口述記錄與影片等非文字形式資源均屬之。

（ Stone,1982; Duff & Johnson,2002;Anderson,2004; 

Macias,2004） 

（二）極度仰賴首次資料，相較於其他學者較常使用或引用檔案、手

稿、報紙、照片等記錄事件過程的第一手直接資料。

（Stone,1982;Anderson,2004;Macias,2004） 

（三）因資料來源分散且多屬唯一性館藏，相較於其他學者更需要仰

賴檔案人員或特藏館員參考諮詢協助。（ Orbach,1991; 

Cole,1998; Delgadillo,1999;Duff & Johnson,2002） 

（四）傾向於隨意瀏覽與獲取大範圍資料，以確保不會遺漏任何隱藏

的資訊或是錯失資料之間關連的判斷，也喜歡調閱原件逐件

瀏覽。（Cole,1998;Duff & Johnson,2002） 

1981 年 Stieg 開始研究歷史學者資訊需求，檢視史學者因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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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研究所使用的資訊來源，探討史學者覺得哪些來源重要？他們如

何找到這些資訊來源？及其使用的資源特性？（Stieg,1981）九十年

代研究歷史學者資訊行為蔚然成風，這些文獻研究重點主要圍繞下列

三類問題：（Dalton & Charnigo,2004,p.402） 

（一）分析研究者使用資訊的來源、管道與資料類型。 

（二）分析研究者如何找尋資訊與取用資訊的過程。 

（三）分析研究者如何解釋並應用找到的資訊。 

這些使用行為研究調查經常是採用問卷、訪談或是引用文獻分

析的方式。當研究取樣範圍對象多，重點在瞭解多數普遍的意見時，

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但如欲探究個別對象深度的意見與使用經驗，

則採深度訪談方式；但有可能意見調查表達認知的想法與實際行為有

落差，也有輔以引用文獻分析，瞭解真正被使用的資訊特點，以探知

被應用的檔案材料性質。但往往一項調查研究可能關注不只一個面向

的問題，本研究為便於歸納說明過去的研究成果，根據各項研究的問

題設計重點，並呼應前述 Stieg(1981)與 Dalton 等人(2004)的研究

問題觀察，以下將有關檔案使用調查研究成果，歸納為三大類說明如

下： 

（一）資訊的來源管道分析 

對於檔案資訊來源管道與使用資料類型的分析，往往可藉由問

卷調查獲得多數使用者的意見，2003年 Tibbo即以問卷調查在 68所

美國大學的 700位歷史學者的資訊尋求行為，發現史學者經常使用的

首次資料類型包括：報紙、通訊記錄、小冊子、手稿、日記、政府報

告、會議記錄與照片；檢索檔案資料的來源，有 98％經常是參考論

文引用文獻，79％是利用已出版的書目彙編，76％是檢索檔案檢索工

具；當他們拜訪檔案館時有 98％會使用檔案檢索工具；有 75％的回

覆者同意他們會利用檔案館的諮詢服務。（Tibbo,2003） 

2004 年 Duff, Craig 與 Cherry 則以郵寄問卷方式調查加拿大

地區大學研究加拿大歷史之教師使用檔案的資訊來源與行為，根據

173位回覆者問卷統計顯示，90％的使用者經常使用州立檔案館，83

％使用聯邦檔案館；找尋檔案的途徑主要是利用檔案檢索工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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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根據引用文獻（87％）或是諮詢檔案人員（87％），次

之為研究同儕（78％）、書目彙編（67％）、網路資源（49％）；認

為重要的首次資料類型包括：手寫手稿（97％）、已出版的記錄（96

％）、打字手稿（91％）、照片（76％）；歷史學者認為進行研究找

尋檔案資料的障礙，包括：檢索無法限制地理區域（50％）、缺乏檢

索工具（47％）、因隱私保護限制使用（42％）、資料形式難以閱讀

（34％）、檢索工具不夠詳細（31％）、資料有殘缺（27％）等因素。

（Duff, Craig & Cherry,2004a） 

同年 Dalton,Charnigo 以 278 位研究歷史的資深大學教師為問

卷調查對象，瞭解其經常使用之資料類型及其使用首次與二次資料的

情形，研究發現史學者因研究常用的資料類型，前幾名排序為：圖書

（99％）、期刊（98％）、手稿、檔案與特藏資料（94％）、學位論

文（87％）、報紙（72％）、政府文獻（67％）、照片（62％）；找

尋首次資料的檢索途經主要是利用檔案檢索工具（26％）、參考引用

書目來源（20％）、利用館藏目錄（20％）、檔案館實地檢索（19

％）、利用書目資料庫（8％），從檔案人員或參考人員獲得資訊的

比例很低（4％、2％）；最常被使用的電子資料庫是 ABC-CLIO 與

JSTOR；對於電子資料庫的質疑是擔心系統檢索是否有遺漏、太多的

術語與檢索介面問題。（Dalton & Charnigo,2004）與 Stieg的研究

相比，Dalton與 Charnigo對於史學研究資訊來源的調查，開始關注

電子資源的影響。 

Anderson 除了關注史學者找尋研究資訊的管道，也探究不同背

景者使用資源的差異，研究採問卷調查全英國 2914 位大學歷史教師

抽樣 800 位作答，並以電話或親自訪談方式取得 25 位受訪者深度意

見，結果顯示學者檢索研究資訊的主要管道，依其頻率排序為：該領

域重要出版品、館藏機構檢索工具、非正式溝通、出版書目、線上檢

索目錄、紙本館藏指南、本機構館藏目錄等；年輕學者有傾向使用較

多數位資源與檢索管道的傾向。（Anderson,2004）並建議檔案線上

查詢系統應該改善提供：可完整查詢所有的館藏、增加案件層級的描

述、提供文件產生者與全宗背景描述、提供相關書目連結、檢索結果

顯示數位影像圖示、文件結構層級顯示、可運用時期、地點、人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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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交互檢索、保留使用者檢索瀏覽的過程、線上直接瀏覽數位內

容、線上預約調閱、檢索結果排序設定、使用者評論、允許使用者補

充 內 容 描 述 、 根 據 使 用 者 特 性 呈 現 檢 索 工 具 介 面 。

（Anderson,2004,pp.114-115） 

（二）使用過程與滿意度分析 

探究使用者找尋檔案資訊的過程，Dearstyne認為最簡單的方式

即是訪談，利用訪談方式可詢問研究者如何找尋檔案、應用什麼檔

案，以及所獲得檔案資訊的範圍和重要性。檔案館亦可於研究者應用

檔案後的數週或數月，以問卷追蹤調查，瞭解檔案對其研究工作的幫

助。此外，利用引用文獻分析或是請研究者於專業會議中討論他們應

用檔案的情形等方式，皆是追蹤和瞭解檔案應用狀況的途徑。

(Dearstyne,1987,pp.81-82) 

有關檔案應用過程與滿意度實證研究，Conway於 1986年發表了

兩項調查成果，開啟了檔案應用調查的里程碑，其針對美國國家檔案

館的四所總統圖書館應用者進行分析，採用調查、訪談、問卷調查和

觀察等研究方式，瞭解應用者的背景及研究主題，研究結果呈現檔案

使用者對於總統圖書館使用檔案的滿意程度與意見，也發現使用者對

個人化的參考服務給予很高的評價。(Conway,1986) 

1998 年 Charles Cole 採用深度訪談方式分析 45 位歷史學博士

生應用檔案資源的意見，研究較偏重於歷史學博士生找尋研究材料與

形成資訊的認知過程，研究發現歷史學博士生找尋與利用檔案資訊過

程符合「情境模型」（situation model）理論，多數由閱讀理解、推

論過程，而形成研究架構，結論認為歷史學博士生推論判斷檔案材料

的能力是影響研究成果的主要原因。（Cole,1998） 

1999年 Delgadillo與 Lynch採訪談方式探究歷史學研究生找尋

資訊的過程與對館藏機構的使用意見，研究對象以 15 位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研究生

為對象，偏重於瞭解史學研究生對於館藏首次資料的使用行為及數位

化對資訊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研究者找資料極度依賴圖書館編

製的主題書目，檔案、手稿等首次資料是重要的資料類型，但找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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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過程需要檔案人員與特藏館員的協助及解答諮詢，研究生找尋資料

與使用檔案的態度深受指導教授與課堂研究方法的訓練，甚至館員與

檔案人員對於研究生找尋資料的指導也是影響研究生未來如何使用

檔案資料的因素。資料是否數位化也是影響研究工作的條件，隨著資

訊檢索工具的進展，年輕研究者傾向使用更多的資訊查詢工具，對於

檔案數位化的要求也愈來愈殷切。（Delgadillo & Lynch,1999） 

2002年 Duff與 Johnson也採用深度訪談方式瞭解加拿大兩所大

學 11 位歷史學者使用檔案的經驗，關注研究者如何找尋一次資料來

源，分析瞭解研究人員如何應用檔案資料，研究結果意外發現檔案編

排傳統以全宗方式，根據人名或機構名稱編排的檢索工具呈現方式，

並不如主題檢索工具受到研究人員的青睞，研究者通常會寫下重要的

關鍵字，幫忙檢索相關資料以免遺漏，研究者通常會諮詢檔案人員、

查詢檢索工具或翻閱檔案資料本身，以建立研究知識架構（building 

contextual knowledge），所以檔案人員是重要的諮詢角色。如果進

行已知項目的檢索，期許能迅速檢出，但館藏檢索工具通常是案卷或

文件系列層級的描述，很難找到特定的案件。最後歸納出史學者到檔

案館的活動取向有四：瞭解新的檔案館藏、找尋已知檔案、建構知識

架構、辨識相關的檔案材料。（Duff & Johnson,2002） 

（三）使用者與調閱情形分析 

1991 年美國肯特州大學檔案館，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瞭解該

館對應用者提供服務的情形，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檔案應用者是肯

特州大學主修人文學的學生；超過 90%以上的受訪者未曾應用檔案；

大部分的應用者是經由朋友、圖書館館員或教授之引導而應用檔案。

(Brunswick,1991) 

Yakel 和 Bost 認為過去的檔案研究，大都以研究歷史的應用者

為重心，故而有必要進行行政管理應用檔案的研究，以瞭解行政管理

者應用檔案的情形，研究以 1994 年位於美國中西部的一所大學為對

象，採用調閱統計資料和訪談方式，研究檔案因應行政管理工作被應

用的情形，以及大學檔案館的使用率。研究發現不僅檔案應用者數量

不多，且行政管理人員受過研究方法訓練者也很少，甚至大部分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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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人員皆不太清楚館藏檔案的範圍。(Yakel & Bost,1994) 

美國國家歷史出版與文件委員會 (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和美國學習協會聯盟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曾於 1992年調查歷史

學者應用檔案的情形。該調查係將問卷寄給五個主要的歷史與族譜專

業組織會員，瞭解檔案應用者的教育程度、檔案取得方式等問題。調

查結果發現學生使用者佔 11%、純為興趣的研究者佔 41%，有 45%則

為專職的研究者。專職研究者的背景包括：大學或學院教授佔 50%、

自由作家或研究者佔 20%、歷史博物館職員佔 15%、具有其他教育背

景教師和圖書館、檔案館的職員分別佔 7%、政府機關工作者佔 4%、

私營研究部門職員佔 2%、其餘則佔 8%。(Cross,1997) 

大陸學者嚴永官為探討檔案應用的實際情況，曾對上海市奉賢縣

檔案館 1993至 1998年間的利用登記表進行分類統計和分析，研究結

果發現涉及民眾切身利益的檔案應用呈上升趨勢，而為編修史志應用

檔案仍是影響檔案應用量變化的重要因素。該調查亦發現檔案應用人

次並不能完整的呈現檔案應用的真實情況，因同一個人次有可能單次

申請應用大量檔案。此外，調閱案卷數量多寡不代表檔案發揮的效

益，因為如果是檔案檢索工具不夠精確的環境，使用者必須大量調閱

案卷逐一確認內容。所以，有時雖然調閱許多案卷，但調閱的案卷並

不是有用的案卷。(嚴永官，1999) 

歷史學者洪麗完以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為中心，探討檔案應用與

平埔研究的關係，並藉中部平埔族社沙轆社的例子，闡明檔案的史料

價值。該研究發現戶籍舊簿檔案，不僅可建立平埔族裔的譜系關係，

瞭解其母系或父系社會結構的實況，也可追蹤其移徒，與受漢化影響

的情形。其他如社會生活、婚姻關係、職業變遷、親屬關係與日治以

來的家族歷史發展等，戶籍舊簿檔案亦是極佳的線索。研究亦指出戶

籍舊簿檔案有其先天記錄上的限制與保管期限上的缺陷，如欲更有效

地應用於平埔研究，除需全面性的整理外，尚需有土地契約、土地臺

帳及祭祀公業等檔案的配合。(洪麗完，1999) 

我國國史館根據「閱覽檔案概況報表」，分析統計館內外人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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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檔案之目的、次數及類別。結果發現，應用檔案的目的主要為撰寫

博碩士論文與撰寫學術論文；應用館藏檔案的類別主要為專藏檔案、

個人檔案與照片檔案等類型。除照片檔案外，其餘類別檔案之應用，

皆呈現隨著時間大幅成長之情形。館外人士應用國史館檔案撰寫博碩

士論文或學術論文之研究主題，主要為政治類、外交類、軍事類、財

政經濟類、教育文化類、社會與族群類，以及人物類等。(朱重聖、

張鴻銘，2000) 

林巧敏等人針對到訪檔案管理局之使用者為對象，以調案記錄

與問卷分析方式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國家檔案申請者以中高齡男性、

任公職者及居住於北部地區為多數，應用需求以個人或關係人資料查

詢為主，調閱應用的檔案移轉自軍事或情報機關檔案居多，應用之檔

案有集中少數來源機關的情形，建議對於調閱駁回之檔案應儘早完成

解密程序提供使用。（林巧敏，涂曉晴，邱玉鳳，2001） 

陳碧珠的碩士論文係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為對象，分析使用

者入館登記資料並透過深度訪談瞭解使用者之資訊需求，研究結果顯

示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應用族群以史學研究者為主，學術研究是使用

者產生檔案應用需求的主要原因，教師與同儕是檔案館使用者重要的

資訊來源管道，檔案館使用者屬於任務導向之資訊尋求行為，呈現到

館次數在特定時期密集且頻繁的應用行為。（陳碧珠，2002） 

檔案管理局曾於 2003及 2004年針對中央一、二級及地方一級，

共計 115個行政機關，進行「機關檔案應用服務現況」問卷調查，調

查內容涵蓋檔案應用服務專責人員設置情形、機關受理檔案應用數量

統計、審核作業平均處理時間、應用處所之規劃或設置、檔案目錄檢

索工具、檔案提供應用方式、檔案應用服務的困難等問題，透過公函

及電話催覆，問卷回收率 100％。統計結果顯示：機關檔案應用申請

案件多由業務單位受理，未設置專責人員處理者佔多數；七成以上的

機關尚無檔案應用申請案，已申請者多數可核准應用，機關受理申請

的檔案件數偏低，多數為 10 件以下；機關審核民眾申請應用檔案處

理日數平均需 6-10 日；檔案目錄提供檢索查詢方式以電腦目錄為

主，檔案提供應用之方式仍以原件調閱居多；有八成機關認為推展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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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應用首要加強的工作為人員培訓，其次為推廣社會大眾檔案資訊素

養的觀念。（林巧敏，2003b，2004a） 

上述檔案館藏機構或學者對於檔案使用調查研究，經常採調閱

記錄、問卷或訪談方式，瞭解使用者需求與使用行為，探討的重點除

了探究使用者的類型，分析不同使用者的需求特性外，也關切檔案館

本身館藏檔案內容的豐富與否、檔案開放的程度、檔案編排與整理是

否妥適、檢索工具是否完善與適用、檔案管理人員的主動性與專業知

識等問題，目的在於瞭解檔案館服務是否便捷，呈現的是使用者對於

現況的觀感，以及那些已經是館藏資料的檔案被調閱情形，較無法呈

現因應使用者研究趨勢需求的檔案類型。 

既然多數使用調查均顯示檔案主要使用者為歷史學者，使用需

求主要為學術研究，如果能由研究者所實際應用的檔案資料中，找出

使用者需要的檔案特性，將有助於開發未來檔案館藏建置的方向。由

於文獻的引用視為與研究文獻之間具有關連性，如欲探究使用者真正

使用與發揮效益的檔案，可透過引用文獻分析，瞭解檔案資料對於學

術研究成果的貢獻，以及受使用者青睞的檔案特質。 

 

第二節 文獻引用動機相關研究 

文獻的發表是人類知識的紀錄，既有的知識紀錄提供產生新知識

紀錄的基礎，所有的研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邁進，研究

人員自前人的研究成果出發，經過閱讀、整理、消化、吸收而開展新

的研究成果，為了彰顯前人對於目前研究的影響與助益，學者發表學

術論文時，會註明該研究引用的參考文獻來源，藉以提供相關研究者

參考，並表彰前人的研究成果。 

引文索引的觀念由 SCI 資料庫創始人 Garfield 提出後，成為書

目計量的顯學，主要在探討來源文獻與被引用文獻之間的關係。書目

計量的運用早在 1917 年，由 Cole 與 Eales 進行比較解剖學

（comparative anatomy）三百年間（1543-1860）的所有出版品文獻

數量的分析，藉以瞭解歐洲國家的文獻成長狀況及其相關貢獻，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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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書目統計」（statistical bibliography）或是「圖書館計量

學」（librametrics）稱之，直至 1969年 Pritchard提出「書目計量

學」（bibliometrics）一詞，才取代過去混淆的書目統計相關用語，

並將其明確定義為：「將數學及統計方法應用到書或其他傳播媒體之

研究方法」。（蔡明月，1987，頁 261-262）換言之，「書目計量學」

是運用統計和數學的方法研究文獻的使用及其出版形式，發展至今普

遍應用於分析特定領域學術文獻數量、作者、研究機構，以瞭解其學

術生產(scholarly productivity)活動或是文獻成長與聚集(growth 

and scatter of literature)的分析；其中所利用的引文分析不僅可

以瞭解文獻或學科研究之間的關連度，亦可有效掌握特定學科知識行

為的取向，進而研究學術發展趨勢。 

由於書目計量學的研究在於提供知識結構與傳播的資訊，故其研

究範圍可分為「描述性書目計量學」（descriptive bibliometrics）

與「行為性書目計量學」（behavioral bibliometrics），前者重點在

於描述文獻特性；後者則檢視文獻內涵間的關係。（蔡明月，1997，

頁 272）也有強調量化科學的觀點，依其功能分為「描述性書目計量

學」（descriptive bibliometrics）與「評估性書目計量學」

（evaluative bibliometrics），描述性書目計量學重點在於描述文

獻特性，用於生產力的計算，例如描述分析某特定領域論文、圖書、

期刊或其他類型資料文獻的數量分布及其研究內容特性；評估性書目

計量學係利用參考書目或引文，計算文獻被引用的情形；檢視文件內

涵之間的關係，或是瞭解文獻的學術影響力。（Narin, Olivastro & 

Stevens,1994,pp.65-66） 

文獻的引用視為文獻之間具有關連性，利用引用文獻分析可以瞭

解文獻或學科研究之間的關連度。引用文獻分析所進行的工作，就是

有系統的組織文獻及其所引用的資料，其目的是希望藉由兩者的關

係，了解文獻與文獻之間的關連，進一步探索學術間的知識傳播模

式。但引用文獻的動機與目的是複雜的，Brooks 曾根據前人研究將

引文動機分為七類：（Brooks,1985 & 1986） 

（一） 新穎性：引用新資料以彰顯自己蒐集資料的及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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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面評價：當成反面證據以批評或反駁他人研究成果。 

（三） 操作型資訊：沿用前人研究方法或結果等。 

（四） 說服：引用學術文獻以支持自身觀點。 

（五） 正面評價：對於相關的研究成果予以正面評價。 

（六） 提供參閱資料：提供相關背景資料或原始資料。 

（七） 社會認同：為了取得學術上的認同而引用學術文獻。 

另 Weinstock 與 Garfield 亦曾歸納引用文獻的動機，本文綜合

兩者說法，整理羅列如下：（Weinstock,1971; Garfield,1996） 

（一）尊重先趨研究； 

（二）對相關作品的回饋； 

（三）陳述研究方法及設備； 

（四）提供閱讀背景； 

（五）證明自己的觀點正確； 

（六）證明其他作品的觀點正確； 

（七）批評先前的作品； 

（八）使自己論點具體化； 

（九）提示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十）引導出不被引用或不被索引的文獻； 

（十一）證明資料的真實性； 

（十二）辨識研究概念的原創者； 

（十三）引述原創者的專有詞彙； 

（十四）宣稱作品或概念的來源； 

（十五）對先前作品的質疑。 

但不論引用是否正面，文獻的引用必然存在一定關連，如果分析

引用與被引用之間存在的可能屬性，影響文獻引用的因素包括：

（Borgman & Furner,2002,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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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的品質（quality of content）； 

（二）作者的性別（gender of author）； 

（三）作者數量（number of author）； 

（四）來源（source）； 

（五）被引用的情形（citedness）； 

（六）主題（subject）； 

（七）方向（approach）； 

（八）範圍（field）； 

（九）同質性（assimilation）。 

雖然文獻被引用多半代表肯定，是對於先前作品尊敬的一種表

示，也是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內容之間存在研究相關的線索。但是

不可否認的是，有部分學者對於引用文獻分析是否能夠真正探究、展

現學術發展的歷程，抱持不同的態度，由於引用沒有一定的標準行為

模式，所以是否可據此判斷文獻之間的相關程度，實在是見仁見智的

問題，主要的原因在於對引用文獻動機與本質上的爭議，包括：

（MacRoberts & MacRoberts,1989） 

（一） 引用文獻的目的； 

（二） 引用程度的差異； 

（三） 二次引用問題； 

（四） 引用錯誤。 

這些問題均可能造成引用文獻分析結果的誤差。此外，引用者的

引用是認為應該引用而引用，而非所有真正有使用到的均被引用。

（Borgman & Furner, 2002, p.24）因此，可能好的作品未必被引用，

引用的考慮並非因文獻內容品質，而是存在其他因素的影響；也因為

引用動機是隱晦而具個別性，需要藉由更多不同角度的實證研究，以

建構更清楚的引用動機理論。 

但藉由引文分析所建構出的學術傳播模式，不可諱言仍然有助於

整理觀察學術的發展脈絡，更進一步可以提供後續資訊服務作業之規



 

 23 

劃參考，例如引文分析結果被高度引用的資料是圖書館館藏不可忽略

的資訊，有助核心期刊或核心館藏主題的建立。 

引文分析的成果也可以提供一個學科發展的知識圖，有助學科

主題認知的養成，對於有心投入該學科領域的學者，藉由引文分析對

學科的發展以及研究典範的改變有所了解，可提供未來研究方向的參

考。在資訊檢索方面，引用與被引用文獻間的連結，提供一個相關知

識及文獻間的關係，可作為資訊檢索的基礎。 

根據 Smith的分析，引文分析可應用於下列領域：（Smith,1981

引自陳光華，2006，頁 24-25） 

（一） 文獻研究：對於特定學科領域文獻引用類型進行分析，瞭

解引用文獻資料類型、年代分布，以及經常引用的作者、

期刊、語文與出版國別等，可協助建立專題選粹服務範圍，

以及學科基本參考書目的編製。 

（二） 文獻資料類型研究：可用於研究某特定類型文獻的資訊傳

播特性與需求，如針對政府出版品、博碩士論文或是檔案

文獻的使用分析。 

（三） 使用者研究：圖書館可針對其使用者分析其論著引用書

目，瞭解館藏的被使用情形，或是分析使用者研究行為，

據以建立館藏或參考服務事項。 

（四） 學科歷史發展研究：針對文獻的參考書目關係進行分析，

利用文獻的引用追尋學科發展歷史，分析研究主題之間的

關連性。 

（五） 溝通傳播模式研究：提供對於科學傳播模式進行分析，瞭

解特定學科研究在溝通傳播上是否存在語言隔閡、新知傳

遞困難、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藩籬等問題。 

（六） 評估書目計量學：可作為對論文、研究機構、國家學術成

果的評鑑，也可用於評鑑學科的影響力與生產力。 

（七） 資訊檢索：引文索引可補充關鍵字檢索的不足，據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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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檢索策略。 

