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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國內圖書館學科服務仍在起步階段，關於此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尤其

專門領域對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需求方面。本研究藉由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架構

設計訪談大綱，以瞭解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並探索其對圖

書館學科服務之需求。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深度訪談台灣大學數學系 18

位碩博士生與教授，分析受訪者之資訊素養行為與學科服務需求。資訊素養行為

以寫作論文或研究計畫時經歷的各項過程為主，包括如何決定研究題目、選擇資

訊工具及檢索策略、收集資訊、評估資訊、管理資訊到應用資訊各方面。 

研究結果顯示：由於碩博士生與教授處於學術研究的不同階段，其資訊素養

行為確實如本研究所採用 SCONUL 英國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七柱說所述，呈現

由新手初學者進階者勝任者熟練者專家，各種不同資訊尋求行為與圖書

館技能的階段。碩士生屬於新手階段，博士生屬於進階者階段，而教授則算是專

家的階段。 

    本研究發現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有幾項特點：（一）碩

士生主要依賴教授指引論文主題方向（二）博士生及教授的研究主題可能是碩博

士論文研究的延伸（三）Google 為碩士生尋求資訊的主要途徑（四）博士生會進

一步使用 Google Scholar、MathScinet 或 ArXiv 作為資訊搜尋途徑（五）同儕為教

授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六）純數領域對新知通訊的訂閱需求不甚高（七）經由

網路參與學術社群的比例不甚高（八）教授十分推崇 Research Gate 學術網站之交

流功能（九）博士生比碩士生更能使用引用指標（如引用次數、期刊 impact factor）

做為論文品質評估方式（十）教授很肯定同儕審閱報告（peer review report）對擴

展研究視野的回饋功能（十一）普遍使用 LaTex 論文寫作排版軟體而非 Word（十

二）碩士生大多自學 LaTex 或其他應用軟體，如 R 統計軟體或 MATLAB（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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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管理軟體的選擇上偏好使用與 BibTeX 格式相容的軟體，例如 Papers（十四）

碩博士生論文引用篇數不多，因此較無書目管理的概念與需求（十五）碩博士生

對於論文引用應改寫至何種程度才能避免抄襲並不確定（十六）教授認為對於經

由口耳相傳提供研究想法者應予肯定尊重並於研究中提及（十七）教授對於未來

圖書館進行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抱持樂觀審慎看法（十八）碩博士生在分析

和閱讀文獻上常遭遇困難（十九）教授認為碩博士生很缺乏科學論文寫作方面訓

練（二十）碩博士生投稿期刊的選擇主要仰賴教授指導（二十一）教授對投稿新

興 open access 期刊，基於審稿制度尚未建立完善，抱持謹慎保留態度（二十二）

研討會或專題討論為重要資訊管道。 

    經由訪談發現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對圖書館學科服務可能的需求主要有

（一）舉辦數學資料庫利用講習（二）協助 LaTex 數學編排軟體介紹（三）提供

書目管理軟體 Papers 的應用介紹（四）加強學術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以及

SCI 引用次數的介紹（五）協助科技論文寫作指引（六）協助投稿指南的蒐集與推

廣（七）提供人際互動的場所與活動。 

  

 關鍵字：數學領域、資訊素養、學科服務、圖書館利用、資料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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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domestic library subject service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research is lacking on 

this aspect,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pecialized library subject services.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SCONUL 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 architecture to design interview 

outline,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practices for mathematical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and to explore their needs for library subject services. 

This study use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18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in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alyzing 

their information literacy behavior and subject service needs. Information literacy 

effects various behavior of writing a thesis or research project, including how to 

determine the research topic, select information and search strategies, gather 

information, evaluat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different level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such as master 

students, doctoral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showed different literacy behaviors, as the 

SCONUL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UK higher education, showing from 

the novice, beginner, advanced, competent, skilled, to the experts, the various stage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and library skills.  Master students are the novice stage, 

PhD students belong advanced stage, while professors are expert stage. 

The study found that mathematics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behavior has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 1) Master's thesis topic is mainly 

dependent on the guidance of advisor; 2) doctoral research topics may be extended from 

Master thesis; 3) Google is the main way to graduate students seeking information; 4) 

doctoral students further use Google Scholar, MathScinet or ArXiv as information 

search channels; 5) peers are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professors; 6)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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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cription is not highly demand in the pure math field; 7) participate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via the Internet is not very high; 8) Research Gate is highly recommended 

of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by professors; 9) doctoral students using reference index 

(such as citations, journal impact factor) are better than master students as the paper 

quality assessment methods; 10) peer review report is assured by professors for 

feedback function; 11) the LaTex typesetting software is more popular than Word 

software; 12) LaTex or other application software, such as R statistical software or 

MATLAB, were self-guided by graduate students; 13) bibliographic management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BibTex format is preferred, for example the Papers; 14) 

graduate students thesis cite less papers, therefore less demand for bibliographic 

management; 15) graduate students are not clear on how the reference articles should be 

rewritten to avoid plagiarism; 16) professors think the verbal communication of ideas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mentioned in research paper; 17) professors are optimistic for 

library data curation ; 18) graduate students often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literature 

reading and analysis; 19) professors believe graduate students are lack of scientific 

training in thesis writing; 20) graduate students submit manuscript to journals rely on 

the guidance of professor; 21) professors hold cautious reservations to the emerging 

open access journals due to the peer review system has not been well established; 22) 

seminars and workshops are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e demand for library subject services by mathematics graduat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found through interviews, are mainly: 1) holding workshops of the 

mathematical database; 2) introducing the LaTex mathematical typesetting software; 3 ) 

providing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ic management software, Papers; 4)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influence index (impact factor) and SCI citations introduction; 5) assisting 

guidelines to scientific paper writing; 6) assisting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of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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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7) provide interpersonal venue and activities. 

Keywords: mathematical field、information literacy、subject service、library utilization、

database 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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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大學數學系碩博士生與教授為對象，探討國內數學領域學

者在進行論文寫作或計畫研究時的資訊尋求行為，藉以瞭解數學領域學者之資訊

素養現況及對資訊素養教育之看法，期盼藉此找出學者之需求及與圖書館學科服

務之落差。本章共分五節探討，第一節是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是研究目的，

第三節是研究問題，第四節是研究範圍與限制及第五節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學科服務是指在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型圖書館中，由一群具有某一學科專業背

景、熟悉圖書館館藏及學科學術資源傳播途徑的館員，所提供的一種以學科為主

軸的服務方式，提供此學科服務的館員又稱為學科館員。學科館員的名稱很多，

因具有與學科學術成員溝通聯絡的任務，擔任圖書館與學科系所溝通的橋樑，因

此又稱為聯絡館員（liaison librarian），歐美國家圖書館則多以具學科背景之人

擔任，故又有學科專家（subject specialist）之稱。學科服務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

五大部分，（1）學科資源與服務的推廣；（2）學科資訊知識的提供；（3）學

科主題知識庫的建置；（4）使用者資訊素養的培訓；（5）提供便利的資訊使用

環境，其目的是幫助使用者從學科角度來使用圖書館的資訊資源以進行教學與研

究（高青，2009），其中資訊素養教育為學科服務主軸之一。Brewerton（2012）

研究指出，未來學科館員應具備十大重要能力依序為：1.資訊素養 2.資訊管理 3.

學科資源及工具的認識 4.和研究者建立夥伴關係 5.瞭解研究過程及趨勢 6.研究

資料管理 7.詮釋資料（metadata）的協助 8.促進學術交流 9.學術評鑑 10.Web 2.0

和新興科技能力。其中資訊素養被認為是學科館員未來首要具備的能力，由此可

知資訊素養在學科服務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  

究竟什麼是資訊素養，具備資訊素養的人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能力，一直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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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討論的議題。依據美國圖書館學會（ALA, 1989）定義，資訊素養代表一個人

有能力去辨識對資訊的需求，以及有能力去查詢、評估並且有效使用所需的資訊。

依據 SCONUL （2011）所述，具備資訊素養的研究者是一個可以有效使用資訊

技巧並且有道德的收集、使用、管理、綜合以及創造資訊和資料的人。資訊素養

相關課程所使用的名稱更是不勝枚舉，有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資源利用、圖

書館與資訊利用、圖書館與資訊檢索、圖書館與網路資源、圖書資訊檢索、圖書

資訊學導論、圖書資料管理與運用、圖書資訊利用、資訊素養、資訊素養基礎、

資訊素養與主題探索、資訊素養與倫理、資訊素養與資訊社會、資訊媒體與人文

素養、資訊倫理以及資料蒐集與網頁設計等等（張如瑩、楊美華，2010）。由此

可知，資訊素養涵蓋領域之廣，幾乎包括所有圖書館相關服務及課程。為能具體

說明資訊素養能力內涵，世界各國紛紛訂定資訊素養能力標準，做為資訊素養教

育推行之參考。本研究所採用的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即是英國國家暨大學圖

書館協會（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SCONUL）針對資訊

時代學術研究者的需求所定義的一個廣泛可使用的資訊素養標準，其中包含 7

項標準及 49 個能力指標，涵蓋研究及學習過程必須具備的諸項能力，包括：（1）

能辨識對資訊的需求；（2）能分辨各類資訊的差異；（3）能建構資訊檢索策略；

（4）能有效利用檢索工具；（5）能比較與評估資訊；（6）能依資訊倫理組織

與管理資訊；（7）能統整與創造資訊。 

誠如兩位英國圖書館館員 Barker-Mathews 和 Costello（2011）在宣傳資訊素

養週活動時的名言：假如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那麼資訊素養就是大學的頭腦（If 

the library is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ity, then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the brain.），足見

資訊素養之於大學的重要性。另外，研究者亦發現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事實

上係依據《研究人員發展框架》（Researcher Development Framework，簡稱 RDF）

（圖 1-1）而來，該架構是英國教育協會（Research Councils UK, RCUK）結合許

多學者專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圖書館員共同擬訂，主要是為了因應全球化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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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英國學術競爭力。目的在促進並提升高等教育工作者之專業及生涯發展，標

示作為一個成功的世界級研究者所應有的學識、行為以及態度。該框架共分四大

部份，分別為 A.知識智能 B.個人效能 C.研究管控以及 D.學術影響（圖 1-2），

每一部份底下又再分為三大塊，資訊素養屬於 A.知識與智能第一部份的其中一

塊。由此可看出資訊素養在學者專業領域及生涯發展的重要性，其他像是 C.研

究管控和 D.學術影響，也或多或少和資訊素養有一些關係。國內關於資訊素養

標準的研究多專注在各國資訊素養標準的討論上，至於對研究人員生涯發展的大

面向上，較少關注。事實上，由上述《研究人員發展框架》，可看到高等教育學

術生態的各個面向以及資訊素養在學術生涯發展及提升競爭力上的重要性，相信

也是圖書館在推廣資訊素養教育時應該大力強調及著墨之處。 

 

圖 1-1《研究人員發展框架》 

（RESEARCHER DEVELOPMENT FRAMEWORK） 

資料來源：Vitae-Researcher Development Framework.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3, from       

http://www.vitae.ac.uk/researchers/234471/Framework-content.html 

http://www.vitae.ac.uk/researchers/234471/Framework-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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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研究人員發展框架》 

               （RESEARCHER DEVELOPMENT FRAMEWORK） 

資料來源：譯自 Vitae-Researcher Development Framework.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3,  

         from http://www.vitae.ac.uk/researchers/234471 /Framework-content.html 

 

觀察國內的學科服務，由於電子資料庫的發展加上書目引用軟體的推陳出新，

圖書館的學科服務及資訊素養課程紛紛以此展開各項服務。新世代的研究者雖然

具備資訊使用技能，然於進行研究過程仍可能遭遇某些困境，例如學科資料庫的

搜尋技巧，期刊排名、影響力指數查詢、研究趨勢、學術競爭力分析以及書目管

理軟體的使用等問題，均需要圖書館學科館員提供相關資訊及進一步服務。有教

師亦發現研究所學生普遍不具備蒐集研究資訊的能力以及判別權威性學術文獻

等資訊素養的能力，因此也有教師提出希望學科館員進入教室提供圖書館利用課

程。由此可知，資訊素養課程於學科服務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教師是否

有意願與館員進一步合作推動圖書館利用指導與資訊素養教育，館員該如何與教

http://www.vitae.ac.uk/researchers/234471%20/Framework-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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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又該採取何種合作模式與作法呢？這些問題引發了研

究者想進一步了解教師對學生資訊素養能力的看法以及對資訊素養教育的需求。

另外，相較於大學生，國內關於碩博士生使用圖書館以及資訊素養能力方面的研

究較少，對專門領域研究行為及需求的關注更少。而碩博士生最有可能成為明日

的教師，倘若碩博士生的資訊素養不良又如何期望下一代的學生呢？因此，圖書

館在了解碩博士生的資訊行為及需求，進而提供適當的資訊素養教育是非常重要

的。 

 研究者在數學系圖書館工作，擔任學科館員職務長達十餘年之久，對於數學

領域的學科資源十分熟悉，然而對於主要使用者，也就是數學系師生的使用行為

並不是非常瞭解，因思藉此研究進一步了解主要服務對象之資訊尋求行為以及對

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需求。系圖書館可說是學科服務的最前線，也是最早提供嵌入

式（embedded）學科服務者。因地利之便，系圖書館和師生的關係十分密切，

除了協助研究教學之外，也參與系上許多活動。然而隨著網路興起，讀者對於圖

書館的利用行為起了很大的變化，讀者不再仰賴紙本資源，圖書館功能明顯降低。

因之國外亦有許多關於圖書館應該轉型的論述，例如學科專家的設置以及學習共

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的發展，也就是圖書館應致力於提升服務品質，方

不致淹沒於網路浪潮底下。然而國內關於學科服務的研究，尤其專門圖書館的學

科服務研究仍十分欠缺。在談到提升學科服務的時候，不能不瞭解什麼是資訊素

養，和學者的專業發展有何相關性，以及學者的資訊行為和資訊素養能力等等。

也因此本研究擬以數學領域學者為對象，探討數學領域主要研究者（也就是碩博

士生及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包括計畫及研究論文撰寫過程的資訊行為以及目

前使用圖書館利用指導情況。值此學科服務轉型時期，對於學科館員而言，實有

進一步探討之必要性，相信此研究將有助於圖書館就使用者角度提供更切合實際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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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國內關於學科服務的研究，多偏重在資訊素養課程及圖書館服務的提供方面，

較少關於學者之研究行為以及使用者需求方面的調查，尤其是專門領域的學科服

務需求方面。本研究之數學領域屬於基礎科學，學者的研究方法和收集資料方式

有其特殊性，因此擬針對該領域進行以下四方面之深入探討： 

一、 調查數學領域碩士生的資訊素養行為。 

二、 調查數學領域博士生的資訊素養行為。 

三、  調查數學領域教授的資訊素養行為。 

四、 探討對於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需求。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  調查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的資訊素養行為 

(一) 如何找尋論文主題方向 

(二) 資訊尋求方式為何 

(三) 新知訂閱的情形 

(四) 參與學術社群情形 

(五) 如何評估期刊論文之品質 

(六) 論文寫作軟體及其他應用軟體及書目管理軟體使用情形 

(七) 如何避免引用抄襲方面 

(八) 對圖書館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的看法 

(九) 閱讀及論文寫作方面的困難 

(十) 如何選擇投稿期刊 

二、 探討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對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需求 

(一) 數學資料庫利用講習的需求為何？ 

(二) 書目管理軟體的應用介紹需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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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術影響力指數介紹的需求為何？ 

(四) 論文寫作指引方面的需求為何？ 

(五) 投稿資訊的需求為何？ 

(六) 對圖書館服務的期待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調查僅限於台灣大學數學系碩博士生及教授 

二、 不適合推論至其他大學及其他科系 

 

第四節名詞解釋 

一、 學科服務 

學科服務是一種由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型圖書館所提供以學科為主軸的服務。

服務的內容包括參考服務、讀者聯絡、館藏發展以及圖書館利用指導。在國外主

要依靠具有學科專業背景的學科專家（subject specialist）來提供，目前國內則仍

多以圖書館科系背景的館員擔任。為因應使用者的個別需求，提升服務品質與專

業形象，學科館員另兼具與學科學術成員溝通聯絡的任務，成為圖書館與學科系

所溝通的橋樑。 

二、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 

依據ALA（1989）定義，資訊素養代表一個人有能力去辨識對資訊的需求， 

以及有能力去查詢、評估並且有效使用所需的資訊。ACRL（美國學術與研究圖

書館學會）研訂的資訊素養能力標準不僅可以設計課程也可評估大學生資訊能力。

包括5大標準（standards）、22項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與87項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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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outcomes）。其訂定大學生資訊素養能力標準包括五大項：（1）能夠界

定並釐清其資訊需求。（2）能夠選擇最適當的研究方法和資訊檢索系統以取得

所需資訊。（3）能夠批判性評估資訊及其來源，並將所選的資訊融入個人知識。

（4）不論個人或是團體都能夠有效利用資訊以達成特定目標。（5）能夠了解與

資訊和資訊科技相關的倫理、法律與經濟問題，並合理合法使用資訊。 

三、 SCONUL資訊素養標準 

  英國國家暨大學圖書館協會（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以下簡稱 SCONUL）於 2011 年出版以七大支柱概念來闡釋的資訊素養內

容，希望建立高等教育資訊素養的核心模式（Core Model），又稱為七柱說，包

括七項標準：（1）能認知資訊需求（認知）。（2）能取得最新知識並確認知識

落差（辨識）。（3）能組織搜尋策略（規劃）。（4）能獲取資訊（搜集）。（5）

能評估研究過程並判斷資訊及資料（評估）。（6）能專業且有道德地組織資訊

（管理）。（7）能運用獲取的知識（應用）。此七項標準涵蓋數位素養、圖像

素養、媒體素養、學術素養、資訊管理、資訊技能、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

以及資料管理方面所需的認知及技能。總共包含 7 個主要資訊技能及 49 個能力

指標，涵蓋研究及學習過程必須具備的諸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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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討論學科服務的發展，包含學科服務的定義、學科服

務的模式以及學科服務的現況；第二節闡述資訊素養教育的發展，包括資訊素養

能力標準、資訊素養相關課程以及資訊素養教育趨勢；第三節探討學術研究者的

需求，學術研究者包含碩博士生及教授。 

 

 

第一節 學科服務的發展 

 學科服務是一種由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型圖書館所提供以學科為主軸的服務。

服務的內容包括參考服務、讀者聯絡、館藏發展以及圖書館利用指導。在國外主

要依靠具有學科專業背景的學科專家（subject specialist）來提供，目前國內則仍

多以圖書館科系背景的館員擔任。為因應使用者的個別需求，提升服務品質與專

業形象，學科館員另兼具與學科學術成員溝通聯絡的任務，成為圖書館與學科系

所溝通的橋樑。以下分別就學科服務的定義、模式以及現況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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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科服務的定義 

有關學科專家（subject specialist）的定義，在 ODLIS: Online Dictionary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一書中的定義為：具有特殊學科背景與經驗的館

員，可為特定主題或學科之讀者從事以下三項服務：1.選書；2.書目指引（指導

讀者迅速及有效找到資料）；3.參考諮詢服務。在學術圖書館內，學科專家通常

具有第二個學科的碩士學位（Reitz,2004）。 

在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一書中則提

到學科館員（subject librarian）是「具有特定學科知識並負責某些特定學科領域

的館員，其工作涵蓋館藏採購、編目及讀者服務。」國外學科館員因國家或工作

性質之不同，而有不同的稱謂：英國圖書館稱為學科館員（subject librarian, subject 

librarianship）或學科專家（subject specialist, subject specialization）（Martin,1996 ; 

Woodhead & Martin,1982）；美國稱為學科目錄專家（subject bibliographer）、學

科顧問（subject consultant）及讀者顧問（readers adviser）等（Hay,1990）。 

學科專家的起源始於 20 世紀的德國圖書館，主要是為滿足學術研究和讀者

服務的需要，特別是學術圖書館，因為需要有精通外國語文和學科專長的學科專

家，同時擁有圖書館專業知能的館員提供服務（陳靖儀，1996）。英國學科專家

的興起則溯自 1940 年代，國立圖書館及牛津、劍橋等大學圖書館及學術圖書館

均設置有學科專家，以重建二次大戰後被毀損的館藏（Woodhead & Martin, 1982）。

美國在二次大戰及 1960 年代後，紛紛成立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研究學系，為了

滿足教授和學生的需求，需熟悉特定學科資料及參考工具的學科館員。由印第安

那大學開始，設置由具有圖書館學訓練及特定學科專長的人員提供學科專門服務。

雖然早在印第安那大學之前，科學、法律與醫學等圖書分館早有學科專家駐館指

導，但印地安那大學採取此項新措施，更具有帶領圖書館走向新時代之服務精神 

（傅寶真，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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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後大學圖書館開始實行分館制，由專人管理，將館藏依學科類別分

開典藏，並擁有獨立的館藏空間、流通制度及研究設備，使得學科館員服務範圍

從區域研究拓展到一般人文、社會及科技領域。學科館員必須將圖書館中某專門

領域的書組織起來，負責的工作包括館藏發展、書目控制以及圖書館利用指導。

學科館員必須瞭解讀者所需的知識、了解圖書館的館藏及各項服務，才能將圖書

館的服務和資源進行最佳利用。（Holbrook,1972; Humphreys,1967）。 

1990 年代的學科館員職稱以「圖書館員」（librarian）、「參考館員」（reference）

或「書目館員」（bibliographer）居多，當時的業務是以書目管理、分類編目及

參考諮詢為主；2000 年以後，大量增加了「資訊服務」（information）及「系

所連繫」（liaison）等新的服務項目，也漸漸有「諮詢者」（advisor）及「學科

專家」（specialist）職稱出現，表示學科館員的服務能力受到肯定，被視為一種

專業。但是有些圖書館認為「學科專家」的稱號是指受過某一學科領域專業訓練

的學者，而圖書館的學科專家雖然必須時時充實學科知識，或進行研究，但是他

們不是專家，所以稱為「學科館員」（subject librarian）（林荷鵑，1992）。 

簡單來說，學科專家是具備嚴格的學科知識及背景，而學科館員僅是負責一

門學科的專業館員（Martin, 1996）。兩者共同的工作包括: 參考服務、讀者聯絡、

選擇和評估資料、館藏發展，包括分類編目以及讀者教育。分析大學在徵選學科

專家所列前五項工作包括: 參考服務、館藏發展、讀者教育、讀者聯絡以及資料

庫搜尋（Noh, Kim, Ahn, & Noh, 2011）。 

學科服務是指在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型圖書館中，依靠一群具有某一學科專業

背景、熟悉圖書館館藏及學科學術資源傳播途徑，並具有敏銳的資訊組織加值能

力的學科館員，所提供一種以學科為主軸的服務。為因應使用者的個別需求，提

升服務品質與專業形象，學科館員另兼具與學科學術成員溝通聯絡的任務，成為

圖書館與學科系所溝通的橋樑（蔡妍芳，2011）。 

大陸國科院館長張曉林等人認為，學科館員的產生和學科館員制度的建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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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圖書館謀求發展重要的途徑。學科館員的產生主要來自兩方面壓力：一是來

