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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学者引用档案及其使用意见调查

[作者简介] 连念，男，副研究馆员，副馆长，主要从事档案学、高校档案管理、台湾地区档案管理的研究，
已在《档案学研究》《台湾研究集刊》等 CSSCI刊物发表论文 5篇，参编出版校史图书 12册。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于了解档案馆主要使用对象的历史学者，使用与引用档案数据的情形。 研究方法
采引用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调查，经汇整四份历史核心期刊，总计在 256 篇历史论著，17332 篇引用文献中，
分析被引用的 1461篇档案参考文献，了解被引用之档案类型、年代、档案全宗与档案馆藏来源，以了解历史
学者实际应用的档案数据特性。进而采用深度访谈方式，了解历史学者使用档案馆藏的行为、引用档案文献
的动机与引用档案的问题，以探究历史学者引用档案的考虑与馆藏使用意见，研究结果提出档案馆藏发展
与档案馆读者服务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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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access and citation experiences of historians in archives.

The methodology combines citation analysis and users interview. The citation analysis looks at all references
cited in articles of four THCI Core history journals. A total of 256 journal papers and 17,332 references
were collected, and 1,461 archival documents were identified. The archives type, period, archival fond and
collection place were analyzed for real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ves used by historians. Further, in-
deep interview are taken for analyzing the historians’ motivation, behavior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access
archival collection. The opinions and advices of historical scholars also can be gathered. Finally, the sug-
gestions of archival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are proposed to be reference.

Keywords: archival use study; users survey; citation analysis

!!!!!!!!!!!!!!!!!!!!!!!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郑善学. 高等学校电子文件归档管理面临
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 档案学通讯，2006（6）:69-
70.

［2］赵屹，陈晓晖. 电子文件中心：路在何方—
电子文件文档一体化管理机构构想［J］. 档案学研
究，2011（5）:62.

［3］［9］［11］傅荣校，章燕华. 电子文件管理机
制研究［J］. 档案学通讯，2011（4）:62-65.

［4］马林青 . InterPARES 电子文件长期保存
政策框架及其启示［J］. 档案学研究，2012（5）:60.

［5］傅荣校，解俞. 基于数字档案馆的电子政务
数据中心框架结构描述 ［J］. 档案学通讯 , 2008
（2）:50.

［6］ 傅荣校， 解俞 . 论数字档案馆的发展思
路———基于政务信息管理前后两端的调查分析［J］.
档案学通讯，2009（6） :54-56.

［7］蔺海波，张胜强. 教育部直属高校档案工作
调查报告［M］//翁勇青,冯方一.学府兰台如歌岁月.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7-8.

［8］朱毅凯. 论数字化校园建设背景下高校档

案馆的角色转变［J］. 档案学通讯，2009（6）:61-63.
［10］徐新雨，黄新荣. 从 CRO 的设置看美国

政府文件管理的新变化 ［J］. 档案学研究，2012（4）:
82.

［12］马海群. 发达国家大学档案信息公开与利
用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J］. 档案学研究， 2012（6）:
80.

［13］章燕华. 电子文件保管模式研究：历史演
进、发展机理、路径选择［J］. 浙江档案，2008（11）:38.

［14］陈竞亚. 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看
档案信息化建设项目的风险控制 ［J］. 中国档案
2013（3）:40.

［15］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文件，厦大委组（2012）
55号。

［16］张正强. 国际电子文件管理前沿进展［J］.
档案学研究，2012（5）:72.

［17］谢怡. 数字化校园中电子文件的管理［J］.
档案学研究，2009（3）:60.

［18］邸家琴. 试论高校档案馆的性质、功能与
发展定位［J］. 黑龙江教育，2010（5）:45-46.

