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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隨著網路與資訊科技的進步，檔案檢索工具已從書本或是卡

片形式，轉換為電子形式在網頁呈現，建置成為線上檢索工

具或是檔案資訊系統。線上檢索工具藉由典藏機構網站提供

服務，將更便於使用者檢索有興趣的館藏資源。但資訊檢索

系統發揮的效益與網站設計原則息息相關，檔案館建置之線

上檢索工具，能否提供使用者最佳的館藏檢索方式是值得關

注的問題。 

過去不乏檔案使用者研究顯示，使用者在瀏覽線上檔案檢索

工具時，往往歷經館藏層級瀏覽後，迷失路徑；使用者對於

檔案館提供的主題標目，經常感到困惑；也希望檔案館不只

是目錄查詢，最好能直接線上顯示數位內容。但最大的困難

則是系統採用很多術語是檔案人員所瞭解，但使用者則未必

知悉。顯然檔案人員慣常以資料為中心取向，進行館藏資源

描述，導致編製之檢索工具與使用者期待有所落差。值此資

訊系統不斷發展之際，檔案典藏機構需要根據使用者需求分

析，重新思考檔案系統呈現的資訊方式，以促進使用者能與

系統產生更有效的互動。 

因此，如何加強檔案資訊系統的易用性，提供使用者有效率

的檢索檔案資訊系統是重要議題。系統「易用性」

（Usability）設計是讓系統能夠符合使用者的習慣與需求，

藉由易用性測試也可瞭解系統容易使用的程度。易用性測試

通常關注系統使用介面，特別是有關使用系統的效益、效率

與滿意程度。 

本研究主要進行任務取向之系統易用性評估，藉由使用者操

作系統之實測觀察方式，分析使用者檢索歷程與操作過程，

再輔以深度訪談方式，探知使用者對於操作系統的看法與意

見。另以問卷調查表用於系統測試後瞭解使用者對於操作系

統之滿意度。本研究以國內具有指標意義之檔案管理局「國

家檔案資訊網」進行實測分析，瞭解使用者與系統互動之情

況，同時分析美、英、加等國家檔案資訊系統介面設計與功

能現況，俾於相互比較，瞭解優劣。 

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容易失敗之原因，

包括：（一）無法順暢使用非 IE 瀏覽器；（二）「進階搜

尋」圖示不明顯；（三）「全宗(機關)代碼查詢」功能不易

理解；（四）檢索結果排序功能用語失當；（五）無法直觀

理解系統層級瀏覽功能；（六）調閱申請操作步驟繁複；

（七）操作指引內容解說不夠詳盡；（八）功能系統回應速

度較慢等原因。最終，根據結論，提出國家檔案資訊系統功

能改善之建議，並進而歸納提出系統易用性設計之原則。 

 



中文關鍵詞： 檔案檢索工具；檔案資訊系統；使用者調查；易用性測試 

英 文 摘 要 ： Usa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r＇s needs of a 

system or a product to reach their goals and the 

user＇s satisfactio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Usability testing can help to realize how easy-to-use 

of a system. The majority thinks that usability is 

related to interface, especially to the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conducted task-based usability testing,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obtain 

users＇ perspectives for online finding aids. 

Questionnaires also were taken to measur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ystem after users testing. 

National Archives Access Service System,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will 

b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usability questions 

about navigation, access function, display, and 

terminology of online system. This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regarding how users navigate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how archivists might design 

interfaces that facilitate efficient search 

strategies. The interfaces and functions in National 

Archives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are taken as examples to explain their 

state-of-the-art.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Browsers 

of non-Internet Explorer can＇t display smooth. (2) 

Advanced Search icon is unapparent. (3) Collection 

Identifier can＇t be realized. (4) The commentary of 

result sorting is blurred. (5) The function of browse 

by hierarchy can＇t understand intuitively. (6) The 

procedure of order and view records is complicated. 

(7) The user help and search guide aren＇t detailed 

enough. (8) The response time of system is slow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 suggestions will be 

proposed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interface functions 

and draft the principles of system usability design. 

英文關鍵詞： archival fonding aids；online finding aids；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user survey；usability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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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網路與資訊科技的進步，檔案檢索工具已從書本或是卡片形式，轉換為

電子形式在網頁呈現，建置成為線上檢索工具或是檔案資訊系統。線上檢索工具

藉由典藏機構網站提供服務，將更便於使用者檢索有興趣的館藏資源。但資訊檢

索系統發揮的效益與網站設計原則息息相關，檔案館建置之線上檢索工具，能否

提供使用者最佳的館藏檢索方式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過去不乏檔案使用者研究顯示，使用者在瀏覽線上檔案檢索工具時，往往歷

經館藏層級瀏覽後，迷失路徑；使用者對於檔案館提供的主題標目，經常感到困

惑；也希望檔案館不只是目錄查詢，最好能直接線上顯示數位內容。但最大的困

難則是系統採用很多術語是檔案人員所瞭解，但使用者則未必知悉。顯然檔案人

員慣常以資料為中心取向，進行館藏資源描述，導致編製之檢索工具與使用者期

待有所落差。值此資訊系統不斷發展之際，檔案典藏機構需要根據使用者需求分

析，重新思考檔案系統呈現的資訊方式，以促進使用者能與系統產生更有效的互

動。 

因此，如何加強檔案資訊系統的易用性，提供使用者有效率的檢索檔案資訊

系統是重要議題。系統「易用性」（Usability）設計是讓系統能夠符合使用者的

習慣與需求，藉由易用性測試也可瞭解系統容易使用的程度。易用性測試通常關

注系統使用介面，特別是有關使用系統的效益、效率與滿意程度。 

本研究主要進行任務取向之系統易用性評估，藉由使用者操作系統之實測觀

察方式，分析使用者檢索歷程與操作過程，再輔以深度訪談方式，探知使用者對

於操作系統的看法與意見。另以問卷調查表用於系統測試後瞭解使用者對於操作

系統之滿意度。本研究以國內具有指標意義之檔案管理局「國家檔案資訊網」進

行實測分析，瞭解使用者與系統互動之情況，同時分析美、英、加等國家檔案資

訊系統介面設計與功能現況，俾於相互比較，瞭解優劣。 

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容易失敗之原因，包括：（一）無

法順暢使用非 IE 瀏覽器；（二）「進階搜尋」圖示不明顯；（三）「全宗(機關)代

碼查詢」功能不易理解；（四）檢索結果排序功能用語失當；（五）無法直觀理解

系統層級瀏覽功能；（六）調閱申請操作步驟繁複；（七）操作指引內容解說不夠

詳盡；（八）功能系統回應速度較慢等原因。最終，根據結論，提出國家檔案資

訊系統功能改善之建議，並進而歸納提出系統易用性設計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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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develop, 

archives have moved finding aids from bookshelves and card catalogs into 

the websites that are named online finding aids or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s. Online finding aids available through repository websites are 

intended to facilitate the discovery of archival collections in which 

users might be interested. However, website designers＇ design principles 

can greatly influenc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on any 

websites.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fore to discuss whether online 

finding aids really provide the best means of access to archival 

collections. 

According to archival user surveys found that users became lost in 

the hierarchy of the finding aids, and were confused by subject headings. 

Users also expected resources to be available online rather than only 

offer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The most difficulties were that archival 

terminology was unintelligible to users. In the past, the archivists have 

often taken a materials-centric approach to depict collections, and that 

consequently, the finding aids do a very poor job of meeting users＇ needs. 

Increasingly, archival repositories are designing their online finding 

aids on the web. Archival repositories need to rethinking the display of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will lead to more effective user interactions, 

and that reformatting should b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user needs.  

Therefore, how to enhance the usability of online finding aids so that 

users can be satisfied with the efficiency of the archives system becomes 

a critical issue. Usa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r＇s needs of a 

system or a product to reach their goals and the user＇s satisfaction 

throughout the process. Usability testing can help to realize how 

easy-to-use of a system. The majority thinks that usability is related 

to interface, especially to the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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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conducted task-based usability testing, observation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obtain users＇ perspectives for online finding 

aids. Questionnaires also were taken to measur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system after users testing. National Archives Access Service System,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will b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usability questions about navigation, access 

function, display, and terminology of online system. This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regarding how users navigate 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how 

archivists might design interfaces that facilitate efficient search 

strategies. The interfaces and functions in National Archives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 are taken as examples to 

explain their state-of-the-art.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Browsers of non-Internet 

Explorer can＇t display smooth. (2) Advanced Search icon is unapparent. 

(3) Collection Identifier can＇t be realized. (4) The commentary of result 

sorting is blurred. (5) The function of browse by hierarchy can＇t 

understand intuitively. (6) The procedure of order and view records is 

complicated. (7) The user help and search guide aren＇t detailed enough. 

(8) The response time of system is slow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 

suggestions will be proposed for improving the system interface functions 

and draft the principles of system usability design. 

 

 

 

關鍵字：檔案檢索工具；檔案資訊系統；使用者調查；易用性測試 

Keywords: archival fonding aids；online finding aids；archival 

information system；user survey；usability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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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陳述 

檔案檢索工具是檔案數量成長後的必然發展，數量龐大的檔案資

訊無法僅憑人類所謂的博學強記，就能迅速找到所需的檔案材料，為

瞭解決數量浩繁的檔案管理與使用查詢需求，檔案檢索工具與檔案資

訊系統因而產生。檔案檢索工具（finding aids）是檔案館對於典藏

檔案之實體(physical)或智能(intellectual)描述性的工具，可藉此

對該檔案館的特定館藏資訊進行檢索。（Edgecombe,1993,p.248）檔

案檢索工具是使用者在檔案檢索活動中，按照一定的檔案實體特徵、

主題範圍或內容要項，進行檔案資訊查詢的工具，不僅是檔案應用的

基礎，更是館藏控制的重要依據。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檔案檢索工具多以電子形式呈現，所建置

之檔案資訊檢索系統（簡稱檔案資訊系統）是一個介於檔案使用者與

檔案資訊總體之間的一項設施，是根據特定目的將檔案文獻依照檢索

語言進行著錄與標引後，按一定的結構次序組織起來，並透過自動化

系統提供檔案文獻檢索的方式。 

過去使用檔案館藏僅為少數研究人員的需求，研究人員多半可尋

求檔案館參考諮詢人員的協助檢索查詢館藏，但政府資訊公開之後，

檔案應用對象擴及一般使用者，背景多元之使用者，期許檔案資訊系

統應該更簡便而易於操作。根據國際檔案理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Committee)的觀點，認為檔案資訊系統的基本

功能應是：能提供檢索檔案館藏資訊；是正確、一致而具有解釋性的

館藏檢索工具；並可呈現多層次的描述格式，以展現檔案資料的內容

與關係。（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Committee on 



 

2 

Descriptive Standards,2002）但並非所有檔案資訊系統均能符合使

用者期待，國外不少實證研究顯示，檔案館一廂情願所建置的檔案資

訊系統往往與使用者需求意願相違，使用者認為檢索檔案資訊，並不

是一件容易的事。（Rosenbusch, 2001,p.46; Duff & Johnson, 

2002,p.472; Cox,2007,p.9）因此，如何瞭解使用者線上系統檢索行

為，並建置功能完善之檔案資訊系統成為重要研究議題。 

國內檔案典藏機構，近年來在「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支持

下，陸續進行珍貴檔案史料的數位典藏及檔案檢索工具的建置，如：

國史館的「史料暨史籍資料庫檢索系統」、國史館臺灣文獻館的「臺

灣總督府檔案數位典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館的「近

史所檔案館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國立故宮博物院與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合作之「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國家數位典藏計

畫」，均已建置檔案資訊系統，並陸續將檔案全文掃描，提供使用者

透過網際網路檢索。而國外國家檔案館建置之檔案資訊系統亦已行之

有年，著名的系統，如：美國的 ARC（Archives Research Catalog）、

英國的 PROCAT（Public Record Office Online Catalogue）與 A2A

（Access to Archives），甚至加拿大、澳洲、紐西蘭等國，均有代

表性之國家檔案資訊系統。我國檔案中央主管機關「檔案管理局」目

前亦已建置提供行政機關現行文件目錄查詢之「機關檔案目錄查詢

網」，亦有「國家檔案資訊網」提供國家檔案目錄檢索與影像調閱瀏

覽服務。 

目前國內各檔案典藏機構各自發展系統，系統功能與建檔內容殊

異，造成使用者操作檢索檔案資訊極大的負擔。加上研究顯示國內各

檔案館因缺乏資訊專長人員，又因成本經費考量，主要都是由機關擬

定系統功能需求書，再委外由廠商開發系統，或有部分機關與中央研

究院計算中心技術合作開發系統。但整體而言，各機關認為系統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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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運與新增功能需求都是負擔。（林巧敏，鄭伊廷，2011，頁 91）

故系統一旦開發完成啟用後，往往少有機會檢視系統或新增修改系

統。再者，委外雖是最經濟和便捷的方式，但也導致各館檔案資訊系

統功能分歧，使用者不僅須熟習不同的檢索介面，對於系統使用評價

落差也很大。因此，在系統開發初始，如何設計一個符合使用需求的

檔案資訊系統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特別是在目前國內檔案資訊系統正

值陸續發展與改版之際。 

此外，因應檔案資訊系統的逐漸發展，檔案界開始重視使用者研

究議題，亦不乏對於檔案資訊檢索系統之研究，過去多半採用觀察、

問卷、訪談或焦點團體等調查方式，分析檔案資訊系統使用者之檢索

需求及其對於系統的意見，期許藉由對檢索過程與問題之瞭解，作為

系統改善之參考。問卷或訪談等調查方式固然可探知使用者意見，但

仍屬使用者主觀認知，對於瞭解使用者線上實際操作歷程與操作錯誤

處，只能瞭解使用者可記憶或可回顧的部分問題。因此，如果著重系

統功能之評估，宜採實測觀察方式，進行系統易用性評估，雖然圖書

資訊領域已有系統易用性評估實例，但檔案資訊系統使用研究關注系

統易用性評估者不多。 

本研究希望先藉由文獻分析瞭解國外檔案資訊系統建置發展整

體情況；並藉由系統易用性（usability）評估程序，實際以國內具

有指標意義的檔案管理局「國家檔案資訊網」進行實測分析，藉由使

用者操作系統之實測觀察方式，分析使用者檢索歷程與操作過程，再

輔以問卷調查與深度訪談方式，探知使用者對於操作系統的看法與意

見，不僅可瞭解使用者與檔案系統互動之情況，進而可探討檔案資訊

系統介面存在之易用性問題，期許可供國內檔案資訊系統設計與功能

改善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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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主要是藉由文獻分析瞭解國外檔案資訊檢索系統

發展過程與規劃重點，並藉由使用者實際檢索國內檔案資訊系統過

程分析，探究使用者檢索國家檔案資訊系統之使用行為，記錄檢索

過程障礙與檢索滿意程度，並檢視系統瀏覽、查詢指令、結果呈現、

操作說明與個人化服務等系統功能易用性評估結果，進而輔以深度

訪談方式，瞭解系統符合使用者需求情形及其對於系統功能滿意度

與意見，期許藉由分析國內目前檔案資訊系統檢索功能設計之優

劣，提出系統功能改善之建議，並歸納有關檔案資訊系統介面設計

應考量之基本原則。具體研究目的條列如下： 

一、 瞭解國內外檔案資訊檢索系統發展歷程與系統規劃整體概況，

比較國內外差異，提供國內對於檔案資訊系統整體政策規劃之

參考。 

二、 藉由系統易用性評估原則，實際分析使用者檢索國家檔案資訊

系統之檢索過程，瞭解檔案使用者檢索行為與系統符合使用者

需求情形。 

三、 探討分析國家檔案資訊系統之優劣，以及使用者對於系統使用

經驗之感受與意見，提供國家檔案資訊系統本身功能改善建議。 

四、 綜合分析檔案資訊系統易用性評估與使用者意見調查結果，歸

納提出我國檔案資訊系統設計應考量之通則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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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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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於整體研究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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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之限制：有鑑於各別資訊系統功能設計重點與使用對象

不同，各別系統實測都具有唯一性特質。本研究欲探析「國家檔

案資訊網」介面設計是否符合使用者需求，故針對此一系統進行

實測分析，研究結果可直接反應此系統改善需求，但不盡然適用

其他系統介面問題，然可期許研究過程與檔案檢索介面設計通

則，可供同質性研究之參考。 

三、實測研究對象之限制：本研究為瞭解使用者查詢系統之過程，徵

求系統使用者進行實測，參與實測者以政治大學歷史相關系所師

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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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檔案資訊系統功能需求 

長久以來檔案管理人員埋首於大量的文件、照片、磁帶與錄影音

資料之整理，檔案檢索工具原為紙本形式，因 MARC-AMC 與 EAD 等機

讀目錄格式的產生，使檔案資訊檢索有革命性的改變。檔案資訊檢索

系統是使用者找尋浩瀚檔案資源的重要指引，因網路與資訊技術的發

展，檔案檢索由原本的紙本轉變為電子線上形式，線上檔案資訊系統

相較於傳統紙本檢索工具，具有檢索速度快、檢索點較多、便於資源

共享、檢索結果輸出靈活等長處，也能藉由連結功能提供使用者悠遊

檔案層級結構之間，瀏覽相互關連的案卷與人名、地名權威等資訊。

（Meagher, Brown & Fisher,2000,pp.44-45）但每個線上檢索系統

界面設計不盡相同，也不是所有的線上系統都很容易使用。系統必須

擁有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檢索功能，具有易於學習和操作的使用介面，

並適時提供必要的輔助說明，才能將使用者線上查詢操作，可能遭遇

的問題降到最低。但如何建構一個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檔案資訊檢索系

統，則需要藉助檢索系統評估，瞭解系統滿足使用者需求的程度。 

影響檔案資訊系統檢索品質的問題，在系統規劃與資料建置過程

中，影響因素包括：（馮惠玲，1999，頁 10-12；王向明，2001，頁

19-20） 

（一）資料著錄的詳簡程度 

資料著錄時如果能對於檔案材料的特徵描述比較細緻，蘊含的資

訊量較多，檢索時就能提供較多的檢索判斷條件。但著錄詳簡程度與

資料建置成本有關，不必然是愈詳細愈好，詳盡程度以能完整描述資

料特性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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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標引的深度與專指性 

編製檢索工具對檔案內容分析愈透徹，標示出反映內容的主題詞

組愈貼切、愈具體，日後就愈能根據這些代表文件的主題詞彙找到這

份文件，主題標引詞彙如採用控制詞彙，固然能因具有良好詞彙結

構，有助於檢索回現率與精確率，但是維護成本較高且不具彈性；如

果採自然語言，雖然具有索引作業快、與使用者用語符合的優點，但

是對於同義、同類的相關詞彙未加以組織，容易造成檢索錯誤的連結。 

（三）靈活運用檢索方法與策略 

透過檢索問題分析，儘量準確的表達檢索需求，合理選用與之相

對應的檢索工具，並熟悉各項檢索工具之特點與收錄範圍，將檢索需

求以檢索系統語言進行查詢，必要時不以查詢一種工具為限，要能靈

活運用各種工具，可根據檢索結果修正檢索策略，以求得最理想之檢

索結果。 

（四）提高檢索資料庫品質與功能 

資料庫建置過程需要考量界定資料收錄範圍，並要求資料鍵入正

確、著錄精準，系統檢索介面功能要講究親和性，透過使用者研究瞭

解使用行為，並據以設計貼切使用需求之檢索系統功能。為了確保檔

案目錄資料庫品質，對於檔案目錄建檔資料應訂定規範及作業手冊，

需要加強教育訓練提昇著錄人員素質；既然目錄著錄過程，因人為或

系統缺失導致內容錯誤是無法避免的，需要建立檢核的機制，找出錯

誤所在，進而可加以修正，所謂的「檢核」是依據標準，檢查書目紀

錄本身有無錯誤，在書目資料匯入資料庫之前，可藉由資料校閱的程

序，檢視目錄內容有無任何錯誤的情形，以減少錯誤的比率。（林巧

敏，2004，頁 82-83） 

雖然系統建置目的在於提供查詢，使用者也希望能以最迅速方

式、最短時間、取得最符合需要的檔案資訊資源。但不乏實證研究顯



 

9 

示檔案資訊系統存在不少令人詬病之處，主要問題包括： 

（一） 檔案層級瀏覽容易迷失路徑 

根據 B. Altman 與 J.R. Nemmers 的研究顯示，使用者進行檔案

目錄層級瀏覽時經常迷失路徑,系統畫面應該呈現目前所屬層級位

階。E. Yakel 與 J.C. Chapman 等人的實證研究，也同樣提出使用者

對於系統所呈現之檔案編排層級架構的瀏覽功能，往往歷經館藏層級

瀏 覽 後 ， 而 不 知 身 在 何 處 。（ Rosenbusch,2001,p.50; 

Alman,Nemmers,2001,p.126;Yakel,2004,p.68;Chapman,2010,p.26） 

（二）過多專業術語難以理解 

根據 Rosalie Lack 的分析認為，檔案系統採用很多術語是檔案

人員瞭解，但使用者未必知悉。（Lack,2006,p.77）使用者甚至對於

「行政資訊」（administrative information）此類檔案描述欄位名

稱，無法直觀理解，Wendy Scheir 建議檔案資訊系統應該提供專業

術語的超連結解釋，可幫助使用者理解介面功能選項的涵義。

（Scheir,2005,p.72） 

（三）檢索結果無法連結呈現全文 

使用者對於資訊檢索系統的期許也不只是目錄查詢，更希望能在

檢索結果直觀點選，線上呈現檔案的數位內容。（Lack,2006,p.77） 

（四）不恰當的社群參與功能設計 

由於 WEB 2.0 風潮帶來強調使用者參與之介面設計，但 R. Lack

的研究顯示使用者對於熱門推薦的功能可能感到興趣。

（Lack,2006,p.79）但檔案資訊系統提供使用者評論（comment）與

標籤（tag）功能並不實用，因檔案資訊專深性較高，學者專家提供

的評論或許可用，但一般社會大眾參與評論並無價值，M.G.Krause

與 E. Yake 也曾分析檔案資訊系統線上評論功能，發現使用者幾稀，

歷經 6 個月只有 17 則評論，顯然此類社群參與功能在檔案資訊系統



 

10 

致用性不高。（Krause,Yakel,2007.p.298） 

J.G. Daines 與 C.L. Nimer 則進一步歸納前人研究文獻，認為

檔案資訊系統普遍存在的檢索問題，包括：檔案階層顯示不清、案件

層級檢索功能不佳、文字區塊的過度使用以及過多的專業術語等狀

況。（Daines,Nimer,2011,p.7）現階段檔案學者對於檔案檢索工具的

評論，也並不友善，W. M. Duff, C.A. Johnson 與 Helen R. Tibbo

等人認為許多使用者並不瞭解如何檢索檔案資訊系統，甚至認為在檔

案館找尋資訊並不容易，因而建議檔案館應該跳脫全宗檢索和書目指

導的傳統思維，真正瞭解使用者線上檢索行為，才能設計符合使用者

需求之檔案資訊系統，讓使用者不需個別指導即可線上操作。（Duff & 

Johnson,2002,p.472.;Tibbo,2003,p.29） 

根據既有的檔案資訊系統使用研究在在顯示，檢索系統的功能如

果缺乏使用者導向設計，勢必和使用者能力與期許產生落差。目前國

內檔案典藏機構不乏已建置檔案資訊系統者，系統的建置往往需要機

構投注相當人力與資源，如果系統功能與使用需求相左，致使系統不

受使用者青睞，殊為可惜。現今臺灣地區檔案資訊系統使用人次相較

於國外檔案資訊系統造訪人次數量，相形見拙。雖然不同資訊檢索系

統有其規劃設定之服務對象、資料收錄特性與系統功能，不能全然以

使用次數評估系統價值，但系統介面「易用性」（Usability）設計，

應是所有系統一致性的目標。 

檔案資訊系統介面如能符合使用者需求導向設計，自可降低使用

者檢索系統的障礙。「易用性」是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念，

易用性設計的重點在於讓系統能夠符合使用者的習慣與需求，藉由易

用性測試也可瞭解系統容易使用的程度。如能藉由研究分析，瞭解國

內檔案資訊系統介面易用性問題，將有助於系統功能提升，改善如前

述研究顯示檔案系統不易檢索的刻板印象，進而提升檔案資訊系統使

用人次。 



 

11 

目前國內檔案資訊檢索系統，尚無進行系統易用性評估之實證研

究，但系統介面設計之良莠，則深刻影響使用者的檢索表現與使用滿

意度。適值國內檔案資訊系統紛紛建置之際，實有必要探討檔案資訊

系統易用性設計問題。 

 

第二節 系統易用性評估設計 

「易用性」（Usability） 這個名詞目前中譯有優使性、使用性、

易用度、易用性、好用性、可用性等不同的翻譯名稱（維基百科，

2011），本研究參考在網路資源較常出現之「易用性」稱之。 

「易用性」是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念，剛開始只是人機

介面(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研究中的一個關鍵性概

念，並沒有明確的定義與評估方法，近年來隨著使用者資訊需求研究

的興起，其概念現已擴展到針對各種產品或服務，並且與使用者經驗

聯結在一起。1980 年代，系統設計師和學者曾提出「使用者友善」

(user friendly)的概念，強調產品設計與開發，應以使用者為中心

進行設計，而非使用者遷就產品或機器，然隨著時間的演進，目前「易

用性」已逐漸取代「使用者友善」一詞的使用，被廣泛用於對系統設

計之要求。 

「易用性」的定義，根據 Jeffrey Rubin 的看法，認為所謂網站

易用性就是在網際網路的介面環境下，讓使用者能夠有效率、輕鬆地

利用電腦系統所提供的功能，並擁有讓使用者容易閱讀、輸入及搜尋

資訊的輔助設計，以利迅速達成使用目的。（Rubin,1994,p.10）另

根據國際標準組織制定的 ISO 9241-11《易用性指南》（Guidance on 

Usability）對「易用性」的定義為：一項產品能以有效率

(Efficiency)、有效能(Effectiveness)且令人滿意(satisfaction)

的方式，讓特定的使用者達成指定的目標。（Usability Net,1998）

易用性專家 Jakob Nielsen 則認為易用性是在衡量使用者和網站、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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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軟體等設備互動經驗的指標。(Nielsen, 1993, p.23.) 因此，可

