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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成長現象是書目!t盟串戶l r.!自J論的亞點 ﹒ 宇宙間相 1 有生必釘死，

永恆不朽，啦覽領且 ﹒ 因此﹒何咱哥丈獻生生不且J血良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

生獻t1t . 本文首先探討主獻者 k研究的祖研繼而說明文獻老ilO'J意義與

產生原因 再述及文獻 tit理論體展及文甜苦化研究法 尤其是同時法

(synchronous)與歷時出diachronous)之比較此外投軒述挂起之相關研究、

主獻老化的影響因線及文獻老仕研究的應間 ﹒ 最級以作者的實證研究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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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使用興植引用半衷期的應用﹒

三 、文獻老化之撐起、意義及的1因

1943年Gosne ll (覓一)於紐約大學所發表的博士論文「大學圖書甜甜甜的

老化率 J ( The Rate of Obsolescence in CoJlege Library Book Colleclion) ，可說

是文獻者it研究的起濁。 Gosnell 認為 在個識財團的過程中，隨著關閉的推

唔 ， 一切蝴教或其觀妞，憫如主獻，會置漸失去原有價值﹒遣爾士獻資料

變得不再有闊的晶程，即為主船老化﹒

以此實矗品基礎 ' T學Z帕拉斗歸納7文獻il!:itItJ意義蚵下

(可再到t是一種過程，是-個動態的概~ ， 文獻者化並非睡棄不用﹒

{二)主獻老化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主觀使用量揖少熱而，文獻使用囂

的攝少並非自老化一面絮所造成﹒

(主波:獻主化過程是指慣用拉點逐漸攝少自同時段，不雇主獻瞳表之後植使

用的全部過程﹒

化﹒

個)老化一盤是針對某一想主Jlt群體而霄，而非某一鱗草少盟主獻的老

至於造成立Jlt是~t的可計研因則不件是

H主斷中的資訊被撞來(f)研究誼明是甜誤的﹒

(主主獻中的資訊被更斬、 E完鑿的賣料取代﹒

聞文獻中的資訊是正確的，但研究者的興趣曲變7.

個主獻中的資訊是正睹的，且3焉能人曹攝接壺，成攝習蚓常用的甜擻，

當再使用峙，無須直耳，JJi(抽主顱，伊朗 撞爾文的進4回酋﹒

三 、文獻老化。哪翰發鹿

Bemal(ü..=..)首先以牢衰敗hal f-li fc)來表示立孤老化迪腔的快慢﹒學要期

間乃靜植自物理學中「故射性物質牢哀期」 的兩語 ﹒ 其本意指曲射性物

質有一半衰變為其他物質所經歷的時悶 ﹒ 因此， I革時閉起短長示監物質越不

暉定 . Bernal 所謂文獻半衰期貝J 闢 已出版文獻中有一半 已不使用的時間.

當然 ， 按時他官司最短會巨暉文獻老ib車度的價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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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ton 興 Kcblc阿拉回)為7便宜獻常設期更為在眉計算而皓正7 Bcrnal 所

提出的半哀}明概i!: 並且進一步種展出一數學位式. Burton 興 Kcbler 針對數

學、物理、化嘻地質學、生理智間相酷、袖金工程、化崢工程、 機揖工

程等九的呻草率斗期刊文獻，制十且在某特定峙 llil內引用過去已發表立獻的

;J:I設 並位被引用文獻的發古時間仔列，最後1\ 成被引用文獻年代的分布曲

組及推導出一主;{e曲蟬的公式該公式的

Y= I (音+長)叫=1
其中 y n世引用文獻早晨.f~百分比 x 品被引用文獻出版作~Ø1(以 10 年馬里拉

位D ' a.b1~常毀， Jtf臨置，詩刊而且﹒

主肚九館里去何有所呈現的曲軸與物理學上的「半耳目明j 曲輯 憬，都是且

指擻函數 j~蟬， ßurton 與 Kcblcr 認為主獻的名化路以fiifff;'f連到半哀期為

塑 亦即文獻的適用數量連到半數時所需的時間1為何 ﹒ 車 1 即為Burton 興

Kcblcr 利用文船老仕數學公式所計算的九個伊拉科文甜老化的牢里期﹒

表 1 9 紐帶科文'"老化丰裝糊

~}!H 可主嵐則，lJ')

化工 4.8 
慷慨 " if-ì今 7.9 
數學 10.5 
物理 " 化學 8.1 

地質 11.8 
包理 72 
他物 10.0 

Wf1 -'l1:i!f. • ßun啊1 &: Keble. 