林巧敏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信息与档案学研究所 台北 11605）

23



档案学通讯 2013年第 6期

1 前言

档案内容信息不仅是反应国家社会发展的真实

记录，更是历史研究者进行史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档案的价值在于其发展过程为自然产生， 故其内容

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之信息特质， 往往成为历史学

者解读、分析、考证并描绘史实的重要信息来源。 但

档案馆提供之馆藏内容与服务方式未必全然符合使

用者需求，如果能科学化地分析档案使用情形、了解

使用者需求与动机， 以及使用者如何应用档案满足

研究或实务需求过程， 就不仅有助于改善档案馆服

务质量，亦可作为馆藏征集方向之参考。

进行档案使用研究，通常有两个研究取向，一是

从事“调查研究”（survey study），利用问卷、实地观

察或访谈，了解使用者的看法和意见，知悉使用者认

为有用或特别需要的档案数据， 反映的是使用者认

为有用的意见，未必是真正的使用；另一个研究方式

是“引用文献分析”(citation analysis)，透过参考书目

与实际引用文献的计量研究， 了解真正被使用者应

用而且发挥效益的档案特性。 [1]

有鉴于过去进行档案使用研究多半利用档案调

阅记录分析、使用者意见调查等方式，了解档案使用

者的看法与意见， 但本研究希望特别关注档案资料

对于历史学者研究之影响， 拟由历史学术期刊引用

文献中， 分析历史学者研究文献引用档案资料之数

量与性质，了解被引用之档案数据类型、档案数据年

代以及经常被使用之档案全宗与馆藏来源。 研究设

计采用台湾《历史学门国内期刊评比之研究》与《台

湾人文核心期刊索引》（THCI Core） 所收录之台湾

历史学核心期刊论著为研究对象， 包括：《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史研究》、《国立政治大

学历史学报》、《台大历史学报》等四份期刊，期许引

用文献分析结果能提供具体量化数据， 以描绘出历

史学者使用档案的行为。

此外， 为了解历史学者使用档案与引用档案数

据的问题，进一步采深度访谈方式，以引文分析中曾

引用档案数据论述发表之台湾历史学系所教师为对

象，了解历史学者使用档案馆藏的过程与问题，并针

对引用档案文献的动机与引用档案的限制提供意

见，以了解研究学者引用档案的经验与困难，最终归

纳分析结果， 提供档案馆藏发展与档案馆服务作业

改善之建议。

2 档案使用调查与引用文献分析

学术应用的学者，是经常使用档案馆的族群，学

者常以档案为研究材料，诠释其中的涵意。特别是历

史学者，因其专业研究需从不同的史料逐步挖掘，建

构出历史事件，再透过各种角度的切入和分析，归纳

出此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历史学者需要大量使用第

一手直接数据，这些研究的原始材料，可提供历史学

者对于已发表或构思中的研究观点产生探索和批判

的可能。

Uva[2]、Case[3]、Orbach[4]等人曾探索历史学者信息

寻求行为，将历史学者找寻信息的过程大致分为：选

择问题（problem selection）、规划 研 究 过 程（detailed
planning）、 搜集资料 （data collection）、 分 析 解 释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与 缮 写 修 正 （writing/
rewriting）等五步骤，并认为这些步骤有可能重迭进

行。

Stone[5]曾归纳描述人文学者研究信息行为的特

性为：倾向于单独研究、需要大量浏览数据、使用各

种管道取得数据、极度仰赖首次数据，但图书期刊仍

然重要。 虽然藉由分析可描绘出人文学者信息行为

样貌，但信息寻取的过程与个人特质、心理因素、找

寻的信息类型与方式，以及获取信息的容易程度等，

皆可能影响信息寻求及使用行为。故 Meho 与 Haas[6]