歸納易用性主要是用於評估使用者認為特定系統是否易用的標準，其

衡量過程除了在乎使用者使用系統的效率外，也包括使用過程是否能

提供美好的使用經驗。 

「易用性」的特點與評估準則，依據 Jakob Nielsen 在《易用性

工程學》(Usability Engineering)一書中所列，易用性應具備以下

五種特點：（Nielsen,1993,p.6） 

（一） 學習性(learnability)：使用者在首次面對從未使用過的

系統時，能輕易地學習如何使用，並順利完成一些基本的

任務。 

（二） 助記性(memorability)：使用操作易於記憶，使用者即使

非長期使用也能容易回溯過去的使用經驗，而不需重複學

習，亦即系統的功能和操作方式具有助記性。 

（三） 容錯程度 (error frequency and serverity)：系統必須

盡量降低錯誤率的發生，讓使用者容易從錯誤中回復任

務，且在錯誤產生時，使用者也能瞭解錯誤的原因，並調

整使用的方式。 

（四） 使用效率(efficiency of use)：使用者能有效率地掌握操

作邏輯並使用系統，且產生良好工作效能。 

（五） 滿意度(subjective satisfaction)：系統應提供使用者愉

悅的操作經驗，滿足其主觀的喜好。 

根據上述「易用性」評估的特點，為了讓設計者在設計系統或使

用介面時，能有可供依循的設計原則，研究者藉由實證經驗累積，歸

納提出對於系統易用性的設計準則，包括：（Pearrow,2007,p.193；

魏澤群，2007，頁 13-8） 

（一） 可視性原則(visibility of system status)：系統必須在

合理的時間裡作出反應，讓使用者能夠了解系統進行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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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二） 設計必須對應真實世界的情況(match between system and 

real world)：系統設計必須採用使用者熟悉的語言、概

念、邏輯、習慣。 

（三） 由使用者掌握控制權(user control and freedom)：系統

設計必須讓使用者能夠感到自由，並能控制操作的過程。 

（四） 一致性原則(consistency and standards)：系統內容每頁

版面要有一致性，尤其是頁面中的一些重要元件，以及頁

面與頁面之間的風格差異不可過大。 

（五） 避免出錯(error prevention)：介面設計要避免讓使用者

在操作過程中產生錯誤，若操作錯誤，也要能讓使用者了

解錯誤發生的原因及如何改進。 

（六） 直覺化的介面(recognition rather than recall)：系統

設計必須讓使用者在看到的同時就瞭解操作方式，而不是

讓使用者在嘗試許多錯誤後，才學習到系統的正確使用方

法。 

（七） 具有彈性的設計(flexibility and efficience of use)：

系統設計必須提供不同導覽方式，讓具有不同使用經驗的

使用者都能輕易使用。 

（八） 美觀與極簡化設計(aesthetics and minialist design)：

系統的視覺設計與內容必須簡潔，與使用者任務無關的內

容或視覺效果，如造成使用困難，應予刪減。 

（九） 幫助使用者了解錯誤發生的原因並解決問題(help users 

recognize, diagnose, and recover from errors)。 

（十） 提供輔助說明(help and documentation)：系統必須提供

清楚且容易理解的說明文件，以協助使用者解決問題。 

上述系統易用性的特點與原則，雖可提供不同資訊系統在進行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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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評估的基本評量標準，但個別資訊系統因其資訊內容與使用對象

不同，而各有獨具之資訊生態，進行系統易用性評估適合以個案方式

進行，可根據上述基本原則，逐一檢視特定資訊系統符合易用性標準

之程度，並據以作為系統功能改善之依據。 

系統易用性評估有許多方法，進行時需取決於研究對象性質、所

處的設計階段與周邊資源的整合情形與研究目的，實際進行評估時可

將不同的評估方法結合，並視評估目的謹慎考慮各種方法之間的比

重。Jakob Nielsen 曾提出九種易用性評估方法，包括：啟發式評估

法(heuristic evaluation)、績效量測法(performance measures)、

放聲思考法(thinking aloud)、觀察法(observation)、問卷調查法

(questionnaires)、訪談法 (interviews)、焦點團體法 (focus 

groups)、記錄實際使用法(logging actual use)、使用者回饋法(user 

feedback)。（Nielsen,1993,p.25）但經常被使用的評估方法為：

（Preece,1998,p.32） 

（一） 分析法(analytic)：利用正式或半正式的使用者介面描述

去預測使用者表現。 

（二） 專家法(expert)：在易用性評估原則引導下，由專家參與

易用性評估測試團隊，也被稱為「啟發式評估(heuristic 

evaluation)」。「專家」指的是擁有使用者介面設計或人因

工程相關實務經驗的人，扮演一般使用者角色進行評估系

統，並描述自身所假設的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三） 觀察法(observation)：由使用者實際操作系統介面時，進

行使用行為觀察與記錄，觀察的地點可選在易用性實驗室

(usability laboratory)或使用者的工作環境進行，但需

對使用者的干擾降到最低。 

（四） 調查法(survey)：利用問卷調查或是訪談的方式，試圖取

得使用者對系統使用介面的主觀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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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實驗法(experimental)：使用科學實驗方法印證使用者對

於使用某個系統介面的假設。 

其中，特別是實測觀察方式，有別於訪談或問卷調查之主觀意見

表示，而被廣泛應用於易用性評估，是由受測者進行實際操作，並從

中觀察使用行為與記錄過程。至於參與受測之使用人數，根據 Jakob 

Nielsen（2000）的建議，如以最少的 5 位具代表性的受測者參與測

試，可發掘將近 85％的問題，如能募集 15 位受測者進行實地測試，

則可發掘將近 100％的問題。（Nielsen,2000） 

Nielsen 的說法是基於受測者人數與發現問題數量統計，得出計

算公式：（Nielsen & Landauer,1993） 

Found(n)=N(1-(1-L)
n
) 

假設參與實地測試的人員數量為 n，N 為系統易用性測試發現的

問題總數，L 是各別單一測試人員的問題發現率。統計發現，多數測

試者的平均問題發現率為 31%。當 L=31%時，可以得到如下曲線：（圖

2.1） 

 

 

 

 

 

 

圖 2.1 測試者人數與發現問題數量關係統計圖 

資料來源：Nielsen, J.（2000, March 19）. Why You Only Need to Test With 

Five Users. Retrieved November 2, 2011, from 

http://www.useit.com/alertbox/200003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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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測試者為零時，發現的問題數目自然是零，亦即“零測試零發

現＂。當第一個測試者參與，可發現將近三分之一的系統設計易用性

問題，當第二個測試者參與測試時，可發現有一部分的問題是和第一

個測試者重複的；第二個測試者可以發現一些不同於第一個測試者的

問題，但發現新問題的數量不及第一個測試者的最初發現；第三個測

試者找到的是與前兩者更多重合的系統問題，第三個測試者雖能發現

少量的新問題，但數量遠不及前兩個測試者。一旦加入更多的測試人

員，會發現一個現象，就是隨著人數的增加，重複發現的問題一再出

現，新問題的發現率開始下降，顯然不再需要更多的測試者重複發現

相同的問題。（Nielsen, 2000） 

綜合上述進行易用性評估設計之文獻，可知易用性評估雖有一般

性的使用介面評估原則，但個別系統因資訊內容與使用對象不同而各

具特色，易用性評估應針對個案方式進行。系統易用性評估方法多

元，但各種評估方法有其適用之時機與評估目的，觀察法、訪談法或

是問卷調查法是多數情境可適用之方式，如進行實測觀察，參與受測

人數 5名，是最具經濟效益的方式，可以發掘八成五的系統問題，如

果希望達到掌握瞭解 100％的問題，則需要到 15 名受測者。 

 

第三節 檔案資訊系統使用調查 

前述釋義說明檔案資料經過選擇、徵集與概念分析後，藉由特定

的詞彙轉換，將足以代表原始檔案文獻的簡要訊息，轉化為書目紀

錄，而建置成為檔案資訊系統。檔案資訊系統檢索功能的良莠，深刻

影響使用者對於系統效能認知與觀感，為了提高使用者對於檢索結果

的滿意程度，需要瞭解使用者檢索行為並據以加強系統功能改善。因

此，對於資訊檢索行為之研究，探討重點多半關注使用者在檢索線上

系統時，檢索過程的障礙與問題，以便瞭解使用者和資訊檢索系統之

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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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檔案資訊系統之使用研究，較偏向採使用意見調查方

式，分析使用者常用之檢索系統、檢索點與檢索詞彙等面向，提供檢

索系統功能及畫面欄位設計之參考。1977 年 Michael E. Stevens 首

先對威斯康辛州 123 位擁有博士學位的歷史學者進行問卷調查發

現，正式的檔案檢索工具只有「國家聯合手稿目錄」（NUCMC）是比較

常用的系統，而在查詢檔案資料時，這些學者最常使用人名與主題查

詢，但仍以專指性較高的人名查詢為主。（Stevens,1977,pp.64-74） 

Jone Garmendia 則以英國公文書館（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檔案目錄檢索系統（Public Record Office Catalogue，PROCAT）進

行研究，利用系統查詢過程記錄與線上意見箱，分析系統使用對象、

經常被使用的館藏與使用者問題，結果發現系統改用 WEB 介面後，大

幅提昇了系統的使用率，增加將近六成的新使用者，檢索主題以政治

史料為最多（21﹪），並歸納出最常被檢索的文件系列（record 

series）排行榜，作為館藏發展之參考；研究結果針對系統設計、資

料內容與使用者檢索策略等三方面提出建議，最終根據使用者意見建

議目錄題名與範圍註應該更清楚，並希望系統增加切截與相關案卷連

結的功能。（Garmendia,2002,pp.52-53） 

B. Altman 與 J.R. Nemmers 由簡稱 POLARIS（Pepper Online 

Archival Retrieval and Information System）的檔案資訊檢索系

統抽樣使用者，進行問卷調查與焦點團體討論，瞭解使用者對於檢索

系統的滿意度，多數使用者均同意線上系統比傳統檢索工具檢索效果

佳，線上輔助說明功能有助於系統操作指引，但對於線上系統服務方

式的質疑是授權使用範圍、收費與操作技術上的問題。（Altman & 

Nemmers,2001,pp.127-129） 

2001 年 A. Rosenbusch 曾選取美國、英國、澳洲等地的重要檔

案資訊檢索系統，透過網路線上瀏覽觀察並加以分析比較系統功能，

分析項目包括：資料描述層級、系統畫面親和性、檢索結果排序方式、

結果顯示功能、資料連結功能以及系統特色，發現半數以上的系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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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同層級顯示與瀏覽的功能，檔案著錄方式多半根據 ISAD(G)，檢

索結果排序功能則以提供相關度排序為主，查詢結果顯示方式各系統

之間差異不大，並建議未來需要進行使用者檢索行為之實證研究，以

掌握系統真正被使用的情形。（Rosenbusch,2001,pp.47-52） 

E. Yakel 與 D.A. Torres 則徵求密西根大學校內曾經使用檔案

經驗者，以半結構訪談方式瞭解 28 位受訪者意見，發現多數使用者

難以理解系統呈現的檔案術語，且多半使用者在查詢過程需要專人指

導，因而建議檔案資訊系統應該符合易用性設計，讓使用者不需指導

即可自行操作。（Yakel & Torres,2003） 

2004 年 C.J. Prom 利用問卷調查法、觀察法與訪談法，分析使

用者線上檢索行為及其對於檢索工具的意見，發現初次檢索者檢索時

間較長，缺乏檔案專業背景者使用檔案線上系統遭遇的問題較多，使

用者在館藏層級（collection-level）與案卷層級（folder-level）

的檢索，偏好採用瀏覽或展開方式功能，而非採用已知條件的鍵入檢

索功能。（Prom,2004,pp.246-260） 

國內對於檔案目錄檢索行為研究，曾有林巧敏採問卷調查及檢索

後加以訪談紀錄的方式，蒐集「二二八事件檔案資訊網」使用者檢索

行為資料，發現使用者多具有一定教育程度之中高齡者，其職業以教

職者居多。受訪者使用之檢索途徑，以提供多欄位自然語言查詢之簡

易查詢方式為主；使用者使用之主題檢索詞彙形式，以「單一名詞詞

組」最多；使用者使用之主題檢索詞彙類型，以「專有詞彙」最多；

受訪者檢索目的以「個人或關係人資料查詢」為主；滿意度呈兩極分

布，其中「學術研究」者滿意度相對偏低。（林巧敏，2003） 

張淑惠的碩士論文則採用深度訪談法與比較研究法，以中央研究

院近史所檔案館「近代外交與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為研究範

圍，訪談中研院資訊技術人員、檔案管理人員、檔案使用者，以綜合

觀點比較歸納出在 Web 環境中檔案檢索系統的重要特性與功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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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可藉由量化研究或評鑑法進行 Web 檔案檢索系統介面的使用研

究。（張淑惠，2004） 

張郁蔚係以訪談法針對「全國檔案目錄查詢網」探究使用者對於

系統的意見，訪談對象以曾使用過該查詢網之檔案管理局人員為優先

尋找的志願受訪對象，其次再透過研究者之人際網絡尋找其他機關檔

案管理人員及一般社會人士受訪，研究者依據訪談內容予以分析受訪

者之系統使用經驗、評價與意見，提供系統後續改善之建議。（張郁

蔚，2007） 

檔案管理局曾針對「全國檔案目錄查詢網」與「國家檔案資訊網」

召開學者專家與使用者座談會，瞭解系統使用問題，使用者認為現行

檢索系統存在：網站名稱相近亦混淆、應用申請訊息要清楚、依使用

對象區隔瀏覽權限、增加目錄瀏覽功能等問題。故根據使用者意見修

正系統名稱以資區隔，並增加使用者導讀資訊與調整部份畫面設計等

改善措施，但修改多侷限於畫面呈現方式，功能檢討部份改動有限。

（李殷，2009） 

上述有關檔案目錄檢索系統應用評估的研究中，大多數皆著重於

使用者使用檔案目錄檢索系統的檢索行為，例如分析使用者經常使用

之檢索點、檢索詞彙類型，或是針對系統檢索結果的滿意程度進行調

查。由於影響使用者檢索滿意判斷之因素很多，例如系統的查詢反應

速度、使用者介面、系統資訊架構等。若僅以使用者認知的使用情形

或對於系統的滿意度進行評估，只能表達使用者對於系統主觀的看

法。因此，有別於前述檔案資訊系統使用研究所採行之調查法，如重

點在於檢索介面之改善，可針對系統操作過程進行檔案資訊系統易用

性評估之實測觀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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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系統易用性評估相關研究 

有鑑於使用者意見調查僅能根據使用者回憶與經驗，瞭解系統問

題，但使用者表達意見屬於主觀性看法，故有易用性評估，是一種觀

察個人實際使用系統並記錄使用經驗的方法。在評估過程有使用者實

際參與，研究者可從使用者身上獲取第一手資料進行分析，評估結果

較容易貼近使用者實際感受。國外進行系統易用性評估案例不勝枚

舉，本研究雖聚焦在檔案資訊系統之易用性評估，但不乏數位典藏系

統易用性評估案例值得參考，故先介紹有關數位典藏系統之實測研究

文獻，以參考易用性評估設計與系統介面設計之通則性問題，繼而針

對檔案資訊系統評估研究的成果加以分析，因國內並無檔案資訊系統

易用性評估文獻，故國內易用性評估研究，以曾進行過之網站或是整

合查詢目錄等相關文獻為例。 

一、數位典藏系統易用性評估 

Jason A. Clark（2004）曾以威斯康辛大學數位典藏系統為例，

進行易用性測試，該典藏系統涵蓋多元媒體類型，除文字資料外尚有

影像與聲音館藏，研究以焦點團體方式收集使用者檢索資訊需求、態

度與對於系統觀感，接續藉由 5 位檢索者實測過程，擷取系統檢索過

程畫面與錄音方式，分析實測者在檢索、資料儲存、資料下載郵寄等

過程中之系統操作問題。藉由兩種分析方法改善系統圖示設計與欄位

標籤等介面功能。 

H. Long, K. Lage & C. Cronin（2005）則以輔完成之數位影像

系統雛形進行易用性評估，針對系統未來使用族群之地理學系師生為

對象，採訪談方式瞭解需求，再歷經簡要系統功能介紹，讓受測者對

於系統有初步瞭解，然後依循易用性評估實測分析方式交付 4位受測

者 5 項實測任務，結果發現使用者採地圖檢索方式優於以關鍵字檢索

方式，但對於不熟悉的事物如採關鍵字檢索的失敗比例較低。 

E.F. Kramer（2005)以名為 IUPUI 的影像典藏系統進行易用性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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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該典藏系統主要收錄歷史照片與地圖，實測分析徵求 70 位參與

者，觀察其檢索照片的過程，統計每位受測者完成檢索時間，並採檢

索後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實測者對於系統使用意見，根據問卷分析結果

瞭解系統介面問題。 

不同於前述採用實測過程紀錄方式，M. Proffitt（2006）則以

焦點團體輔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 RLG 典藏資源聯合目錄滿足使用者

需求程度與使用者對於系統滿意度，採用訪談方式是希望不僅探知使

用者對於系統易用性觀感，尚可同時蒐集使用者對於系統內容的需求

與期許，關注的不只是界面設計問題，還可瞭解系統內容是否滿足使

用者需求。 

M. Ochoa, T. Minton & D. Benson（2009）則是針對弗羅里達

大學發展的報紙數位典藏系統進行易用性測試，希望瞭解系統瀏覽和

檢索功能的易用程度，關注使用者是如何檢索系統的過程？目前檢索

結果的呈現是否為使用者需求？系統有否提供導航與易於操作的設

計？研究徵求 11 名對於報紙內容有使用需求之教師與研究生進行實

測觀察，以前測問卷瞭解測試者背景，利用檢索後測問卷瞭解受測者

對於系統滿意度，並輔以深度訪談方式，探知受測者對於系統操作過

程的意見。個別受測者在檢索過程以放聲思考方式，重述檢索過程與

檢索問題，由研究者記錄問題與檢索過程觀察，最後歸納參與實測者

對於系統整體瀏覽、是否容易使用、系統檢索功能、結果顯示與內容

呈現等各面向之意見，作為系統改善功能之依據。 

對於數位典藏系統易用性評估的綜合性分析，有 P. Reakes & M. 

Ochoa（2009）曾以問卷調查方式，對美國與加拿大地區有報紙數位

典藏系統之 64 所機構發送問卷，希望瞭解各典藏機構是否有進行易

用性測試的經驗與採用的易用性評估方式，根據回覆的 21 份問卷顯

示，各機構採用的測試方式包括問卷、焦點團體訪談、深度訪談、實

測觀察等方式，多數典藏機構認為易用性測試對系統很重要，但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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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測分析費時且質疑分析易受受測者經驗影響，故進行意願不高，加

上典藏機構館員認為易用性測試結果雖可發現系統介面問題，但系統

介面設計需要資訊人員，測試結果不見得能立即改善系統，而認為分

析結果致用性不高。結果顯示缺乏有經驗之施測研究人員與對後續系

統改善能力的質疑，使得進行易用測試之典藏系統經驗，寥寥可數。 

國內進行系統易用性評估有蔡維君（2006）以臺灣大學在學學生

為測試對象，採用焦點訪談與易用性實測，進行臺大圖書館網站好用

性評估，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大學圖書館網站首頁雖設計美觀，但首頁

項目過多，需拉動頁面捲軸方可看到所有資訊，而其中多數項目的使

用率並不高，影響使用效率。藉由好用性評估亦可發現資訊結構與網

站好用與否相關，舉凡網站內容分類組織方式、項目如何命名、導覽

系統的設計及站內搜尋功能的提供，皆關係著使用者能否順利瀏覽網

站並從中取得所需資訊完成任務，認為好的網站設計不僅是提供優質

的資訊內容，規劃良善的資訊結構亦為重要因素，研究結果提出好用

性評估建議模式，可供進行網站好用性評估參考。 

謝建成與劉至逢（2009）以師範大學圖書館網站為例，針對全校

七個學科領域分別徵求 5位受測者進行實測記錄，並輔以深度訪談與

量表瞭解受測者的問題與滿意度，並根據受測結果修改網站功能，獲

得修改後使用者完成檢索任務，平均可減少 56％的檢索時間。 

姜義臺（2010）以靜宜大學 SmartWeaver 整合系統為例，採易用

性測試與問卷調查方式，由圖書館隨機抽選 15 名受測者進行測試任

務，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系統個人化服務困惑、圖示功能與線上輔助

說明欠佳等 11 項系統測試問題。 

林佳穎與吳明德（2011）則關注臺灣大學 MUSE 整合查詢系統易

用性問題，徵求 10 位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生物醫學與工程技術

領域研究生為受測者，給予四項指定任務，並於過程中觀察記錄受測

者與系統互動情形，最終提出改善資訊呈現方式與修改難懂術語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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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除上述採系統實測進行易用性評估外，亦有林妙樺為文，提出數

位典藏系統入口網進行易用性評估之模式建議，內容重點在於評估方

式之設計，並非進行實證研究調查。（林妙樺，2006） 

二、檔案系統易用性評估 

關於檔案資訊系統易用性評估研究，有 B. Altman 與 J.R. 

Nemmers 以 Florida 大學圖書館建置之檔案檢索系統（POLARIS)為

例，進行系統易用性測試，並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綜整使用者意見，

研究者強調找到真正有代表性的受測者很重要，並讓受測者依實際需

求，以實際問題完整操作，最後讓受測者以口說方式表達檢索過程與

想法。為廣納意見，同時根據館藏使用統計找出經常使用者，進行焦

點訪談，綜合 11 位受測者檢索過程意見與焦團結果，認為檔案系統

提供內容摘要描述、有檢索詞彙提示或相關詞彙顯示功能，是使用者

認為系統易用的設計。（Altman, Nemmers,2001） 

C.J. Prom 認為過去對於檔案檢索工具的探討多半關注使用者意

見調查與描述標準規範的討論，對於檢索系統本身功能的分析比較缺

乏，故而希望透過使用者與檢索系統的互動，瞭解使用者對於系統的

看法，研究透過檔案人員論壇（Archivists Listserv）徵求自願受

測者，計有 89 位受測者分群接受九個不同檔案檢索系統的實測觀

察，實測觀察有採現場或遠距實施，測試者完成檢索任務後，輔以問

卷瞭解受測者背景與使用過程意見，研究結果顯示新手使用者與有經

驗之使用者檢索檔案過程不同，越有經驗者檢索時間越短，畫面過多

的連結功能容易讓新手使用者困惑或是會被錯誤引導，使用者介面提

供的檔案目錄瀏覽功能與頁籤說明文字應該加強，最終歸納可針對不

同檢索背景者提供分眾設計以滿足不同需求。（Prom,2004） 

Springfield College 曾針對一項聯邦資訊檢索工具 ENCompass

進行易用性評估，採放聲思考方式，設計檢索任務請受測者一邊檢索

一邊表示檢索意見，由研究者加以觀察記錄，藉由 4位不同背景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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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執行 7項任務，研究發現該系統存在收錄資料類型說明不清，使用

者在檢索結果難以判定資料類型；缺乏檢索結果再次限縮條件，使用

者難以過濾檢索資料；系統反應時間過久，應在畫面讓使用者瞭解系

統仍處於查詢狀況，以免重複點選執行。（Alling, Naismith,2007） 

英國對於「檔案館中心（archives Hub）」之檔案整合查詢系統

的易用性評估，是採使用者操作後訪談方式，蒐集 10 位使用者意見，

訪談針對檔案資訊系統設計最為人所詬病之系統術語、使用介面呈現

（layout）與內容描述等三項核心問題，請使用者經實際操作後立即

受訪表達意見，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該系統介面呈現符合使用者

期許，但根據「國際檔案描述規範 ISAD(G)」設計之欄位描述術語，

不易被使用者理解，使用者也期許檢索結果能呈現與此次檢索主題相

關之其他研究資源顯示與連結。（Stevenson,2008） 

J.C.Chapman 則以北卡羅來納大學的南方歷史館藏目錄

(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 SHC)為例，希望瞭解使用者在

沒有檢索中介者協助下的線上系統操作情形，研究採觀察、問卷與訪

談，藉由軟體記錄使用者線上實際操作過程，以問卷前測瞭解使用者

背景，檢索後以問卷瞭解使用者檢索過程問題，並輔以訪談探知使用

者對於系統的意見。結果發現曾有其他系統檢索經驗之使用者無論是

檢索時間和技巧都優於首次檢索者，也比較能善用瀏覽與線上輔助說

明功能；首次使用者對於文件系列快速連結(Series Quick Links)

功能與檔案術語感到困惑，意味著系統需要更明晰的畫面設計和文字

用語，最終建議需要更多的使用者研究瞭解使用者對於檔案目錄階層

式展開功能的意見。（Chapman,2010） 

R. Lack（2006）是將過去關注使用者導向設計（user-centered 

design）的所有易用性研究結果加以歸納，提出檔案資訊系統建置與

介面設計可共同遵循的法則，包括： 

1.使用者需要整合式一站購足（one-stop shopping）的查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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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同一檢索介面查詢多元類型之檔案資訊。 

2.使用者需要清楚獲知檢索結果可否線上取得全文內容，甚至希望系

統可在檢索結果再次限制條件中，能提供有否全文的篩選功能。 

3.熱門查詢提示和主題分類瀏覽功能對檢索很有幫助，如果能提供瀏

覽此筆檔案也會瀏覽哪些檔案的建議會更好。 

4.檔案層級瀏覽功能要能指引檢索者清楚找回路徑，線上檔案層級架

構顯示有助使用者瞭解案卷關係。 

5.使用者對於鍵入正確檢索詞彙的判斷很困難，系統如能提供檢索詞

彙提示功能會有助益。 

6.系統需要提供單一詞彙的簡易查詢（simple search）與多欄位的

進階查詢（advanced search）功能，可滿足不同檢索取向需求。 

7.檢索結果顯示欄位應足以提供使用者判斷檔案內容資訊，檢索結果

提供依相關度排序會比較有用。 

8.介面標籤和圖示設計需清楚，如有必要可以增加文字解釋。 

9.系統畫面應隨時都有系統名稱顯示，重要功能選項也應顯示在畫面

中，不用回到上一頁執行。 

W. Scheir（2008）有鑑於使用者對檔案資訊系統不易理解之處

在於：檢索術語（terminology）、層級瀏覽（navigation）、結果顯

示（display）與檔案結構（structure）四項問題。故由線上方式募

集 9 位受測者，採電子郵件發送任務與登入系統說明方式，請受測者

依據指示完成六項任務，任務操作完畢以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訪談受

測者意見，研究分析先說明每一項任務內容，繼而探討受測者執行該

項任務產生的問題，研究結果針對一些使用者不易理解的術語，如：

「範圍與內容」等諸如此類欄位標籤提出建議，並認為檔案系統經點

選瀏覽後有難以回到首頁或回到開始點選處的困擾，檢索結果有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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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目供判別，再顯示詳目的必要。使用者也期許系統應有明確資訊告