自去 i 可見'1'呵，供科文獻在'lb車 IS，U史與很大 倒真U 地面摯的 1 1. 8

作品金<':~~n3 .9年相差近弋倍，由此可見憧6較之 11自者品肚./1 le • 
Burton YiJ Kcb lcr之桂、文獻 E化理論1紋7 1一年之久 也到 1970年代

Pri四且Brookcs -t.旦分別提出主撒在化什7計算公式 . p巾到社Á)恨接 {W~引

用主張司倍 (SciellCl' CiWliol1 I/ldex. SCI) ß'.航計分析、盟現JfH!Í-一年內體衷的文

獻， J1;引用的立獻中 有一半是近5年內睡去的 ﹒ 以此體早已j可基礎 Pricc提

tll Price 指軸(Pricc Indcx)作為叫如IXI祖毛4凶"Ji.垂直其定革的 rw版坪，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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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5年會嚇引用主獻數量J 興「植引用文獻總數」 的比1直 該指數愈大，貝1)老

仕速度愈個﹒ Price針，措午多輛井的情國期刊進行 Pri ce 指數(或稱P (島的肝

蟬，結果體現各期柄的P值如表2所示。由衷2可見物理串是化得最快，的為

數學的3 倚 ﹒

期

~2 各學科期刊P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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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前所述，表 1 Burton 興 Kebler所計算的半衰期中，他科學(1 0年)、數學

(1 0.5 年)老化較慎，物理學(4.6 年)較化學(8 .1 年)老1tt矣。由此可見Price 國

Burton 且Kebler 的研究非常本儷丘 ﹒惟一略有差異的是 Price所計算相附學比數

早在化懼，但差異亦不大.

J恣往 僻T P阿ηc

tι吋 間+算方法 ' 求制1博替時老斬{仕削t叫4儡系岫哩酷史 1 敵值揖大則老化輯f僧蟄.!i1之F酌F祕腦E恤爽. B甜r∞岫k，肘s 的

主獻且指數占~t公式為

dddt =-b 
c 

其中c為引閑文獻熙年分布默. t為植引文獻的出臨年齡 .b 馬老化迪度

常數( 1 )b>O) ，咱分上式得 C(I)=COC 恤，其中'0 為句時，文獻被引用世壘， c.b 

則為是到叫做aging fac \O r) ð Egghe( ii封踩用 Brookes 閻公式計算出剖面岫物

學期刊的老化係數 並間也明刊引用報告) (Joumal CitatÎo lI Reports, JCR)所

步憫期研字衰朋1JIJ ~J比較 ，結果相信盡 致﹒

體之，從土述文獻主化理論的寶康過程，可以看出 。 歷年來大!þ數人對

立Il!老化的詔識仍然混淆不清﹒ Gosnell 認為主獻者化是一瞳隨時 fJ嗨展的動

態過程 ﹒ 是一扭扭轉. Bunon 興Kebler n開句半寶慨解釋為現在被使用的全部

主酷的一半之聽眾時間﹒ Pricc J! IJ興Bunon 且KebJc r持相同君法﹒至甜甜∞k"

的半衰期則指文獻有效生命的一傘，與Burton &Kcbler的方法不同(li八J • 

Li nc ~JSanclison( 祉'"分析 1 974 年以前文獻主化的研究，認鵑Gosnell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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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悶。，，，所使用的是歷時法而Burton 輿 Kebler :&， Price所使用的方法是同時