自圖書館內部的壓力，為了推廣服務範圍以及提高服務層次，圖書館員必主動介

入到科學研究和資訊傳播過程，因此產生了學科館員。二是來自使用者以及外部

環境的壓力，當圖書館在資源、服務、環境等方面作出改善後，使用者會進一步

提出要求，希望在資訊獲取方面需要圖書館專業人員的支持（李春旺，2004）。 

郭晶和林琪（2008）則指出，學科服務是為了滿足特定用戶群體的個性化資

訊需求，而發展的深層次資訊服務。另外，學科服務也是一種處於不斷發展和探

索中的服務模式，更是一項長期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對環境、用戶群體、服務

方式、服務內容、行動措施和目標等進行全面考量和規劃，同時要依據需要不斷

進行動態調整。 

至於科技館員的要求，除了要有效率、並且對於學科資訊來源有完整了解之

外，還要對學科的研究哲學、研究過程以及發展趨勢要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才能

改進服務品質（Kuruppu, 2006）。對於科技學科館員是否應具備科技學科背景，

從很早以前就有一些論戰。Mount（1985）對全美 16 個大學進行調查，51%具備

科技訓練（非學位）。1997 年專門圖書館學會（SLA）科技小組調查顯示，67%

具有科技領域學士學位或相關課程背景。依據 Winston（2001）調查，32.2%具

有理科大學背景，3.3%工程，4.4%物理或化學，3.3%是數學方面，8.9%有理工

相關碩士學位，同樣 8.9%具有理工相關博士學位。大學及研究圖書館協會（ACRL）

科技小組於 2003 年調查報告顯示，54%具備理工方面大學學歷。Ortega 和 Brown

（2005）調查顯示，63%具有理工學識背景，18%則有理科碩士學位。此研究顯

示有越來越多理工背景的人加入圖書館專業。另外，Tomaszewski 與 MacDonald 

（2009）則指出學科專家制度有利於館藏發展、隨堂利用指導以及與教授的聯繫

交流。然而學科專家仍需要持續學習的機會，在越來越頻繁的跨領域及多學科交

流趨勢中，不同領域的會議（conference）提供了相關資訊及與人員直接接觸的

最好機會。學科館員除了圖書館專業領域的會議之外，對於學科領域相關會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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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亦應有一定的興趣及掌握。 

綜觀以上所言，學科服務是由一群熟悉學科資源的學科館員或學科專家，經

由館藏發展、書目指引以及參考諮詢，提供教授和學生在教學研究和學習方面的

資源以及服務。而學科館員在角色上，亦是圖書館與某一個院系或學科聯絡的窗

口，因而有聯絡館員（liaison librarian）之稱。 

二、 學科服務的模式  

Rodwell 與 Fairbairn（2008）認為聯絡館員的工作範圍可以區分為館藏服務

與資訊服務兩部分。館藏部分包含館藏建立、研究諮詢、學科資源指引、提供教

學參考資源、增進圖書館利用率及由系所教師參與選書等；資訊服務部分則以提

供資訊素養課程為主。劉素清、艾春艷和肖瓏（2012）綜觀國內外大學圖書館的

學科服務，將之分為三大範疇：用戶資訊素養教育、研究支援服務以及學術評鑑

服務。並指出嵌入用戶教學環境的客製化培訓需求與日俱增。而 liaison 的工作

重心有漸漸從館藏部分移轉至資訊服務的趨勢（Gaston,2001; Rodwell& Fairbairn, 

2008）。肖瀟和呂俊生（2012）則認為學科館員可以由幾方面參與科學研究服務：

科學數據發展服務、儲存服務、利用指導服務、管理諮詢服務、分析服務以及基

於數據的資訊素養教育。 

Carpan（2011）認為圖書館的聯絡工作是給教授一個在圖書館接觸人的機會，

而不是透過服務櫃台轉介問題的服務。圖書館的聯絡工作可以增進館員和教授的

關係，也可以對學生提供較具深度的研究幫助。有機會到班上進行指導、幫助學

生研究並且將資訊素養融入課程是今日聯絡館員的許多挑戰之一。今日的聯絡館

員必須參與更多幫助教授及學生研究、教學及學習的過程。 

高青（2009）認為學科館員服務是以使用者為中心，按照知識傳播的流程和

研究社群對知識的需求所設計的服務，而不是以傳統圖書館資訊工作流程來組織

資訊。學科服務內容可以分為五大部分，（1）學科資源與服務的推廣；（2）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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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資訊知識的提供；（3）學科主題知識庫的建置；（4）使用者資訊素養的培訓；

（5）提供便捷的資訊使用環境，其目的是提供學科主題服務，幫助使用者從學

科角度來使用圖書館的資訊資源以進行教學與研究。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健康科學圖書館（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Health 

Science Center Library，簡稱 HSCL）於 1997 年開始推動該校的學科服務，並設

置學科服務計畫工作小組（Library Liaison Program）。在計劃中提到學科服務的

宗旨在於「促使圖書館與學校成員建立教學、研究上的夥伴關係，以及建立完善

及有效的溝通機制。」（Tennart, et al., 2001）其中學校成員包含系所教師、研究

人員、學生、行政職員及學校管理階層，強調「有效的溝通」及「夥伴的關係」。 

HSCL 將該校的學科服務分為七大部分，（1）溝通聯繫工作；（2）館藏發

展；（3）讀者利用教育；（4）使用者服務；（5）資訊檢索；（6）館員專業發

展及（7）服務評鑑。前五項是屬於學科服務的服務機制，後兩項則屬於圖書館

內部的管理機制（Tennart, et al., 2001）。 

李力（2013）以康乃爾大學為例，將學科服務分為傳統的學科服務及新型態

的學科服務。其中傳統學科服務包括，（1）館藏建設；（2）參考諮詢；（3）

教學培訓及（4）院系聯絡。新型態的學科服務則包括，（1）融入全方位的科研

活動；（2）研發數位出版，引領開放取用風潮；（3）資料庋用；（4）資訊素

養融入教學及（5）館際合作方式發展學科服務。 

郭利紅（2013）提到大陸地區發展學科館員制度的幾種模式，（1）學科館

員+圖資教授模式，北京清華大學採用此模式；（2）學科館員團隊服務模式，大

陸國家科學圖書館採用此模式；（3）資訊共享空間與創新社區模式，上海交通

大學圖書館採用此模式；（4）學科館員+參考館員+聘任兼職教師模式，北京師

範大學圖書館採用此模式。 

 王春明、張海惠徐鴻和楊志萍（2013）以匹茲堡大學圖書館為例，說明學科

服務的新框架，（1）支持大學科研與教學體系的學科服務組織框架：分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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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及客戶服務工作組，進行學科服務的研究發展工作，包括制定未來發展計

畫及客戶研究；（2）另外成立科學研究與教學支持部，將參考諮詢、流通、資

源採訪、書庫管理、媒體資源、文獻傳遞服務等納入統一管理，提供一站式服務。

（3）開放存取與知識共享服務，積極建設多項學科領域的 OA 知識倉儲與電子

期刊；（4）發展資訊素養技能標準化評估（SAILS, Standardized Assessment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追蹤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資訊素養能力變化。致力

於建設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體系。 

趙奕（2013）於 2010～2012 年對大陸 11 所知名高校，與美國長春藤 8 所名

校圖書館和澳大利亞 3 所大學圖書館學科館員進行調查比較。發現國外幾所大學

圖書館的學科館員人數充足，學科專業劃分詳細，並且在人員素質上，多具有圖

書館碩士學位和其他專業的雙碩士學位，甚至擁有博士學位。多數會將教師及碩

博士生作為主要服務對象。其工作內容集中在幾個方面： 

(1) 學科館藏的建立 

(2) 圖書館資源利用推廣，包括資訊素養課程 

(3) 個別利用指導：面對面、一對少或一對一的輔導 

(4) 參與課程計畫 

(5) 推廣書目管理軟體 

 Brewerton（2012）於 2010 年展開幾方面工作，包括對研究者的資訊需求、

資訊尋求行為以及學科館員扮演的角色進行調查研究。此計畫是對世界各地 23

個 RLUK（Research Libraries UK）成員圖書館進行問卷調查。其中一項重點是

對當前和未來相關知識和技能的確認，以及學科館員和他們的主管認為目前所提

供的情形。最後列出 32 項指標性工作並指出其優先重要性。表 2-1 為 32 項重要

能力之重點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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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學科館員未來 32 項重要能力之重點規納 

  項目 32 項重要能力之重點歸納 

1 資訊素養 

2 資訊管理 

3 學科資源及工具的認識 

4 和研究者建立夥伴關係 

5 瞭解研究過程及研究趨勢 

6 研究資料管理 

7 詮釋資料（metadata）的協助 

8 學術交流的問題 

9 學術評鑑的知識 

10 Web 2.0 和新興科技 

資料來源：譯自 Brewerton,Antony.（2012）. Re-Skilling for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Needs of 

Researchers and How Library Staff Can Best Support Them. 

          New Review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8（1）, 96-110.  

 

在此 10 項重點歸納之中，資訊素養名列第一，可見資訊素養課程在學科服

務上的重要性。其他包括 3 和 4 也都可涵蓋在資訊素養領域。其中尤以 4 和研究

者建立夥伴關係，成為推廣資訊素養課程中重要的一環。而第 2、5、6、7 都和

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及 e-research 有關。第 8 項學術交流方面，未來學科服

務在跨領域服務方面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第 9 項和評鑑資料的提供及規範要求有

關。最後一項也是資訊素養能力中重要的一環，也就是 Web 2.0 和其他 ICT 應用

的能力，在輔助建置設計資訊素養課程網站上，是必須具備的重要能力。 

另外，此報告亦提出未來 2-5 年特別重要的技能及重要但很缺乏的能力，整

理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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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學科館員未來 2-5 年特別重要的技能及重要但很缺乏的能力 

項目 9 項特別重要技能 9 項重要但很缺乏的能力 4 項不是那麼重

要的技能 

1 書目查詢工具的知識 建議保存研究產出的能力 研究經費及可能

經費來源的知識 

2 資訊素養課程設計 

（面授及線上） 

建議資料管理及典藏的知識 學科方面的深度

知識 

3 資訊搜尋、文獻查詢 足夠知識支援經費補助單位的要

求，包含開放近用（open access）

的要求 

綜合分析及提供

摘要的能力 

4 引文、參考書目建議及書目管

理軟體的應用 

建議可能的資料管理工具 計畫資料的保存

問題 

5 積極推廣圖書館服務的能力 建議資料探勘的知識  

6 學科資訊來源的知識 建議及指導利用 metadata 的能力  

7 學科內容（在各種相關媒體）

的知識 

建議計畫資料的保存  

8 瞭解研究過程及研究趨勢 協助找尋潛在計畫資金的能力  

9 對於個別研究需求的欣賞能力

（包含聽的技術） 

發展 metadata 綱要及標準的技術  

資料來源：譯自 Brewerton,Antony.（2012）.Re-Skilling for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Needs of 

Researchers and How Library Staff Can Best Support Them. New Review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18（1）, 96-110.  

 

其中 9 項特別重要技能上，第 1、3 及 4 環繞在書目查詢及引用方面。第 2

和 5 與資訊素養課程的設計及推廣有關。第 6、7 和 8 都和學科知識有關。而第

9 比較屬於溝通能力方面。 

9 項重要但很缺乏的能力上，除了第 3 項是關於開放近用（open access）的

趨勢了解、第 8 項尋求計畫資金之外，其他幾項幾乎都與資料保存或資料庋用

（data curation）方面的 e-research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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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含學科方面的深度知識等 4 項被列為不是那麼重要的技能。此部分可能

是因為學科館員可以借由發展完善的學科工具從事學科服務，並且因學科領域太

廣，即使是某方面的專家，也不可能具備各種相關領域的深度知識，反而如何去

知悉當前及進行中的在地研究興趣是相對重要的。 

此研究並歸納出學科服務的四種模式： 

(1) 傳統的聯絡館員（liaison librarian）模式：提供資訊素養課程或線上教

學 

(2) 嵌入式工作夥伴模式：參與研究計畫工作流程及會議 

(3) 混合型：除傳統聯絡館員之外另外配置研究館員 

(4) 外包商業資訊服務公司 

這項研究指出許多令人興奮的機會，但也有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我

們需要改變學科服務工作的重點，不只是協助資訊搜尋，還要注意其他研究者關

注的活動，如影響力、文獻計量學等。另外，學科館員需要改變並證明自己的價

值，圖書館方面需要提供大量的人員支持，以幫助學科館員承擔新的角色，學科

服務需要團隊合作來涵蓋所有新的角色。對整個圖書館而言，這是一個很重大的

改變。不只是學科館員，它是整體結構性的圖書館走向。 

三、 學科服務的現況 

 近日由於世界各國圖書館競相推出學科服務，學科服務的發展已由傳統的以

館藏為中心推進到以讀者為中心，甚至嵌入到課程當中提供融入式教學。以下分

別以美國、英國、中國大陸、韓國、紐西蘭以及台灣為例，探討世界各國學科服

務現況。 

(一) 美國方面 

依據趙奕（2013）研究，美國長春藤 8 所名校圖書館的學科館員不僅人數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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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學科專業劃分詳細，並且在人員素質上，多具有圖書館碩士學位和其他專業

的雙碩士學位，甚至博士學位。多數以教師及碩博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工作內

容集中在幾方面：（1）學科館藏的建立；（2）圖書館資源利用推廣，包括資訊

素養課程；（3）個別利用指導；（4）參與課程計畫以及（5）推廣書目管理軟

體。其他非常春藤學校在學科服務方面亦有傑出表現。以下就美國三所著名大學

耶魯大學圖書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及匹茲堡大學圖書館之學科服務進行

介紹。 

1、 耶魯大學圖書館 

 耶魯大學圖書館由 155 名學科館員負責 167 個學科的服務。館員須負責相關

期刊文獻的訂購、檢索、諮詢及利用指導，並且參與相關學術研討會。耶魯大學

醫學院圖書館以所謂「個人圖書館員」（Personal Librarian，簡稱 PL）聞名。此

PL 構想是為每一名新生配備一名圖書館員，此館員要與此新生在學習生涯中保

持聯繫。每個 PL 每年約負責 10-20 個新生，一個 PL 總共要負責 80-100 個學生。

PL 提供單一聯絡點的圖書館服務，亦是介於圖書館與讀者之間的中間人。PL 全

年多次與讀者聯繫，讓讀者了解新的資源並提供利用指導服務（初景利等人, 

2011）。 

2、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Library） 

 依據初景利等人（2011）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考察報告所述，該大學已

建立資訊專員（Informationist）制度。資訊專員是一位“受過多項訓練的專家

（cross-trained specialist）”，有具體的學科知識，能夠提供深度的資訊服務。

該校的 Welch 醫學圖書館並且進行一定的館員培訓，以彌補教育背景的不足。

例如，一位具有 15 年臨床諮詢經驗的館員，其資訊專員的培訓就會集中在彌補

研究方法知識的不足。資訊專員培訓由醫學院提供 1.5 學分課程，由教授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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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證據實作，例如要求學員對臨床或公共健康決策上進行分析及批判性評論。 

 除了圖書館學碩士學歷背景，資訊科學也是必要背景。資訊素養教育及資訊

檢索、為院系用戶建設 Web 2.0 論壇及在院系會議上展現圖書館服務等每一學院

都配備具學科背景（臨床、公共健康和基礎科學）的資訊專員，主動參與院系大

型圓桌會議、研討會等。資訊專員並且參與到研究過程的各個階段，包括文獻示

範、資訊檢索、評論文獻以及綜合與數據摘要等。另還包括向該校執行教務長提

供年度學術成果總評估等。 

3、 匹茲堡大學圖書館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Library） 

依據王春明等人（2013）介紹，為了因應圖書館功能上的變化，匹茲堡大學

圖書館於 2010 年重新制定一中長期規劃。建立以支持研究及教學的學科館員制

度，發展方向從館藏發展、數位圖書館建設等領域逐漸轉向以用戶為中心的嵌入

研究與教學的服務模式。匹茲堡大學圖書館於 2011 年啟動全面改革，建立以用

戶為中心的科研與教學支援服務部門。不只成功實現用戶驅動的電子書購買方案，

按用戶實際使用進行付費購買，控制成本效益。並且發展將參考諮詢、流通、採

訪、書庫管理、影音資源、文獻傳遞等納入統一管理的一站式服務模式。另外，

將資訊素養課程融入匹茲堡大學課程網，與院系合作，在重要研究團隊推廣版權、

合理使用、開放存取、作者權利與責任評估、建立研究群組檔案以及管理元數據

等。 

(二) 英國方面 

 Bewick和 Corrall（2010）採用問卷調查方式，對英國 82所高等教育機構

進行關於學科館員的教學角色、教學知識以及專業發展方面的調查。結果發現英

國的學科館員從事各式各樣與教學相關的活動，依序包括提供駐點服務

（on-the-spot support）、撰寫手冊或訓練教材、小規模團體訓練、提供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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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約教學以及大規模團體教學等。大多數認為教學技巧以及學習技術是很重要

的，然而卻缺乏教學設計及教學理論方面的訓練，認為學校教育應加強如何學習

方面的教育。大部分是由工作中得到學習，對於教學充滿信心，知識背景亦足夠

勝任學科館員工作。 

 另外，Hardy和 Corrall（2007）針對英國 32位支援法律、英語及化學領域

的學科館員進行關於角色、人際溝通關係及能力方面的問卷調查。發現學科館員

從事多方面的活動，但以學科聯絡及資訊素養教學為主。具有各種頭銜，除了傳

統的學科館員名稱之外，顯示已提升至其他以資訊為主的職稱，例如資訊諮詢師

（Informaiton Advisor）、資訊館員（Information Librarian）、資訊館員

（Information Officer）及資訊專家（Informaiton Specialist）。以聯絡為

主的則有學科聯絡館員（Liaison Librarian）、學術聯絡館員（Academic Liaison 

Librarian）、教授聯絡館員（Faculty Liaison Library）以及學校聯絡官（School 

Liaison Officer）等稱號。普遍認為教學以及人際溝通能力是學科館員必須具

備的條件，並且越來越強調電子媒體的使用以及融入課程的教學。 

 

(三) 中國大陸方面 

 依據初景利（2012）所述，清華大學圖書館是大陸最早引進學科館員制度的

圖書館。其後 2006 年，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亦創立了“融入一線、嵌入

過程”為目標的第二代學科館員服務模式。2010 年起，由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

承辦學科館員培訓班，共有 197 個大學圖書館參加了培訓，對大陸大學圖書館深

入發展學科館員服務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郭利紅（2013）指出，大陸已有 80%的大學圖書館已實行“學科館員與圖資

教授“的合作模式。其中清華大學圖書館主要對教師及碩博士生展開工作，工作

特點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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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入院系並參與教師的研究及資源建設 

(2) 提供研究所需的文獻資源及資訊服務支援 

(3) 舉辦圖書館講座，利用網路宣傳推廣圖書館資源服務 

另外，國家科學圖書館採取的是學科館員團隊服務模式，主要負責重大研究

項目服務、主動跟蹤式服務、客製化服務、廣播式訪問以及推送服務。現階段主

要發展將學科服務嵌入用戶的科研環境。另外，北京師範大學從 2002 年開始實

行學科館員、參考館員與培訓教師共同合作的模式。重新畫分工作部門，通過聘

任兼職學科館員、兼職參考館員以及兼職培訓教師以擴展圖書館對系所研究服務

的範圍及能力。 

趙奕（2013）指出大陸的高校圖書館的學科服務在人員設置、工作內容及服

務特色方面存在很大落差。2012 年數據，學科館員數量最多的是中科院圖書館

（59 人），約與哈佛大學的 55 人相當，但卻是最少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4

人）的 15 倍，顯見大陸高校學科工作發展的不平衡。雖然學科館員數量與圖書

館服務品質不存在正比關係，但實際上來說，學科館員在數量上形成規模才能在

學科服務的深度和廣度上有所提升。該研究並提出對學科服務幾項改進意見： 

(1) 重視學科館員的人才培育 

(2) 學科館員朝向學科專家轉型 

(3) 積極擴展學科服務工作內容，包括： 

a. 嵌入式課程教學：不僅參與課程計畫，還要跟蹤教學全過程，根據

課程制定學科網絡指南等。 

b. 科學研究數據的保存與管理：積極探索圖書館承擔科學研究數據管

理與儲存任務的途徑與方法，採取學科館員與科研團隊合作的服務

模式。促進圖書館與科研融合，提升自身價值。 

c. 學術出版傳播：開放存取（open access）出版模式下，越來越多研

究型大學圖書館涉足學術傳播與出版領域，努力建立以開放存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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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新的學術交流體系。例如，康乃爾大學圖書館多年來一直積

極提倡開放存取與線上出版。 

大陸學科服務的特色，是學科館員十分積極主動參與到學術科研的全部過程，

例如，在計劃申請階段提供資訊諮詢與文獻支援；在研究階段提供深度諮詢和文

獻支援；在結案階段提供數據保存等，並致力於使學科館員向學科專家和學術合

作夥伴方向轉變。 

(四) 韓國方面 

根據韓國國家圖書館於 2008年針對 279個圖書館的 77位學科館員所做的關

於大學圖書館學科專家服務的調查，回收率 28%。當問到是否提供學科專門服務

時，10 個圖書館（13%）說他們有提供，19 個圖書館（24.7%）說很快會進行，

40%並無任何計畫。問到是否認為需要一個訓練學科專家的制度上面，68%認為

需要。在韓國的圖資教育是放在大學教育，和美國偏向碩士教育有所不同。韓國

的圖書館員除了圖資領域很難具備其他學科專長（Noh et al., 2011）。另外提到

兩個已實施學科專家制度的圖書館，以下分別加以介紹： 

1. 首爾國立大學圖書館（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y） 

於 2006 年，新任館長下定很大決心引進學科專家制度。他強迫館員積極去

訪問學生及教授，以便提供以讀者為中心的服務。並且擬定三種策略： 

(1) 在館員和教授之間建立互信的溝通管道 

(2) 逐漸深化支援研究的服務 

(3) 讓館員具備成為學科專家的能力 

該館並於 2007 年組織重整，成立新的 Department and Research Support 

Team。.以原先的館員兩兩配對，主要工作就是去拜訪教授，了解教授需求並提

供客製化參考服務。圖書館為這些館員提供訓練課程，如學術資料庫研習，並自

組讀書會聘請專家進行工作坊。此大學為韓國第一個提供學科服務的大學。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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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曾引起內部反彈，但讀者普遍給予正面肯定，此例說明館長的決心是開創學

科服務的關鍵所在。 

2. 延世大學圖書館（Yonsei University Library） 

此大學於 2007 年開始學科服務。為了改善圖書館低迷且負面的形象而進行

的改造。其做法為引進新的學科專家再給予圖書館的訓練。召募了 12 位具其他

學科背景的學士或碩士學歷的人，讓他們完成圖資訓練課程取得執照。圖書館歷

經萬難去說服館員及館長。算是韓國第一個真正提供學科專家服務模式的大學圖

書館。他們相信藉此可以讓讀者體驗一種專業化的參考服務及深度的研究支援。 

在韓國，圖書館員分三種: 輔助專業館員者（para-professional librarians）、 

專業館員（professional librarians）以及進階專業館員（advanced professional 

librarians）。困難的是對於學科專家的資格始終莫衷一是。圖書館在建立學科專

家制度首先面臨的是組織改造，聘用制度以及訓練問題。學科專家是建立學科服

務的首要條件，然而具學科專業的人願意成為館員者少之又少，特別是在小型圖

書館。圖書館在建立學科專家過程通常會遭遇的三個困難是: 現有館員對新制度

的抗拒，增加的財務負擔以及社會/文化方面及政府方面對學科制度的缺乏了

解。 

(五) 紐西蘭方面 

 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是紐西蘭最大的大學，學生約有 4 萬多人，也是世界 100

強大學之一。學校分四個校區共 17 個圖書館和資訊共享空間。共有 245 位館員。

學科服務部門共有 50 位學科館員、6 位學習支援館員（Learning Support Services 

Librarian）、3 位研究支援館員（Research Support Librarian）以及 17 位學習顧問

（Learning Advisor）。學科館員具有不同領域的學科背景，研究所才讀圖書資訊，

學習顧問則多為論文寫作方面的博士。圖書館開設學術規範課程，為全校必修課。

在學習支援方面，致力於資訊素養融入課程，館員和教師一起設計課程作業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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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活動等。有以下幾項重點服務： 