知系統資料收錄範圍，而層級瀏覽架構雖有助使用者找尋相關案卷，

但超連結功能容易迷失路徑，系統應提供所處層級說明會比較理想。

（Scheir,2008） 

國內尚無針對檔案資訊系統進行系統易用性實測觀察研究，但有

鄭伊廷（2012）碩士論文採用問卷調查及深度訪談法，蒐集使用者對

於「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ACROSS)」系統易用性之看法，問卷發放

對象為北部七間大學的歷史碩博士班學生；訪談對象為十位歷史碩博

士班研究生，訪談內容包括對系統之看法、建議及滿意程度，研究結

果根據易用性評估原則提出對於 ACROSS 系統改善功能建議。 

歸納上述易用性相關研究成果，可知易用性評估進行方式有多種

方法，問卷調查、訪談、焦點團體與實測觀察是經常採用者，如兼採

多法可互補不足，但實測分析參與者人數歧異，少則 10 人以下，也

有多達 70 位受測者（Kramer,2005)。國內已有學者採易用性評估測

試，進行圖書館網站或整合查詢系統評估，但有鑑於個別系統功能設

計重點與使用對象不同，加上檔案資訊系統根據檔案描述理論要求，

需呈現案卷層級關連檢索功能，其功能需求與設計自是與圖書館資訊

系統有所分別，實有必要針對檔案資訊系統加以分析瞭解。因此，本

研究欲有別於前人對於檔案資訊系統經常採用之訪談與問卷等調查

研究方式，希望能偏重在對於系統操作過程的瞭解，故採取系統實測

觀察法，參酌前人研究設計經驗，輔以問卷和深度訪談方式，藉由使

用者線上實際操作過程，分析使用者檢索系統的障礙和問題，再藉由

問卷和深度訪談取得使用者對於系統的看法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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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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觀

察法與訪談研究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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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討檔案資訊系統之易用性評估，進行系統易用性評估

經常使用的方式為：（Preece,1998,p.32） 

一、 分析法(analytic)：利用正式或半正式的使用者介面描述去預

測使用者表現。 

二、 專家法(expert)：在易用性評估原則引導下，由專家參與易用

性評估測試團隊，也被稱為「啟發式評估 (heuristic 

evaluation)」。「專家」指的是擁有使用者介面設計或人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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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實務經驗的人，扮演一般使用者角色進行評估系統，並描

述自身所假設的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三、 觀察法(observation)：由使用者實際操作系統介面時，進行使

用行為觀察與記錄，觀察的地點可選在易用性實驗室

(usability laboratory)或使用者的工作環境進行，但需對使

用者的干擾降到最低。 

四、 調查法(survey)：利用問卷調查或是訪談的方式，試圖取得使

用者對系統使用介面的主觀意見。 

五、 實驗法(experimental)：使用科學實驗方法印證使用者對於使

用某個系統介面的假設。 

本研究衡酌各法優劣，研究設計以實測觀察方式，設計使用者實

測任務，觀察記錄使用者實際操作過程，以忠實分析使用者進行實際

操作過程的問題，另為瞭解使用者參與使用系統之觀感與經驗，實測

觀察前進行測前問卷瞭解使用者背景，測後再次進行問卷以系統化方

式，瞭解使用者操作系統滿意度，同時兼採訪談方式，請受測者當場

回顧說明實測過程感受與操作經驗。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任務導向之實測觀察與深度訪談研究方法，首先藉

由文獻分析參考前人相關研究建立本研究的概念架構，繼而重點分析

國外檔案資訊系統整體規劃過程與設計理念，瞭解國家檔案資訊系統

分衍與整合發展歷程，以及不同系統之間檔案資訊範圍區隔及其特

色。 

由於各檔案資訊系統具有內容獨具之資訊生態，探討系統易用性

適合以個案方式進行，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具有指標性意義，由檔案業

務 主 管 機 關 之 檔 案 管 理 局 所 建 置 的 「 國 家 檔 案 資 訊 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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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為例，進行檔案資訊

系統易用性評估測試觀察，記錄使用過程並發掘使用者使用國家檔案

資訊網的問題；進一步採用系統易用性測試量表問卷，於易用性測試

前後瞭解使用者背景，並於測後分析對於國家檔案資訊系統之滿意

度。最後針對觀察結果輔以深度訪談方式，蒐集使用者實際參與歷程

的經驗，瞭解使用者檢索國家檔案資訊系統的困難與建議。最後輔以

文獻分析結果，進行觀察測試與深度訪談結果之檢核及參照。針對本

研究所採用的各種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說明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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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分析有助於建立研究概念，在質性研究過程

需要反覆地分析資料、閱讀文獻，在許多質性研究中多半會將訪談法

或觀察法與文獻分析法結合，使研究方法間可收相互印證之效。（潘

淑滿，2003）本研究文獻分析的重點，除了蒐集檔案資訊檢索系統評

估與使用調查相關文獻外，並藉由各國國家檔案館網站與國外研究報

告，瞭解國外檔案資訊系統發展過程與系統建置情況，做為國內檔案

資訊系統整體規劃之參考。蒐集的文獻範圍與來源，以中、英文為主，

含圖書、期刊、會議論文與研究報告，也包括相關的網路資源。文獻

探討內容主題涵蓋先進國家檔案資訊系統發展歷程、系統易用性評

估、檔案檢索系統使用調查與易用性測試等相關議題之文獻為主。 

二、實測觀察法 

為探究使用者進行國家檔案資訊網檔案檢索歷程與檢索行為，本

研究運用 Morae 軟體記錄使用者操作過程，Morae 是一項針對易用性

研究所開發之專業軟體，可側錄電腦螢幕畫面與使用者臉部表情，能

記錄操作過程所有動作（包括點按滑鼠、網頁畫面與鍵入指令），也

能將測試過程同步傳送到其他電腦上同步觀察分析，並允許線上問卷

設計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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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調所有受測者線上操作過程的一致性與完整性，首先設計檢

索工作（task），研究者將系統需測試功能轉化為檢索問題與工作程

序，由受測者根據交付的工作程序實機操作，並全程錄影檢索過程。 

由於檔案資訊系統主要的使用者為歷史研究人員，故利用網路張

貼受測者徵求公告，因地利之便連帶至政治大學歷史系所張貼公告徵

求碩博士生或教師受測意願，受測者受測前需填寫受測者背景資料，

包含：身份別、年齡、使用網路檢索年資、檔案檢索經驗年資與研究

主題等日後可資使用者背景差異分析之基本資料。 

受測人數設定，根據前述文獻分析 Nielsen 建議：系統易用性評

估問題，如以最少的 5 位具代表性的受測者參與測試，可發掘將近

85％的問題，如能募集 15 位受測者進行實地測試，則可發掘將近 100

％的問題。（Nielsen, 2000）因此，本研究受測者以 15 名為原則。 

受測對象測試前由研究者說明目的與流程，由研究者與紀錄人員

在場觀察受測者操作過程，並記錄使用者反應與提問。研究過程主要

藉由 Morae 軟體，記錄系統時間、操作延遲（檢索障礙）、檢索指令、

檢索詞彙、檢索畫面等項目，受測者檢索後填寫問卷瞭解檢索查詢結

果、功能操作與結果呈現方式之滿意度。為協調受測者進行系統操作

過程一致性，受測者根據研究者設計任務上機操作，檢索任務設計，

涵蓋系統檢索功能、查詢顯示、檔案層級瀏覽功能、調閱申請、線上

輔助說明與個人化服務等面向評估測試問題。任務設計重點如下表所

示（表 3.1），檢索任務內容詳如「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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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實測任務描述說明 

序次 任務重點 任務操作目的 

任務一 檢索功能 能利用國家檔案資訊網，以特定詞彙進行

簡易搜尋檢索，並能利用進階搜尋檢索，

限定檢索概念。 

任務二 查詢結果顯示 能將檢索結果依需求排序，並能瀏覽檢索

結果內容。 

任務三 層級瀏覽功能 能在檢索結果案卷下，瀏覽案卷所屬案

件，能使用檔案層級瀏覽特性參閱相關檔

案。 

任務四 調閱申請 能在瀏覽案卷後，點選案件提出案件調閱

申請。尚無申請經驗者，可加入會員完成

會員登記。 

任務五 線上輔助說明 瞭解國家檔案資訊網所提供之「使用說明」

服務，並瀏覽有需求的服務頁面。 

任務六 個人化服務 試用 RSS 訂閱，選擇 RSS 有興趣的項目。 

根據六項任務，每位實測者參與操作，所有過程以 Morae 軟體完

整記錄，以便後續分析個別受測者之檢索歷程與操作失敗問題。 

三、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在於瞭解受測者基本資料與使用系統經驗，參與實測分

析後，以問卷瞭解受測者對於系統各項功能滿意度，問卷設計包含五

部分問題：一是對於系統學習性；二是對於系統記憶性；三是對於系

統設計容錯性；四是對於系統效率觀感；五是對於系統整體滿意度。

問卷總計 6 項題組，21 題題目。詳細問卷內容參閱「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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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度訪談法 

研究同時採用半結構式的深度訪談進行受測者使用經驗分析，在

訪問前預先設計訪談大綱，將所有與研究有關聯的主題納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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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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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位具系統操作經驗之歷史研究者協助進行前測，並根據測試後的

意見修改訪談導引。研究訪談大綱配合易用性測試問題，參酌前述文

獻分析歸納之要點，以下列易用性五大評估面向為基礎，擬訂訪談重

點如下表（表 3.2），訪談前言陳述與問題大綱詳如「附錄三」。 

表 3.2 訪談評估問題重點與內容大綱 

評估面向 易用性評估準則 相對應之訪談大綱 

標準與一致化的

使用介面 

您覺得系統檢索畫面與檢索結果

呈現，是否清晰？對照過去的系統

使用經驗，是否容易使用？ 

學習性 

明確的輔助導覽 對於系統提供的操作說明是否明

顯易理解，您是否覺得有助容易找

到想查詢的資源？ 

降低使用記憶負

擔 

您是否覺得系統的圖示或選單容

易理解而不用說明？ 

助記性 

降低操作困難 您在系統操作過程是否曾遭遇困

難或迷失路徑？是在哪一個步驟

時發生？ 

容錯程度 預防錯誤產生 當您檢索過程遭遇挫折時，系統是

否能提供適當的協助避免錯誤？

例如有哪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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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使用者修正

錯誤 

您認為系統是否能提醒錯誤產

生，並提供錯誤修正的指引？ 

快速直接的存取

機制 

您等待系統檢索回應時間是否覺

得比過去經驗還要長？是否有不

耐等待的感覺？ 

使用效率 

有效率且富彈性

的操作 

系統提供的各種檢索方式，您覺得

比較有效率的是哪一種？個人化

服務功能是否讓您覺得受用？ 

使用者主觀滿意

程度 

您對於檢索結果是否滿意？對於

此次檢索的感受為何？是充滿挫

折還是樂意繼續使用？ 

回顧過程經驗 請您回顧剛才六項檢索任務過

程，哪些步驟讓您覺得困惑或是感

到操作困難？ 

滿意度 

整體評價 您有否對於系統整體之評價與建

議？ 

15 名受訪者皆為接受易用性測試者，在完成測試後立即接受訪

談，可深刻表達操作體驗的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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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 國家檔案資訊系統 

檔案管理局係據民國 88 年制定公布之檔案法，於 90 年實施檔案

管理局組織條例，於同年 11 月 23 日正式成立；其職責為保存我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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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檔案資產，建立檔案管理制度與各項標準化作業流程，並透過系統

化鑑選、徵集、移轉及典藏國家檔案，同時提供檔案檢索與應用服務。 

截至 98 年底，檔案管理局已徵集國家檔案如府院政策、立法監

督等 17 個類別，共 6548.3 公尺；並從民國 89 年始，專案徵集 228

事件、美麗島事件、國民大會、行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及公營事業民營化等重大政治事件檔案，以及各機關具永久保存價值

之檔案，因庫房空間有限未再有規模徵集檔案。館藏國家檔案至 101

年 6月30日統計，可供查詢之國家檔案典藏長度計10354.28公尺(紙

質類 10,162.13 公尺、非紙質類 192.15 公尺)。 

檔 案 管 理 局 所 建 置 之 「 國 家 檔 案 資 訊 網 」〈 網 址 ：

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簡稱 AA〉，是將已徵集

之國家檔案目錄整合於國家檔案資訊網，其中已編有電子目錄之國家

檔案有 149,069 案、1,440,062 件，除少數檔案目錄因涉及個人隱私

暫未開放，現可透過網路檢索之檔案目錄者計有 146,249 案、

1,417,135 件，是臺灣地區查詢國家檔案唯一之檢索工具。 

國家檔案資訊網之目錄查詢方式可分為「簡易查詢」及「進階查

詢」。簡易查詢主要係提供使用者輸入關鍵詞彙，再比對系統相關欄

位之查詢功能。 

進階檢索，提供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後，可利用空格或是布林運算

(&,|)來縮小結果。也可自行鎖定某些欄位檢索，於全宗機關名、案

名、案由、內容摘要、檔案產生者、系列名、副系列名、主題與附件

名稱等；此外，也可透過篩選檔案產生期間、起始檔號、迄止檔號等，

得到更詳盡的結果，同時可選擇以「精確查詢」、「模糊查詢」或「同

音查詢」查詢。在進階檢索中，若要查詢特定機關之檔案目錄，使用

者可以先利用全宗(機關)代碼進行查詢，可直接點選將機關代碼自動

帶入欄位。截至 2013 年 2 月系統使用人次達 5,496,3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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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測觀察對象 

實測對象之徵求，係利用電子布告欄及人工張貼公告方式，於國

立政治大學校園內徵求參與實測者，本研究於 2012 年 10 月初撰寫徵

求受測者之公告，並請歷史研究所助教協助張貼。在 10 月初至 10 月

中旬之間，大約徵求到 3位歷史研究所的碩士生，並有 2 位助理人員。

但由於徵求人數的情況尚不理想，透過其他管道順利取得目前仍在學

之歷史研究所博碩士生的電子郵件信箱，於 10 月中發送群組信件，

希望徵求到更多受測者。經兩階段徵求到了總數約 11 位受測者，加

上 11 月初在臉書社團上幫忙轉貼徵求受測者之公告。此階段回應熱

烈，迅速徵滿 15 位受測者。 

受測者是透過發布紙本公告、寄發群組信件以及在臉書社團上轉

貼公告訊息，受測者為 15 位歷史學研究所與臺史所研究生，其中 7

位為歷史研究所碩士生、1位歷史研究所博士生、4位臺史所碩士生，

以及 3位有史學背景參與史學研究之研究助理，實測對象背景詳如表

3.3。 

表 3.3 受測者背景資料分析 

編號 身分 年齡 性別  使用本系統頻率 使用其他系統經驗 網路檢索年資 

1 研究助理 23 女 無 中國與美國系統 5年以上 

2 碩士生 25 男 每周1-3次 中研院系統 3-4年 

3 研究助理 24 女 4-6個月1-3次 
近史所檔案檢索系統

ACROSS系統 
5年以上 

4 博士生 28 女 2-3個月1-3次 台史所檔案檢索系統 5年以上 

5 碩士生 27 男 無 總督府公文類纂 5年以上 

6 碩士生 25 女 無 無 1-2年 

7 博士生 31 男 2-3個月1-3次 近史所檔案檢索系統 5年以上 

8 碩士生 25 女 無 近史所檔案檢索系統 5年以上 

9 碩士生 24 女 無 無 5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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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碩士生 28 男 無 

Times Digital 

Archive, British 

Library-The 

Nineteenth Century 

5年以上 

11 碩士生 26 男 無 無 5年以上 

12 研究助理 29 女 無 無 5年以上 

13 碩士生 24 男 無 無 5年以上 

14 碩士生 27 男 4-6個月1-3次 近史所檔案檢索系統 5年以上 

15 碩士生 27 男 無 無 3-4年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流程 

本研究之實施步驟首先經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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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研究設計階段、研究執行階段與研究結論階段，研究流程圖示詳如圖

3.1，重要步驟分述如下： 

一、研究設計階段 

（一）規劃研究主題方向 

發掘相關研究問題，並確定研究主題與對象，進而針對相關

主題初步瞭解國內外研究現況，以確立研究構想的可行性，並規

劃整體研究架構。 

（二）文獻蒐集與整理 

蒐集檔案資訊系統使用調查與易用性評估相關文獻資料，檢

索國內外相關資料庫，查詢有關「易用性評估」（usability 

testing, usability evaluation ）、「檔 案 檢 索 工 具 」

（archival fonding aids）、「資訊系統」（retrieval system, 

online fonding aids）、「使用者調查」（user survey）等概

念關鍵字，以逐一或交叉檢索獲取書目及其全文資料，並利用檢

索引擎找尋國外檔案館相關的網路資源，以期對於檔案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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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調查與易用性評估相關背景與研究成果，能有較全面性之瞭

解。 

二、研究執行階段 

  （一）文獻記錄與分析 

所有蒐集的文獻經閱讀紀錄後，進行資料整理與建檔，將文

獻內容關涉研究重點部分加以註記，並根據文獻提供的經驗，作

為後續實驗觀察與調查設計的參考。 

（二）設計受測任務（task） 

設計實測觀察任務，根據系統基本操作功能提供五項查詢任

務，包括指引受測者進行系統檢索、檢索結果顯示、檔案層級瀏

覽、調閱申請、線上輔助說明與個人化功能操作等各面向評估測

試問題。同時安排實際操作之檢測空間與設備，備妥實測觀察紀

錄的軟體，以備記錄受測者檢索過程。 

（三）設計線上問卷 

本研究問卷調查法用於受測前進行前測，瞭解受測者檢索前

個人背景與系統操作經驗，並設計於檢索後填答對於檢索過程的

滿意度，問卷設計參考相關文獻提供之重要概念，並利用測試

Morae 軟體內嵌問卷功能，由每次實驗進行之受測者當場填答後

回收，回收問卷利用 EXCEL 進行統計，並將結果進行分析與推論。 

  （四）設計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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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訪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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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進行問卷與實測觀察 

接著根據先前構思確立的研究對象，針對每位受測者一致且

完整地，執行問卷前測、實際操作觀察、檢索後問卷評估，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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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受測任務後，進行正式訪談。實測觀察過程由軟體記錄和全

程錄影，研究者不介入受測者操作過程。 

（六）進行深度訪談 

進行訪談時，研究者先簡介研究訪談用意，逐一說明問題大

綱並引導受訪者進入研究議題，除了當場書面重點記錄外，經徵

求受訪者同意後，輔以數位錄音方式將訪談過程加以錄音存檔，

以利訪談內容謄錄成電子檔，俾於後續問題歸納與內容分析。 

（七）研究記錄與分析 

將陸續完成之實測觀察記錄與訪談電子檔加以整理分析，並

在進行實測與調查分析過程，持續進行文獻的蒐集與整理，以隨

時補充研究想法。 

三、研究結論階段 

  （一）彙整資料撰寫內容 

根據實測觀察記錄、問卷分析與訪談結果的綜合整理，歸納

出使用者實際檢索檔案資訊系統過程的問題與看法，最後加以彙

整分析，撰寫研究成果報告。 

（二）歸納結論與建議 

針對研究目的，進行研究結果探討與歸納，並擬具結論與建

議。 

（三）提供後續研究建議 

對於本研究過程發現之問題與研究不足之處，提出後續研究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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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研究實施步驟流程圖示 

規劃研究主題方向 

文獻蒐集與整理 

彙整資料撰寫內容 

歸納結論與建議 

後續研究建議 

文獻紀錄與分析 

設計受測任務與問卷 

進行問卷與實測觀察 

研究記錄與分析 

設計訪談大綱 

進行深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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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實測過程之觀察分析係根據軟體記錄，分析個別受測者之檢索歷

程與受測意見，為利於量化統計任務操作過程發生之問題，將受測者

操作失敗與產生之問題整理出七種樣態，各類型意義說明如表 3.4，

並據此逐一檢視檢索過程影像標示觀察樣態與時間點，完成觀察記錄

分析。 

表 3.4 易用性評估任務觀察標示類型與說明 

編碼 類型 意義說明 

A 操作錯誤 
受測者執行動作明顯與應直接正確操作步驟

不同。 

B 誤解題意 受測者執行動作與交付任務描述之指示不同。

C 操作猶豫 
操作有停頓，停留在畫面至少 3 秒以上沒有接

續動作，亦可由表情判斷處於困惑情境。 

D 未完成任務 受測者未完整執行任務即停止。 

E 提問 受測者無法繼續執行，提出問題尋求協助。 

F 系統問題 
受測當時因網路或系統本身異常，發生該次檢

索過程顯示錯誤或不正常回應。 

G 嘗試錯誤 

受測者隨意點選畫面非任務應直接操作之功

能選項，有明顯因不知如何正確操作而嘗試錯

誤情形。 

H 
系統回應時

間過長 

點選指令後畫面並未出現任何訊息，感受至少

有 5 秒以上的畫面停滯時間。 

此外，為瞭解受測者對於系統檢索滿意度，研究針對系統助記

性、系統學習性、系統容錯性、系統效率與系統滿意度等各面向問題，

依其感受化為五級量表，由「非常認同」到「非常不認同」分別給予

5 至 1 分，計算各項平均分，依此比較各項評估問題之滿意程度差異。

最後根據受測者填答問卷分析系統各項評估面向之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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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訪談資料的處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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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受訪者皆以代號（01、0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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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綜合觀察分析、問卷與訪談所得，根據研究目的歸納研究結

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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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檔案資訊系統介紹 

本章介紹國內外重要檔案資訊系統，以美國、英國、加拿大與臺

灣提供檢索國家檔案層級之系統為分析對象，首先簡介各資訊系統沿

革與收錄資料範圍，接續介紹檢索系統功能，各系統功能分述要點如

下： 

一、系統提供之檢索方式：含簡易或進階模式。 

二、檢索詞彙提示：有否相關詞彙提示功能或是關聯詞連結等詞

彙輔助功能。 

三、查詢結果排序：分析有否依年代、相關度、案名等提供使用

者選擇結果排序功能。 

四、查詢結果顯示：說明呈現檢索結果之欄位。 

五、層級瀏覽功能：有否提供檔案層級瀏覽功能，有哪些層級瀏

覽。 

六、應用限制處理：說明目錄是否有註明檔案開放檢索程度。 

七、全文提供程度：該系統目錄是否可直接連結瀏覽全文。 

八、線上輔助說明：是否有線上輔助說明(help)功能設計。 

最終並綜合該系統特色加以比較分析，以瞭解各系統之優劣，供

後續研究分析參考。 

 

第一節 美國國家檔案資訊系統 

一、系統沿革與收錄資料範圍 

美國國家檔案暨文件總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是美國政府行政機構，負責收存所有美國官

方歷史紀錄，並負責發布國會的法案、總統文告與行政命令，並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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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邦法規的副本。轄下之美國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創

建於 1934 年，收錄檔案資料包括：超過 93,000 件的電影片、550 萬

張地圖、圖表和建築圖紙、207,000 件聲音與影像記錄、18 萬張航空

照片、3.5 億筆電子文件（e-record），以及近 35 萬張的靜態圖片和

海報。 

登入 NARA 網站首頁，有不同顏色區分的五項功能，由左至右提

供連結之服務主要為：（一）研究記錄(Research Our Records)、（二）

退伍軍人服務記錄(Veterans Service Records)、（三）教師資源

(Teachers＇ Resources)、（四）我們的位置(Our Locations)以及（五）

線上商店(Shop Online)。（圖 4.1） 

圖 4.1 NARA 網站首頁 

點選進入「研究記錄（Research Our Records）」，可以看到「Search 

Online(線上檢索)」的方框，接續有三個檢索系統與兩項使用指引，

可連結使用之系統包括：（圖 4.2） 

（一） 線上公眾檢索(Online Public Access，OPA)：OPA 是新近開

放使用之美國檔案資訊系統，將原來美國電子文件計畫（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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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原生性電子文件，以及原來提供查詢國家檔案的 ARC

（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系統加以整併，以提供使用

者在同一系統介面可查詢到原生性電子文件與國家檔案資

訊。目前系統宣稱尚未完成所有資料整併，故仍保有 ARC 繼續

服務。（NARA,About Online Public Access,2013) 

（二） 檔案研究目錄( 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ARC)：ARC 提

供美國國家檔案目錄檢索，收錄 3,424,244 立方英呎的館藏

量，其中有 536 個全宗、171,782 個系列、5,034,930 個案卷、

1,107,891 件檔案和 527,618 件文物等，其中約有 922,000 件

檔案已有數位化內容可供瀏覽。（NARA,About ARC,2013) 

（三） 檔案資料庫(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AAD)：AAD 是

一項整合查詢系統，提供 NARA 陸續建置之所有檔案資源的整

合查詢服務，使用者除可藉由鍵入關鍵字查詢外，尚可由事

件、地區或時間瀏覽檔案。 

圖 4.2 Research Our Records 呈現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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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功能概述 

NARA 聲稱未來「線上公眾檢索」(Online Public Access，OPA)

系統將取代 ARC 成為查詢美國檔案資訊之主要系統，故以該系統為

例，分述各項檢索功能： 

（一）檢索方式 

OPA 的檢索方式分成簡易與進階兩種模式，簡易檢索由使用者直

接輸入關鍵字，藉由比對各項欄位查詢結果，右上角提供熱門檢索詞

彙讓使用者得以快速利用。進階檢索方面，分成三部分讓使用者選擇

要限定哪些條件以精確檢索範圍。第一部分「Advanced Search」除

了可以使用布林運算(AND、OR、NOT)，使用者可以在資料來源處，勾

選以縮小檢索範圍，也能選擇系統的回應時間，控制自己想要的資料

多寡；第二部分「Search fields for Authority Records」則可以

在搜索記錄欄位中填入所知的姓名、組織名或日期以縮小檢索範圍；

第三部分則針對檔案描述的各項欄位，以日期、檔案材料類型、層級、

檔案的位置、地理參考、全宗編號、產生者或是檔案簡述等，以輸入

或點選，縮小檢索範圍。 

圖 4.3 簡易檢索與熱門詞彙 

 

