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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球化趨勢與產業結構劇烈變化的影響

下，當代大學生進行生涯規劃或尋求個人就

業發展時，易衍生猶豫未決、徬徨憂慮之感。

此際，具有豐沛圖書資訊資源的大學圖書

館，可嘗試針對大學生的生涯資訊需求，提

供當事者所需之「生涯資訊服務」。本研究

運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以 24 位國立臺灣

大學之大學部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生

之生涯資訊需求、尋求生涯資訊之管道，以

及其對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看

法。研究結果發現，引起受訪者生涯資訊需

求的內在動機主要為「不確定未來的生涯方

向」，外在動機則主要為「面對現實壓力而

必須做決定」。至於受訪大學生首要期望獲

取之生涯資訊類型，則為「職業內容概況與

學科領域之出路」，且紙本、網路、視聽資

料皆為受訪者偏好之生涯資訊形式，而搜尋

生涯資訊的主要管道為人際管道及網路。另

外，受訪者皆對於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

服務抱持正面的態度。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全球化趨勢與產業結構劇烈變化的影響下，當

代大學生進行「生涯規劃」（career planning）時，易

感到內心徬徨，並可能導致個人在職業發展方面遭

遇相當大的衝擊，甚或甫畢業即面臨求職困難的問

題。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3）的統計，具有大學

以上學歷之失業者所佔整體失業者的比例，自 2001

年的 3.32%，上升至 2013年 8月的 5.68%。2013年

12月，臺灣的就業環境雖有所改善，但青年失業率

卻仍持續攀升，20 至 24 歲者的失業率更是創下近

四年新高（林毅璋，2014；洪凱音，2014）。而高失

業率所帶來的影響已然反映於近年大學生對未來求

職就業的信心上。相關報導指出，由於學歷價值相

對貶值，使得大學生對求職就業的態度趨於消極保

守（張錦弘，2013；黃亞琪，2012）。中時人力網於

2006年進行的「社會新鮮人求職意願」問卷調查結

果則顯示，有高達六成的應屆大專畢業生對未來職

場發展持保留態度，而兩成五的填答者感到「非常

悲觀」，相反地，認為「充滿信心」者僅佔一成五（陳

順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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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外在環境因素之外，相關文獻（金樹人、林

清山、田秀蘭，1989；袁志晃，2002；陳麗如，1995）

指出，求學期間的方向不明、科系困擾等生涯阻隔

因素，皆可能使大學生對個人「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感到猶豫未決、擔心不安、缺乏信心。

亞洲就業網站 JobsDB.com針對臺灣 11所大專院校

應屆畢業生之生涯規劃問卷調查報告即顯示，大學

生在面臨畢業之際，有四成不知未來的五年計劃為

何、五成五還不確定未來的職業方向，且有五成不

懂自我生涯規劃的方法與步驟（廖敏如，2000）。而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2011）的「100 年提升青

年就業力計畫成效評估暨就業力調查研究」則發

現，大專青年會因為希望能更加了解職涯發展及生

涯興趣等內在需求，而參與職涯輔導活動。由此可

知，取得生涯規劃之相關協助對大學生而言，有其

必要性與迫切性。 

在生涯規劃的相關協助方面，前人之研究（朱慧

萍、饒夢霞，2000；袁志晃，2002；張德聰，1997；

許珮芬，2007；厲瑞珍，2002）指出，「生涯資訊」

（career information）乃是影響大學生生涯發展與生

涯規劃的重要因素。生涯資訊包括在人的一生之

中，任何能協助個人獲得教育、訓練與進行職業抉

擇的資訊（Swamy, Umesha, & Ramasesh, 2014）。而

缺少有關工作或訓練的相關資訊，則是導致個人做

出不當生涯決定的主要原因之一（陳麗如，1995）。

換言之，能否獲取完善的生涯資訊，足以影響大學

生對現階段生涯目標的訂定，甚或個人的未來生涯

發展；因此，在大學生進行生涯規劃之際，當事者

能否獲取充分且適切的生涯資訊，其重要性可見一

斑。而近代圖書館讀者服務理念強調應以使用者為

中心，提供能滿足使用者需求之資訊服務；在美國

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CRL）之「大學圖書館對大學生

之服務綱領」（Guidelines for University Library Services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2013）中即提到，大學

圖書館應針對大學生之需求，提供廣泛、新穎且具

權威性的資源。準此，典藏豐沛資訊資源的大學圖

書館，在肩負支援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等任務的

同時，亦可進一步探討對生涯發展與規劃感到徬徨

的大學生，是否有生涯資訊方面之需求，以及圖書

館有無對其提供「生涯資訊服務」（career information 

service）之必要性。 

綜觀國內外文獻可知，有關資訊需求的相關研

究，乃是圖書資訊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然而，

其中探討大學生對生涯資訊需求之研究，目前仍較

為缺乏，且深入探究大學生是否希望大學圖書館提

供生涯資訊服務的文獻，更是稀少。爰此，本研究

運用半結構式之深度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以 24位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臺大）

之大學部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生於進行生涯

規劃的過程中，其生涯資訊需求、搜尋生涯資訊的

管道，以及其對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看

法。換言之，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包括：1.大學

生之生涯資訊需求為何？2.大學生從哪些管道尋求

生涯資訊？3.大學生是否期望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

資訊服務？透過本研究結果，期冀能提供未來大學

圖書館實務界規劃生涯資訊服務之參考。 

文獻探討 
以下分別由大學生之生涯發展、大學生之生涯資

訊需求，以及大學圖書館之生涯資訊服務等三方面

探討相關之文獻。 

大學生之生涯發展 

對於現代社會中的個體而言，「生涯」意指與職

業相關的活動、經驗、態度，以及行為歷程，另外

亦旁及休閒娛樂與情感關係等非工作性的活動（牟

素雯，2002；邱美華、董華新，1997；Hall, 1976; 

Ivancevich & Gleck, 1989）。而所謂的生涯發展，係指

個人在由童稚至年老的不同人生階段中，因應每個階

段的任務與需求，所進行之自我發展與成長；其乃是

由經驗的累積、生涯決策和調整適應等所構成，並貫

串個人的工作生活，常被視為是與工作有關的個人學

習、自我成長和發展的過程（張添洲，1993；邱美華、

董華欣，1997；陳鎰斌，2005）。而生涯發展涵括態

度與認知兩個層面，其內容則包含自我了解、職業偏

好、職業選擇、就業與工作調適等（蘇鈺婷，2002）。 

個人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中，會評估自己之性向、

能力與興趣，並對於可能的工作機會進行比較與抉

擇，藉以擬訂生涯目標及規劃個人的職業發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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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從而引領個人參與適當的生涯發展活動，並朝