（八） 圖書館館藏發展：引文分析有助於建立圖書館核心期刊館

藏，根據被引用期刊排名作為圖書館訂購或刪除期刊的參

考。 

雖然對於引文分析的評價優劣互見，但是藉由引文分析所建構出

的資訊關連與傳播模式，確實有助於歸納出學術研究的發展脈絡，而

引用與被引用文獻之間的連結，適可提供知識概念與檔案文獻的關

係，亦可作為檔案資訊檢索系統設計的基礎。此外，分析引文的檔案

特質，可提供檔案館藏價值鑑定指標參考，提供作為檔案徵集的依

據。因此，如欲探求使用者應用的檔案文獻特質，可以利用史學論著

引文所載之檔案文獻加以統計分析，不僅可映證檔案使用調查的結

果，也有助於明確掌握被應用並發揮效益的檔案性質。 

 

第三節 史學論著引文分析相關研究 

自 1980 年代以來，有關引用文獻分析之著作已有相當成果，此

類研究有以「引用文獻文本分析」（citation context analysis）為

主；亦有以「引用文獻內容分析」（citation content analysis）為

主。（蔡明月，2003）前者是以研究引用分類到引用動機等建構引用

文獻理論為焦點，主要目的是希望藉由對引用動機之了解，分析其對

於學術傳播是否具有實質上的意義。後者主要分析引用文獻的語意內

涵和引用連結的解釋，大多屬於研究者針對引用內容的主題知識加以

分析，對於引用文獻的內涵分析可以得知被引用文獻的資料時間、資

料類型、語文、核心作者、核心文獻等特質，可提供特定領域學科使

用文獻特性的瞭解，進而可提供館藏徵集與館藏發展的參考。對於歷

史論著引用文獻加以分析探討者，可分為史學論著所有引文特性分析

與特別針對引用檔案的引文分析兩部分加以說明。 

一、 史學論著引文特性分析 

國內歷史領域並不乏針對史學論著特性進行剖析者，過去相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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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主要採文獻回顧，以概念式方式進行，採宏觀角度對臺灣史學的發

展進行討論，較缺乏實證的計量分析，雖然計量並非研究史學發展的

最佳途徑。但藉由量化方式，特別有助於凸顯研究趨勢與時間的關

係。由於史學研究具有國別特殊性，故本研究此部分僅以國內文獻為

探討重點，有關國內採用計量方式，分析歷史論著特性之著述，以彭

明輝發表過歷史期刊和學位論文分析成果，最為顯著，其以 1945-2000

年間臺灣地區博碩士論文與具代表性之歷史期刊，分析學位論文與期

刊論文內容取向及其關注之研究議題，並比較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分

析結果之差異。研究結果呈現臺灣歷史學者研究區域集中在於中國

史，對臺灣史與世界史關注較少，但博碩士論文對臺灣史的關注高於

期刊論文甚多，而近年來臺灣史研究成為顯學；在本國斷代史方面，

一般情形係詳近略遠，但期刊論文卻顯現了由兩端向中古逼近的現

象；意即中國近現代史最受青睞，其次是中國上古史和明清史，但博

碩士論文卻比較接近歷史學研究詳近略遠的傳統。專史部分，則以研

究思想文化史、政治軍事史和社會史比例較高，且期刊與學位論文結

果一致。（彭明輝，2002a，2002b，2002c） 

此外，對於歷史論著進行引用文獻分析者較為有限，1997 年崔

燕慧的碩士論文分析「臺灣地區近五年文史哲期刊論文引用文獻分

析」，係針對臺灣地區出版之 83種文史哲期刊，選錄 1990-1994年所

刊載的 5,955篇學術論文，分析論著特性外，進一步抽樣 346篇論文，

分析引用文獻總計 15,261筆，研究將引用文獻分為 16 種資料類型，

發現文史哲學者大量引用專書，計有 47.20％的比例，引用期刊相對

較少，檔案被引用的比率為 2.66%、公報為 0.29%、訪談與田野調查

為 0.33％、手稿為 0.11％；引用以中文文獻為主，其次為英文和日

文；引用文獻年代分布長遠，古今文獻皆使用，引用資料年份以 1911

年之前最多，佔 32.37％，引用大陸文獻量極高，引用文獻所屬學科

領域仍以文史哲為主。（崔燕慧，1997）顯示文史哲學者應用檔案與

相關政府文獻的比例很低，但並未針對檔案特性加以深入分析。 

林奇秀則以引用文獻分析法探討我國政府資訊之使用，分析對象

為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1996至 1999年間之博士論文，自 109篇博

士論文中獲得 1330 筆政府文獻引文樣本，統計結果顯示博士論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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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每冊引用 13筆政府資訊文獻，僅佔全部引用書目的 5.31％。近八

成論文引用過政府文獻，但引用量低於平均值者近半數，並呈現多數

的使用集中在少數的文獻上。（林奇秀，2001，頁 83） 

耿立群則以《漢學研究》期刊所載 2004 至 2009 年 82 篇歷史類

論著 4,293筆引用文獻進行計量分析，以瞭解歷史論文之引用習慣和

特性，研究發現漢學歷史論著引用 1911 年之前的古籍專書最多，引

用文獻以中文資料為主，但出版地以大陸出版者居半；引用文獻主題

主要集中在史學領域，顯示歷史學跨學科引用文獻比率不高，引用文

獻年代相當分散，該研究顯示引用 1970-2005年文獻約占七成，構成

主要引用文獻的年代分布，故該研究稱歷史學文獻老化速度十分緩

慢。（耿立群，2011） 

歸納史學論著的引文特性以大量引用圖書資料為主，引用文獻以

中文資料為多，亦不乏引用大陸文獻者，引用文獻年代分布廣，古今

文獻皆有引用，代表文獻老化速度慢。但跨學科引用文獻數量偏低，

多數仍以引用文史領域文獻為限，顯示歷史學研究缺乏跨領域合作的

特質。 

二、 引用檔案文獻特性分析 

有關引用檔案資料分析的文獻，多是以上述「引用文獻內容分析」

的角度探討。最早將歷史文獻進行引用研究的是 McAnally 的博士學

位論文，分析 1938 年美國所出版的歷史文獻，發現歷史學者引用一

次資料的手稿只有 10％的比例，有 63％是引用二次資料，與一般認

知 歷 史 學 者 傾 向 引 用 一 次 資 料 的 印 象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

(McAnally,1951) 

Jones等人亦曾針對 1968至 1969年間研究英國歷史的文獻加以

分析，同樣顯示英國史研究者運用手稿資料的引用文獻只有 11％的

比例。(Jones, Chapman & Woods,1972)其後，1978 年 David Baker

分析音樂史引用文獻結果，亦呈現音樂史著作引用手稿資料的比例僅

佔所有引用文獻的 15％。(Baker,1978)代表手稿等首次資料被史學

研究者引用的比例並不高。 

除了呈現引用檔案材料的比例外，開始將歷史著作引用文獻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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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文獻特性的是 Elliott，將 1976 至 1977 年出版的 15 種期刊

中，整理出 50 篇有關科學史的研究文獻，計有 3,635 篇引用文獻，

平均每篇文獻有 73篇引文，引用文獻中有 28％是沒有出版的首次資

料，46％是已出版的首次資料，26％是二次資料；未出版的首次資料

中，有 59％是個人檔案（如：日記、通訊、手稿），有 41％是機關團

體檔案（如：會議紀錄、通訊紀錄、報告）。( Elliott,1981)此項研

究可謂是歷史引用文獻分析較全面性之先驅研究，揭示了歷史學者對

於引用首次資料的熱中程度。 

另一項主要的研究則是由 Miller於 1986年發表對於歷史學者引

用檔案的情形加以探討，該研究自 1981 至 1985 年出版的 16 種期刊

中，選擇 214 篇關於美國社會歷史的文獻，其中引用檔案的引文有

915 個文件系列（series），這些文件系列最常被引用的時間是

1800-1860 年之間的檔案，引用最多的型態是事件取向（event 

oriented）的檔案，個人檔案以引用通訊資料最多（17.9％），機關

公文書檔案以引用會議紀錄最多（9.7％）。研究發現美國社會史學者

極度依靠檔案進行他們的研究工作，而且這些社會歷史學者較倚重學

術研究機構和國家檔案館的館藏，但對州立的與地區性的政府檔案應

用較少。此外，該研究亦發現應用檔案的模式，隨著時間、研究方向

和主題會有明顯的改變，最終認為瞭解社會歷史學者對特殊類型檔案

的應用廣度，可幫助檔案管理人員進行徵集與鑑定檔案之決策。 

(Miller,1986) 

1990 年 Beattie 結合問卷調查與引文分析，針對加拿大女性歷

史協會 68位成員發出問卷，回收 41位歷史學者應用檔案的意見，並

進而對他們出版的著作進行引用文獻分析，意見調查顯示女性歷史研

究者認為檔案材料不足是研究最大的困擾，雖然國家檔案館藏數量龐

大，但館藏主題卻失衡，對於特定研究議題，例如女性、少數種族、

勞工與窮人等相關歷史紀錄非常貧乏；其中文字紀錄與私人手稿是女

性歷史研究者最常使用的資料類型，約四分之三的研究人員認同手稿

是最常使用的資源，比公文書佔二分一的比例還高，引文分析結果同

樣顯示手稿的引用高於公文書，最常被使用的公文書類型是行政機關

業務執行檔案以及人口普查資料。而非文字類型的照片和口述歷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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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逐年引用增加的趨勢。研究人員也認為檔案描述檢索工具有使用

上的限制，還不如和檔案人員或其他歷史研究人員討論諮詢的結果。

該研究不僅顯示歷史學者使用檔案的特性，同時也揭示出檔案檢索工

具的一些問題。(Beattie,1990) 

國內針對歷史文獻引用檔案的特性，進行分析者較為缺乏，曾有

前述崔燕慧分析台灣地區文史哲期刊論文之引用文獻。(崔燕慧，1997)

雖非針對歷史論著進行引文分析，但仍有助於瞭解文史研究應用檔案

文獻的比例。然而該論文對於被應用之檔案文獻特性，缺乏進一步的

分析，能提供檔案館藏發展的資訊較為有限。 

2010 年林巧敏曾利用臺灣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查詢歷史學博士

論文書目，並彙整各篇論文引用文獻，分析歷史博士論文引用檔案資

料之數量與性質，研究結果發現臺灣歷史博士論文引用首次資料中之

檔案資料比例偏低（3.4％），且各篇引用檔案數量多寡差異極大；引

用檔案文獻數量大致呈現出研究時期愈早，引用檔案數量愈少的反比

關係；被引用的檔案時間以臺灣日治時期之檔案為主，其次為台灣戰

後之檔案文獻；檔案主要來源為文史機構與行政機關，亦不乏利用大

陸檔案館藏者。（林巧敏，2010） 

但該研究僅以近三年之博士論文為分析對象，為瞭解其它類型之

歷史論著引用檔案文獻的行為是否一致。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以學術

性歷史期刊論著為分析對象，不僅分析歷史期刊論著之引文特性，並

針對被引用之檔案資料特質進行深入分析，以瞭解國內歷史研究者的

檔案引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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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計分五節，第一節研究設計，說明本研究採用書目計量分析

兼採質性訪談研究的原因；第二節研究方法，說明本研究採行的研究

法；第三節研究對象，說明選擇研究對象的背景考量；第四節研究架

構與流程，說明資料蒐集及調查過程，並輔以流程圖說明研究程序；

最後一節說明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的過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研究取徑的選擇必須考量質化與量化不同研究方式的優缺點，配

合研究議題特性，決定最適合的研究方式。量化研究的取向相信事物

有一般法則的存在，透過對這些法則的探究，對人類行為產生預測作

用，量化研究者是透過科學、客觀、中立的資料收集過程，將蒐集的

資料發展出一般法則，並將這些法則進一步推論到具有類似特質的其

他對象。質性研究的取向主張每個個體有其獨特性，研究者只有透過

被研究者的立場，才能瞭解這些生活經驗對被研究對象的意義。質性

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亦即在不同的、特有

的文化社會情境脈絡下的經驗和解釋，而量化研究主要是以客觀的計

量尋找普遍法則，著重因果假設的驗證和統計推論。（潘淑滿，2003，

頁 4-5）兩者並無優劣之分，而是有各自適用的議題和對象。通常研

究以人為中心、重情境和歷程性等因素，即適合採用質性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歷史學者使用檔案館藏的過程，欲瞭解歷史學者使用

檔案館藏的途徑與問題，並探究歷史學者引用檔案資料的原因以及檔

案資料對史學研究的影響程度，需要瞭解史學研究者的檔案使用經

驗，如單純以問卷量化統計僅能呈現意見分布，無法呈現史學者對於

此議題的深刻體驗與見解，因此，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並

輔以文獻分析結果，兩者互相結合印證，對於史學者應用檔案的經驗

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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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首先以文獻分析方法，瞭解史學者資訊需求與過去檔案使用

研究成果，並瞭解引用文獻的動機與檔案引用分析的相關研究，作為

後續研究設計與研訂訪談內容大綱的知識基礎。 

 同時為探究檔案資料實際被歷史學者引用的狀況，藉由書目計量

分析瞭解歷史期刊論著之研究年代、語文、合著現象、平均引文數、

引用檔案資料的比例，以觀察歷史學期刊論著整體的研究概況；進而

分析各篇論著引用文獻資料類型、語文與時間分布，並針對被引用之

檔案資料深入剖析被引用之檔案資料類型、資料時間、語文、檔案全

宗與檔案館藏來源，以瞭解歷史研究整體引用文獻情形與被引用的檔

案資料特性。書目計量是運用統計和數學的方法，研究文獻的使用及

其出版形式，發展至今普遍應用於分析特定領域學術文獻數量、作

者、研究機構，以瞭解其學術生產(scholarly productivity)活動或

是文獻成長與聚集(growth and scatter of literature)的分析；甚

至利用引文分析可以瞭解學科文獻使用行為、文獻或學科研究之間的

關連度，可有效掌握特定學科知識行為的取向，進而研究學術發展趨

勢，本研究以書目計量法可探知歷史論著引用資料特點及其引用檔案

的情形。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量化書目計量分析與質性訪談研究法，作為資料蒐集的

主要方法，並輔以文獻分析，做為研究統計與訪談資料的檢核與參

照。針對本研究所採用的各種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有助於研究者建立研究概念，其目的在於： 

（一）瞭解有關的理論背景，並與自身領域連結，以決定本研究

的價值所在； 

（二）熟悉前人的研究，是主題選擇與研究論文必經的歷練； 

（三）避免重複前人的努力，為使本研究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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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應先將過去文獻加以整理。 

文獻分析作為本研究方法之一，旨在確保研究問題的價值

性、研究方向的正確性，以及研究模式的合理性，使研究能參考

前人累積的成果，建立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做為研究設計、書目

分析和訪談大綱等後續研究步驟的知識基礎。本研究蒐集的文獻

範圍與來源，以中、英文相關文獻為主，除了研究報告、圖書、

期刊、會議論文之外，也包括相關的網路資源。將相關文獻予以

組織分析，並與研究調查結果相互參照，以求對於研究現象有深

入之探索，使研究結果更具解釋力。 

二、書目計量法 

本研究以書目計量法首先分析歷史論著之研究年代、語文、合

著現象及其平均引文數，接續分析各篇論著之引用文獻特性，統計引

文資料類型、引文分布年代與語文，並針對引用之檔案資料深入剖析

被引用之檔案資料年代、檔案類型、語文、檔案全宗與檔案館藏來源。

研究過程進行如下： 

（一）取樣分析之歷史論著以 2006-2010 年收錄在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門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成果所列

之一級歷史期刊，並同時收錄在 2011年 THCI Core歷史

學期刊之刊物。另根據研究者曾分析歷史學博碩士論文

結果顯示：「引用檔案文獻數量大致呈現出研究時期愈

早，引用檔案數量愈少的反比關係。」由於明鄭時期之

前現存檔案極少，史學研究者僅能引用二次資料與史

籍，故引用檔案文獻數量呈現出明鄭時期之前的研究，

幾乎無引用檔案的情形。（林巧敏，2010，頁 48）因此，

衡酌選取之刊物內容屬性以近代史研究議題為主，並考

量有與使用檔案資料關連性較為密切者。 

（二）以立意抽樣方式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台灣史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大歷史

學報》四份期刊為研究對象，彙整四份期刊 200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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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五年論著性質之期刊論著為研究範圍，總計有 256

篇學術期刊文獻，將期刊篇章之後參考書目加以彙整，

共有引用書目 17,332篇，逐一建檔加以分析。 

（三）分析各篇期刊論著之研究年代、語文、合著現象及其平均

引文數等書目事項，以觀察歷史期刊論著文獻特性。 

（四）分析各篇期刊論著引用文獻之資料類型、研究年代與語

文，並針對被引用的檔案資料類型，分析檔案年代、檔案

類型、語文、檔案全宗與檔案館藏來源。 

自 2011 年 9 月開始將四份期刊近五年卷期每一篇論著逐篇以

EXCEL建檔，分為兩張工作表，一為期刊論著特性工作表，鍵入欄位

為期刊代碼、卷期、篇章編號、刊登年月、作者名、作者人數、研究

年代、資料語文、引文數量與引用檔案筆數等欄位值；另一為引用文

獻特性工作表，鍵入欄位為期刊代碼、卷期、論著年代、篇章編號、

書目編號、資料類別、資料子類別、資料語文、出版時間、檔案館藏

地、檔案產生時間、檔案全宗名與備註欄等欄位值，截至 2011年 12

月完成所有論著與引用書目建檔工作，依研究目的進行研究資料分

析。 

三、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其主要特

點是在進行訪問前會預先設計訪談大綱，將所有與研究有關聯的主題

納入其中，以作為訪談過程的基本問題或內容，並依據真實訪談的情

況及受訪者的反應，適時調整問題與內容之順序，讓受訪者以自己的

語彙做反應，表達出個人本身的經驗、感受、態度等，並以開放性問

題為主要原則。訪談大綱提供受訪者一個基本架構，促使交談內容較

能符合情境，減少疏漏，並有助於訪談內容的系統性。 

本研究訪談大綱問題分為四部分：一是個人背景資訊，瞭解個人

研究領域與使用經歷；二是資訊需求動機，希望瞭解使用檔案資訊的

原因與檔案對於研究之影響性；三是資訊尋求行為，重點在於瞭解使

用者如何找尋檔案資訊與遭遇的問題；第四部分引用動機與行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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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瞭解使用者引用檔案的考量因素。各部分訪談問題重點如表 3-1，

詳細訪談大綱如附錄一所示。 

 

表 3-1 訪談問題重點 

問題面向 訪談內容重點 

受訪者背景資訊 設計選項，提供受訪者勾選個人研究領域專

長、使用檔案年資、平均每年拜訪檔案館次

數、經常造訪之檔案館、經常使用之檢索工

具、經常使用的檔案全宗名。 

資訊需求動機問題 1.產生使用檔案資料需求的時間與情況？ 

2.進行研究會使用檔案資料的主要原因？ 

3.檔案資料有別於其他資料類型的特點？ 

4.檔案資料對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對於研

究的影響？ 

資訊尋求行為問題 1.獲取研究資訊的主要管道為？ 

2.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 

3.通常是如何找到所需的檔案資料？檢索途

徑或使用的工具？ 

4.找尋檔案過程是否會找檔案館人員詢問，通

常在何種情況下會尋求協助？ 

5.根據經驗認為順利找到檔案資料最有用的

找尋方式？ 

6.根據經驗認為找尋或使用檔案資料的主要

問題或障礙？對於檔案館作業改善的期許

與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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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檔案動機與行

為問題 

1.進行研究文獻蒐集時，檔案資料通常佔研究

參考資料的比例？ 

2.研究論著會引用檔案資料的動機？（如：佐

證史實、背景參考、證明自己觀點…） 

3.影響決定引用和不引用檔案資料的原因為

何？（如：內容可信度、資料容易取得程

度…） 

4.引用檔案資料遭遇過的問題，主要的困難？

解決方式為何？ 

5.引用檔案原件應該要註明的資料項目？ 

本研究進行時先擬定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待訪談大綱確認後，邀

請一至二位歷史學者協助進行前測，並根據測試後的意見修改訪談導

引。前測結束後，正式邀請符合研究對象條件之史學者受訪，徵求受

訪者同意後，進行約一小時半左右時間之深度訪談，訪談由研究人員

進行，以求達到每一次訪談的最小差異。訪談過程中，為避免重要資

料的遺漏，皆在徵求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使用錄音設備全程記錄訪

談的內容，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並整理謄錄成文字電子

檔，以利後續內容分析。研究訪談自 101年 1月開始，配合受訪者同

意之時間，陸續持續進行至 101年 5月中旬全數完成。 

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書目分析對象 

取樣分析之史學期刊包含下列四項條件： 

(一)收錄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門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

成果所列之一級歷史期刊。（黃寬重，2008） 

(二)收錄在 2011年 THCI Core歷史學期刊之列。 

(三)刊物內容屬性與檔案資料關連性較為密切者，因明鄭時期之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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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檔案資料較少，故以收錄內容偏向研究近代史之期刊為主。 

(四)引用書目格式相對清楚，有依循學術論文書目格式規範，可清楚

判讀書目資料內容者。 

根據此原則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灣史研

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大歷史學報》為研究對象，彙整

四份期刊 2006－2010 年近五年論著性質之期刊論著為研究範圍，總

計有 256篇學術期刊文獻，將期刊篇章之後參考書目加以彙整，共有

引用書目 17,332篇。取樣分析之期刊卷期詳如表 3-2所示。 

 

表 3-2 取樣分析之期刊論著卷期分析表 

刊名 性質 起迄卷期 收錄

期數 

論著

篇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 

季刊 51-70期 20 70 

台灣史研究 2006年為

半年刊，

2007年起

改為季刊 

13卷1期 

- 

17卷4期 

18 71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半年刊 25-34期 10 56 

臺大歷史學報 半年刊 37-46期 10 59 

 

二、深度訪談對象 

約時訪談史學研究者 11 位，訪談對象採立意抽樣方式，選擇論

著分析中曾引用檔案文獻之歷史研究者為受訪範圍，以確定受訪者具

有使用檔案館藏經驗，並可根據其論著引用文獻詢問引用檔案的動

機。訪談目的在於瞭解受訪人員對於使用檔案館藏的過程與問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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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引用檔案文獻的動機與引用檔案的限制提供意見，以瞭解史學者

引用檔案的考量，及其使用檔案館的需求與使用意見。受訪者背景與

代碼詳如表 3-3。 

表 3-3 受訪者編號與背景說明 

受訪者編號 受訪者背景說明 

H1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16-20年，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約

1-5次 

H2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25 年以上，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

約 1-15次 

H3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6-10 年，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約

6-10次 

H4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6-10 年，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約

6-10次 

H5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25年以上，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

約 1-5次 

H6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25年以上，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

約 20次以上 

H7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16-20年，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約

6-10次 

H8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16-20年，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約

1-5次 

H9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11-15年，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約

20次以上 

H10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 25年以上，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

約 1-5次 

H11 使用檔案資料年資11-15年，每年到訪檔案館次數1-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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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研究實施步驟首先經文獻探索釐清研究題目與研究方向之後，確

認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透過研究設計過程取得研究資料，並加以歸

納分析，進而擬具結論與建議，研究步驟流程詳如圖 3-1所示，重要

步驟分述如下： 

一、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在確定研究方向後，首先查檢國內、外相關之資料庫，包括利