注﹒有關文獻者f也都寺禧興同時揖研究 ， 詳見下節論述。

閥、立獻老化研究

關壯老化的研究非常多， Line 且!Sandison(i主竹在 1974年所撰寫〈軒l&

丈獻悶著時間改變其使用〉骯獻述文章中 、 將以前有關老化的研究歸納成許

多餌，其中一類為圖書館資料的使用，且一類則為參考引用的研究﹒大多扭

曲會館使用研究為封析館內使用 借閱言也是 參考話詢及館際互惜等. ，[用

分析的三檻頭型為何阱法且磨時值﹒士獻老化研究的賀料類型計有眼曹、期

1司K草迴揖性出服晶 按衛興研究報告及蟬聖期研陣 ﹒其中理揖性出臨品是最

常被研究的對象 。 且大面取向同時挂﹒該文章的綜合站站是 (-院多數的士

獻老化研究都屬科投頭，只有少數為社會科學觀 λ丈輯則體乎未見; (二睡

乎都與研究性質的文獻噴射繭圖書館有關 (司許多研究的標本過小且只有少

數研究與其他研究互相比較﹒種立，該篇文章評論7大多數 1 974年以前胸酷

文獻老化的主獻及研究 ， g.j蹄蓮!ft的定矗及研究方法也做了開臨的解開旦分

間位外，亦高度批評7許多主化研究仰自殼、研究1;挂與研究結果﹒在老

化定矗方面 Li nc 興Sandison 臨時 文獻老化應坦福二個晚會 H文獻所記

般的賣訊，隨著文獻年酷的增加哩m較不言學確直不相關 (二Y當 t述戚立時，

使用者行攝亦體生由變﹒

Gapen 興Milncr( li十一}亦趨調應加強對人士學方面的老仕研究 ， 否則無

法將在化的觀盒應用在科學以夕抽可學科領瞳﹒ Vlachy(i主+二)列出大的 1 60 種

文點主化研究，其中有90種出現在 1 978至 1 985 年悶， 旦大多數主化的引用研

究為科拉文獻﹒在單一闢有關主II!主化，現站直主獻發§割愛 20年， Linc( 難十」三)

再立探討自 1974 年以榮立獻主化的研究並航評道 主獻「使用」的't1tlf愕E

非常少 因為大多數的使用詞直祖艦‘費時、從力，且研究結果對齡3實際上

的應用無其責獻﹒至於引用宜的老化研究員IJ軸曹富且被館時是圓型?館撤時館

酷的主要參考，做峙。然而，立獻者化隨著學科主固與文獸類耳的用同而有很

大的變 t 同時引用立的來源亦會影響分析研路果﹒再且， 全社衷期-!阿依 舊

被使用苦?雖酬，就岡峙揖研究而官 ?引周年，告中點(median CÎtation age)較正

確且適當﹒同時法的引用在仕研究仍是文獻者化研究的主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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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擬進一步保討主獻者化研究方挂 歷時法與同時法，並列車拉文獻

老化研究Iiil倒﹒

(一) 歷時法與罔聞法

陸時法與悶悶法是三種研l壘丈艦在'fl聶普遍的方法 a

l 塵，每法

fffl~-，!j法是利用直接觀單一群特定文獻自出版後世引用故做使用的情形

以了解文獻老化的現象﹒ Gosne l1 即是何l'考法觀念的代表人物﹒他將文獻者化

眉成是一個盼時間謹展的過程，是一國趨艷、一揖且b態的過程(社十四) .歷時

法也可闢攝極引用文獻分析注 1 它是直接對版單到的-組固定文獻的老化過

平L起行數量的分I!卅五十五尸 Li ne興S:mdison( 訟十六)~IJ指出歷時法是在不同

仔濟學怕他上 對一特定文獻做迪緝的觀軍﹒恤首之 ， 文獻自出版能 ﹒ 歷年來

被使用 亦即峙生被使用的情形﹒串倒而言故針對美國化學期刊文獻的主

化率進行研究可選定某一年 伊削 1960年英國出脹的m型化學期刊40

種 共3 f編文獻透過〈宇間呵|用立案哥 1) (SC/)資料關恤索道3 千篇文獻在

19曲 年之給連年被引用的情精益+剖﹒

歷時出要回答(f.JI問題是 一抽出版品在出版多久陸仍植吏 鬧社十八) ，利

用眩目穿出所求帥的結盟1~文獻之爭哀!明 ﹒ 間，~組山版品被引用或植使用法:

酷迫割開有做引用或極使用主數一半所需的時IUkti十九) 亦即間本文獻取得

所iiòl用文半數所謂的時間﹒因此，應時怯的施行非甜觀鉅 且颺乎是「木

叮舵的任，另」 可 直到引用立軍司 I (c i lal ion i ndcx)資料W~生之佳 ， 才變得可行

"主二十}﹒

社外 、 Sli nson( 'liι一)認為在照時法研究沖 。 被研究的文獻是固定的而

且i扭過去刮目刑的使用情形都被觀暫且計算 假使使用Itt改變 ， 他們lI'J會做

併入研究過程中。因tIt保用廳時法可古嘩地呈現未來使用何向況﹒

2 間時法

同時法是帥憊的研究是在一個特定if.~iim阱土解釋在4位仔"凶， .其蝴

注的 il!l!叫做使間文獻的年代分佈﹒祖司之間}是在給定的段時間內 、 不

同年齡女獻被引用或被使用拉酷的分帥怖祝 ﹒同時法研究的代表人物蛙

ßur10n 駐Kcblcr 及阿CC 0 S ti n目"與 LancaSlcr( 1主二二)阿拉岱耳同時已是針對同

H手段某'，叫中文獻 在特定郎月等問1路上解釋民主化現象，亦即觀單延期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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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獻酷迫全部植引用文獻車里自50% 所需之時間﹒祖宮之，文獻使用興引用數