曾探究影响信息寻求行为的因素， 认为影响学者找

寻政府信息的因素，包括：相关性、重要性、对数据编

排的熟悉程度、找寻信息花费的时间、对于学科的价

值、知晓该信息的存在以及其他信息的可得性等。

根据研究文献分析， 进行历史学者信息使用行

为调查经常是采用问卷、 访谈或是引用文献分析的

方式。当研究取样范围对象多，重点在了解多数普遍

的意见时，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但如欲探究个别对

象深度的意见与使用经验，则采深度访谈方式；但有

可能意见调查表达认知的想法与实际行为有落差，

也有以引用文献分析法， 了解真正被使用的信息特

点，以探知被应用的档案材料性质。

最早将历史文献进行引用研究的是 McAnally[7]

的博士学位论文，分析 1938 年美国所出版的历史文

献，发现历史学者引用一次资料的手稿只有 10％的

比例，有 63％是引用二次资料，与一般认知历史学

者倾向引用一次数据的印象有很大的出入。

Jones[8]等人亦曾针对 1968 至 1969 年间研究英

国历史的文献加以分析， 同样显示英国史研究者运

用 手 稿 资 料 的 引 用 文 献 只 有 11％的 比 例。 其 后，

1978 年 Baker[9]分析音乐史引用文献结果，亦呈现音

乐史著作引用手稿资料的比例仅占所有引用文献的

15％。

除了呈现引用档案材料的比例外， 开始将历史

著作引用文献更深入分析引文特性者为 Elliott[10]，自

1976 至 1977 年出版的 15 种期刊整理出 50 篇有关

科学史的研究文献， 平均每篇文献有 73 篇引文，引

用文献中有 28％是没有出版的首次资料；未出版的

首次资料中，有 59％是个人档案，有 41％是机关团

体档案。 此项研究可谓是历史引用文献分析较全面

性之先驱研究， 揭示了历史学者对于引用首次资料

的热衷程度。

本研究参考前述国外研究成果， 针对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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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档案数据类型分析
分析 1,461 篇引用档案数据的类型，发现被引用

的档案数据以引用公文书居多，占 45.63％；其次为

档案汇编，占 27.86％。 （表 2）

历史学术期刊被引用之档案数据特质进行探讨，再

辅以深度访谈方式， 了解台湾历史学者的档案使用

与引用行为。

3 研究设计与实施

研究设计先以书目计量法分析各篇论著之引用

文献特性， 针对引用之档案数据剖析被引用之档案

数据年代、档案类型、档案全宗与档案馆藏来源，继

而进行深度访谈工作。

采立意抽样方式选取收录在台湾“行政院国家科

学委员会 《历史学门国内期刊评比之研究》成果所列

之一级历史期刊；同时也是 2011 年《台湾人文核心

期刊索引》（THCI Core）所收录之历史学期刊，以确

认收录论著之学术权威性，故选取《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台湾史研究》、《国立政治大学历史

学报》、《台大历史学报》 等四份期刊为研究对象，汇

整四份期刊 2006－2010 年近五年论著性质 之 期 刊

论著为分析范围，总计有 256 篇学术期刊，将期刊篇

章之后参考书目加以汇整， 计引用书目 17,332 篇，

各篇逐一建档并加以分析。

深度访谈采半结构性方式，拟订访谈大纲，受访

者为论著分析中曾引用档案文献之历史学者为对

象，以确认受访者有经常使用档案馆的经验，能提供

深入的看法，经联系受访意愿，进行正式访谈邀约与

访谈导引，总计 11 位受访者。

4 论著引文分析结果

4.1 引用文献类型分析
2006-2010 年历史期刊论著引用的数据类型，

以专书为主， 占 57.56％； 其次为引用期刊论著，占

19.07％，引用档案者，占 8.43％，亦不乏引用报纸者。

（表 1）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小计 百分比(%)