用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LISA)、教育文獻資料庫（ERIC）、中

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CLISA)、臺灣期刊論文索引、臺灣博

碩士論文資料庫、中國期刊網等書目及全文資料庫查詢相關研究文

獻，以「書目計量」（bibliometrics）、「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使用者研究」（user studies）、「資訊需求」（information 

needs）等關鍵字逐一或交叉檢索，並利用檢索引擎找尋相關的網路

資源。 

二、釐清研究對象與範圍 

透過文獻分析大致掌握研究重點與重要問題後，規劃研究目的

與研究架構，釐定研究對象與範圍，瞭解有關檔案使用者研究與歷史

研究人員使用檔案之相關研究現況，並瞭解歷史論著書目與引用文獻

的來源，以確立研究構想的可行性。 

三、擬定內容大綱與文獻紀錄整理 

確立研究架構之際，同時著手整理分析文獻，將文獻內容關涉

研究重點部分加以記錄整理，擬訂研究大綱。針對國內外有關檔案使

用需求與行為，以及歷史論著書目與引文分析相關資料，加以詳讀分

析。作為引文特性分析與深度訪談設計的依據，所有蒐集的文獻經閱

讀紀錄後，進行資料整理與建檔工作。 

四、論著書目與引文整理建檔 

蒐集四份歷史期刊 2006-2010 年所有發行卷期之目次、各篇論

著內容與參考書目，有線上全文者線上列印、其餘至圖書館影印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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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文獻傳遞服務取得全文，依研究分析項目利用 EXCEL 逐筆書目建

檔。 

五、書目與引文特性統計分析 

建檔書目分為論著特性與引文分析兩個電子檔，分析統計論著

書目之研究年代、語文、合著人數與合著者、作者姓名與引用文獻數

及其平均引文數，並將各項書目特性依年代分別統計以觀察各項特性

與時間的關係；接續論著之所有引用文獻，分析統計各篇引文之資料

類型、研究年代、語文，並針對被引用的檔案資料類型，分析檔案案

卷年代、檔案類型、語文、檔案全宗與檔案館藏來源。 

六、訪談設計與聯繫受訪者 

藉由文獻分析對相關議題的瞭解，找出適宜的分析構面，做為

訪談的基本架構，訪談採半結構性訪談方式，擬訂訪談大綱，重點在

於瞭解史學研究者使用檔案館的需求與使用過程，並瞭解引用檔案的

動機及其考量因素。在正式訪談之前先邀請一位受訪者協助進行訪談

前測，根據前測結果進行訪談問題的必要修正，接著根據先前構思確

立的研究對象，選擇論著分析中曾引用檔案文獻史學研究者為範圍，

以確定受訪者具有使用檔案館藏經驗，而能提供深切的意見，經聯繫

受訪意願，進行正式訪談的邀約與訪談導引。 

七、深度訪談紀錄與整理 

將逐次訪談過程詳加紀錄，並將訪談內容謄錄成電子檔，以利

後續問題歸納與內容分析。最後根據錄音資料及訪談現場記錄，逐一

整理訪談內容，將訪談所得逐一歸納與整理。 

八、資料分析與撰寫論文內容 

最後綜合相關文獻、書目計量、引文分析結果與深度訪談探究

之看法，歸納出歷史論著書目特性及其引用檔案文獻情形，並瞭解歷

史學者使用檔案館藏的經驗與引用檔案館藏的動機，最後加以彙整分

析，撰寫研究結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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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步驟流程 

開  始 

確立研究方向 

蒐集相關領域文獻 

文獻紀錄與分析 

 

綜合書目計量、訪談資料與文獻整理 

論著書目與引文蒐集建檔 

撰寫研究論文 

結  束 

書目與引文統計分析 

深度訪談設計與聯繫 

進行訪談與紀錄 

釐清研究對象與範圍 

擬定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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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設計編碼表格，將書目資料逐一建檔，為加快鍵檔

速度與日後統計分析，建檔欄位值以代碼表示，採用之代編意義詳如

下列對照表（表 3-4），時間以鍵入西元年代為主，如為民國以前則

標示朝代名（如清光緒），部分欄位值如該筆書目並無此項資料，則

以*表示，不能留空白，以免誤判。全數完成書目建檔後，利用 EXCEL

進行次數分布與百分比計算。 

表 3-4 書目建檔欄位代碼說明表 

資料類別 檔案子類別 專書子類別 語文 

檔案=1 

專書=2 

期刊論文（雜誌）

=3 

學位論文=4 

專書論文=5 

會議論文=6 

報紙=7 

網路資源/電子資

料庫=8 

視聽資料/小冊子

/其他=9 

公文書=11 

信件=12 

手稿=13 

訪問紀錄=14 

通話紀錄=15 

日記=16 

報告書=17 

會議紀錄=18 

檔案彙編=19 

其他=20 

 

史料彙編/大事紀/紀實/主題研
究等史料圖書=22 

人物傳記類/年譜/回憶錄(人) 

=23 

方志=24 

雜記、隨筆/文集/全集=25 

政府出版品/官書/公報=26 

參考工具書/名錄=27 

其他=29 

中文=1 

英文=2 

日語=3 

法語=4 

德語=5 

俄語=6 

韓語=7 

其他=8 

 

資料建檔將專書定義為已出版的各類圖書，依專書內容性質，

細分為史料彙編/大事紀/記實等史料類型圖書、人物傳記、方志、雜

記/文集、政府出版品、參考工具書以及其他。「史料圖書」係指已出

版發行之史料彙編或是大事紀、紀實、年表等依時敘事之書籍專冊；

至於引用的百科全書、字辭典、法規、統計資料、地圖統稱為「參考

工具書」。另被引用的檔案予以詳細的區分，根據檔案形式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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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信件、手稿、訪問紀錄、通話紀錄、日記、報告書、會議記

錄、檔案彙編以及其他等類。分析各篇期刊論著引用文獻之資料類

型、研究年代與語文，並針對被引用的檔案資料類型，分析檔案年代、

檔案類型、語文、檔案全宗與檔案館藏來源。 

有關訪談資料的處理，經事先徵得受訪者同意進行全程錄音，並

以筆記現場記錄，訪談內容隨後繕寫成逐字轉錄稿，再經研究者仔細

反覆閱讀，將轉錄稿中無意義的語助詞與口頭禪刪除，以求文意通

暢，利於後續的登錄與分析。基於不公開個別受訪者訪談資料的原

則，每一位受訪者皆以英文字母（H1、H2、H3……）替代，每一份訪

談資料呈現受訪者基本資料、訪談時間、訪談地點及其訪談文字稿。 

所有訪談文字稿根據訪談大綱完成概念分類後，逐一找出相同

的向度，將同一向度概念接近者排列在一起，利用文書處理軟體 WORD

的功能，不斷複製與組合，以整理出相同概念結果的呈現。 

最後綜合書目分析與訪談所得，根據研究目的歸納研究結果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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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論著與引文分析結果 

根據研究目的彙整建檔 2006-2010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臺灣史》、《政大歷史學報》、《臺大歷史學報》四份歷史期

刊所刊載之學術論著，共計 256篇論文，引用文獻總數 17,332篇，

分別統計論著研究年代、語文、合著情況與引文數量分布；並分析引

用文獻之資料類型、語文與年代分布；進而針對引用之檔案資料分析

被引用之檔案資料類型、時間、語文、檔案全宗名與館藏地。各項結

果統計分析如下： 

一、歷史論著書目分析 

（一）論著研究年代分析 

  因歷史研究與時空關係密切，故將研究論著書目依其研究內容探

討之年代，區分為本國史與外國史，配合歷史學者研究議題依附時空

的特性，本國史部分再依地理位置區分為中國史與臺灣史，並分別統

計各研究主題年代的論著數量分布。 

  論著研究主題年代統計結果顯示，我國歷史學者研究中國史部分

最多，占 59.4％；其次為臺灣史研究議題，占 28.5％，研究外國史

論著比例偏低，僅有 9.4％，顯見歷史學者仍以研究本地史為主。 

進一步分析研究中國史的年代分布，發現研究早期歷史的論著較

少，「周朝」、「魏朝」、「齊朝」、「金朝」、「元朝」各只有 1 篇文獻；

「晉朝」、「隋朝」各有 2篇文獻；研究「唐代」、「宋代」明顯增

多，各有 8篇與 9篇文獻；研究明清以後論著數量大增，「明代」有

14篇文獻；「清代」有 34篇文獻；研究年代在民國以後者最多，共

有 78 篇文獻，占整體 30.4%的比例，符合一般史學研究有詳近略遠

的情形。 

  研究臺灣史的論著數量統計，以探討「光復以後」者最多，有

41篇文獻，占 16%；「荷據時期」者最少，有 7篇文獻；「日治時期」

有 25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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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研究外國史的國別分布，我國歷史學者以研究「日本」史最

多，計有 7篇文獻；探討「德國」者，有 5篇文獻；「英國」有 4篇

文獻；至於研究「法國」、「美國」則各有 2篇文獻；其他有研究「俄

國」、「馬來西亞」、「韓國」、「瑞士」各有 1篇文獻。另有一部

份論著研究議題不特定在某段時間，歸為「跨時代」一項，共有 7篇

文獻，占 2.7%。 

表 4-1 歷史論著研究年代統計表 

研究年代 數量 百分比（％） 

中 

國 

史 

周 1 0.4 

59.4 

魏 1 0.4 

晉 2 0.8 

齊 1 0.4 

隋 2 0.8 

唐 8 3.1 

宋 9 3.5 

金 1 0.4 

元 1 0.4 

明 14 5.5 

清 34 13.3 

民國(中國) 78 30.4 

臺 

灣 

史 

荷據時期 7 2.7 

28.5 日治時期 25 9.8 

光復以後 41 16.0 

外 

國 

史 

日本 7 2.7 

9.4 

德國 5 2.0 

英國 4 1.5 

法國 2 0.8 

美國 2 0.8 

俄國 1 0.4 

馬來西亞 1 0.4 

韓國 1 0.4 

瑞士 1 0.4 

跨時代 7 2.7 2.7 

總計 2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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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著語文分析 

  在總數 256篇歷史論著的撰述語文分析中，以「中文」發表者最

多，共有 243篇文獻，占 94.9%；其次是「英文」，共有 12 篇文獻，

占 4.7%；亦有 1 篇以「日文」發表者。顯然本地歷史學者仍以中文

論述發表為主。 

表 4-2 歷史論著研究年代分析表 

論著語文 數量 百分比（％） 

中文 243 94.9 

英文 12 4.7 

日文 1 0.4 

總計 256 100 

（三）作者合著數量分析 

總數 256 篇文獻，總計有 268 位作者，分析文獻作者數量，有

96.1%的文獻是一人作者；3.1%的文獻是兩人合著；0.8%的文獻是三

人合著。顯示歷史學期刊論著超過九成的比例是個人研究發表，一人

以上的合著研究比例偏低。（表 4-3） 

表 4-3 歷史論著作者合著數量統計表 

合著作者數 文獻篇數 百分比（％） 

一人作者 246 96.1 

二人作者 8 3.1 

三人作者 2 0.8 

總計 256 100 

有鑑於大型與整合型研究的發展，多人或跨領域合作成為趨勢，

為瞭解歷史學期刊論著近年來是否有朝向較多共同作者發表文獻的

現象，將收錄論著 2006-2010年間的時間，分別計算各年文獻篇數與

發表作者人次。結果顯示 2006 年的平均作者人次為 1.00 人；2007

年平均為 1.12 人；2008 年為 1.00 人；2009 年為 1.06 人；2010 年

為 1.04人。（詳如表 4-4）根據合著作者平均數量與年代的分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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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合作作者數量逐年增加的趨勢，可知歷史研究傾向個人研究發表，

亦無合作研究的趨勢。 

表 4-4 歷史論著平均作者人次統計表 

      作者數 

年代 

一人作

者篇數 

二人作

者篇數 

三人作

者篇數 

文獻總

篇數 

作者人

次總數 

平均作

者人次 

2006 46 0 0 46 46 1.00 

2007 51 5 1 57 64 1.12 

2008 54 0 0 54 54 1.00 

2009 51 1 1 53 56 1.06 

2010 44 2 0 46 48 1.04 

小計 246 8 2 256 268 1.05 

（四）論著平均引文量分析 

分析 256篇歷史期刊論著的引用文獻數量分布，多數落在 31-60

篇與 61-90 篇區間，分別占 33.5％與 34.0％的比例；但也有 0.8％

的論文，引用文獻數量高達 180 篇以上；至於引用文獻篇數在 30 篇

以下者，僅占 14.1％，顯見歷史論著傾向於引述參考大量文獻論證

史事，故其引用文獻數量不少。（參閱表 4-5） 

表 4-5 歷史期刊論著平均引文數量統計表 

引文數量分布 數量 百分比（％） 

1-30篇 36 14.1 

31-60篇 86 33.5 

61-90篇 87 34.0 

91-120篇 32 12.5 

121-150篇 9 3.5 

151-181篇 4 1.6 

180篇以上 2 0.8 

小  計 2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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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 256篇歷史論著引用檔案資料的數量分布，有超過四

成的文獻引用檔案資料篇數居於 1-10 篇之間，是占最多的比例；其

次有 16.8％的歷史論著，引用檔案篇數在 11-20 篇之間；另有 37.9

％的文獻並未引用任何檔案資料。雖然歷史研究有大量引用文獻現

象，但引用文獻使用檔案資料的比例並不高。（參閱表 4-6） 

表 4-6 歷史論著引用檔案數量分布統計表 

引用檔案數量分布 論文篇數 百分比（％） 

0篇 97 37.9 

1-10篇 105 41.0 

11-20篇 43 16.8 

21-30篇 9 3.5 

31-40篇 1 0.4 

41篇以上 1 0.4 

小  計 256 100 

為瞭解歷史學期刊論著近年來引用文獻與引用檔案數量是否有

逐年增加的現象，將 2006-2010年 256篇歷史論著逐年統計，分別計

算每一年的引用文獻與引用檔案資料的總數與平均數。 

根據表 7統計結果觀察，引用文獻數量平均數大致符合隨著時間

引用文獻數量增加的趨勢，自 2006 年平均每篇論著引用 59.2 篇文

獻，到 2010年攀升到 73.4篇文獻。但引用檔案數量平均數並無明顯

隨著時間增加的情況，歷史學者引用檔案的數量並未隨著國內檔案日

漸完成數位化並開放應用，而增加對於檔案資料的引用。故而實有必

要透過訪談進一步瞭解史學者應用檔案資料的特性及其使用檔案資

料的需求。 

表 4-7 歷史論著引用文獻與引用檔案數量平均數統計表 

  年代 論著篇數 
引用文獻 引用檔案 

總篇數 平均數 總篇數 平均數 

2006 46 2721 59.2 263 5.7 

2007 57 3763 66.0 294 5.2 

2008 54 3840 71.1 253 4.7 

2009 53 3631 68.5 372 7.0 

2010 46 3377 73.4 279 6.1 

總計 256 17332 67.7 146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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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文獻特性分析 

根據研究範圍分析之近五年(2006-2010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集刊》、《臺灣史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大歷史

學報》所刊載之學術期刊論文，共計有 256篇，引用文獻總數為 17,332

篇，平均每篇論文引用文獻數量為 67.7 篇；引用文獻中引用檔案數

量為 1,461 篇，引用檔案資料的比例僅 8.43％，與國外分析歷史學

者引用手稿資料約 10％左右的比例相較，臺灣歷史學者期刊文獻引

用檔案的比例較低。以下分別探討整體引用文獻與引用檔案資料的特

性。 

(一)引用文獻類型分析 

    2006-2010 年歷史期刊論文引用的資料類型，以專書為主，占

57.56％；其次為引用期刊論文，占 19.07％，引用檔案者，占 8.43

％，亦不乏引用報紙者，占 5.00％的比例。（參閱表 4-8） 

表 4-8 歷史論著引用各種資料類型數量統計表 

             年代 

資料類型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小計 百分比(%) 

檔案 263 294 253 372 279 1461 8.43 

專書 1615 2135 2277 1951 1998 9976 57.56 

期刊論文 441 699 754 681 730 3305 19.07 

學位論文 78 55 70 56 39 298 1.72 

專書論文 60 91 114 158 165 588 3.39 

會議論文 109 91 53 26 32 311 1.79 

報紙 86 317 167 222 75 867 5.00 

網路資源/電子資料庫 53 53 91 74 55 326 1.88 

視聽資料/小冊子/其他 16 28 61 91 4 200 1.15 

小計 2721 3763 3840 3631 3377 173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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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專書類型分析 

    歷史學者引用專書資料占多數，為進一步了解被引用的專書類

型，將 9,976篇專書引用文獻依資料形式加以細分統計，結果以引用

史料彙編/大事紀/紀實/主題研究等史料類型圖書為主，占 63.29％，其次

為雜記隨筆與各種文集或全集占 17.21％，最少的是參考工具書占

3.06％（參閱表 4-9），如以時間觀察趨勢，各種圖書資料類型之分

布與時間並無太大關聯。 

表 4-9 歷史論著引用專書文獻細分類型統計表 

                   年代 

資料類型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小計 百分比(%) 

史料彙編/大事紀/紀
實/主題研究等史料圖
書 

1051 1254 1475 1202 1332 6314 63.29 

人物傳記類/年譜/回憶錄 123 152 141 205 100 721 7.23 

方志 41 113 106 72 34 366 3.67 

雜記、隨筆/文集/全集 284 405 383 261 384 1717 17.21 

政府出版品/官書/公報 51 93 91 79 48 362 3.63 

參考工具書/名錄 24 72 53 92 64 305 3.06 

其他 41 46 28 40 36 191 1.91 

小計 1615 2135 2277 1951 1998 9976 100 

  (三)、引用資料時間分析 

   將 17,332篇引用文獻的時間自 1800之後，以每隔 20年為區間加

以統計，發現引用文獻時間分布以 1981-2000年居多，有 37.27％的

比例；其次為 2000年以後，占 22.70％；最少的是 1600年以前的資

料，整體而言，被引用資料的數量與時間呈現反比關係(參閱表

4-10)，亦即時間越近的資料被引用次數越高，可推測資料的被引用

與資料可得性有密切的關係。但 2000 年以後不升反降，此現象可反

映出文獻被引用需要一定時間的累積，年代過近，反而無法真實反應

文獻被引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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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歷史論著引用資料時間統計表 

出版時間 引用次數 百分比(%) 
1600以前 10 0.06 
1601-1700 42 0.24 
1701-1800 39 0.23 
1801~1820 10 0.06 
1821~1840 28 0.16 
1841~1860 37 0.21 
1861~1880 37 0.21 
1881~1900 201 1.16 
1901~1920 627 3.62 
1921~1940 1295 7.47 
1941~1960 1274 7.35 
1961~1980 2219 12.80 
1981~2000 6460 37.27 
2000以後 3934 22.70 
無法判別 1219 7.03 
小計 17332 100 

(四)、引用資料語文分析 

    分析 17,332篇引用文獻的語文，發現以中文最多，占 72.10％；

其次為英文，占 15.57％；日文亦占有 8.02％的比例。顯示歷史學者

研究資料除中文外，主要仰賴英文資料，但臺灣歷史與日本頗具淵

源，故引用日文者也不少。(參照表 4-11) 

表 4-11歷史論著引用資料語文統計表 

語言類別 使用次數 百分比(%) 

中文 12496 72.10 

英文 2699 15.57 

日文 1390 8.02 

法文 133 0.77 

德文 257 1.48 

俄文 123 0.71 

韓文 87 0.50 

其他 126 0.73 

無法判別 21 0.12 

小計 173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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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用檔案資料特性分析 

本研究特別關注被引用的檔案資料特性，故進一步將歷史期刊論

著引用的 1,461篇檔案資料，分析檔案資料類型、產生時間、語文、

檔案全宗與館藏來源。 

（一）檔案資料類型分析 

   將 1,461 篇引用檔案書目依資料類型加以細分統計，發現被引用

的檔案資料以引用公文書居多，占 45.63％；其次為檔案彙編，占

27.86％。（參閱表 4-12） 

表 4-12 歷史論著引用檔案資料細分類型統計表 

（二）檔案產生時間分布 

分析 1,461 篇檔案資料的時間分布，以引用 1991 年以後之檔案

資料最多，占 22.18％；其次為 1981-1990年間，占 6.84％；次之為

引用 1951-1960 年間檔案，占 6.78％，引用清朝檔案資料者，也占

有相當的比例（5.13％）。(參閱表 4-13) 值得注意的是有近四成的

檔案資料，無法由引用書目判別時間，顯然對於檔案資料的引用書目

格式因缺乏較一致的體例，多數著錄之檔案書目資訊並不完整。 

 

      年代 

資料類型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小計 百分比(%) 

公文書 113 114 117 223 100 667 45.63 

信件 1 0 2 3 0 6 0.41 

手稿 2 1 3 3 2 11 0.75 

訪問紀錄 12 28 14 14 23 91 6.23 

通話紀錄 0 2 1 1 0 4 0.27 

日記 5 10 6 14 12 47 3.22 

報告書 28 14 13 38 23 116 7.94 

會議記錄 21 13 2 12 26 74 5.07 

檔案彙編 74 112 88 49 84 407 27.86 

其他 7 0 7 15 9 38 2.60 

小計 263 294 253 372 279 14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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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歷史論著引用檔案產生時間統計表 

檔案產生時間 引用次數 占論文數百分比(%) 

明朝(1368~1643) 9 0.62 

清朝(1644~1911) 75 5.13 

1912~1920 26 1.78 

1921~1930 26 1.78 

1931~1940 77 5.27 

1941~1950 37 2.53 

1951~1960 94 6.43 

1961~1970 43 2.94 

1971~1980 57 3.90 

1981~1990 99 6.78 

1991以後 324 22.18 

無法判別 594 40.66 

小計 1461 100 

如果將引用檔案資料時間與整體引用文獻時間分布加以比較，可

以發現引用檔案資料數量與年代遠近並無明顯關連，反而可能與研究

主題時間分布有關，與一般引用文獻年代越近引用越多之特性不同。

但整體引用文獻數量 2000 年以後不升反降，符合文獻被引用需要時

間累積的觀點，年代愈近反而無法真實反應文獻被引用應有的次數。 

 

 

 

 

 

 

圖 4-1 引用檔案與引用文獻數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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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資料語文分析 

    分析 1,461篇檔案資料的語文，以中文最多，占 81.59％；其次

為英文，占 7.39％；日文亦占有 6.64％的比例。(參照表 4-14)檔案

語文分析結果與整體引用文獻的語文分布差異不大，呈現除中文為主

要語文外，其他較常被使用的是英文、日文與俄文檔案，幾乎是與中

國近代史互動頻繁的國家地區。 

表 4-14 歷史論著引用檔案資料語文統計表 

語言類別 篇數 百分比(%) 

中文 1192 81.59 

英文 108 7.39 

日文 97 6.64 

法文 3 0.21 

德文 15 1.03 

俄文 17 1.16 

韓文 1 0.07 

無法判別 24 1.64 

小計 1461 100 

（四）核心檔案全宗 

分析 1,461篇引用檔案的文獻，其中 561篇有註明檔案引用來源

(全宗)，為瞭解引用檔案來源的主要狀況，將此 561篇檔案資料來源

加以彙整分析，取前 11 個引用次數較多之檔案全宗列表如下（參閱

表 4-15），經常被引用之檔案全宗，依序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篡（39

篇）、蔣中正檔案（28篇）、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17篇）、日本防衛

廳陸軍參謀本部檔案（16 篇）、岸裡大社文書檔案（15 篇）、蔣中正

日記（14 篇）、四川省宗教情況通報（14 篇）、光緒年間鄉試錄（10

篇）以及北平市政府、屏東土地文書與臺灣戶籍檔案（各 8篇）。 

    被引用的檔案全宗相當分散，經常被引用的檔案內容顯然與研究

政治時局與國家發展之蔣中正檔案、外交國防檔案有關，日治時期的

總督府檔案也是研究者青睞的核心檔案館藏。這些被引用次數高的檔

案全宗可視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重要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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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歷史論著引用檔案資料核心全宗統計表 