(1) 資訊素養融入課程的整合及設計 

(2) 進行課程評估與教師合作重新設計課程 

(3) 參考資訊管理 

(4) 博士生技能訓練課程 

(5) 學術研究整合課程 

(6) 館員資訊素養及 IT 能力的培訓 

館員的角色由服務者逐漸轉變為教育者，扮演高等教育工作者、教師、課程

設計、教學設計、研究者、合作者以及新技術應用者的角色。（高等教育之資訊

素養教育研討會，2013） 

(六) 臺灣方面 

近年各大圖書館紛紛推出學科服務制度，包括臺灣大學圖書館、政治大學圖

書館、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交通大學圖書館及中興大學圖書館、逢甲大學圖書

館、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等。大部分仍以圖書資訊學畢業的學生為主，只有少數

擁有其他學科專業背景，因此學科館員職稱通常為「學科館員」或「學院參考館

員」。大部分的學科館員工作是由參考推廣組的同仁擔任（蔡妍芳，2011）。以

下就臺灣大學及國內最早推廣資訊素養教育並卓然有成的逢甲大學進行進一步

介紹。 

1、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大圖書館為因應學科服務發展趨勢，於 2013 年將原隸屬於閱覽組之學科

服務股獨立為學科服務組。主要負責的工作包括（1）館藏發展服務（2）電子資

源的利用指導與教學；（3）院系評鑑相關服務及（4）學科院系聯絡。以下介紹

其推廣的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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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設「HELP 講堂」定期活動，強化師生資訊素養能力。 

為促進師生善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以助於研究和學習，並展現學科館

員的教學能力，於 2013 年 7 月起每月安排「HELP 講堂」課程內容

並輪流由館員擔任講師，主要介紹綜合主題與學科專門主題文獻查

詢、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學術評比工具，並定期安排於計中電腦

教室進行實機操作，以加強成效。 

(2) 與碩博士生協會合作，除參與研協迎新活動介紹圖書館資源外，主動

與研協合辦「研究“聲”協會系列─學術週」活動，「圖書館資料查詢

+EndNote」講座、邀請畢恆達教授舉辦「教授為什麼沒有告訴我」講

座。 

(3) 舉辦圖書館利用講習課程，支援老師教學。 

配合老師教學所需，提供系所師生客製化講習，辦理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文獻查詢資料庫等課程，讓師生能瞭解並熟悉研究可用工

具，並盡可能配合師生的時間，例如配合在職專班碩博士生上課時

間，以調班方式於晚間、週末等非正常上班時段提供此服務。 

(4) 規劃館員培訓，提升教學能力。 

提供新進同仁之講習培訓，包含安排示範觀摩講習，以及新人試講等。  

(5) 建置參考服務部落格，推廣學術資源使用。 

為推廣圖書館資源的使用，圖書館建置「參考服務部落格

（http://tul.blog.ntu.edu.tw）」（圖 2-1），深度介紹圖書館的服務及

教導如何使用各項電子資源。深度報導文章包含：（1） EndNote 各

項功能完整介紹，針對論文撰寫者，側重引用格式修改功能之教學，

並於新版上線同時推出完整新版功能介紹（圖 2-2）。（2） 介紹公

開取用軟體 Mendeley，以希冀對校內 LaTex 使用者有所支援。（3）

學術評比：介紹湯森路透之 Web of Science 與 Elsevier 之 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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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體系與相關評比產品。（4）介紹生農 CAB Abstracts、生物 

BIOSIS Previews、生醫 PubMed 等學科專門資料庫，除基本功能外，

尤其側重專門欄位與索引典之深入介紹，以貼近專門領域需求。在參

考服務部落格中，Po 文數量最多者為 Endnote 書目引用軟體介紹，其

次為 Web of Science 及 Scopus 引文資料庫。點閱率最高者為如何查

詢期刊 Impact Factor。在熱門查詢前 20 名中，查詢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高居排行榜第一名，另外 Endnote 相關議題 20 項中佔了 11

項，亦可見書目管理軟體受歡迎程度。以下為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

落格頁面（圖 2-1）及部落格熱門排行榜前 20 名文章（圖 2-2）： 

 

 

 

圖 2-1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網頁 

資料來源：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網站。上網日期：2013 年 12 月 20 日。檢自：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category/endnote/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category/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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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熱門排行榜前 20 名文章 

資料來源：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網站。上網日期：2013 年 12 月 20 日。檢自：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39 

2、 逢甲大學圖書館 

逢甲大學資訊素養推廣計畫，採用校長由上而下的推廣方式，於 1999-2002

提出圖書館卓越計畫，算是國內最早推廣資訊素養教育的學校。其推動方式可分

為一般性導覽課程和融入式合作教學兩種，以下分別說明： 

(1) 圖書館資源利用導覽，分為以下三種 

     入門性導覽（新生、轉學生及新近教職員工為對象） 

     進階性導覽（依學科、資料類型、主題等設計） 

     網路自學導覽（依個別資訊需求） 

(2) 全校資訊素養推廣（院必修、校必修、通識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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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圖書館與教師合作教學的模式，形成教師、學生與圖書館積極互

動的新模式。分為以下三種模式： 

     實驗性（單一學門教師與館員一對二配對教學） 

     局部擴散（單一學門教師與館員多對一配對） 

     普及化（多學門教師與館員多對一配對教學模式）   

除了建置區域性資訊素養教學示範中心、專用機房及推廣教室以及資訊素養

教室（2000 年），並且導入適用的合作學習、開放學習及非同步教學軟硬體、

設備及教材製作。另外成立數位媒體實作中心（2005 年）以及尋求既有學術社

群支援及成立專業學會--中華資訊素養學會（2003 年成立），致力於推動區域性

資訊素養教育，可謂成果斐然。（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資訊素養委員會，2013） 

 

第二節 資訊素養教育的發展 

 具備資訊素養的人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能力，一直是被廣為討論的議題。為能

具體說明資訊素養能力內涵，世界各國紛紛訂定資訊素養能力標準，做為資訊素

養教育推行之參考，以培育人人具備良好的資訊素養能力（張如瑩、楊美華, 2010）。

近幾年國內逐漸重視資訊素養教育，公私立大學紛紛開設資訊素養相關課程。以

下分別就資訊素養能力標準、資訊素養相關課程以及資訊素養教育趨勢進行分析

及探討。 

一、 資訊素養能力標準 

 以下就世界各國的資訊素養標準進行介紹，並就本研究所採用的英國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及相關的美國 ACRL 科學及工程領域資訊素養

標準進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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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國的資訊素養標準 

依據 ALA（1989）定義，資訊素養代表一個人有能力去辨識對資訊的需求， 

以及有能力去查詢、評估並且有效使用所需的資訊。所謂資訊素養，是指一個人

可以了解資訊及資料是如何產生和處理，並可以學習管理和使用資訊以修正自己

的學習態度、習慣和行為，進而了解資訊素養在學習及研究歷程所扮演的角色。

在這樣的框架底下，學習變成是一種獲得資訊、回饋、投入以及積極應用的過程

（NASPA,2004）。具備資訊素養的研究者是一個可以有效使用資訊技巧並且有

道德的收集、使用、管理、綜合以及創造資訊和資料的人（SCONUL,2011）。 

自 1999 年起，英國國家暨大學圖書館協會（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 SCONUL）開始發展資訊素養架構、制定資訊素養能力，定義

何謂資訊技能以及其重要性；2000 年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CRL）訂定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包含五項標準:

（1）資訊需求：能確認所需資訊的特性與範圍;（2）資訊獲取：能有效地取得

所需資訊;（3）資訊評估：能審慎地評估資訊及其來源，並將篩選的資訊融入個

人知識基礎及價值體系中;（4）資訊利用：能有效利用資訊以完成特定目標;（5）

資訊倫理：能瞭解資訊使用之經濟、法律、與社會相關議題，並能合理且合法地

使用資訊。此標準被認為涵蓋所有學科、學習環境及各種程度的教育都應該包含

的資訊素養，可提供教師、館員以及資訊素養相關人員在課程設計與評估資訊能

力時的基本參考。2004 年澳洲與紐西蘭的教育學者及圖書館員共同訂定出澳洲

與紐西蘭資訊素養架構（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practice），做為紐澳實施資訊素養教育的準

則（Bundy,2004），該架構認為資訊素養的個人具備：（1）能辨識資訊需求;（2）

能決定資訊需求範圍;（3）能有效檢索資訊;（4）能評估資訊及其來源;（5）能



31 

 

分類、儲存、操作、改寫蒐集到或創造的資訊;（6）能將新資訊融入原有的知識

基礎;（7）能有效使用資訊達成特定目的;（8）瞭解使用資訊時涉及的經濟、法

律、社會及文化議題;（9）合法合理使用資訊;（10）使用資訊上要遵循公民及社

會責任;（11）資訊素養為終身學習的一部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於 2008 年出版的《邁向資訊素養指標》（Towa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dicators, 

TILI）則指出資訊素養與國家發展、人類建康與福祉、公民社會、各級教育、工

作與經濟活動息息相關，資訊素養包含的要素為：辨識資訊需求、查詢並評估資

訊的質與量、儲存與檢索資訊、有效且有道德地使用資訊以及應用資訊創造和交

流知識（Catts & Lau, 2008）。各國相關標準整理如表 2-3。 

 

     表 2-3 各國資訊素養標準 

SCONUL 英國高等教育

資訊素養標準七柱說

（The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2011） 

 

1. 能辨識對資訊的需求 

2. 能分辨各類資訊的差異 

3. 能建構資訊檢索策略 

4. 能有效利用檢索工具 

5. 能比較與評估資訊 

6. 能依資訊倫理組織與管理資訊 

7. 能統整與創造資訊 

包含圖書館技能與資訊科技技能的不同學習階段 

由新手初學者進階的勝任者熟練者專家 

ACRL 美國高等教育資

訊素養能力標準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2000） 

1. 能確認所需資訊的特性與範圍。 

2. 能有效地取得所需資訊。 

3. 能審慎地評估資訊及其來源，並將篩選的資訊融

入個人知識基礎及價值體系中。 

4. 能有效利用資訊以完成特定目標。 

5. 能瞭解資訊使用之經濟、法律、與社會相關議

題，並能合理且合法地使用資訊。 

澳洲及紐西蘭的資訊素

養標準（ANZIIL, 2004） 

1. 辨識資訊的需求，決定所需資訊的內容及範圍。 

2. 有效地取得所需的資訊。 

3. 批判性評估資訊本身及資訊搜尋的過程。 

4. 能管理蒐集到或其衍生的資訊。 

5. 能運用先前及目前新獲得的資訊，建構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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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創造新的知識。 

6. 瞭解關於資訊使用所產生的有關文化、倫理、經

濟、法律及社會議題。 

7. 終身學習及餐與公民權的重要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2008） 

1. 認識資訊需求 

2. 找到並能評估資訊的品質 

3. 儲存並檢索資訊 

4. 有效並且有倫理的使用資訊 

5. 應用資訊創新和傳播知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英國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 

 英國國家暨大學圖書館協會（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y,以下簡稱 SCONUL）鑒於 1999 年所訂的高等教育資訊技能（Information 

skills in higher education）隨著時代的改變，亟需加以擴展及更新，因此 SCONUL

於 2011 年出版以七大支柱概念來闡釋的資訊素養內容，希望建立高等教育資訊

素養的核心模式（Core Model），又稱為七柱說，也就是以下七項標準（圖 2-3）： 

(1) 能認知資訊需求（認知） 

(2) 能取得最新知識並確認知識落差（辨識） 

(3) 能組織搜尋策略（規劃） 

(4) 能獲取資訊（搜集） 

(5) 能評估研究過程並判斷資訊及資料（評估） 

(6) 能專業且有道德地組織資訊（管理） 

(7) 能運用獲取的知識（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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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七柱說 

資料來源：譯自 Society of Colleg, Natioi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2011）.The SCONUL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core model. Retrieved Dec.16, 2013,from 

http://www.sconul.ac.uk/sites/default/files/ documents/coremodel.pdf 

  

 此七項標準涵蓋數位素養、圖像素養、媒體素養、學術素養、資訊管理、資

訊技能、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以及資料管理方面所需的認知及技能。總共

包含 7 個主要資訊技能及 49 個能力指標，涵蓋研究及學習過程必須具備的諸項

能力。強調資訊素養的培育過程並非固定的線性發展，而是一種動態成長的過程，

因此將每一支柱依照初學者至專家等級區分（中華資訊素養學會，2013），例如

在標準五資訊評估方面，從最基礎的分辨不同資訊來源到專家級的同儕審閱都包

括在內。除了已發表的核心模式（Core model）之外，並且針對不同對象或學科

發表不同的觀察準則（lens），例如研究視野（Research lens）、數位素養視野

（Digital lens）以及法律視野（Law lens）（MacLellan，2012）。其中研究視野

是以研究者為對象，較核心模式多了研究者所需要的能力，例如關於專業檢索工

具的使用、期刊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及開放

取用（open access）等的能力指標。基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研究人員（教授及

碩博士生），因此選擇採用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的《研究視野》

http://www.sconul.ac.uk/sites/default/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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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lens）作為本研究的評估指標。表 2-4 整理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

養標準之《研究視野》（Research lens）及其能力指標： 

 

表 2-4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研究視野》 

標準一：資訊認知 （Identify）  

 1. 能辨識個人缺乏之學科領域知識 

 2. 能找出研究主題及問題，並以簡單術語定義之 

 3. 可以闡述主題最新知識 

能力細項 4. 能辨別資訊需求及其範圍 

 5. 能運用背景資訊進一步檢索 

 6. 能對研究計畫負起應有責任 

 7. 能有效管理時間以完成研究計畫 

標準二：資訊辨識 （Scope）  

 1. 能覺知個人有未知資訊，以辨別資訊落差 

 2. 理解各種所需的合適資源類型（如資料、人、影帶或出版資訊） 

能力細項 3. 能辨識檢索工具，包括一般性和學術性資源 

 4. 能辨識不同的資料收集方法 

 5. 能辨識資訊的不同型式（如紙本、數位及多媒體） 

 6. 能使用新的檢索工具 

標準三：資訊策略 （Plan） 

 1. 能用適當的語言界定檢索範圍  

 
2. 能使用合適的關鍵字及概念來定義搜尋策略，包括設立檢索限

制 

能力細項 
3. 能選擇最適當的搜尋工具（如人、搜尋引擎、資料庫等）以及

資料收集技術  

 4. 辨識適當之控制詞彙與分類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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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辨識合宜之檢索技巧（如利用目次頁及索引進行資料探勘） 

 6. 能辨識符合個人資訊需求之專業檢索工具 

標準四：資訊獲取 （Gather） 

 1. 有效運用各種檢索工具與資源（如資料庫、數位資源及圖書館） 

 2. 能因應不同印刷或數位資訊，建構合適檢索方法（包括轉換搜

尋策略、限制搜尋及重組搜尋結果） 

能力細項 3. 可以檢索數位或紙本全文資訊，閱讀並下載線上資訊 

 4. 能選擇合適的檢索工具收集新資料 

 5. 能持續更新資訊（如 email 及 RSS） 

 6. 經由網路、虛擬社群或 email 群組參與學術社群 

 7. 能透過線上或印刷方式尋求專家協助 

標準五：資訊評估 （Evaluate） 

 1. 能分辨不同資訊來源（如網頁、學術、專業、交換及熱門期刊） 

 2. 能用合適的標準來選擇符合個人研究主題之資料 

能力細項 3. 能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正確性、相關性、偏見、權威性以及

公信力 

 4. 可以批判性閱讀、辨識重要觀點和論述 

 5. 可以評估所搜集資料之公信力 

 6. 能連結資訊與初始檢索策略 

 7. 能批判性評估個人與他人檢索結果 

 8. 使用引用指標作為評估方式（如引用數量、期刊 impact factor

及 h-index） 

 9. 能提供同儕審閱（peer review） 

標準六：資訊管理 （Manage） 

 1. 利用書目管理軟體管理資訊 

 2. 能以正確引文格式引用紙本及電子資源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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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產生格式化引用書目 

能力細項 4. 了解關於版權、智慧財產權以及盜版剽竊的議題 

 5. 了解建構學術誠信之標準 

 6. 了解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功能，確保研究資料妥善保存

及再利用 

 7. 運用適當之資料管理軟體管理及保存資料 

 8. 有需求時能有效取得資訊 

標準七：資訊應用 （Present） 

 1. 能使用資訊及資料來陳述原始的問題 

 2. 能以口語或書寫方式整合文獻及報告 

 3. 能合理地分析和詮釋資料 

 4. 整合新資訊於既有知識體系之中/可分辨單元知識之差異及整

體之關聯性 

能力細項 5. 能整合和評價不同資源的各種複雜資訊 

 

6. 能以合適的書寫方式與格式，有效地與他人溝通（如摘要、文

獻回顧、科學報告、期刊論文、海報、會議論文、影音資訊及

web2.0） 

 7. 有效地口語溝通（如研討會發表及專題討論） 

 8. 發表資訊時能選擇合適的出版品及傳播方式 

 9. 利用開放取用（open access）及傳統的出版管道 

 10. 能透過個人社群網絡和數位科技，發展個人檔案（如社群網站

及部落格等） 

資料來源：譯自 Society of Colleg, Natioi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2011）.The SCONUL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a research len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Dec.16, 

2013,from http://www.sconul.ac.uk/sites /default/files 

/documents/researchlens.pdf documents/coremodel.pdf 

 

(三) 美國 ACRL 科學及工程領域資訊素養標準 

另外，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http://www.sconul.ac.uk/sites%20/default/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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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ACRL）亦針對科學及工程領域訂有相關的資訊素養標準（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共五大標準及 24 項

實行指標，包括：（1） 能決定需求資訊的屬性及範圍;（2）能有效檢索資訊;

（3）能批判性評估資訊及其來源，包括採購程序;（4）能瞭解資訊使用上的經

濟、倫理、法律及社會問題;（5）能瞭解資訊素養是終身學習的過程（黃昭妍,2013）。

基本上仍遵循 ACR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的框架，惟針對科學、工程及技術科學

之多元資料型態及不同的學習場域經驗（如實驗室工作），而有其獨立性。以下

整理如表 2-5： 

 

   表 2-5  ACRL 科學及工程領域資訊素養標準 

標準一：資訊需求  

 1. 能定義並闡述資訊需求 

實行指標 2. 能辨識資訊來源的類型與格式 

 3. 具備領域的工作知識，並了解其產生過程 

 4. 能考量獲取所需資訊的成本與效益 

標準二：資訊獲取  

 1. 能選擇最適合的研究方法或資訊檢索系統，來獲取所需資訊 

 2. 能建構並執行有效的檢索策略 

實行指標 3. 能利用各種方法來獲取資訊 

 4. 能修正必需的檢索策略 

 5. 能摘錄、記錄和管理資訊及其來源 

標準三：資訊評估 

 1. 能由收集的資訊中摘錄出重點 

 2. 能闡述並應用簡單標準來評估資訊及其資源 

 3. 能整合重點並建立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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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指標 4. 能藉由新舊知識的比較來判斷資訊的加值、矛盾或其他特點 

 
5. 能透過與他人、小團體或團隊、學科領域專家，或從業人員 

   的論述，來理解和詮釋資訊 

 6. 能知道是否應該修正查詢策略 

 7. 能評估採購資訊和全部過程 

標準四：資訊利用  

 1. 在資訊資源的使用互動中，能了解其產品或使用成效 

 2. 能使用資訊並應用創造力在某一特定產品或性能上 

實行指標 3. 能評估最終產品或性能，並且在必要時修正發展過程 

 4. 能有效地傳達產品或效能給其他人 

 5. 能瞭解關於資訊及資訊科技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經濟問題 

 
6. 能遵循法律、法規、制度政策，以及相關資訊資源存取和利      

  用的規範 

標準五：終身學習概念  

實行指標 1. 確認持續吸收和保存該領域知識的價值 

 2. 利用各種方法和新興技術隨時瞭解該領域的發展趨勢 

資料來源：譯自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ion’s Task Forc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echnology.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13, from 

http://www.ala.org/acrl/standards/ infolitscitech  

  

雖然本研究數學領域係屬科學方面，但依據 ACRL 科學及工程領域資訊素

養標準內容顯示，該標準並不適用數學領域，可能是因為數學和一般理工學科在

研究方法上並不相同，特別是不採行實驗方法。綜合以上所述 SCONUL 資訊素

養標準及 ACRL 科學及工程領域資訊素養兩種標準，可以發現兩者基本在資訊

需求、資訊獲取、資訊評估、資訊利用以及資訊倫理這五項標準上的精神是一樣

http://www.ala.org/acrl/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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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 SCONUL 並不特別強調終身學習這一部份。而 SCONUL 為了順應數位化

潮流，增加了其他數位資訊利用上面的指標，例如對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

及開放存取（open access）的重視，並且有許多實用且具體的能力指標，應該是

目前最適合用來評估資訊素養能力的標準之一，因此本研究採用 SCONUL 資訊

素養標準。以下為 ACRL 科學及工程領域資訊素養標準和 SCONUL 高等教育資

訊素養標準對照圖 2-4。 

 

 

 

 

 

 

 

 

 

 

 

 

 

 

 

 

 

圖 2-4 ACRL 科學及工程領域資訊素養標準和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對照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ACRL科學及工程 

領域資訊素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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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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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認知 資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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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素養相關課程 

邱子恒（2008）調查臺灣大學校院資訊素養相關課程之現況，有四項發現：

（1）臺灣 164 所大學校院中，僅有 38 所（23.2%）有開設資訊素養相關課程，

顯見資訊素養教育在臺灣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2）臺灣有開設資訊素養相關

課程的大學校院中，高教體系多於技職體系，但私立學校卻是多於公立學校；（3） 

臺灣大學校院的資訊素養教育，主要即由通識教育中心來主導，而授課老師多為

校內的教師或該校圖書館組長職級以上的同仁來擔任；以及（4）臺灣大學校院

的資訊素養課程，在內容上仍以圖書館與各式圖書資源的利用為主。 

張如瑩和楊美華（2010）調查全國 41 所大專院校所開設 78 門資訊素養相關

課程所使用的名稱，發現關於資訊素養課程的名稱，有圖書館利用教育、圖書館

資源利用、圖書館與資訊利用、圖書館與資訊檢索、圖書館與網路資源、圖書資

訊檢索、圖書資訊學導論、圖書資料管理與運用、圖書資訊利用、資訊素養、資

訊素養基礎、資訊素養與主題探索、資訊素養與倫理、資訊素養與資訊社會、資

訊媒體與人文素養、資訊倫理以及資料蒐集與網頁設計等等。 

此調查亦指出課程內容，以教導學生利用圖書資訊資源最多、其次為利用網

路資訊資源、再者資訊檢索策略仍為資訊素養相關課程的主要核心；約有半數的

課程皆重視教導學生撰寫報告和書目格式方面的技能；約有三成的課程將選擇主

題、資訊評估與資訊倫理納入課程單元之中；而定義與描述資訊需求與取用資訊

相關法律議題的部分則為目前資訊素養相關課程較少著墨的部分。 

而在教師採用之教學活動方面，幾乎所有教師皆以課堂講述為主要教學方法，

其次是實作練習，其他常用的教學活動包括：分組合作、師生問答、問題討論、

參觀活動以及教學評量等等。 

由 Kobelski 與 Reichel（1981）提出資訊素養與課程的結合在於 

(1) 教導系統性文獻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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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導分辨原始資料與二手資料 

(3) 了解不同的引用格式 

(4) 了解不同出版品的形式及設計 

(5) 了解索引結構以及設計目的 

並且要重視使用者長期及個別的需求，不是一堂課就能解決的。關於資訊素

養課程融入教學，曾有許多研究。例如，教育及人文學院，特別是英語及歷史科

系教授，比商學及工學院教授更肯定圖書館員的貢獻。哲學及數學是典型最少使

用圖書館利用教學的。在科學院系，護理、生物及地理是最常使用圖書館的。而

化學、電腦科系、物理及數學剛好相反（Nilsen,Nordstrom,& Ellstrom,2012）。 

2010 年，IFLA 圖書館理論與研究小組（Library Theory and Research group）

展開一個稱作研究者與圖書館員夥伴關係（Researcher-Librarian Partnership）的

前導計畫。此計畫旨在資深的圖資研究者的領導下，開創一個發展研究技巧的新

資訊專業。其中一項研究，藉由網路問卷調查全加拿大大學教授（postsecondary 

faculty）對於學生資訊素養程度的看法及大學圖書館員及資訊素養課程對該學科

領域重要性的研究。即使認為資訊素養技巧對學生是很重要的，超過半數的教授

並不常要求圖書館員教授圖書館利用課程。其中五項理由，包括老師喜歡自己教、

教課時數緊湊沒時間、不知道圖書館有提供此課程、認為不需要等。關於"數位

革命"對學生的影響包括，學生從社群網站尋求協助、過分依賴 Google、缺乏對

網路資訊評估能力、不了解學術權威、所有權及剽竊問題，並且需要查詢資料庫

及其他圖書館查詢工具上的協助等等。 

在學科館員地位方面，67.9%肯定學術館員的專業性，61%視圖書館員和其

他教授等同。其他不這樣認為的人中，20%理由是館員並未參與真正的研究，15%

因為館員學歷不夠高，例如博士學位。其他相關評論包括，從未將館員視為教職，

比較像管理者。館員並非終身職教授，算是有專業身分的職員，也就是不具有教

授的學術自由。館員並不從事教學，也沒有指導研究。館員和終身職教授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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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不能相提並論。館員既不是教授也不等同其他研究員。博士學位並不是頭