蟬的取得扭捏時啥事島﹒以同時法計算所得立措果，稱為引周年齡中點，亦

即引周年齡中雖是在同峙段中， 計算參考曹目(referencc)老化的方法﹒學們而

言 ﹒ 1985 年某專業文獻共有A 錯，共引用7一萬i!參考書目，所有參考主獻

的種表時間是 1900 至 1985 年，間隔為85 年，其中有5千敏是在 1978 年至

1985年之間聽眾的，因此其引周年齡中數目7 年。 Stìnson(1i -=--=-)認為同時法

對肚目前文獻使用的觀制過程中 ， 並未考慮到位間群的前哩 ， 因此，無法聶

由何時訟的研究來呈現未來的使用惜現﹒

在Line !Ji.! S andi son(位二明的分析中. 179鱗文獻只有六捕是歷時法研

究，其僻皆且同時注 ﹒ 7喘歷時出研究，多為調查物理學期刊逐年被引用的

我獸，以計算持續期刊的半竄期﹒臣之， 同時法文獻老化研究的對象則較多

悍，除7期刊研究報告再會會議論文且專利之外，尚有多世研究是針

對各種資料類型進行立獻老化研究﹒

究竟同時法與歷時法主觀老化之研究輯:泉是否相間，的是 個來解之

桔 ﹒ 期刊引用輔告，列出植紫哥!期刊之引用(citing)與祖引用(cited)牢車間

的數個 ﹒ 引用字衰期亦稱攝引用年，令中數，被引用半衷期則是歷時訟的測量

(詩二五) • Todorov 間Glanzc1(世二的雖曾區分引用且帽引用半衰期，但仍認再

二者均為引用年，告中II! ﹒

Line 興Sandison(ü二七)以一簡單的理論倒子說明 7同時法與歷時法研究

是不同的 ﹒ 然而亦有研究醋示， 同時法與歷時法的引用文研究祖有什麼量單

(拉二人) ，換宮之，在迪(!II學學科範圈中，在不考慮宜獻成長興作者成長的影

響因紫下 ， 同時值可叫取代磨時法﹒

Linc( li二叫立說明7 出現不同的研究結果，本不足為奇，因為來自不

同的監攝 ﹒ 不同的即接則壘學科主蹈、分析的期刊及但舍的年代等函，學所影

響 ﹒ 俞培泉(社三十)則即為唯有用睡時法東是行文獻主化的研究，才可能表現出

真正文獻主化的觀念，使文獻老化漏究有進步的發展﹒

(二)主觀者化研究範間

大多盟主甜老化研究都屬同時法且以朋刊為主要研究對象。因其較島施

行. S::mdison(紅五吋會調查國家科學及哲明參考國曹館(Nationa1 Rcfcrcncc 

Library of Scicncc and I nvention)開架式防俐的使用情況，結果發現期刊的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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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台分佈司j: 3- 18 隨之間1 ~ Chcn(位三斗亦詳細地歸宜了麻管理工學院(M IT)科