簡易檢索 

熱門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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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進階檢索 

（二）檢索詞彙提示 

除了在檢索頁面右上角會出現熱門檢索詞彙之外，美國的檔案檢

索系統沒有提供類似相關詞彙提示功能或是相關詞連結等詞彙輔助

功能，但檢索結果的左方有許多後分類可供使用者依所需增加檢索的

條件。以「WWI」為例，左方的後分類如主題群集下又分為檔案說明、

權威記錄、文字訊息、電報、杜魯門等，或是透過縮小資料來源、檔

案層級、日期、檔案材料類型、文件格式等，這些分類的下方另有系

統設定好的子分類項目，使用者可以點選想要的子分類項目以縮小檢

索範圍。這些子分類標題旁都會以括弧內標註數字方式，顯示該子分

類中有多少件是與使用者的檢索詞彙有相關的檔案，讓使用者可以透

過數字多寡參考決定該點選哪一個子分類項目。這些子分類也可以透

過點選加疊，以「WWI」為例，如果點選了「1860－1869」的日期選

項，還能再點選其他項目持續縮小檢索範圍。當希望不要某一個限定

條件時，只要按下限定條件旁的「x」鍵，即可取消，檢索結果就會

以保留的條件再次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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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後分類 

（三）查詢結果排序 

查詢結果的排序，以「WWI」為例，系統將 OPA 的檢索結果(Online 

Holdings)排在第一位，由於是線上，檔案標題的左邊都會有該檔案

的圖示，例如照片、經掃瞄過的檔案原件或 PDF 檔。有圖示的好處是

使用者可以藉由圖示找到想要的檔案，更能線上觀看檔案原件；其次

則是無數位化之檔案(Description Only)，沒有圖示。但並不是所有

的檢索結果都會出現在同一頁面，如 WWI 在「Online Holdings」有

103 筆，頁面卻只出現 3筆，其餘必須點入「查看線上館藏(View all 

Online Holdings)」，才能看到其他相關的結果。雖然僅輸入關鍵字，

但系統會自動將檔案的日期由近至遠排序。使用者的檢索詞彙以粗體

方式呈現，並無以其他顏色標註，使用者可能會因顏色一樣，而比較

不容易發現到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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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檢索結果呈現 

（四） 查詢結果顯示 

查詢結果 Online Holdings 與 Description Only 的最大不同點

在於前者有檔案原件的影像檔，但是不像後者有非常清楚的檔案描

述。檢索結果基本上是以案件(file)層級顯示為主，一開始會看到國

家檔案識別碼與本地識別碼，二者是不一樣的。接著有產生者與該案

件往上的文件系列與全宗層級，兩個層級都可以藉由點選標題連結。

在詳細訊息(Details)區塊中有該檔案的層級、檔案材料類型、與產

生者相關的系列、一般附註、使用限制等欄位。如果該檔案在 ARC 中

也有，「不同的控制編號(Variant Control Numbers)」中就會告訴使

用者該檔案在 ARC 中的識別碼是什麼。最後是「已歸檔的複製品

(Archived Copies)」，告訴使用者該檔案的複製品現在位於何處、標

題、編碼以及典藏機構的連絡方式；另外會列出該複製品的載體訊

息，例如媒體類型、顏色、尺寸、格式、編號等。 

 

 

 

關鍵字以粗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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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查詢結果的呈現 

（五）層級瀏覽功能 

任何一筆案件都有提供層級瀏覽功能，在檔案目錄頁面左上方有

「文件層級(Records Hierarchy)」，檔案目錄內容中的「來自(From)」

的欄位中，都會提供系列(Series)與全宗(Record Groups)的編號，

可以透過標題產生連結。 

圖 4.8 層級瀏覽 

（六）應用限制處理 

檔案目錄內容中的「詳細訊息(Details)」有「使用限制(Use 

Restrictions)」一項，會告訴使用者該檔案目前的開放狀態、相關

全宗 

系列 



 

51 

法規以及其他事項。 

圖 4.9 應用限制 

（七）全文提供程度 

「Online Holdings」是有經過數位化並放於網路上讓使用者觀

看的檔案原件，點選影像圖或標題都可以直接連結觀看；除了檔案原

件之外，也有可供下載的 PDF 檔、網路資源或影像檔案等，但是與紙

本檔案比起來，數量上仍較少，多數仍以紙本形式為主。 

圖 4.10 全文影像 

全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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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技巧 

（八）線上輔助說明 

在「研究記錄」頁面中，左方即有「使用線上公眾檢索(Using 

Online Public Access)」與「檢索技巧(Search Tips)」兩種輔助說

明。前者是完整的使用指南，除了簡單地介紹 OPA、包含的資料範圍

之外，有各項頁面功能的使用方式，像是如何查看簡要與完整結果、

如何對檢索結果進行排序、有效率地縮小檢索範圍、儲存和列印檢索

結果頁面、匯出匯入檢索結果等。「檢索技巧」中會說明幾種檢索技

巧，例如關鍵字、完整字詞等；進階檢索部分會對檢索欄位逐一說明

功能，並告訴使用者如何對該欄位進行限定。而在檢索結果的頁面上

方也能找到「使用 OPA(Using OPA)」與「檢索技巧(Search Tips)」

的超連結可供點選。除此可以透過電話與電子郵件尋求協助之外，也

能在線上填寫問題表單，等待館員的回覆與協助。 

 

 

 

 

 

 

 

 

圖 4.11 線上輔助說明 

美國國家檔案館的檢索系統非常詳實完整，館藏數量非常龐大，

過去曾有因檔案內容性質不只一項系統提供查詢，但現已陸續重整儘

量以 OPA 為主要檢索入口。OPA 檢索特色在於進階檢索部分可採取勾

選或點選方式限定檢索範圍，不侷限於單一條件，亦可同時點選多

筆，例如查詢美國國家檔案館與總統圖書館有沒有相關需求檔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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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點選兩者為館藏機構一次檢索。此外，有許多文件已有數位化影

像，使用者可以在線上觀看檔案原件影像內容，省卻到館調閱的不

便；層級瀏覽功能很明確地說明該案件所屬的系列與全宗名，亦可直

接連結瀏覽，只是不便之處在於點連結後是在同一個頁面呈現，容易

產生迷路問題，若能另外跳出一個新視窗，或許可以降低迷路問題產

生，也能讓使用者在層級之間做比較以擇定想要的資訊。而系統提供

強大的參閱與連結功能，優點是熟悉系統之使用者可靈活運用，但對

新手使用者而言，太多的連結功能放在同一個頁面，很容易讓入門使

用者眼花撩亂。而 OPA、ARC 與 AAD 三項檢索系統頁面風格差異很大，

檢索方式也不同，使用者必須熟悉三種不同的檢索頁面，將造成使用

疲累或降低使用意願，故 OPA 朝向整合各系統方向邁進，對於使用者

應是一項福音。 

 

第二節 英國國家檔案館檢索系統 

一、系統沿革及其收錄資料範圍 

英國國家檔案館（The National Archives）是隸屬於法務部底

下的行政機關，並結合公共部門資訊室（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皇家辦公室（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以及歷史手稿委員會（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等部

門，作為共同保存英國政府、英格蘭與威爾斯近一千年來的珍貴檔案

與歷史文件機關。現已有近八千萬筆數位化檔案文件，可透過網路取

得近一億筆政府電子文件（records），另也收藏近兩千項政府網站典

藏記錄（web archives）。英國國家檔案館館藏內容形式多元，包含

紙質檔案、羊皮紙檔案、電子文件、機構網站、照片、地圖、繪圖等

各類型檔案記錄。（The National Archives,2013,Who we are） 

由於英國國家檔案館館藏類型與數量龐大，除了建置國家檔案館

藏檢索資訊系統外，對於多樣的館藏資料類型也有其他主題性檢索系



 

54 

統存在。近年更因管理與經費上的問題，部分館藏的數位內容則交由

合作機構負責，因此，使用者檢索檔案資訊可依主題需求，分別檢索

英國國家檔案館目錄系統及其與他機構合作建置之網頁檢索資料。目

前英國國家檔案館最新的館藏目錄為 Discovery，該系統由原來的

The Catalogue 館藏目錄系統發展過來，Discovery 承襲舊系統，提

供所有館內典藏檔案之檢索，並添加個人化標籤（tag）紀錄，

Discovery 整合館內數位與非數位檔案紀錄，使用者可自由下載公開

電子檔案，除此之外，針對館藏的多樣性，系統提供主題性的檢索系

統或網頁連結，其中最具特色者，包括：（The National Archives,2013, 

Catalogues and online records） 

（一）Africa through a lens：提供自 1860 年代後近一百年的

非洲歷史影像。 

（二）Cabinet Papers：提供 1915 年至 1981 年的內閣文書，分

為三項主題：英國與世界、英國的商業經濟與資源、英國

社會福利。 

（三）Design Registers：收錄 300 多件陶瓷等器物的線上展示。 

（四）Digital Microfilm：可在此使用數位微卷，下載免費資

源。 

（五）Electronic Records Online：線上瀏覽、下載英國政府

公文。 

（六）Library Catalogue：英國國家檔案館之參考圖書館的檢

索目錄。 

（七）Our Online Records：提供部分經數位化的館藏。 

（八）Taxation Records：又稱 E179 資料庫，提供中世紀稅收

檔案查詢。 

（九）Trafalgar Ancestors Database：提供參與 Trafalgar 戰

役的參與者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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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UK Government Web Archive：提供過去政府相關網站之

快照紀錄。 

但查詢英國國家檔案館檔案資料首推 Discovery 系統，故以下針

對 Discovery 系統功能加以說明。 

二、Discovery 檢索系統功能 

（一）檢索方式 

Discovery 系統的設計目標為提供所有的使用者皆適用的設計，

系統介面除了基本的檢索功能，並結合瀏覽與標籤功能。瀏覽功能依

照政府部門排列，使用者可依部門的字首瀏覽相關連結；而新增的標

籤功能，主要是為了數量龐大的館藏有更完整的描述，因此除了館方

提供的資訊組織，也添加使用者意見的標籤功能，讓資料可以更加廣

泛被使用。 

Discovery 提供兩種基本檢索方式，簡易檢索與進階檢索；簡易

檢索，由使用者自由輸入關鍵詞彙，再加以比對所有欄位，並且建有

下拉式選單，提供日期與主題性的篩選，限制檢索結果。 

在簡易檢索框中，使用者可利用各種的組合詞彙過濾檢索結果；

而在進階檢索中，使用者可以使用更多的功能進行檢索策略，除了提

供原有的日期與主題篩選，使用者可以選擇依政府部門檢索或是在其

他資源內檢索，甚至可選擇檔案的開放狀況限制等。 

此外，在進階檢索中，使用者也無須組合詞彙檢索，直接於各檢

索框內輸入檢索值即可。另外，英國國家檔案館典藏部分提供數位化

的線上瀏覽與下載，因此使用者可於檢索系統中自行選擇瀏覽可開放

之數位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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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簡易檢索可提供關鍵字鍵入或是依政府部門瀏覽目錄 

 

圖 4.13 進階檢索提供多欄位組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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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索詞彙提示 

使用者使用檢索系統，並於檢索框輸入關鍵詞彙時，系統並無自

動提示關聯詞彙的輔助功能，但在簡易檢索與進階檢索中，使用者可

利用詞彙組合輔助檢索，如在簡易檢索中，使用者可利用「OR」：擴

大範圍；「NEAR」：關鍵字彙間的緊密程度；或是利用「*」找出相似

的詞彙結果。 

使用者輸入每項關鍵詞彙或是選項前，系統會自動跑出檢索框說

明提示，輔助使用者進行檢索時，能更加熟悉系統特性，減少檢索錯

誤。 

圖 4.14 檢索框說明圖示（一） 

 

 

檢索策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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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檢索說明框圖示(二) 

（三）查詢結果排序 

在英國國家檔案館檢索系統中，檢索結果排序目前一律以「相關

性」做為排序原則，館方認為相關性排序是目前網路檢索經驗中，被

廣泛認可的排序選擇，至於其他結果排序，如以時間、單位做為排序

原則，目前館方規劃在一萬筆內的檢索結果，使用者可以以時間、單

位作為排序。 

（四）查詢結果顯示 

檢索結果除了以相關性排序外，使用者可以選擇以簡目（案名、

產生時間與檔號)或是詳目（產生單位、主題、描述）顯示，在每一

筆檔案目錄底下都有連結，可以輕易瀏覽上下層級的案件或是瀏覽鄰

近的檔號案卷，使用者可點選瀏覽檔案層級架構，輔助使用者易於瞭

解上下層級關連結構。檔案基本的資訊組織，使用者可以從詳目中了

檢索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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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整體檔案目錄資訊，但內容可否線上瀏覽是根據檔案數位化與否，

使用者也可以進一步使用英國國家檔案館提供的數位影像片段，但並

非所有檔案皆提供免費影像服務。 

除了一般結果瀏覽外，系統提供使用者重新定義檢索結果的功

能，在顯示畫面中，使用者可於左排表格中，依據不同屬性做分析，

如主題（subject）、時間（Date）、全宗（collection）、層級（catalogue 

level）、狀態（closure status）、開放狀態（record opening date），

使用者可利用系統提供的屬性分類，得到更完美的檢索結果呈現。此

外，所使用的檢索策略將顯示於最上方的檢索框，輔助使用者重新審

視自己的檢索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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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查詢結果顯示 

圖 4.17 詳目內容顯示 

 

結果分析 

層級瀏覽功能 

關鍵字標示 

層級顯示 

瀏覽功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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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級瀏覽功能 

檢索結果中，系統提供層級瀏覽功能，同時使用者也可自行選擇

層級做為結果的過濾，系統提供 item、piece、series、department；

而在檔案的詳內容中，使用者也可於細節（detail）畫面的右方，瀏

覽簡易並由上到下的層級（hierarchy）架構，或是檔號（reference）

組織瀏覽、除此之外，使用者也可於上方的選單中（browse by 

hierarchy、browse by reference），使用更完整的層級瀏覽功能，

如運用欄位設計區分階層，加上色彩標記，縱橫階層一覽無遺，使用

者更加容易了解層級的涵義與使用。 

圖 4.18 層級瀏覽(一) 

層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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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層級瀏覽(二) 

（六）應用限制處理 

使用者必須進入目錄內容後，方可得知檔案開放與否與限制問

題，每一筆內容皆會在上欄位顯示開放程度與是否擁有數位化影像，

使用者可透過此資訊欄位了解是否能在網路上直接瀏覽內容，或是提

出申請，而系統會直接告訴使用者，如果使用者想在館內免費使用這

項資源，必須進行哪些步驟以完成申請程序。另外，部分資源線上使

用是需要付費，使用者也可從此處得到相關資訊。 

縱向層級 

橫向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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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應用限制處理 

（七）全文提供方式 

目前英國國家檔案館除了一般典藏外，部分典藏進行數位化，使

用者可於線上直接使用該資源，但由於數位化的經費與管理問題，部

分數位典藏內容是委託合作機構管理，因此，使用委外管理的數位館

藏需要收取一些費用；此外，館內提供的數位影像與原生電子文件，

部分可透過網路免費使用，並且可直接於目錄點選瀏覽影像，然而館

內大多數的典藏仍須透過線上申請，親自至館內使用，使用者可根據

網頁提供的開放資訊妥善使用。 

擁有會員資格的使用者可直接於網頁提出申請，至多六件，再至

館內使用館藏，或是直接拜訪檔案館或透過電話申請調閱服務。 

調閱方式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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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線上申請表單 

（八）線上輔助說明 

由於 Discovery 為新啟用之系統，為與舊系統銜接，英國國家檔

案館提供多種的線上輔助說明，幫助使用者加快適應新系統。於檢索

主頁面裡，使用者可以透過右上角的「search help」，了解如何在新

系統中進行瀏覽與檢索，理解目前的使用需求該使用什麼樣的方式進

行，當檢索筆數過少時，有可能是因為什麼原因導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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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Search Help 

此外，針對於新系統的推廣，英國國家檔案館策劃一個讓使用者

認識新系統的網頁，透過檢索主頁面的藍字連結，使用者可連結到關

於 discovery 平台的規劃歷史頁面，瞭解在全新的系統中，使用者可

以利用新系統的服務。除了新系統的使用引導外，針對第一次使用該

網站檢索系統的使用者，提供研究導引（research guide），引導使

用者針對需求進行相應的檢索行為。 

常見問題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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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關於系統與研究導引 

除了檢索系統上的輔助說明外，還有整體網站的使用輔助說明，

使用者可利用最下方的常置欄位中的「Site help」，提供問答集

（FAQs）、索引與網站地圖，可在此了解館藏範圍、開放時間、線上

服務等相關資訊，以及實體檔案申請利用之規定等。 

系統使用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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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FAQS 

三、系統特色 

英國國家檔案檢索系統 Discovery 除提供豐富的館藏內容檢

索，也針對親和性（user-friendly)做了最佳的詮釋，針對系統初次

使用者，利用文字框方式提供檢索說明。儘管豐富的內容使得網頁資

訊的層級多，但它提供使用者豐富的檢索指引，透過快速連結（Quick 

links)選擇目前最可能且適合的服務；使用者開始檢索前，也可利用

網頁提供的「檢索第一步」進行檢索。歸納新的英國國家檔案檢索系

統 Discovery 的系統特色在於： 

(一) 運用色塊區隔，畫面設計簡潔明瞭 

(二) 提供彈性檢索方式與淺白的說明文字 

(三) 具備完整的館藏層級顯示功能 

(四) 提供可開放之檔案數位內容線上瀏覽 

(五) 提供明確且實用之線上輔助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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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系統觀察中，可以發覺 Discovery 在每個頁面中提供的

系統提示與協助的比例很高，即使是進階檢索任一檢索框也主動提供

解說，對於初次使用者而言極為有益。英國國家檔案檢索系統不僅內

容豐富，更是根據實務經驗不斷修正發展至今，檔案檢索系統是一項

與時俱進的工具，數位時代從單向傳遞發展至雙向溝通，到重視使用

者，但檔案檢索系統發展初步最容易產生的問題是過多的檔案專業術

語與先入為主的設計觀念，導致系統檢索介面設計與一般使用者經驗

格格不入，透過英國國家檔案檢索系統分析，可了解如何設計與使用

者親近而沒有門檻的系統畫面，期許藉由他山之石，可逐步提昇我國

檔案檢索系統介面的優使性（usability）設計。 

 

第三節 加拿大國家圖書與檔案館檢索系統 

一、系統沿革與收錄資料範圍 

加拿大國家圖書暨檔案館(Library and Archive Canada，LAC，

http://www.collectionscanada.gc.ca/)1收錄加拿大 130 年歷史，

將近 2千萬種圖書、期刊、報紙、微捲、文本與政府出版品，其中包

含 241,418 公尺的政府及私人文字紀錄，3百件建築圖、地圖與企畫

書等。LAC 同時也保存 2 千 8 百萬張照片、40 萬件錄音資料、15 萬

件影音資料、9 萬件電影膠捲標題；同時擁有 42 萬 5 千件藝術品，

其中包含油畫、素描、水彩畫、版畫、紀念章、漫畫、海報，以及

54 萬 7 千件音樂項目。LAC 擁有的館藏資源，除了透過法定歸檔的政

府文件外，也透過購買與捐贈等方式增加館藏。 

由於 LAC 身兼圖書館與檔案館二職，目前館內提供三種檢索介

面：Library Search、Archive Search、Ancestor Search，同時也

提供三種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此外，使用者也能選擇以檔案類型瀏

                         
1 加拿大國家圖書暨檔案館(LAC)於 2004 年 4 月由加拿大國家檔案館(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和加拿大國家圖書館(National Library of Canada)合併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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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本文主要以檔案檢索工具 Archive Search 為對象介紹，其檔案

檢索系統提供下述五種資源查詢： 

 一般館藏(General Inventory) 

 加拿大政府文件(Government of Canada Files) 

 梅蒂人手稿(Métis Scrip) 

 一次大戰戰爭日誌(War Diari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首相全宗(Prime Ministers' Fonds) 

使用者能夠透過檔案檢索系統查檢以上五種資源，但部分無法

透過檔案檢索系統使用的檔案資源，可以使用＂databases＂介面，

該功能是將部分資源依照主題形式分類，提供使用者按主題參閱線

上展覽資料。(LAC，2012，State of Holdings: The condition of 

Analogue Holdings at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二、系統功能概述 

（一）檢索方式 

檔案檢索可分為簡易(basic)與進階(advanced)兩種方式，在基

本檢索中，使用者可輸入任何關鍵字彙、選擇資料類型、檔案層級、

是否有提供線上取用以及每頁讀取數量等；資料類型廣泛提供館內典

藏的建築圖類、藝術、影片與影音、地圖與製圖工具、照片、郵件與

明信片、聲音紀錄與文本記錄；檔案層級可以從最上層的全宗、案卷、

案件，甚至以登錄號(accession)作為檢索條件。簡易檢索亦可使用

布林邏輯進行多字彙檢索，使用者須自行鍵入需要的檢索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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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簡易檢索 

進階檢索中，系統提供彈性的檢索框架，使用者可以自由輸入三

個以內的關鍵字彙，並可限定這些字彙的欄位，譬如 Title keyword、

Name Keyword、Archival Number、Accession Number、Microfilm reel 

number、Finding aid Number、Volume/Box Number、File Number、

Item Number、MIKAN Number，並主動提供布林邏輯，讓使用者能自

由選擇 AND、OR、NOT 組合檢索策略；此外，除了提供簡易檢索亦有

資料類型與檔案層級篩選，或是根據有否線上全文瀏覽與每頁筆數設

定外，也提供日期的起迄選擇與政府文書和私人文書的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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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進階檢索 

（二）檢索詞彙提示 

在簡易與進階檢索系統，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彙於檢索框中，並未

提供自動提示關聯字彙的輔助功能，但在簡易與進階檢索中皆提供布

林邏輯，方便使用者自行決定檢索策略；另一方面，簡易與進階檢索

系統皆提供錯誤提示功能，使用者輸入錯誤字彙，系統會於結果顯示

中提示是否為某個字彙，並且在下方附註建議，提醒使用者檢索結果

零的可能性可能為某些原因，並提供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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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錯誤提醒 

（三）查詢結果排序 

檢索系統提供四種結果排序選擇：相關性(Relevance)、標題

(Title)、日期(Date)、人名(Name)，每一種選擇都可依據順向或逆

向排列，例如日期(Date)，使用者可自行決定以時間遠近；系統排序

是預設為根據相關性(Relevance)排序，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需求調

整排序。 

圖 4.28 結果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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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結果顯示 

結果查詢顯示頁面，系統提供基本案名、時間、檔案層級、檔號

等簡易目錄，並未另有詳目提供使用者；在結果顯示中，使用者可以

利用另外提供的檢索結果重新定義功能，系統可提供按資料類型

(type of material)、資料來源(found in)、是否為線上資料

(online)、層級分類(hierarchical level)、時間(date)等屬性，進

一步重新篩選結果。 

單筆結果內容，系統提供 title、arrangement structure、

Series、Date、Place of creation、extent、language of material、

scope and content、condition of access、source、Mikan no.等

檔案資訊內容，較特別的是提供檔案的內容與範圍，介紹此份檔案包

含的資料類型，上下層級的關係，以及檔案的背後歷史簡介等，使用

者也能透過 arrangement structure 了解清晰的層級架構，協助使用

者能透過網路資訊得到詳細的資料，方便日後的取用。此外，全宗層

級的詳細內容中，除了上述所提到資料範圍外，另提供 terms of use、

finding aids、creator/provenance、biography/administrative 

history、additional information、subject heading、other system 

control no.，使用者可以在此找到更完整的取用資訊，舉凡查檢工

具、取用說明、全宗背景等。 

 

 

 

 

 

 

 



 

74 

圖 4.29 結果篩選與目錄結果 

圖 4.30 詳細內容 

後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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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級瀏覽功能 

檢索結果中，系統提供層級瀏覽功能，＂arrangement 

structure＂，使用者點選後，系統提供簡易的組織圖協助使用者了

解該檔案的上下層級關係，同時可以參閱同一層級的橫向檔案資料，

協助使用者利用；此外，使用者可以利用＂series part of ＂連結

至上一層級，以宏觀的角度來找到更多有用的資料，而在＂scope and 

content＂中，使用者可以簡單明瞭地以文字認識檔案的性質與產生

過程，理解更加深入的背景資訊並與其他相關檔案的連結關係。 

圖 4.31 層級瀏覽(一) 

圖 4.32 層級瀏覽(二) 

層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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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應用限制處理 

在檢索結果中，使用者可以透過一旁的篩選屬性，選擇已有數位

化的檔案瀏覽，點入詳細內容後，系統提供開放的影像畫面提供使用

者取用，並可以右鍵自由下載；另一方面，未提供線上取用的檔案資

料，每一筆結果顯示內容提供＂copies and reproductions＂連結，

使用者可透過連結了解應用限制與取用方法，閱讀完畢後，使用者可

連結至申請畫面，自行填寫欲申請檔案種類表格，填寫完畢後，將會

自動加入使用者的資料暫存區，再一併填寫使用者的身分資料，向

LAC 提出申請表單，LAC 將會根據使用者提供的資訊與要求，提供服

務給使用者。目前提供到館取件與寄送服務，並根據服務不同要求收

取不同的費用。 

 

圖 4.33 數位化檔案 

 

 

提供影像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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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應用限制說明 

圖 4.35 申請表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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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申請表格(二) 

（七）全文提供程度 

目前 LAC 僅提供部分館藏數位化，使用者在檢索資料時，可透過

過濾功能選取已數位化檔案之取用，除此之外，另整理許多已數位化

的館藏資源，此處的資料範圍集合檔案與圖書兩方面資源的整合，並

以各種主題形式整理，使用者可根據主題瀏覽，或是字母索引使用這

些已數位化的館藏資料。 

而尚未數位化的檔案，使用者必須透過線上申請，提出表格後依

服務付費，方可取用資料，使用者每 24 小時內有限制僅可申請 100

份複製品，每一頁的普通價格為加拿大幣 4元，為了避免使用者因不

了解檔案性質而申請不符合使用需求的資料，LAC 建議使用者可利

用＂freelance researcher＂的功能，透過專業的人士來協助過濾並

協尋到需要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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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Freelance Research 