銜的問題，而是實質獲益。雖然很尊敬館員，和他們對學生資訊素養上的幫忙，

但和教授本質上和標準上是不同的。 

大多數教授，問卷回覆都肯定資訊素養的重要性，但為何沒有將之納入課程

教授，有些回答，其他課程已提供類似內容、資訊素養課程很無聊，學生可能不

願參加，還有說這些課程僅是提供一大堆像教科書一樣的資料。在相關問題上，

圖書館應思考，如何提供教授層次的資訊素養課程，因此，可能改變教授對資訊

素養課程的認知，另方面，若是和其他課程重複的問題，是否考慮個別授課，以

避免浪費。此研究也反映系所在資訊素養課程上應有整合性思考。 

Bury（2011）針對加拿大約克大學全校 1451 位教授的研究發現，教授表達

對大學部學生資訊素養能力的強烈關心，特別是低年級生。對研究所學生有較高

信心，但仍有改善空間，無異議同意發展資訊素養技術的重要性。大多數人支持

教授與館員合作教學，47%教授表示未在課堂上教授資訊素養，有教授資訊素養

的教授全然同意可增進學生研究能力。 

關於資訊素養課程設計方面，美國 Wake Forest 大學圖書館組成一個提供人

文領域選修資訊素養課程的團隊。包括兩位參考館員，一位善本書館員及一位編

目員分別擔任文學、藝術、宗教以及音樂的學科專家。一開始是由七位館員輪流

教授 1 學分選修大學部的資訊素養課程。缺點是學生搞不清誰是主要的指導員，

碰到問題該找誰。館員也無法真正了解學生的需求。然而學生還是給予正面肯

定。        

Jackson（2007）調查加州州立大學圖書館員使用教學管理系統的情形，提

出建議，創造與管理系統管理人及教授的夥伴關係，讓館員習慣使用教學管理系

統，發展可以融入教學管理系統的資訊素養套組，參與討論版面。Flaspohler（2003）

研究一所提供資訊素養融入教學的藝術大學。館員與教授共同合作提供介紹性課

程，強化學生使用圖書館線上索引以及評估及使用適當期刊文獻的能力。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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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學生資訊素養融入教學可提升學生在使用高品質學術資源上的能力。 

綜合上述所言，臺灣大學校院的資訊素養課程，在內容上仍以圖書館與各式

圖書資源的利用為主，並無強調與校內課程的合作，在內容上應多加強資訊倫理

方面。而國外較重視資訊素養課程融入教學，強調重視使用者長期及個別的需求。

研究結果顯示對資訊素養課程在提升學生學術研究能力上多抱持肯定態度。 

 

三、 資訊素養教育趨勢 

 近年來由於資訊素養教育蓬勃發展，圖書館是公認提供資訊素養教育的最佳

人選，也因此世界各國圖書館紛紛制定不同的資訊素養標準，以為資訊素養教育

發展之準則。以下就資訊素養教育趨勢的各個面向，包括嵌入式學科服務、與教

授發展夥伴合作關係、使用者參與、重視資訊倫理議題以及發展文獻分析工作坊

等方面進行探討。 

(一)  發展嵌入式學科服務（embedded subject service） 

嵌入式學科服務 （embedded subject service）是近年新興的學科服務型態。

董麗梅（2013）指出，嵌入式學科服務是圖書館為適應新的資訊環境而推出的一

種新型態服務模式。胡陳華（2013）於”北美大學圖書館嵌入式館員的實踐及啟

示”一文中指出，“嵌入式館員”是由 Kearley 和 Philips 於 2005 年首次提出，用

來描述圖書館員在美國懷俄明州立大學線上課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

Shumaker（2009）指出：嵌入式館員是將參考館員放入到圖書館的使用者中，隨

時隨地提供研究方法的指導，不僅僅是服務提供者，並且是使用者群體的一員。

陳廉芳和許春漫（2010）認為，嵌入式圖書館服務可支持研究及學習並節省使用

者時間，是“學科服務”的延伸。嵌入式圖書館服務必須從圖書館走入使用者的

工作環境，實地了解使用者的資訊需求。並且是一種主動服務，必須打破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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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思維。嵌入式圖書館服務也是一種協作服務，重新定義館員與使用者的關係，

強調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促使雙方共同承擔教學及研究的責任。李桂貞（2013）

進一步將學科服務的模式歸納為服務空間的嵌入和服務內容的嵌入。以下整理嵌

入式館員的發展（表 2-6）及嵌入式課程的發展（表 2-7）。 

 

表 2-6 嵌入式館員的發展 

1993 年 Tom Davenport 

和 Larry Prusak 

提出”走出圖書館，走向企業”和“主動了解資訊需

求者和資訊擁有者，並幫助他們相互聯繫” 

2004 年 Kearley和Philips 首次提出嵌入式館員一詞 

2005 年 Rebecca Hedreen  指出因”伊拉克戰爭”產生了”嵌入式記者”，而圖

書館則有”嵌入式館員”。此一說法迅速風靡圖書

館界。 

2008 年 David Shumaker

和 Tyler 

指出嵌入式館員的三種向度： 

1. 物理嵌入（將辦公地點搬到服務對象的團隊中） 

2. 組織嵌入（由客戶提供嵌入館員的薪資並監督

其工作） 

3. 虛擬嵌入（利用虛擬工作站提供圖書館服務） 

資料來源：胡陳華（2013）。北美大學圖書館嵌入式館員的實踐及啟示。圖書館學研究，2，94-97。 

 

表 2-7 嵌入式課程的發展 

嵌入面對面課

程 

范德堡大學圖書

館（Vanderbilt 

University）,2007

年 

嵌入”音樂文獻概覽”課程，包括 

1.  5 次資訊素養課程 

2. 全程參與課程，促進圖書館與學生學習

過程的融合 

3. 排入兩次資訊素養作業，佔課程總分 5% 

成果是提高學生的資訊素養和研究水準

並獲得教師極高評價。 

嵌入院系 亞利桑那健康科

學圖書館

（Arizona Health 

Sciences Library, 

AHSL）, 2007 年 

在藥理、護理和公共健康三個學院駐點服

務，為教師委員會及研究團隊提供文獻檢

索服務，並且嵌入 4 門課程指導學生資訊

檢索。2008 年建立 7 個工作站，95%時間

駐點工作。另外，藥學院的嵌入館員每天

至少花 5 小時在藥學院。2008 年，該館員

完成 35 項教師和 40 多項學生的諮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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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上了 30 次資訊素養課程。受邀參加

教師會議，獲得極大成功，並且參與 8 個

研究計畫。工作一年後，院長考慮為其提

供部分薪資。 

嵌入線上課程 羅德島大學圖書

館（Univ. of 

Rhode Isand 

Libraries, URIL）, 

2005 年 

嵌入四門論文寫作研究課程，擔任課程助

教。在 Web 系统上發 email 或者貼文，内

容為檢索策略或與课程進度配合的資源。

協助學生論文選題，及時提示相關學科的

目錄或資源的使用方法以加强他們的核心

論點。館員貼出如何評估期刊論文的教

程，提供學生更新或更專業的資訊，並且

透過 email 回答學生的個别諮詢。2005 年

9 月開始，為了向師生提供更好的諮詢服

務，在網站上進行即時通訊服務，並且設

置部落格，介绍新館藏及新技術，促進更

多更有效的館藏利用，尤其是昂貴的電子

資源。 

 德托納比奇學院

（Daytona Beach 

Colleg, DBC）, 

2007 年 

進行為期八周的試驗課程嵌入商務寫作

課。利用課程管理系統建立”虛擬辦公室”

介紹自己。2008 年起，與教師密切合作，

積極參與課堂討論，每學期和任課教師一

起設計兩次作業，成績計入總分。 

嵌入非營利組

織 

加拿大多倫多大

學圖書館（UTL）

和MaRS（Medical 

and Related 

Sciences）, 2005

年 

MaRS 係一非營利組織，專門為成長中的

高科技公司提供各類免費諮詢服務，多倫

多大學為 MaRS 發起人之一。此計畫為企

業提供即時的市場情報，由 MaRS 提供經

費，UTL 提供一名館員嵌入 MaRS。後來

又增加三名館員，他們擁有工業和商業的

學科背景。估計在 2008 年為企業客戶提供

價值約 500 萬加幣的服務，是 MaRS 所付

成本的十倍。 

 

資料來源：胡陳華（2013）。北美大學圖書館嵌入式館員的實踐及啟示。圖書館學研究，2，94-97。 

(二) 重視與教授發展夥伴合作關係 

    當圖書館越來越體認到自己是資訊素養課程的適當講師時，與教授的合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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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越來越重要。近年來，美國各地的認證機構普遍強調資訊素養課程的重要性，

因此提倡圖書館員與教授的合作共同來進行資訊素養教育的教學（Saunders, 

2008）。館員應當進一步融入到學生的課堂學習，例如與教授合作出練習題以及

課程計畫。圖書館員也慢慢發現，僅提供一次性與課程無關的指導事實上是很容

易忘記的，唯有將資訊素養課程與學生課堂學習連結並且讓教授認為是重要的才

有其價值（Donham & Green,2004）。另外課程應該是有計畫性及一致性，不是

個人單打獨鬥，否則不易維持。另外也有圖書館採用”先讓老師學習”的模式，讓

教師體驗上課內容或提供老師研習營，讓老師先了解圖書館的資源及服務並提供

老師發問機會。首先移除老師對圖書館課程的疑慮及困惑，進一步讓老師知道圖

書館可以如何幫助他們自己和學生的研究。 

    圖書館聯絡工作有兩項優點：一是讓館員和教授建立個人關係；二是讓館員

延伸服務到教授辦公室或其他圖書館以外的地方。也是有機會打破教授與館員雙

方社會與組織壁壘的方法。例如，依據 Hubbs Motin 與 Salela（2006）所述，St. Cloud 

州立大學，藉由圖書館員和 IT 專業人員提供校園相關服務，從寫計畫申請獎助、

開發網頁到提供教學研習營。此類服務利用校內單位的合作，減少資源上的浪費

並且建立有用的連結。在宣傳上，新進教師是值得大力爭取的一塊，不論其學術

生涯、論文發表及教學上都比較需要協助（Corbin,2008）。相對的，資深教師較

難觸及，因為很多觀念及習慣已根深蒂固，難以改變。與新進教師則可建立較長

遠的關係。另方面也可和研究助理建立良好關係及宣傳。例如，休士頓大學的法

學院圖書館成立一個教授服務部門，提供研究助理研究方法及圖書館技術的密集

訓練（Kotter,1999）。反應非常良好。可藉由提供中間人服務，傳播未來與教授

合作的種子。 

Rudin（2008）指出另一種更密集的聯絡模式，館員從偶而拜訪系上到變成

系裡的一員。事實上，聯絡工作因為深入課堂活動，讓館員有機會與教授創造良

好的關係，甚至被視為同事。國內查天佑和謝寶煖（2009）研究逢甲大學教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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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訊素養融入課程之看法與態度，顯示大學教師對於培養學生資訊素養能力的

重要性，均有高度認同。多數教師對資訊素養融入教學均表支持並十分肯定資訊

素養能力對於學生學習的必要性。 

(三) 重視使用者參與 

依據艾春艷、游越和劉素清（2011）提出關於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新模式的

探討，有鑑於大學圖書館中具有一定學科背景的館員數量有限，普遍由一個學科

館員負責多個學科，而且學科館員職責廣泛，涉及院系聯絡、參考資詢、利用教

育及館藏發展等層面，真正能用於深入學科服務的工作時間並不充足。基於 Web 

2.0 共建共享觀念，因此提出與讀者合作，增加讀者參與此一新的學科服務模式。

例如請教師推薦資源、與社團合作組織活動、鼓勵讀者主講培訓講座及邀請讀者

設計服務平台等。圖書館可借助自身優勢搭建一個跨院系的資源推薦評台，鼓勵

教師將各種資源和推薦理由都共享出來。圖書館還可提供場地，吸引學生社團提

供創意和人力，結合雙方優勢推出精彩的主題活動，使圖書館的學科服務“活”

起來。圖書館也可考慮透過提供場地和書面證明吸引學生中的“專家”，特別是

熟悉學科資源的碩士或博士生，讓他們作為主講人來參與用戶培訓。與學生合作

不僅可以豐富用戶培訓的內容，還可以從讀者角度增強培訓的適宜性。 

另外，在實際應用上，館員要避免重複提供使用者已知的查詢技能，館員要

詢問使用者的實際需求，並且讓使用者以自己的速度來學習。Beck 和 Turner 

（2001）建議館員可以準備在參考櫃台進行的小型課程。館員也要很清楚甚麼時

候是可以進行引導教學的時刻。館員最好一邊教導一邊讓使用者自己用電腦進行

查詢，這是最好的教學方式。可以用問問題方式並進行示範，也可以問使用者關

於某主題已經知道什麼和必須知道什麼，幫助讀者重新定義和縮小主題。另外，

可利用課外機會，提供圖書館導覽、參考櫃台個人諮詢以及虛擬諮詢。提供作業

相關的諮詢會比一般性導覽實用，另外，可充分利用參考櫃台提供聊天諮詢。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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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架設好的圖書館入口網站，可打破使用者習慣，便於進入使用權威學術性的資

料庫。 

(四) 重視資訊倫理議題 

資訊素養教育的另一趨勢是關於學術道德方面的。一直以來，剽竊問題是資

訊使用上很重大的問題之一。真正的資訊素養不僅是查詢能力，還包括分析以及

運用這些知識。ACRL 的其中一項標準: 了解環繞在資訊應用上關於經濟、法律

以及社會問題，其中包括以合乎倫理和合法的方式獲得和應用資訊。也代表對知

識自由以及智慧產業生產者權利的尊重。然而由於教授對知識剽竊沒有一致的共

識，學生常得不到好的指引。另外對於誰該負責進行此類指引並沒有很好的共識，

因此無法落實。對於教授是否教導學生寫作論文要有引用標註這件事亦不確定。

科技上易於複製貼上更助長剽竊之風。館員可以提供學生正確引用以及改寫的方

式，並提供教授構成剽竊的正確資訊。許多圖書館網站上都有提供類似資料。例

如 Rutgers University Library at Camden 以及 Library at Acadia University。另外，

www.plagiarism.org 也有提供這方面資訊。 

另外，關於學術倫理議題方面，王晶和鐘紫紅（2013）將學術不端行為約分

為四類： 

(1) 侵權、盜用他人成果 

(2) 抄襲和剽竊 

(3) 偽造數據、篡改數據或作假 

(4) 其他，如不當署名、一稿多投及重複發表等 

 由於科學研究的誠信問題已成為當前學術界及教育界討論的熱門問題，全球

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COPE）針對處理學術不端行為

制定了一個流程圖，對於各種不端行為的認定、如何防範不端行為、發現不端行

為的對策以及怎樣才是符合道德規範的出版等等有深入的剖析。COPE 成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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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係由英國一個醫學期刊編輯所創建。其會員涵蓋全球 7000 多種期刊，

包含各學科領域，其中以醫學和生命科學最多，國際著名的出版公司，如 Elsevier、

Wiley 以及 Springer 等均為其會員。 

 由上可知，資訊倫理議題是一普受重視的國際性問題，圖書館在資訊素養教

育的提供上如何提供學者避免投稿上造成學術不端的問題，聘請學者專家就其經

驗進行分享或提供討論平台之類，許是圖書館可多加著墨之處。 

(五) 發展文獻分析工作坊 

Rempel 和 Davidson（2008）以奧瑞岡州立大學為例，說明該校圖書館對碩

博士生所推展的一項文獻分析工作坊。由於碩博士生的圖書館利用指導向來較不

獲得重視，碩博士生通常來自各種不同領域及學校，在資訊素養能力上會有不同

的缺口。來自對碩博士生的調查發現，在如何完成綜合性文獻分析、評估特定計

畫內容來源以及如何在論文裡適當引用資料來源方面，是大部分碩博士生關注的

焦點。其中尤以文獻分析是大部分學科領域都需要的。該校圖書館因此推出文獻

分析工作坊，其做法如下 

先指定一位碩博士生服務執行長（coordinator）並且成立一個碩博士生服務

委員會（committee）來執行以圖書館為基礎的碩博士生服務。再來是討論內容

細節、活動形式以及推動計畫。採用 Fink（2005）的手冊作為文獻分析的理論基

礎。 

採用類似研討會的工作坊，依據報名資料量身訂做個人套組資料，包括名牌、

所屬學科館員名片、議程、搜尋資料及文獻分析的流程、校園論文寫作團體宣傳

單以及一份評估表。備有食物及飲料，容納幾個小組討論的空間。每個時段有兩

位圖書館講師協助討論或分享圖書工具使用及文獻分析經驗。 

宣傳方式是用 e-mail 傳送資料到系所，系所轉給指導教授，再由指導教授轉

給學生。學生線上報名，並須填寫一份問卷。第一次活動超乎預期踴躍，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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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人報名。依據 Fink（2005）的理論模式，此課程挑戰學生去思考文獻分析的

目的及觀眾。最終產品是一份文獻分析以及指導教授或系上對此的期待。小組討

論，學生討論彼此使用圖書館的經驗，特別是因用查詢的成功經驗、標註追蹤、

作者查詢、評論式文章的查詢以及辨識文獻的樣式。另一重要討論是關於如何將

問題放到文獻閱讀並且有意識的標註文獻和研究目的的關係。學生分享他們如何

記憶閱讀資料閱讀以及有效組織筆記、論文及引用的方法。緊接這些理論的討論

是實際應用的示範，例如查詢策略、資料庫特色、如何有效查詢、開啟查詢新知

通報及目次通報等，同時展示 RSS 及如何利用社會標籤系統以及拓展研究領域

的社會網絡。最後是書目管理軟體及圖書館利用指導課程的介紹。另外還包括圖

書館的碩博士生網頁、學科館員以及如何上傳論文到機構典藏等。值得注意的是，

來上此課程的學生大多來自生命科學領域，此領域系所較少提供論文研究及寫作

方面的教學，然而有相當高比例來自社會科學及教育方面。 

為了知道該課程的有效性，必須對學習成果進行評估。例如，問卷、焦點團

體或是結合作業的評估。又可分為課程評估及學習成果評估。課程評估，建議採

用多元方式，例如過程評估和結果評估，短期評估和長期評估。學習成果評估建

議採用組合評估（ portfolio assessment）、口試、測驗及小論文等或是直接觀察、

軼聞趣事、同儕或自我評估。 

第三節 學術研究者的需求 

 國內關於學科服務的研究調查較偏重在館員及資訊素養教育方面，至於使用

者，也就是學術研究者的資訊行為方面較為缺乏。以下就本研究主要對象碩博士

生及教授的資訊行為及需求進行探討。 

一、 碩博士生部分 

 這一代的碩博士生不同於傳統世代，大部份是隨著網路、寬頻、wi-fi、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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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 等長大，具有多元、自由、即時的選擇，也就是所謂的 Y 世代。以下就 Y

世代特有的資訊行為以及碩博士生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的需求進行探討。 

(一) 屬於 Y 世代的資訊行為 

    所謂 Y 世代，是指出生於 1978 至 2000 之間的小孩，約目前 15 歲至 35 歲

之間年紀的人，又稱為網路世代。其特點是大多數認為自己是 ICT 的個中好手，

亦是網路和手機的重度使用者。所有 Y 世代年齡層的研究者都較喜歡使用線上

資源及工具。明顯缺乏資訊搜尋及資訊素養技巧，並且大部分 Y 世代偏好使用

搜尋 Google 引擎（British Library & JISC,2010）。 

    Y 世代碩博士生傾向於經由他們的同儕獲得資訊，倘若察覺無法由同儕獲得

足夠訊息時，他們才會希望經由個人化的圖書館指引來獲取資訊（Jankowska, 

Hertel,& Young,2006;Sadler & Given,2007）。通常大學教授會以為碩博士生來到

學校已經準備好要進行學術研究，因此會忽略掉這些學生在資訊素養上的不足。 

Haglund 和 Olsson（2008）利用觀察法針對瑞典三所大學 24 名碩博士生資

訊行為進行調查，顯示大部份使用 Google 進行各類的搜尋，並且對自己的搜尋

能力充滿信心，重度依賴電子資訊，很少使用圖書館，並不知道圖書館員的作用。

還有認為圖書館的介面比 Google 複雜許多。另外，在搜尋技巧上，可說毫無技

巧，幾乎都是“trial and error”，搜尋經常是失敗的，但是從沒想過找圖書館員

幫忙，同儕或指導教授是他們最重要的技術指導來源。 

Covert-Vail 和 Collard 於 2012 年在美國研究圖書館（American Research 

Library, ARL） 網站發布一份關於研究圖書館碩博士生服務的調查報告（New 

roles for new times：research library services for graduate students），這是 ARL 因

應成員館在對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學者和學生的服務上進行的一份調查。新時代

的新角色（New roles for new times）是一系列探討圖書館新興角色的出版品，關

注成員館的經驗發展。這份報告對於高等教育如何更有效地服務碩博士生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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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建議，其中之一是應提供分眾式服務。由於碩博士生人口的異質性，需要更

精細、結構性及分眾式的服務。圖書館應該針對不同族群不同需求提供不一樣的

服務，而不是一桿到底統一歸類為一個碩博士生屬性，因此要持續鎖定目標客戶

進行評估調查，並為其推出新的服務及活動。關於碩博士生的族群可區分為：全

職生、家庭負擔重的學生、休學生、職涯轉換期、國際生。若以研究的生命週期

（lifecycle）來分，又可歸類為幾種： 

(1) 閱讀者和學習者 

(2) 教師或“即將成為教師” 

(3) 研究者 

(4) 分析者及綜合者 

(5) 寫作者 

(6) 原始作者 

(7) 檔案管理者 

(8) 求職者 

 張玲和初景利（2011）則將碩博士生分為以下幾種層次並分別列出其特點，

適合的資訊素養教育模式以及資訊素養教育內容： 

(1) 新手：適合課堂教學、大規模培訓、網路學習、強調互動性及知識關聯

性 

(2) 高級初學者：適合小範圍培訓、自學及強調針對性 

(3) 勝任者：個性化或針對主題的培訓、自學並強調經驗交流 

(4) 精通者：適合網路課程、小組討論，強訂啟發性及互動 

(5) 專家：同行交流及研究型學習 

由於跨領域的合作趨勢，圖書館必須重新設計、想像及改造實體空間以滿足

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包括逐年增加的合作及跨領域研究，此類碩博士生往往缺乏

固定的研究空間。另外各類碩博士生在空間使用上的不均等，圖書館可與校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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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單位進行空間上的整合，提供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以增進碩博