、圖自帕物理1111刊的使用情形其結果為期刊使用隨著期刊年齡呈指數退

化 ﹒ Sandison{位三三}重新研究Ch凹的數蟬，再配合每輛期研控會扭所估的空

1m來加以計算，結果關示 ， 三放以土的期刊，且使用在惶惶有改變﹒換言

之，對三蘭以上的朋干而言 MIT 圖會。回匆理期刊的使用老化學與期刊在自

扭卡所佔宙間的多少無關 ﹒

Sullivan ( 訟玉的)等人實施7館內生物醫型期刊的使用調查 ， 結果體現老

期刊比新聞刊較少被使用 ， 而且老仕是真的極觀幫到而不是丑女獻且畏的影

響 ﹒儘管函數睡不完聽及假聖不正確而受到醋厲批評 匹竄堡大岫Univcrsity

of Pi 1t sburgh)的背特研究( Kent Study)仍是巨大型的國會館期刊使用研究

(注三五) ﹒ 骸研究自 1968 至 1975年共執行7年 ， 調查76所科學國啟醋。拈來

翩示除7輛坦圈曹制外， )明1月版f用率普遍很{丘 ﹒ ßulic阿拉五六)等人利用匹在

世大學的研究數極分析呵。9年訂酬的資料結果體現他開學連年下降﹒

總之 。 Linc 與Sandi son(位三七)堅稱「使用的雙且會翱國~Il醋，尤其他用者而

變化 使用者化不會在→圓圓曹甜保持伸出狀態﹒」

Meadows( 社三八)研究太空 11函期刊，輯推體現 12 曲期刊在 15 年之內出

版的文獻可以滿足 66% 英國大空研究者的期刊文獻需求﹒ Gross(社三九)進而

崎制Meadows 叫』騙他採用7原來的12l也明刊再加上空軍銜楠研究實輯

室研究國會闊的的觀l明 1月為部何E對象 ， 調直期刊文獻槽吉拉求的記錯 ， 結果體

現Mcadows的期祠的悍存20 年，賢明I滿足56%的需求﹒以J:.PH極研究曲:屬於

間時法的研究﹒該研究說明了當使用不同來蟬的數揖自食品分析的)，[礎 。 即使

研究的是相同的主閥的可能導致不同的結娘﹒ Lillc 與Sandison(l主四十}亦以

向主也不同的期刊的為何時法研挂的針線 ， 亦體現主1)不司的老化率﹒

個前所述 可 丈獻主可t經常以半哀朋央司長示， Burton 興 Keblcr的研究是與

型的同時法改i鹽法 ﹒ Gupta(拉國→針對 15 插最有名的物理學期刊 叫同時法

研究刊登於Physical Revie lV 的文章悶著年齡而呈現在他現象 ! 亦即越占白守主

前 在化。九I越快至位Physical RC\'ÍI'IV 期刊的字衷期間4.9 年﹒ Earlc 興

Vickery(註國二}計算了美閣國家出的圖月咱National Lcnding Libra削的社會科

型立似的I~用半哀期為3.5 年﹒

Rousc 興Rou$c(紅四五}分析美國伊利諾州國的的網路系總山 IN仁T)的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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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惜的資料，得蚓闡曹於不同區域貫使用建~t情形有差異，在地區性圖曹

艙，科投類圖書半衰期為 7.06年，社會科學為 1 2.69 年，盛情及人士學為

18.59 年然而 ，攝大至州級國曹餌，則各類圖書半真期分別延長聶 10.48

年 16.31 年且24.66 年﹒

Egghe 國 Rao( l.主四四)~II鼎輯 「主化函數不是一冊常數 1 它只是時間的

→固函數，血本刊生影響71;;闊的老 t因繁﹒」

非科學貢獻的老化監攝?如 歷史、藝衛與人文盟有歷史特性的科學

等 其引用車的衰敗變化可能較不過烈， Lo，剖開阿拉回到體現音雖早方面的

期刊文獻IJ<，L件往丈恥的老化情狀迴晨，即便是70歲以上的文章都直被具體的

引用﹒

另件 ﹒盟有 些研究是祖國作者的服務揖惜來比較出版品的主化情況，

Christov叫社四兩以同時法比較原描立c!之第一作者是已開體國家及體展中國

家的作者 ， 結果發現研究主姐是國際性質草地睡性質與文獻的老化學有關

Motylev{拉回叫掉這宣講都聯興外國盟國申軸興資m科暉期干的引用立的不間 '5i

aF 映出外國文獸的師得是其哩般而不是使用的買過﹒

除7以期刊文獻搞研究對象，博聞士論士 會議主獻因其學術性高，可

巨映特定研究者使用賀，軸鴨色，亦聶士獻斬t的研究對員長﹒開個吳明倍

('主四八)曾以台灣地區列以新固立大學 1984 年至 1985年的博碩士論文為研究對

象，輯查其引用文獻狀視，結果體現λ主類主獻主化最慢，半衷期長連 15年

以上，社會科學和清斗按類文獻牢里期皆'1、於 10年，其中科技頹士獻之半褒期

立較社會幸陣士獻短至二年﹒

Culn3n(拉回九)與 l以電腦科學領風中，學衛研究與實輔健草書兩個群體在

國家電腦會議中所體表的論文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引用主獻身鴨性，結果體

現兩個群爛在使間電腦科畢丈il!Itß等問分佈上是咀的，有80%以上的引用

文獻是近五年出版的﹒

五、文獻老化影響困難

i1i響立獻斬t的因繁榮多，且其產生的昨用裡醋 ， 因此，造成睹者看法

E且 直見分歧 .tli列擊各相關內容岫下

(一)文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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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ghe( j豆豆十}認為就歷時法研究而曹 文獻者化在巨棋不同時間的讀者