全宗名稱 相關文獻篇數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篡 39 

蔣中正檔案 28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 17 

日本防衛廳陸軍參謀本部檔案 16 

岸裡大社文書檔案 15 

蔣中正日記 14 

四川省宗教情況通報 14 

光緒年間鄉試錄 10 

北平市政府檔案 8 

屏東地區土地文書 8 

臺灣戶籍檔案 8 

（五）檔案來源分析（館藏地） 

    將 1,461篇檔案資料有註明館藏地的 713篇加以分析，整理排名

前 10個館藏地點如下（參閱表 4-16），依序為：國史館（84篇）、中

研院近史所檔案館（55 篇）、中國國民黨黨史館（41 篇）、日本外務

省外交史料館（38篇）、臺灣外交部檔案（27篇）、上海市檔案館（27

篇）、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檔案（23 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3

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22篇）以及荷蘭國家檔案館（20篇）。 

    檔案主要來源館藏不乏臺灣地區重要之文史機構及行政機關，如

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外交部檔案、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等，主要原因與臺灣目前尚無國家檔案館之設置，檔

案館藏分散存置於各行政機關與文史研究機構，史學研究者經常需要

奔波不同檔案典藏機構；又因與大陸歷史淵源之故，也有利用大陸知

名檔案館的情形，顯示歷史研究存在兩岸檔案資料需要互相參考佐證

的必要；此外，與本國歷史發展頗具淵源之國家，如：荷蘭、日本也

是經常被史學研究者造訪之國外檔案館藏機構，其他排名在前 10 名

之後，但亦有相當使用次數之國外檔案館，包括：史丹福大學胡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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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等。 

表 4-16歷史論著引用檔案館藏來源統計表 

引用館藏來源 相關文獻篇數 

國史館 84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 55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41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8 

臺灣外交部檔案 27 

上海市檔案館 27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檔案 23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22 

荷蘭國家檔案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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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史學者深度訪談分析 

本研究訪談以具檔案館使用經驗，並曾引用檔案資料論述發表之

歷史學系所教師為對象，利用訪談問卷將受訪者口述或先行勾選之個

人背景資料，加以整理分析，為有系統呈現受訪者陳述之內容，將背

景資料以及口述可資統計部分以統計表呈現，並歸納整理受訪者使用

檔案動機與使用行為，分述結果如下： 

一、個人背景資料 

(一)研究專長領域 

受訪者研究專長領域以中國近現代史與臺灣史為多，占受訪者一

半以上的比例，也有超過四成學者關注外交史研究。顯示研究近現代

史與外交史學者傾向利用檔案資料作為研究材料。 

表 4-17 受訪者研究專長統計表 

 

 

 

專長領域 次數 受訪者代號 

中國近現代史 3 H1,H4,H6 

世界現代史 1 H3 

二十世紀中國史 1 H7 

臺灣史 3 H1,H7,H8,H11 

戰後台灣史 1 H9 

中國外交史 2 H1,H3 

歐洲外交史 1 H2 

美國外交史 1 H5 

中日關係史 1 H4 

16-18世紀東亞史 1 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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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檔案資料經驗 

受訪者使用檔案資料的年資，有六成以上（63.5％），已經超過

16 年，顯示多數受訪者具有豐富的檔案資料使用經驗。如詢問受訪

者過去五年使用檔案館的次數，多數為每年 1 至五次，占 45.4％；

也有 18.1％受訪者，每年使用多達 20次以上。 

表 4-18 受訪者使用檔案資料年資與頻率統計表 

年資與到館次數分布 次數 百分比（％） 受訪者代號 

年資 1-5 0 0  

6-10 2 18.1 H3,H4 

11-15 2 18.1 H9,H11 

16-20 3 27.2 H1,H7,H8 

25年以上 4 36.3 H2,H5,H6,H10 

每 年 到

館次數 

1-5次 5 45.4 H1,H5,H8,H10,H11 

6-10 3 27.2 H3,H4,H7 

11-15次 1 9.09 H2 

16-20次 0 0  

20次以上 2 18.1 H6,H9 

 

(三)經常使用的檔案館與全宗 

如詢問受訪者經常使用的檔案館，發現中研院、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等文史機構是研究者經常拜訪的檔案館，11 位訪者中有 8 位經

常使用中研院近史所，顯然近史所檔案館為支援國內近現代史學者研

究的重要機構，國外之日本與美國檔案館也是研究者經常使用之檔案

館藏機構。 

進一步詢問經常使用的檔案全宗名，結果以近史所的外交部檔案

居多，其次為國史館的蔣中正檔案或兩蔣檔案，再次者為臺灣文獻館

的臺灣省總督府公文類纂。經常使用的檔案全宗與使用的檔案館呈現

一致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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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受訪者經常使用之檔案館與全宗名統計表 

使用的檔案館與全宗名分布 次數 百分比（％） 受訪者代號 

檔

案

館 

中研院近史所 8 24.2 H1,H2,H3,H4,H5,H7,H9,H11 

中研院臺史所 2 6.1 H10,H11 

故宮博物院 1 3.0 H10 

國史館 8 24.2 H1,H3,H4,H5,H6,H8,H9,H11 

臺灣文獻館 3 9.1 H1,H8,H11 

國民黨黨史館 2 6.1 H6,H9 

檔案管理局 1 3.0 H7 

日本公文書館 2 6.1 H1,H11 

美國 NARA 2 6.1 H1,H5 

美國大學檔案館 1 3.0 H5 

日本東洋資料庫 1 3.0 H9 

荷蘭國家檔案館 1 3.0 H10 

私人蒐藏博物館 1 3.0 H10 

檔

案

全

宗

名 

近史所外交部檔案（1928-1975） 6 27.2 H1,H2,H3,H4,H5,H9 

清廷外務部檔案 1 4.54 H2 

北洋政府外交部檔案 1 4.54 H2 

蔣中正檔案、兩蔣檔案 5 22.7 H4,H5,H6,H9  

日本外務省檔案 1 4.54 H4 

美國國務院檔案 1 4.54 H5 

國防部檔案 1 4.54 H5 

陳誠檔案 1 4.54 H5 

檔案管理局國統會檔案 1 4.54 H7 

臺灣省總督府公文類纂 2 9.10 H8,H11 

國民黨中常會紀錄 1 4.54 H9 

地契 1 4.54 H10 

 

（四）受訪者使用檢索工具類型 

受訪者使用的檢索工具類型以線上目錄為主，11 位受訪者全數

均有使用線上檢索工具的經驗，但也有 4位受訪者仍然持續使用紙本

式目錄。經常被使用的檔案檢索系統，包括：中研院近史所外交部檔

案目錄、近史所檔案館館藏查詢系統、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受

訪者提及常用的檢索系統，與經常使用的檔案館名稱大致相符，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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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同一所檔案館存在不只一種檢索系統的問題。 

表 4-20 受訪者使用之檢索工具類型與系統統計表 

檢索工具 次數 受訪者代號 

類

型 

紙本式目錄 4 H3,H6,H9,H10 

線上檢索目錄 11 H1-H11 

檢

索

系

統 

中研院近史所外交部檔案目錄 3 H1,H3,H4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館藏查詢系統 3 H2,H3,H9 

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 3 H4,H6,H9 

國史館史料文物查詢系統 1 H3 

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資料庫 1 H8 

胡佛研究中心檔案目錄系統 1 H9 

中研院臺史所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1 H10 

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

處檔摺件資料庫 

1 H10 

荷蘭國家檔案館 1 H10 

臺灣總督府檔案查詢系統 1 H11 

 

對於使用紙本或線上目錄，多數學者表示過去以紙本為主，但

隨著線上目錄發展，都已改採線上檢索工具，但也有學者認為線上檢

索工具呈現的是武斷的檢索結果，會誤導初學者對史實脈絡的觀察，

如受訪者 H2 表示：「線上檢索目錄在針對人名或地名權威檔或主題

檢索時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檢索關鍵字通常都是依照現代的思維定

義，可能會有發生錯誤或是品質低落的情形產生，而這樣衍伸的研究

方法可謂”關鍵字研究法”，並無法真正進入歷史學術核心中探討問

題；因此我不習慣利用線上檢索目錄，紙本目錄具備全盤的脈絡性，

可以找到一些線上檢索目錄所沒有的線索，對於歷史入門研究者而

言，還是建議親臨檔案館利用紙本檢索目錄調閱原件，較能綜觀檔案

的脈絡。」 

受訪者 H2提及的觀察，在於質疑檢索系統僅是字詞的吻合甚至

是著錄正確性問題，意味著檔案線上檢索目錄如能加強檔案脈絡的呈

現，針對檔案編排層級的關連性結構，提供層級瀏覽功能，將可更貼

近使用者的需求。至於對於目錄著錄品質問題，未來應加強著錄人員

內容描述能力，降低檔案著錄錯誤，才能降低使用者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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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需求動機 

此部分主要希望瞭解受訪者在何時或在何種情況下，會產生使

用檔案資料的需求動機、使用檔案資料的原因，並瞭解檔案資料對於

史學研究有別於其他資料所具有的特點，以及檔案資料對於史學研究

的重要性與影響。訪談結果歸納分述如下： 

（一）史學者使用檔案資料的需求動機 

當史學研究者找尋研究議題時，特別需要檔案作為論文建構的材

料，通常是在研究題目構思之際，「需要檔案瞭解研究題目有哪些材

料，藉由目錄檢索先確定題目是否有素材可以繼續鑽研（H2,19-20）」。

或是「當有一個研究議題產生時，通常會透過檔案館檢索系統，找尋

是否有相關素材可支援這個研究題目的產生，然後再實際調閱檔案瞭

解材料內容提供的資訊。（H4,20-23）」 

當研究進行中，此時研究者找尋檔案目標較為明確，需要特定檔

案資料幫助釐清疑點、提供佐證或是從檔案材料中挖掘新的觀點論證

史事。誠如受訪者表示： 

H1:「撰寫論文時，現有的出版品無法提供權威性之佐證資料時，

我會需要檔案資料。（18-19）」 

H2:「研究階段我會繼續找跟題目相關的檔案，此時對於研究題

目比較熟悉，找的素材需求也會比較明確，初稿寫完會再查一次檔

案，再釐清一些撰寫過程想要釐清的疑點或問題。（21-24）」 

H5:「歷史研究不是有新的觀點就是要有新的研究，在我們這個

領域，沒有檔案的話那就沒有研究價值了，所以一定要有檔案，…一

定要從歷史檔案中找出新題材。（21-24）」 

歸納對於史學研究者而言，使用檔案的需求動機主要是因學術研

究、教學需要、撰寫論文、應實務工作要求或是純然因個人興趣。如

受訪者: 

H6:「對我來說，使用檔案資料的需求，除了進行學術研究以外，

我想不到還有其他的原因了。(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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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對我來說，完全都是在進行學術研究的需求下產生的，對

我們這一行來說，我想不到還有甚麼別的理由會使用檔案。(18-19)」 

H10：「我很愛去檔案館，因為會發現很多古材料，地契等等，所

以我隨時都需要檔案，因為他們就像是寶物一樣。…已經被檔案激起

一種想要跟他做朋友的關係。(20-24)」 

H11：「對我來說，主要是學術研究、教學，…。此外，像是出去

演講，或是參與拍攝紀錄片，都會使用檔案資料。(19-21)」 

（二）使用檔案資料的原因 

分析受訪者認為進行史學研究會使用檔案資料的主要原因，在

於： 

1.可提供同一事件多元思考的素材 

通常學術研究比較專深，一般出版品並無法滿足學者對於特定研

究議題較深入的資訊，而且史學研究有交叉比對資料分析史實的必

要，所以史學研究者不會僅憑一般文獻就能滿足，而是透過不同檔案

來源針對同一事件所載資料加以分析探討。 

受訪者 H1表示：「我們在使用檔案資料時，並不會僅找尋國內的

檔案為滿足，會儘量在能力可及情況下，找到國外對於相同事件的紀

錄，以比對國內外對於同一事件的說法是否有所出入，從而找出最接

近原貌的史實。…檔案本身呈現的資訊未必是事實，因為不同立場者

所記載事件的角度不同，所以我們利用檔案的角度是多方查證比對，

我們會找第二方或是第三方的資料，然後才能探討史實的背後成因與

行為動機，史學研究不是作歷史判斷，我們需要很多資料，甚至是多

方資料，透過多角度的資訊來源探討事情的本質，一般以為歷史研究

在探究史實真實性，其實過往歷史功過是非，並非後人所能判斷，我

們只是挖掘一些過去沒發現或沒發掘的其它角度材料，以免失之少數

偏頗的論斷。(21-27)」受訪者 H2也表示：「使用檔案的主要原因是檔

案資料可以提供同一史事多觀點、多元思考的原始素材，對於史學研

究者而言，是歷史研究必須的探索過程。（39-40）」H11同樣認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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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檔案資料是因為可以呈現不同的歷史面貌。（24）」 

2.可提供一手且唯一性的研究線索  

由於歷史研究需要開創新題材，不可能只參考前人著作進行研

究，檔案材料具有第一手史料特性，且是唯一存在，適可提供史學者

研究的主要素材。 

根據 H3表示：「檔案提供重要而較原始的研究線索，較能進行原

創性的研究。…如果有充分檔案提供佐證觀點，研究立論才會成立。

（26-28）」H4 則表示：「因為史學訓練的關係，所以會要求要有原始

資料的資源，任何的檔案資料都可能是唯一的一手資料。（26-27）」

H6認為：「在研究過程中必須要用到大量的檔案，作為學術研究架構

中的基本素材。（23-24）」H8利用檔案資料的原因在於：「不會憑藉一

般出版品就能滿足探求歷史真相的需求，而是透過不同檔案資料來

源，針對欲研究的主題相關的資料加以系統化地分析探討。（23-27）」 

3.是提供代表官方觀點的正式紀錄 

檔案是政府機構推動業務過程的紀錄，記載了國家政務發展的軌

跡，可提供政府機構對於社會事務的正式紀錄。如H9表示：「主要原

因是當我需要有體系性紀錄、正式性、且代表官方、機構紀錄的資料，

特別是需要像會議紀錄、每一天發生事情紀錄等的正式資料時，就會

去找檔案。」H11也認為：「如果要研究政治史、外交史，或是政府某

一些機關的官方政策、學校史或是學校的整體運作，檔案就會占很重

要的地位。（24-26）」 

（三）檔案資料有別於其他資料的特點 

訪談瞭解受訪者必須使用檔案資料的原因，是因為檔案資料有

別於其他資料類型的特點，在於： 

1.文件依時間原始順序編排，貼近史實研究需要 

檔案編排整理是依循事件發展過程之原始順序加以組織，檔案全

宗與原始順序原則，剛好符合史學研究探索議題與時間發展相關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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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不謀而和，對於歷史研究想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非常有用，這些有

時間序列關連的原始資料，可提供事實脈絡的關係，是其它資料無法

取代的。例如： 

H1認為：「檔案因已經過編排整理，史學研究者可透過已經按照

時間列序編排的原始資料，瞭解史事的發展過程。再者，我個人使用

檔案的經驗也發現檔案當年被有序編排呈現的關連性，有助於判斷哪

些事件是有關係的。我想當年被整編在一起的文件多少透露出這些文

件記載的事情是有關或是彼此有影響的，從而可提供我們後續挖掘相

關史事的參考，這也是無法在其它文獻資料得到的訊息。（36-43）」 

2.檔案因隨著業務自然產生，具有原始可信的特質 

檔案係因辦理業務過程自然產生，並非為特意目的人為造作，故

具有真實可靠的特質，記錄之內容可反映事件過程，故可成為史學研

究的第一手資料。如： 

H2：「我認為『檔案』可以被認定為沒有經過後人加工過的資料，

是進行學術研究時主要是利用的一手史料。（46-48）」 

H3：「檔案基本上可以表現歷史事件較為原始的狀況，這一點是

其他類型資料較難比擬的。例如報紙也是史學者常用的資料類型，但

是我們只能在報紙看到結果，看不到過程，但是檔案整個案卷是事情

發展的過程記錄，檔案不僅可呈現事件原始狀況，也可呈現事情的來

龍去脈，其它資料類型通常只能看到結果。（30-34）」 

H11：「檔案…就是所謂的第一手史料，是不經由人工消化過，以

最原始的樣貌呈現，因為檔案是按照時間排序而非按照主題來分

類，…檔案比較沒有受過雕塑，雖然有可能經過人為揀選。（28-36）」 

3.檔案內容與事實過程相關，成為研究史實的佐證資料 

研究歷史不能憑空捏造，也不能憑己意妄下論斷，研究歷史需要

有事實憑據，而檔案所記載的就是圍繞史事的過程記錄，可提供學術

研究參考，對史學研究者而言，需要大量的檔案資料相互佐證比對，

從能從中抽絲剝繭找出最接近史實的原貌。如下列受訪者的看法： 



 

 64 

H4：「最大差異應該是檔案是對史事當時的記載，雖然檔案對於

當時記載的詳簡程度不同，但仍然是當時資料的主要來源。（35-36）」 

H5：「歷史是你要知道它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不能光看人家寫

的，…如果不看檔案無法知道整個過程，…不是自己去做判斷，…需

要去看檔案，這有點像是一個行規，如果沒看檔案就像是自己在製造

歷史。(30-47)」 

H8：「我認為檔案資料可以被稱為是『一手史料』，可用來還原歷

史真相，但被運用於學術研究時，就必須跟其他史料互相參考。

（29-30）」 

H10：「學歷史的人強調一手資料，檔案是最直接的材料。因為我

們被訓練成不准看印刷品，因為印刷品有可能有錯誤，整個解釋也會

被誤解。所以我們學歷史的是一定要看檔案，這是沒辦法的。（26-28）」 

4.檔案內容記錄詳實，可提供真實完整的研究材料 

歷史學者所從事的是將大量與史實相關的材料，經爬梳觀察資料

呈現的事實脈絡。對於檔案所載明確的人、事、時、地記錄，特別有

助於事件過程的釐清。例如： 

H6：「比起其他相關資料，像是口述歷史、回憶錄，或是學術期

刊論文，檔案內容的正確度與準確性高，細節也較為清楚。（26-27）」 

H9：「檔案是有專人負責整理的紀錄資料，所以很能代表史料撰

寫單位的立場，人事時地物都很明確。（24-25）」 

5.檔案記錄政務發展過程，是瞭解官方政策的主要憑藉 

國內《檔案法》定義「檔案」是指各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

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已清楚揭示檔案內容是與政府機

關公務相關的特性，受訪者 H6 也認為：「『檔案』比較偏向政府機關

所產生的文書資料」，故能成為研究國家政策發展的重要依據。另 H7

同樣表示：「我認為『檔案』可說是政府在執行政策時所留下的一種

紀錄，…相對於其他史料或是出版品來說，算是比較貼近歷史真相

的，同時它也代表了官方立場，具備有一定的獨特與不可取代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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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歷史細節也會是最詳細的。(28-33)」因檔案是公務記錄，記錄了

國家政策發展過程，故能成為史學研究者倚重的資料來源。 

（四）檔案資料對於研究的影響 

史學研究者雖然都認同檔案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也是不可

或缺的研究材料，但對於研究上的影響程度卻存在多元的看法，這些

觀點包括： 

1.檔案雖有助於建構史實，但也有不用檔案或曲解檔案者 

雖然檔案所透露的是史實過程訊息，比其它資料類型可提供的

資訊更多，利用檔案有助於建構史實，能提升研究論文的嚴謹度，但

是受到史學研究者所受訓練的差異，或是檔案不存在的限制、經濟因

素考量、研究主題的不同，在在影響歷史學者使用檔案資料的意願與

態度。誠如 H1提出：「歷史研究對於檔案應用的態度差異很大，…不

用檔案者多有人在，我想主要是研究議題不同，對於藉助檔案的需求

不高，當然也跟不同學者所受的研究訓練有關，有些學者習慣上並不

用檔案，一方面是沒有經驗不知道如何著手，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

歷史題目都有檔案存在，畢竟找尋檔案花工又花錢，基於經濟性考

量，不見得所有學者都有使用檔案的意願。(45-52)」受訪者 H2 也認

為：「對歷史專業學術研究來說，例如近代史、政治史、外交軍事經

濟相關領域，檔案會比較重要，但若是研究下層社會、庶民社會或是

文化社會史，可能不是相對那麼重要。（50-53）」 

2.檔案是進入研究情境重要的資料，但需要相互交叉比對 

雖然檔案是幫助進入研究情境最重要、最可靠的資料，但有些檔

案因撰寫的角度與撰寫人的政治意識有選擇性記載，所以用於研究仍

然需要交叉比對，才能將偏見消除到最小的可能。檔案雖是歷史紀

錄，但所載不能完全作為事實的依據，尤其官方文書代表官方欲表達

的立場，研究者應用時需要探究寫的角度問題。應用檔案還是需要研

究者透過研究訓練比對材料內容的記載，善用事件關係國家的檔案或

是與個人回憶錄相互比對，才能找出線索釐清史事。史學研究者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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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真實性的作法，如 H2提出的看法是：「越貼近情境的資料對研究

越有幫助，所謂貼近情境的材料可以由一些特徵判斷，例如檔案時間

越接近史事可信度越高；或是檔案資料形式與事件的關連性，通常業

務機關的會議紀錄會比它機關的報告可信，原機關的簽文比受文機關

的簽辦可靠，通常可藉由多方檔案的相互對照，分析判斷資料記載的

真實性。（53-58）」受訪者 H3也同意檔案可能有虛構的意圖，在使用

上也有一定的侷限性，因為：「有些檔案因撰寫的角度與撰寫人的政

治意識有選擇性記載，例如我經常找外交的公文記錄，我常想這些內

容是外交官的想法還是真正的事實，所以用於研究仍然需要交叉比

對。我認為檔案所載不能完全作為事實的依據，尤其官方文書代表官

方欲表達的立場，如果有差異還要深度探究寫的角度問題。（35-40）」 

3.研究歷史不能脫離檔案，檔案是立論的依據 

雖然學者對於檔案內容的客觀性與記錄角度質疑，但是檔案還是

對理解過去歷史提供了重要資訊，引述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所言：

「史，所貴者義也，而所貝者事也，所憑者文也」，所以史學研究憑

著就是「文」，是當時流下來的記載，歷史研究與文學不同，史學講

求研究要有立論依據，是要憑著檔案，來描述史實。受訪者 H3 認為：

「雖然後現代主義對檔案的客觀性有很大的懷疑，但我認為檔案可以

表現歷史事件的過程與某種態度，如果歷史研究要完全脫離檔案，歷

史與文學間的差別可能就消失了。…特別是實證性研究，如果沒有足

夠的原始材料就必須放棄題目，因為不能只是道聽塗說，如果無法提

出具說服力的支持材料，幾乎無法進行研究，因為史實研究不是傳

說，一定要有原始資料的支持。（42-48）」受訪者 H4同樣的觀點是：

「檔案資料是研究最基礎的東西，對研究的影響是幫助我們描述史實

的基礎。當看到檔案和自己認知有所不同時，就會去懷疑是檔案資料

有問題，還是自己的主觀想法有問題，但最後還是應該經過辨思比對

根據檔案內容說話。（39-46）」受訪者 H5 更強烈質疑：「在我的領域，

沒有檔案大約無法進行研究。…檔案在那裡卻不看，而使用自己的解

釋，就好像是自己在製造歷史。(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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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檔案記載歷史背景和演進過程，有助剖析事件始末 