士生跨領域合作。亦應加強與研究單位及管理單位的合作關係，以提供更高品質

及更有效率的服務。另外，應該重整組織結構以因應碩博士生教育的變化及需求，

並提供更先進的碩博士生服務（Covert-Vail & Collard,2012）。 

(二) 撰寫論文及研究報告的需求 

 撰寫學位論文是研究所教育培養過程的核心任務，碩博士生素質的高低可由

論文質量上面得知，另外，學位論文的撰寫關乎能否畢業，可見對碩博士生之重

要性。學位論文的生產過程可分為選題、實驗或調查、撰寫、修改、審查以及答

辯等幾個階段。張玲和初景利（2010）以”嵌入學位論文撰寫過程的資訊素養教

育”為題，針對中國科學院 12 個研究所的 120 位碩博士碩博士生進行調查訪談，

依據碩博士生撰寫階段經常遇到的問題或困惑，詳細編列包含 25 項資訊素養知

識的導航圖，其中包含文獻管理軟體的利用、創新議題的論證、參考文獻著錄規

則、論文類型與組成、文獻閱讀技巧、插入參考文獻的方法、合理使用資訊、學

術規範、避免抄襲的方法、期刊評價方法、核心期刊定義、目標期刊的選擇、目

標會議的選擇、投稿流程、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學術道德、圖表文字

編輯工具、內容評估、抄襲檢測分析、抄襲檢測工具以及模板使用等。此 25 項

主題不僅是碩博士生關注的項目，同時也是學科服務可以著力之處。 

 另外，在一份對於卡內基美隆大學 100 位跨學科碩博士生資訊行為的研究報

告（George et al., 2006）中指出，影響碩博士生資訊行為最重要的人，96%表示

通常是指導教授、教授或是口試委員。碩博士生研究過程的第一步通常是先和教

授開討論會，之後教授會給予方向和指導或是回答問題、提供建議以及資料來源，

像是關鍵論文、經典書或相關期刊。73%碩博士生表示另一重要來源是其他同儕

的幫助。同儕會互相分享參考書、網站、文章、期刊論文、電影以及領域內的重

要人物，不只加快研究過程，通常也能提供一些不易發現的資訊消息。至於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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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的查詢，40%的碩博士生會尋找圖書館的幫助。77%表示網路是主要的查詢

工具，音為方便、快速而且即時，可以很迅速查到大量資料，各領域文獻，從學

術期刊到演講摘要都有。也有人表示網路資料龐雜且不可靠。73%使用 Google

作為網路搜尋工具。至於查詢技巧方面，碩博士生會使用一般查詢和精確查詢（關

鍵字），也會使用引用鍊（citation chaining），也就是一篇關鍵文章所引用及被

引用的書目資料進行參考文獻追蹤。55%碩博士生表示圖書館在資料查詢上扮演

重要角色，例如資料庫及電子期刊的重要性。94%使用圖書館查詢的碩博士生表

示圖書館查詢很簡單、方便和省時。42%表示在使用圖書館資源或服務上缺乏知

識會有困難，其中包括圖書館網站令人感覺困惑、資料庫難以發現、舊資料難以

查找以及跨學科資料較缺乏等。此研究發現碩博士生的資訊行為可分為兩種，一

是隨機型的，另一是組織型的。隨機型通常發生在計畫階段，還未決定研究方向

時。組織型查尋則通常發生在和指導教授定期討論時，當領域知識越來越多時也

會更確定及有組織的查詢資料。 

 陳世娟和唐牧群（2011）研究傳播學領域碩博士生研究歷程中之資訊尋求行

為，依照碩博士生撰寫論文計畫書的研究歷程，分為論文題目構思階段、論文計

畫書撰寫階段以及論文計畫通過後之三個階段。發現碩博士生從一開始論文題目

構思時，認為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網及圖書館和指導教授最為重要，網路是最

為方便，資源類型是以學位論文及專書為主；進一步在撰寫論文計畫書階段時，

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網依舊是相當重要，不過在方便取得性方面以搜

尋引擎 Google 是最為方便，資源類型以國內外期刊文章及專書最為重要。而計

畫書通過之後，則是以口試委員及指導教授意見為主，由此可知除了正式的管道

資源外，人脈資源在資訊尋求行為中也是非常重要。 

 碩博士生關心的議題包括：發表論文到 ProQuest 有哪些選擇和權利、論文

發表上作者的權利、著作權和限制、開放存取及學術傳播上的問題以及面對期刊

編輯的投稿策略等（Covert-Vail & Collard,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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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授部分 

 一般大學的教授肩負著教學及研究的重責大任，學術生涯中經常面臨教課、

備課以及學術論文投稿和升等的壓力。尤其全球化的趨勢下，教授還面臨教學方

式改變的挑戰等等。因此以下就教授的學術研究及課程教學兩方面的需求進行探

討。 

(一) 學術研究方面的需求 

在 RLUK（英國研究圖書館，2012）的研究中，對於學術工作者資訊需求的

研究上採用碩博士生命週期（research life cycle）的方法，也就是以下幾個步驟： 

1. 形成新研究的概念/準備 proposals/確定經費來源 

2. 尋找新的資訊 

3. 資訊管理 

4. 資料收集 

5. 資料搜尋、管理和保存 

6. 分享、討論、線上合作 

7. 對資訊和數據的分析和反思 

8. 撰寫和投稿 

9. 寫作規範、IP、版權和其他規範要求 

10. 保存問題 

11. 質量和影響力評估 

12. 商業化應用 

13. 變成新興技術（Brewerton,2012） 

一般說來，學者研究歷程（Life cycle）約可規納為以下三步驟： 

由搜集資料到進行研究，然後是同儕審閱的出版過程，最後是資料的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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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可說明整個研究歷程。 

           

圖 2-5 學者研究歷程（LIFE CYCLE） 

資料來源：Retrieved December 24,2013 from https://dhs.stanford.edu/the-digital-humanities-as/ 

the-digital-humanities-as-content/ 

 

另外，Derntl（2003）在 Basics of research paper writing and publishing 一文中

對於如何撰寫科學性論文以及發表到期刊及會議論文方面有詳細介紹，並且對實

際過程畫了一個流程圖，請參見圖 2-6 學術期刊投稿流程圖。 

 

圖 2-6 學術期刊投稿流程圖 

資料來源：譯自 Michael Derntl（2003）. Basics of Research Paper Writing and Publishing. 

https://dhs.stanford.edu/the-digital-humanitie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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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sci.uci.edu/ssarc/fieldstudies/webdocs/F-Readings/BasicsofResearchPa

perWritingandPublishing.pdf 

 

此圖詳細標示科學論文從投稿到發表的過程，對於同儕審閱（peer review）

制度提供很好的說明，亦有助於對研究者資訊行為的了解。 

Hemminger, Lu, Vaughan 和 Adams（2007）針對北加州大學 Chapel Hill 校區

900位科學及醫學領域的教授及碩博士生（主要是博士生）進行資訊行為的調查，

結果發現在最常使用的資源類型方面，依序為期刊、網站、資料庫以及個人互動。

此結果顯示一個重要的改變，因為在之前的研究，緊接在期刊使用之後的是研究

者的個人互動，此研究顯示研究者已越來越知道如何使用網路資源。而會議論文

使用比例是最低，通常和年會有關。預印本（preprint）的使用在個人互動之後。

最重要的搜尋工具上，最常使用者為書目或引用資料庫，其次才是網路搜尋引擎

（如 Google 或 Google Scholar），然此二者的界線有越來越模糊的趨勢。在最常

使用文獻來源方面，最多的是圖書館訂購的期刊，遙遙領先第二名的 open access

（免費）期刊或機構典藏，此結果亦顯示研究者十分重視資源取用的便利性。在

期刊訂購較不足的單位，尤其對免費 open access 的期刊呈現重度依賴。在對主

題全面搜尋方面，僅有 10%的研究者表示信心十足，60%表示稍有信心。在是否

維持個人論文收藏方面，大多數回答是肯定的。在論文收藏量上，最多的量介於

100-500 之間，大約紙本和電子版各半。是否在收藏論文上作註上，1/3 以上的

人表示低於 10%的文章會做註記。使用習慣上，大部份表示喜歡搜尋電子期刊，

但仍偏好紙本閱讀。在使用實體圖書館方面，大多數表示一年不超過十次。另外，

選擇投稿期刊的因素上，除了出版速度、是否支援開放取用之外，最重視的是期

刊在領域的地位以及讀者群。 

由以上研究得知，由於線上搜尋及資料庫的發達，研究人員在圖書館的使用

上有很大改變，然而並不表示他們沒有在使用圖書館，事實上他們正大量使用圖

書館訂購的期刊，甚至一些教育課程的數量也是增加的。然而由於期刊訂費的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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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增加，不只圖書館訂購期刊的數量下滑，同時 open access 時勢所趨，研究者

變通使用預印本（preprint）的情況也愈來越普遍，進而也造成對圖書館的依賴

愈來愈少。值此時刻，圖書館如何藉由了解研究者資訊行為的改變，進一步提升

本身的服務，實是刻不容緩的事。 

(二) 課程教學方面的需求 

關於教授在課程教學上使用圖書館的情形方面，Leckie 與 Fullerton （1999）

分別以問卷及訪談方式對兩個加拿大大型大學的理工領域教授進行調查。包括對

其學生資訊素養技能的看法以及他們的因應教學、教授對各式書目指導方法的認

識及支援，以及他們對理工學科館員在資訊素養指導所扮演角色的看法等。對學

生圖書館研究技能認知方面，當教授被問到是否認為書目指引對大學生是很重要

的？78%認為對三、四年級是需要的，出乎意料之外，69%認為對一、二年級也

是需要的，顛覆現有想法。課程需用圖書館比例，59%認為一、二年級課程不需

要用到圖書館，其中大部份為工程科系、數學、統計及電腦科學。高年級部份，

則有 83%認為需要使用到圖書館。 

     Kelland（1995）發現物理方面，在導出方程式及實驗上，學生很需要圖書

館為基礎的研究技巧。同樣的，在其他理工科系，前兩三年，學生主要使用教科

書，到高年級或研究所才會需要查詢資料技能。也就是說，對理工大學生而言，

是很有可能避免使用圖書館的。關於何時及如何將資訊素養融入理工課程的了解

是很少的，對於理工教授對於資訊素養的態度及看法的研究又更少了。 

    誠如 Maynard（1990）所言，教授對於書目指引的態度是非常多變和反覆的。

依據 Hardesty（1995）研究，這種反覆的態度部份來自對大學圖書館角色及包羅

萬象複雜度的不夠了解。他發現科學領域教授對圖書館的評價低於其他兩個領域。

原因可能包括科學領域教授僅在個人研究上使用圖書館，使用率低於社會及人文

科學。因此要將資訊素養融入理工領域教學必須考慮的是教授的態度及使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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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社會及人文科學，理工教授對圖書館在大學生教育扮演角色態度上是比較冷

漠的。因此，在推動融入課程上，必須認清態度上的不同。這項工作並不容易。

許多研究顯示，教授與館員對彼此角色及期待上並不了解且缺乏溝通。在許多學

校，甚至對誰該負責提供資訊素養教學感到困惑。甚至導至人力重複及資源上的

浪費。 

    然而如何讓這些未來的科學家及工程師發展將來職場上需要的資訊素養技

能呢？大學教育裡是否應該涵蓋強而有效的資訊素養技能？誰應該扮演提供者

的角色？又有哪些相關因素會影響提供者呢？對許多大學館員而言，問題不在誰

提供資訊素養或書目指引，而是提供的品質。也就是如何與課程連結甚至與作業

或報告相關。 

然而，教授支持與否又會掀起一大串問題。教授是否會真心支持學科館員的

書目指引？他們能否欣賞相關概念？對學生利用圖書館的研究能力是否滿意？

是否知道學科館員可以與他們共同合作發展學生資訊素養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哪些因素會影響他們對書目指引課程的支持？是個人喜好、學生程度還是個人資

訊查找習慣？這些問題也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 

綜合上述所言，可以知道資訊素養能力與研究者（不論是碩博士生或教授）

在研究及教學方面是息息相關的，研究者不論是在研究或學術論文的撰寫上，在

在需要資訊素養相關能力以幫助其順利完成工作。因此，表 2-8 以 SCONUL 資

訊素養標準為基礎，臚列出與學科服務相關的課程及研究者撰寫論文需求上的對

照，可清楚看出目前圖書館在學科服務提供上與研究者需求之間可能的落差，圖

書館服務上比較集中在標準二、三、四及六，也就是偏向資訊工具、檢索策略、

資訊收集以及資訊管理方面，而在資訊需求（例如尋找論文題目或發現資訊缺口

方面）、資訊判讀評估以及如何發表論文或投稿方面的提供其實是比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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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與學科服務及研究者需求對照表 

學科服務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 研究者需求 

 標準一：資訊認知（Identify）  

N/A 能力細項 1. 能辨識個人缺乏之學科領域知識 V 

N/A 能力細項 2. 能找出研究主題及問題，並以簡單術

語定義之 

V 

N/A 能力細項 3. 可以闡述主題最新知識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4. 能辨別資訊需求及其範圍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5. 能運用背景資訊進一步檢索 V 

N/A 能力細項 6. 能對研究計畫負起應有責任 V 

N/A 能力細項 7. 能有效管理時間以完成研究計畫 V 

 標準二：資訊辨識（Scope）  

N/A 
能力細項 

1. 能覺知個人有未知資訊，以辨別資訊

落差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2. 理解各種所需的合適資源類型（如資

料、人、影帶或出版資訊）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3. 能辨識檢索工具，包括一般性和學術

性資源 

V 

書目管理軟體應用 能力細項 4. 能辨識不同的資料收集方法 V 

書目管理軟體應用 能力細項 5. 能辨識資訊的不同型式（如紙本、數

位及多媒體） 

V 

 
標準三：資訊策略（Plan）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1. 能用適當的語言界定檢索範圍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2. 能使用合適的關鍵字及概念來定義搜

尋策略，包括設立檢索限制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3. 能選擇最適當的搜尋工具（如人、搜

尋引擎、資料庫等）以及資料收集技

術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4. 辨識適當之控制詞彙與分類字詞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5. 辨識合宜之檢索技巧（如利用目次頁

及索引進行資料探勘）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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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6. 能辨識符合個人資訊需求之專業檢索

工具 

V 

 
標準四：資訊獲取（Gather）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1. 有效運用各種檢索工具與資源（如資

料庫、數位資源及圖書館） 

V 

圖書館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2. 因應不同印刷或數位資訊，建構合適

檢索方法（包括轉換搜尋策略、限制

搜尋及重組搜尋結果）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3. 可以檢索數位或紙本全文資訊，閱讀

並下載線上資訊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4. 能選擇合適的檢索工具收集新資料 V 

N/A 能力細項 5. 能持續更新資訊（如 email 及 RSS）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6. 經由網路、虛擬社群或 email 群組參

與學術社群 

V 

圖書館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7. 能透過線上或印刷方式尋求專家協助 V 

 
標準五：資訊評估（Evaluate）  

N/A 能力細項 
1. 能分辨不同資訊來源（如網頁、學

術、專業、交換及熱門期刊） 

V 

N/A 能力細項 2. 能用合適的標準來選擇符合個人研究

主題之資料 

V 

N/A 能力細項 3. 能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正確性、相

關性、偏見、權威性以及公信力 

V 

N/A 能力細項 4. 可以批判性閱讀、辨識重要觀點和論

述 

V 

N/A 能力細項 5. 可以評估所搜集資料之公信力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6. 能連結資訊與初始檢索策略 V 

N/A 能力細項 7. 能批判性評估個人與他人檢索結果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8. 使用引用指標作為評估方式（如引用

數量、期刊 impact factor 及 h-index） 

V 

N/A 能力細項 9. 能提供同儕審閱（peer review） V 

 
標準六：資訊管理（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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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管理軟體應用 能力細項 1. 利用書目管理軟體管理資訊 V 

書目管理軟體應用 能力細項 2. 以正確引文格式引用紙本及電子資源

文獻 

V 

書目管理軟體應用 能力細項 3. 產生格式化引用書目 V 

資訊素養與倫理 能力細項 4. 了解關於版權、智慧財產權以及盜版

剽竊的議題 

V 

資訊素養與倫理 能力細項 5. 了解建構學術誠信之標準 V 

N/A 能力細項 6. 了解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功能，

確保研究資料妥善保存及再利用 

V 

N/A 能力細項 7. 運用適當之資料管理軟體管理及保存

資料 

V 

資料庫利用指導 能力細項 8. 有需求時能有效取得資訊 V 

 
標準七：資訊應用（Present）  

N/A 能力細項 
1. 能使用資訊及資料來陳述原始的問

題 

V 

N/A 能力細項 2. 能以口語或書寫方式整合文獻及報告 V 

N/A 能力細項 3. 能合理地分析和詮釋資料 V 

N/A 能力細項 4. 整合新資訊於既有知識體系之中/可

分辨單元知識之差異及整體之關聯性 

V 

N/A 能力細項 5. 能整合和評價不同資源的各種複雜資

訊 

V 

N/A 

能力細項 

6. 以合適的書寫方式與格式，有效地與

他人溝通（如摘要、文獻回顧、科學

報告、期刊論文、海報、會議論文、

影音資訊及 web2.0） 

V 

N/A 能力細項 7. 有效地口語溝通（如研討會發表及專

題討論） 

V 

N/A 能力細項 8. 發表資訊時能選擇合適的出版品及傳

播方式 

V 

N/A 能力細項 9. 利用開放取用（open access）及傳統

的出版管道 

V 

N/A 能力細項 10. 透過個人社群網絡和數位科技，發展

個人檔案（如社群網站及部落格等） 

V 

資訊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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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瞭解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資訊素養現況、教授對碩博士生資訊素養能

力的看法以及兩者對學科服務的需求，同時對照目前學科服務提供情形作一探討。

並依據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發展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方法。本章分為三節依序

為：第一節研究架構，以研究架構圖呈現研究概念；第二節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說明研究對象以及取樣方式；第三節資料蒐集與分析，涵蓋資料蒐集方法、研究

工具、質性研究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呈現方式和信效度檢驗；以及第四節研究流

程，輔以流程圖說明研究實施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進行學科服務、資訊素養及學術研究者之

資訊行為等三部分之相關文獻分析。並以其文獻的理論及觀點，決定採用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的七個標準為基礎來進行研究訪談，欲探討之面向分為

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碩博士生撰寫研究論文之資訊素養行為。第二部分是教授學

術研究之資訊素養行為。第三部分是探討目前學科服務供給與需求的落差。本研

究綜合以上所述建立概念性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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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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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長期以來，關於資訊素養及學科服務的探討，不勝其數。然多以圖書館從業人員之

角度切入，甚少從單一學科使用者觀點及需求去進行深入討論。本研究經文獻分析之後，

發現SCONUL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十分適合用來作為對從事學術研究者關於資

訊素養行為之觀察及研究依據。因此構思以SCONUL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為基礎，

對研究者（碩博士生及教授）進行訪談，以探討數學領域學者之資訊素養現況及對資訊

素養教育之看法。期盼藉此找出學者之需求及學科服務之落差，以求未來圖書館能推出

更切合使用者期待之服務。 

本研究在研究對象方面，立意取樣6位碩士生、6位博士生以及6位教授。人口變項

包括年齡、學歷（碩士/博士）、學科（純數/應數）、以及身分（碩博士生/教授）等四

項。本研究採用結構式訪談，以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師生為對象，教授部分採用立意取

樣，以研究者熟識之純數學及應用數學領域教授各三位為對象。碩博士生部分一開始由

教授推薦，然後採用滾雪球策略，請受訪者推薦其他研究對象，經詢問其受訪意願後，

選擇較能提供豐富資訊內容的研究對象進行訪談。本研究之數學領域係一基礎科學，主

要分為代數、幾何及分析三大領域，近年由於應用數學興起，研究人員致力於發展將數

學理論或統計方法應用於物理、工程、生物及醫學等各領域的方法，也因此產生許多跨

領域研究。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數學研究推動中心（2005年）之年度報告，數學

之研究具備六個發展方向 

（一） 代數與數論的研究與應用。 

（二） 幾何與拓樸的研究。 

（三） 線性與非線性分析的研究與應用。 

（四） 離散與計數方法的研究。 

（五） 隨機理論與應用。 

（六） 科學計算與其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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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了參考上述報告，為了瞭解研究對象之學科領域，亦參考美國數學會對數

學學門之分類（美國數學會，2010）。該表依先後順序，將數學領域分為代數、分析、

幾何、統計及物理數學五大部分，其中代數、分析及幾何屬於純數學部分，而統計及物

理數學則可歸類於應用數學方面。由上可知，數學領域不僅是一門基礎科學，亦是一跨

領域的應用科學。也因此本研究在選擇研究對象上，採取純數學及應用數學混和政策，

以避免因同質性過高而產生資訊飽和問題。 

第三節 資料搜集與分析 

本研究利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進行資料搜集，以下分別就資料搜集方法、研究

工具、資料分析與處理、資料呈現，以及信效度檢驗做詳細說明。 

一、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依據SCONUL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並

考量學者在進行研究計畫或論文寫作之資訊行為過程，訂出七大部分（圖3-2），

也就是1.決定研究題目 2.選擇資訊工具 3.選擇檢索策略 4.收集資訊 5.評估資

訊 6.管理資訊以及 7.資訊應用等。並將之納入訪談之中，據以列出訪談大綱（附

錄一）。此七大部分之採行係對應SCONUL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之部分細

項（表2-4），例如1.決定研究題目係對應SCONUL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能

力細項2.能找出研究主題及問題。2.選擇資訊工具則是對應標準二之能力細項3

能辨識檢索工具。3.選擇檢索策略則是對應到標準三資訊策略之能力細項2、3及

6，其餘項目以此類推。訪談內容則是依據SCONUL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

七大部分之能力細項，挑選與學者在進行研究計畫或論文寫作之資訊行為過程較

為相關且具體的事項作為訪談問題。例如在4.收集資訊部分係採用標準四資訊獲

取中能力細項5能持續更新資訊以及能力細項6經由網路、虛擬社群參與學術社群

做為訪談問題。此重點是透過審視資訊素養指標的過程，探討研究過程可能經歷

的各種困難及挑戰，從決定研究題目、選擇資訊工具及檢索策略，收集資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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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資訊、管理資訊到應用資訊，是所有研究之路必經的過程。質性研究特別適合

於探討資訊尋求行為，能幫助研究者接觸受訪者，故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之訪談

法來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 

 

圖 3-2 研究計畫或論文寫作過程 SCONUL 資訊素養標準之應用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透過訪談、觀察及紀錄了解受訪者之經驗。因研究者本身於數學領域

專門圖書館工作多年，具相關背景及經驗。因此選擇數學領域相關之碩博士生和

教授為主要研究對象。 

 在研擬訪談大綱之前，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先進行文獻分析，列

出碩博士生撰寫研究論文之資訊素養行為與教授學術研究之資訊素養行為兩個

研究構面（表3-1）。資訊素養行為主要參考SCONUL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

準。除訪談大綱外，另有設計訪談問題細項和訪談邀請函，請參見附錄二及附錄

決定研
究題目 

選擇檢
索工具 

訂定檢
索策略 

資訊 

收集 

資訊 

評估 

資訊 

管理 

資訊 

應用 

研究計畫或論文寫作過程
SCONUL資訊素養標準 

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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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大綱共計13題，另佐以半結構式訪談技巧，使受訪者能有充分表達意見

之空間。每次訪談時，依照受訪者回答情形與研究者後續發現，適度調整問題，

以期獲得受訪者最完整及深入的意見及看法。 

三、 資料分析與處理 

 本研究針對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共18位，進行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研

究內容係以研究人員的立場來記錄主觀的看法，同時為了受訪者的個人隱私，對

於訪談內容均以個案編號來代表。 

 訪談結束後，將訪談內容錄音檔轉為逐字稿資料，逐一瀏覽、檢視並依照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整理。資訊素養行為部分，初步依一級代碼將逐字稿資

料區分為1.碩博士生資訊素養行為 2.教授資訊素養行為兩大構面。再來則是依二

級代碼分為1.決定研究題目 2.選擇資訊工具 3.選擇檢索策略 4.收集資訊 5評估

資訊 6.管理資訊以及7.資訊應用等七大部份。各部分之次小題亦給予編碼，並將

受訪者闡述之重點做標籤，以便將相同概念之標籤進行歸類。各級代碼內容如圖

3-3資訊素養行為編碼架構圖。 

 

 

 

 

 

 

 

 

圖 3-3 資訊素養行為編碼架構圖 

 

 

 

 

 