對過去某一時他咄版文獻倒賣用(或引用數量的變化情祝﹒因此 ， 引用者的連

年增加，亦即主獻成長速度愈快，必然會便被引用文融數量相對增加，進而

延純文獻主化﹒文獻老化之半衰期隨之費品﹒相重但由，同時法是敵軍從過去

到今天 ， 不同時期出版的文獻被當前文獻使用("引用的情況﹒因此，文獻的

居民 自然影響了引用的置擇，造成植引用文獻數量 ，隨時間的固樹而連年

揖少﹒攬言之文獻成長速腔的增加加速7土獻老化現象﹒

(二)使用看需求

Griffilh(位Ã→指出宜獻者化與使用者的需求息息相關，不同使用者所造

成的文獻是!ft作品柄之間同。一幢而言，在常態科學下 研究者留守共同的

現1t.&禮循相同的研究組則與標潑，凡加λ一科動社群參與研究 . "，.、自研究

該學率村句興jjλ門 在新興靶尚宋出現之前，首典觀眾行者所使用的文獻較

持久 ﹒臣之 ， 倡導科學革命的新興jj創超人，則要求較新資訊的直流﹒再

且 同一文獻在不同的地區 ?其老fij車直也不同 ﹒ 在科學高虛謹遵地區，某

些文獻巴植廢彈不用 ﹒ 但在高陸地區可能向在熱門111手中(註Ã二) • 

(三)學科性質

宜獻老化半哀闊的代表作 Bunon 與 Kcb ler( 位五月的經興研究，揭示T

不司學科性質文獻老ft連虛不同的現象﹒一祖而宮 ，基從科學文獻比應用科

學文獻在'ft速度慎， i~卅日 化船主甜的字哀湖揖8. 1 年化工主獻的半衷朋則

為4.8年 ﹒ 此外，人文學主甜甜社會平4l~文獻主i化慢 ﹒ 其主拉宮期畏途 15 年以

上 車科主主獻之牢衷期立輯社會科學文獻短( 1主五四) .凡此幢幢皆巨映出學科

至新寅訊影響程度的大小至於同一壘科 ﹒ 繁體與各分科之毫升t速度;Jf釘差

異﹒聲明月(üJiJi.)曾針對榮韓國禮節835 祖期尹進行的內使用風喃引用半車

間研究結果體現點體醫學期刊間平均被引用半衰期為6.28 年臨床留學辦

朋于1的字及期1再6 師年，生命本幣4激烈J ll\6.2 年﹒

丁，正取紅五六)曾引述T阿也且i刷'11'躍論提及不同性質的主獻其主化

現象各異﹒基本土可概分為下列E大頭

l 立獻一揖衷即查到高度種視熱即表IJ失去咀引力迅連者ft 一曲而

冒 ﹒ 植使用拉動不多 ﹒

2 皺眉為接壘的文獻 其內容涉及某單科之恨本問題 ，其老化連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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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 且其植使用總數亦失為增加﹒