檔案多被歷史學者稱為一手史料，是最接近歷史事實的資料，進

行學術研究勢必需要運用最接近歷史事實的檔案；檔案編排方式也是

根據時間加以組織，有助於歷史研究者釐清事件始末並觀察未來發

展。如 H8表示：「藉由檔案的全宗、副全宗、系列……等，可以了解

原始檔案產生的脈絡與歷史背景，也對歷史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會有

更詳盡的了解，對進行學術研究有非常大的幫助。（35-38）」受訪者

H9認為：「檔案資料時間長，不是零散的，因此可以看出變化，也可

以針對某層面的業務或某一件事，由這些檔案可以看到長達 20 年同

一層面事情的演變，更能看出某一機構在整個政府體系中的權力和位

置。（30-34）」基於歷史學術的實證研究要求，史學者必須取得大量

的檔案資料佐證自己的觀點。如同 H7 所述：「尤其是研究政治制度，

就必須取得更多官方的檔案補充研究細節；因為檔案是第一手史料，

其內容具有唯一性，也被認為是相對貼近歷史事實的史料。（35-39）」 

5.檔案資料的多寡與可用性，也會影響到史學研究的趨勢 

史學研究的突破是講求新資料的運用，或是新解釋的提出，而新

解釋得以提出，往往又和發掘到得以運用的新史料密不可分，故每有

新的檔案對外開放，總會引來一陣相關議題的研究熱潮，研究者的議

題和論述幾乎是與檔案的應用密不可分。故受訪者 H11認為檔案資料

會影響到史學研究的趨勢：「例如長久以來，臺灣史學界的發展一直

是日據時期研究多於戰後臺灣，但近幾年開始有所改變，很大的因素

之一是檔案逐漸地開放，而清代的研究也越來越弱，因為檔案的資料

有限，像是荷西時期也因為檔案的數量有限，語言也有障礙，因此長

久以來並非研究的主軸。(38-42)」近年來檔案逐步開放使用，對於歷

史研究議題和成果預期應該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幫助。 

三、資訊尋求行為 

（一）獲取研究資訊的管道 

如詢問受訪者獲取研究資訊的主要管道並加以整理歸納，發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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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認為重要的資訊管道依序為：檔案館檢索系統、圖書館館藏線上

目錄、圖書館資料庫、參加研討會、網頁資訊與電子期刊、同儕討論

等，也有受訪者提到 Google news archives 也是會用到的找尋資訊

管道。可知對於史學研究者而言，檔案檢索系統與圖書館線上目錄系

統是重要的資訊檢索來源。 

表 4-21 受訪者獲取研究資訊管道統計表 

獲取資訊主要管道 人數 受訪者代號 

檔案館檢索系統 9 H1,H3,H4,H5,H7,H8,H9,H10,H11 

圖書館館藏線上目錄 8 H1,H3,H4,H5,H8,H9,H10,H11 

圖書館資料庫 7 H1,H3,H5,H8,H9,H10,H11 

參加研討會 6 H1,H3,H4,H6,H7,H9 

網頁資訊 5 H1,H4,H8,H9,H10,H11 

電子期刊   5 H1,H4,H5,H9,H10 

同儕討論 3 H1,H3,H4,H7,H9,H11 

Google news archive 2 H1,H8 

重要著作的參考書目 1 H2 

（二）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 

歸納受訪者提及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依其使用程度排序為：檔

案資料、圖書與期刊、學位論文、會議或研討會論文、網路資源等，

顯見檔案資料是史學研究者經常使用的資料，而圖書和期刊次之，但

對照前述引文分析，檔案資料引用比例（8.43％）並不如圖書（57.56

％）或期刊（19.07％），主要是因學者需要找尋大量檔案資料以建構

研究題目與研究方向，但實際引用未必有直接佐證檔案存在，但檔案

資料對於史學研究的功能不在於直接引述內容，而是在於提供研究論

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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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受訪者經常使用之資料類型統計表 

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 人數 受訪者代號 

檔案資料（含公文書、手稿等

原始記錄） 
11 

H1,H2,H3,H4,H5,H6,H7,H8,H9,H10,

H11 

期刊 10 H1,H2,H3,H4,H5,H6,H7,H9,H10,H11 

圖書 10 H1,H2,H3,H4,H5,H6,H7,H9,H10,H11 

會議或研討會論文 6 H1,H4,H5,H6,H7,H9 

學位論文 8 H1,H3,H4,H5,H6,H7,H9,H11 

網路資源 5 H1,H2,H4,H5,H9 

（三）找尋檔案資料的途徑 

詢問受訪者通常是如何找到所需的檔案資料，分析其使用的檢索

方式或工具，歸納有幾項途徑： 

1.利用檢索目錄以人名或事件名檢索，並儘量設想相關詞彙 

不少受訪者經常使用檔案線上檢索目錄，檢索點以特定的人名或

是事件名稱查詢，再根據檢索結果修正檢索策略，通常需要儘可能將

相關詞彙羅列交叉組合檢索，如果系統能夠有相關詞彙提示或是提供

相關案卷層級瀏覽功能會更貼近使用者需求。受訪者意見如下： 

H1：「通常是線上檔案檢索目錄，我常用關鍵字，以人名和事件

名為關鍵字進行檢索，但我用日本公文書館的經驗，很欣賞他們以全

宗名（所指應為文件系列或案卷）線上瀏覽，我可以藉由瀏覽方式找

到預設或原本知道之外的可能相關資料。（61-64）」 

H3：「我覺得現在幾乎是用電腦檢索，…我通常是用關鍵字或是

用人名、事件名查詢，所以需要用設想的各種關鍵字來查詢，我覺得

中研院近史所人名權威檔就是很好的提示，而研究者也需要把自己的

研究作更多的可能想像，檢索才不會遺漏，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把關鍵

字設定時想到各種的可能詞彙，我會覺得這是很重要。（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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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瀏覽分類架構掌握全貌，再行檢索調閱 

也有受訪者查詢檢索目錄的方式是先瀏覽全宗分類，由整體分類

架構掌握機關業務職能關係，對於整個全宗有整體瞭解，再輔以關鍵

字檢索特定檔案，可避免斷章取義。因此，檢索系統能提供全宗瀏覽

的功能很重要，能幫助使用者對於檔案脈絡關連有整體架構，即使調

閱特定案卷，也能聯想案卷之間的關係，從而探求事件相關發展的過

程。受訪者表達意見如下： 

H4：「我會先瀏覽全宗，瞭解這個檔案全宗整體的分類架構，從

分類可以大致知道這個機構的業務職能概況，也可以對於自己想要的

材料分布在哪些類號有大致的掌握，然後再輔以關鍵字檢索找到系統

提供直接相關的材料，可是實際調閱不以系統檢索出來的為限，我還

會調閱系統檢索出來案卷的相關案卷，因為剛剛講我有一個全宗類號

的總體概念，這樣我就能看到更多可能有關的檔案內容。我們找資料

的態度是寧願費工費時，也不願意遺漏任何線索。（56-62）」 

H5：「以前看檔案的時候，有一個不叫檢索系統的工具，而是一

個index，…以前是全部都去看，那現在就是用檢索系統進去找，找出

來的東西是片段的不是連續的，…就研究的完整性來講，需要從頭看

到尾是比較好的，所以說科技的發展，必定有它的一些缺陷。在電腦

使用上，他可以省時間，但是很有可能斷章取義。（61-75）」 

3.分享同儕經驗，並利用相關文獻參考書目 

對歷史學者而言，參加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研討會，透過同儕討論

交流，能獲得相關領域研究者提供的找尋資料經驗，或是參考相關論

文所附之參考文獻，都能獲得與研究相關的資訊來源。受訪者意見包

括： 

H3：「我也會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提供檔案來源的線索，或是

同儕間的討論有時可以得到更準確的意見。（63-64）」 

H6：「藉由他人文章中的註解知道該作者使用了何種檔案材料還

有出處。(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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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主要會透過參加和我自身研究領域相近的研討會，在會上

藉由聆聽或是閱讀會議論文，來了解目前研究領域的現況，或是在會

外與學術界同儕進行討論交流；此外也會利用電子資料庫搜尋相關領

域的學術論文，或是參考相關期刊論文當中的註解，作為自己學術研

究方面的材料。（48-51）」 

H9：「透過別人的二手研究，看他們用了什麼一手研究，再從文

獻找出他們看了什麼書，再從他們所引用的檔案，找出同一類號的檔

案。（48-50）」 

4.進入庫房架上直接瀏覽，檢選相關檔案 

有受訪學者認為如果能進入檔案庫房直接瀏覽會更好，如同圖書

館開架閱覽的經驗，檔案如能直接在架區翻閱，可直接確認內容是否

相關，但早期檔案庫房可提供經常使用之熟識學者研究進入，但目前

檔案已數位化，加上強化檔案庫房安全維護觀念，目前幾乎無法提供

學者直接進入庫房翻閱檔案，但學者反應對於提供之內容影像檔，有

擔心錯置、影像品質不佳等質疑。例如： 

H2：「早期還沒有數位化作業以前，我通常都是藉由紙本館藏檢

索目錄來瞭解該館的館藏檔案資源，再直接入庫查找原件來利用檔案

館內的館藏，但檔案館在進行檔案數位化後，破壞了原來的檔案順

序，經常會發現數位化掃描作業後造成檔案拆卷後的順序錯置、掃描

品質不佳，影像模糊不清……等。（72-76）」 

H6：「我早期作研究時，…是藉由特殊管道直接進入檔案館的庫

房尋找我所需要的檔案原件，這種作法的好處是一次不限調一個案

卷，…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檔案資料，雖然不見得跟研究主題相

關，但可以藉此觸類旁通，對於檔案的歷史脈絡也會有比較深入的瞭

解。（49-54）」 

5.善用網路資源，進行跨地區資料檢索比對 

隨著資訊與網路技術的發達，各種線上系統開放網路檢索服務，

研究者可透過網路先行檢索目錄，初步瞭解檔案之間的關連與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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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典藏地點，並可透過目錄檢索系統比對不同館藏對於相同事件典藏

資料的差異，從而可觸發研究議題的多元思考。提出此觀點之受訪

者，包括： 

H8：「我主要是透過網路資源，…因為檔案數位化的興起，造就

學生是用關鍵字去尋找自己所要的資料，而非像過去，我們是先利用

紙本館藏目錄瞭解檔案的全貌，再循著檔案的脈絡發掘研究問題。所

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難以兩全的問題，對於專業的歷史研究者而言，平

常除了學術研究，可能有許多行政業務或是其他的事情需要煩心，因

為我們已經具備了專業的學術判斷，當然可以藉由開放網路瀏覽而有

利於進行研究，但對歷史初學者而言，雖然方便卻不能扎下優良的學

習根基。(50-58)」 

H10：「我最近有發現一張地圖，引進到台灣來，然後我會看各種

論文怎麼寫，然後上網透過 google 去查，看到英國可能有，所以就去

英國圖書館網路查，我有時候會透過 google 去查證檔案資料的關連。

（42-45）」 

H11: 「我自己的習慣會是根據我每次研究的課題不同，就會利

用不同檔案，因此也會利用不同的檢索工具或是檢索途徑。如果要研

究日治時期的檔案，就會利用中研院臺史所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

料庫或是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線上檢索系統…，若我想要取得日本國

內的檔案，可能就會利用網路連結到該資料庫，例如使用亞細亞歷史

資料中心、日本外務省或陸海軍相關檔案。（54-61）」 

（四）尋求檔案館協助的程度 

如果詢問受訪者在找尋檔案過程是否會找檔案館人員詢問，發現

多數受訪者並不會主動諮詢檔案人員，訪談結果呈現幾種看法： 

1. 認為檔案人員所知有限 

受訪者 H1表示：「很少找檔案人員協助，精確的說從來沒有過。

因為他們知道的不會比我們多。（66）」受訪者 H2 甚至認為檔案人員

還會反過來詢問學者內容問題。H2的看法是：「我很少找檔案人員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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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相反的可能他們還會尋求我們協助，因為檔案館人員只是針對館

藏概況有大概的認知，而我們是針對部份主題的檔案有深入且全盤性

的瞭解。（78-80）」 

2.只會詢問程序規定問題 

也有受訪者表示會詢問檔案人員，但通常只是會詢問調閱複製、

設備操作或是館藏位置等程序性問題，並不會詢問內容問題。如： 

H3：「通常遇到的問題是對檔案的調閱與複製等規定不清楚時才

會詢問。因為檔案人員對內容比較不瞭解，只有詢問行政上的問題。

（66-67）」 

H7：「我完全不會詢問檔案本身內容的問題，因為我們自己都很

熟了！除非是有關檔案的行政業務，像是檢索方面的問題或是確認檔

案的置放位置，才會向檔案管理人員詢問。（53-55）」 

H8：「大多數情況下不會，…針對部分館藏狀況不了解時，才會

詢問檔案館人員。（60-61）」 

3.會尋求檔案人員提供檢索協助 

部分會詢問檔案人員檢索問題者，主要是如何操作檢索系統，或

是館藏資料情況，但會詢問的經驗通常是在國外檔案館的使用經驗，

對於國內檔案館較少諮詢檔案人員有關館藏檢索與館藏資源建議，甚

至受訪者認為國內檔案人員因任用問題，普遍專業性不高，無法提供

如國外檔案館人員的專業諮詢服務。因此，值得思考如何提升國內檔

案人員參考諮詢服務的專業性問題。如受訪者表示： 

H4：「會，如果一開始這系統是新的，查詢時發現不知道如何操

作，就會去尋求協助問如何檢索。（64-65）」 

H5：「一開始先諮詢檔案館人員，檢索有問題時會尋求協助。美

國的國家檔案館會有諮詢人員，但我們的檔案館還不行，你進去就可

問說我的題目是甚麼，應該從哪裡找，…有的時候就是找不到，那就

要問他們，畢竟是他們建立的，…如果他告訴你確實沒有的話，那可

能就找不到了，以美國那樣對資料技術非常重視的地方，…諮詢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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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因為他們比你清楚檔案的所在。(79-86)」 

H6：「需要諮詢的部分，主要是技術服務方面的問題，例如檢索

系統或是資料庫的使用方式，或是檔案經過數位化後所產生的問

題，…但是如果是針對檔案館的館藏檔案內容，我反而會成為被檔案

館的服務人員諮詢的對象，因為他們可能都是藉由國家考試任用，不

是專業的學術研究者，所以對館藏檔案也只有概略地瞭解，比較艱深

或是關於檔案內容的問題就無法回答。(63-70)」 

H9：「找不到檔案的時候會詢問檔管人員，但有的時候有些館員

不會給予正確答案，這跟檔管人員本身經驗有關，如果是資深的館

員，或對檔案熟悉的人，會回答得很具體，會說明原因，為何會沒有

這份檔案等等，如果是比較資淺的，就直接跟你說沒有。（52-56）」 

H10：「譬如說如果在荷蘭檔案館，會找不到檔案，當然要問，而

且不只找不到時，看不懂荷蘭原文時也會去問，外國檔案館人員的功

力是很厲害的。（47-49）」 

H11：「我自己認為日本檔案館人員都很專業，對檔案也很有概念

與熟稔，…我每次去之前都會先查好檔案的類號，再直接請工作人員

幫忙尋找以節省時間。…請他們幫忙，才可以找到那些『要詢問才會

有』的資料，相較於臺灣，我認為臺灣的檔案館人員背景參差不齊，

甚至在諮詢服務臺看過是由工讀生輪值櫃臺，解答問題的素質也令人

疑慮。（65-72）」 

（五）獲取檔案的有效方式 

訪談瞭解受訪者根據過去的使用經驗，能順利找到檔案資料的最

有用方式，有下列看法： 

1.掌握正確的檢索用語 

 由於研究者目前找尋檔案多半會藉助檔案線上檢索目錄，檢索

目錄查詢需要透過檢索用語篩檢出相關資料，因此適切的檢索用語成

為使用者是否能順利檢選出相關檔案資料的首要步驟。受訪者 H1

會：「先閱讀當時年代的報紙找到精確的時間點和當時空背景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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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與相關詞彙，再利用這些詞彙進檔案目錄檢索。（68-69）」受訪

者 H3則表示：「要找到相關的檔案，先決條件需要設定對的關鍵字。…

對於欲搜尋研究資料的背景越熟悉越好，相關中英文關鍵字可以建立

一張詞彙表，比較方便查詢（70-74）」。受訪者 H6 也是：「通常都是

根據當下的研究主題來下關鍵字，再利用線上檢索目錄進行查詢

（73）」。因此，掌握正確的檢索用語即可直接由線上目錄找到需要的

檔案資料，但使用者未必均能知悉系統索引所採用的詞彙，線上檢索

系統如能提供關鍵詞彙提示或是相關詞彙提示功能，應有助於檢索者

檢索詞彙的判斷。 

2.以特定人名檢索專指性高 

通常關鍵詞彙檢索有詞彙意義不清、檢索詞彙非系統採用詞彙等

問題，但因史學研究通常圍繞某一特定事件剖析，故採用事件關涉的

人名、地名或是事件名檢索，特別是人名檢索，因人名詞彙專指性較

高，檢索結果相關程度比較高。如受訪者 H3表示：「我曾經找一個外

交事件，用事件名都找不到理想的檔案，後來用一個外交官的名字才

找到這些檔案，…我覺得用人名檢索如果能找到時，多半相關度高，

但人名檢索不是無往不利，大部分情況是沒有吻合的資料，所以會從

關鍵字開始查詢。…如果先設定確定的關鍵字可以比較順利檢索到相

關的檔案，如果關鍵字不能滿足，輔助人名也許可以找到，人名、地

名、事件名都有很大的助益，一般是關鍵字比較理想，可以檢索到完

整的全貌資訊。(75-81)」但人名有同人異名、或是同名異人的情形，

如有人名權威控制，建立人名權威檔對於人名檢索非常有用，如受訪

者 H1表示：「在使用經驗上我也有一些困擾，雖然我們通常用人名檢

索，但人名有不同寫法或有軼名，檢索系統應該幫忙呈現出來。

(70-74)」 

3.瀏覽分類或全宗目錄先瞭解全貌 

研究歷史最忌斷章取義，因此不少受訪者認為還是有先行瀏覽分

類目錄或是先瀏覽全宗分類架構，對於全宗檔案整體概況清楚後，再

由特定檢索點檢索相關檔案會比較周全，由於對於全貌有所瞭解，才

能在相關案卷間交互參閱比對。如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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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我主要不是藉由關鍵字進行研究，而是藉由通盤了解檔案

的內容來歸納研究問題與脈絡。使用檔案時，我會藉由多份檔案資料

來交叉比對其真實性與可信度。（82-84）」 

H4：「從分類目錄開始才會有整體的概念。可能會有人習慣用關

鍵字搜尋，但我自己還是覺得會漏掉什麼，當然作史學研究，不太可

能把所有資料都完整蒐集到，但還是想要整體看過之後，覺得已經盡

我所能的找過所有資料才會放心。（67-70）」 

H5：「我的習慣都是全部去看，現在會用關鍵字，但是我都是看

主題，因為設關鍵字的人想法可能會不一樣，…如果你是一個好的歷

史研究者，應該要從全宗副全宗開始瀏覽，整體的 browse 才會有整

體的觀點。(88-93）」 

H9：「不可以完全依類關鍵字檢索，因為就算是專業者所下的關

鍵字，每個人對檔案的理解不一樣，所以還是強調最原始的目錄瀏

覽，雖然是很原始的方式，但對我來講是最快的。對於現在的歷史學

研究來說，在瀏覽檔案的過程中，會發現一些其他相關的檔案，會對

這份檔案形成某種圖像，也可以大概了解這個機構在那個時期在做些

什麼事情，也可以比較知道我要找的這個主題，在那時候是處於什麼

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很強調全面性的瀏覽。(60-65)」 

4.允許進入庫房架上瀏覽 

由於史學研究者多半希望能找到相關議題的所有線索，即使耗費

時間也不希望漏掉一件相關的資料，因此，不乏學者一直希望能進入

庫房，直接翻閱所有的案卷，似乎惟有如此才能讓學者放心已窮其力

而無任何遺漏，所以受訪者 H6才會表示：「希望是直接進入庫房，直

接查找所需要的檔案。（72-73）」受訪者 H7 也希望是：「最理想的狀

況下，我認為開架式的庫房是最好的，讓專業學術研究者直接去閱讀

紙本。例如我上次去參觀國民大會檔案所放置的庫房，就這樣開放讓

學者進去啊！（57-59）」但目前檔案典藏機構為了維持良好的典藏環

境，儘量不會開架由使用者逕行取閱案卷。所以受訪者 H7才會認為：

「目前的話，主要都會透過檔案館的線上目錄來進行檢索，但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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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屈就或是不得不用，利用檢索系統來查檢檔案資料會有很多問題產

生，例如該件檔案的關鍵字品質不一，同時也無法看到檔案館館藏的

資料的全貌與脈絡，對研究也會有一定的限制。（60-62）」 

5.利用線上目錄或是網路資源廣泛蒐集材料 

檔案線上目錄可開放網路查詢，讓使用者不侷限於館藏開放時間

取用資訊，且可透過不同館藏目錄相互檢索參考，開啟史學研究蒐集

資料範圍可不侷限於同一館或同一地區，大幅拓展了研究資料的來

源。如受訪者： 

H10：「找檔案資料我經常是透過網路，但不是一般的網路資源，…

我都透過網路去查出我要研究的主題，我以荷蘭為例，他們在1990年

代替東印度公司保留下亞洲不少資料，他們的檔案目錄都寫在電腦

上，而且非常清楚，我透過網路上找就有。美國也一樣，都非常清楚。

（51-55）」 

H11：「除了會利用網路資料庫檢索檔案資源以外，還是會去找紙

本目錄（但前提是要有出紙本的目錄），就我的想法來看：我認為紙

本目錄還是比較有辦法看到檔案整體的脈絡，但為了因應時代的潮

流，也學會對策使用系統，就是多下幾個關鍵字去檢索，包括人名、

機關組織名稱或是一些特殊的關鍵字，這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74-79）」 

（六）使用檔案資料的困難 

如詢問受訪者找尋或使用檔案資料過程，碰到的主要問題或障

礙，以及對於檔案館作業改善的建議。歸納受訪者認為使用檔案館的

主要問題，包括： 

1.檢索系統介面親和性問題 

由於目前檔案檢索多半仰賴線上檢索系統，系統介面好用性很重

要，如受訪者 H1表示：「我認為使用檔案主要的問題是檢索介面的好

用性、系統的穩定度，所謂穩定度是我常常發現影像連結有問題，再

者，每次出入不同系統，會很希望系統介面可以不用花時間摸索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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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輕易上手檢索利用。（77-80）」 

2.檔案數位化品質問題 

目前檔案館已數位化之檔案僅提供影像檔線上瀏覽不提供原件

調閱，但受訪者卻認為影像掃瞄品質不佳，影像模糊會影響閱覽，加

上數位化過程，人為失誤產生拆卷錯置問題，甚至因為數位化不提供

使用，都是讓受訪者對於數位化的批評。如受訪者 H2：「我認為在找

尋或使用檔案資料最主要的障礙是檔案數位化，數位化作業會造成檔

案的破壞，例如掃描作業會造成檔案拆卷後的順序錯置、掃描品質不

佳，影像模糊不清等。檔案檢索系統對於檔案的呈現破壞全宗瀏覽的

脈絡關係，以關鍵字檢索只能看到點，往往誤引沒有經驗者對於史事

的判斷，再者，對檔案內容下關鍵字的人員多非學術專業，即便發現

錯誤或是品質不佳也沒有可供回饋的機制或是處理系統。加上數位化

作業的速度十分緩慢，當進行研究需要使用到某些檔案時，經常會發

現到，因為在進行數位化作業而無法提供使用，且時間持續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87-97）」受訪者 H3 也表達：「比較大的困擾就是檔案數