档案 263 294 253 372 279 1461 8.43

专书 1615 2135 2277 1951 1998 9976 57.56

期刊论著 441 699 754 681 730 3305 19.07

学位论文 78 55 70 56 39 298 1.72

专书论文 60 91 114 158 165 588 3.39

会议论文 109 91 53 26 32 311 1.79

报纸 86 317 167 222 75 867 5.00

网络资源/电子数据库 53 53 91 74 55 326 1.88

视听数据/小册子/其他 16 28 61 91 4 200 1.15

小计 2721 3763 3840 3631 3377 17332 100

表 2 历史论著引用档案数据类型统计表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小计 百分比(%)
公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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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记录 12 28 14 14 23 91 6.23
通话记录 0 2 1 1 0 4 0.27
日记 5 10 6 14 12 47 3.22
报告书 28 14 13 38 23 116 7.94
会议记录 21 13 2 12 26 74 5.07
档案汇编 74 112 88 49 84 407 27.86
其他 7 0 7 15 9 38 2.60
小计 263 294 253 372 279 1461 100

表 1 历史论著引用各种数据类型数量统计表

年 代
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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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核心档案全宗
分析 1,461 篇引用档案的书目， 其中 561 篇有注

明档案引用来源(全宗)，为了解引用档案来源的主

要状况， 将此 561 篇档案来源加以汇整分析， 取前

11 个引用次数较多之档案全宗列表如下，经常被引

用之档案全宗，包括：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篡、蒋中正

档案、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日本防卫厅陆军参谋本

部档案、岸里大社文书档案、蒋中正日记等。 （表 4）
被引用的档案全宗相当分散， 经常被引用的档

案内容显然与研究政治时局与国家发展之蒋中正档

案、外交国防档案有关，日治时期的总督府档案也是

研究者青睐的核心档案馆藏。

表 4 历史论著引用档案资料核心全宗统计表

全宗名称 相关文献篇数

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 39

蒋中正档案 28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 17

日本防卫厅陆军参谋本部档案 16

岸里大社文书档案 15

蒋中正日记 14

四川省宗教情况通报 14

光绪年间乡试录 10

北平市政府档案 8

屏东地区土地文书 8

台湾户籍档案 8

4.5 档案来源分析（馆藏地）
将 1,461 篇档案书目有注明馆藏地的 713 篇加

以整理，排名前茅之馆藏地点包括：国史馆、中研院

近史所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日本外务省外交

史料馆、台湾“外交部档案”、上海市档案馆等。（表5）
档案主要来源馆藏不乏台湾地区重要之文史机

构及行政机关， 由于馆藏分散存置于各行政机关与

文史研究机构， 史学研究者经常需要奔波不同档案

典藏机构；又因与大陆历史渊源之故，也有利用大陆

知名档案馆的情形， 显示历史研究存在两岸档案数

据需要互相参考佐证的必要；此外，与台湾历史发展

颇具渊源之国家，如：荷兰、日本也是经常被史学研

究者造访之国外档案馆藏机构。

4.3 档案产生时间分布
1,461 篇档案数据的时间分布， 以引用 1991 年

以后之档案数据最多， 占 22.18％； 其次为 1981-
1990 年间，占 6.84％；引用清朝档案数据者，也占有

相当的比例（5.13％）。 (表 3) 值得注意的是有近四成

的档案数据，无法由引用书目判别时间，显然对于档

案数据的引用书目格式因缺乏较一致的体例， 多数

著录之档案书目信息并不完整。

表 3 历史论著引用档案产生时间统计表

档案产生时间 引用次数 占论文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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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324 22.18

无法判别 594 40.66

小计 146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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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历史论著引用档案馆藏来源统计表

引用馆藏来源 相关文献篇数

国史馆 84

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 55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41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38

台湾“外交部档案” 27

上海市档案馆 2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档案 23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2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2