3 文獻內容平常不壘重視老化雖慢但被使用說"亦少 ﹒

4 文獻間出版~n引起重視﹒然因體生MII盟問題，立刻版廢架不間，使用

壘亦急劇下降且極使用總數祖少 國

5 文獻有重大體現可你圍不植認同，體表之初即壘府睛!未聖重祖宋世

使用﹒其挂在祖肯定7真正價值之撞，形成廣泛使用‘大備引用局面﹒因

且在相當晶的時間內眉不出老化現象﹒

(四)資料類型

期刊‘搜捕報告、研究報告 ，含.!f4論文、會議論文敢再干'Ix獻等首次賀

叫因出版世適 用求時效守其老化起度較缺 ﹒ 袖章批也，經過民i明綜合監理才

出版的圖巒自鼎老化較慢﹒理論性綜述性文章因涉及內容較為基礎且完

盤 比之實騙性質的研究論文或報導性質的新蚵聞訊，自無緻使用的生命軸

畏。 Musi b( li.Ji.的認為不同配料甄別老化程度不同﹒ Musib對種期學期刊進

行引用文分析 誼明7間刊文酷的老化述血型比國開快許多 o Ri ordan 興

Gjerdet (1主Å八.)oFit對185 種問于進行使用調查 ! 輯果體現專科世期刊比一幢

性期刊有~tJ劇變﹒

(五} 其他

其他點響文獻者仕的因繁尚有 文獻的內容期刊載文量及期刊可冉

性﹒ Bou1e .&Gong( 位Å九)針對所研究的資料進行內容分析，並計算各lJi內容

的.glt速度、結果顯示同一學科、同-IJì1I存闊的文獻，其老llJiE!l!會因資料

內容的哲理q而不同﹒31Jj合Wallac到拉夫-t)則認為闢刊的生產力會影響貢獻老

化其研多溺果輯示，期干的生PI'力與斬t兩者之j闊的蹦係並不擷著揖宮

之，期刊轍丈量越大並木表示其老llj車車較缺 相對地 ﹒ 期刊生產力小，亦

非老lt較慢，

軍明月(此π-)自明丹究R'I體現，期刊的可惜性影響7使用半直期的結果，

太多酷使用半王若期較量的期刊 主要乃因其未曾被輯酷的使用且多數為館甜

年間較早的期刊﹒

六、文獻老化研究的眼閉



有說，

" 教育資料與團蠻的學第三+八零賽 第一翎{鈕plem加 2岫}

透過文lI!資料的上扭扭艦、流通fJ:.富貴草館際E情fJ:.1盟等，位也服年代加

以統自惜可使用.i訓度結果，可做噶耳特定圖書聞制訂館酷管理興盟展的前樂

世悔 。 蟑宮之 ，可經由文獻使用字車間的計算，確定文獻的利用價值，訣定

老曹資料的樹tt 裝訂或轉檸存抽位置 ， 以攝體館藏空間壓力，甚至可預潮

來來的使用情況，作揖刪除草禪訂的規劃，以置醬控制經費預算﹒再且，還

過文獻使用率下降的情況可使定是否以館際互(出拘7守主來取代資料的購價

興興酷﹒自阱，亦可自館際lH昔資料的斬t惜現，使直是否暨購買過期期刊

及其購買的年限﹒

至酷引用主獻的老E化研究，通常涉及觀園較眉，但的以幫術期研1&文獻

揖主要強點﹒引用文獻者Kt，研究不只可擺棋圖曹聞ilX酷管理之間，同時亦可

挺快窗訊手拉但當定了解貪訊的產生、出版興植使用自r.~且式，進而描示科學認個

結構的變~t( 社六品) .說資料開製(午與管理考而霄， 7解主獻主化可以協助其

N3'十E完營的資訊系統﹒因品經由確認固樹輸索所需苗資料的能國﹒可以備

徉fj間的資訊，去酷無效的甜訊，以建立並錐體一幢面的資訊系統﹒就研究

者而宮，可投出其專車領峙中 ， 生命週期最畏的期刊，作為增加斬卸‘控楠

或許估學者哪家研究成果的客觀憑蟻。就攝相旦出服者而言 ，可 1'1個 自己間

干的監租車現個啊?是否具良久的使用價值，亦可興其他期刊加以比較 更

可作為世行新期刊，揖克、合制裁停止出版朋干的依揖﹒

七、 期刊!翻白館使用與世引用半弱。i之地較

有關文獻者化旦被引用者化的個別研究非常多，唯獨未見有將二者E相

比軸的研究出現﹒有如β此. ~會者乃針對此說圈，以台北扭盟圖書闊的835 種

期刊時研究對象，調查其值內使間牢車間且極引用牢衰朗，並館用 1掛定之統

計方法，撿冊比較二者的蓋銷社六三) .期干間內使用資料來自 1994 年 11 月

至 1995 年4 月﹒為期半年的調查記揖植引間資料則用自 1993年微翁d陣片服

的〈期刊引用報告) (Joumal 口tat;ol1 Reporrs) ﹒革時述其研究結果蚵下

(-)被引用半寰期

《期刊引用報告〉中對於朋刊檻哥!前半哀!閣大於 10 年的期刊並無正確的

數個表示，值以這 10 代替.本研究有74種別于圖胎迫如剩僻的761 flrn明刊

的世引用半交朋則自 0.5-9.9年不等﹒由衷3 可見， 171 擂。0.5 ')的期刊介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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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9年之間。半數以上的期刊聽現在4.0至6.9 年之間 ，形成一大革群 G 835 