位化之後要引用時，已抽離原來檔案，數位編號混淆了原來的編碼，

引用時不知道應該用哪一個編號。（90-92）」受訪者 H7也表示不認同

數位影像閱覽，還是寧願相信原件：「很不贊成檔案經過數位掃描成

為電子檔，或是經由重新打字編排而出版的檔案彙編，開放讀者閱覽

原件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整理過程中可能會有偏差，檔案內容被誤植

的可能性非常高。（68-72）」 

3.檔案完整性問題 

使用者最大的遺憾是遍尋不著與研究議題相關的檔案資料，找不

到檔案資料有可能是採用不對的檢索策略，也有可能這樣的檔案本身

就不存在，前者檢索策略問題可以透過諮詢檔案參考人員或是相關領

域專家修正檢索方式，最終有可能找到資料；如為檔案不存在或是因

年代久遠保管不善，以致遺失或缺漏，研究者多半只能改弦易轍，調

整研究方向。因此，檔案館資料徵集方向與典藏管理對於史學研究有

極大的影響。誠如 H3表示：「我覺得臺灣的檔案在資料生成時就有問

題，過去臺灣檔案管理不受重視，很多檔案我猜測並沒有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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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找一些外交事件，臺灣反而沒有這些記錄，但是國外關涉國的檔

案反而有，代表當時我們對這些過程記錄沒有好好保留下來，由於過

往各機關檔案保存與整理狀況不一，有些檔案不是遺失就是有缺漏，

或者有些檔案仍然不開放，這些問題都會對研究議題造成限制。

（84-89）」 

檔案館在徵集檔案也應該儘可能維持檔案的完整，儘量以全宗移

轉為原則，以免切割破壞檔案的完整性。如受訪者H4表示：「檔案移

轉應該儘可能維持全宗的完整性，因為鑑定移轉隨意選擇性挑選檔

案，實際上是破壞史料的完整性，單獨存在的幾個案卷無法解讀分析

史事背景與完整過程，以史學研究的立場這樣的史料會有斷章取義的

問題。（76-79）」 

4.檔案分類與描述問題 

檔案資料數量浩繁，檔案館將檔案組織描述後提供檢索，但檔案

描述人員並非全然是史學專業，對於檔案目錄的內容著錄未竟完善，

導致研究者無法找到相關案卷，顯見檔案描述工作的重要性，描述人

員應有相當史學專長者較能勝任。如受訪者表示： 

H4：「主要就是編目不清，對檔案內容描述部分不清楚。因為自

己也做過metadata的建檔工作，那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所以也不好

意思去怪這些專業人員。所以，metadata的著錄應該要有史學背景的

人來建檔，因為他們對歷史內涵的理解比檔案管理人員來得清楚。

（73-76）」 

H5：「主要障礙為檔案分類與我想像不一樣，… metadata的建立

已經很了不起，但是不了解在做metadata，就不確定是否能發揮它的

功效。（96-100）」 

5.檔案限制應用問題 

受訪者最大的抱怨就是檔案應用被限制問題，檔案應用限制的主

要障礙一是將檔案視為專有財，甚至有典藏機構為維持藏品唯一性，

並不提供複製只能抄錄閱覽，或是即使已經有影像掃瞄電子檔，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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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需要親臨檔案館瀏覽影像，造成使用極大的不便。受訪者 H6 的經

驗是：「有些檔案館限制只能抄寫檔案內容，對研究實在是相當不方

便，因為掃描或是影印原件後可以帶回自己工作的地方研究，但抄寫

必須花大量時間整理，效率實在是太低了。…很多檔案原件都已經掃

描成電子檔案，但因為檔案館各自有自己的立場，不會直接在線上開

放大眾閱覽使用，還是必須要去該館使用線上閱覽，對學術研究來說

是一件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最好可以開放使用者在家裡就可以直接連

上網瀏覽檔案原件。（76-86）」受訪者 H11的看法是：「不能把檔案視

為檔案館或是自己國家的私有財產，而是公有財產，檔案館藏機構與

政府要體認到將檔案盡量地公開供大眾使用，其實對國家發展當然是

正面的影響，例如日本的亞細亞資料中心，裡面的每件檔案都可以直

接在網路上閱覽或是下載；回過頭來看臺灣，就還是有點遺憾，其實

不太夠開放，對研究者相當不便利。（82-90）」 

檔案限制應用的第二個障礙，是檔案內容可能存在國家機密或個

人隱私，基於利益衡量原則存在應用限制，但限制應該是「最小的必

要範圍」，但目前使用者卻仍然遭遇限制應用政策說明不清、目錄被

隱藏或是內容被遮掩，如果檔案館對於必要限制的檔案內容不提供，

應該有明確的限制範圍說明，甚至註明基於何種條件成就後可以開放

的時間，對於不提供內容調閱的檔案原則上目錄應公開檢索，只是內

容進行必要的遮掩或限制，如能有明確的書面政策與作法，才能降低

使用者的疑慮和不信任。例如受訪者： 

H1：「其實對於研究者而言，能夠提供全文是最重要的，其他都

是其次，如果能夠檢索出來就能夠看到內容是最好的，如果不能有全

文，至少有內容的摘要，讓使用者可以判斷檔案的相關性。（80-82）」 

H7：：「遭遇最大的障礙是檔案管理單位擅自遮蔽檔案內容，通

常是以個人隱私權或是國家政治敏感性為由，既不開放大眾使用，也

沒有對外進行解密，我認為應該讓真相重現，把歷史交給專業歷史學

家來研究，而不是一昧的掩蓋歷史事實。（65-69）」 

H9：「最怕把審過然後沒有開放的檔案，直接從電子目錄上拿掉，

那對我來講，檔案從目錄上拿掉，基本上就跟在這世界上消失沒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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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因為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他們怕之後又有人來申請這份檔案，所

以乾脆把他拿掉，但人事常常調動，後面掌管業務的人員不一定知道

這份檔案被拿掉，所以沒有人會去質疑這份檔案為何不存在或是根本

沒人知道這份檔案存在過，使用者更無從得知這份檔案。（72-77）」 

四、引用檔案動機與行為 

此部分問題在於探求受訪者引用檔案資料的動機、影響研究者決

定引用檔案資料的背景因素，以及引用檔案資料可能遭遇的困難。 

（一）檔案資料佔蒐集文獻的比例 

詢問受訪者進行研究文獻蒐集時，檔案資料通常占研究參考資料

的多寡，所有受訪者都認同檔案資料占所有找尋資料一半以上的比

例，甚至有三位受訪者認為多達九成，研究找尋之參考資料中，檔案

資料很重要。將受訪者口述比例統計如下表： 

表 4-23 受訪者認為檔案資料占參考資料比例之統計表 

檔案資料占研究資料比例 次數 百分比（％） 代號 

五成 2 18.1 H8,H10 

六成 2 18.1 H7,H11 

七成 3 27.2 H1,H4,H9 

八成 1 9.09 H3 

九成 3 27.2 H2,H5,H6 

小計 11 100 11 

事實上，並非每一個研究議題檔案資料的份量一樣重，如受訪者

H11表示：「其實要視研究課題而論，平均來說，大概是六成左右，

但最多的話，像我在政大歷史學報發表的那一篇，幾乎可以到九成。

（97-98）」但史學研究極度仰賴檔案資料應是不爭的事實。 

（二）引用檔案資料的動機 

分析受訪者在研究論著引用檔案資料的動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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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佐證史實 

過往歷史需要有憑藉證明事實，檔案忠實記載事件發展過程，成

為研究者論述史實的憑藉，誠如H1表示：「引用檔案主要是佐證用途，

然後可以引發更多的不同觀點。進行檔案研究一定要多元檔案互證。

（88-89）」H7也強調：「引用檔案資料主要都是進行學術研究，在進

行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檔案所扮演的角色是佐證史實、作為歷史背景

的參考，也就是去證明一個事實、完整闡述一個事件的發生過程。

（79-82）」受訪者H10提出自身經驗說明：「有些資料當時翻譯的時

候不注意，到最後就會變成要去找資料佐證。因為翻譯錯誤，所以要

去看原檔才會清楚，所以檔案有佐證史實的功用。（73-78）」 

2. 支持觀點 

但任何歷史研究都有史觀的問題，雖然找檔案證明自己觀點，意

味著有主觀的預設見解，但是研究本來就有基本假設，然後藉由尋取

材料支持觀點，只是作法上需要經過大量的檔案資料瀏覽，從中找出

有根據的證據，所以不是特意的牽強附會，跟有立場的曲解史料，基

本態度上是不同的，研究者會有假設但要求仔細求證，如果發現與預

設觀點不同，也不能蓄意掩飾，研究還是要將原來假設之外的資料呈

現出來，這也是一種新發現。所以 H2 表示：「我在引用檔案的動機

多是用來證明事實，…也就是引用檔案資料證明自己觀點是正確的，

雖然這樣的作法有可能會形成大多只引用與自己觀點相同的檔案史

料，少引用與自己觀點相左的檔案史料，除非是要比較兩種觀點的差

異，才會斟酌引用。（108-112）」此外，H3 提出的見解，是認為：

「引用檔案主要是為證明觀點，雖然佐證、參考或是證明觀點三者都

有，但『證明自己觀點』這項可能較多。因為我的研究題目比較不會

批判別人的研究，多半是開發新的史實，所以還是以引證自己的觀點

為多。（98-101）」 

3.建構歷史 

根據受訪者H5表示：「閱讀檔案後，可歸納出歷史行為者的行為

動機與模式，建構歷史事件的經過與啟示，絕對不是證明自己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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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也非佐證史實或當背景，因為已知的就不需要研究；檔案會修正

我對已知的歷史不同的解釋。（114-117）」所以，歷史研究有不同取

向，有些學者不會先有假設，而是完全由檔案中建構想法，試圖由檔

案中理解當時的想法，而不是證明研究者預先的觀點。所以受訪者H5

才會批判：「有些學者在做研究的時候是想佐證自己的想法，那有時

候會有一些模型，有些人就會去尋找跟自己一樣的想法來配合這個模

型，那就會削足適履，會miss掉一些檔案，不是檔案不存在。（118-121）」 

受訪者H6同樣表示：「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因為檔案是屬於客觀、

中性的，且多是第一手的資料，會引用檔案資料的主要動機就是佐證

並建構史實。（92-94）」因此，受訪者H3才會認為：「檔案公布後

可以將一些過去隱而不知的事情，或是一些過去教科書的教條化觀

點，恢復到比較接近事實的情況。（102-103）」 

4.提供背景參考 

雖然受訪者H8認為佐證史實、背景參考、證明自己觀點皆有，但

是更強調檔案提供背景參考的目的，「因為學術研究必須經由各種不

同管道取得多方資料來佐證史實、作為歷史事件的背景參考依據，同

時也是闡述自己對於這份檔案資料觀點的重要考量。（H8，78-80）」

受訪者H9持相同的觀點是：「引用的檔案能夠突顯某一種特殊的觀

點，或是那時代、事件的特殊氣氛。（98-100）」故深入瞭解檔案所

載內容，有助於分析史事的時代背景。 

（三）影響引用的原因 

訪談分析受訪者決定引用和不引用檔案資料的原因，有各種觀

點，主要的因素，包括：檔案產生者的權威性、是否曾被引用、內容

的相關程度、內容的可信度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性等因素。至於一般文

獻資源被引用可能受到資料容易獲取程度的影響，此點對於檔案的引

用全然不存在。歸納整理受訪者表示影響引用檔案之原因，如下： 

1.內容可信度 

由於檔案的引用有為佐證史實，故有受訪者認為檔案具有可信度



 

 84 

才有引用的價值，如受訪者H4：「最重要的是內容的可信度，經過史

學素養判斷具有可信度，才值得引述。（93-94）」受訪者H8也提出

這樣的說明：「對我來說，可能跟一些歷史學者的答案會比較不一樣，

我認為檔案是『中性的』，所以並不會預先設定立場或是研究結論，

在我看來，檔案的可信度是最重要的。像是部分的人會預設立場二二

八事件的死亡人數只有五百人，因此一般只會引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

史料，而忽略該份檔案史料的正確性，或是拒絕引用和其觀點相左的

檔案，這樣是非常有問題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一位專業史學家應該有

的態度。（83-88）」 

2.內容相關程度 

不只一位受訪者認為引用檔案是根據相關程度，支持這樣的觀點

包括： 

H3：「引用檔案的原因還是與研究主題的相關性是最主要的考

慮，相關度的判斷是佐證研究議題的強度，真正跟文章有關讓研究更

可靠，我才會引用。（105-107）」 

H4：「開始學習史學研究時，會捨不得所找到的資料，會越寫越

多，但是會有離題的現象，就會影響論述。現在學會如何去捨棄，最

後留的是直接相關的材料才會引用到研究上，當找到的檔案是負面

的，和研究是負面相關的，還是會提出，才能呈現多元的觀點。

（93-96）」 

H6：「是否引用或不引用這份檔案資料的原因，內容可信度並不

是我主要的考量範圍，因為學術研究主要是跟著檔案內容進行，所以

容不容易取得檔案資料，也不會是我關注的議題，最主要是看這份檔

案資料跟我的研究領域範圍有沒有高度關連性，且它是否能扣緊我的

研究主題，才是最主要的因素。（97-100）」 

H7：「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檔案內容與數量都很複雜龐大，但

每個研究主題都是集中的，因此檔案的可信度並不是首要的考量，因

為就算是錯誤的史料也能夠被作為反證的依據，或是被反駁，使用檔

案最大的原因，主要是為了扣緊研究主題，是否能與研究問題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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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呼應才是最重要的。（85-88）」 

3.具有代表性 

由於存在相關的檔案何其多，受訪者認為會被引用是因為這件檔

案具有代表性，可充分呈現論證的觀點。如受訪者H5表示：「因為我

個人是用歸納法，由檔案來建構歷史論述，類似資料可能很多，引用

者是有代表性的。甚麼叫做內容可信度，我們這一行的可信度和不可

信很難判斷，假設他在九個會議中都說甲，那在某個會議中說乙，就

會知道那不是可信度，而是研究對象的想法，所以會引某些檔案，通

常是比較重要的檔案。通常會引用比較高層或是重要的。通常不是說

他的可信度，而是一個選擇，從決策或是態度中去選擇，或是用他的

立場，有時候會有精彩的對話，也會做引用。（124-130）」受訪者H9

也表示：「孤證不舉，如果一件事只有一個證據佐證的話，沒有任何

參考價值，就不會使用這份檔案，如果檔案沒有代表性，例如書寫這

份檔案的人或機構，或是講這句話的人沒有代表性，或他根本不是那

個時代的人，卻講的言之鑿鑿，他們都沒有直接關係，沒有權威性，

我們就不會引用這份檔案。再來是當證據已充足的時候，就會捨棄某

些檔案，因為只是一再重複而已。（103-109）」受訪者H11則認為：

「既然我會引用，就代表這些檔案對我目前所研究課題的背景形成與

鋪陳，是非常重要且無可取代的；如果不引用某些檔案，有可能該份

檔案資料內容是錯誤的。（107-110）」 

4.檔案產生者權威性 

如受訪者H1表示引用：「要考量是檔案產生者，也就是權威性考

量，以及是否為最終的檔案版本，案卷裡面有很多相關材料，但有些

只是當時呈閱的訛傳，不見得是史實，所以檔案材料的版本，也就是

是否為最終值得相信的記載是判斷的條件。（92-95）」 

5.是否曾被引用 

受訪者H2表示：「我引用一個檔案材料，通常會取決於這份檔案

是否被他人引用過，若被大多數人引用，我就會選擇引用別人沒有引

用過的檔案材料，或是這份檔案可以建立新的觀點概念或是推翻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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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所以，我認為引用檔案有兩個層次：一是別人沒用過的新材

料；二是別人用過但詮釋有誤，可以推翻前人的新見解。（116-119）」 

（四）引用檔案的問題 

為探求使用者引用檔案是否遭遇過問題，詢問受訪者在引用檔案

歷程中，曾面臨主要的困難，包括： 

1.檔案缺漏問題 

受訪者認為雖然找到檔案，但是檔案缺頁或是缺關鍵性的附件，

還是無法引用，無法引述作為事實的佐證，甚至在目錄看到，但實體

檔案卻不存在，同樣令人扼腕。因此，受訪學者認為碰到檔案不完整

或內容缺漏，會放棄引證這份資料，造成找到線索卻無法引用的情

形。受訪意見陳述如下： 

H1：「我們在找尋檔案過程，如果找到的資料不完備令人很扼腕，

明明找到相關的材料但是缺頁、缺關鍵性的簽條或附件，還是不能發

揮檔案的佐證效果。（99-101）」 

H2：「另外就是循著線索尋找想要找的檔案時，檔案內容不完整，

往往最機密的檔案被隱匿起來或是消失了。（122-124）」 

H5：「主要的問題是：檔案不完整，難以完全解釋某一事件的經

過，或歷史行為者的意圖，以及事情的演變歷程和結果。但任何歷史

研究都不可能是最終的，在有限時間內完成研究，不足之處只能待來

日或其他人發現新的檔案／資料時，加以補充。另外問題是，檔案有

時候會找不到，美國這方面少，但是台灣比較可能，譬如說是一個決

策經過的漏洞，或是親人間的對話，例如蔣介石和蔣經國的對話等。

那在檔案中如果沒有整個看過，也就不會知道他們究竟在討論哪些

事。（132-138）」 

H11:「因為我自己主要不是研究戰後時期，因此比較少出現引用

檔案資料未開放或是被遮蔽的情形產生，只有少部份時候遇過，檔案

館人員因為牽涉到個人隱私而將重點檔案遮蔽的情形產生，大多都是

因為年代久遠的緣故，檔案毀損嚴重導致無法修復或是缺頁，形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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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目無文的檔案（例如臺灣總督府檔案），這樣的情形多半是無法

解決的，也只能放棄使用這份檔案。（114-120）」 

2.內容辨識困難問題 

找到的檔案可能因年代久遠，字跡渙散或是字跡潦草難辨，需要

比較久的時間判讀，甚至內容解讀需要專家，這些內容識讀問題也會

產生是否引用這些檔案的影響。因此，檔案館可以藉由檔案重新整理

彙編，或是加強參考諮詢服務，甚至建立諮詢專家名單，提供使用者

對於內容判讀的幫助，將有助於降低研究者對於內容辨識的困難。相

關受訪意見陳述如下： 

H1：「我也覺得早期檔案的書寫如果字跡潦草，也會花比較多時

間判讀，當然現在已經訓練到不是問題，但是我想如果能夠對於手寫

文書的字體能夠重新繕打，應該對很多人都有幫助。（99-101）」 

H10：「我遇到的困難是影像不清楚，或本身檔案到底在表達什

麼，譬如說在看地契時，它為什麼要用這個字，我比較是會去看歷史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因為找不到檔案這種技術性層面的是要自己去

解決，自己要去問檔案學家，因為這是自己的本分。（83-87）」 

H11：「另外就是技術面的問題，像是早期日本檔案，所採用的

體例跟現代日文差異相當大，我自己使用或是理解上當然沒有問題，

但許多年輕一輩的研究者可能就會有語言上的隔閡與障礙，此外，也

會有字跡潦草無法辨識的困擾，這些問題其實也只能靠自己的經驗累

積來解決。（121-125）」 

3.引用如何標示問題 

受訪者H3提到：「由於數位化的關係，部份檔案的徵引方式已發

生改變，以前是註明案卷號，現在則是一長串的數位檔案登錄號碼，

這表示如果找過的檔案現在要再使用可能必須重新查一次數位化後

的新登錄號碼，這是有點麻煩的地方。…我想這是我們都有用過紙本

和數位影像，才會有這種衝突，如果只有用數位檔，就不會存在過引

註舊檔號的質疑，現在的研究生應該就是直接用系統號，也就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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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問題了。如果系統也有提供引用書目格式，那就更好了。

(109-116)」對於現在普遍提供的影像檔瀏覽，如何讓使用者引用該影

像檔內容時，產生明確的引註資料，應該可以由檔案檢索系統提供參

考格式下載使用，但是對於檔案的引用格式應該要有一致的規範。 

4.檔案調閱與限制使用問題 

受訪者H7表示：「常常遇到檔案管理單位擅自遮蔽檔案內容，通

常是以個人隱私權或是國家政治敏感性為由，既不開放大眾使用，也

沒有對外進行解密，都對專業學術研究有相當大的阻礙。（90-94）」

受訪者H8認為：「行政事務方面，像是申請檔案調閱的等待時間過長，

且手續繁瑣複雜。再者，部分資料因為政治敏感因素或是個人隱私緣

故而未開放給讀者使用。（90-93）」突顯出檔案管理機構對於檔案

調閱的限制造成研究者應用檔案的障礙，因為無法接觸使用就無法加

以引用傳播該等資訊內容。 

5.檔案佐證程度問題 

也有受訪者提及是否引用一份檔案還是會嚴格審視檔案內容的

真確性，因為檔案所載受到內容產生者的觀點所影響，是否足以引用

作為該項史實的佐證，需要研究者再三考證斟酌，所以是否引用檔案

資料還是會受到內容條件的影響，如受訪者H9的說法：「當在引用檔

案的時候，就算這份檔案不是孤證，但還是會懷疑這件事情是否為真

實，尤其是在資料不是充足的情況下。再就是涉及歷史學的問題，就

是我想的動機和他所講的真正的動機是會有差距的，因為我不知道他

當時在想什麼，也就是說，就我所理解的和檔案在當時所記載的原因

之間是會有所差距，是我在引用檔案會一直會去想的問題。解決的方

法是因為我們身為詮釋歷史的角色，我們應該要盡量去還原當時的事

情，所以我們還是會提供一個說法讓大家參考，這是我目前的處理方

法。（111-117）」 

（五）對檔案引用格式看法 

由於不少受訪者認為如何引用表達一份檔案資料有困難，因此徵

詢受訪者意見，瞭解受訪者認為引用檔案原件應該要註明的資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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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通常檔案實體特徵之檔號、案名、產生者、文號、時間與館藏地，

是多數受訪者認為應該在引用格式註明的項目。引用書目主要目的在

於提供參閱者，可依循明確之資料來源找到相同的檔案資料參考，為

了讓研究者論著的參考書目，引用的檔案資料有一致格式可供參考，

目前已有一些歷史學術期刊徵稿說明有提供格式參考，如能在學術引

用時有一定共識，逐漸形成比較一致的格式會比較理想。引述受訪者

意見如下： 

H1：「學者都有自己的習慣，通常發文者、收文者、時間、全宗

名和類號應該是大家都會注意到要註記的資訊，才能幫助其它學者找

到相同檔案資料，如果引用檔案以案件為單位也會比較明確，因為有

文號和收發文者，可以達到清楚區別來源的目的，近史所與史語所應

該有比較清楚的引用檔案格式，也許可以參考。104-108」 

H2：「由於各個檔案館的檔案編碼方式不一，像是近史所就換過

四次編碼方式，自然無法統一為同一個格式。我認為引用檔案原件應

該要註明的資料項目需要包含：檔案典藏地點、案名、全宗號、全宗

名還有檔號，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將檔案來源引用格式統一，只要具備

以上內容項目即可。127-130」 

H3：「各學術期刊目前對檔案徵引的格式並未完全固定，徵引數

位檔案與紙本又有不同，大致上徵引檔案文件，應有文件名稱、時間、

檔案名稱、收藏機構、類號、文件性質等資訊。政大或近史所等刊物

徵稿格式似乎有提供格式，我想採一致格式對後人辨識，會比較清

楚。中文政大或近史所的期刊應該有引用檔案的格式可以參考。

（119-125）」 

H4：「檔案全宗名、館藏地、檔號這些都是最基本的，因為有檔

號就可以精確的找到同一件，但有一些檔號是改編的，這些問題應該

要用現行用的檔號，不是用舊的檔號。對於學者來說，要很快就可以

找到檔案，所以註釋最基本的意義應該是幫助找到檔案。101-105」 

H5：「參考書目是幫助其他有興趣的研究者找到同一件檔案需要

的資訊，或者是讓閱讀者可以接受正文論述的資訊。註明這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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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幫助其他有興趣的人，以及說服讀者你的來源是有道理的。…譬