荷兰国家档案馆 20

5学者深度访谈分析
本研究访谈以具档案馆使用经验， 并曾引用档

案数据论述发表之历史学系所教师为对象， 整理归

纳历史学者使用档案馆动机与使用行为如下：

5.1 信息需求动机
此部分主要希望了解受访者在何时或在何种情

况下，会产生使用档案数据的需求动机、使用档案数

据的原因，并了解档案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访谈结果条缕分析如下：

5.1.1 使用档案数据的动机
历史学者找寻研究议题时， 特别需要档案作为

论文建构的材料， 通常是在研究题目构思之际，“需

要档案了解研究题目有哪些材料， 藉由目录检索先

确定题目是否有素材可以继续钻研”（受访者 H2）。
当研究进行中，需要特定档案数据帮助厘清疑点、提

供佐证或是从档案材料中挖掘新的观点论证史事。

(受访者 H1＆H2)
5.1.2 使用档案数据的原因
分析受访者进行历史研究会使用档案数据的主

要原因，在于档案数据具有：

(1)可提供同一事件多元思考的素材

学术研究比较专深， 一般出版品无法满足学者

对于特定研究议题较深入的信息， 而且历史研究有

交叉比对数据分析史实的必要， 所以历史学者不会

仅凭一般文献就能满足， 而是透过不同档案来源针

对同一事件所载内容加以分析。 (受访者 H1＆H2)
(2)可提供一手且唯一性的研究线索

由于历史研究需要开创新题材， 不可能只参考

前人著作进行研究，档案材料具有第一手史料特性，

且是唯一存在，适可提供历史学者研究的主要素材。

(受访者 H3＆H4)
(3)是提供代表官方观点的正式记录

档案是政府机构推动业务过程的记录， 记载了

国家政务发展的轨迹， 可提供政府机构对于社会事

务的正式记录。 (受访者 H9)
5.1.3 档案数据对于研究的影响
历史学者虽然都认同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

性，但对于研究上的影响程度却存在多元的看法，这

些观点包括：

(1)档案是进入研究情境重要的数据，但需要相

互交叉比对

虽然档案是帮助进入研究情境最重要、 最可靠

的数据， 但有些档案因撰写的角度与撰写人的政治

意识有选择性记载， 所以用于研究仍然需要交叉比

对，才能将偏见消除到最小的可能。

(2)研究历史不能脱离档案，档案是立论的依据

虽然有学者对于档案内容的客观性与记录角度

质疑， 但是档案还是对于理解过去历史提供了重要

信息，历史研究与文学不同，史学讲求研究要有立论

依据，是要凭着档案描述史实，而非个人研究认知。

(3)档案记载历史背景和演进过程，有助剖析事

件始末

档案多被历史学者称为一手史料， 是最接近历

史事实的数据， 进行学术研究势必需要运用最接近

历史事实的档案； 档案编排方式也是根据时间加以

组织， 有助于历史研究者厘清事件始末并观察未来

发展。

(4)档案资料的多寡与可用性，也会影响到史学

研究的趋势

历史研究的突破是讲求新资料的运用， 或是新

解释的提出，而新解释得以提出，往往又和发掘到得

以运用的新史料密不可分， 故每有新的档案对外开

放，总会引来一阵相关议题的研究热潮，研究者的议

题和论述几乎是与档案的应用密不可分。

5.2 信息寻求行为
5.2.1 找寻档案数据的途径

分析受访者找寻档案的检索方式， 归纳有几项途

径：

(1)利用检索目录以人名或事件名检索，并尽量

设想相关词汇

不少受访者经常使用档案在线检索目录， 检索

点以特定的人名或是事件名称查询， 再根据检索结

果修正检索策略， 通常需要尽可能将相关词汇罗列

交叉汇编检索。

(2)先浏览分类架构掌握全貌，再行检索调阅

也有受访者查询检索目录的方式是先浏览全宗

分类，由整体分类架构掌握机关业务职能关系，对于

整个全宗有整体了解，再辅以关键词检索特定档案，

可避免断章取义。

(3)分享同侪经验，并利用相关文献参考书目

对历史学者而言， 参加与研究主题相关之研讨

会，透过同侪讨论交流，能获得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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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找寻数据经验， 或是参考相关论文所附之参考文