正確的方向邁進（張添洲，1993；陳鎰斌，2005；

黃怡瑾，2002）。然而，從身心發展歷程觀之，青少

年對於個人的價值觀、性向與興趣不時感到困惑，

需要探索個人的定位，並建立自我的認同感；基此，

大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即是協助大學生增進對

自己的瞭解、建立生涯發展目標，成為自己理想中

的人（柯今尉，2012）。 

現今美國許多大學皆重視大一新生之定向輔導與

生涯發展輔導，以實現其促進大學生進行生涯探索

與自我成長的教育目標。部分大學更透過彈性學習

制度與實務見習活動，鼓勵學生在大一、大二階段

即廣泛了解社會脈動與職場趨勢，並深入探索個人

性向與志趣，從而規劃未來的生涯發展方向（柯今

尉，2012）。至於我國的教育部，則呼籲各大學應為

學生提供豐富的資訊與支援，並加強其在生涯探索

方面的協助，例如，鼓勵新生參與大學資源與服務

之說明課程、規劃生涯發展系列活動，藉以讓大學

生了解適應職場所需之核心能力與態度，以及目前

的職場發展趨勢等（柯今尉，2012）。 

大學生之生涯資訊需求 

倘若個體察覺自身對於相關知識產生問題或有所

不足，其在欲解決相關問題的當下，即會產生所謂

的資訊需求（Belkin, 1980）。而生涯資訊需求，係指

當事者在進行生涯規劃之際，有感於個人所具備之

生涯知識不足，因此產生對生涯相關資訊的需求。

對於即將邁入社會的大學生而言，其必須學習如何

整合個人的工作能力與興趣，並投入各種有助於職

業選擇的試探性活動，再根據經此所獲致之相關經

驗，進一步選擇具體的職業型態，繼而進行各種專

業之就業準備（吳芝儀，2000；厲瑞珍，2002）。換

言之，此時大學生主要的生涯任務，即為對於職業

抉擇之必要性有所體認，並嘗試獲取相關生涯資

訊，藉以協助個人了解自身興趣、能力與工作機會，

從而能初步進行職業選擇，以及培養就業所需之專

業技能（張添洲，1993；Super & Hall, 1978）。 

張添洲（1993）進一步指出，在學學生之生涯發

展系統，主要包括確定生涯發展的需要與目標、了

解自我發展的方向、蒐集升學與就業資訊、決策技

巧和未來出路的考量等。而根據 Anderson（1992）

與 Fourie（1999）的看法，大學生之生涯資訊需求

有五項，分別為：（1）自我探索與評估的需求：包

括個人對自己的工作價值觀、人格特質、性向、興

趣與天賦能力等的瞭解；（2）教育與訓練的需求：

了解各種繼續教育與課程訓練的機會、特定工作所

要求的資格條件、實習與志工服務機會、財務援助

管道等；（3）求職資訊的需求：包括對各公司企業、

不同類型的產業、與生涯及工作有關的專業組織、

聘雇者類型、求才廣告、與職缺相關的各種資訊及

求職轉介服務資源等的認識；（4）生涯準備的需求：

如履歷的撰寫、介紹信與面試的準備、對薪資標準

的調查與瞭解等；（5）協助個人決策與解決問題的

需求：對於可協助個人進行生涯規劃、教育課程選

擇以及工作機會抉擇的相關資訊之需求。 

國外調查顯示，許多大學生在入學時常懷抱著對

職業選擇的不確定感，亟需學校在職業與教育決策

方面給予協助（袁志晃，2002；American College 

Testing Program, 1984; Hannah & Robinson, 1990; Luzzo, 

1995; Swanson & Tokar, 1991）。而林幸台、田秀蘭、

張小鳳、張德聰（2003）之研究結果發現，各年級

之大學生所面臨的生涯問題，具有不同的迫切性，

對生涯資訊的需求亦不相同；具體言之，低年級的

學生較傾向加強對所就讀科系之認識與自我探索；

高年級的學生則較關切求職技巧的學習，如履歷表

的撰寫及面試技巧等。另有臺大學生事務處畢業生

就業輔導組（2006），分別對大學一年級新生、大學

三年級學生及應屆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對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而言，掌握未來各種資訊

與了解自我優勢特質同等重要，而大學三年級學生

則將掌握未來各種資訊視為最重要之需求。此外，

許慧香（2008）採用分層立意抽樣的方式，以問卷

調查法對雲嘉南地區 15所大專院校 600名應屆畢業

生進行研究；調查結果指出，雲嘉南地區之大專應

屆畢業生普遍有接受就業服務之需求。 

綜觀上述的研究結果可知，大學生所需之生涯資

訊會因個人的年級而有所不同，但普遍而言，其所

需之生涯資訊，可分為自我探索與評估、教育及訓

練、職業認識與產業趨勢、求職準備、專業技能提

升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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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圖書館之生涯資訊服務 

由就業輔導單位所提供的生涯相關服務，稱為「生

涯服務」（career service），其服務內容包括生涯輔

導、生涯諮商與生涯教育，目的在於促進個人之生

涯發展，並協助當事者進行生涯決策（吳芝儀，

2000）。目前，我國大專院校皆設有如實習輔導處、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等相關

單位。然而，前人之實證研究（曹仁德、黃毅志、

侯松茂，2004；陳金英，2005）結果發現，目前大

學院校內的學生職涯輔導相關單位所提供的生涯服

務，與學生的需求有所落差。 

而 Lorenzen 與 Batt（1992）、Hoppock（1976）、

Lary（1985）等人認為，大學圖書館與學生職涯輔

導單位若能互相合作，可提高兩個組織之間的互動

機會，進而使諮商輔導人員和圖書館員更了解雙方

所提供的服務；例如，諮商輔導人員對於獲得生涯

資訊資源的管道，將能有更佳的瞭解。同時，雙方

亦能更廣泛地討論關於生涯資訊的分類組織與管理

之議題，並提出有效的解決方式，藉以從不同的角

度，探討如何改善未來之服務品質。事實上，大學

圖書館與學生職涯輔導相關單位之間的互相合作，

在美國的數所大學中，已有成功的例子（Abel, 1992; 