如說檔號、檔名都需要做註明，對於要讀的人是有幫助的，時間是很

重要的，地點有時候也很重要。141-147」 

H6：「我認為在引用檔案原件時，應該要註明的資料項目為：案

件名稱、案卷名、全宗名稱、產生時間、檔案典藏地，至於檔號就不

是那麼必要，因為典藏單位如果改變編碼方式，像是過去是以卷著

錄，而現在是以件為著錄，就會造成引用上的困擾，像是國外都沒有

寫檔號，應該要著錄的內容也都跟我以上講的類似。我主要是認為：

檔案的典藏機關最重要，像目前中研院近史所、國史館都已產生行之

有年的檔案引用格式，目的只是要讓使用者知道要去哪裡找到這份檔

案就已經足夠了。108-114」 

H7：「我認為引用檔案原件應該要註明以下資料項目，包括：檔

案名稱、典藏單位、卷宗名稱、檔案編號，…每個單位所典藏的檔案

類型也有相當大的差距，像是中研院臺史所檔案和近史所檔案就有很

大的差距，不可能用同一套標準來共同規範，這些資料項目最主要的

目的就是要讓讀者知道去哪裡尋找，只要能完成這樣的目的就已經足

夠了。97-102」 

H8：「我認為引用檔案原件應該要註明以下幾種資料項目：全宗

名、案名、檔案典藏編號、典藏機構，以上這些是最重要的，因為可

以讓研究類似主題的研究者作為學術方面的參考，同時我若想要知道

他人的引用檔案資料來源，並循著此資訊去尋找，也能順利找到該件

檔案，並進而利用於我的學術研究。96-99」 

H9：「當然是越清楚越好。檔案名稱、日期、因為歷史學最重要

的就是要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檔案現在的蒐藏單位和現在蒐藏

單位的檔號都很重要。例如有些研究者引用以前教育部的公文檔案，

所以他就引了公文號碼和日期，但是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大家知道

所引用的是言之有據，所以只寫原本檔案的文件號根本就沒有用，因

為我不知道你在哪裡找到的。1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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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引用檔案原件應該要註明的資料項目的目的是要讓其他

人也可以知道作者所使用的資料在哪裡，也可以讓讀者順利找到這份

檔案，所以應該要具備：檔案的件名、檔案名、檔案號碼（或微捲號）

與檔案產生時間。12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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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研究書目分析與訪談結果，第一節結論部分以研究問題為基

礎，總結整體之研究結果；第二節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最

後一節係就此一研究議題的後續研究方向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書目分析結果，歸納結論如下： 

一、歷史論著研究主題以本國史為主，外國史論著比例偏低；論著語

文以中文為主，合著研究比例不高。 

研究分析中國史的年代分布，發現研究早期歷史的論著較少，明

清以後論著數量大增，特別是研究時期屬於「民國(中國)」之主題者

最多，符合一般史學研究有詳近略遠的情形。如分析研究臺灣史的論

著數量分布，以探討「光復以後」者最多，其他研究外國史的國別分

布，以與我國歷史具有淵源者為多。 

256篇歷史論著的撰述語文，以「中文」發表者最多，占 94.9%；

其次為「英文」；顯示本地歷史學者仍以中文論述發表為主。如分析

文獻作者數量，有 96.1%的文獻是一人作者，代表歷史學期刊論著幾

乎為個人發表，一人以上的合著研究比例極低。觀察合著作者數量與

時間分布的關係，亦無逐年增加的趨勢。 

二、歷史論著引用文獻數量偏多，平均每篇論著引用 67.7篇，但引

用檔案數量比例不高，僅占 8.43％，且引用檔案數量並未隨時

間增加。 

分析歷史期刊論著的引用文獻數量分布，多數在 31-90篇之間，

甚至有高達 180篇以上，顯見歷史論著傾向於引述參考大量文獻論證

史事，故引用文獻數量不少。但對於引用文獻中的檔案資料類型統

計，有 37.9％的論著並未引用任何檔案資料，檔案資料僅占所有引

用文獻數量 8.43％的比例，與國外分析歷史學者引用手稿資料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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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比例相較，臺灣歷史學者期刊文獻引用檔案的比例偏低。 

如果計算每年的引用文獻與引用檔案資料的總數與平均數，發現

引用文獻數量平均數大致符合隨著時間引用文獻數量增加的趨勢，但

引用檔案數量平均數並無明顯隨著時間增加的情況，史學者引用檔案

的數量並未隨著國內檔案日漸完成數位化並開放應用，而增加對於檔

案資料的引用。 

三、歷史論著引用資料類型，以專書為主，被引用的專書以史料彙編

型圖書為多，各種文集與人物傳記也很重要，被引用的檔案資料

則以公文書為主。 

分析歷史論著引用資料類型，發現以專書為主（57.56％）；其次

為期刊論文（19.07％），此與前人分析歷史論著引文資料類型結果一

致，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引用的專書類型，結果以引用史料彙編/大事紀

/紀實/主題研究等史料類型圖書為主，其次為雜記、隨筆與各種文集或

全集。 

分析被引用的 1,461 篇檔案資料類型，發現以引用公文書居多

（45.63％）；其次為檔案彙編（27.86％），引用信件、手稿、通話記

錄等個人資料比例極低。此與國外 Elliott(1981) 與 Miller(1986)

對於首次資料類型分析結果，呈現以日記、手稿等私人檔案為大宗有

所不同，此與國內檔案機構多典藏公文書為主，個人檔案尚未受到重

視有關。如觀察引用資料類型與時間分布，發現各類資料引用量與時

間並無關聯。 

四、整體引用資料量與時間呈現反比關係，時間越近被引用次數越

高，但檔案的引用與年代遠近並無明顯關連。 

分析 17,332 篇引用文獻的時間分布，發現引用文獻時間以

1981-2000 年居多；最少的是 1600 年以前的資料，呈現被引用資料

的數量與時間為反比關係，亦即時間越近的資料被引用次數越高，推

測資料的被引用與資料可得性有密切的關係。但 2000 年以後不升反

降，此現象可反映出文獻被引用需要一定時間的累積，年代過近，反

而無法真實反應文獻被引用的情形。 

另分析 1,461 篇檔案資料的時間分布，以引用 1991 年以後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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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料最多，引用清朝檔案者，也占有相當的比例（5.13％），可知

引用檔案數量與年代遠近並無明顯關連，反而可能與研究主題時間分

布有關，與一般引用文獻年代越近引用多之特性不同。 

五、引用文獻與引用檔案資料語文均以中文為主，但對於中文檔案的

引用比例較高，其他被引用的資料語文，多是與中國歷史有淵源

之地區。 

分析 17,332篇引用文獻的語文，結果以中文最多（72.10％）；

其次為英文（15.57％）；因日本與臺灣歷史頗具淵源，故引用日文者

也不少（8.02％）。分析被引用之檔案資料語文，同樣以中文最多

（81.59％）；其次為英文（7.39％）。檔案語文分析結果與整體引用

文獻的語文分布差異不大，呈現除中文為主要語文外，其他較常被使

用的是英文、日文與俄文檔案，引用的資料語文幾乎是與中國近代史

互動頻繁的國家。 

六、「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篡」與「蔣中正檔案」是經常被引用的檔案

全宗，引用的檔案館藏地相當分散，國內比較集中於國史館、

中研院等文史機構，國外則以與本國史發展有關之國家為主。 

分析被引用的檔案來源，發現經常被引用之檔案全宗，依多寡排

序為：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篡、蔣中正檔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日

本防衛廳陸軍參謀本部檔案、岸裡大社文書檔案、蔣中正日記等。 

被引用的檔案全宗相當分散，經常被引用的檔案內容顯然以提供

研究政治時局與國家發展之蔣中正檔案、外交國防檔案有關，日治時

期的總督府檔案也是研究者青睞的核心檔案館藏。這些被引用次數高

的檔案全宗可視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重要的檔案。被引用的檔案資料

館藏地，較重要者為：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中國國民黨黨

史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臺灣外交部檔案、上海市檔案館、日

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以及荷蘭國家檔案館等。由於國內目前尚無國家檔案館之設置，檔案

資源分散存置於各文史機構；故研究者需分別至各館使用，與臺灣歷

史相關之中國大陸、日本與荷蘭也是史學者經常造訪的檔案館機構。 

此外，藉由訪談分析瞭解史學研究者使用檔案動機與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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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提到使用檔案的經驗，可發現近現代史與外交史學者傾向

利用檔案資料作為研究材料，分析受訪者研究專長領域以中國近現代

史與臺灣史為多，使用檔案資料的年資，有六成以上已超過 16 年，

顯示受訪者主要是研究近現代史與外交史學者，並具有豐富的檔案資

料使用經驗。分析受訪者經常使用的檔案館，發現中研院、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等文史機構是研究者經常拜訪的檔案館，國外之日本與美

國檔案館也是研究者經常使用之檔案館藏機構。如果進一步詢問經常

使用的檔案全宗名，結果與使用的檔案館一致，以近史所檔案館、國

史館與臺灣文獻館為主。進一步探訪受訪之歷史學者使用檔案的動機

行為及其引用檔案的問題，可歸納以下重要結論： 

一、史學者利用檔案檢索工具逐漸慣用線上檢索系統，但認為目錄著

錄品質與歷史脈絡層級的呈現有待改善。 

多數學者表示過去以紙本為主，但隨著線上目錄發展，都已改採

線上檢索工具，經常被使用的檔案檢索系統，包括：中研院近史所外

交部檔案目錄、近史所檔案館館藏查詢系統、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

統，同一所檔案館存在不只一種檢索系統的問題。但學者認為線上檢

索工具呈現的是武斷的檢索結果，會誤導初學者對史實脈絡的觀察，

如能加強檔案脈絡的呈現，針對檔案編排層級的關連性結構，提供層

級瀏覽功能，將可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此外，對於目錄著錄品質問

題，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加強著錄人員內容描述能力，並降低檔案著錄

錯誤，才能真正發揮線上目錄的功能。 

二、史學者使用檔案的動機主要是因應研究需求，使用檔案的原因是

檔案可提供事件多元思考素材、是一手且唯一的線索，也是官方

的正式紀錄。 

史學研究者找尋研究議題時，特別需要檔案作為論文建構的材

料，通常是在研究題目構思之際，需要檔案瞭解研究題目有哪些材

料，藉由目錄檢索先確定題目是否有素材可以繼續鑽研。當研究進行

中，此時研究者找尋檔案目標較為明確，需要特定檔案資料幫助釐清

疑點、提供佐證或是從檔案材料中挖掘新的觀點論證史事。對史學研

究者而言，使用檔案的需求動機，主要是因學術研究、教學需要、撰

寫論文、應實務工作要求或是純然因個人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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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受訪者認為進行史學研究會使用檔案資料的原因，在於史學

研究有交叉比對資料分析史實的必要，檔案資料可以提供同一史事多

觀點、多元思考的原始素材，對於史學研究者而言，是歷史研究必須

的探索過程。加上歷史研究需要開創新題材，不可能只參考前人著作

進行研究，檔案材料具有第一手史料特性，且是唯一存在，適可提供

史學研究的基本素材。而檔案是政府機構推動業務過程的紀錄，記載

了國家政務發展的軌跡，可提供政府機構對於社會事務的正式紀錄，

故檔案對史學研究占有重要之地位。 

三、史學者認為檔案有別於其他資料的特點，在於內容依時間順序編

排、原始可信、記錄史實過程、內容詳實與代表官方政策等性質。 

由於檔案編排整理是依循事件發展過程之原始順序加以組織，檔

案全宗與原始順序原則，剛好符合史學研究探索議題與時間發展相關

的需求不謀而和，對於歷史研究想瞭解事件的來龍去脈非常有用，這

些有時間序列關連的原始資料，可提供事實脈絡的關係，是其它資料

無法取代的。加上檔案因隨著業務自然產生，具有原始可信的特質，

非為特意目的人為造作，故可成為史學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研究歷史需要有事實憑據，而檔案所記載的就是圍繞史事的過程

記錄，適可提供學術研究參考，研究者可由大量檔案資料相互佐證比

對，從中抽絲剝繭找出最接近史實的原貌；而檔案所載明確的人、事、

時、地記錄，特別有助於事件過程的釐清。再者，檔案是公務記錄，

記錄了國家政策發展過程，故能成為史學研究者倚重的資料來源。 

四、史學者認為檔案之於研究雖然重要，但最忌曲解檔案或是斷章取

義，故需要交叉比對、有立論依據，而檔案的可用性，也會影響

到史學研究的趨勢。 

雖然利用檔案有助於建構史實，能提升研究論文的嚴謹度，但是

受到史學研究者所受訓練的差異，或是檔案不存在的限制、經濟因素

考量、研究主題的不同，都可能影響史學者使用檔案資料的意願與態

度。有些檔案因撰寫的角度與撰寫人的政治意識有選擇性記載，所以

用於研究仍然需要交叉比對，才能將偏見消除到最小的可能。檔案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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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歷史紀錄，但所載不能完全作為事實的依據，研究者應用時需要探

究寫的角度問題，需要比對材料內容的記載，才能找出線索釐清史

事。史學研究講求要有立論依據，是要憑著檔案，來描述史實。受訪

者認為如果不用檔案，使用自己的解釋，就好像是自己在製造歷史。

因此，史學研究的突破往往是有新資料的運用，或是新解釋的提出，

此與是否發掘到得以運用的新史料密不可分，故研究者的議題和論述

幾乎是與檔案的應用密不可分。 

五、史學者獲取研究資訊的管道，主要為檔案館檢索系統與圖書館目

錄；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為檔案與圖書。 

詢問受訪者獲取研究資訊的主要管道並加以整理歸納，發現研究

者認為重要的資訊管道依序為：檔案館檢索系統、圖書館館藏線上目

錄、圖書館資料庫、參加研討會、網頁資訊與電子期刊、同儕討論等，

顯見檔案檢索系統與圖書館線上目錄系統是歷史研究重要的檢索來

源。 

受訪者提及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依其使用程度排序為：檔案資

料、圖書與期刊、學位論文、會議或研討會論文、網路資源等，顯見

檔案資料是史學研究者經常使用的資料，而圖書和期刊次之，但對照

前述引文分析，檔案資料引用比例（8.43％）並不如圖書（57.56％）

或期刊（19.07％），主要是因學者需要找尋大量檔案資料以建構研究

題目與研究方向，但實際引用未必有直接佐證檔案存在，但檔案資料

對於史學研究的功能不在於直接引述內容，而是在於提供研究論述的

觀點。 

六、史學者找尋檔案資料的途徑，是以專指性高之人名或事件名檢

索，需要瀏覽分類架構掌握全宗概況，但鮮少諮詢檔案人員，希

望能開放直接架上瀏覽案卷。 

不少受訪者經常使用檔案線上檢索目錄，檢索點以特定的人名或

是事件名稱查詢，再根據檢索結果修正檢索策略，通常需要儘可能將

相關詞彙羅列交叉組合檢索，如果系統能夠有相關詞彙提示或是提供

相關案卷層級瀏覽功能會更貼近使用者需求。也有受訪者查詢檢索目

錄的方式是先瀏覽全宗分類，由整體分類架構掌握機關業務職能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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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對於整個全宗有整體瞭解，再輔以關鍵字檢索特定檔案，可避免

斷章取義。因此，檢索系統能提供全宗瀏覽的功能很重要，能幫助使

用者對於檔案脈絡關連有整體架構，即使調閱特定案卷，也能聯想案

卷之間的關係，從而探求事件相關發展的過程。 

對歷史學者而言，參加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研討會，透過同儕討論

交流，或是參考相關論文所附之參考文獻，也都是獲得資訊的來源。

但隨著資訊與網路技術的發達，研究者會透過網路先行檢索目錄，有

助於初步瞭解檔案之間的關連與相關資料典藏地點。對於檔案機構提

供的諮詢服務，多數受訪者表示不會主動諮詢檔案人員，因認為檔案

人員所知有限，檔案館人員只是對館藏概況有大概的認知，只是會詢

問調閱複製、設備操作或是館藏位置等程序性問題，並不會詢問內容

問題。 

檔案館基於檔案唯一性的安全考量，多採閉架調閱，不同於圖書

館開架閱覽方式，但研究者認為如能直接在檔案庫房架區翻閱，可直

接確認內容是否相關，可見檔案館未來應加強內容數位化，方便研究

者線上瀏覽，以滿足研究者大量調閱的需求。 

七、史學者認為找到檔案最有效的方式，是掌握正確的檢索用語、以

特定人名檢索，也有瀏覽分類或全宗目錄掌握全貌的必要，線上

目錄或網路資源有助於蒐集廣泛的資料。 

由於研究者目前找尋檔案多半會藉助檔案線上檢索目錄，採用適

切的檢索用語成為使用者是否能順利檢選出相關檔案資料的首要步

驟。有鑑於關鍵詞彙檢索有詞彙意義不清、檢索詞彙非系統採用詞彙

等問題，故採用事件關涉的人名、地名或是事件名檢索，因專指性較

高，檢索結果會比較理想。也有不少受訪者認為還是有先行瀏覽分類

目錄或是先瀏覽全宗分類架構，對於全宗檔案整體概況清楚後，再由

特定檢索點檢索相關檔案會比較周全，有全貌概念才能在相關案卷間

交互參閱比對。也有學者一直希望能進入庫房，直接翻閱所有的案

卷，似乎惟有如此才能讓學者放心已窮其力而無任何遺漏。 

檔案線上目錄的開放，讓使用者不侷限於館藏開放時間取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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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且可透過不同館藏目錄相互檢索參考，開啟史學研究蒐集資料範

圍可不侷限於同一館或同一地區，大幅拓展了研究資料的來源。 

八、史學者認為使用檔案資料的困難，有檢索系統親和性、數位化品

質、內容完整性、分類與描述不清、以及應用限制等問題。 

探討受訪者找尋或使用檔案資料過程，遭遇的困難與障礙，有受

訪者在意檢索系統介面親和性問題，認為檔案檢索全然仰賴線上檢索

系統，系統介面好用性很重要。加上目前檔案館已數位化之檔案僅提

供影像檔線上瀏覽不提供原件調閱，影像掃瞄品質不佳，或是人為失

誤產生拆卷錯置問題，都是受訪者感到挫折之處。但是最大的遺憾還

是遍尋不著與研究議題相關的檔案資料，如果因檔案不存在或是因年

代久遠保管不善，以致遺失或缺漏，研究者多半只能改弦易轍，調整

研究方向。 

史學者也有抱怨檔案描述人員並非全然是史學專業，對於檔案目

錄的內容著錄不完善，導致研究者無法找到相關案卷，或是檔案館將

檔案視為專有財，不提供複製只能抄錄閱覽，或是有影像檔，還是要

親臨檔案館瀏覽影像，造成使用極大的不便。 

九、檔案通常佔史學研究者蒐集文獻一半以上的比例，引用檔案資料

的動機是佐證史實與支持觀點，影響引用的原因是相關程度與代

表性。 

受訪者都認同檔案資料占所有找尋資料一半以上的比例，甚至有

三位受訪者認為多達九成，顯然當找尋研究參考資料時，檔案資料很

重要。研究者會在論著中引述檔案，主要是作為研究者論述史實的憑

藉，或是以檔案證明研究觀點，因為檔案屬於客觀、中性的，多是第

一手的資料，引用檔案有助於佐證並建構史實。在佐證史實、證明自

己觀點之外，也有強調檔案提供背景參考的目的，或是有助重建史實。 

分析受訪者決定引用和不引用檔案資料的原因，有各種觀點，主

要的因素，包括：內容的相關程度、內容的可信度、是否具有代表性、

檔案產生者的權威性以及是否曾被引用等因素。至於一般文獻資源被

引用可能受到資料容易獲取程度的影響，此點對於檔案的引用全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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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十、引用檔案的困難是檔案缺漏、內容判讀、引用標示與調閱限制等

問題，認為引用檔案應該建立較一致的引註格式。 

受訪者認為在引用檔案歷程中，面臨主要的困難，包括：（一）

檔案缺漏，雖然找到檔案，但是檔案缺頁或是缺關鍵性的附件，還是

無法引用；（二）內容辨識困難，檔案因年代久遠，字跡渙散或是字

跡潦草難辨，需要長時間判讀，甚至需要專家，內容識讀性也會影響

能否引用這些檔案；（三）引用標示問題，使用者幾乎改為瀏覽影像

檔，影像檔編號與原件不同造成引註問題；（四）調閱與限制使用，

造成研究者應用檔案的障礙，因為無法接觸使用就無法加以引用傳播

資訊內容；（五）佐證程度問題，是研究者會嚴格審視檔案內容，判

斷是否足以引用作為史實的佐證，不必然找到的檔案資料都會引用。 

受訪者也認為目前引註一份檔案資料缺乏一致格式，引用書目主

要在於提供後人參閱，並可依循明確註釋，找到相同的檔案資料參

考，如能有一致格式供參，形成學者採用的共識會比較理想。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並觀察研究過程的限制，擬具幾項建議： 

一、強化使用者需求主題之檔案徵集：研究結果發現經常被引用的臺

灣總督府檔案、蔣中正檔案與外交史料，應是史學者研究近代史

重要的館藏全宗，檔案館藏發展應反映使用者需求，建議國內檔

案館可強化有關日治時期與國防、外交有關主題檔案之徵集與館

際合作，以滿足近代史研究需求。 

二、強化檔案聯合目錄與整合查詢服務：有鑑於被引用的檔案來源相

當分散，國史館、中研院、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外交部、臺灣文

獻館等都是近現代史研究者經常造訪的檔案典藏機構，目前臺灣

尚無國家體制之國家檔案館，導致檔案館藏分散各文史機構與行

政機關，為妥善保存歷史檔案，建議應儘早設立國家檔案館，並

強化檔案聯合目錄之建置，提供分散各機構之檔案館藏單一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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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 

三、加強合作關係便捷館際調閱使用：歷史學者引用之檔案來源不乏

與臺灣歷史互動密切之國外檔案館；建議各檔案典藏機構可參與

國際交流，建立館際合作關係，或藉由數位複製方式，取得國外

與臺灣研究相關之檔案資料，便於我方學者應用國外典藏之檔案

資源。 

四、以開放角度處理檔案必要限制問題：檔案內容可能存在國家機密

或個人隱私，基於利益衡量原則存在應用限制，但限制應該是「最

小的必要範圍」，但目前使用者卻仍然遭遇限制應用政策說明不

清、目錄被隱藏或是內容被遮掩，建議檔案館對於必要限制的檔

案內容不提供，應該有明確的限制範圍說明，甚至註明基於何種

條件成就後可以開放的時間，對於不提供內容調閱的檔案原則上

目錄應公開檢索，只是內容進行必要的遮掩或限制，檔案館應有

明確的書面政策與作法，才能降低使用者的疑慮和不信任。 

五、改善檔案線上檢索目錄功能：研究者找尋檔案極度仰賴檔案線上

檢索工具，改善系統介面親和性、呈現分類與全宗層級瀏覽功能

是使用者的期許，有鑑於以特定人名檢索的需求，建議檔案線上

目錄有必要提供人名權威控制功能，提供分類與層級瀏覽，也可

設計相關詞提示，幫助檢索者找到正確的檢索用語。 

六、重視歸檔整理以維持檔案完整性：使用者最大的遺憾是遍尋不著

與研究議題相關的檔案資料，可能肇始於檔案自始未歸檔，也有

日後管理不善遺失問題，機關應建立明確的辦結歸檔程序，檔案

管理者則應善盡典藏維護職責，妥善保存檔案資料；檔案館徵集

檔案更應該儘可能維持檔案的完整，儘量以全宗移轉為原則，以

免切割破壞檔案的完整性。 

七、提升檔案數位化與目錄著錄品質：因已數位化之檔案僅提供影像

線上瀏覽不調閱原件，使用者經常發現影像掃瞄品質不佳，或是

人為失誤產生拆卷錯置，造成使用困擾，建議檔案館對於檔案數

位化應建立影像檢核程序與標準，並委由具史學背景者著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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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才能減少檔案數位化的負面效應。 