（八）線上輔助說明 

LAC 檢索畫面將＂search help＂與＂ask us a question＂常置

在左半邊，使用者進行任何檢索行為時，左部分的選項將固定於畫面

中；而在檢索結果內，＂search help＂也常置於畫面上方，使用者

一進入結果內容，即可發現並方便使用。在＂search help＂中，提

供使用者如何開始進行檢索行為，並根據 LAC 所提供的三種檢索系統

依序進行每個系統的分析比較。 

除此之外，每一項全宗層級結果中，都會提供查檢工具(finding 

aids)的連結，提供電子文件版的查檢工具，若使用者有需求，也能

從此處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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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查檢工具 

圖 4.39 檢索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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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灣國家檔案資訊系統 

一、 系統沿革與收錄資料範圍 

我國檔案管理局係依據民國 88 年制定公布之檔案法，於 90 年實

施檔案管理局組織條例，並於同年 11 月 23 日正式成立；其職責為保

存我國國家檔案資產，建立檔案管理制度與各項標準化作業流程，並

透過系統化鑑選、徵集、移轉及典藏國家檔案，同時推展檔案應用服

務與加值行銷等多元面貌。(檔案管理局，2012，本局簡介電子書) 

檔案管理局從民國 89 年始，專案徵集 228 事件、美麗島事件、

國民大會、行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及公營事業民營化等

重大政治事件檔案，以及各機關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截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可供查詢之國家檔案典藏長度計 12090.23 公尺(紙質類

11888.19 公尺、非紙質類 202.04 公尺)，並訂定國家檔案分類表等

25 類別。 

檔 案 管 理 局 已 建 置 有 「 國 家 檔 案 資 訊 網 」〈 網 址 ：

https://aa.archives.gov.tw/，簡稱 AA〉、機關檔案目錄查詢網〈網

址：https://near.archives.gov.tw/cgi-bin/near2/nph-redirect? 

rname=simp_search&，簡稱 NEAR〉分別提供國家檔案與機關檔案之

目錄查詢。 

檔案管理局對於徵集之國家檔案，則整合於國家檔案資訊網中，

其中已編有電子目錄之國家檔案有 227,449 案、2,154,213 件，除少

數檔案目錄因涉及個人隱私暫未開放，截至 101 年 6 月 30 日，可透

過網路檢索之檔案目錄者計有 201,110 案、1,940,943 件。 

另截至 101 年上半，除機密檔案目錄，各機關繳交至檔案管理局

之機關檔案目錄已成功匯入 539,667,628 筆，並彙整公布於 NEAR 網

站，提供民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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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功能概述 

(一) 檢索方式 

國家檔案資訊網之目錄查詢方式可分為「簡易查詢」及「進階查

詢」。 

簡易查詢主要係提供使用者輸入關鍵詞彙，再比對系統相關欄位

之查詢功能；另提供熱門檢索詞彙的參考。 

圖 4.40 簡易檢索 

進階檢索，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後，可利用空格或是布林運算(&,|)

來縮小結果。也可自行鎖定某些欄位檢索，於全宗機關名、案名、案

由、內容摘要、檔案產生者、系列名、副系列名、主題與附件名稱等

設定檢索條件；除此之外，也可透過篩選檔案產生期間、起始檔號、

迄止檔號等，得到更詳盡的結果，同時可選擇以「精確查詢」、「模糊

查詢」或「同音查詢」查詢。 

同音查詢：是針對中文字同音異字特性，例如「台北」與「臺北」，

利用同音查詢可得到兩方的結果。 

精確查詢：是利用精確查詢，例如「921 災後」，系統檢索之結

果皆會以「921 災後」，而非「921 地震災後」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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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查詢：是與精確查詢相反，系統會將關鍵字拆解檢索，例如

檢索「921 災後」，除了「921 災後」外，另會有「921 地震災後」等

拆解組合結果。 

另外，進階檢索中，若要查詢特定機關之檔案目錄，使用者可以

先利用全宗(機關)代碼進行查詢，可直接點選將機關代碼自動帶入欄

位。 

圖 4.41 進階檢索 

除檢索功能外，AA 另提供主題推薦，主題式專區展示檔案，如

主題展示、探尋國家寶藏、精選照片、影音精華等；另一方面，提供

熱門推薦，如熱門應用、推薦閱讀之清單。使用者可透過主題推薦與

熱門推薦，瀏覽檔案清單，成為檢索的另一種選擇。 

(二)檢索詞彙提示 

簡易檢索與進階檢索，並不具相關詞提示功能等檢索輔助功能，

但可利用空格，同時檢索數個關鍵詞彙。例如：228(空格)法院。進

階檢索除了空格外，更可利用布林運算來輔助檢索(&,|)，如台灣獨

立&台獨。另外，也提供熱門搜尋詞於檢索畫面中，供使用者參考；

功能列之熱門推薦、主題推薦等，提供使用者另一種瀏覽檢索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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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熱門應用 

(三)查詢結果排序 

檢索結果可依相關性、檔號、全宗名〈機關名〉、檔案起訖日期

排序，由小到大或大到小排序，另可選擇顯示筆數的多寡等檢索偏好

設定。 

圖 4.43 排序結果 

 



 

85 

(四)查詢結果顯示 

檢索結果另將其樹狀瀏覽分類：主題、全宗名、國家分類代號、

年代，供使用者參考內容性質。一般檢索結果畫面中，每筆皆提供基

本的檔號、全宗機關名、檔案產生日期、檔案簡介，詳細內容必須點

入檔案內，以案件而言，詳細內容提供：檔號、全宗機關名、案名、

案由、主題、檔案產生日期、檔案產生者、媒體形式、數量、附註、

檔案管有機關。 

圖 4.44 詳細內容 

(五)層級瀏覽功能 

檢索結果中，每項結果前面皆會顯示該結果為「件」或「卷」，

使用者可以透過「全部案件」或「所屬案卷」，查看案卷層級詳細內

容或是案卷下所有案件層級的目錄內容。 



 

86 

圖 4.45 檢索結果之層級圖 

(六)應用限制處理 

檔案目錄內容中，將註明該檔案內容是否開放申請。 

圖 4.46 檔案開放資訊 

(七)全文提供程度 

可提供線上瀏覽全文的檔案數量不多，大部分並未直接提供線上

瀏覽全文功能，查詢之目錄若於「瀏覽影像」有圖示註明，則可直接

於線上瀏覽該檔案。未有線上瀏覽功能之檔案，必須透過線上申請檔

案應用。使用者登入帳號後，可使用「加入我的檔案夾」將檔案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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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並點選加入申請書，填寫相關應用申請書，並列印以傳真、郵

寄等方式申請。目前也提供自然人憑證申請，持有自然人憑證可直接

於線上提出申請，不需寄送申請書。 

(八)線上輔助說明 

提供線上輔助說明，使用者可於國家檔案資訊網之功能列「使用

說明」，查詢關於申請檔案、應用申請書、收費一覽表、相關法規以

及國家檔案查詢與應用指引。 

線上提供國家檔案查詢與應用指引，有國家檔案目錄之兩種檢索

方式的詳細說明，並指導使用者可利用頁面提供之資訊，快速掌握查

詢結果資料內容性質等。此外，關於後續的申請應用說明亦有詳細解

釋，包含有以自然人憑證申請檔案之應用流程說明。 

此外，在檔案管理局(http://www.archives.gov.tw)首頁，

在一般民眾>國家檔案>申請服務中，使用者也可查詢檔案應用指導、

查詢與申請以及相關申請程序與收費標準等。 

圖 4.47 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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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檔案管理局之 AA 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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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分析 

根據上述各系統功能概況分析，表列比較各系統現況如下： 

分析項目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臺灣 

檔 案 檢 索

系統 

Online 

Public 

Access（OPA） 

Discovery Archive 

Search 

國家檔案資

訊網 

系 統 提 供

檢索方式 

簡易與進階

兩種模式 

簡易與進階

兩種模式 

簡易與進階

兩種模式 

簡易與進階

兩種模式 

查 詢 結 果

排 序 與 顯

示 

依日期排序 依相關性排

序 

預設依相關

性排序，亦可

選擇日期、標

題、作者排序

預設依相關

性排序，亦可

依檔號、全宗

名 〈 機 關

名〉、檔案起

訖日期排序 

層 級 瀏 覽

功能 

提供瀏覽

item、 

file、 

series 等層

級關係 

提供瀏覽

item、

piece、

series、

department

等層級關係 

提供瀏覽

fond、

sub-fond、

series、

sub-series

等層級關係 

提供瀏覽案

卷與案件層

級關係 

目 錄 與 全

文 開 放 程

度 

目錄開放檢

索，已數位化

者呈現在檢

索結果第一

部份 online 

holding的畫

面，無影像檔

者可申請調

閱 

目錄開放檢

索，部分已數

位化館藏可

於網站上瀏

覽全文，惟因

廠商不一，少

數全文瀏覽

使 用 需 付

費；未數位化

館藏需透過

線上申請調

閱 

目錄開放檢

索，已數位化

者，使用者可

透過主題瀏

覽數位化館

藏；未數位化

館藏需透過

線上申請調

閱 

機密檔案目

錄不公開，其

他目錄開放

檢索，雖有檔

案影像檔，但

因須經內容

審核，故較少

提供線上直

接 瀏 覽 檔

案，大多數檔

案可透過線

上申請調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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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上述美國、英國、加拿大與我國等四個國家檔案檢索系統，

無論在系統檢索方式、結果排序與顯示、層級瀏覽功能、目錄與全文

開放程度，均能提供使用者找尋檔案的基本需求，但介面設計易用性

略有差異。如以現行檢索系統介面呈現與操作觀感，略述四者優劣分

析，如下： 

國別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臺灣 

優點 1.畫面設計色

塊區隔明顯 

2.數位館藏豐

富，並在檢

索結果最明

顯處提供影

像全文線上

瀏覽 

3.檢索結果提

供多種後分

類瀏覽 

4.檔案層級顯

示清晰明瞭 

1. 檢索介面整

合所有館藏

類型，並提

供分類瀏覽 

2. 提供個人化

的標籤功能 

3. 結果排序與

內容顯示井

然有序 

4. 檔案層級顯

示清晰 

5. 數位化館藏

豐富 

1. 針對館內五

大館藏提供

適當的檢索

路徑 

2. 整合圖書館

與檔案館間

的館藏，各

類型館藏檢

索無間隙 

 

1. 提供基本的

簡易與進階

檢索功能 

2. 有排序顯示

和線上申請

設計 

3. 整體而言擁

有符合使用

者的基本需

求設計 

缺點 1. 來自多系統

整併，部分

目錄資訊並

不完整 

2. 因有強大的

後 分 類 功

能，故僅有

依日期排序 

1.僅提供相關

性排序 

2.部分數位化

館藏因採與

廠商合作緣

故，系統獨立

不與原有的

合併，並且須

酌收閱覽費

用 

1. 館藏多元，

檢索路徑複

雜，容易迷

失 

2. 查詢結果顯

示呈現豐富

資訊，但也

造成畫面雜

亂 

1. 缺少檔案層

級顯示，只

有連結功能 

2. 檢索介面風

格設計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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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數位與科技時代的來臨，檔案資訊檢索以雲端虛擬方式提供

服務，檔案檢索系統不單為一個檢索工具，而是須具備親和性

(user-friendly)與多元化的檢索功能，我國檔案管理局之「國家檔

案資訊網」，已具備基本的簡易與進階檢索方式，查詢結果顯示可供

排序選擇，並提供檢索結果的基本層級瀏覽，使用者有瀏覽案卷與案

件的選擇，但根據網站提供之資訊，能全面提供數位影像的館藏非常

少數，仍需透過網上申請調閱的手續；整體而言，國家檔案資訊網擁

有檔案檢索系統的基本功能，但在介面設計親和性不足且館藏調閱申

請步驟冗長，對於使用者的易用性仍有改善空間。 

美國、英國與加拿大的檔案檢索系統，同樣提供有基本的簡易、

進階檢索方式，但由於館藏數量繁多與資料類型多元，系統設計提供

以館藏類型供使用者篩選資料，在查詢結果顯示功能，尤以英國檔案

檢索系統畫面設計最為完善，利用各種的色塊與格線設計查詢與結果

顯示，使用者可更清楚檢視檔案的結構與描述。對於不同類型的檔

案，美國、英國與加拿大檔案檢索系統都提供詳細的檢索說明，但是

過多的檢索路徑與說明反而是一種負擔，例如：加拿大的檢索系統，

由於館藏結合圖書館與檔案館的資料，檢索方式依照館藏類型分為五

種，又提供多種的資料庫與操作說明，對於使用者而言，必須消化更

多的操作說明並不容易。 

國外的檔案檢索系統，對於檔案數位化與開放程度值得推崇，英

國與加拿大的檢索系統，使用者可依據數位化與否進行檢索篩選，美

國是將檢索結果有影像檔者，優先出現在畫面第一個區塊，在在顯示

國外不少館藏已逐步數位化，並上傳至網站供使用者直接線上瀏覽；

但目前臺灣的國家檔案資訊網僅提供少數館藏開放影像取用，在目錄

呈現上也無明顯數位化的結果顯示，與使用者希望能直接獲取全文內

容的期許相左。再者，相較於國外系統，臺灣國家檔案資訊網對於檔

案層級顯示功能，也不如美、英等國直接採層級結構關係在畫面呈現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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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調查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易用性實測結果分析 

一、 任務查詢時間分析 

15 位受測者進行六項設計任務，平均完成任務時間為 24 分 55

秒，如觀察六項任務中，以任務四之調閱申請功能所費時間最長，平

均花費 8分 4 秒，受測者平均完成任務時間多於平均數者，計有 8 位。

雖分析五位有本系統使用經驗者完成任務時間平均為 18 分 23 秒，比

其餘 10 位無本系統使用經驗者平均時間 28 分 11 秒還少，但是仍有

兩位有系統使用經驗者（受測者 04、受測者 14）完成時間高於平均

值，因此就個別受測者而言，是否有本系統先前使用經驗並非影響任

務執行時間的主要因素，各受測者完成任務時間是因操作是否失敗而

延遲時間所致，各受測者完成任務時間詳如表表 5.1。 

               表5.1 各項任務完成時間統計表    (單位 分：秒) 

受測
者編
號 

任務
一 

任務
二 

任務
三 

任務
四 

任務
五 

任務
六 

各受測
者總計
完成時

間 
01 06:59 00:25 00:57 03:14 01:16 01:18 14:09 
02 01:47 02:22 00:41 01:31 00:07 02:11 8:39 
03 02:38 00:26 01:16 05:24 00:27 01:09 11:20 
04 03:30 05:50 08:25 04:49 03:44 01:51 28:09 
05 08:31 02:25 04:52 17:22 00:25 15:40 49:15 
06 03:41 00:51 00:24 09:02 01:52 01:18 17:08 
07 03:14 02:36 02:31 05:13 00:18 00:38 14:30 
08 03:48 01:33 03:41 08:24 01:17 06:37 25:20 
09 03:46 00:34 01:42 04:22 03:33 00:55 14:52 
10 01:44 00:37 01:25 08:48 00:54 02:02 15.30 
11 03:17 01:21 05:55 05:59 06:45 07:24 30:41 
12 08:50 09:29 05:59 07:17 03:06 04:53 38:40 
13 09:16 02:45 01:41 08:41 02:16 04:18 28:57 
14 03:25 02:37 05:04 09:32 01:43 06:56 29:17 
15 16:36 02:02 05:32 21:20 00:34 01:15 47:19 

平均
完成
時間 

5:24 2:24 3:20 8:04 1:53 3:54 24:55 

註：受測者編號 02、03、04、07、14 為有本系統使用經驗者，以網底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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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務失敗類型分析 

分析 15 位受測者線上實測錄影觀察結果，記錄各項任務發生失

敗的原因，發現以「系統問題」和「嘗試錯誤」最多。受測者會發生

「系統問題」，多是因為使用 Google Chrome 或 Fire Fox 瀏覽器，會

出現例如「選單輸入失敗」的小視窗，當在訂閱 RSS 時，不論點入標

題或圖示也都會因瀏覽器不同出現錯誤訊息。「嘗試錯誤」除了受測

者不熟悉介面功能而嘗試點選外，另一原因是系統回應時間過長，致

使受測者疑惑方才的操作是否為系統所接受，而會試圖點擊其他功能

所致。「系統問題」與「嘗試錯誤」多半是伴隨發生，故有高達 98 次

的「系統問題」與 62 次的「嘗試錯誤」記錄（表 5.2）。 

表 5.2 易用性評估任務失敗類型統計表 

任務
編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各任
務失
敗總
次數

01 1 0 5 0 1 2 3 3 15 

02 2 0 2 3 2 0 2 2 13 
03 3 0 3 1 2 1 1 0 11 

04 2 0 1 1 3 6 3 7 23 

05 1 0 4 0 3 13 9 6 36 
06 4 1 3 4 0 4 3 0 19 

07 2 0 0 2 1 4 2 4 15 

08 6 0 5 3 1 13 1 3 32 
09 2 1 3 2 0 1 2 0 11 

10 2 0 2 2 3 1 4 0 14 

11 2 1 3 1 2 13 2 6 30 
12 3 1 5 2 6 12 3 7 39 

13 6 0 6 2 1 14 11 2 42 

14 1 0 1 1 7 8 5 5 28 
15 7 1 5 3 5 6 11 1 39 

各失敗
類型總
次數 

44 5 48 27 37 98 62 46 367 

如以任務別觀察失敗類型，「任務一」與「任務四」所發生之錯

誤次數最多，「任務一」甚至多達 117 次（表 5.3）。任務一是測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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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方式，受測者可能對於介面操作因不熟悉系統所提供的進階搜尋方

式，而導致有比較高次數的「操作錯誤」情形；「任務四」為線上提

出申請調閱檔案，受測者多半對於線上申請表單的填寫感到繁複，不

知如何操作，且經常誤會系統所提供的文字訊息說明，故而經常有猶

豫或是嘗試錯誤的情形。 

由於各項任務操作過程產生問題導致失敗原因不同，故有必要針

對各任務操作過程發生失敗點與失敗類型逐一檢討，以找出系統介面

容易讓檢索者困擾或出錯之設計。 

表 5.3 各項任務失敗類型統計表 

任務編

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各任

務失

敗總

次數

任務一 30 3 10 7 13 30 12 12 117 

任務二 0 0 1 4 7 10 7 8 37 

任務三 5 0 3 5 0 12 4 12 41 

任務四 5 2 22 7 11 11 20 8 86 

任務五 0 0 1 0 1 5 2 4 13 

任務六 4 0 11 4 5 30 17 2 73 

各失敗類

型總次數 
44 5 48 27 37 98 62 46 367 

 

三、 任務查詢過程問題分析 

（一）任務一：檢索方式 

任務一主要檢驗系統檢索方式，任務描述請受測者於國家檔案資

訊網中，以「都市計畫」一詞進行簡易搜尋，並利用進階檢索，在「都

市計畫」檢索概念下限定為「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之檔案。 

觀察受測者執行任務一經常發生失敗之類型為操作錯誤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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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個別檢索者失敗次數差異頗大，甚至有檢索者 15 在檢索過程

發生多達 18 次之系統問題（表 5.4）。 

表 5.4 任務一錯誤類型統計表 

受測者 

編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累計

次數

01 1  4  1  2 3 11 

02 1  1 1     3 

03 1  2  1    4 

04     1 1 1 1 4 

05 1  1  1 4 1 1 9 

06 3 1  1     5 

07 3   1  1  2 5 

08 5   1 1 3   10 

09 2     1 1  4 

10 1        1 

11 1 1   1 2 1  7 

12 3 1  1  4  3 12 

13 1    1 4 2 1 17 

14 1   1 3 2   7 

15 3  2 1 3 4 4 4 18 

失敗類型

累計次數 
30 3 10 7 13 30 12 12 117 

觀察記錄之檢索過程影像，發現經常發生錯誤之處是有半數以上

的受測者在進階檢索時，會將「都市計畫」與「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

局」中間空一格表示限定（圖 5.1），此種方式並無結果顯示，進階

檢索的操作步驟應從「全宗(機關)代碼查詢」中設定限制條件，或於

「都市計畫」一詞的檢索結果中，在後分類處限制範圍，但由於受測

者檢索習慣或介面設計與檢索者經驗相左，故多數檢索者直覺採用中

間空格的方式，並未使用系統進階查詢欄位的設定方式，而導致操作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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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經常失敗的類型為系統問題（表 5.4），此問題經觀察發

現，若受測者使用 Google Chrome 或 Fire Fox 的瀏覽器，不論是點

擊上一頁或標題，甚至是其他超連結，都會出現「選單輸入失敗」的

小視窗(圖 5.2)，造成受測者在任務進行中，會有系統錯誤訊息產生，

但若使用 IE 瀏覽器則無此問題。 

操作錯誤不僅限於受測者對於「全宗(機關)代碼查詢」使用方式

不熟悉，觀察受測者檢索過程，在第一項任務進階搜尋中，經常會在

簡易搜尋結果下直接再進行檢索，而非利用系統設計之進階檢索功

能。印證受測者訪談意見，受測者 09 表示：「進階搜尋標示不明

確，…，簡易搜尋後的進階檢索標示應該是以原有結果進行再次檢

索，而非重新檢索。」而受測者對於「全宗(機關)代碼查詢」的看法，

多因沒有察覺此項功能，或是不熟悉此功能而忽略。引述受測者 06

意見：「任務中須以進階檢索的機關代碼查詢，…並不會將這項名稱

與所屬單位進行聯想，並且位置實在太不明顯。」，顯示「全宗(機關)

代碼查詢」的設計，也無法讓檢索者理解。或如受測者 07 表示：「全

宗(機關)代碼查詢功能若能改為鍵入檢索，不須再點入查檢，並提供

智慧篩選功能，也能避免輸入錯誤的檢索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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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任務一常發生檢索概念鍵入錯誤問題 

圖 5.2 任務一因瀏覽器問題發生系統出現錯誤訊息 

根據上述任務一分析結果顯示，發現針對國家檔案資訊網的檢索

功能設計宜改善： 

(一) 檢索介面設計宜清楚指引檢索者簡易與進階搜尋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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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將「簡易搜尋」與「進階搜尋」鍵，以明顯色塊並列

呈現，以免檢索者無視於畫面「進階搜尋」的按鍵。 

(二) 針對檢索結果畫面提供的再檢索功能，應將「進階搜尋」

與再「搜尋」鍵區分開，以免此處誤導檢索者以「進階搜

尋」鍵進行下一步的篩選。 

(三) 「進階搜尋」檢索條件提供「全宗(機關)代碼查詢」功能，

應提供文字輔助說明如何查詢，或是由系統接受機關名部

分或完整名稱，由系統自動轉換正確值，將會更理想。 

(四) 本任務測試盡量以受測者日常慣用之瀏覽器操作，但發現

系統介面設計在 Fire Fox 與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環境

下會產 

(五) 生系統問題，表示國家檔案資訊網並未相對考量，除 IE

外的瀏覽器可完全正常顯示，故而頻頻出現錯誤視窗的狀

況，應併同考量在其他常用瀏覽器介面呈現的設計，避免

檢索者檢索過程出現錯誤視窗，而誤導檢索者。 

（二）任務二：查詢結果顯示 

任務二主要檢驗查詢結果的顯示，任務描述請受測者將任務一的

檢索結果以檔案日期由大到小排序，並瀏覽最新一筆結果的內容。 

觀察受測者執行任務二經常發生失敗之類型為系統問題與系統

回應時間過長；再者，為提問與嘗試錯誤（表 5.5）。接續任務一執

行檢索結果，將檢索結果依日期排序，但由於系統回應時間過長，故

受測者會認為自己的操作行為可能未被系統接受，而開始嘗試其他方

式或者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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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任務二錯誤類型統計表 

受測者 
編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累計
次數

01         0 
02    1 1  1 2 5 
03         0 
04     1 1 1 1 4 
05      2 1 1 4 
06    1   1  2 
07       1  1 
08      1   1 
09         0 
10         0 
11    1    1 2 
12   1  4 4  1 10 
13    1  1 1 1 4 
14      1 1 1 3 
15     1    1 

失敗類型
累計次數 0 0 1 4 7 10 7 8 37 

觀察記錄之檢索過程影像，除系統問題與系統回應時間過長，而

造成在畫面多次點選「嘗試錯誤」外，並無其他特殊錯誤樣態，半數

以上的錯誤多是載入「選單失敗」以及瀏覽器相容性問題，造成誤導

受測者檢索操作的錯誤。任務二主要檢驗國家檔案資訊網之檢索結果

顯示與排序功能，除了可由錄影記錄觀察到主要的錯誤樣態外，受測

者 09 受訪時認為：「圖示與選單需要思考。排序結果的選項上，不太

理解檔案日期由大到小的意思。」，受測者 04 也認為：「檔案日期由

大到小…也讓我感到疑惑…。」顯示檢索結果排序的選單設計中文用

字語意模糊(圖 5.3)，會造成部分受測者理解困惑。 

根據任務二分析結果顯示，針對國家檔案資訊網的檢索結果排序

設計，宜改善排序選單文字說明，例如「檔案起訖日期」宜以近至遠，

「全宗(機關)名」也不由大到小，而是可改以後分類呈現或是獨立選

項選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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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任務二檢索結果排序選單設計不當 

（三）任務三：層級瀏覽功能 

任務三主要檢驗層級瀏覽功能，任務描述請受測者檢索「二二八

紀念碑」一案，並試著瀏覽案卷下所屬案件。 

觀察受測者執行任務三經常發生失敗之類型為系統問題與系統

回應時間過長；其次，則為操作錯誤與未完成任務（表 5.6）。未完

成任務是受測者並未正確點擊「全部案件」之超連結，而直接點擊標

題進入；有些受測者會以為點擊標題後所見之內容即為所屬案件，但

實則未完成該項任務。 

表 5.6 任務三錯誤類型統計表 

受測者 
編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累計
次數

01         0 
02         0 
03         0 
04 2     1  3 6 
05       1 1 2 
06 1   1     2 
07 1     2 1 1 5 
08    1  2  1 4 
09   1 1   1  3 
10         0 
11      2  3 5 
12   1   2  1 4 
13   1 1  1 1  4 
14      1  2 3 
15 1   1  1   3 

失敗類型
累計次數 5 0 3 5 0 12 4 1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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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記錄之檢索過程影像，發現多數受測者經常發生錯誤之處是