種問干的平均半衰期為6.28年，扣除74種大於或等於10年的期刊之撞，所得

平均被引用半寶期為5.92 年﹒

我3 期刊被告1m一字表期分佈

半段閻明 > 1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
9.9 8.9 7.9 6.9 5.9 4.9 3.9 2.9 1.9 。 9

辦刊種歡 74 " 73 97 145 17I 127 64 27 7 3 
句也 8.9 5.4 8.7 11 .6 自 7.4 20.5 15.2 7.7 3.2 0.84 0.6 

(二}使用到証實期

835 組期刊的平笑Y且用半衰期為3.43 年，除去39 種使用。衣，亦即沒有使

用的期刊 ， 平均使用字衰期厲3.6 年﹒封β刪除74種被引用半衰期孟 10 年的

期刊 ﹒ 則王震得平均使用半r;期為3.07 年﹒不論以何種方式計算，顯且使用半

里期均植被引用字賽期短﹒使用爭實間短醋示新期刊被使用較多老期刊

比較無人使用﹒表4說明半數1孔上(472 暉， 的佔56.5%)期刊使用半渡期在0 3[

2.9 年之間﹒ 一幢而曹 。 全社Ñ間間短，期刊種數鍾多﹒只有扭曲期刊半衰期孟

10 年﹒

M 期刊使用卒，是期分佈

i土耳閻明 ;.1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
99 89 79 69 59 49 3.9 29 1.9 09 

期刊極歡 32 10 12 20 24 " " 147 186 167 119 
句也 3.8 1.2 1.4 2.0 2.0 4l 9.8 17.6 22.3 20.0 14.3 

(=}使用自設弓問學費闢揖計憧制

個前所述， 835 種期刊平均植引用字或間為 6.28 年 刪除 74種半衰期孟

10年，所僻 76 1 種期干(他平均主社哀朋為 5.92 年 ﹒至於平均使用半衰期為 3 .43

年 ，除去39種使用。攻， ~IJl'\ 3.6年 ﹒ 在74 臨被引用半哀期真的期刊中有18

種使用牢里期亦祖巨且 10 年，熱洞， 週些期刊多為 1980年以前出版且冒T闌期限

都很短 、 同時使用拉數亦很少 ﹒

體引用半夜閻長的期刊，可能使用字衷悶棍煙，倒把在74 幢幢引用半

哀期畏的期于中有八種期莉的官吏用半ÑJ胡小酷2倚， lil到明刊從未被使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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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道些期刊興醫學主組織叫樹，榮總圓的館的讀者不感興趣，然而﹒在全世

界甜1世持久廣臣引用﹒

一世而言， 835 種期柄的平均植引用半哀i閣大於平均使用字哀期 ，利用

統封3監控軟個SAS 進行1柚缸，結果顱，有t : 25.7 ' p<O.05)三者的平均個有廟

苦差異 三者間是2.85年即使去除74 種可能告請賽統計結果 且被引用字哀

朗已三 10年的期刊抽血亦軸承二者之間的觀草草耳目2.84 年﹒

使用牢里期關 l用*衰期短的'U宜興u阿拉夫叫『珀刮目巨﹒Linc 認為

引用的老化較使用的老化來得快﹒被引用字哀期較長的原因可能是 作者必

是在閱讀後才會引用且參考文獻出版後才會有引用的過求(註六Ji.)﹒此外

文獻在植閱讀與出版時值引用之間仍有一'，Jlfi寺1m差距﹒ Garvcy 等人(社夫訂)提

出 主聚在期刊上出版較之關胎研究時相差728 個月，較之研究完成個蓋了

)5 個月，較之文章寫完投隅，目謹 8 個月 o Subrama.lyam(註π的亦指出iJl.ý:市

第一步:投朋到最後在期刊J一出版的時間差距，自6 個月至數年不等。

八、最L EE

文獻在仕是古自計量學中一臨窗爭議的論蹈，文獻老化研究為盟國自個且

直馴服時提供7科朝t 、'名觀化的巴巴月方法 . 1111 刊引用軸告更給予fjl甜瓜

的參考L具﹒然而，不論老化的定矗制k的原因、老化的意義、甚或在1"

連度的計算不論用論數單慣式的組立或使用與引間實施研究的執行。至

今都沒有正確的書'l(&絕對的推斷。因拉著將文獻者化當成一顧問題處理

峙，仍棚必iJi~1ft揖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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