一級代碼 

二級代碼 

三級代碼 

碩士生資訊素養行為、博士生資訊素養行為、教授資訊素養行為 

 

決定研究題目、選擇資訊工具、選擇檢索策略、收集資訊、評

估資訊 、管理資訊、資訊應用、圖書館利用情形 

各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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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構面和研究問題分析表 

   研究構面 研究問題 訪談問題 參考來源 

碩博士生資訊 

素養 

一、數學領域碩博士生

之資訊素養情況如

何？包括決定研究題

目、選擇資訊工具、選

擇檢索策略、收集資

訊、評估資訊、管理資

訊、資訊應用等七大資

訊素養面向程度如

何？利用哪些圖書館

資源？ 

1. 請問您的碩士/博士/計畫研究

主題是什麼？ 

2. 請問您如何找到您的論文主題

的？ 

3. 請問您如何開始著手找資料？ 

4. 如何取得資料？ 

5. 如何判斷資料的品質？正確性

或權威性？ 

6. 如何管理資料？ 

7. 如何使用資料？ 

8. 請問您的資訊來源有哪些？

（例：同儕或老師、網路資源

或圖書館等） 

9. 請您談談會議的參與經驗以及

對研究的幫助？ 

10. 請您談談有哪些圖書館利用經

驗？ 

SCONUL高

等教育資訊

素養標準 

教授資訊素養 二、數學領域教授之資

訊素養情況如何？包

括決定研究題目、選擇

資訊工具、選擇檢索策

略、收集資訊、評估資

訊、管理資訊、資訊應

用等七大資訊素養面

向行為如何？利用哪

些圖書館資源？ 

1. 請問您的研究主題是什麼？ 

2. 請問您如何找到您的論文主題

的？ 

3. 請問您如何開始著手找資料？ 

4. 如何取得資料？ 

5. 如何判斷資料的品質？正確性

或權威性？ 

6. 如何管理資料？ 

7. 如何使用資料？ 

8. 請問您的資訊來源有哪些？

（例：同儕或老師、網路資源

或圖書館等） 

9. 請您談談會議的參與經驗以及

對研究的幫助？ 

10. 請您談談有哪些圖書館利用經

驗？ 

SCONUL高

等教育資訊

素養標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70 

 

四、 資料呈現 

 研究者撰寫後續分析內容時，將引用受訪者部份訪談逐字稿內容資料以資佐

證，並於摘述之末給予類似（H：17-19）的譯碼方式，其中「H」代表受訪者編

號，而「17-19」代表行數。引用之訪談內容將置於引號之內，並用左右縮格、

不同字型方式以有別於本文，另以「畫底線」與「粗體」來標示本研究之重點。

節錄引用資料之範例如下： 

 「我查資料的時候習慣把找到的全文pdf給下載下來，因為這樣就不用在電腦上面 

     去看，那樣很傷眼睛，而且下載到dropbox很方便。」（A：148-150） 

五、 信度與效度 

1. 內容效度 

本訪談之內容效度是為同儕審查方式，請兩位學者專家針對研究者所擬之訪

談問題，檢驗是否能測量資訊素養的所有面向，提供增刪或修改建議。 

2. 內容信度 

為提升研究的外在信度，本研究詳細記載訪談時間、地點、過程，並保留編

碼資料以供查核，訪談時以訪談大綱為依據。而內在信度方面，將訪談過程

以錄音方式全程紀錄，並繕打逐字稿以免疏漏，資料分析時盡可能直接引用

受訪者的訪談內容，以提供內在信度。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及結構性訪談法進行調查研究，各研究步驟說明如下： 

一、 擬定研究計畫：在工作上從事學科服務方面的疑問，進而產生研究動機，

接著提出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確立研究計畫主軸。 

二、 搜集、整理與分析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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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相關資料進行文獻分析，了解學科服務的意義與服務模式、資訊素養

教育的發展趨勢、資訊素養能力標準，以及碩博士生和教授的需求作為論

文撰寫的主要架構及訪談大綱的依據。 

三、 確定研究方向與對象：依據文獻分析了解相關主題之研究趨勢，設計本研

究之研究方向以及設定研究對象及抽樣範圍。 

四、 擬訂訪談大綱：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設計訪談大綱初稿。依據文 

獻分析結果，編列訪談大綱及訪談問題細項，訪談問題細項分為碩博士生

及教授兩部分（詳見附錄一及附錄二）。 

五、 問卷前置研究 

前置研究的目的是在了解訪談中各題項的措詞是否正確、清晰，研究者依

據文獻分析結果，配合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設計訪談項目，先請二位圖資

界教授進行專家審查，再以立意抽樣的方式分別邀請一位數學系碩博士生

及一位數學系教授進行前置研究，訪談結束後，依據受訪者對於問卷設計

的疑慮及改善意見予以修正。 

六、 正式訪談：確定受訪者後，事先蒐集其背景資料，包括學科領域、職稱、

期刊發表情況等資訊，以利訪談進行。先以email寄發邀請函（附錄四）、

訪談說明與訪談大綱予訪談對象，再輔以電話聯繫回覆意願者，最後共有?

位碩博士生及教授接受訪談。訪談以面對面方式進行，訪談時間約為30-60

分鐘不等。訪談對話主要依據訪談大綱，但也會視受訪者的回答調整問題

的先後順序，以及彈性運用訪談大綱的問題，並利用一些「式例」或「清

單」補充說明或提醒受訪者，以得到正確及豐富的訪談內容。 

七、 整理訪談稿 

八、 撰寫論文 

依據問卷分析結果，歸納結論並提出未來發展與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請參見圖 3-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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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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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針對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資訊素養的訪談結果進行分析，並做進一

步的歸納整理，茲將分析結果以五節進行陳述。第一節為受訪者人口資料分析；

第二節為數學領域碩博士生之資訊素養行為，以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

力標準評估碩博士生在七大面向的資訊素養情形；第三節為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

以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評估教授在七大面向的資訊素養情形；

第四節則說明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學科服務之可能需求；第五節進行研究結

果之綜合討論。 

第一節 受訪者人口資料分析 

本研究依據研究特性、取樣條件，針對碩博士生及教授資訊素養行為進行探

討，將研究對象依照碩士/博士/教授的分層，各抽取 6 位樣本，研究對象資料如

表 4-1 所示。因訪談問題涵蓋論文寫作方面，研究生部分因此採取立意取樣並加

上滾雪球方式，尋求已開始進行論文研究之受訪者為主。受訪者編號 M1 至 M6

為 6 名碩士碩博士生，以二年級生為主，大都正值論文撰寫階段。編號 D1 至

D6 為 6 名博士碩博士生，年級上頗為平均，二、三、四、六年級均有，其中半

數已屆論文撰寫完成階段。編號 P1 至 P6 則為 6 名教授，其中半數正值中壯年

論文生產力旺盛時期，另外半數則屬資深且學術經驗豐富的學者。大多數受訪者

非常熱忱，均能侃侃而談，讓此次訪談獲得豐富的資料並達到深度訪談成效。 

本研究取樣對象以數學領域之碩博士生及教授為主，因數學領域又可區分為

純數學及應用數學兩大部份，為使研究結果達到客觀公允，因此在抽樣時，採取

純數學及應用數學人數各半原則，期能看到數學領域多樣且多元的資訊素養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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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對象資料一覽表 

 

受訪者 
編號 

身分別 年級 研究領域  訪談時間 
 （分鐘 ） 

轉錄稿
行數 

M1 碩士 二年級 純數（交換代數） 40 122 

M2 碩士 四年級 純數（李代數） 30  166 

M3 碩士 二年級 純數（代數幾何） 30 206 

M4 碩士 二年級 應數（工程數學） 74 189 

M5 碩士 二年級 應數（高效能計算） 25 156 

M6 碩士 二年級 應數（測量） 19 229 

D1 博士 二年級 純數（數論） 26 115 

D2 博士 二年級 純數（偏微分方程） 46 372 

D3 博士 六年級 純數（代數數論） 51 191 

D4 博士 三年級 應數（統計） 47 187 

D5 博士 四年級 應數（統計） 27 140 

D6 博士 六年級 應數（離散數學） 41 128 

P1 教授  純數（代數） 48 165 

P2 教授  純數（數論） 20 59 

P3 教授  純數（微分幾何） 25 128 

P4 教授  應數（圖論） 59 248 

P5 教授  應數（計算數學、 

科學計算數值、 

偏微分方程） 

74 234 

P6 教授  應數（高效能計算） 40 2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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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 

本節就 SCONUL 架構之七大資訊素養面向進行分析，將數學領域碩博士生

及教師之資訊素養行為，分為資訊認知、資訊辨識、資訊策略、資訊獲取、資訊

評估、資訊管理以及資訊應用等七大部份。探討碩博士生及教授面臨的各種困難

及挑戰，包括如何決定研究題目、選擇資訊工具及檢索策略，收集資訊、評估資

訊、管理資訊到應用資訊的過程。這是一段不斷循環的資訊素養培養過程，如圖

4-1 所示。以下分別說明。 

一、 資訊認知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尋找可探討的論文主題方向是著手論文研究的第一步。大

部分由指導教授引領學生研究方向，探討未來可能發展。受訪的碩博士生多能掌

握論文研究中所需的資源管道和領域文獻知識，並在資訊檢索過程能考量資訊獲

取的效率。除了線上數學文獻資料庫、搜尋引擎、圖書館等途徑之外，教授更視

人脈管道為取得資訊的重要方式。以下分別以碩士、博士生及教授三部分探討其

尋找論文主題方向的相關方式。 

碩士生部分 

碩士生由大學進入研究所階段，大多數人一開始並不知道如何進行學術性研

究，通常會有一段摸索期。經由此次訪談得知，大多數人是透過教授指引了解論

文研究方向，可見指導教授在尋找論文主題方向上扮演極關鍵角色，另外亦有因

個人興趣而選擇指導教授者，並朝自己興趣方向發展。以下分別就此兩種類型加

以說明。 

1、 透過教授指引了解論文研究方向 

這包括教授給予研究方向、經由教授口袋名單選擇研究方向或是教授關心的

議題。以下摘錄受訪者 M1、M5 及 M6 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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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本身有做過，他就是給一個方向這樣子。」（M1：4）  

「我那時候沒有很了解有什麼可以做，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從老師的口袋名單裡面選

這樣子。」（M5：8-9） 

「我的研究方向是，就是老師有開個通識，然後他就是關於古代天文，用幾何方法

測量古代天文，就是怎麼用簡單的數學就是用幾何的方法去測量一些幾何的數據，

然後我就是等於是從裡面的一個部份來做延伸。」（M6：11-13） 

2、 朝自己的興趣方向發展 

受訪者 M3 表示由於個人興趣因素選擇指導教授，並藉由指導教授的進一步

指引了解可進行的論文方向。另外受訪者 M4 則是因緣巧合發現到個人興趣及可

發展方向。以下摘錄受訪者 M3 及 M4 的說法： 

「對於代數幾何是有興趣才找現在的 advisor，再來接觸之後發現我對 minimal 

program 是有興趣的。」（M3：17-18） 

「這個領域基本上之前完全沒有接觸過，算是比較偏工程方面的數學問題。剛好是

在外面書店翻到然後裡面有很多跟數學相關的工程問題，然後上網查資料，找了一

下發現有一個這方面滿有名的老師，然後翻了一下發現剛好是台大的兼任老師，就

這麼剛好。」（M4：6-9） 

博士生部分 

博士生多經過碩士階段，具有撰寫碩士論文的經驗，因此在找尋論文研究方

向上可能受到碩士論文經驗的影響。論文題目可能是碩士論文的延伸，或受到教

授指引從事教授關心議題的研究，另外也可能來自參加研討會或聽同學報告所獲

得的靈感。以下分別說明。 

1、 論文題目是碩士論文的延伸 

受訪者 D5 表示博士論文是改善及擴充碩士論文裡的模型，基本上是碩士論

文的延伸。以下摘錄受訪者 D5 的說法： 

「現在博士論文其實是作碩士論文的延伸，當初做碩士論文的時候，我老闆先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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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篇 paper，他在一個期刊上面看到一篇 paper，對那個模型有點興趣，然後從那

篇開始，然後我們認為可以作比他更 general 一點，然後也可以提出一個好一點的方

法，就從那一點出發做到現在這個模型。」（D5：14-17） 

2、 論文題目為指導教授關心的議題 

 受訪者 D2 提及他的論文題目基本上是教授一直很關心想解決的問題。基本

上也是教授研究計畫的一部分，經由學生在平日的 meeting會找尋相關文章加以

報告，由指導教授控制研究的難易度跟可能的方向。 

「老師會就他關心的問題，或其他參考的文獻他有用到一些方法什麼的，他會交代

大家一起唸然後討論，然後老師在聽我們報告的過程中可能會覺得有一些有趣的現

象或者是那些證明有點不詳盡的地方，然後他會嘗試找一些新的問題或可以改進的

地方…那老師他很希望就是目前沒有人研究二維以上有類似的問題，那他想辦法看

一些可能的辦法解出來，目前的問題是這樣啦，就是老師他想了很久的問題，最近

在看有沒有什麼突破啦！」（D2：24-34） 

3、 參加研討會或聽同學報告獲致靈感 

    受訪者 D2 表示論文研究方向除了受老師指引之外還加上參加研討會、同學

報告以及自己上網查資料的影響。 

「大概是老師推薦的題目還有另外參加研討會或聽其他同學報告或自己上網查，有

在 follow 幾個 paper 有沒有最新的文章是有趣的，三種都有。」（D6：20-22） 

教授部分 

 受訪教授研究題目的來源管道比起學生多很多，約有博士論文的延伸、習

慣的研究領域、待解決的問題、朋友聊天合作、來自學生的靈感以及個人興趣等。

以下分別說明。 

1、 研究題目是博士論文的延伸 

    兩位受訪者 P1 及 P5 均表示其研究題目大多延續博士論文的研究，其中 P5

採取的做法是是利用博士論文的方法論做進一步的應用。以下摘錄受訪者 P1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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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二人的說法： 

「一般題目的找法都是早期念博士時候老師的題目繼續延伸下來開拓。」（P1：4） 

「你可以用方法找問題或問題找方法，那我的情況約略來說是從方法找問題，就是

從博士論文裡面所衍生出來的方法論，自然就問說這一類的方法論到底在什麼樣的

問題裡面適用，那麼這樣的話其實是比較自然的方向，那麼你說有方法什麼樣問題

可以解，那問題的種類當然要是自己有興趣的問題。」（P5：7-10） 

2、 教授通常有自己習慣的研究領域 

 很多教授長期專注在某些議題，有固定的研究領域。以下摘錄受訪者 P2 的

說法： 

「已經習慣有一些研究的領域，你走到一個程度再來就會問說有甚麼相關的，還可

以再做甚麼。 很多問題是這樣出來的，那有一些當然是看人家的作品啦！覺得他有

一些新的 idea，我也可以拿來用，作一些改進。大部分都是這種。不然就是去聽人

家演講，有些是自己想的，有些是從外界的刺激。那有時候是朋友來問，然後跟別

人合作。這個你會不會做差不多是這樣，來源是這樣。」（P2：2-7） 

3、 依據論文結論裡尚待解決的問題作為研究題目 

 受訪者P3提及會依據論文結論裡尚待解決的問題做為自己的研究題目的參

考。以下摘錄受訪者 P3 的說法： 

「通常前人寫一篇論文的話，他一定說本論文得到什麼樣結果，可是尚待解決的還

有什麼問題，如果我講的成立的話，那麼下一步還可以做甚麼，可是這我暫時想不

出來，他會留一個伏筆…一般如果不是最頂尖的，都是根據人家做一部分，可是還

想繼續完成可是未完成這樣。」（P3：2-6） 

4、 同儕溝通獲致靈感並進一步合作 

    除了以上所說由博士論文加以延伸或其他之外，受訪者 P4 表示教授之間也

常互相聊天、互通訊息甚至進一步合作研究。 

「通常我們一開始從我們的博士論文去延伸，大概剛畢業的人比較多這樣，那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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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可能就是我們可能去參加會議，聽到別人在做甚麼覺得很有趣啊，然後就去看看

能不能做，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然後說 XXX 我在做甚麼，你有沒有興趣，可能會去

看看，如果有可能，說不定還會跟他合作，所以通常就是去聽聽看人家在做甚麼研

討會，有的時候反正就是朋友聊聊天。」（P4：3-6） 

5、 由學生處得到研究靈感 

 除了指導學生，有時候指導教授也會從學生提供的資料中獲得研究靈感，

可謂教學相長。 

「我們當指導教授的，有時候就會說就有學生來，他要做甚麼東西，有時候我會給

他題目說，我現在在做甚麼你要不要做做看，那有些時候我看這學生還滿聰明的，

就說那你自己去找找看，你有沒有想做的，有些時候有些學生可以找到很不錯的東

西，我就叫他說那你說給我聽聽，看能不能做甚麼，所以從學生那邊學來的也是有

可能。」（P4：6-10） 

6、 朝向個人興趣的自發性研究 

受訪者 P6提及會受到當代重要主題潮流的影響或是個人興趣自發性的驅動

而進行研究。以下摘錄受訪者 P6 的說法： 

「有的時候就是可能當代有一些現在比較重要的主題，有的時候是覺得對某些題目

自己很有興趣，都有可能；第二個就是有點自發性，就是很想知道為甚麼怎樣做得

更好。」（P6：4-6） 

二、 資訊辨識及資訊策略 

 依據 SCONUL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資訊辨識包括 1. 能覺知個人有未

知資訊，以辨別資訊落差 2. 理解各種所需的合適資源類型（如資料、人、影帶

或出版資訊）3. 能辨識檢索工具，包括一般性和學術性資源 4. 能辨識不同的資

料收集方法以及 5. 能辨識資訊的不同型式（如紙本、數位及多媒體）。資訊策

略則包括 1. 能用適當的語言界定檢索範圍 2. 能使用合適的關鍵字及概念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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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搜尋策略，包括設立檢索限制 3. 能選擇最適當的搜尋工具（如人、搜尋引擎、

資料庫等）以及資料收集技術 4. 辨識適當之控制詞彙與分類字詞 5. 辨識合宜

之檢索技巧（如利用目次頁及索引進行資料探勘）6. 能辨識符合個人資訊需求

之專業檢索工具。兩者簡單來說，即包括辨識及應用各種不同的檢索工具、來源

以及技巧等。本文僅重點式臚列包括碩博士生以及教授在查詢工具的使用以及檢

索技巧兩方面的訪談結果。以下分別說明。 

(一) 如何使用查詢工具 

    依據訪談結果發現，數學領域最常使用的查詢工具共有七種，分別為（1）

使用搜尋引擎 Google/Google Scholar （2）利用圖書館網站 （3）進 ArXiv 網站 

（4） 使用 MathScinet 數學資料庫 （5）利用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查詢功能（6）

直接進期刊網站以及（7）第一手資訊來自人。前面六種在碩博士生各有其擁護

者，大致上碩士生偏好 Google 搜尋引擎，博士生則喜歡 ArXiv、Mathscinet 或直

接進期刊網站觀看。較令人驚訝的是教授群中大多數傾向推崇第七種，也就是直

接詢問領域中的同儕或研究者，原因在於期刊論文出版的遲緩，遠不如口耳相傳

的速度。以下分別說明。 

碩士生部分 

1、 偏好使用搜尋引擎 Google 

利用 Google 搜尋引擎是最普遍的查詢方式。碩博士生一般來說多會採用此

為搜尋資料的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利用圖書館查詢圖書。 

「主要是用 Google ，在上你課（圖書館利用指導課程）之前我還不知道 Google 

scholar。然後再來就是圖書館嘛，圖書館當然我就會去找，就書目來看的話找相關

的，然後就到圖書館裏面就找到那一區嘛！」（M1：26-28） 

2、 利用圖書館網站 

 受訪者 M2 提及會依據 reference 到圖書館找紙本書。以下摘錄受訪者 M2

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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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如果是書的話就看後面 reference，一個一個去翻，或直接到圖書館翻翻出

來，看適不適合，像以前學李代數的時候會直接去書架的那一區，然後看長相比較

親和的拿出來這樣翻。」（M2：35-37） 

3、 利用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的查詢功能 

 受訪者 M5 提及曾購買一個書目管理軟體 Papers，該軟體可選擇包括 SCI、

MathScinet、ArXiv 及 IEEE 的整合查詢，加上書目管理功能，十分便利。 

「有用一個軟體 Papers，他基本上很多 library 都有附，那我們就是直接購。…SCI、

Mathscinet、ArXiv，其實滿多的，IEEE 也有。我們自己出錢，用學生價買了之後

就自己學，碩士班滿多都自己摸。」（M5：52-55） 

博士生部分 

1、 使用 Google Scholar 

    利用 Google 搜尋引擎是最普遍的查詢方式。一般來說多會採用此為搜尋資

料的第一步，博士生較碩士生更進一步會使用 Google Scholar。以下摘錄受訪者

D5 的說法： 

「通常用 Google scholar，查書才會用台大圖書館，因為 Google 可以查得很快而且

通常可以查到很新的，底下的 citation 很完整，更新得很快。」（D5：34-35） 

2、 利用 ArXiv 網站 

 受訪者 D2 很推崇 ArXiv 的新穎性，主要是理工研究者會將研究的初步結果

先上傳到 ArXiv，比一般期刊的出版快許多。受訪者 D2 甚至會每天早上當看新

聞報紙來看。以下摘錄受訪者 D2 的說法： 

「我每天都會看 ArXiv 的文章…每天早上就會當看新聞報紙，就是先進去然後找自

己的領域。」（D2：49-51） 

「他（ArXiv）有分領域，然後我就是到偏微分方程跟動態系統然後進去看一下這幾

天有什麼新的文章，然後如果有遇到像是我認識的作者，或者是有跟我類似的題目，

那我會先下載下來看做了什麼樣的東西。」（D2：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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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ArXiv 的話就是除非有一些人還在投稿或審核階段，他會先上傳到 ArXiv 上，

也或者有些人是把這個問題的初步結果放上去，跟大家講說我最近在做這個問題，

如果有問題就直接來討論，要不然的話就是不要跟他搶題目的意思啦！」（D2：

253-256） 

3、 使用 MathScinet 數學資料庫 

 MathScinet 為美國數學會出版數學領域的期刊文獻資料庫。是數學領域學

者熟悉的資源，一般收錄已出版的期刊論文。以下摘錄受訪者 D2 與 D3 的說法： 

「我是比較常用 MathScinet，因為他找到的東西通常就是論文本身，就是論文下載

的地方…那 Google 找到的東西可能是其他的文章也有引用這些東西，所以會連結很

多會混在一起。」（D2：61-65） 

「（找到的機率）大部分是 MathScinet，因為他都已經是 publish 了，ArXiv 是他已

經做完，把它放上去，但還沒 publish。」（D3：28-29） 

4、 直接進期刊網站搜尋 

受訪者 D6 表示會固定進期刊網站去看。 

「有幾個固定看的期刊，可以挑一些新的文章，直接進期刊網站去看。」（D6：29） 

教授部分 

    教授普遍認為第一手資訊來自人，十分重視同儕的溝通。除了上述碩博士生

常用的搜尋方式之外，教授部分受訪者 P2、P3、P4 及 P6 均表示問人的重要性

遠高於查詢 paper，因為最新的資料可能還在某人的腦子裡還沒發表出來，甚至

距離發表還有好幾年，若能從該人口中得知，甚至進一步合作就能獲得先機。這

是教授們最推崇的找資料方式。以下摘錄受訪者 P2、P3、P4 與 P6 的說法： 

「有時候最快當然是問人，問那個結果是怎樣，知道有一個定理，有甚麼條件可以

做到怎樣，如果問一個比較熟的會跟你講，你去看哪裡，那個是最快的，不然要自

己去找那個結果，看有沒有人講到這個事情。」（P2：22-24） 

「其實最快就是人家已經知道一部分了，可是他也沒講，他只跟他熟識的人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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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也 Google 不到，他不寫出來你哪有資料，他是等於他們幾個私下秘密一樣，