Hollister, 2005; Lorenzen & Batt, 1992）。而綜整相關

文獻可知，美國大學圖書館與校內學生職涯輔導相

關單位之合作提供予學生之生涯規劃相關服務，可

歸納為四種形式，包括合作發展圖書館生涯館藏、

資訊素養教育與生涯規劃課程之整合、共同建立生

涯資訊中心，以及資訊轉介服務等（Abel, 1992; 

Hollister, 2005; Lorenzen & Batt, 1992）。 

綜整前述文獻可知，大學生有其對於生涯資訊的

需求，且在美國已有大學圖書館與學生職涯輔導單

位合作施行生涯資訊服務之案例。圖書館之價值，

乃是透過讀者的使用而得以彰顯；而深入了解讀者

需求之所在，以提供能滿足其需求之服務，令其能

樂意進館使用，亦是圖書館所面臨的重要課題。準

此，如何深入探究大學生之生涯資訊需求，並根據

其需求提供相應之資訊服務，實為值得大學圖書館

重視之議題。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學生於進行生涯規劃的過程

中，其生涯資訊需求、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並進

一步探究其對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看

法。以下茲分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

究實施，以及分析整理資料之方式。 

研究方法 

研究者綜整相關文獻發現，前人在研究大學生的

生涯資訊需求之相關議題時，多係以問卷調查方式

進行（毛菁華，2002；許慧香，2008；臺大學生事

務處畢業生就業輔導組，2006），所得的研究結果屬

於較為綜合性之發現，僅能了解大學生對生涯資訊

有所需求，但較難以深入探究大學生對於生涯資訊

之相關意見。其中，許慧香（2008）即建議，未來

之相關研究若能針對服務的需求者進行個別訪談，

將有助於深化分析。此外，由於對我國之大學生而

言，圖書館的生涯資訊服務乃是一項相當新穎之服

務，因此，本研究運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藉以

深入探究受訪大學生之內心想法。 

研究對象 

為達本研究之目的，並考量研究者之地緣關係，

本研究乃透過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

式，選取 18至 23歲之臺大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學生

進行訪談；且受訪者在一年內曾利用各種實體或非

實體之管道，如親至圖書館、學生心理輔導中心或

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等任一單位，或透過網路、

人際管道等尋求生涯資訊。一般而言，大三與大四

學生對個人的生涯決策與規劃較具有急迫性。但相

關文獻（柯今尉，2012；楊智馨、林世華，1998）

指出，大學生在大一、大二階段即需要探索個人的

課程規劃與未來求職之關聯性，並投入生涯探索與

生涯決策之相關活動，而我國教育部亦呼籲大學校

方應從新鮮人開始強化生涯輔導活動。因此，本研

究亦將大一、大二學生納入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之招募方式上，研究者首先於全國使

用人數最多之電子佈告欄「批踢踢實業坊」（曾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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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2010；鄭語謙，2013）張貼徵求啟事，公開徵

求符合資格之受訪者。批踢踢實業坊乃是由臺大學

生開發的電子佈告欄，其使用者族群包含許多臺大

之學生。同時，研究者亦透過人脈關係尋求符合資

格之受訪者，並使用滾雪球法（snowball sampling），

請受訪者推薦同樣符合資格之臺大學生參與研究。 

本研究共訪談 24 位臺大之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學

生，包含前測 3位，正式訪談 21位。依性別分，有

男性 4 位，女性 20 位；依年級分，大學一年級者

10位，二年級者 4位，三年級者 3位，四年級者 7

位；依學院分，社會科學院 6位，法律學院 2位，

文學院 2位，公共衛生學院 2位，生物資源暨農學

院 3位，管理學院 3位，醫學院 5位，工學院 1位。

本研究乃是一探索性之研究，受訪者皆為臺大之大

學部學生，研究結果不宜推論至全臺灣各地區之大

學生。 

研究實施 

研究者首先進行文獻蒐集與分析，並以此作為選

定研究方法和擬訂訪談大綱之依據。訪談大綱包含

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之題目可用以了解大學生在進

行生涯規劃的過程中，其生涯資訊需求與搜尋生涯

資訊的管道為何，而第二部分則係詢問受訪者對大

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的看法。俟擬訂訪談大

綱後，研究者於 2008年 7月上旬，邀請 3位臺大大

學部之學生進行前測訪談，並依據前測受訪者之意

見，將訪談大綱中過於冗長與重複的部分精簡。由

於前測之受訪者皆能充分表達具研究分析價值的個

人經驗與看法，因此亦將其訪談內容納入本研究之

分析範圍。隨後，研究者即於 2009年 2月至 4月期

間進行正式訪談。 

研究者於電子佈告欄徵得受訪者後，乃先行將研

究邀請函、訪談大綱與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的簡介

資料 e-mail 予受訪者，請受訪者大致看過相關資

料，以對訪談之內容先有初步的認知。而在正式訪

談開始之前，研究者先確認受訪者已閱讀過圖書館

之生涯資訊服務的簡介，並釐清其感到疑惑之處，

待受訪者充分了解後再進行訪談。另外，在徵得受

訪者同意後，研究者將整個訪談過程錄音，以利後

續之資料整理工作。進行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視

受訪者回答情況而調整問題的順序，盡量讓受訪者

自由述說。無論前測或正式訪談，每位受訪者之訪

談時間皆為 1小時半至 2小時。 

資料分析與整理 

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隨後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