八、提升檔案參考諮詢服務能力：研究者使用國內檔案館通常只會詢

問檔案館人員程序規定，也肯定國外檔案館人員對於找尋檔案的

協助，凸顯國內檔案參考服務專業能力問題，建議檔案館應設有

史學背景之專業參考服務人員，才能提昇國內檔案館服務形象。 

九、建立引用檔案書目格式規範：引用文獻分析相當仰賴書目著錄的

完整性與正確性，研究過程發現不少檔案書目，無法由書目判別

文件產生時間與全宗名，國內對於引用檔案資料的書目格式似乎

較缺乏一致的體例，學者建議未來應有引用檔案資料較一致的格

式規範。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一、 本研究囿於時間因素，以近五年之近代史期刊論著為分析對

象，為提供更具解釋性之研究結果，建議未來可進一步增加分

析歷史論著之時間與論著資料類型，以瞭解更廣泛性的歷史論

著引用檔案資料的行為，並可加以相互比較。 

二、 歷史學者引用檔案的數量並未隨著國內檔案日漸完成數位化開

放應用，而增加對於檔案資料的引用，實有必要探知使用者背

後因素；又國外研究顯示史學論著不乏使用個人檔案資料，但

國內較缺乏此類私人檔案的徵集，量化分析結果自然引用率不

高，諸如此類研究使用檔案行為動機與使用限制，並無法由書

目量化分析探知，故建議未來實有必要透過訪談瞭解史學者使

用不同類型檔案的需求。 

三、 歷史學者找尋檔案極度仰賴檔案線上檢索目錄，目錄著錄品

質、使用介面與系統功能影響使用者檢索滿意度，建議未來可

進一步針對檔案線上目錄系統可用性進行評估，探討符合使用

者檢索需求之檔案線上目錄系統服務。 



 

 104 

附錄一  歷史學者資訊需求訪談問卷 

您好！本研究為進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歷史學者使用檔案資訊需求及其

引用文獻之研究」，除進行歷史論著引用文獻分析外，同時探討歷史學者之研究

資訊動機與資訊尋求行為。本次訪談的目的是希望瞭解您在進行研究找尋資訊過

程的經驗與看法。 

訪談問題採結構式問卷，部分題目為選項，部分為開放式問題，分為四部分：

一是個人背景資訊，瞭解個人研究領域與使用經歷；二是資訊需求動機，希望瞭

解您使用檔案資訊的原因與檔案對於研究之影響性；三是資訊尋求行為，重點在

於瞭解您如何找尋檔案資訊與遭遇的問題；第四部分引用動機與行為，希望瞭解

您引用檔案的考量因素。 

以下問題所稱利用「檔案」之經驗，是指曾經利用過之檔案原件或檔案原件

彙編，其它二次出版品並非本研究所稱之「檔案」資料。如果訪談過程中，您有

任何疑問請隨時提出，或有些問題您不願回答，請直說無妨，我們可以用自在輕

鬆的方式進行。所有訪談資料最後將彙整為整體性分析，因此不會指明個人的訪

談內容，請您放心。另為便於訪談文字稿的整理，請同意我們採全程錄音，以便

於事後資料的整理。 

一、受訪者背景資訊 

1.您的研究專長領域：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臺灣史、近代史……等） 

2.您使用檔案資料的年資： 

□1-5年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25年  □25年以上 

3.您過去五年平均每年到檔案館的次數約為： 

□無  □1-5次  □6-10次  □11-15次  □16-20次  □20次以上 

4.請問您經常造訪的檔案館：（可複選） 

□中研院近史所 □中研院台史所 □故宮博物院 □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 

□國民黨史館  □檔案管理局  □第一歷史檔案館  □第二歷史檔案館   

□其他_____________（請列舉） 

5.請問您經常使用的檔案檢索工具類型： 

 □紙本式目錄 □線上檢索目錄，最常用的檢索系統是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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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問您經常使用的檔案全宗是：＿＿＿＿＿＿＿＿＿＿＿＿＿＿＿＿＿＿＿＿  

二、資訊需求動機 

1.請問您在何時或在何種情況下，會產生使用檔案資料的需求？ 

2.請問您進行研究會使用檔案資料的主要原因為何？ 

3.請問您認為檔案資料有別於其他資料類型的特點為何？ 

4.請問您認為檔案資料對於史學研究的重要性為何？對於研究有何影響？ 

三、資訊尋求行為 

1.請問您獲取研究資訊的主要管道為：（請依重要程度標示 1,2,3……） 

□檔案館檢索系統 □圖書館館藏線上目錄 □同儕討論  □參加研討會   

□電子期刊  □網頁資訊  □圖書館資料庫  □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2.請問您經常使用的資料類型：（請依使用頻率標示 1,2,3……） 

□圖書  □期刊  □會議或研討會論文  □學位論文  □網路資源 

□檔案資料（含公文書、手稿等原始記錄） □其他__________(請說明) 

3.請問您通常是如何找到所需的檔案資料？檢索途徑或使用的工具為何？ 

4.您在找尋檔案過程是否會找檔案館人員詢問，通常在何種情況下會尋求協助？ 

5.根據您過去使用經驗，您認為順利找到檔案資料最有用的找尋方式為何？ 

6.根據您的使用經驗，您認為找尋或使用檔案資料的主要問題（障礙）為何？有

否對於檔案館作業改善的期許與意見？ 

四、引用檔案動機與行為 

1.請問您進行研究文獻蒐集時，檔案資料通常佔研究參考資料的比例（約幾成）？ 

2.請問您研究論著會引用檔案資料的動機為何？（如：佐證史實、背景參考、證

明自己觀點…） 

3.請問影響您決定引用和不引用檔案資料的原因為何？（如：內容可信度、資料

容易取得程度…） 

4.請問您引用檔案資料有否遭遇過問題，主要的困難為何？有否解決方式？ 

5.請問您認為引用檔案原件應該要註明的資料項目為何（如：案名、來源者..

等）？ 

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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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2012 年 08 月 24 日 

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2012)年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世界圖書館與資訊大會與第七十八屆年會

及會員大會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8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以「圖書館行動起來！- 激發靈感，超越想像，賦

予力量(Libraries Now! - Inspiring, Surprising, Empowering）」為主題。 

今年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FLA)大會從8月11日到17日在芬蘭首都赫爾辛

基(Helsinki)舉行，其中海報展活動日期是 8月 13 日到 15 日，全球五大洲推動

圖書館事業有成的國家共計提出 195 件海報，以地主國芬蘭的 46 件最多，其次

是美國 29 件，德國 16 件，加拿大、英國與挪威各 6件、法國、丹麥與我國則有

5 件，其他亞洲國家包括日本 4 件、新加坡 3 件、中國 2 件、韓國與泰國各有 1

件。 

本次與會參與海報展，依大會要求作者需在場親自解說，本人參與展示海報

題目為「臺灣視障圖書資源服務與法規現況」（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Taiwan），主要介紹圖書館服務應不分對象提供一致公平之服務理念，根據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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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2011 年第三季統計，全臺灣視覺障礙者人數為 56,091 人，所需之圖書資

源多半依賴圖書館或視障服務機構提供。為消弭視障者在資訊取得機會之落差，

臺灣業於 2011 年 12 月 15 日公布實施「視覺功能障礙者電子化圖書資源利用辦

法」，新辦法的實施開啟臺灣地區對於視障者知識權的保護。 

海報內容介紹臺灣視障者圖書資源服務受到關注與發展，重要發的成果與

未來工作重點包括： 

（一）指定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統籌辦理全國視障圖書資源服務，並規劃視

障圖書服務工作計畫。該館視障資料中心，提供盲人讀物製作與閱覽服

務，亦推出圖書郵寄洽借服務，館內設有視障閱讀設備，供到館視障者使

用。 

（二）建置視障圖書資訊網站整合資源，提供單一查詢窗口。「華文視障電子圖

書館」網站（http://elib.batol.net/），為臺灣目前典藏視障資源最多

之網站，未來此網站將扮演整合臺灣各視障機構電子視障資源的角色，提

供視障資源聯合目錄查詢與內容連結服務。 

（三）希望修改圖書館法中出版品送存規定，增列出版者將出版品電子檔送交視

障圖書資源服務專責圖書館。以保障視障者同步取得出版機構送存岀版

品，並及時轉置為視障圖書資源格式提供服務。 

（四）法規明訂教育部應編列經費，確保視障圖書館營運與電子資源轉置工作之

推動。政府機關應維持固定年度經費編列，保障圖書館提供視障服務之質

與量。 

（五）加強視障圖書館工作人員訓練，並提升視障者資訊利用教育。視障者往往

不清楚圖書資源的取用與操作，圖書館可加強視障者圖書資源利用教育，

開辦視障者電子資源輔具操作與資源利用訓練，鼓勵視障者透過網路利用

圖書資源，消弭因行動或交通不便無法到館利用的障礙。 

本次大會研討主題是為刺激圖書館新靈感與啟發新服務提供一個討論平

台。讓國際各圖書館機構成員能够超越想像，開創新的服務視野。大會有不同場

次研討，除海報解說時間外，本次參與研討場次與內容大要說明如下： 

（一）Crisis? What crisis? The use of statistics and data for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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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 turning point-Statistics and Evaluation。5 篇論文分別介紹 5

個機構進行圖書館統計的經驗，提出統計項目以及進行業務與使用統計發

現的問題，特別對於數位資源的使用統計較難以有效量化分析。 

（二）Information literacy meets E-learning : let＇s talk about 

interconnections and outcomes – information literacy with 

E-learning special interest group。介紹 7個地區資訊素養教育以線

上方式設計與實施的經驗，實證分析資訊素養教育的對象包括：一般讀

者、科學研究者、研究生等，歸納報告者提出以數位學習方式進行資訊素

養教育的可資參考的重點為： 

1. 分對象設計不同層級內容 

2. 設計合作參與或是可手動(hand out)操作的教育活動 

3. 設計學習測驗瞭解程度 

4. 建置易用的學習介面 

5. 利用結構樹、標籤雲等技術提供檢索協助 

6. 建立學習者互動回饋收集意見的機制 

（三）Friends or Foes-public and school libraries a force for change for 

creating smart communities-school libraries and resources centers 

with public libraries。此場次研討有 8 篇論文，分別介紹法國、挪威、

加拿大、阿根廷、臺灣以及芬蘭三所公共圖書館與學校圖書館合作的經

驗，主要透過閱讀計畫的推廣建立學校和公共圖書館合作的管道，以基本

的傳統圖書資源共享到數位資源合作建置，讓教師教學與公共圖書館館藏

發展產生更緊密的關係。 

（四）Storage and repositories : new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strategies –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gramme。本場次計

有 5篇論文，分別介紹大英圖書館、美國大學圖書館、荷蘭皇家圖書館以

及美國國會圖書館，進行珍貴檔案與古籍保存維護的策略，傳統紙質文件

不可避免受到環境物理與化學傷害，針對紙張進行典藏環境維護與破損修

護是例行性工作，但為降低保存風險，報告中圖書館的策略是利用數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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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孤本保存風險也減少原件使用的傷害。 

二、與會心得 

（一）資訊素養教育可善用數位學習資源廣泛推廣 

資訊素養教育成為資訊時代個人找尋資訊與判斷資訊的基本能力，有

鑑於需求廣泛且殷切，如能利用數位學習方式，製作開發合宜的線上教學內

容，有助於多人學習，且可不限時間自由學習，國內多所大專院校均將資訊

素養教育列為通識課程，是大學生資訊應用能力的基礎課程，根據國外幾個

實證分析結果可知，利用數位教學方式能將此基本教育更普及推廣，也能降

低學習成本負擔。 

（二）發展公共圖書館與學校圖書館合作關係 

公共圖書館與學校圖書館的合作服務，是兩個不同性質的圖書館發揮彼

此專長，整合資源，以提供更完善多元的服務給兒童、青少年以及學校教師。

公共圖書館與學校圖書館彼此各有優勢，以公共圖書館而言，其具備之優勢

包含：開館的天數及時間比學校圖書館多；館員與家長之間的互動較頻繁；

讀者有需求時能進行一對一的資訊素養訓練或諮詢；圖書館及館員對讀者的

影響是終身的；進行非正式的指導；讀者可以自我引導學習和發現；學生可

親眼目睹各種年齡層的人使用圖書館的方式；圖書館館藏和進行的計畫與社

區需求密切結合。另一方面，學校圖書館的優勢則有：與學生較接近，較容

易接觸學生；與圖書教師互動頻繁；完整且結構性地培養資訊素養；時常作

為學生與館員之間的連繫；進行密切地指導；能夠針對學校作業進行資訊素

養諮詢；學生容易一起寫作業，分享資訊檢索策略；圖書館館藏及所進行的

指導與教育目標密切相關。公共圖書館和學校圖書館具有不同的任務及功

能，亦擁有各自的優勢，在人力、物力、經費有限的情況下，若兩者進行合

作服務，資源可以分享使用，能使教師有較多教學資源可使用，學生則能獲

得較多的學習資源，亦可為整個社區提供更好的服務。 

（三）重視視障圖書資源服務發揮資訊公平取用精神 

圖書館是社會大眾獲取知識最重要也最直接的一個管道，圖書館權利宣言早

已揭示圖書資訊服務，應不分對象提供一致公平之服務理念。隨著資訊科技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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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圖書館提供讀者從紙本式圖書資料已邁向網路電子化資源，視障者利用資訊

輔具有機會突破閱讀與書寫的障礙，可以和視覺正常者同步暢遊網際網路資訊世

界。借鏡國外發展經驗，運用資訊科技可突破傳統圖書館無法服務視障者之限

制，如結合視障資訊科技發展與視障圖書館製作電子點字圖書，障礙者可透過網

路享有圖書館多元化服務，坐享知識寶庫。因此，為了保障視障者之權益，消弭

視障者在資訊取得機會之落差，需要國內圖書館加強視障服務觀念與作法，以解

決此一問題。 

（四）關心紙質文化資產保存並建立相應處理措施 

與會報告機構針對本身藏品的保存與維護提出關切和呼籲，由於針對紙質

文件進行完整的防護措施，是所費不貲的工作，文件的保存維護需要有分級管理

的觀念，針對珍貴或久永保存價值之文件，應極力滿足維護的完整要求，如屬有

替代性或是保存期限非永久者，可列入其次的考量，並非將所有文件一視同仁，

予以高規格處理，耗費資源在不必持久維護的物件上，反而可能犧牲需要長久保

存物件的條件，建議典藏機構應有分級管理的觀念，才能將資源投注在最需要優

先保存的檔案上。 

三、考察參觀活動 

與會期間亦利用時間分別參訪芬蘭圖書館、檔案館與視障圖書館，充分感受

到芬蘭圖書館的創新與貼心服務。參觀圖書與檔案機構包括： 

（一） 芬蘭國家圖書館 

（二） 芬蘭國家檔案館 

（三） 赫爾辛基公共圖書館 

（四） 土庫公共圖書館 

（五） Celia 視障圖書館 

令人印象深刻的是當地公共圖書館服務的多元化與視障圖書館的服務理

念，芬蘭國家檔案館典藏芬蘭自中世紀至今之歷史紀錄，館藏數量達 13 公里架

長，最古老的文件是 1316 年 Birger 國王給一位女士的信件，現存最早的文件系

列是 1530 年代地方首長的會計記錄。閱覽室開放時間是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

下午四時，檔案調閱多半可透過線上系統查詢預約，有全文掃瞄者可線上瀏覽，

甚至可申請複製微縮郵寄到家，但採收費制。國家檔案館館藏主要來自中央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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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機關具永久保存價值文件於原機關典藏 40 年後移轉檔案館，通常移轉數量只

佔機關文件 10-15％的比例，國家檔案館也相當重視私人文件的徵集。 

另值得特別介紹之 Celia 視障圖書館座落於赫爾辛基市郊，是全芬蘭視障圖

書資源製作與服務中心，是隸屬於教育文化部之國家級圖書館，1890 年成立之

初是私人基於公益服務開始關注視障者閱讀問題，最所最早由 Cely Mechelin

女士所成立之私人圖書館，1978 年由教育部接管，發展至今已成為提供全芬蘭

視障者服務之國立圖書館。 

目前該館擁有員工 55 位，服務芬蘭 16000 位使用者，平均一年借閱次數達

百萬次以上，該館根據視障圖書館法令（the law on the library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與芬蘭著作權法第 17 條，提供視障者專屬服務。主要工作

包括： 

1.轉製視障者可利用之圖書資源格式。 

2.提供視障者各種主題圖書資源。 

3.接受委託製作並販售視障閱讀教科書。 

4.作為全國視障資源轉製中心。 

每年轉製的視障格式圖書資源約佔芬蘭年度出版量 25％的比例，目前館

藏視障圖書資源達 35,000 種書，其中有聲書有 30,000 種、點字書 4,000 種、

電子書 1,700 種。有聲書主要為 Daisy 格式，可利用個人電腦、MP3 player

或是 Daisy player 閱讀。也製作活頁式點字書，並提供兒童專用立體書的

製作。借閱視障圖書提供多元服務管道： 

1.可至 Celia 網頁線上申請。 

2.利用電話、電子郵件或是寫信提出申請。 

3.透過社區公共圖書館申請並就近取閱。 

4.利用 Celia 例行的每月圖書聚會。 

一般視障者服務，透過申請可由館方轉錄至光碟寄送至家中，讀者不用

歸還光碟片，或是使用者可直接透過網路在家登錄 Celianet 直接線上使用

各種電子格式視障圖書資源。但對於中小學的教科書，Celia 可代為製作，

但採收費販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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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一）加強學校圖書館與公共圖書館合作 

歸納研討會報告與參訪心得，建議公共圖書館與學校合作可以進行的合作方

式，可考量： 

1.圖書館班訪，由圖書館排定時間，學校教師可帶領學童到圖書館參訪。 

2.整班辦證。 

3.將書籍借予附近學校圖書館展示，供學生於校內閱覽。 

4.合辦藝文活動，如：辦理「小小藝術家」、繪畫作品甄選、出版「藝文視

窗」報導各國小之版面、至各國小宣傳各項研習及藝文活動等。 

5.為了鼓勵兒童養成閱讀的習慣，特別依各年級小朋友的需求，設計圖書館

利用教育，配合國民小學的校外參觀活動。 

6.資源合作，配合學校需求支援教學之作法。 

7.為了照顧偏遠山區的學童，公共圖書館可以固定時間開圖書巡迴車，以「行

動圖書館」的方式，將書籍送至學校。 

8.為兒童專闢一處主題閱讀館，內容以連結其他網頁為主，並設定兒童為主

要使用者。 

9.學校訪問，公共圖書館員主動到學校，利用學校會議、教師訓練及學校日，

和班級學生介紹圖書館及優良讀物。 

（二）圖書館統合視障圖書資源並規劃視障服務計畫 

目前國內視障者與明眼人在圖書資源服務最大的落差為資訊取得管道不足

與及時性不高等問題，未來視障服務專責圖書館應儘速透過調協與合作方式，取

得上游出版社授權或與其他圖書典藏機構合作複製方式，取得出版品之電子檔，

透過資訊設備將其轉置為視障者可聽或可觸摸之電子有聲書或電子點字介面，縮

短視障者取得圖書資源來源不足與不及時的問題，同時擬訂年度工作計畫，逐步

推動資料查詢與資料重製服務，建置視障圖書資源網站，辦理讀書會、發行盲用

刊物等推廣活動，提昇國內圖書館對於視障者服務的內涵。 

（三）政府宜編列經費確保視障圖書資源服務工作之推動 

視障圖書資源需要轉製程序並藉由輔助閱讀，需要圖書館持續投入經費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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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可讀之內容形式，未來若由資訊出版者直接取得電子文字檔，固然可節省

資源並加速轉製，但對於電子檔之徵集與轉置，配合校對與加工所需人力與設

備，甚至機具之維護與更新，在在需要穩定持續之經費投入，建議政府機關應重

視視障者權益維持固定年度經費編列，保障視障專責圖書館提供服務之質與量。 

（四）儘早預防圖書文獻保存與維護問題並開展相關工作計畫 

國外對於紙質文獻保護視為維護文化資產重要工作，除了訂定詳盡的保護管

理工作計畫外，更重視人才培育問題。預防性維護絕對是實惠而具經濟效益的保

護措施。完善的文獻保存維護工作計畫需要仰賴定期的調查記錄以評估庫房環境

的狀況，以便及時發現問題或是問題發生前的徵兆。保存維護工作計畫可根據典

藏檔案的價值、使用頻率、劣化狀況、未來展覽考量等因素，決定維護的優先順

序。建議各典藏機構應針對自身檔案狀況，擬訂保存維護工作計畫，提供明確的

工作方向。在無法完全阻絕紙質劣化問題之際，數位化是一種替代性方案，可減

少使用損壞，並可分擔保存唯一性的風險。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一）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78th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會議手冊與論文內容光碟。 

（二）芬蘭國家圖書館、國家檔案館、赫爾辛基公共圖書館、土庫公共圖書

館、Celia 視障圖書館簡介摺頁。 

（三）Finnish Public Library Policy 2015：介紹芬蘭公共圖書館政策。 

（四）Finnish Libraries Now：介紹芬蘭公共圖書館建設。 

（五）Celia 視障圖書轉製說明、觸覺圖書簡介(tactil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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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報告內容原文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Taiwan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 has proclaimed the fairness in library 

services for all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by the first season 

of 2012, the number of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in Taiwan was 56,318.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s opportunity to acquire 

the information, on December 15, 2011, Taiwan announc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ions of e-library Ser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The implementation launched the protection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s knowledge rights in Taiwan. Some key changes 

include: 

1. Assig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Branch to be in charge of 

national visually impaired library resource services. Its visually 

impaired information center provides book-producing and reading 

service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and book-borrowing service via 

mail. There is also visually impaired reading device in the library 

for them. 

2. Build visually impaired information website as single query window 

to integrate resources. Currently, “Chinese Electronic Library of 

the Visually Impaired＂ (http://elib.batol.net/) is the Taiwanese 

website collecting the most resource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3. Expect to amend depository requirement in Library Law by adding 

article about publisher submits electronic file to the library in 

charge of visually impaired services. In this way, library can 

convert publications to visually impaired format in time and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can access publications the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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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s simultaneously. 

4. It＇s explicitly regulated in law that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budget to make sure the 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visually 

impaired library.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hould maintain a 

specific ration of annual budget to protect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library services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5. Strengthen training of librarians＇ ability to service visually 

impaired users. The visually impaired persons usually have no idea 

where to access and how to use library resources. The library can 

strengthen education of using visually impaired library resources 

and encourage them to access library resources via internet, which 

eliminates obstacles for people who can＇t go to library due to 

bodily or traffic inconven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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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海報徵選接受通知 

-----Forwarded message----- 

From:Lidia Putziger<Lidia.Putziger@ifla.org> 

To: cmlin@nccu.edu.tw 

Date: Wed, 11 Apr 2012 08:54:36 +0200 

Subject: Poster Sessions 2012 

 

To the presenters of posters in Helsinki, Finland, August 2012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inform you on behalf of IFLA's Professional Committee (PC) 

that the proposal you submitted for presenting a poster session during the IFLA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in Helsinki, Finland, August 2012 has been 

accepted. 

 

Please confirm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attend and present your poster by sending a 

message to me at lidia.putziger@ifla.org by Friday 04 May at the latest. The reason 

we would like your confirmation is because we have accepted the maximum number 

of posters possible for the space available so if you are not able to attend, we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offer your space to another poster. 

 

The poster sessions will be held on Monday 13 and Tuesday 14 August during which 

you should be available to explain and discuss your poster with visitors to the 

exhibition hall. 

 

Herewith I encourage you to register for the conference in Helsinki in tim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early bird registration (available until May 15); please see 

http://conference.ifla.org/ifla78/registration  

 

Kind regards,  

 

Lidia. 

Lidia Putziger 

Administrative Officer 

IFLA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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