他跟你講話還告訴你不要告訴 B，不認識他就 goo 不到了。」（P3：14-17） 

「查資料很重要，當然其實最直接的是跟朋友討論，從朋友那邊得到的是第一手，

因為如果你去查 paper 好了，那 paper 從發表出來，說不定都已經很多很多年了，

有一次我們看到 journal 上面的 paper，然後寫信去問那個人，那個人說我已經很久

不做這個了。當然最正式的就去從圖書館從資料庫去找，那是比較一般，對我們來

講最快最有用的就是問朋友，就是我剛講的我在跟朋友討論，他說他在做甚麼，我

就問說那你們做了什麼，有一些甚至他還在腦子裡想的，我們已經先聽到了這樣才

有機會搶在前面。」（P4：12-18） 

「所以有一些人不太願意講，有一些比較好的朋友他就會跟我們分享，甚至還會說

要不要一起來做，因為有些人會搶人家的東西，或者是說有些時候再弄一些東西不

太曉得就會去問知道的人，通常問專家是會得到最新的結果。（P4：20-23） 

「我最近比較有一種感覺就是跟人家交談很重要，就是說尤其是跟一些比較

advanced 的人交談是非常的重要，因為他有時候就是這樣講一些話，很快就可以知

道有一些事情是正在發生的事、未來會怎麼樣。以前當然就是透過 paper，那我後來

發現跟人家交談是非常重要。」（P6：25-29） 

「conference 或是各式各樣場合都有可能，有時候就是剛好碰到同領域，或甚至不

同領域都有可能，那我的感覺是就是每個人的方式型態不大一樣，那我自己是覺得

說如果你談，像我後來有一大部分研究跟一位統計老師合作，當初只是因為我們辦

公室在對面而已，那就是聊一聊，就也沒有特別要怎麼樣，就聊到說我關心的一些

問題，他後來聊一聊就發現有一些有趣的事情。」（P6：31-35） 

受訪者 P4 亦提到會利用圖書館網站提供的電子資源，顯示圖書館仍有其重

要性。 

「已經比較少進到圖書館看硬體的（紙本），除非那個東西是很舊的，在電子資料

庫裡面都找不到的…現在有電子圖書館，我們常常就從學校的這個網站上 SCI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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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ournal 或其他的去看，這是學校對我們很幫忙的地方。」（P4：28-33） 

    教授 P3 提到會利用 ArXiv 網站，教授 P4 亦提到利用 MathScinet。 

「ArXiv 就是比較新，還沒發表就先放 ArXiv…到期刊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看到了，

因為你從 Archiv 到期刊差不多要等一年，有的還不只，三五年都有。」（P3：33-35） 

「對數學的人來講，還有 AMS 美國數學會，他們有很多資料可以查。AMS 的網站那個我

也常去看看…MathScinet 就是 AMS 的。」（P4：38-41） 

(二) 如何檢索資料（用關鍵字、篇名或作者查詢） 

 關於碩博士生及教授如何檢索資料，究係使用關鍵字、篇名或作者查詢，以

及中間的差異，何種情況下的選擇。經由訪談得知碩博士生屬研究初期，對領域

熟悉度不夠，因此較少使用作者查詢，多使用關鍵字，頂多加上篇名（若知道）。

而教授特別是資深教授，因對相關研究領域已耳熟能詳，因此較可能使用作者查

詢。以下加以說明。 

碩士生及博士生部分 

    碩博士生多使用關鍵字查詢，較少使用作者。受訪者 M4 與 D4 表示主要用

關鍵字查詢，有時會用篇名，比較少針對某作者去查詢他的相關作品。但受訪者

D6 提到會像粉絲一樣去查詢某作者文章。以下摘錄多位受訪者的說法： 

「對，主要就是用關鍵字，要不然就是如果知道篇名的話就直接整個篇名下去找。」

（M4：47-48） 

「直接打關鍵字…作者也是關鍵字的其中一種，如果知道的話也會去查。」（D4：

29-31） 

「直接打原本的名字，就是把整篇的名字打上去。」（M3：61） 

「有時候會（用作者）。比如說我們找到 key paper 之後有再針對這作者再找相關論

文…但是初期的時候不太會，因為通常找作者的時候都是已經知道要針對某個領域。」

（M5：74-76） 

「比較少（用作者），比較有名的學者跨領域很多，我通常要找專門領域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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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通常會用那個主題關鍵字去找，比較不會找作者的文章。」（D5：43-44） 

「有時讀某些文章會覺得這作者很厲害就會像粉絲一樣去 follow 他的文章就會查他

的名字這樣。」（D6：45-46） 

教授部分 

    教授由於對領域作者的熟悉度高，較會使用作者進行查詢。教授 P1、P2 與

P5 表示基本上是清楚該作者為領域研究者而去進行查詢。以下摘錄受訪者 P1、

P2 與 P5 的說法： 

「大部分知道誰的文章，知道他的名字。有時候知道 title 而已，就打一打去查。有

時候也會找不到，有時候會問其他老師，有老師自己建的資料庫會寄給我。」（P1：

115-117） 

「大部分用關鍵字查。作者是第二步，就是已經知道這個在誰的 paper 裡有，或人家

跟你說某人已經做過這個了，就會去查用作者。」（P2：26；28-29） 

「你會知道做相關問題的人有哪些，知道作相關問題的人有哪些，基本上哪一群人

在作甚麼事情，你作的問題誰有作過 group，其實你約略知道。」（P5：65-66） 

「有時候你知道這個人、這群人跟你做得很像，那你就要問了他們究竟做了甚麼事，

就是 web of knowkedge 裡面去看他做了甚麼事。」（P5：68-69） 

(三) 老師會指導學生如何查詢? 

這部份我們詢問教授關於學生查詢資料的能力以及他們是否會加以指導。主

要得到三種狀況。第一種是不會特別指導，第二種是會稍微 demo（有特定資料

庫），第三種是覺得要幫學生找好資料，學生不會自己動手去查資料。以下分別

說明。 

1、 通常不會特別教導學生查詢資料 

受訪者 M3 表示一般老師並不會特別教他們如何查詢資料，基本上用 Google

就可以找到大部分資料，所以也不需要教。 

「都是我們自己去查的，老師最多說你可以去參考哪個作者幾年的 paper…但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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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的狀況是 Google 還是可以解決我的問題。」（M3：103-104） 

2、 有時會稍微 demo 

教授 P4 表示，除了 Google 以外，會特別指引學生去使用 Mathscinet、SCI

資料庫以及電子期刊。以下摘錄受訪者 P4 的說法： 

「一開始來找我的學生，我通常會跟他講幾件事情：第一個你要學會 LaTex，第二個

你要學會搜尋資料的工具；比方說，我們圖書館有 SCI 啦、圖書館有 e-journal 啦，你

可以去 Google 去 MathScinet。他不會，有時候我會稍微 demo 一下給他看，或者叫他

去問學長。那另外有一個就會跟他講說，跟我們領域比較有關的雜誌有那些，你可以

常常去看。」（P4：85-89） 

3、 學生習慣由教授直接提供資料 

受訪者 P5 表示台灣學生自學習慣很差，通常沒有查資料的習慣。受訪者 P6

表示有些學生你給他甚麼 paper 他就讀甚麼 paper，那大概就是從最積極到最消

極都有。以下摘錄受訪者 P5 與 P6 的說法： 

「台灣學生的習慣是你要給他餵飽飽。」（P5：191） 

「翻轉教學要有一些先決條件，先決條件之一是老師對於他所教的東西很清楚；第

二個，學生對於想學這個東西的動機很強，不然通常不會成功。」（P5：193-194） 

「這學期教學評鑑，你給我這麼多東西沒有整理好來很難找…學 Mathlab 要自學，

no。」（P5：196-198） 

「另外一種是你給他什麼 paper 他就讀什麼 paper，那大概就是從最積極到最消極都

有。」（P6：194-195） 

三、 資訊獲取 

  在資訊獲取方面，僅就兩方面 1.是否持續更新領域新知以及 2.是否參加學

術社群/專業網站進行訪問，並獲得以下結果。 

(一)  是否持續更新領域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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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的獲取方面，由是否有持續更新領域新知也能看出碩士生、博士生與

教授的差別。碩士生普遍較不關心領域新知，博士生好一點，教授方面，純數部

分有老師表示領域並不追求最新競爭，因此對最新發展並無迫切需求。而應數領

域教授方面，有的表示重視新知也會訂閱期刊的新知通訊，但也有表示因要做的

事太多了，不需要過多資訊。以下摘錄多位受訪者的說法： 

碩士生部分 

    受訪者表示對新知大多有理解上的困難。有的則因研究性質關係毋須太新的

資訊，另外亦有依賴 advisor 提供資訊者。 

「最新的東西我也看不太懂。」（M2：85） 

「通常都沒有在弄那些（訂閱新知通訊） 。」（M4：138） 

「目前還好…我們的這個內容是比較偏以前的研究。」（M6：124-126） 

「目前的話，我好像都從我的 advisor 得來的比較多。」（M3：130） 

    還有受訪者是經由參加研討會獲得新知的。受訪者 M5 十分推崇研討會獲得

新知的功能，因為很多領域內的知名人物都會參加，獲得的知識會是最新的。 

「是重要的。我們自己要定期去 update，或者去參加研討會，我後來發現這是比較

有效率的方法，就可以馬上知道相關領域的人最近在做什麼，甚至哪些是他們還沒

有發 paper 的，你就可以先知道。（M5：78-80） 

「我覺得去那種比較盛大的，例如我們上次有去美國參加 SIAM，那個就還滿盛大

的，你就會發現說很多著名的作者都會去，那你就會發現在這個領域大家遇到問題

都會怎麼樣…去那邊可以知道說有哪些東西是最新的。」（M5：80-85） 

博士生部分 

大約有以下三種類型： 

1、 認為很重要會每天進 ArXiv 看 

受訪者 D2 很肯定獲得新知的重要性。D2 會每天進去 ArXiv 看最新發表的

文章，以下為受訪者 D2 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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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可能沒有像其他領域可能物理化學那麼快，可是我現在參考的文章，像

最近 2013 跟今年初的文章可能都有，只是說沒有那麼靠近啦，可能大家都是有持續

在做一些東西…我是每天早上看。」（D2：165-169 

「最新的發展很重要，可能人家都已經 publish，或完成你都不知道，就會比較浪費

時間。主要來自於像是 ArXiv。對，大部份可以從關鍵字上去看哪些是最近發表的

文章，那或者是說另外一個來源是來自老師…應該說大部份都來自老師，老師大致

上知道那個發展是怎樣。」（D2：112-120） 

2、 很需要但目前沒時間 

受訪者 D5 表示現在太忙，以後可能會有需要。 

「我覺得之後可能會滿需要的，可是現在因為有正在作的問題還沒做完，可是之後

如果還要找新的題目就可能滿需要。」（D5：77-78） 

3、 擔心受干擾 

受訪者 D6 表示因為怕有太多干擾，並不會使用新知訂閱。 

「不會使用新知訂閱，主要怕會有太多不相關的資訊。」（D6：72） 

教授部分 

    教授對於新知的需求大約有以下七種情形： 

1、 認為新知很重要 

P4 認為任何一個做研究的人都需要新的資訊。 

「我想任何一個做研究的人都需要新的資訊，我覺得做 science 或者 engineering 的

人都是需要新的資訊。」（P4：75-76） 

2. 由參加研討會獲得新知 

「當然是我有去聽一個演講，他在講一個東西聽起來是有一點意思，我才會想是不

是要來做做看，一旦已經去聽他演講，最簡單的就是去問他，你能不能給我一些資

料，其實那是最自然的。」（P4：80-82） 

3、 領域進展緩慢不需要最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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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數領域的受訪者 P2 表示，因為領域關係，並不需要最新的資訊。 

「我們這一行發展算比較慢，所以新的知識包括 60 年代還算是重要的。」（P2：41） 

4、 多依靠口耳相傳 

口耳相傳是教授們一致推崇獲得新知最快速的方法。 

「我沒有（訂新知），但是…新的大家旁邊的人會跟你講，就是最近別人做了這個

你知道嗎？有看到嗎？口耳相傳比較快，也是要靠人。」（P2：46-48） 

「最新的當然還是要私下問，就像剛講的他已經會了也沒發表，只跟熟識的人講。」

（P3：58-59） 

「有些人也懶得寫 email，所以當面碰到他隨口告訴你幾句話，就像剛說的搭飛機閒

聊就告訴他，他其實並沒有打算告訴他的，就是這樣子，你要最新的就是跟當事人

聊。」（P3：61-63） 

5、 要做的東西已經很多不太需要 

受訪者 P4 表示對學生和對自己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對學生會要求去查詢領

域相關資料、e-journal 等，但對自己而言因為要做的事太多了，並不需要一直去

看新的東西。以下摘錄受訪者 P4 的說法：   

「有人會這樣（固定時間進去看某一個期刊），但是我自己不是。就是我們的期刊

是有一些固定的，我會鼓勵學生去看…我們要做的東西已經很多了，不需要一直去

看很新的東西啦，就不太需要，新的人可能需要。」（P4：84-94） 

6、 期刊出版商會主動寄送新知通訊 

受訪者 P5 及 P6 兩位應數方面的教授表示一則由於投稿關係會收到像是

Elseviere 寄來的相關訊息，或有些期刊會主動寄來新的資訊，甚至會因此訂閱。

以下摘錄受訪者 P5 與 P6 的說法：  

「我沒做這個事，Elseviere 其實他有自動發給我，因為我投他的期刊，很多相關的

東西會寄給我。」（P5：90-91） 

「像有些 major journal 他會寄一些 notice，就是比如這期有一些新東西出來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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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會 title 或者頂多到 abstract，那這種東西會寄給你，那你可能就會 subscribe，那

這個也不錯，尤其是一些你比較喜歡看的，那他就會主動寄過來。」（P6：61-64） 

7、 開闊心胸廣泛閱讀獲得新訊息 

受訪者 P6 提到廣泛閱讀以及開放心胸與他人互動對於研究靈感獲得的重要

性。以下摘錄受訪者 P6 的說法：   

「會看 paper 或是看一些各式各樣的 information。」（P6：11-12） 

「也不一定特別訂甚麼（新知通訊），就是比較廣泛的閱讀，那有的時候通常有些

事情就會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來。」（P6：14-15） 

「就是研究主題或研究靈感，那就是說當研究有經驗到一個程度，我覺得廣到一個

程度很重要，深到一個程度之後比較容易跟人家互動…那如果又有一個比較 open 

minded 開放的心胸，其實是可以看到跟其他人的互動，也可以看到說甚麼樣的事情

是有意思的。」（P6：17-23） 

由上可知受訪者對於新知的獲得約有兩種態度，一是正向積極的，另一是較

無需求的。不論碩博士或教授均有持此兩種態度者。至於新知的來源，碩博士生

較倚賴教授、研討會及 ArXiv；教授部分純數領域傾向藉由口耳相傳，應數領域

則透過 email 訂購期刊通訊者居多。另有教授提到廣泛閱讀的重要性。 

(二) 是否參加學術社群/專業網站 

近幾年由於社群網站興起，像是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使用人口成長迅速。

由訪談中得知，碩士生常使用 Facebook 做為聊天工具。博士生則會參加一些可

以問問題或解題的網站，例如 Mathflow 以及一些軟體教學網站。基本上，數學

領域教授對於參加社群網站並不熱衷，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Reserch Gate 學術交流

網站，有教授十分推崇它自動搜集連結資訊的功能。以下分別就博士生及教授部

分說明。 

博士生部分 

1、 Reserch Gate 學術交流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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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近年來興起的一個學術交流網站。係針對學者專家所提供的一個研究分享

平台。研究人員可以於該網站註冊，而免費分享全球各領域尖端學者最新科學研

究成果和學術著作，並且能夠迅速擴大研究成果的關注度與影響力。 

「我現在每天收他那個信，他是說你在台大又有多少人有這個頁面啊，那看你要不

要加，要不要 follow 啊！」（D2：191-192） 

2、 Face Book 

Face Book 為平常聊天的工具。 

「FB 上很少跟國外的人交流，因為像我平常跟師兄弟聊天就是用 FB。」 （D2：198） 

3、 Mathflow 

Mathflow 為數學領域的學術性網站，許多人在上面問問題與交流想法。 

「有一個叫 Mathflow 的網站他是讓人家問問題，很多大學教授或數學家會回答問題，

有人真的問到很尖端的問題，用關鍵字搜尋可以看到一些很新的東西。大家會在上

面交流一些想法，主要是數學符號的問題這個網站可以打 tex符號比FB方便。」（D6：

74-77） 

4、 Mathstack 

Mathstack 是另一個數學領域的學術性網站。 

「我記得還有一個叫做 Mathstack，他比較像是大學或研究所課本的題目可以問，

只要我們查 Google，他有時候直接會連到這邊來，因為想要知道這些東西的時候人

家已經討論過了。」（D3：108-110） 

5、 統計社群網 

    因應統計研究的需要，網路上有一些專門教導或討論統計軟體的社群網

站。 

「因通常我們作統計研究需要統計軟體，我有一些同學會參加社群，是專門教你或

討論怎麼使用那些軟體，不過我自己是沒有。」（D5：82-83） 

「有參加社群是為了下載他們提供的檔案，很多大陸的社群有，網路上有很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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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有相關社群，有一個中國統計社群網，你可以加入會員。之後還有一個人文經

濟網加入會員，會有一些權限可以下載裡面的資料。」（D4：100-101） 

教授部分 

     Reserch Gate 為近年來興起的一個學術交流網站。係針對學者專家所提供

的一個研究分享平台。研究人員可以於該網站註冊，而免費分享全球各領域尖端

學者最新科學研究成果和學術著作，並且能夠迅速擴大研究成果的關注度與影響

力。有教授十分推崇此網站。 

「那其實有一個網站叫做 Research Gate，就說他那地方基本上是你可以把你的文章

放在上面，全文啦、你個人目錄，我進到我的帳號去，我相關文章我的全文放在裡

面，然後其實他也做紀錄啦，到底多少人去過你的網頁、有多少人看過你的資料甚

麼的，這 data 都有，那個地方我常會收到 mail 喔，這禮拜有幾個人看過你的檔案、

有幾個人下載你的文章，你可以看到誰下載的，你看得到，甚至可以有 link 你的合

作者他最近出了甚麼東西，你可以設 connection，所以你也不用再 search。」（P5：

110-116） 

四、 資訊評估 

在如何判斷資訊品質方面，依據受訪者說法，大致有十四項標準：（一）看

不看得懂/需不需要比較重要（二）已經 publish 的比較可靠（三）不甚清楚（四）

依據發表的期刊（五）依據作者及團隊（六）依據研究結果（七）依據內容及步

驟（八）依據貢獻的程度（九）依據論文被引用次數（十）依據期刊 impact factor 

（十一）跨領域的較佳（十三）依據專業性（十四）依據開拓性。以下摘錄受訪

者的說法： 

碩士生部分 

    碩士生在評估資訊方面，有幾種情況，由最基本的看不懂問題、不知如何判

斷、依據被引用次數到依據作者及團隊都有，顯示滿大落差。以下分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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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不看得懂/需不需要比較重要 

兩位碩士生 M1 與 M2 均表示看不看得懂或需不需要比起它發表在哪個期

刊來得重要。以下摘錄受訪者 M1、 M2 的說法： 

「會針對我想看的部份去看這樣子，不會依據來源去判斷，看是不是用得上比較重

要。」（M1：74-75） 

「就看我會不會看得懂，或我到底需不需要這個東西。不會（看那篇文章是發表在

哪一個期刊），這好像不是很重要。」（M2：104；110） 

(二) 不甚清楚如何判斷論文的品質 

受訪者 M4 因還在起步階段，表示不太清楚如何判斷論文的品質。 

「通常是不太知道，因為東西太多了。如果是外面的書的話，介紹基礎的書很多，

那我通常會看我自己比較有所領會的東西，我會去看他講的那一段看他講得好不好。

其實我對期刊不是非常清楚，我有慢慢在接觸中。」（M4：165-169） 

(三) 已經 publish 的比較可靠 

受訪者 M3 認為 publish 的期刊論文較自由發表的 ArXivg 上的文章在品質上

較有把關，較為可靠。 

「從 journal 那邊出來的，基本都暫時相信它是好的。…從 ArXiv 出來，那邊就比

較難說，因為大部分是還沒發表，而且事實上有些可能都還有錯。之前剛好像我是

有一篇一出來，我的 advisor 就馬上跟我說，他覺得真的是有趣的東西就拿來讀，後

來那個東西一個月之後就下架了，因為就發現確定是有問題而且暫時完全無解。那

一部分的品質就要靠自己讀的時候自己去找，就變得只能自己參考。」（M3：167-174）  

(四) 依據發表的期刊以及被引用次數 

受訪者 M5 由老師處知道可以依據發表的期刊以及被引用的次數來判斷論

文品質。 

「一個方法是看他在哪個期刊發的…會問老師啦，因為其實這個我也不知道這個期

刊好不好，那老師通常就會跟你講說在哪邊發的期刊是好的；再來就是看他被 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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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量」（M5：96-97） 

(五) 依據作者及團隊 

受訪者 M5 表示作者或團隊會是品質的一項指標。教授 P6 則認為作者的品

質會有一定的一致性。 

「看作者或那個團隊，因為現在很多 paper 都是一個團隊發出來的，那你看到某些團

隊就是有一定的指標。」（M5：98-99） 

「我們其實主要還是看人、看團隊…有些團隊發的 paper 都會稍微看一下，像美國

national lab 或 berkeley 那個團隊，人滿多而且作的都滿好的，或掛特定的作者我們

都會特別留意。」（M5：101-103） 

「如果是一個比較熟悉的領域，大概看一下就會知道，大概有感覺。有時會看是誰

作的，通常一個人還是會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所以人是誰寫的這也會是一個 issue，

那當然就是期刊主題摘要就是有時候看一下，就會有一個大致上的評斷。」（P6：

110-113） 

博士生部分 

    博士生同樣會碰到看不懂的問題，其他在評估資訊方面相較於碩士生有更多

元的看法，也知道依據期刊 impact factor 來判斷論文品質。以下分別介紹。 

(一) 看不看得懂很重要 

博士生 D1 也覺得看不看得懂是很重要的。以下摘錄受訪者 D1 的說法： 

「讀讀看啊！一定要讀讀看，如果是老師推薦的，那當然就直接看。如果自己找的，

大概看個兩三頁，看跟你要的是不是一樣的。如果太難或不是你要的，就不要看了。

如果簡單的話就把他看完。」（D1：20-22） 

(二) 依據研究結果 

受訪者 D2 表示文章的品質要進去看它的結果、它的定理，不能只看摘要部

分。以下摘錄受訪者 D2 的說法： 

「文章的品質其實先看他主要的結果。」（D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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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點進去看，然後看他主要定理做了什麼事，因為看 abstract 的話，因為有時候

abstract 講的是同一回事，可是方程式、係數什麼的都不一樣。」（D2：243-244） 

(三) 依據內容及步驟 

受訪者 D3 表示因為 seminar 的時候要講給大家聽，每個步驟都要 check 過，

detail 內容是重要的，若不了解就沒辦法往下走或加以推廣。以下摘錄多位受訪

者的說法： 

「大部份是來自 publish 的文章，品質是比較沒問題，看 ArXiv 會看那個結果，在講

給大家聽的時候就會知道，因為每個步驟都要 check 過。」（D3：145-146） 

「因為我要做問題，所以有興趣的必須把 detail 弄清楚，因為有些如果沒有把 detail

弄清楚可能沒有辦法往下走，因為你要推廣它或它後面有甚麼可以做你要知道，這

文章的最主要的精神要了解，如果不了解可能沒有辦法走下去。」（D3：148-150） 

「找到 paper 通常會直接看內容，全部看完之後再決定這個之後會不會用到。…通

常還是要把內容看過一遍會比較暸解。」（D5：89-93） 

(四) 依據貢獻的程度 

受訪者 D4 提到貢獻的重要性。以下摘錄受訪者 D4 的說法： 

「會對特定期刊比較有先入為主的概念，會覺得這些期刊 publish 的比較 OK，但是

讀到後面比較瞭解他們作的東西，大概能判斷他們貢獻的內容到底程度到多少這樣

子。」（D4：119-121） 

(五) 依據期刊屬性 

受訪者 D4 提到不同期刊有不同屬性，不同方向，不能一以概之用 impact 

factor 判斷其論文的重要性。 

「因為期刊它每一個都有屬性，有些可能比較偏應用方面，有些偏方法論，有些是

數學方面；就是你的證明可能要夠嚴謹啦，或是有特殊貢獻，或者說沒有特別的數

學，但是你的方法論是比較新的或特別的。 就是每個期刊的方向不一樣。」（D4：

12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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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依據期刊 impact factor 