進行瀏覽層級時，對功能的不熟悉導致錯誤的行為，受測者檢索「二

二八紀念碑案」並瀏覽其下案件，多數操作是直接點入案卷內容瀏

覽，忽略檢索結果畫面顯示的「全部案件」按鍵。（圖 5.4）此外，

也有部分受測者認為任務描述的「瀏覽案卷下所屬案件」等同檢視「二

二八紀念碑案」的詳細內容，顯示受測者可能不了解「案卷」與「案

件」的意義。根據受測者 09 表示：「案件瀏覽需要讓人尋找，…選項

應該提供再詳細內容，而非外層的目錄…我無法了解哪裡才是真正的

路徑。」透露國家檔案資訊網的層級瀏覽功能，無法讓檢索者直觀理

解圖示意義，案卷與案件之間瀏覽也容易讓受測者迷失路徑。 

圖 5.4 任務三層級瀏覽易誤解點選至詳細內容 

根據上述任務三觀察結果分析，針對國家檔案資訊網的層級瀏覽

功能設計宜改善： 

1. 加強檢索結果介面「全部案件」或「所屬案卷」的設計，以

免檢索者忽略畫面中的層級瀏覽功能。 

2. 針對系統的層級功能，應與檢索者習慣結合，於結果詳目顯

示內容中，新增層級瀏覽之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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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加文字說明，提供層級瀏覽功能的指示，譬如以游標滑動

出現浮動說明視窗，說明接下來的功能導引。 

（四）任務四：調閱申請 

任務四主要檢驗調閱申請功能，任務描述請受測者承任務三，在

二二八紀念碑一案下，瀏覽幾個案件，並試著點選至多三筆案件後，

提出案件調閱申請，持續動作至列印申請單為止。若無會員資格者，

請受測者先申請會員帳號後再繼續申請動作。 

觀察受測者執行任務四經常發生失敗之類型為操作猶豫與嘗試

錯誤（表 5.7）。多數受測者不清楚該如何將想要的案件加入檔案夾

中，或是在將檔案夾資料加入申請書後，不清楚該如何進行下一步才

能到列印申請單的畫面，往往會在再者兩個步驟猶豫停留，不曉得該

點擊何種功能圖示或連結。操作猶豫有時也伴隨嘗試錯誤行為，因受

測者不清楚該如何進行下一步驟，便會嘗試點擊自己覺得可能的圖示

或連結，故導致此兩種失敗類型最多。 

表 5.7 任務四錯誤類型統計表 

受測者 
編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累計
次數

01   1   1   2 
02         0 
03 1  1 1 1 1   5 
04    1 1  1 1 4 
05   2   3 2 1 8 
06   2 1  3 2  8 
07     1   1 2 
08   2     2 4 
09  1 2 1     4 
10 1  2 1 2  3  9 
11   2  1    3 
12   1 1 1  2 1 6 
13   3   1 2  6 
14   1  3 1 1 2 8 
15 3 1 3 1 1 1 7  17 

失敗類型
累計次數 5 2 22 7 11 11 20 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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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記錄之檢索過程影像，發現經常錯誤之處是受測者在進行調

閱申請時，對於調閱過程迷惑而導致操作上的猶豫、嘗試錯誤以及提

問；國家檔案資訊網的申請調閱功能，必須先登入會員，勾選檔案並

點選「加入我的檔案夾」，再經過繁複的步驟，先是在「待申請檔案

區」勾選檔案，點選進入「加入申請書」，接著點選上方頁籤「待申

請應用區」提出申請，然後還需要確認申請內容無誤後，點選下方的

「提交書面申請」或是「使用自然人憑證線上申請」，方可完成全部

的調閱申請手續。 

繁瑣的步驟讓多數受測者在調閱流程的任務四花費較長時間進

行。受測者在登入會員並加入檔案後，對於檔案夾內的三個區塊：「待

申請檔案區」、「待申請應用區」、「已應用申請區」常感到不知所措，

因此出現嘗試錯誤與操作猶豫，也造成不少受測者未完成任務。（圖

5.5） 

根據受測者 09 表示：「它的步驟容易使人迷惑，它應該主動指引

使用者進行，同時步驟也太過冗長，調閱系統步驟應縮短或主動導引

檢索者。另外也找不到從何處申請檔案。」受測者 01：「在申請調閱

文件方面，希望流程可以再簡化一些，要兩個步驟才能送出申請單，

而且還在不同的標籤夾，感覺有點瑣碎。此外，『待申請檔案區』和

『待申請應用區』兩個標籤夾的標題讓人覺得有點類似，或是搞不懂

其意，覺得可以統合成一個就好。而『待申請檔案區』的『狀態』一

欄中顯示『已申請』的字樣，會讓我誤以為我已經申請好了。如果在

申請調閱文件方面可以有步驟的引導，像是「下一步」之類的會更好。」

顯示調閱過程帶給受測者複雜與困擾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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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任務四調閱申請畫面易帶給受測者操作猶豫 

根據上述任務四分析結果顯示，國家檔案資訊網的調閱申請功能

設計宜改善： 

1. 調閱申請步驟宜以簡單明瞭取代繁瑣冗長，可將調閱畫面的

三個區塊統合成一個區塊，減低檢索者在調閱畫面的迷失。 

2. 調閱申請步驟的繁瑣讓檢索者必須先閱讀使用說明才能順利

操作，因此建議以主動的方式導引使用者操作申請調閱功

能，譬如在提出申請書的兩個步驟以連續的方式讓使用者結

束一個步驟後，能直接跳入第二個步驟，減少檢索者的操作

猶豫或誤解。 

3. 提供調閱申請的快速協助鍵，直接連結到關於調閱申請的操

作方式，幫助檢索者快速解決問題。 

（五）任務五：線上輔助說明 

任務五主要檢驗線上輔助說明功能，任務描述請受測者試著點選

「使用說明」，瀏覽有需求的服務頁面。 

  觀察受測者執行任務五經常發生失敗之類型為系統問題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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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時間過長（表 5.8）。系統問題還是因為瀏覽器不相容，導致畫

面顯示錯誤訊息所致，除上述兩種失敗樣態外，多數受測者均可無礙

完成線上輔助說明的操作。 

表 5.8 任務五錯誤類型統計表 

受測者 
編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累計
次數

01       1  1 
02         0 
03         0 
04      2  1 3 
05         0 
06   1      1 
07         0 
08         0 
09         0 
10         0 
11      3  2 5 
12     1   1 2 
13       1  1 
14         0 
15         0 

失敗類型
累計次數 

0 0 1 0 1 5 2 4 13 

根據記錄之檢索過程影像，觀察所有受測者在任務五的檢視使用

說明功能過程幾乎沒有問題，皆可快速明白點選「使用說明」並隨機

瀏覽內容，如果驗證後續訪談意見，受測者 09 認為：「『使用說明』

中的『操作指引』應該列於選單中的第一項，而『申請檔案』的說明

內容應該多充實或與其他選單合併。」受測者 01 認為：「有些標題與

網頁內容感覺搭不太上，例如「申請檔案」只告訴我流程，卻沒有教

我該步驟的細項步驟該怎麼做。」受測者 03 表示：「主題內容深度不

太夠。關於「進階檢索」功能的部分，認為這並不是一個可以讓使用

者直接理解，而是需要思考才能分辨的功能。應該能提供一些檢索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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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提供給瀏覽者參考。」顯示使用說明的功能雖無問題，但在內容

的編排與充實上，有部分受測者認為仍需加強。 

根據上述任務五的結果分析顯示，使用說明功能在內容可以將選

單的「操作指引」與「申請檔案」作內容的整合，並在開頭提供各階

段操作的快速連結，讓檢索者快速找到答案。 

（六）任務六：個人化服務 

任務六主要檢驗個人化服務功能，任務描述請受測者試著連結至

RSS 訂閱畫面，並訂閱 RSS 清單中最有興趣的項目。 

  觀察受測者執行任務六經常發生失敗之類型為系統問題與嘗試

錯誤（表 5.9）。在觀察過程中，發現有些受測者雖然聽過 RSS，但卻

不一定會用，例如找不到 RSS 的圖示、不太清楚什麼是訂閱器等，由

於圖示位置不清楚，受測者會嘗試點選畫面選項以求完成任務。 

表 5.9 任務六錯誤類型統計表 

受測者
編號 

操作
錯誤

誤解
題意 

操作
猶豫

未完
成任
務 

提問
系統
問題

嘗試
錯誤 

系統
回應
時間
過長 

累計
次數 

01      1   1 
02 1  1 1 1  1  5 
03 1      1  2 
04   1   1   2 
05   1  2 4 4 2 13 
06      1   1 
07    1  1   2 
08 1  3 1  7 1  13 
09         0 
10    1 1 1 1  4 
11   1   6 1  8 
12   2   2 1  5 
13 1  2   3 4  10 
14     1 3 3  7 
15         0 

失敗類型
累計次數 

4 0 11 4 5 30 17 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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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紀錄之過程影像，多數受測者進行 RSS 訂閱時，是依 RSS 訂

閱畫面的操作步驟下載閱讀器，但根據受測者使用之瀏覽器不同，以

Google Chrome 與 Firefox 進行的受測者，會因為出現系統錯誤訊息

而無法順利訂閱，以 IE 進行訂閱者，則可順利顯示摘要，因此在任

務六，失敗問題累計以系統問題最多；另外，RSS 訂閱功能可以透過

訂閱清單內容，點選「訂閱此摘要」，將情報新增在我的最愛清單中，

不須依國家檔案資訊網提供的閱讀器方式，讓受測者不須經過繁瑣的

下載閱讀器的過程。引述受測者 14：「RSS 操作上會讓我感到混亂，

可能是因為畫面與操作說明蠻混亂。」又如受測者 01：「希望 RSS 訂

閱說明可以再更清楚一些，然後如果訂閱成功了，最好可以有個小視

窗什麼的告訴使用者已經訂閱成功了，省得多按第二次也不曉得到底

訂成功了沒。」尤其對於未利用過 RSS 系統的受測者而言，相對依賴

RSS 畫面的操作說明，因此當操作步驟說明模稜兩可，容易使受測者

對操作產生猶豫，進而不斷嘗試錯誤。（圖 5.6） 

 

圖 5.6 任務六 RSS 訂閱過程的系統錯誤畫面 

根據上述任務六分析結果顯示，會因瀏覽器的使用習慣導致 RSS

訂閱結果的不同，再來多數受測者對 RSS 不熟悉，多依賴 RSS 訂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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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說明，但現有說明文字過於繁複，容易讓受測者迷失。故發現

RSS 訂閱功能設計宜改善： 

1. 本任務測試盡量以受測者日常慣用之瀏覽器操作，但發現系

統介面設計在 Fire Fox 與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環境下會產

生系統問題，表示國家檔案資訊網並未相對考量，除 IE 外的

瀏覽器可完全正常顯示，故而頻頻出現錯誤視窗的狀況，應

併同考量在其他常用瀏覽器介面呈現的設計，避免檢索者檢

索過程出現錯誤視窗而誤導檢索者。 

2. RSS 訂閱操作說明應提供其他簡便方式，除閱讀器下載方法

外，也可利用我的最愛訂閱。並提供更詳細的步驟，譬如在

每一個閱讀器中應如何操作。 

訂閱內容會因網頁的失效而出現系統錯誤視窗，應定時檢查、更新摘

要內容以防誤導檢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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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滿意度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檢索者實際操作國家檔案資訊網的觀感，於受測者

檢索後在印象深刻之際，立刻填寫問卷，蒐集檢索者對於系統滿意度

看法。針對 15 名受測者，分析其身份背景如下： 

表 5.10 受測者背景分析 

背景項目 次數 百分比 
碩士生 10 66.7% 
博士生 2 13.3% 
教師 0 0.0% 
研究助理 3 20.0% 

身分別 

小計 15 100% 
男性 8 53.3% 
女性 7 46.7% 

性別 

小計 15 100% 
具有先前使用經驗 5 33.3% 
無本系統使用經驗 10 66.7% 

本系統使用經
驗 

小計 15 100% 
每週 1-3 次 1 20.0% 
半個月 1-3 次 0 0.0% 
1 個月 1-3 次 0 0.0% 
2-3 個月 1-3 次 2 40.0% 
4-6 個月 1-3 次 2 40.0% 

本系統使用頻
繁程度 

小計 5 100% 
具有其他使用經驗 9 60.0% 
無其他系統使用經驗 6 40.0% 

其他系統使用
經驗 

小計 15 100% 
1-2 年 1 6.7% 
3-4 年 0 0.0% 
4-5 年 2 13.3% 
5 年以上 12 80.0% 

網路系統檢索
年資 

小計 15 100% 

根據受測者於測試後立即填答之問卷，分析受測者對於系統記憶

性、學習性、容錯性、效率性與功能滿意度等各面向問題之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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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學習性 

在系統學習性方面，受測者對於「檢索術語易懂」、「介面圖示一

致性」與「系統架構易理解」三項認同以上的比例高於 50%，在「畫

面區塊分割恰當」則是略低於 50%，代表檢索者對於畫面色塊區隔設

計感受較差；但整體而言，受測者在系統學習性的評估中，大部分的

人對於介面設計學習性是正面而認同的態度。 

圖 5.7 系統學習性滿意度統計圖 

二、系統記憶性 

分析受測者對於系統記憶性方面之意見，結果顯示不論在「系統

介面選項容易記憶」與「系統介面操作步驟容易記憶」之滿意度，認

同度都高於 50%以上，代表受測者對於系統介面圖示與選項有一半以

上認同能易於記憶且操作步驟容易。  

圖 5.8 系統記憶性滿意度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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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容錯性 

在系統容錯性方面，受測者針對「使用說明具有幫助」的認同意

見高於 50%，表示在使用說明功能上，檢索者認同這項功能的價值；

但在「主動提醒檢索者改正錯誤」，受測者的認同度偏低，有一半以

上的受測者不認同系統有此項服務，顯然有必要加強系統錯誤修正提

示功能之設計。 

圖 5.9 系統容錯性滿意度統計圖 

四、系統效率性 

在系統效率性方面，對於「系統查詢回應時間滿意」態度，有

60％以上的受測者不認同，但卻有 20%的人非常認同，顯示系統回應

時間有兩極化的看法，對應前面使用者檢索失敗類型之觀察，系統有

因操作使用瀏覽器之差異，在非 IE 瀏覽器會出現錯誤訊息，導致使

用者對於系統回應看法有兩極化結果；但是在「輕易回到上一個畫面」

與「熱門查詢詞」兩項則是差強人意，認同程度不到 4成，熱門查詢

詞可能不必然符合受測者的需求，因此未來需檢討這部分的功能與操

作步驟的流暢性問題。 

圖 5.10 系統效率性滿意度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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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滿意度 

受測者對於系統各項功能之滿意度，在「結果的需求符合」、「檢

索結果分類功能」、「檢索結果正確性」之整體滿意度相對較高，沒有

一位受測者表達不認同，代表受測者對於系統檢索結果的滿意度觀感

良好；而針對系統的再使用率與推薦他人利用上，支持程度也很高，

此部分或許可能與此系統為國內目前唯一的國家檔案檢索系統有關。 

表 5.11 受測者對於系統各項功能滿意度統計表 

評估項目 非常認同(%) 認同(%) 普通(%) 不認同(%) 非常不認同(%) 平均數 

結果符合資訊需求 13.3 46.7 33.3 6.7 0 3.667 

結果分類的功能 20 66.7 13.3 0 0 4.067 

檢索結果的正確性 6.7 80 13.3 0 0 3.933 

利用系統的意願度 40 40 20 0 0 4.2 

推薦他人的意願度 33.3 46.7 20 0 0 4.133 

進一步分析有系統使用經驗受測者與無使用經驗受測者對於系

統滿意程度的差異，發現有使用經驗受測者之滿意度分布，各項滿意

度都比無使用經驗受測者滿意度高。（參閱圖 5.11、圖 5.12） 

圖 5.11 有經驗之受測者各項滿意度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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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無經驗之受測者各項滿意度統計圖 

有經驗受測者特別是在「結果符合資訊需求」、「利用系統意願度」

與「推薦他人意願度」方面，達到非常認同的比例，比無經驗受測者

高出甚多，其認同以上之正面回饋比例也比無經驗受測者理想。有無

經驗受測者對於滿意性的認同度比較，有經驗之受測者在「系統結果

正確性」、「利用系統意願度」與「推薦他人意願度」的認同程度，平

均比無經驗之受測者高，「結果分類功能」與「結果符合資訊需求」

的認同程度，則與無經驗者認同程度相當，推測此差距應是有經驗者

有先前使用經驗，故對此系統操作較為自如，故滿意度比無經驗者高。 

圖 5.13 有無經驗之受測者滿意性認同度比較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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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意見分析 

受測者在實測之後接續進行訪談，訪談問題包括：系統學習性、

系統助記性、系統容錯性、系統效率性與系統整體滿意度等五面向意

見，整理受測者對於各項問題意見如下： 

一、 系統學習性評估 

（一）標準與一致化的使用介面 

詢問受測者對於系統檢索畫面與檢索結果呈現，是否覺得清晰。

如對照過去的系統使用經驗，是否覺得容易使用。受測者意見正反觀

點均有，受測者認為系統清晰容易使用的看法，主要是認為畫面色塊

運用與版面設計恰當，對於檢索結果關鍵字以明顯顏色標示非常受

用。引述受訪者正面意見如下： 

受測者 01：檢索畫面與檢索結果的呈現非常清晰。第一，顏色不會太刺

眼，濃淡適中，讓眼睛看久了不太會累；第二，會把鍵入的

關鍵詞用別種顏色標註呈現，讓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出現的

相關性在哪裡，最後是介面排版很乾淨且舒服。 

受測者 02：檢索結果的畫面呈現很清楚，容易知道找到的內容，畫面有

分色塊的框格。 

受測者 03：功能選項都運用適當的對比色，畫面檢索畫面真的很簡單明

瞭，也具有相當大的一致性。 

受測者 05：我覺得系統檢索畫面和檢索結果的呈現還蠻清楚的，因為底

色是白色，看起來就比較清楚。 

受測者 08：畫面很清楚，像是關鍵字用紅字表現。 

受測者 10：排版比較大，每個不同的項目分得比較開，看起來比較舒

服。 

受測者 11：下關鍵字下去，就像 Google 一樣會有紅字表示，對使用者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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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能夠更快地去確定搜尋出來的這些東西是不是對有用處。 

但對於使用介面是否標準與一致化的看法，採負面意見者認為

目前介面有進階查詢選項設計不佳、字體與按鍵顏色對比不大、字

體大小調整等問題。甚至希望在檢索關鍵字欄位能提供多個關鍵字

詞輸入，允許概念間布林邏輯運算，或是可加上限定欄位檢索的功

能。相關受訪意見整理如下： 

受測者 01：進階檢索功能不太好用，如果有兩個以上的關鍵詞，中間打空

格的話就沒有檢索結果出現。 

受測者 05：如果字體可以調大一點的話，眼睛會比較舒服，不會那麼累，

或是設計增加可以選擇字體大小的按鈕也可以。另外，因為字

體是黑灰色的，如果可以改成正黑色的話可能會更加清楚許

多。 

受測者 08：檢索結果的說明應該可以分成簡目跟詳目，它的檢索結果讓我

看不清楚有什麼東西，沒有辦法很清楚地知道說這個裡面包含

了什麼，我必須要往裡面一直點，有點麻煩。至少希望可以先

幫我分類是怎麼樣的性質，或是簡易的摘要。 

受測者 10：我覺得……應該在搜尋字詞旁會放上運算字詞讓你自行去選

擇and、or或是其他的，然後你還可以再新增一個字詞欄等。 

受測者 11：我覺得如果有好幾個欄位框可以輸入多個不同關鍵字詞，這樣

的功能比較好用，在搜尋字詞旁邊再多一個增設欄位的鈕也蠻

好的。 

受測者 12：覺得字體太小，看起來很不舒服；顏色可能要改一下，像是變

成黑色或深色一點；然後詳細內容跟所屬案件的功能不太明

白。像我覺得影像是可以點的，可是它實際上卻不能點。另外，

像是點標題進去，一樣會有個連結表示其所屬案件跟詳細內

容，等於說我不管點哪個地方都可以有連結讓我點，不用再回

去之前的頁面再去找我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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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確的輔助導覽 

詢問受測者對於系統提供的操作說明是否明顯易理解，是否覺

得有助容易找到想查詢的資源。肯定此功能者認為輔助說明利用系

統畫面解說方式很清楚，文字說明輔助畫面圖示方式有助解決疑

惑。相關受訪意見整理如下： 

受測者 01：「國家檔案查詢與應用指引」有比較完整詳細的說明，還有圖

示清楚表達，的確有助於解決問題。 

受測者 03：利用系統擷圖來輔助文字說明，且將問題分為五大類。 

受測者 05：因為使用說明中有附圖說明，所以很清楚，基本上我剛遇到

的困難都有回答到。 

受測者 06：針對像我這樣第一次使用者…能夠在開始查詢前先瀏覽操作說

明時……會節省很大的氣力。 

受測者 11：像「全宗(機關)代碼查詢」，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功能，對於初次使用或是不常使用的人來說，如果他不知道

機關的代碼，可以先按這裡去查詢所要搜尋的檔案它的隸屬

機關跟代碼是多少。 

但是認為目前系統輔助導覽功能不佳的問題，在於部分標題與

解說內容不符實，不同程度檢索者對於系統說明需求不同，應有分

群內容的選擇，甚至認為目前輔助導覽功能圖示位置不明顯，不容

易讓檢索者發現。 

受測者 01：有些標題與網頁內容感覺搭不太上，例如「申請檔案」只告訴

我流程，卻沒有教我該步驟的細項步驟該怎麼做。 

受測者 03：主題內容深度不太夠。關於「進階檢索」功能的部分，認為這

並不是一個可以讓使用者直接理解，而是需要思考才能分辨

的功能。應該能提供一些檢索範例，提供給瀏覽者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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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 04：由於這部分提供的資源過於基本，針對我而言的深度使用

者，這些並不符合我的需求。 

受測者 07：這部分也許系統能提供介面上分群，區分初學者與進階者。 

受測者 08：使用說明在很上面，很容易忽略。……例如試著瀏覽案卷下

所屬案件，檢索出來的結果頁面是將所有案件先包在裡面，

這樣我就不知道裡面到底有多少案件，點進去看才知道有多

少，至少在後面應該要括號共有幾件，或是有什麼屬性。 

受測者 09：位置不大清楚。需要新增一些進階使用者的資訊內容。常見問

答應該需常常更新，並多充實。「國家檔案查詢與應用指引」

應該必須列於「使用說明」選單中的第一個，而「申請檔案」

的說明內容應該多充實或者合併……。 

受測者 11：對於那些全宗機關名、案名、案由等有些可能不見得了解是

什麼意思，可能要點進去才知道功能。 

二、 系統助記性評估 

（一） 降低使用記憶負擔 

針對系統功能助記性評估，詢問受測者是否覺得系統的圖示或選

單容易理解而不用說明，對此受測者多數表達的是負面意見，認為目

前介面功能圖示不易理解，如果能夠附註文字說明會更好，有建議可

以採用當滑鼠移至該處出現文字的方式呈現會更理想。相關受訪意見

整理如下： 

受測者 04：假使我是未曾擁有使用檢索經驗的初學者，部分選單可能會

太困難。檔案日期排序由大到小……也讓我感到疑惑。 

受測者 07：針對一般民眾或是沒有背景的使用者，可能必須提供一個圖

示或是輔助說明會比較適當。 

受測者08：像我剛剛找半天找不到RSS在哪裡，後來才發現在最上面，就

跟使用說明很像，都在最上面，讓我容易忽略。還有我要瀏

覽案件的時候是先點標題進去，只看到一連串的案件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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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跳出來，到下一個任務的時候才發現「所屬案件」的圖示，

我之前根本沒有注意到。有可能是位置放得不好，……把圖

案放在附近，或用比較顯眼的字放在標題下面或附近等會比

較明顯；或是每個案件都設置超連結。 

受測者 09：針對初次使用者，這些圖示與選單需要思考並反覆的操作才

能了解。 

受測者 11：也許它可以列個圖例說明或者就是滑鼠移到圖案的時候，會

有一個對話框跳出來說這個是什麼東西。 

（二） 降低操作困難 

詢問受測者在系統操作過程是否曾遭遇困難或迷失路徑，會在哪

一個步驟時發生。受測者認為操作步驟完成時，應有對話框告知確認

操作，否則操作者不知動作完成否，會容易有誤操作發生。最容易出

錯的設計，包括「全宗(機關)代碼查詢」、布林邏輯沒有提示需要自

行鍵入、申請調閱操作步驟繁複、RSS 訂閱功能設計不夠人性化等。

相關受訪意見整理如下： 

受測者01：當我檢索出現錯誤、檔案是否申請調閱成功、RSS訂閱是否成

功等都沒有額外的小視窗提醒告知，總會讓我產生些許懷

疑，以為自己是不是沒有申請或訂閱成功。比較有問題的應

該是第一個任務，我在進階檢索的欄位中打上「都市計劃」空

格「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卻沒有出現任何檢索結果，……

詢問之下才知道可以使用「全宗(機關)代碼查詢」作為限定，

這才順利完成。 

受測者 03：在「進階檢索」功能的部分遇到困難……才發現原來布林邏輯

是要自己輸入，而檔案機關是要在「全宗(機關)代碼查詢」檢

索。 

受測者 05：主要就是一開始在任務一要限定為「交通部台灣鐵路管理局」

的檔案時有稍微頓了一下，因為起初我是直接在進階搜尋的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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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打都市計畫、空格、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可是沒有搜尋