工作，由研究者將錄音內容謄錄為逐字稿，並依照

訪談先後順序編號，爾後再依據研究問題，整理歸

納逐字稿之訪談記錄，於訪談內容之關鍵處做註

記，繼而分析詮釋訪談資料。為顧及受訪者隱私，

在本研究中係以代碼表示受訪者之基本資料，而受

訪者代碼乃是其就讀學系與受訪時間順序所編製。

具體言之，研究者取受訪者就讀學系之英文名稱，

系名為單一單字者，取前 2 位大寫字母，如經濟系

（economics），編為「EC」；系名為複合單字者，則

取各單字之首位字母，如政治系（political science），

編為「PS」。倘若該系之受訪者不只一位，研究者再

以阿拉伯數字代表接受訪談之先後順序，如政治系的

第 1 位受訪者之代號為 PS1，第 2 位受訪者之代號

則為 PS2。在受訪者中，EC1、PS1、PS2為本研究

前測之訪談對象，其餘則為正式訪談的受訪大學生。 

研究結果分析 
以下茲根據訪談結果，分析受訪大學生之生涯資

訊需求、其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以及對大學圖書

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看法。 

大學生之生涯資訊需求 

從訪談資料可知，受訪者的生涯資訊需求可分從

三部分探討之，包括引起其生涯資訊需求之動機、

生涯資訊需求類型、偏好之生涯資訊形式等。 

(一) 引起生涯資訊需求的動機 

在本研究中，引發受訪大學生對生涯資訊產生需

求的動機，可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兩大類。以

下分述之。 

1. 內在動機 

內在動機概指由受訪者內心油然而生之心理動

力，會驅使個體進行針對生涯資訊之搜尋行為。在

訪談中，受訪者所提出之內在動機包括不確定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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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資訊……如果我想要再唸書的話，

就可能……朝國外發展……在外國唸書。」

（NU2：109-112） 

此外，在本研究中，共有 3 位受訪大學生提及，

由於近年來經濟景氣不佳，而公務人員的薪資與工

作性質較為穩定，因此公職考試成為其未來欲考慮

之生涯抉擇之一。然而，公職考試的類別科目繁多，

每項科別之應考科目與名額大不相同，受訪者希望

獲得公職考試之簡介，藉以了解報名流程、考試方

式與歷年應考之相關資訊。受訪者 PY指出： 

「……國家考試算是很多人的需求，可是

它的簡介一般來說不知道去哪裡找……它的

報名流程還有考試的方式，或是說歷年的狀

況等等之類的。」（PY：297-301） 

3. 在校修課規劃與建議 

共有 2 位受訪者表示，在大學階段即希望能獲得

相關建議，以利個人根據未來生涯走向而擬定修課

規劃。如受訪者 LA1提到，由於其個人的修讀科系

分為不同領域，因此需要針對特定領域應具備的技

能，獲得修習相關課程的資訊。其言道： 

「……比如說，你想要走民事的話……應

該修一些什麼樣的課，可能要知道……要學

會什麼樣的技能。比如說……要學一些會

計……電腦，看報表什麼的……大概從大三

開始可以修什麼課之類的。」（LA1：323-329） 

4. 生涯資訊資源指南 

生涯資訊資源指南乃是生涯資訊之指引，可協助

使用者獲取個人所需的相關資源。本研究之 2 位受

訪大學生表示，希望能獲得不同主題的科系領域指

南，以了解各科系規劃課程、學生參與活動的方向，

並指引大學生進一步尋找相關之生涯資訊。如受訪

者 PS3指出： 

「……要多選什麼樣的課或是參與什麼樣

的活動……每一個大主題譬如商學院或是理

學院，你就要……多著重於那一方面的……

探索或研究……你如果對那有興趣，然後它

指引你該怎麼……去找尋……」（PS3：43-49） 

5. 企業參訪及實習資訊 

有 2 位受訪者表示，至企業或政府機關進行參訪

或實習，是實際了解工作內容的較佳方式。如受訪

者 BC2 指出，由於大學的課程內容較偏向理論方

面之知識，因此希望能獲取與實習機會有關的資

訊，俾便透過實習，提早接觸真實之職場環境。BC2

說道： 

「因為我們大學學的可能比較像是理論上

的東西，可是工作是實務的。所以我覺得提

早接觸比較好。」（BC2：66-67） 

6. 工作面試準備相關資訊 

有 1 位受訪者提到，在校期間可透過打工等方

式，換取在畢業之前實際到社會上歷練的機會，因

此希望能提早接觸與工作準備相關之資訊，如履歷

撰寫與面談技巧等。受訪者 NU2言道： 

「我會比較想要找……類似面試或者是履

歷方面的資訊……在找打工……寫那個（履

歷）的時候覺得很徬徨.……面談的時候叫我

自我介紹，會有點……不知道自己要……說

什麼東西……就會緊張……一副很糟的樣

子。」（NU2：63-76） 

7. 心理勵志相關資訊 

另外，有 1 位受訪者表示，除了蒐集職業與產業

概況等資訊之外，亦希望能獲取與心理勵志相關的

資訊，以激勵個人的信心，並妥適安排各階段之生

涯規劃。如受訪者 CL所言： 

「勵志方面……可以跟我說一些……你大

一的時候，你要先充實好自己，你要先讀好

英文，然後讀好什麼。你要如何下定決心，

然後你要心裡怎麼對自己加油之類的。就是

這種比較需要。」（CL：82-88） 

(三) 偏好之生涯資訊形式 

在本研究中，生涯資訊形式意指該資訊的載體之

形式，綜整訪談結果可知，受訪者提及之生涯資訊

形式分為三種，包括紙本資料、網路資訊與視聽資

料。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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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紙本資料 