献，都能获得与研究相关的信息来源。

(4)善用网络资源，进行跨地区数据检索比对

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达， 各种在线系统开

放网络检索服务，研究者可透过网络先行检索目录，

初步了解档案之间的关联与相关数据典藏地点，并

可透过目录检索系统比对不同馆藏对于相同事件典

藏数据的差异，从而可触发研究议题的多元思考。

5.2.2 寻求档案馆协助的程度
如果询问受访者在找寻档案过程是否会找档案

馆人员询问， 发现多数受访者并不会主动咨询档案

人员，因为认为档案人员所知有限，故只会询问程序

规定问题。

5.2.3 使用档案数据的困难
如询问受访者找寻或使用档案数据过程， 碰到的

主要问题或障碍，及其对于档案馆作业改善的建议。

受访者认为使用档案馆的主要问题为：

(1) 检索系统接口亲和性问题

由于目前档案检索多半仰赖在线检索系统，系

统接口好用性很重要。

(2)档案数字化质量问题

目前档案馆已数字化之档案， 仅提供影像文件

在线浏览不提供原件调阅， 但受访者却认为影像扫

描质量不佳， 影像模糊会影响阅览， 加上数字化过

程，人为失误产生拆卷错置问题，甚至因为数字化不

提供使用，都是让受访者对于数字化的批评。

(3)档案完整性问题

使用者最大的遗憾是遍寻不着与研究议题相关

的档案数据， 找不到档案数据有可能是采用不对的

检索策略，也有可能这样的档案本身就不存在，研究

者多半只能改弦易辙，调整研究方向。

(4)档案分类与描述问题

档案数据数量浩繁， 档案馆将档案组织描述后

提供检索，但档案描述人员并非全然是历史学专业，

对于档案目录的内容著录未臻完善， 导致研究者无

法找到相关案卷，显见档案描述工作的重要性，描述

人员应有相当历史学专长者较能胜任。

(5)档案限制应用问题

受访者最大的抱怨就是档案应用被限制问题，

档案内容可能存在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 基于利益

衡量原则存在应用限制，但限制应该是”最小的必要

范围”，档案馆对于限制的档案内容应该有明确的范

围说明，甚至注明基于何种条件下可以开放的时间，

对于不提供内容调阅的档案， 原则上目录应公开检

索。

5.3 引用档案动机与行为
此部分问题在于探求影响研究者决定引用档案

资料的背景因素， 以及引用档案资料可能遭遇的困

难。

5.3.1 影响引用的原因

访谈分析受访者决定引用和不引用档案数据的

原因，有各种观点，一般文献资源被引用可能受到数

据容易获取程度的影响， 此点对于档案的引用全然

不存在。归纳整理受访者表示影响引用档案之原因，

如下：

(1)内容可信度

由于档案的引用有为佐证史实， 故有受访者认

为档案具有可信度才有引用的价值。

(2)内容相关程度

不止一位受访者认为 “引用档案的原因还是与

研究主题的相关性是最主要的考虑， 相关度的判断

是佐证研究议题的强度， 真正跟文章有关让研究更

可靠， 才会引用。 ”（引述受访者 H3 & H6 说法代

表）

(3)具有代表性

由于存在相关的档案何其多， 受访者认为会被

引用是因为这件档案具有代表性， 可充分呈现论证

的观点。 ”孤证不举，如果一件事只有一个证据佐证

的话，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就不会使用这份档案。 ”