結果的出現，是按鈕按一按才知道原來「全宗(機關)代碼查詢」

可以選什麼檔案，有點是亂點才點到的啦，不過後來在使用說

明中也有看到，這樣很容易讓人搞迷糊。 

受測者 06：進行調閱動作，將檔案放入資料夾後，欲回到上一個畫面而點

選上一頁時，畫面會因為前一步驟的自動轉換而跑回一開始的

畫面，形成一個鬼打牆的狀態；瀏覽 228 紀念碑案下的案件

時……必須花上時間來尋找這個功能，如果能將這個選項變得

明顯一點，比較好。 

受測者 08：剛剛在瀏覽碑案的時候，我一開始不知道要去哪裡找所屬案

件，後來才發現。調閱文件的時候，等到都打開了才發現原

來調閱申請在另外一邊，後來我發現要另外再按，而不是加

進去就好了。……點了文件按送出後，顯示了「已申請」會

讓我覺得已經申請了，這個任務結束了。那邊的字應該要改

一下，例如下一步之類的。  雖然有看過 RSS 的圖案，但

是它的圖案太小讓我忽略了它。……後面我點了兩次 RSS，第

一次訂閱不知道有沒有成功，……建議可以跳出一個小視窗

告訴我已經訂閱成功了。 

受測者 09：它的調閱步驟容易使人混淆，它應該主動引導使用者進行，同

時也認為它的步驟有點冗長，調閱系統的步驟應該縮短或是主

動引導使用者。 

受測者 10：大概就是在申請調閱文件的部分有一點遇到困難吧，首先是當

我申請好會員之後，回到檢索結果頁面，它不會自動幫我登入

會員，而是要我再自行登入一次；繼者，我以為我點了使用說

明中的「申請檔案」之後，它應該會一步步地引導我去申請檔

案，比方說我已經登入了，再按「申請檔案」就可以自動地跳

到我的檔案夾或哪邊，但那個就真的只是一個「使用說明」而

已，沒有連結過去的功能。接著，我也沒想到要去「待申請應

用區」在進行下一個步驟，我也以為把檔案加入之後就會自動

跳到下一個步驟去。其實我覺得不用設計到那麼多個標籤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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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有「待申請檔案」就好了。 

受測者 11：因為我以前幾乎沒碰過 RSS，……它的標題不應該用底線，會

讓人想要點進去；旁邊的 RSS 圖案應該要大一點，顏色也有一

點相近，然後這邊再跳出來說從這裡複製之類的。……如果說

這裡面有其中哪個閱讀軟體可以在 IE 用，或許可以在旁邊加

註一下。 

受測者 12：就是我點了標題之後，進去發現「所屬案件」要跑出來點才可

以，……，加上速度又很慢，我就更以為我是不是又點錯了什

麼東西。申請文件……，因為它的狀態顯示「已申請」會讓我

以為我已經申請了，可能要過個幾天發現我申請的東西沒有下

來我才會發現，這是一個大問題。 

受測者 14：RSS 操作上會讓我感到混亂，可能是因為畫面與操作說明蠻混

亂。我認為我需要的 RSS 是主題式且個人化的資訊，而非這些

可以提供在首頁最新消息的內容。 

三、 系統容錯性評估 

（一） 預防錯誤產生 

欲檢驗系統容錯性設計，故詢問受測者檢索過程遭遇挫折時，系

統能否提供適當的協助避免錯誤。不少意見認為系統欠缺此部分設

計，例如對於輸入關鍵字檢索結果為零，系統可提供相關詞彙供參，

又如檔案調閱申請過程，線上表單繁複，容易出錯又缺乏適度指引。

相關受訪意見整理如下： 

受測者 01：我覺得系統沒有辦法提供適當的協助，至少當我在第一個任

務中檢索方式錯誤的時候，它並沒有告訴我這樣的檢索方式

是錯誤的，也沒有告訴我可以去看使用說明。然後，在訂閱

RSS 的時候，我覺得旁邊的說明很難在短時間內看得懂，寫得

太簡單了。 

受測者 04：簡繁字的整合，是系統必須擁有的功能，若系統未能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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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必須在使用說明中註解，以免導致基本的操作錯誤。 

受測者 07：假使系統能提供像是 Google 的智慧篩選，來協助我們輸入的

關鍵字和過去其他人所使用的比對，或是提供相似的詞彙輔助

會較於適當。 

受測者 08：不行，我都是到後面才自己發現，因為它的使用說明在上面

不易發現。 

受測者 10：我覺得只有最後一個「國家檔案查詢與應用指引」看起來最像

使用說明，那為什麼不放到第一個呢？像「申請檔案」，它這

個應該只是申請檔案的說明，但它會讓我以為是有功能的頁

面，會一步一步幫我把檔案申請出來。我覺得它的順序或標

題的寫法應該要改變一下。 

受測者 11：其實申請檔案就可以跟指引併在一起，因為指引裡面幾乎全部

都有，而且還有圖示說明告訴你，現在在什麼地方，接下來又

該怎麼運用，相對於申請檔案就只有七個小框框，卻一個都不

能按。其實指引應該就要擺在第一個，搜尋過了以後，至少這

邊它會告訴你說怎麼使用這個檢索系統，接下來如果你真的有

需要跟檔管局申請調閱這個資料或檔案的時候，再去申請檔案

等等。 

受測者 14：簡繁的主動轉換，因為不是每位使用者都會注意，應該還是由

系統主動去提醒使用者或是主動去進行會比較好。 

受測者 15：像我剛有提到找出來的資料是零筆或是資料很少，我覺得系

統好像沒有給我搜尋方向的建議，比如說假如我打錯字，檢

索出來可能是零筆，系統可能會主動提供我要的字音等等。 

（二） 協助使用者修正錯誤 

詢問受測者認為系統是否能提醒錯誤產生，並提供錯誤修正的指

引。此部分受測者認為不妥的地方，包括：檢索過程錯誤缺乏提示功

能、缺乏相關詞彙提示功能，甚至會覺得一直有錯誤訊息視窗出現，

是非 IE 瀏覽器不相容的問題，但系統都沒有很好的相應處理或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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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相關受訪意見整理如下： 

受測者08：像是假設RSS訂閱沒有成功或是按錯了，可以告訴我要去哪裡

看。 

受測者 09：系統若能在檢索錯誤時，建議使用者可以嘗試其他方式，譬如

重新修正檢索策略。 

受測者 10：我覺得當我申請東西的時候應該要能提醒我哪裡做錯

了，……，如果可多個類似「前往下一步」這樣的東西也可

以。 

受測者 12：它讓我覺得我好像每一樣都點錯，因為到目前為止不管我在

任何地方點，都會一直跑出小視窗。 

受測者 13：若能提供關鍵字主動提示，我認為應該可以提高檢索品質。 

四、 系統效率性評估 

（一） 快速直接的存取機制 

詢問受測者等待系統檢索回應時間是否覺得比過去經驗還要

長，有否不耐等待的感覺。有三位受測者認為可接受，但其餘受測者

均表示回應時間不理想，甚至誤解是否系統當掉，建議可以加上查詢

中的百分比顯示，讓檢索者理解目前進行中程度。相關受訪意見整理

如下： 

受測者 04：很慢……時間長到讓人以為系統是否當掉……若是因為分類過

細等自以為能幫助使用者的設計，其實反而增添許多困擾，一

個好的系統應該是反應速度快。 

受測者 05：明顯非常長、等很久，一開始還好，可是後來就有一點點的

不耐煩。 

受測者 07：相較於過往使用經驗，有較長的感覺……假使系統提供時間提

示，也許能降低我對回應緩慢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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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 08：非常長，會非常不耐煩，除非它有收藏我非用到不可的東

西，否則我不會想再用。 

受測者 09：希望至少能提示使用者，不讓他們誤以為視窗當機，避免重複

點選。 

受測者 11：超長，不喜歡。 

受測者 12：超長，會讓我崩潰。 

受測者 13：回應時間非常緩慢……，緩慢容易使我們感受惡劣以及容易認

為畫面當機，導致下一步決策錯誤，當然可以透過時間提示來

提醒……系統最好主動告知使用者什麼情形下回應速度會緩

慢。 

受測者 15：回應的速度的確是有點不如人意。未來為了做研究的話，除了

速度之外，這個系統的可用性當然還是有的。 

（二） 有效率且富彈性的操作 

詢問受測者認為系統提供的各種檢索方式，覺得比較有效率的功

能，包括：進階檢索可有效限縮檢索結果，熱門推薦也很有幫助。但

是最沒效率的設計，包括：調閱申請要加入會員，申請流程操作文字

容易誤導已完成，但實則尚未完成，簡易查詢結果無法再次限縮，查

詢結果也無法直接點選呈現內容影像檔。相關受訪意見正面看法如

下： 

受測者 04：進階檢索，能幫助我限縮關鍵字，輔助檢索結果。 

受測者 11：我覺得熱門推薦的部分，對於那些要查熱門事件的，尤其是

要做作業的應該還蠻好用的。 

多數受訪者提出的負面意見，包括： 

受測者 01：第一，我覺得申請調閱之前還要加入會員有點麻煩，但也還可

以接受；第二，勾選的方框有點小，很容易被忽略掉而不知道

該在哪裡選擇想要的檔案加入檔案夾；第三，申請調閱有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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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第一個步驟之後還要到「待申請應用區」進行完流程才

能順利送出申請單。如果不是任務設計，說要持續到列印申請

單的步驟，在「待申請檔案區」的「狀態」一欄中顯示「已申

請」的字會讓我誤以為我已經申請好了，這裡我覺得沒有效

率，也沒有彈性。 

受測者 03：申請檔案的需求……覺得有點像是被逼著強迫申請帳號的感

覺。 

受測者 05：如果國家檔案資訊網可以線上觀看內容的話當然更好……。假

設我要的檔案在兩邊都有，我還是會選擇總督府的吧，因為它

可以線上即時看到，不用特地跑去，然後價錢也是一個蠻重要

的考量點。 

受測者 06：簡易查詢後提供的進階查詢，若能以原有的結果進行第二次的

再檢索，會比讓使用者重新以進階檢索一次更好。 

受測者 07：系統的進階功能，假使能夠將勾選式改為欄位式，成為彈性的

組合檢索框……；而針對初學者，也許這部分需要另添補充說

明，以便能夠協助檢索。 

受測者 08：文件調閱申請部分，我根本就不知道我到底申請過了沒，對了

沒跟我說、錯了也沒說，有等於沒有一樣。 

受測者 09：進階檢索的標示太不明顯，希望能夠強化標示，此外，簡易檢

索後的進階檢索標示，應該是以原有結果進行再次檢索，而非

重頭檢索一遍。 

受測者 10：比方說我搜尋出來一個結果，我可能會希望這邊不是加入我的

檔案夾，而是我點了之後就可以直接看到文件本身。……但是

如果不是機密的話，直接點就可以看不是比較方便嗎？……若

是無法看到全文，我覺得也是可以有文字辨識軟體。 

受測者 11：像在申請調閱的時候流程上，我有看了一下使用說明，我還真

的不知道什麼叫自然人憑證，它沒有為一些很專門的術語做解

釋，會讓我不知道要怎麼去申請文件；……另外，也是因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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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指示要我們持續動作到列出申請單，如果任務中沒有提到要

列印申請單的步驟的話，因為它顯示「已申請」，我有可能就

會以為已經申請了，……。如果可以直接統一在一個介面，不

要再區分到另外一個介面會比較好。 

受測者 13：檢索若能提供彈性檢索框，譬如以三個欄位，提供彈性的限定

欄位與布林運算，比較適合。 

受測者 14：檢索欄位上應該採取彈性組合檢索欄位會比較適合，透過選單

方式，讓使用者自行組合檢索策略，……而且現有的方式較讓

人看不出一個結構上的關係。……若能提供全文檢索，在過程

中我想會比較順利。檔案描述上……雙方的誤差而讓使用者需

求無法回應，加上編檔者它的一些錯字等等……這部分應該要

多加注意。 

五、 系統滿意度評估 

（一） 使用者主觀滿意程度 

詢問受測者對於檢索結果是否滿意，對於此次檢索的感受有否挫

折，受測者認為系統的優點是落實了政府資訊公開的理念，但是檢索

讓人感到挫折的地方，還是前述提到：申請應用過程的繁瑣，明明已

數位化卻無法直接線上瀏覽，須經線上申請填寫一些表格的程序。再

者，回應速度慢也是讓人詬病的地方。相關受訪意見整理如下： 

受測者 08：因為每一份文件都要申請，那就會讓人覺得說我連裡面的內

容是什麼都不知道，我就要去申請，萬一下來不是我要的東

西就會覺得白費功夫，因此減少我使用的意願。做研究最怕

的是你花了一整天的時間什麼都沒有找到、白做工，而這個

系統就會讓我覺得自己不知道要投多少無謂的時間下去。我

一直挑重點，就是我們需要看到裡面的東西才知道有沒有

用，光看標題無法知道。 

受測者 12：我會繼續用，但它不好用……。如果我是個研究人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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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繼續用，因為我覺得它還是有用，假設有些檔案我知道

有，我就可以先在家裡查到檔號或其他資訊之後再直接過去

印或什麼的。 

受測者 14：小細節需要改善外，譬如速度，還有數位化檔案應該需要多一

點，比較符合網站的目的性。 

（二） 感受有困難或障礙處 

詢問受測者回顧之前六項檢索任務過程，哪些步驟覺得困惑或是

感到操作困難。受測者認為檢索易出錯之處是進行任務一限定條件查

詢不會使用進階檢索功能，也不理解「全宗(機關)代碼查詢」的功能；

任務二對於檢索結果排序系統預設由大到小的用語不妥；任務三瀏覽

所屬案件時功能圖示太小；在任務四申請檔案過程缺乏線上清楚的指

引；任務六進行 RSS 訂閱不容易在畫面上發現功能圖示等問題。相關

受訪意見整理如下： 

受測者 01：第一個任務比較困惑或是感到操作困難的，就是當我在進階檢

索中以「都市計劃」為底，限定「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時，

我在檢索欄位中將兩個關鍵字中間以空格分開，但這樣卻沒有

任何檢索結果出現，後來在指導員的指導下才知道可以用「全

宗(機關)代碼查詢」的功能加以限定。任務四中我覺得申請調

閱文件有兩個步驟有點麻煩，也沒有給一步一步的提示，像是

「下一步」之類的。 

受測者 03：第一項檢索任務……發現原來布林邏輯是要自己輸入，而檔案

機關是要在「全宗(機關)代碼查詢」檢索。第四項檢索任務……

不是直接點「申請調件」，……必須先經過摸索。 

受測者 05：任務一的限定為「交通部台灣鐵路局」這個部分，一開始有點

不知道要在哪邊做限定，是後來有點到「全宗(機關)代碼查

詢」才知道。……最後就是 RSS 訂閱比較不清楚，因為我以前

沒有使用過，再加上不清楚到底訂了沒，假設可以跑出一個

小視窗告訴我訂閱成功了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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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 06：第一點是在第二題利用進階查詢的部分……畫面上找不到進階

查詢的選單……我認為他的進階查詢選單實在太不明顯，……

至少要能夠提供再檢索的功能……第二點，任務中需要以進階

檢索的機關單位代碼來進行……不會將這項名稱與所屬單位

進行聯想，……位置實在太不明顯了……。第三點，在調閱

上……狀態容易讓人忽略其實後面還有兩個步驟……三個步

驟的確有點太過冗長……必須將這些畫面統合一起，或是進行

一個主動性的導航……第四點，是 RSS 的標示太不明確了，也

容易忽略。 

受測者 07：第二項的內容，是操作「全宗機關單位代碼」，……若能改為

鍵入檢索，不須再次點入檢索，並提供智慧篩選的功能，以

免對於機關名稱錯誤輸入，而無法順利找到資料。 

受測者 08：像任務二的時候我找不到怎麼樣才能瀏覽所屬案件，它的圖

案太小了，我沒有注意到。任務三……，它的狀態顯示「已申

請」讓我覺得我已經申請好了，……。最後就是 RSS 訂閱的地

方，我先是看不太清楚它的訂閱說明，然後又找不到RSS的圖

案，找了很久才找到：因為怕跟前面一樣沒有成功，它也沒

有告訴我成功了沒，所以我很半信半疑地按了兩次。 

受測者 09：第三與第四項任務……案件瀏覽需要讓人尋找，……選項應

該提供在詳細內容，而非外層的目錄…無法了解哪裡才是正

確的路徑。 

受測者 11：……我覺得也許它可以提供一下預覽的功能，有一個預覽

圖，那這樣點進去就可以知道這個東西是不是真的是你需要

的。……有圖像預覽，但是會設定鎖右鍵不能複製，至於收

費的話就是如果你要調這個檔案來看的話才跟你收。 

受測者 12：一開始不論點任何地方都會出現的小視窗會讓我認為我每一

步都是做錯的，都會讓我愣一下；第二是進階檢索的字詞欄

位，我以空格隔開A與 B卻沒有搜尋結果，後來看到「全宗(機

關)代碼查詢」才知道可以從這裡查找機關；第三是二二八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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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碑案的時候，以為點圖可以連結，但是不行，然後點標題

進去以為也有連結，可是沒有，我得要回到上一頁才能看到

所屬案件的圖案，它又很小很不容易注意到；第四就是申請

調閱文件那邊，我完全不知道要去「待申請應用區」進行下一

個步驟，然後才可以列印申請單，它狀態顯示「已申請」讓我

以為我已經申請好了，我可能要等個幾天後東西沒下來才會

發現我當初根本就沒申請好；最後就是RSS訂閱的地方，因為

我沒有用過，所以不太清楚要怎麼訂閱，看了旁邊的說明也

不是很清楚，自己到處摸索的。 

受測者 13：第二項原意是運用「全宗機關代碼」……標示也不大清楚。另

外，調閱過程我覺得有點繁瑣……已經有會員資料，應該可以

加快調閱的過程。而案件瀏覽……位置實在太不明顯……。此

外，若能提供案件與案卷的排序，會比較方便我們瀏覽全部結

果。 

受測者 14：第二題……「全宗機關代碼」還蠻不明顯，……應該以上述我

提到的彈性組合檢索框的方式，對於使用者會比較清楚，也比

較方便利用。 

受測者 15：……一開始沒有留意到「全宗（機關）代碼查詢」的功能，如

果說可能不要那麼小格，也不要說起始檔，只用一個格子限定

我要查什麼機關的話，那樣會比較清楚。……我覺得檢索框如

果能以組合性的那種，比如說可以拉 and 或 or 什麼的……容

易明確地找到想要的資料。 

任務二提到要將檔案由大到小排列，如果是在時間方面應

該是由遠至近的名稱吧，時間應該很少會用到大跟小，會有一

點點理解上的問題。像機關名跟檔案案由是由大到小，我也覺

得這樣的選擇也太奇怪了吧。……比如說我想要找教育部的，

如果有一個拉吧式，說這是屬於什麼大學的什麼機關的、或是

什麼部門的，那應該會比較容易找到我想要找的東西，因為我

也不知道什麼單位是大、什麼單位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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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閱文件……不過我真的很難瞭解使用自然人憑證跟

線上申請的意義是什麼……。……因為它有三步驟，第一次

使用時看到狀態顯示「已申請」，會覺得已經 OK 了。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可以把這些步驟都在一個畫面裡面進行，分成三

個會有點多餘，用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清楚地完成。 

（三） 對於系統整體評價 

詢問受測者對於系統整體之評價與建議，受測者對於系統的正面

評價是介面圖示清楚，也肯定此一系統有助國家檔案的開放應用，受

訪正面意見如下： 

受測者 01：其實整體而言，我覺得還不錯，以後有機會還是會去使用

的。 

受測者 05：我覺得它有圖示說明，很清楚，這點很好，因為我以前也看

過其他有圖示說明的，但是都沒有這個系統要來得清楚。 

受測者 07：符合使用者的基本訴求。 

受測者 12：我覺得檔案開放是好事，對研究者還有對一般民眾或者是要

調閱資料的人可以更了解，而且這本來就是應該要做的，國

家檔案有些東西本來就應該要開放，我覺得這樣很好。 

但更多的負面意見是：間接檢索應允許一個以上的關鍵字輸

入；線上申請調閱流程應該更簡化，「待申請檔案區」狀態顯示「已

申請」的用語易讓使用者誤解完成申請，實則未完成，如果能有「下

一步」之類的引導動作會更好，申請完成可以跳出一個視窗告訴已經

成功了，以免使用者誤以為成功；RSS訂閱說明與所在位置應該更清

楚，完成訂閱也應該有對話框回應；線上操作說明可以改成在操作

過程以對話框適時出現，而非以問與答方式置於畫面上方邊角固定

處；對於檢索結果案件，設計按「讚」的功能沒有意義；期許應該可

以直接線上瀏覽影像檔，目前線上看不到，申請調閱又繁複，令人

對系統觀感不佳。相關訪談意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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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 01：至於建議，第一當然是希望進階檢索的部份可以改成即便打兩

個以上的關鍵字（中間用空格隔開）也能有檢索結果的出現；

第二，在申請調閱文件方面，希望流程可以再簡化一些，要兩

個步驟才能送出申請單，而且還在不同的標籤夾，感覺有點瑣

碎。此外，「待申請檔案區」和「待申請應用區」兩個標籤夾

的標題讓人覺得有點類似，或是搞不懂其意，覺得可以統合成

一個就好。而「待申請檔案區」的「狀態」一欄中顯示「已申

請」的字會讓我誤以為我已經申請好了。如果在申請調閱文件

方面可以有步驟的引導，像是「下一步」之類的，會更好。第

三，希望 RSS 訂閱說明可以再更清楚一些，然後如果訂閱成功

了，最好可以有個小視窗什麼的告訴使用者已經訂閱成功了，

省得多按第二次也不曉得到底訂成功了沒。 

受測者 02：它的調閱功能並不友善，雖然提供複製，但是時間拖得太

長，線上會員制的申請功能不會覺得不便，反而是調閱手續

冗長，實質上也有無法調閱到我申請的資料情形。 

受測者 03：應該可以增設英文或是日文介面，或是繁體／簡體互換的功

能。 

受測者 04：反應時間尚待加強，能將部分資料以數位化方式公開在網路

上……調閱過程有效率的改善會更好。 

受測者 05：第一個就是瀏覽速度太慢，這個是很重要的點。第二就是進階

搜尋，在搜尋字詞那邊空格、再打下一個字詞的話，照常理講

應該也是要可以搜尋得到才對，這也是一項建議。 

受測者 06：重要標示應該必須明顯以及明確一點，介面能夠更加對初學

者友善一點。 

受測者 07：我認為字體也許能放大，因為使用群眾可能擴及老者……另外

操作說明若能直接於檢索畫面提供，在使用過程能做出一個主

動的提示，或許比放置其上來的好。 

受測者 08：我覺得檢索介面可以去選擇的東西太少，像是剛剛的時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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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實可以在簡易檢索的時候下面就有欄位就可以選

定。……至於其他建議就可能是圖示吧，我不太瞭解某些圖

案代表的意義是什麼，像是「推薦」，我覺得這個就可以不用。 

受測者 09：申請調閱的過程太過繁瑣，而調閱前需要登入會員這點也不

是很欣賞。……認為快速的進行申請比較方便……RSS 的內容

可以再充實，提供最新消息，最近檔案數位化與移轉的狀況

公告等。 

受測者 10：我對「推薦」的鈕倒是很感興趣，比方說詳細內容下面會有一

條線，你就會知道這是可以點的，它那個圖案就會讓你想應該

是要點圖片呢還是其他的，那你很自然地就會認為是圖片的東

西，其實也有可能是個超連結……但是旁邊的表示文件的圖案

就不行，我知道它只是表示那是一個文件或是案卷什麼的，所

以我覺得「推薦」沒有存在的必要。另外，既然都說「暫無影

像」，那要它幹嘛呢？至於「讚」的功能……除非真的是比方

說發生某個社會事件，大家突然一窩蜂去找某個東西才會有用

吧。……熱門推薦完全可以用點擊的次數來確定有多少人瀏覽

過，不需要靠讚。其他比方說列印或申請檔案那些功能，它變

成完全統一要在我的檔案夾裡面作業，……所以我覺得旁邊應

該要能直接讓我勾選之後就可以直接列印就好了，也不用再放

到檔案夾去。……可以在檢索結果的頁面多加幾個連結，或者

是直接在每份文件旁邊都有一個列印或是大綱什麼的。 

受測者 11：伺服器反應吧，然後使用說明中的指引要調到第一個。剛剛也

有提到進階檢索的欄位可以比照臺灣博碩士論文網那樣的介

面，可以增設多個欄位也不錯。另外，RSS 訂閱部分，分色對

比可能要強烈一點，圖要大一點，然後旁邊的標題不要有底

線，不然通常都會直接點進去。……加圖說明等，說明應該要

再白話一點，這樣使用者比較容易知道 RSS 是什麼東西……。

像是這邊有個影像框，卻又說暫無影像，不如就不要有就好

了。至於內容，如果能有個摘要也不錯。 

受測者 12：我覺得如果網路速度不要這麼慢，有一些東西像是bug、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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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部分可以做好一點，……至少可以跳出一個視窗告訴我

已經成功了，不要讓我誤以為我已經成功了。我對於申請調

閱文件要先加入會員感到非常討厭，我不喜歡一直加入會

員，因為我覺得網路很危險。……他們需要的資料那麼詳

細，會讓我有點疑慮，如果就真的有 bug 或什麼的，那我的

資料就會整個外洩了。……其實我覺得還有一點是，比如說

像故宮好了，你可以讓那個檔案看完一關掉之後就消失，我

覺得那樣就比較不會有考量的一些疑慮。……這樣子線上看

不到，調閱又一堆限制，讓人會覺得只有檢索方便，其他功

能反而不好用、不想使用，反而限制了。 

受測者 15：如果不用申請列印再提交，直接在線上提交或線上看也是一種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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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第一節結論部分以研究問題為基礎，總結整體之

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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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上述實測檢索過程記錄，發現國家檔案資訊網測試者經常發

生查詢失敗的原因及其相應應改善之介面功能如下： 

一、操作失敗類型以「系統問題」最高，其次為「嘗試錯誤」與「操

作猶豫」居次，主要原因是檢索者使用非 IE 瀏覽器，會有畫面異常

狀況。 

分析 15 位受測者線上實測觀察結果，發現任務發生失敗的經常

原因，依序為：「系統問題」（98 次）、「嘗試錯誤」（62 次）、「操作猶

豫」（48 次）、「系統回應時間過長」（46 次）、「操作錯誤」（44 次）、

「提問」（37 次）、「未完成任務」（27 次），最少是「誤解題意」最（5

次）。經常發生「系統問題」主要是因為瀏覽器如果不是 IE，若受測

者使用 Google Chrome 或 Fire Fox 瀏覽器，不論是點擊上一頁或標

題，甚至是其他超連結，都會出現「選單輸入失敗」的視窗，造成受

測者在任務進行中，因系統出現錯誤訊息，導致任務失敗，或是會伴

隨在畫面隨意點選，產生「嘗試錯誤」與「操作猶豫」。 

事實上開放在網路提供檢索的系統不應只侷限特定瀏覽器的使

用，應該併同考量所有常用瀏覽器的相容性，否則將是系統最大的敗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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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過程經常發生失敗之處是「進階搜尋」圖示不明顯，且「全