在本研究中，共有 12位受訪大學生表示偏好紙本

資料。有受訪者認為，經由網路所得到的資訊較難

判辨真偽，相對地，由於紙本資料必須經過正式出

版及行銷宣傳的過程，因此予人有所根據、可信度

較高之感；同時，紙本資料之內容較能呈現細節，

亦便於反覆參閱查找。此外，許多紙本資訊會採納

專家之意見，並以較系統性的方式整理資訊脈絡，

能節省使用者分析整理資料的時間，此乃是紙本資

料之優勢。如受訪者 PS3表示： 

「因為紙本……會比較有系統整理……也

會採錄個人……專家或什麼的意見……主要

是系統化分析……不用自己去找多個資訊比

較。它就幫你整理好了……」（PS3：404-407） 

2. 網路資訊 

在本研究中，計有 8 位受訪者表示個人會取用網

路資訊。網路資訊係指從網路取得之生涯資訊，其

優勢在於不受時間與地點限制，且由於網路之訊息

流通傳播便捷，資訊更新頻繁，使用者易於取得豐

沛的近期資訊。此外，當今社會之資訊量繁多，倘

若使用網路搜尋資訊，則可即時、迅速地獲得大量

資訊。如受訪者 AN所言： 

「這是一個資訊量很大的時代……網路的

話……你可以看很多，然後又快速，對我來

說是比較方便的……一定是比較新……我不

可能只找一個東西，我可以從這邊點到另一

個地方……隨時要去……是非常快。」（AN：

262-266；280-282） 

3. 視聽資料 

視聽資料包括如 CD、錄音帶、幻燈片、錄影帶、

VCD以及 DVD等，本研究之 7位受訪者表示，視

聽媒體亦為其所偏好使用之資訊形式。受訪者 PH1

提到，視聽媒體的優點在於能讓使用者更有臨場

感，藉由觀看實務上之進行過程，大學生猶如親身

參與實習活動。其言道： 

「印象有差……文字上敘述可能沒有辦法

想像……比如說實例它怎麼做或是怎樣。那

可能會覺得說：原來是這樣做！……像我們

有實習，覺得視聽效果能達到像實習一樣的

效果。」（PH1：254-258） 

大學生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 

在本研究中，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意指當事者獲

取相關資料的途徑。而綜整訪談資料可知，受訪者

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包括五種，如人際管道、網路、

圖書及報章雜誌、補習班及校內相關單位等。茲依

序分述如下。 

(一) 人際管道 

人際管道即係透過人際關係，尋找適合提供生涯

資訊者，並透過談話等互動方式，從中獲取生涯資

訊。本研究之 24位受訪大學生皆表示，人際管道為

其搜尋生涯資訊時較常採行之方式，原因包括便於

取得資訊來源、具有即時性，且透過交談互動，當

事者可取得較深入之資訊內容，而提供資訊者亦能

針對詢問者的狀況，提供符合個人需求之資訊。至

於受訪大學生的詢問對象，主要是同儕、家人、系

上教師以及具有特定領域之相關生涯經驗者。以下

詳析之。 

1. 同儕 

本研究之 23位受訪大學生提及，在尋求生涯資訊

時，詢問對象為學校的同儕；其中，有 14位乃是詢

問就讀相同科系之學長姊，另有 9 位受訪者則會尋

求同學的意見。如 LA1指出，由於學長姊在學校所

接受之學科訓練與自己相同，其目前在工作上遭遇

到的問題，亦可能成為個人在未來會面臨的情況；

而經過與學長姊的討論後，較能知悉如何修正對於

未來生涯之準備方向。LA1所言如下： 

「……學姊……已經學完學校裡面的學說

出去……那我們……跟學姊學的也都差不

多……出去碰到問題可能大概也是那一

些……如果學姊可以跟我們說的話，那我們

就可以大概知道以後……需要朝什麼方向去

改進……」（LA1：138-141） 

2. 家人或親戚 

此外，共有 13 位受訪者會詢問年長的家人或親

戚，如父母親與兄姊。由於家人或親戚年紀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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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其具有相關之經驗，即能提供關於未來生涯規

劃之建議。如受訪者 BC3說明： 

「先問姊姊啊！因為姊姊讀大學……還有

就是親戚那種，比較有在這個方面研究，就是

有在讀大學或是曾經讀過。」（BC3：134-136） 

3. 系上教師 

另有 11位受訪者表示，如果在進行生涯規劃中遇

到任何困難，會詢問系上的教師。其原因在於，因

傳授課業的關係，系上的老師與大學生之關係較為

親近，而大學生在課業或生活上若遭遇問題，亦常

會直接向系上老師求助。如受訪者 PH1提到，由於

系上的教師對系所的課程安排較為清楚，且較能了

解學生的問題所在，進而提供深入的建議，所以會

選擇詢問老師。PH1所述如下： 

「……自己系上的老師……比較能了

解……我們可能主要問題在哪……比較快進

入狀況……可以講比較深入的建議……對我

們……課程安排比較了解，所以知道我們現

在是比較會什麼，比較不會什麼。」（PH1：

502-506） 

4. 具有特定領域之相關生涯經驗者 

除了同儕、家人與系上教師等在日常生活中常會

遇到的對象之外，有 8 位受訪大學生表示，會找尋

並詢問曾針對特定職業領域進行生涯規劃者，抑或具

有特定職業領域之生涯經驗者，請其以口語或文字

之方式分享個人經驗。由於曾經歷過實際情況，往往

可從中獲取、領悟到不同而獨特之個人智慧，同時也

能讓後起之輩了解關於該領域的細節，或是提供一

般書面資料並未涵括的訊息。如受訪者 PS3提及： 

「可以提供一下……有實際經驗的人……

指導……以他個人的經驗然後提供……如果

有個人比較細的問題，你也可以問他……因

為有一些在文字上你找不到那個答案。」

（PS3：56-58） 

(二) 網路 

本研究之 18 位受訪大學生以網路作為搜尋生涯

資訊的管道。有 6 位受訪者提及，使用網路為生涯

資訊之搜尋管道的原因在於較方便迅速，且使用網

路取得生涯資訊的成本較低。而受訪者主要使用之

網路管道，則包括搜尋引擎、電子佈告欄、主題網

站等三項。茲分述如下。 

1. 搜尋引擎 

搜尋引擎乃是以目錄分類或全文檢索之方式提供

查詢服務，在本研究中，共有 16位受訪者使用之。

如受訪者 AN 表示，由於使用搜尋引擎查詢資訊已

成為個人的日常習慣，因此在蒐集生涯資訊時，亦

會使用搜尋引擎進行檢索。AN說明： 

「因為，我的習慣是，我任何不知道的東

西，就是打開電腦、打開 GOOGLE，然後去

搜尋它。」（AN：262-263） 

2. 電子佈告欄：批踢踢實業坊（bbs://ptt.cc） 

在本研究中，有 11 位受訪者會使用電子佈告欄

（BBS）搜尋生涯資訊，特別是透過批踢踢實業坊。

受訪者指出，電子佈告欄為大學生普遍會使用的網

路分享空間，可透過此管道獲得廣泛且多元的資

訊，並取得詳實的個人建議與經驗分享，而由於主

題討論板往往會將較佳之文章收錄在討論精華區，

因此可方便使用者獲取資訊。如受訪者 PS2提及，

在電子佈告欄上有網友分享的考試準備心得，以及

進入職場後的甘苦談分享，且記錄相當詳實完整，

適合做為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PS2所言如下： 

「幾乎都是用批踢踢……批踢踢有很多板

都在講生涯規劃的……會有一些前人的經驗

分享……考試準備的那些心得……走入這一

行之後那種心酸、黑暗的那一面的分享……

大家記錄自己的歷程很完整……很細微的地

方他們也都會記錄上去。」（PS2：40-52） 

3. 主題網站 

在網路資源中，學校系所與人力資源服務網站、

部落格（Blog）及網路新聞等主題網站，亦是本研

究受訪者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之一。如受訪者 PH1

認為，由於學校系所的網站對於課程規劃與招生簡

章都說明得相當清楚，有時亦提供考古題，因此會

直接利用各校系所網站進行資訊之搜尋。PH1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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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找……研究所的網站……每個