(引述受访者 H9 代表)
(4)档案产生者权威性

“引用要考虑是档案产生者， 也就是权威性考

虑，以及是否为最终的档案版本，案卷里面有很多相

关材料， 但有些只是当时呈阅的讹传， 不见得是史

实，所以档案材料的版本，也就是是否为最终值得相

信的记载是判断的条件。 ”(受访者 H1)
(5)是否曾被引用

“引用一个档案材料，通常会取决于这份档案是

否可以建立新的观点概念或是推翻前人的说法。 所

以，我认为引用档案有两个层次：一是别人没用过的

新材料；二是别人用过但诠释有误，可以推翻前人的

新见解。 ”(受访者 H2)
5.3.2 引用档案的问题
为探求使用者引用档案是否遭遇过问题， 询问

受访者在引用档案历程中， 曾面临主要的困难，包

括：

(1)档案缺漏问题

受访者认为虽然找到档案， 但是档案缺页或是

缺关键性的附件，还是无法引用，无法引述作为事实

的佐证，甚至在目录看到，但实体档案却不存在，同

样令人扼腕。因此，受访学者认为碰到档案不完整或

内容缺漏，会放弃引证这份数据，造成找到线索却无

法引用的情形。

(2)内容辨识困难问题

找到的档案可能因年代久远， 字迹涣散或是字

迹潦草难辨，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判读，内容识读问题

也会影响是否引用这些档案的意愿。

(3)引用如何标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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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关系， 部分档案的征引方式已发生改

变，以前是注明案卷号，现在则是一长串的数字档案

登录号码，如何让使用者引用该影像文件内容时，产

生明确的引注数据， 应该可以由档案检索系统提供

参考格式下载使用。

(4)档案调阅与限制使用问题

“档案管理单位擅自遮蔽档案内容，通常是以个

人隐私权或是国家政治敏感性为由， 既不开放大众

使用，也没有对外进行解密，都对专业学术研究有相

当大的阻碍。 ”（引述受访者 H7 代表）突显出档案管

理机构对于档案调阅的限制造成研究者应用档案的

障碍， 因为无法接触使用就无法加以引用传播该等

信息内容。

(5)档案佐证程度问题

也有受访者提及是否引用一份档案还是会严格

审视档案内容的真确性， 因为档案所载受到内容产

生者的观点所影响， 是否足以引用作为该项史实的

佐证，需要研究者再三考证斟酌，所以是否引用档案

数据还是会受到内容条件的影响。

6 结论

综合上述台湾历史学期刊论著引用文献与访谈

分析结果，归纳研究结论如下：

(1)台湾历史论著引用文献数量偏多，平均每篇

论著引用 67.7 篇，但引用档案数量比例不高，仅占

8.43％；被引用的档案数据类型以公文书最多。 此与

台湾档案机构多典藏公文书为主， 个人档案尚未受

到重视有关。

(2)“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与“蒋中正档案”是

经常被引用的档案全宗， 引用的档案馆藏地相当分

散，台湾国史馆、中研院等文史机构档案是经常被研

究者引用的馆藏， 国外则以与台湾近代史有渊源的

国家为主。

(3)台湾历史学者利用档案检索工具逐渐惯用

在线检索系统， 但认为目录著录质量与历史脉络层

级的呈现有待改善。如能加强档案脉络的呈现，针对

档案编排层级的关联性结构，提供层级浏览功能，将

可更贴近使用者的需求。

(4)台湾历史学者获取研究信息的管道，主要利

用档案馆检索系统与图书馆目录； 经常使用的数据

类型为档案与图书， 档案数据引用比例并不如图书

期刊， 主要是因学者需要找寻大量档案资料以建构

研究题目与研究方向， 但实际引用未必有直接佐证

档案存在， 档案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直

接引述内容，而是在于提供研究论述的观点。

(5)台湾历史学者找寻档案资料的途径，是以专

指性高之人名或事件名检索， 系统有相关词汇提示

或是相关案卷层级浏览功能会更贴近使用者需求。

检索系统全宗浏览功能可帮助使用者对于档案脉络

关联有整体架构，从而可探求事件相关发展的过程。

(6)影响引用档案的原因是相关程度与代表性；

引用档案的困难是档案缺漏、内容判读、引用标示与

调阅限制等问题， 认为引用档案应该建立较一致的

引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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