宗(機關)代碼查詢」功能不易理解如何正確操作。 

觀察任務一檢索過程，發現經常產生錯誤之處是有半數以上的受

測者不會選擇「進階搜尋」，而是直接在「簡易搜尋」中將關鍵字與

機關名稱打在一起。在者，即使有用「進階搜尋」限定檢索條件，也

不會使用「全宗(機關)代碼查詢」功能，多數檢索者在此直覺鍵入機

關名稱，並未使用系統查詢代碼的設定方式，而導致操作錯誤。 

印證受測者訪談意見表示：「在『進階檢索』功能的部分遇到困

難…，才發現原來布林邏輯是要自己輸入，而檔案機關是要在『全宗

(機關)代碼查詢』檢索。」（受測者 03）或受測者 07 表示：「全宗(機

關)代碼查詢功能若能改為鍵入檢索，不須再點入查檢，並提供智慧

篩選功能，也能避免輸入錯誤的檢索失敗。」顯示「全宗(機關)代碼

查詢」的設計，無法讓檢索者理解。 

三、檢索結果排序功能用語失當，「相關性」是常用的排序方式，「全

宗(機關)名」可採後分類呈現較有意義。 

檢索結果排序有依「檔案起訖日期」、「全宗(機關)名」、「相關

度」、「檔號」排序，但系統均顯示「由大到小」，用語令人困惑，相

較於美、英、家等國，檢索結果排序功能，多依相關性與日期，是比

較符合檢索者習性，全宗名實則為機關名稱，如改為後分類呈現會更

理想，否則以系統目前設計「全宗(機關)名」由大到小，中文用字語

意模糊，造成受測者理解困惑。 

四、檢索者不理解「全部案件」選項是層級瀏覽功能，多以直觀點入

案卷內容瀏覽，即使點選展開「全部案件」，也會迷失在「所屬案卷」，

無法回到檢索結果簡目頁。 

多數受測者經常發生錯誤之處是進行瀏覽層級時，當檢索「二二

八紀念碑案」並瀏覽其下案件時，多數操作是直接點入案卷內容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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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忽略檢索結果畫面顯示的「全部案件」按鍵。如受測者 08：「像

任務二的時候，我找不到怎麼樣才能瀏覽所屬案件，它的圖案太小

了，我沒有注意到。」透露國家檔案資訊網的層級瀏覽功能，無法讓

檢索者直觀理解圖示意義，受測者在案卷與案件之間瀏覽，也容易迷

失路徑，找不到原來檢索的簡目顯示頁面。 

五、調閱申請操作步驟繁複，選項用語缺乏引導性，容易讓使用者誤

以為完成申請，實則未完成任務。 

受測最受詬病之處是申請調閱需先加入會員，線上填寫個人資料

表單欄位不少，受測者表示有個資保護的疑慮，不是很願意線上申

請，再者，登入會員後，需先勾選檔案並點選「加入我的檔案夾」，

再經過點選「待申請檔案區」頁籤，勾選確認檔案，點入「加入申請

書」，接著又要點選上方頁籤「待申請應用區」提出申請，然後還需

要確認申請內容無誤後，點選下方的「提交書面申請」或是「使用自

然人憑證線上申請」，方可完成全部的調閱申請手續。繁瑣的步驟讓

多數受測者無法順利完成任務。 

六、「使用說明」圖示只在首頁，操作指引內容解說不夠詳盡，也沒

有分眾不同需求的考慮。 

分析檢索過程記錄受測者在操作使用說明功能幾乎沒有太大問

題，但有部分受測者產生猶豫和嘗試錯誤，主要是「使用說明」只在

首頁提供，如受測者 08：「使用說明在很上面，很容易忽略。」受測

者 01 認為：「有些標題與網頁內容感覺搭不太上，例如『申請檔案』

只告訴我流程，卻沒有教我該步驟的細項步驟該怎麼做。」受測者

03 表示：「主題內容深度不太夠。….應該能提供一些檢索範例，提

供給瀏覽者參考。」顯示使用說明的功能雖無操作困難，但在內容的

呈現仍有待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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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人化服務「RSS 訂閱」，非多數檢索者可理解之術語，圖示位

置不夠明顯，完成訂閱也缺乏明確回應。 

系統雖設計「RSS 訂閱」功能，但受測者卻不一定會用，經常的

失敗是找不到 RSS 的圖示，或是因使用非 IE 瀏覽器，畫面出現系統

錯誤訊息而無法順利訂閱。映證受測者 01 說法：「希望 RSS 訂閱說明

可以再更清楚一些，然後如果訂閱成功了，最好可以有個小視窗什麼

的告訴使用者已經訂閱成功了，省得多按第二次也不曉得到底訂成功

了沒。」受測者 08：「我先是看不太清楚它的訂閱說明，然後又找不

到 RSS 的圖案，找了很久才找到：因為怕跟前面一樣沒有成功，它也

沒有告訴我成功了沒，所以我很半信半疑地按了兩次。」尤其對於未

利用過 RSS 系統的受測者而言，相對依賴 RSS 畫面的操作說明，因此

當操作步驟說明模稜兩可，很容易使受測者對操作產生猶豫，進而不

斷嘗試錯誤。 

八、部分功能系統回應速度較慢，如果能顯示「檢索中」之類說明提

示，可避免檢索者重複點按。 

有八成受測者認為系統回應時間不理想，甚至誤解是否系統當

掉，建議可以加上查詢中的百分比顯示，讓檢索者理解目前進行中程

度。或是當操作步驟完成時，應有對話框告知確認操作，否則操作者

不知動作完成否，會容易有重複點選誤操作發生。 

九、受測者對於系統學習性與記憶性認同度達 50％以上，但對於系

統容錯性與效率性觀感較差，整體而言，願意再次使用系統也會推薦

他人使用。 

分析受測者問卷結果，在系統學習性方面，受測者對於「檢索術

語易懂」認同度較高，但對於「畫面區塊分割恰當」感受略差；對於

系統記憶性方面，滿意度均達 50％以上；對於系統容錯性方面，有

50％認同「使用說明具有幫助」，但在「主動提醒檢索者改正錯誤」

上，受測者的認同度偏低；在系統效率性方面，對於「系統查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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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滿意」態度，有 60％以上的受測者不認同，對於「輕易回到上

一個畫面」與「熱門查詢詞」兩項也是差強人意，其認同程度不到 4

成。整體而言，對於系統「檢索結果正確性」滿意度相對較高，也有

高達成以上，願意再使用本系統、也會推薦他人利用，或許與此系統

為國內唯一的國家檔案資訊系統有關。 

綜觀受測者認為系統的優點是落實了政府資訊公開的理念，但是

檢索讓人感到挫折的地方，還是前述提到：申請應用過程的繁瑣，明

明已數位化卻無法直接線上瀏覽。再者，系統回應速度慢、無法正確

顯示非 IE 瀏覽器，也是讓人詬病的地方。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顯示，針對國家檔案資訊網的檢索功能與系統

易用性設計原則兩方面提供建議如下： 

一、對於國家檔案資訊系統之建議 

(一) 檢索介面設計宜清楚指引檢索者簡易與進階搜尋之區別，

將「簡易搜尋」與「進階搜尋」鍵，以明顯色塊並列呈現，

以免檢索者無視於畫面「進階搜尋」的按鍵。 

(二) 針對檢索結果畫面提供的再檢索功能，應將「進階搜尋」

與再「搜尋」鍵區分開，以免此處誤導檢索者以「進階搜

尋」鍵進行下一步的篩選。 

(三) 「進階搜尋」檢索條件提供「全宗(機關)代碼查詢」功能，

應提供文字輔助說明如何查詢，或是由系統接受機關名部

分或完整名稱，由系統自動轉換正確值，將會更理想。 

(四) 本次任務測試盡量以受測者日常慣用之瀏覽器操作，但發

現系統介面設計在 Fire Fox 與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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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會產生系統問題，表示國家檔案資訊網並未相對考量，

除 IE 外的瀏覽器可完全正常顯示，故而頻頻出現錯誤視窗

的狀況，應併同考量在其他常用瀏覽器介面呈現的設計，

避免檢索者檢索過程出現錯誤視窗，而誤導檢索者。 

(五) 針對檢索結果排序設計，宜改善排序選單文字說明，例如

「檔案起訖日期」宜以近至遠，「全宗(機關)名」也不由大

到小，而是可改以後分類呈現或是獨立選項選擇排序。 

(六) 加強檢索結果介面「全部案件」或「所屬案卷」的設計，

以免檢索者忽略畫面中的層級瀏覽功能。 

(七) 針對系統的層級功能，應與檢索者習慣結合，於結果詳目

顯示畫面上，參酌英國與美國系統介面設計，增加完整層

級瀏覽結構顯示。 

(八) 調閱申請步驟宜以簡單明瞭取代繁瑣冗長，可將調閱畫面

的三個區塊統合成一個區塊，降低檢索者迷失在調閱申請

過程中。 

(九) 提供調閱申請的快速協助鍵，直接連結到關於調閱申請的

操作說明，幫助檢索者快速解決問題。 

(十) RSS 訂閱應在畫面明顯處，其操作說明應提供更簡明方式。 

二、系統易用性設計原則之建議 

根據上述「易用性」評估的結果，建議系統設計者在設計系統或

使用介面時，可參考下列透過實證經驗累積，發現之易用性設計準則： 

(一） 系統必須在合理的時間裡作出反應，讓使用者能夠了解系

統進行的狀況。 

(二） 系統設計必須採用使用者熟悉的語言、概念、邏輯、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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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必要時可輔以文字說明將更容易理解。 

(三） 系統版面設計與功能點選方式要有一致性，頁面與頁面之

間的風格差異不可過大。 

(四） 介面設計應避免讓使用者在操作過程中產生錯誤，若操作

錯誤，也要能讓使用者了解錯誤發生的原因及如何改進。 

(五） 系統設計必須讓使用者在看到的同時就瞭解操作方式，而

不是讓使用者在嘗試許多錯誤後，才學習到系統的正確使

用方法。 

(六） 系統設計必須提供不同的檢索與流覽方式，讓具有不同檢

索需求的使用者都能輕易使用。 

(七） 系統的視覺設計與內容必須簡潔，與使用者任務無關的內

容或視覺效果，如造成使用困難，應予刪減。 

(八） 檢索結果對於可否取得全文宜標示清楚，連結全文應採直

觀點選方式。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一、此次任務設計希望測試檢索系統所有功能，故設計自簡易與進階

查詢、結果顯示、檢索結果排序、層級瀏覽、調閱申請、線上使

用說明、個人化服務等多項功能，任務設計儘可能說明操作步

驟，以降低不同測試者對於題意的誤解，主要目的在於測試系統

介面的易用性，並非瞭解檢索者在線上使用行為的觀察，未來可

以針對使用者線上使用檔案資訊系統的檢索行為加以觀察分

析，瞭解檢索者檢索行為喜好和傾向。 

二、對於系統易用性評估研究之建議為本次研究僅分析 15 位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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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失敗處，主要目的作為系統介面改善之參考，但並未探究有

經驗使用者與無經驗使用者之差異，未來可進一步分析不同背景

使用者容易出錯之設計有否差異。 

三、此次分析觀察錯誤類型標示，係採由兩位研究參與者共同討論一

起標示認定錯誤類型方式進行，如為檢核標示結果之一致性，未

來可考量由兩位研究者分別標示，並檢核標示錯誤結果之一致

性，以驗證結果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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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檢索任務描述 

任務一（檢索方式） 

‧請於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ha.archives.gov.tw/index.aspx)

中，以「都市計畫」一詞於簡易搜尋檢索。 

‧承上，由於「都市計畫」一詞檢索結果超過千筆，請以進階搜尋檢

索，設定仍以「都市計畫」為檢索詞，但限定為「交通部臺灣鐵路管

理局」之檔案，繼續進行檢索。 

任務二（查詢結果顯示） 

‧請將檢索結果以檔案日期由大到小排序，並瀏覽最新一筆結果的內

容。 

任務三（層級瀏覽功能） 

‧請檢索「二二八紀念碑案」一案，並試著瀏覽案卷下所屬案件。 

任務四（調閱申請） 

‧承上，請在二二八紀念碑一案下，瀏覽幾個案件，並請試著點選至

多三筆案件後，提出案件調閱申請 (請持續動作至可點選列印申請單

為止，但不用印出)。無會員資格者，請先申請會員帳號後再繼續申

請動作。 

任務五（線上輔助說明） 

‧國家檔案資訊網提供「使用說明」服務，使用者遇到檢索問題時可

供參考。請試著點選「使用說明」，瀏覽您有需求的服務頁面。 

任務六（個人化服務） 

‧國家檔案資訊網提供使用者 RSS 訂閱服務。請試著連結至 RSS 訂閱

畫面，並訂閱 RSS 清單中您最有興趣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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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研究者，您好： 

  感謝您撥冗 參與本學術研究。本問卷旨在瞭解歷史研究者使用檔

案管理局「國家檔案資訊網」介面操作與互動情形，藉以探討檔案資訊

系統介面存在之易用性問題，期許可供國內檔案資訊系統設計與功能改

善之參考。此份問卷所有填答資料，僅供本次研究統計分析之用，不會

對外公開，敬請您放心填答，惟有 您鼎力相助，本研究方得以順利進行。

再次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順頌 時棋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助理教授  林巧敏  敬啟

 

附錄二：「國家檔案資訊網」易用性評估問卷 

 

 

一、基本資料與使用系統經驗分析 

 

 

1 請問您目前的身分別？ 

□(1) 碩士生   □(2) 博士生   □(3) 教師   □(4) 研究助理   

2 請問您的性別與年齡？ 

□(1) 男，______歲  □(2) 女，______歲 

3 請問您是否曾使用過「國家檔案資訊網」？ 

□(1) 有，使用頻率為 

□每週 1-3 次 □半個月 1-3 次 □1 個月 1-3 次 □2-3 個月 1-3 次 

□4-6 個月 1-3 次 

□(2) 無，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問您曾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以外的檔案檢索系統進行研究嗎？

若有，請寫下曾使用過之檔案檢索系統。 

□(1) 有，曾使用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無  

5 請問您網路檢索的年資為？ 

□(1)1-2 年  □(2)2-3 年 □(3) 3-4 年 □(4) 5 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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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之看法 

(1) 系統學習性 

1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的系統架構容易理解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2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介面圖示有一致性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3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介面畫面之區塊分割情形恰當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4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的檢索術語簡單易懂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2) 系統記憶性 

1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介面各選項功能容易記憶？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2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操作步驟易於記憶？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3) 系統容錯性 

1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能主動提醒使用者，在檢索過程中改

正錯誤的指引？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2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使用說明」功能很有幫助？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4) 效率性 

1 您是否覺得利用「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進行檢索時，參考「熱門查詢詞」，

可幫助您較快速找到所需的資源？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2 您是否覺得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時，能輕易地回到上一個檢索頁

面？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3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查詢回應時間令人滿意？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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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滿意度 

1 您是否覺得藉由「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進行檢索的結果能符合資訊需求？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2 您是否覺得「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提供對於檢索結果分類的功能有助益？

（目前系統對檢索結果提供「主題」、「年代」、「全宗名」、「國家檔案分類」

瀏覽之功能）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3 您是否對於「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檢索結果的正確性感到滿意？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4 您往後是否還會再利用「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做為檢索工具？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5 您往後是否會推薦他人使用「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 

□(1)非常認同 □(2)認同 □(3)普通  □(4)不認同 □(5)非常不認同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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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國家檔案資訊網使用者訪談大綱 

深度訪談前言陳述 

您好！本研究欲以「國家檔案資訊網」系統使用者為研究對象，瞭解
使用者與系統互動情形，並探討使用者對於檢索介面之滿意度。本次訪
談的目的是希望瞭解您對此議題的看法與相關建議。 

如果訪談過程中，您有任何疑問請隨時提出，或部分問題您不願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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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便事後資料的整理。 

一、 系統學習性評估 

（一） 您覺得系統檢索畫面與檢索結果呈現，是否清晰？對照過去的系
統使用經驗，是否容易使用？（標準與一致化的使用介面） 

（二） 對於系統提供的操作說明是否明顯易理解，您是否覺得有助容易
找到想查詢的資源？（明確的輔助導覽） 

二、 系統助記性評估 

（一） 您是否覺得系統的圖示或選單容易理解而不用說明？（降低使用
記憶負擔） 

（二） 您在系統操作過程是否曾遭遇困難或迷失路徑？是在哪一個步驟
時發生？（降低操作困難） 

三、 系統容錯性評估 

（一） 當您檢索過程遭遇挫折時，系統是否能提供適當的協助避免錯
誤？例如有哪些協助？（預防錯誤產生） 

（二） 您認為系統是否能提醒錯誤產生，並提供錯誤修正的指引？（協
助使用者修正錯誤） 

四、 系統效率性評估 

（一） 您等待系統檢索回應時間是否覺得比過去經驗還要長？是否有不
耐等待的感覺？（快速直接的存取機制） 

（二） 系統提供的各種檢索方式，您覺得比較有效率的是哪一種？個人
化服務功能是否讓您覺得受用？（有效率且富彈性的操作） 

五、 系統滿意度評估 

（一） 您對於檢索結果是否滿意？對於此次檢索的感受為何？是充滿挫
折還是樂意繼續使用？（使用者主觀滿意程度） 

（二） 請您回顧剛才六項檢索任務過程，哪些步驟讓您覺得困惑或是感
到操作困難？（請配合檢索任務，逐項詢問過程經驗） 

（三） 您有否對於系統整體之評價與建議？（整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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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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07 月 15 日 

一、會議介紹 

2013 年海峽兩岸檔案暨縮微學術交流會於 7月 8日至 9日在黑龍江省哈

爾濱召開，來自大陸各省（市、區）檔案學會、文獻影像技術協會以及臺灣

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理學會的代表共計 120 餘人參加此次交流會。本次會

議主題為“超越傳統：檔案文獻收集與應用＂，論文發表子題有四場次，分

為：（一）傳統檔案、文獻收集範圍的擴展與應用；（二）新時期縮微品源

文獻選擇範圍的擴展與應用；（三）相關機構收藏檔案、文獻資源的整合；

（四）海外相關檔案、文獻資源的收集等四方面開展了交流與討論，會中總

計發表論文 27 篇。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論文內容有幾個觀點值得注意： 

（一）地方文史資源徵集與口述紀錄工作日益受到重視 

口述歷史是現在不做將來可能會後悔的事，檔案史料往往有資料不足的

缺憾，正史與檔案所述又多與升斗小民經歷無關，透過口述訪談可及時為當

代史料彌補缺口，亦可記錄當代社會的集體記憶。此次會議不乏論文報告各

計畫編號 NSC 101-2410-H-004-194 

計畫名稱 檔案資訊檢索系統易用性評估與使用者意見調查 

出國人員姓

名 
林巧敏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副教授 

會議時間 

2013 年 07 月

08 日至 2013 

年 07月 09日 

會議地點 
中國大陸哈爾濱 

會議名稱 
(中文) 2013 年海峽兩岸檔案暨縮微學術交流會 

(英文) 

發表論文 

題目 

(中文)歷史學者引用與使用檔案行為分析:以 2006- 

2010 引文為例 

(英文)  An Analysis of Archival Citation and Use 

Behavior on Historians : 2006-2012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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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檔案館進行口述紀錄的成果，臺灣史學工作者過去曾累積豐富的口訪實務

經驗，但忽略了對於口述記錄的保存與管理，史學者進行口述訪談，多以自

身研究取向進行選題，一旦研究完成出版或研究報告完竣，對於訪談記錄的

保存與應用缺乏長遠的經營。檔案館基於對歷史紀錄保存的職責，建議我國

國家檔案典藏機構可參酌其它國家檔案館推動計畫的經驗，及早規劃主題性

的多年期口述歷史工作計畫，有系統地逐步建立我國口述歷史檔案館藏，以

保留當代歷史的聲音，留供後人憑藉。。 

（二）重視檔案及時歸檔整理以維持檔案完整性 

大會主題關注檔案文獻的蒐集與應用，但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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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館徵集過程更應該盡可能維持檔案的

完整，儘量以全宗移轉為原則。 

（三）提升檔案數位化與目錄著錄品質 

目前檔案館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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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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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才能減少檔案數位化的負面效應。 

（四）推動館際資源分享與合作的共識 

根據本報告研究之引用檔案館藏來源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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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臺灣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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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且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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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我國

檔案主管機關檔案管理局在尚未建置國家檔案館之際，可透過國際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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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一）2013 年海峽兩岸檔案暨縮微學術交流會論文集。 

（二）中國檔案學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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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告內容原文 

 

歷史學者引用與使用檔案行為分析:以 2006-2010 引文為例 

 

林巧敏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副教授 

E-mail：cmlin@nccu.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瞭解檔案館主要使用對象的歷史學者，使用與引用檔案資

料的情形。在總計 256 篇歷史論著，17,332 篇引用文獻中，分析其中被引用的

1,461 篇檔案資料，瞭解被引用之檔案類型、年代、檔案全宗與檔案館藏來源，

以瞭解歷史學者實際應用的檔案資料特性。進而採用深度訪談方式，瞭解史學研

究者使用檔案館藏的行為、引用檔案文獻的動機與引用檔案的問題，以探究史學

者引用檔案的考量與館藏使用意見，研究結果提出檔案館藏發展與檔案館讀者服

務相關建議。 

 

關鍵字：檔案使用研究；使用者意見調查；引文分析 

 

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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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分析使用者使用需

求與動機，以及使用者如何應用檔案滿足研究或實務需求，不僅有助於改善讀者

服務品質，亦可作為檔案徵集與館藏發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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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Pugh,1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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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關注檔案資料對於歷史學者研究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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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被引用之檔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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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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採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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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史學者經常使用的檔案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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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瞭解史學者使用檔案與引用檔案資料的問題，進一步採深度訪談

方式，以引文分析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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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困難，最終歸納分析結果提出建

議。 

貳、檔案使用與引用文獻分析 

學術應用的學者，是經常使用檔案館的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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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

史學者需要大量使用第一手直接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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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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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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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性、重要性、對資料

編排的熟悉程度、找尋資訊花費的時間、對於學科的價值、知曉該資訊的存在以

及其他資訊的可得性等。(Meho & Haas,2001,p.9) 

過去對於史學者資訊使用行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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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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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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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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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引文

特性者為 Elliott，自 1976 至 1977 年出版的 15 種期刊整理出 50 篇有關科學史

的研究文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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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的首次資料中，有 59％是個人檔案，有 41％是機關團體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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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針對歷史文獻引用檔案的特性，進行分析者較為缺乏，曾有崔燕慧

分析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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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該論文並未針

對被引用之檔案文獻特性進一步分析。 

因此，本研究接續前述研究成果期許能以學術性歷史期刊論著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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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輔以深度

訪談方式，瞭解國內歷史研究者的檔案使用與引用行為。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設計先以書目計量法分析各篇論著之引用文獻特性，針對引用之檔案資

料剖析被引用之檔案資料年代、檔案類型、檔案全宗與檔案館藏來源，繼而進行

深度訪談工作。 

立意抽樣方式選取收錄在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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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是 2011 年 THCI Core

所收錄之歷史學期刊，以示權威性，並兼顧以探討近現代史議題為取向者，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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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份期刊為研究對象，彙整四份期刊 2006－2010 年近五年論著性

質之期刊論著為分析範圍，總計有 256 篇學術期刊，將期刊篇章之後參考書目加

以彙整，計引用書目 17,332 篇，各篇逐一建檔並加以分析。 

深度訪談採半結構性方式，擬訂訪談大綱，受訪者為論著分析中曾引用檔

案文獻之史學研究者為對象，並確認受訪者有經常使用檔案館的經驗，能提供深

入的看法，經聯繫受訪意願，進行正式訪談邀約與訪談導引，總計 11 位受訪者。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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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用文獻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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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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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檔案資料類型分析 

   分析 1,461 篇引用檔案資料的類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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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歷史論著引用檔案資料類型統計表 

（三）核心檔案全宗 

分析 1,461 篇引用檔案的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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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被引用之檔案全宗，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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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政治時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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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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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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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檔案來源分析（館藏地） 

    將 1,461 篇檔案書目有註明館藏地的 713 篇加以整理，排名前茅之館藏地點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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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檔案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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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館藏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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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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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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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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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歸納受訪者使用檔案動機與使用行為如下：  

（一）資訊需求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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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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訪

談結果分述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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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H2）。當研究進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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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H1＆H2)  

2.使用檔案資料的原因 

分析受訪者進行史學研究會使用檔案資料的主要原因，在於檔案資料具有： 

（1）可提供同一事件多元思考的素材 

學術研究比較專深，一般出版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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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加以分析。(受

訪者 H1＆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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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者 H3＆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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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H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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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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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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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影響歷史學者使用檔案資料的意願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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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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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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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檔案還是對於理解過

去歷史提供了重要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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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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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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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訊尋求行為 

1.找尋檔案資料的途徑 

分析受訪者使用的檢索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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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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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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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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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檔案庫房可提供經常使用之熟識學者進入，但目前檔案已數位化，

加上強化檔案庫房安全維護觀念，目前已無法提供學者直接進入庫房翻閱檔案。 

（5）善用網路資源，進行跨地區資料檢索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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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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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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認為檔案人員所知有限，故只會詢問程序規定問

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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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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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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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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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多半

只能改弦易轍，調整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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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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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館對於限制的檔案內容應該有明確的範圍說明，甚至註明基於何種條件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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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引用檔案動機與行為 

此部分問題在於探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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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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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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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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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引用的

價值。 

（2）內容相關程度 

不只一位受訪者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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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會引用。」（引述受訪者H3 & H6說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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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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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受訪者H9代表) 

（4）檔案產生者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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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者H1) 

（5）是否曾被引用 

「引用一個檔案材料，通常會取決於這份檔案是否可以建立新的觀點概念或

是推翻前人的說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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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H2)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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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內容辨識困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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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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識讀問題也會影響是否引用這些檔案的意願。 

（3）引用如何標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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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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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檔案調閱與限制使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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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H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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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結論 

綜合上述近代史學期刊論著引用文獻分析結果，歸納研究結論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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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的檔案資料則以公文書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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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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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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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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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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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資料引用比例並不如圖書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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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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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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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有相

關詞彙提示或是相關案卷層級瀏覽功能會更貼近使用者需求。檢索系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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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瀏覽功能可幫助使用者對於檔案脈絡關連有整體架構，從而可探求事件

相關發展的過程。 

六、影響引用檔案的原因是相關程度與代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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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係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100-2410-H-004-171 部分成

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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