學系都有網頁，就直接看它那個招生……大

概知道它在考什麼……運氣好還可以看到考

古題。」（PH1：78-80） 

而人力資源服務網站會臚列不同職業所需之條

件，因此各種公營與民營之徵才網站亦為大學生尋

求生涯資訊的管道之一，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全

國就業 e網」、1111人力銀行與 104人力銀行等。受

訪者 AN 表示，人力銀行的網站具有職業與職務之

分類，可讓缺乏經驗之大學生了解實際的工作職

別，以及各行各業的工作內容。其言道： 

「……透過 104了解，有很多的職業、職

務的分別……在 104上面，其實一開始的分

類就很多……大概是從那個上面大概去了

解……所謂的各行各業的內容是什麼這樣

子。」（AN：110-115） 

此外，由於網友會在個人部落格上撰寫日記或針

對特定主題抒發心情，因此大學生可透過從事相關

行業者的部落格，了解其工作內容，進而獲悉該工

作領域之現況。如受訪者 EC1提到： 

「……去看從事相關行業的人的 blog 其

實很重要……當你去考公職之前，你要去看

一下他們在 blog 上發表的一些跟他們工作

上有關的東西……所以說 blog 也會變成我

蒐集資訊的一種工具。」（EC1：115-118） 

而瀏覽新聞媒體所架設之網站，可獲得即時發布

之傳播新聞，其中亦包含與各產業或行業相關的訊

息，因此亦為受訪大學生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之

一。如受訪者 NU1提及： 

「……譬如說是從那個媒體……它的網路

新聞……有很多就報導一些……行業什麼之

類的……資訊是從那邊來的。」（NU1：

103-105） 

(三) 圖書及報章雜誌 

有 14 位受訪者表示，平時會閱讀市面上的報章

雜誌，以獲取近期產業之介紹與現況分析。如受

訪大學生 OE認為，閱讀《天下雜誌》等商業性期

刊，可透過雜誌中的人物專訪，獲得企業界人士

的經驗分享，從而對個人的生涯規劃有所啟發。OE

說明： 

「我有看那個雜誌，就是《天下》……會

有些董事長或是什麼……專訪說他們……成

功的原因……自己的那個心得。」（OE：

102-104） 

(四) 補習班 

本研究之 2 位受訪大學生指出，由於補習班會針

對特定考試，提供相應的考試資訊與準備方針，因

此亦為個人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之一。如受訪者

PS3 提到，坊間有特別針對公職考試的補習班，其

善於整理考試的相關資訊，可作為獲得生涯資訊的

良好管道。PS3所述如下： 

「資訊來源……法社就會有那個（某補習

班）……因為他們是專門做公職考試的……

他們那邊的對公職的資訊，是非常好的資

訊。」（PS3：201-209） 

(五) 校內相關單位 

目前在臺大之校園中，負責提供生涯資訊之相關

單位，主要為學生心理輔導中心與學生職業生涯發

展中心等兩個單位。在本研究中，共有 3 位受訪大

學生表示，曾將前述二個學校單位作為尋求生涯資

訊的管道，但此 3 位受訪者皆較不滿意學生心理輔

導中心及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提供之生涯資訊相

關服務。從訪談內容可知，其原因包括服務人員未

能完全協助使用者解決問題、服務人員不甚了解所

提供之服務內容、個人偏好、求助不熟悉的服務人

員會產生壓力、預約制度缺乏彈性等因素。 

大學生對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的

看法 

受訪大學生對於大學圖書館提供資訊服務的看

法，可分為其對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觀

感，以及其對大學圖書館施行生涯資訊服務之相關

建議。以下分別探究之。 

(一) 對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觀感 

本研究之全體 24位受訪者，皆對於大學圖書館提

供生涯資訊服務抱持正面態度。如受訪者 PS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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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若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有其感興趣的領域

或符合個人需求，即有意願前往利用。其言道： 

「如果我是需要的人的話，我會去參

加……看到我有興趣的領域，我也會蠻想去

參加的。」（PS1：148-149） 

受訪者 CL亦提及，圖書館所蒐集典藏的資訊資源

可信度較高，且皆為經過編排整理的資料，此乃是圖

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之優勢。如受訪者 CL所云： 

「我覺得圖書館……資料來源，感覺就會

比較可靠……主要就是又有整理……圖書館

的資料……很 ORGANIZED、很有條理

的……可信度就感覺就很高……」（CL：

326-329） 

而受訪者 PS3表示，由於個人經常使用圖書館，

因此感覺較貼近個人的生活，且對圖書館的印象較

佳；同時，其認為圖書館對資訊處理的經驗較豐富，

可信任圖書館所提供的生涯資訊，是故，圖書館適

合提供相關之服務。PS3所述如下： 

「……因為比較常去圖書館，所以感覺上

圖書館比較近，印象比較好……我覺得臺大

輔導室很不清楚……圖書館相較之下……比

較能夠信任……因為他們對資訊的處理……

非常有經驗……」（PS3：815-818; 828-829） 

(二) 對大學圖書館施行生涯資訊服務之相關

建議 

1. 提供生涯資訊整合平臺 

所謂的資訊整合，是將資源與資訊進行統合整

理，並透過相關技術，由單一窗口將之提供予使用

者。在訪談中，有多位受訪者提到，在現今之網路

世代，生涯資訊之來源眾多，大量而快速累積之資

訊常令使用者感到無所適從，因而在蒐集資訊時，

往往會希望能有一資訊整合平臺，為其彙整所有相

關資訊資源。如受訪者 AN 表示，學校各單位提供

之生涯資訊相當分散，希望由圖書館提供資訊整合

的服務。AN說明： 

「比方說學校有……生輔組（臺大學生事

務處生活輔導組）……諮商中心也有在辦很

多……不管是人際、EQ……如果沒有很注意

的話，我會不知道我要去哪裡找這些東

西……就像我們要找資料會直覺想到圖書館

一樣……圖書館是做一個所有的跟生涯規劃

有關的……一個整合平臺……可以作為一個

媒介，或是一個轉介的東西，告訴我……那

你可以去哪裡，然後搜尋什麼……可能對你

有幫助的東西。」（AN：417-424） 

受訪者 NU1 進一步提到，個人在搜尋相關資訊

時，所得到的往往是較雜亂的資料，因此希望能透

過圖書館的生涯資訊服務，得到一系列的統整資

訊，如此，將可更有效率地使用相關資料，以掌握

自己未來之生涯規劃。如受訪者 NU1說道： 

「可以給我一個就是比較統整的資訊……

我們自己去尋找，資訊可能是非常的雜

亂……一系列就是很有條理……很統整的資

料的話，就會感覺比較清楚，然後可以比較

快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規劃。」

（NU1：420-423） 

2. 個人化服務 

有 2 位受訪者表示，生涯規劃是相當個人化之議

題，每位學生所需之生涯資訊與相關服務亦不盡相

同，倘若僅是提供一般普遍性的建議，則較不具效

益，因此希望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能提供個人化服

務，如此，當能對有需要的大學生更有裨益。如 IB2

所言： 

「...我需要的是...有人真正可以了解我現

在需要的是什麼，然後為我設身打造一個之

類的。」（IB2：185-186） 

受訪者 PS4認為，大一、大二與大三、大四所面

臨之生涯規劃階段與情況不同，因此，應視其情況

之差異提供不同的資訊。PS4提到： 

「……譬如大一、大二……比較偏聽演講

或什麼的，那大三、大四的話……譬如辦什

麼就業展……或是有實習機會那個。因為大

一、大二……連開始學比較專業的東西都還

沒有……比較難發掘興趣……只能多多聽各

行各業的演講……可以多摸索一點……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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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攝取。那大三大四可能就會……比較精進

地攝取某一塊……」（PS4：495-503） 

3. 多元管道行銷 

本研究之受訪大學生認為，目前圖書館服務的相

關訊息，往往僅透過校訊與圖書館電子報發送，但

大學生較習於透過 BBS接收資訊，易遺漏圖書館服

務的相關訊息。若圖書館開始施行生涯資訊服務，

由於宣傳管道不足，大學生可能會不知道圖書館提

供此項服務。如受訪者 PS1說明： 

「……很大的問題是在於同學會都會不知

道有這些服務。因為像圖書館有什麼服務的

話，通常都是透過什麼臺大校訊，或是圖書

館什麼臺大電子報……通常學生會接收到這

些資訊的方式是透過 BBS……發電子報太

大量……其實有看到也只是看過去了。」

（PS1：176-179） 

受訪者 IB1 表示，在圖書館推出生涯資訊服務之

後，應加強針對該項服務進行推廣行銷，否則若徒

有服務卻不為人知，甚為可惜；而 IB1 亦進一步指

出，由於許多大學生會利用 BBS快速地傳遞與交流

訊息，因此可在此管道方面宣傳圖書館的生涯資訊

服務。IB1言道： 

「我覺得要廣為宣傳……就業輔導組（現

為學生職業生涯輔導中心）自己有一個網

站，很多人都沒有進去過，大家不知道有這

東西就很可惜……BBS 上面宣傳很重

要……因為真的很多人會看……只要在那個

系板或上面有公布的話……重要的話大家就

會四處亂轉（貼）啊……資訊很快就可以傳

遞。」（IB1：424-428；431-438） 

受訪者 IB1 亦提及，自己到了大四的時候，才發

現原來對於很多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都不甚清楚，

覺得相當可惜。因此，IB1 認為圖書館應利用每年

新生訓練之際，推廣圖書館所推行的服務。IB1 所

述如下： 

「每年新生訓練的時候，都要……強力的

介紹圖書館的功能，因為……我這學期修那

個圖書館利用的那個選修，就是發現圖書館

有很多功能，然後到大四才發現……很遺

憾！」（IB1：704-706） 

結論與綜合討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學生在進行生涯規劃的過程

中，其個人之生涯資訊需求、搜尋生涯資訊的管道，

以及其對大學圖書館生涯資訊服務之看法。茲歸納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並逐項討論之。 

引起受訪者生涯資訊需求之內在動機主要

為「不確定未來的生涯方向」；外在動機

則主要為「面對現實壓力而必須做決定」 

研究結果顯示，受訪大學生尋求生涯資訊之原因

可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其中，在內在動機方

面，主要係因為「不確定未來的生涯方向」、「已確

定未來生涯方向而欲進一步規劃與確認」，或者「努

力實現生涯目標卻遇瓶頸」。而在外在動機方面，則

是由於「源自時間與他人之現實壓力」及「失業潮

與經濟衰退等新聞因素」，而導致受訪大學生產生尋

找生涯資訊之需求。 

世新大學學生輔導中心指出，大學生的生涯困擾

多半來自對生涯方向的不確定（世新大學學生生涯

發展中心，2005），此與本研究受訪者在生涯規劃上

面臨之情況相符。而相關統計調查（薛凱方，2004）

亦發現，同儕互動品質會高度影響大學生進行生涯決

策之效能，該調查結果可用以說明本研究中，受訪大

學生在感受到來自他人之壓力時所產生之外在動機。 

受訪者首要期望獲取之生涯資訊類型為職

業內容概況與學科領域之出路 

在本研究中，受訪大學生希望獲取之生涯資訊類

型，依其需求程度，依序可分為職業內容概況與學

科領域出路、進修及公職考試資訊、在校修課規劃

與建議、生涯資訊資源指南、企業參訪及實習資訊、

工作面試準備與心理勵志相關資訊等七項。其中，

職業內容概況與學科領域出路方面之生涯資訊，包

括如職業之內容概況介紹、企業文化、系所學科領

域相對應之出路等，可供使用者了解實務工作的內

容與概況、進入該行業之門檻、能力要求及未來該

產業發展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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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探究轉變科系大學生生涯決定因素的研究

（朱慧萍、饒夢霞，2000）發現，受訪者的生涯決

定歷程會受到社會觀感影響，例如認為公職考試對

未來職業較有保障，或者考量職場注重高學歷的社

會趨勢。此與本研究受訪大學生對進修及公職考試

資訊之需求相互呼應。另外，從本研究結果亦可得

知，受訪大學生對在校修課規劃與建議、生涯資訊

資源指南等兩項生涯資訊有所需求。此顯示，由於

大學生在求學過程中即需要針對生涯目標進行生涯

準備，因而除了一般常見的職業或考試資訊之外，

大學生亦需要能輔助個人針對就讀科系進行修業規

劃的資訊，或者教導使用者如何尋找相關資訊管道

之指引。 

紙本、網路、視聽資料皆為受訪者偏好之

生涯資訊形式 

在本研究中，受訪大學生較偏好紙本形式之生涯

資訊，其原因為「可信度高」、「內容經過較為有系

統之整理」及「可反覆參閱查找」等。其次，由於

網路資訊具有即時性、資訊量豐富等特性，因此網

路資訊亦為受訪者所使用。另外，視聽形式之資料

可讓使用者獲得深刻感受，是以亦有受訪者偏好此

形式之生涯資訊。 

相關研究（黃瀅芳，2007）顯示，大學生認為具

備一定水準與條件之作者方能出版書籍，且書籍資

訊是著作者知識之精華，具可信度，故在搜尋資訊

時，認為書籍之資訊品質最佳。而該研究亦發現，

由於網路資訊易於取得及範圍廣泛，在進行資訊搜

尋時，大學生會將網路上的資源作為主要參考資

訊，顯示當代大學生會同時取用紙本與網路資料。

此與本研究之結果一致。 

受訪者搜尋生涯資訊的主要管道為人際管

道及網路 

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訪大學生最常使用之生涯資

訊管道皆為人際管道，而主要尋求對象為同儕及家

人，因為具有可透過交談互動取得更深入之相關資

訊、便於取得資訊來源、具有即時性，以及能針對

個人狀況提供合宜資訊等優點。細究受訪者偏好紙

本形式的資訊，卻較常透過人際管道獲得生涯資訊

的原因，在於紙本資訊具有權威性，而在人際管道

中，由於當事者認識資訊的提供者，因此提升了資

訊的可信度，再加上即時性、取得便利、內容深入

等特徵，使得受訪大學生選擇人際管道作為搜尋生

涯資訊的主要管道之一。 

其次，受訪者亦使用網路作為其搜尋生涯資訊的

管道，包括使用搜尋引擎、電子佈告欄、部落格等

方式。此顯示，受訪者雖偏好具權威性與可信度的

資料，仍會為求快速方便，而透過網路搜尋相關資

料。另外，尚有受訪者搜尋生涯資訊之管道為圖書

及報章雜誌、補習班與校內相關單位。同時，由本

研究結果可知，僅 3 位受訪者曾至校內相關單位尋

求生涯資訊與生涯規劃之協助，如學生心理輔導中

心或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等，但受訪者對校內單

位所提供之服務較不滿意。事實上，董氏基金會於

2005年所進行的「大學生主觀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

之相關性調查」（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2005）即發

現，大學生在面臨壓力或出現負面情緒時，在求助

對象上，第一個想到「找學校心理輔導中心」的受

訪者只佔 2.1%，與本研究大學生對於前往相關單位

獲得生涯資訊服務的看法相似。由此可知，當大學

生需要生涯規劃或心理問題的相關協助時，學生心

理輔導中心或學生職業生涯發展中心往往並非其首

選之求助對象，此現象值得大學院校相關單位正

視，並思考如何更進一步發揮對大學生生涯發展輔

導的功能。 

對於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資訊服務抱持正

面的態度 

本研究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大學圖書館提供生涯

資訊服務對大學生之生涯規劃頗有裨益，並期望大

學圖書館能建置生涯資訊整合平臺，提供個人化服

務，以及透過多元管道行銷此項服務。 

事實上，在美國的部分大學中，已有大學圖書館

建置生涯資訊整合平台，並持續提供生涯資訊服務

至今。其中，如康乃爾大學圖書館（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以及印第安納州立大學（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的圖書館，皆與該校的生涯輔導相關單位

合作架設生涯輔導網站，提供相關之電子資源與課程

資訊，以協助使用者進行職涯探索、求職、撰寫應徵

信與履歷，以及提升面試技巧（Cornel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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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2013;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Cunningham 

Memorial Library, 2014）。由上述實例可知，提供生

涯資訊整合平台，乃是大學圖書館可嘗試施行的服

務項目。 

同時，從研究結果可發現，受訪者希望獲得個人

化之服務。所謂的個人化服務，是指為了提供顧客

更佳的服務，服務提供者透過與顧客間的互動行為

而取得個人資訊，從中加以分析個別顧客的需求與

喜好，進而對顧客提供相應的服務（Suprenant & 

Solomon, 1987）。探究本研究受訪者希望獲得個人化

之生涯資訊服務的原因，乃是由於每個人所需之生

涯資訊不盡相同，而大學圖書館提供個人化之生涯

資訊服務，方能符合大學生之個別需求。另一方面，

林幸台等人（2003）指出，生涯資訊若能以網路相

互連結、提供，不僅彙編資料與手冊等相關訊息可

透過網路而廣泛傳播，提供相關服務之人員更可藉

電子佈告欄或討論區進行互動與溝通，進而促使資

訊之使用。此與本研究之受訪者期望大學圖書館提

供生涯資訊整合平臺，以及利用電子佈告欄等方式

行銷生涯資訊服務等意見互相呼應。 

倘若大學生能掌握完整的相關生涯資訊，進行充

分的職業試探，則不僅可確實地認識各種行業和職

業，亦更能對自我的能力、性向和興趣有所了解，

進而確定未來欲從事的職業，幫助自己進行職業選

擇，並擬訂生涯發展之目標。事實上，大學圖書館

以大學生為主要的服務對象，因此，大學圖書館宜

了解大學生對生涯資訊有其個人化之需求，並嘗試

提供相關之服務。如此，圖書館當更能協助大學生

針對個人所需進行生涯規劃，並提升其在產業結構

劇烈變化與全球化的趨勢下之發展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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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 economic trend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contemporary 
undergraduate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make career planning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While the 
undergraduates are in need of acquiring career information, university libraries could provide 
explicit resources to fulfill undergraduates’ demand. This refers to the so-called “career information 
service”. In this study,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deployed. The researchers 
interviewed 24 undergraduates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 understand the need of undergraduates’ 
career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study results, uncertainty of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is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seeking career information; while the extrinsic motivation is the pressure 
from the urgency to make decision. Career information about gener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ertain academic region were the most expected. 
The interviewees preferred paper, internet, and media resources, and they received career 
information mainly from acquaintance and the Internet. All of the interviewees approved that 
university libraries could provide career information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