有別於上述 D4 的說法，D6 提到由教授處得知期刊 impact factor。 

「剛進來老師有印一張這領域比較好的期刊，老師口頭也說這些期刊有分最頂級跟

次要順序，每年公布 impact factor 也會去查一下。」（D6： 31-32） 

教授部分 

    教授在判斷資訊品質方面，相較於碩博士生更臻成熟與專業，不僅會依據期

刊 impact factor、論文被引用次數，其他像是跨領者較佳以及重視研究的開拓性，

都呈現教授很獨到並且專業的評判方式，以下分別介紹。 

(一) 依據研究內容及步驟 

   教授 P4 表示要看內容才能知道定理寫得好或壞，而非看期刊好壞。 

「大部份看它內容，看它作的結果，看它有沒有做出一個比較新的或對未知的東西

讓大家了解得更多。有的是 copy 別人的方法，做另一種 case。你知道這本來就會中

的，就比較沒甚麼，如果有個主要的突破…」（P2：57-59） 

「通常看內容…不管是我們認知的好期刊還是壞期刊我們都要去看、去知道它的內

容，去 搜集到它的檔案，當然你去讀之後會發現到比較普通的期刊，它那個定理寫

得比較爛的機會比較大一些。」（P4：115-118） 

(二) 依據發表的期刊 

    教授 P6 表示很清楚領域內哪些期刊是好期刊。教授 P4 則認為很普通的期

刊也有寫很好定理的論文，但是大部分在很好的期刊比較不容易出現很爛的定理。

以下摘錄受訪者 P6 與 P4 的說法： 

「就大概當然我們都知道一些期刊大約是怎樣，不過我想是說長期累積，大約知道你

自己比較熟悉的哪些期刊是好期刊。」（P6：174-175） 

「但是也有很普通的期刊但是寫得很好的定理，也是有可能，但是大部分在很好的雜

誌比較不容易出現很爛的定理是真的…品質好壞只可以影響甚麼，比如這個品質很好，

他裡面有個技術，如果讀了把他學起來將來可能會受用，只有這個差別而已，品質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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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有一個好處，我很快知道怎麼做就可以比他更好。我們對他們都很平等的。」（P4：

120-125） 

(三) 依據期刊 impact factor 

    教授 P3 認為 impact factor 是重要的指標，然而教授 P4 提到 impact factor 並

不適用於數學領域，顯示由於數學領域的特殊性，教授對 impact factor 持不同見

解與看法。以下摘錄受訪者 P3 與 P4 的說法： 

「impact factor 是重要的指標。」（P3：75） 

「雜誌的 impact factor 有可能，數學的 impact factor 都很低，所以我們都不太敢說話

或者數學的人傾向很討厭 impact factor，都想盡辦法去說明 impact factor 不重要。

像 ICM 他們好像有一群人，專門寫了一個論述放在他們的網頁上講 impact factor 在數

學上的不適用性，我知道這個很難因為別的領域的人都相信，所以我們頂多說對數學

的人不適用，不能去講說他不好。」（P4：144-148） 

(四) 跨領域研究者較佳 

教授 P1 提到跨領域研究的重要性。 

「越看到不同行跨領域的越好，表示領域越擴展跟人家關聯性越多。當然你比較辛苦，

如果每次做都是那些說同樣語言，那種同質性太高。」（P1：93-94） 

(五) 依據文章被引用次數（citation） 

教授 P5 表示文章被引用次數（citation）是一個客觀的指標，然而也可能自

己 cite 自己或是朋友之間互相 cite。以下摘錄受訪者 P5 的說法： 

「文章品質要看內容不是看發表在哪個期刊，不是 impact factor 高就有品質，impact 

factor 是比較多人引用這個期刊，可是你的 citation，web of knowledge 其實有另外一

個指標，是你文章被引用的次數，相對來說文章被引用的次數是你文章被看過之後有

拿來用的，這是一個指標，是一個客觀指標。」（P5：161-164） 

(六) 依據個人專業判斷 

教授 P5 提到專業判斷的重要性，由於論文能不能被接受出版與編輯個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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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有高度相關性，有時踫到有偏見的編輯以致文章被卡也是時有所聞，所以並不

是好文章就能登在好期刊。文章品質需要專業判斷。以下摘錄受訪者 P5 的說法： 

「好期刊也有爛文章，因為文章的發表有時 depend on reviewer ，depend on editor， 

highly depend，非常非常 highly depend，一個文章投出去，那個期刊有一堆 editorial 

board，就 Elsevier 情況，因為我認識一個人在裡面當 editor，它們的做法是你稿投進

去之後基本上是有一個 bank，然後 editor 可以去投稿的區域裡面去認養，去認領他

所想要 in charge 的文章，當然你在 submit paper 的時候，你可以建議說你要誰來審

你可以建議 editor，你要選誰 reviewer 是誰，你可以建議，這是一個 reference，你

建議的 editor 可以要也可以不要，他當然可以不要審，那麼就我知道有的要有的不要，

假設某個 editor 從 bank 裡面看到某文章，當然可能發生一篇文章幾個 editor 認領，所

以就會要說 chief editor 怎樣會要決定這篇文章要給誰 in charge， Elseviere 的 editor

權力很大，當他一認領之後他有全部的權力可決定這 paper 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當

reviewer 回來的時候，他有全權，當然 based on reviewer report，換言之 paper 丟給

誰也很要緊。我有例子，就說這麼講 editor 如果對你這文章有意見丟給不利的人，當

然有聽人講過 paper 丟去某個地方，1 年之後兩年之後回來說 sorry，故意卡你。」

（P5：146-159） 

(七) 依據研究的開拓性 

教授 P1 提到純數學領域的進展其實是很慢，競爭型的研究較少，但領域的

開拓性很重要，如何找到新礦區新議題很重要。以下摘錄受訪者 P1 的說法： 

「說實在純數學這領域進展其實是滿慢的，台灣做到很競爭前端的很少。研究很多方

式，像我們弄的大部分你說 open problem，然後很多人在那邊競爭，我今天趕快出明

天後天出，純數這種情況很少啦！很 original 的想法，他的學生早就撿去做了。我們

在台灣大部分是老闆的或者他延伸過來，或者你看人家 paper 的，人家剩下比較難做

的，就是它那些看起來比較技術性，看起來比較還算有意義可能比較麻煩的。數學傳

播裡面訪問一位訪問學者說的，一個是搶肉吃另外是啃骨頭。東方人大部分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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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題沒那麼簡單，有時候你問一個問題也許有意義但也不是馬上有意義。總是要有

一點開拓，開拓說實在你第一篇人家就不要了，因為新的問題，除非你弄出來還不錯

的東西，人家覺得滿有趣滿有東西的，研究跟挖礦差不多，有沒有新的礦區，有時候

第一次還好，一兩次之後人家看這沒甚麼大進展。」（P1：50-60）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碩博士生與教授在判斷論文品質的觀點及看法上有

非常大的不同，碩博士生可能是因為論文寫作研究經驗尚淺，因此大多會著眼於

內容難易度及閱讀理解部份。而教授對於論文品質的判斷則由期刊 impact factor

到看論文的開拓性，顯見教授們投稿經驗的豐富以及對期刊出版市場的了解。由

此上分析結果亦可看到碩博士生和教授於 SCONUL 英國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

七柱說中由新手到專家不同階段的展現。 

五、 資訊管理 

 資訊管理部分主要就三部分進行探討，一為如何管理資料方面，二為引用如

何避免抄襲方面，三為對 Data Curation 的看法。第三部分因係較新的觀念，僅

對教授進行訪問。以下分別說明。 

(一) 如何管理資料 

訪談發現數學領域的碩博士生論文引用數量並不是很多，平均約20篇左右。

也因此比較沒有檔案管理需求。其中受訪者 M5 及 P6 有付費使用一個稱為 Papers

的書目管理軟體。教授 P6 還因此發展出 tag 貼標籤的想法來取代資料夾分類的

概念。另外還有教授 P4 發現根本不需要存檔，網路就是一個大資料庫，搜一搜

就有了，僅需要記住篇名作者即可。在引用書目資料的方法上多為自行繕打或利

用 LaTex 裡的小套件。由此可知不同領域有其管理資料的習慣，圖書館在推書

目管理軟體時應多加留意不同領域的使用行為。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碩士生部分 

1、 並未特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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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M1 表示幾乎沒在管，所以會有找不到的困擾。 

「幾乎沒什麼在管，不過當時寫作業的時候也比較不需要管理，不過這其實滿困擾

的，就是說如果我之後要再找的話會找不到，會不知道我看了哪一篇。」（M1：91-92） 

2、 存檔方式：篇名+作者存資料夾 

受訪者 M3 表示會以篇名+作者的檔名存在不同資料夾裡。 

「篇名全部打上去…打完之後當然還是要把主要的幾個作者的名字一起打上去，這樣

子我在想的時候…例如說我萬一也想不起來篇名那我就直接打作者，電腦裡面的

search 功能本身就可以讓我找到，那樣子會比較好找。」（M3：73-76） 

3、 利用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 

受訪者 M5 採用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來管理書目。 

「那 Papers 裡面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設定資料夾，有一個叫做 smart folder，他就是

說可以設定條件，符合條件他就會自己放到那個 smart folder 裡面。」（M5：61-63） 

「知道 Papers 之後就沒有用 Endnote 了。」（M5：131） 

博士生部分 

1、 存檔方式：年份+作者存資料夾 

受訪者 D4 表示會以年份+作者的檔名存在不同資料夾裡。 

「我是先用主題去做分類，然後主題裡面的 paper，再用年份作者去放。…但其實量

也不到上百篇，因為目前大部分的篇幅就是年代去找一找就找得到。」（D4：90-93） 

2、 利用 LaTex 的 Jabref 文獻管理套件 

LaTex 為數學領域用來撰寫論文的編輯軟體，裡面其實就有一個簡單的套件

可以用來產生書目資料。 

「以前有用過 Jabref 是 LaTex 裡面的套件，可以幫你管理所有的期刊，如果要用某

些期刊你可以勾選然後他會自動幫你生成一個 txt。」 （D6：56-57） 

「後來我買了 MAC 電腦，因為在裝 LaTex 時他有附裝一個是專門為 LaTex 設計的，

可以輸入會幫你排序整理一下，照作者排，很陽春的。後來就沒有再用 Endnote，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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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很貼心。」（D5：58-60） 

3、 存 FB 上方便使用 

受訪者 D2 用 FB 來存個人檔案，方便手機 show 文章給別人看。 

「對，就是重要的我就放在 FB 上，需要跟人家講的時候就是點 FB，點開文章給別

人看就好了，就是直接用手機或 iPad 就可以了。」（D2：307-308） 

4、 書目引用方式：手動打 reference 

在書目引用方式上，大多數受訪者採行的仍為手工繕打，可能是因為引用的

參考書目不是太多的關係。 

「像我的碩士論文有十幾個快二十個 reference，然後我就是照著我的參考書這樣慢慢

一個個打上去。」 （D2：318-319） 

「沒有用其他軟體啦，我在打論文的時候就是整理出來的然後照著打。」 （D2：316） 

5、 論文引用數量不多不需特別管理 

一般來說，數學系碩博士生論文引用的書目資料都不是太多，二十篇左右，

可能也因此比較沒有管理上的問題。以下摘錄受訪者 D6 的說法： 

「有多有少。（reference）有可能要三、四十個有可能是七、八個 。主要看這問題

別人有沒有作過，比較古老的問題可能要 survey 比較多就需要多的 reference，比較新

的問題就比較少。」（D6：63-65） 

「沒有多到需要用書目管理軟體。」（D6：61） 

教授部分 

1、 利用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 

受訪者 P6 採用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來管理書目。P6 甚至發展出一套以 tag

為主的管理思維，跳脫傳統資料夾概念。以下摘錄受訪者 P6 的說法： 

「我覺得那個還不錯，他那個做法其實就是他可以把好幾個資料庫都放進來…那他就

是可以選擇背後的資料庫。」（P6：66-68） 

「對，其實怎麼管理 paper 是個大問題，我有摸索了很久。那我現在覺得一個 ta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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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還不錯…那第二個我發現還有一種，腦中在搜尋的是人，其實你會對這個主題誰

在做有印象，或者另外一個方向這個人在做甚麼，或這個方向有誰在做，所以另外一

個重要的 tag 就是人，所以我就有 maintain 一個 list ，topic 有甚麼，甚麼人做這些

topic，然後人有這些人，然後我就會我拿到一個 paper 的時候，就會把這個 topic 或

這個人對應上，我就等於把它 attach 上去，那如果都沒有的話那就是要 create 一個新

的 topic 或是新的人。（P6：72-82） 

「現在已經沒有資料夾的觀念，他就是等於一萬篇 paper 在那邊，那每篇 paper 都有

一個 tag 標籤，那你就是用標籤來過濾搜尋，也沒有資料夾，其實你剛開始可能不

習慣，可是後來想一想這可能才是對的，因為你資料夾變成說他是比較線性的，那

他那個是很動態，而且不是這樣一條一條樹狀目錄下來，其實是 cross 交叉的，那我

後來摸索，比如最近在做某個主題，那我很容易打這個主題就把相關的全部抓出來。」

（P6：84-89） 

「Papers 做得不錯，那 Papers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他可以跨平台，我在不同的電腦它

都可以透過雲端硬碟同步，所以不管在哪一台電腦我都可以使用。」（P6：91-92） 

2、 書目引用方式：手動打 reference 

在書目引用方式上，教授受訪者採行的仍為手工繕打，可能是因為引用的參

考書目不是太多的關係。 

「我自己沒有用特別方法，就是去打…我們做的東西事實上是一系列的，那通常最辛

苦是第一次，第二次以後有些是可以從第一次裡面抄過去，或者更多的話我就叫學生

去打。」（P4：98-101） 

3、 僅記錄書目資訊，連存（檔）都不存了 

教授 P4 認為網路就是一個大資料庫，只要搜得到就好，無須浪費記憶空間

去儲存檔案，僅要記得書目資料即可。以下摘錄受訪者 P4 的說法： 

「我們做研究通常會先 survey，就是看人家做過甚麼…我會先做一個整理說人家做過

什麼什麼，所以我其實心裡有一點概念說哪一篇文章是做甚麼事情。…要寫在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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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稍微寫一下記在檔案裡。」（P4：105-109） 

「現在不太做這個了（存紙本），現在還有一個觀念，就是去搜尋就搜尋得到了，

我根本連存都不用存」（P4：51-5 2） 

「就是查關鍵字啊！查作者或者不記得就問我學生，說上次那篇是甚麼你找來給我，

或者去問朋友我知道 xxx 在做這個，就說 xxx 你給我這篇文章，因為實在太多了，

而且我發現有一些東西存到後來十年也不會去看。」（P4：56-58） 

由上可知，數學領域學者，不論數博士生或教授在管理資料上呈現相當大的

落差。有完全不管理者，也有願意花錢付費使用書目管理軟體者。有認為數量不

大毋須管理者，也有量大並且應用tag管理者。此落差反應在個別觀念上的不同，

和身分或級別無關。 

(二) 引用避免抄襲問題 

寫作論文時，在引用期刊上面，老師會不會特別跟同學說怎樣引用才不至於

抄襲？碩博士生在引用資料方面會不會擔心抄襲或者是錯誤引用？對智慧財權

權的看法等等。以下分別說明。 

碩士生部份 

學生部份對於引用的看法大約分為三種，一是很明確知道如何改寫，二是完

全無此顧慮者。 

1、 引用時應該用自己的話改寫 

受訪者 M3表示，為避免抄襲，最好不要看用自己的話去寫。以下為受訪者

M3的說法： 

「在做整理的時候是會有類似抄襲的疑慮，最好不要看就照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話

去寫，再放到後面的 reference 裡面。我想這樣子應該作者那邊比較不會有問題。」（M3：

185-187） 

2、 沒有抄襲問題 

受訪者 M6 表示，因為研究領域主要為自己指導教授的東西，基本上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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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襲問題。以下為受訪者 M6 的說法： 

「這部分問題不大，因為就算真的有抄襲也會抄到我的老闆的，因為他已經寫很多，

已經有名了，所以就算有應該也只會碰到他的。」 （M6：190-191） 

博士生部分 

    不太清楚如何避免抄襲嫌疑。受訪者 D5 與 D6 均表示不太清楚應改寫至何

種程度才能避免抄襲的嫌疑。以下為 D5 與 D6 的說法： 

「應該說一定會有這種顧慮，我的感覺是我的老闆在改 paper 的時候，他在幫我修論

文的時候，就會覺得他很注意某些措辭，或者你寫了一個東西他就會問說這個東西是

不是已經有別人提過了，如果是別人有講過的東西，那你就要把它的文章放進來，他

滿在意的，可是其實我還是分不太清楚要寫到什麼程度才能避免那個抄襲的嫌疑，這

個我還在練習當中，因為我也還在寫。通常我們會儘量寫我們自己的觀點。」（D5： 

110-116） 

「要引用人家的東西都不太敢整句寫下來，還有這是誰的好像覺得不太好拿捏，還是

要換句話說。註明是必要的，至於要怎樣修改有點模糊，可是有時候就改一兩個字來

改寫。文章最後都會經過張老師他還會再改。」（D6：106-108） 

教授部分 

受訪教授均表達對於論文寫作上引用改寫及標註引用出處的重視。有教授表

示也可能因檢索詞不同沒檢索到而忽略別人已做過的研究。另外對於提供研究想

法者表示應明確表達感謝及尊重。以下分別說明。 

1、 會跟學生一再強調引用改寫的重要性 

受訪者 P6 表示會跟學生一再強調改寫的重要性。 

「我都會強調好幾次，就是說你絕對不能有一句話或幾個字是 copy 過來的。比如說

你在做 literature review 的時候，你可以說把那個事情他的方法重要結果重新改寫一次，

可以；可是你絕對不能有一句話是是抄的，我會特別強調這個事情，就不是說甚麼一

段一句話，就五個字都不行，絕對不行，這太重要了，不然直接就是 quote 這個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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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哪個文章哪句話，你一定要講清楚。」（P6：202-206） 

2、 可能因檢索詞不同沒檢索到而忽略別人已做過的研究 

受訪者 P1 表示有時候可能因檢索詞不同沒檢索到而忽略別人已做過的研究，

應該加強檢索。以下摘錄受訪者 P1 的說法： 

「一定要（引用註明）。有時候沒注意到沒做引用的話，他（reviewer）看到會跟你

說這哪裡有做過。有時候會不知道就要重做，因為不曉得對不對。…這就是那個報

告回來的好處，因為你在檢索就那幾個點，有時候不同領域用的語言不同，就檢索

不到，用詞不一樣。」（P1：132-136） 

3、 要明確表達對口頭告知想法者的尊重 

受訪者 P3 表示，有時研究的想法可能來自某人的口頭告知，這時亦應於研

究中載明，以示尊重。 

「如果人家口頭告訴你，你又把他說這是自己想出來的，這沒違反智慧財產權，但

是會被人家在後面說三道四的，就會很慘。不會到智慧財產，智慧財產已經到法律

的層次了，應該平常是到不了。」（P3：104-106） 

「人家告訴你的話，一定要說這點子是誰告訴我的，一定要講清楚，不能把人家告

訴你的點子說是我自己想出來的，那是不行的。」（P3：108-109） 

(三) 對 Data Curation 的看法 

Data curation 係因應網路時代 e-research 興起，圖書館對於相關研究過程所

產生的之文件、實驗數據、觀察日誌及問卷等建立系統進行蒐藏使之再利用。受

訪者 P6 認為研究過程的紀錄是重要的，data curaion 亦具有傳承的重要性。以下

摘錄受訪者 P6 的說法： 

「這 idea 很好，當然真正實際不知道會怎樣，因為我覺得一個重要的事情，應該是說

你這研究的過程是重要的，那這個就說你自己有一個好的 documentation，其實這個

事情是重要的，因為有的時候回過頭去看，有時候往前看往後看交錯的，看我覺得這

個是重要的，因為很多細節或者有些事情可能在過去忽略那，或者有些東西以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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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也忘了做，所以我想過程紀錄是重要…就覺得是重要，那這個在傳承時也是重要，

但是說我不知道這個是電子型式還是怎麼樣，就說這個有時候就會變成說那你

document 下來很多東西，但是被 extract 出來，至於能不能被人家所用這個就，彼此

研究的東西是怎麼樣，那 even 願意 open 那是不是能這麼直接相關。」（P6：150-158） 

六、 資訊應用 

 在資訊應用方面主要就閱讀、寫作及表達的困難以及投稿方面進行探討。由

於閱讀、寫作及表達的困難上，碩博士生大致有同樣的困難，因此這部分將碩博

士生合在一起寫。投稿方面主要就如何選擇投稿期刊進行探討。由於學生部分大

致由教授決定，因此此部分主要就教授的看法行探討。以下分別說明。 

(一) 閱讀、寫作及表達的困難 

數學領域的碩博士生在論文閱讀方面最主要的困難就是看不懂，由於預備知

識的不足，因此必須再補一些資料。還有證明證不出來。另一方面，碩士生較不

熟悉 LaTex 寫作軟體。另外，統計類軟體方面，碩博士生必須自學 R 統計軟體

或 MATLAB 等等。以下進一步說明。 

碩士生與博士生部分 

1、 有看不懂或證不出來的困難 

受訪者 M1、M2、D1 及 D6 均表示在論文閱讀上常會看不懂，主要是預備

知識的不足或用到沒學過的方法。 

「可能他講的東西就是看不懂。英文不是很大的問題，就是自己的預備知識不夠，可

能又要再去補一些東西才看得懂。 （M1：88-89） 

「看不懂，比較慘的是翻了老半天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需要，因為有些人的排版還滿糟

糕的。」（M2：116-117） 

「就是看不懂吧！就問老師，反正數學就是推理嘛！你推不出來就老師推給你看。」

（D1：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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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遇到會看不懂的地方…通常因為用了一些以前我們沒有學過的方法、或是理論，

這時就變成是我再去查一查他用的方法，再去查新的 paper 來讀，所以通常我們要讀

的 paper 就會一篇變成十篇十篇變二十篇就越來越多。」（D5：103-106） 

「常會看不懂。原因一個是用的方法是不知道的，有些可能是因為打字錯誤，另外可

能是過於簡潔而看不懂，還有有些期刊會限制長度他就會把一些簡單的東西拿掉就會

跳。」（D6：98-100） 

「我覺得英文可能不是主要問題，主要難在是說證明看不懂或是要用到可能還沒學

過的事情啊之類的。」（D2：278-279） 

「常常遇到比如這個式子換到那個式子為什麼會對，可是這個地方可能就要想啊或

是跟同學討論。（D3：161-162） 

2、 必須自學 LaTex 寫作軟體/R 統計軟體/MATLAB 

受訪者 M2 表示一開始並不熟悉論文寫作軟體 LaTex，另外受訪者 D4 表示

還會用到 R 統計軟體與 MATLAB，但是老師不會教，同學必須自學。以下摘錄

受訪者 M2、M3、D4 與 P5 的說法： 

「我就硬著頭皮，開始試著用 LaTex 打。一開始…對啊，一片空白不知道怎麼開始，

所以大家都去找跟人家看說有沒有範例，就直接在上面開始改，所以到現在我還是沒

有辦法一片空白打出一篇文章，就是拿別人寫好的來改。」（M2：126-129） 

「（LaTex）語法也是要學，反正就不會的時候就回頭問一下你會不會，大家問來問

去，真的不行的時候也可以用 Google，因為用 LaTex 的人其實滿多的，所以 Google

很容易找到，然後 PTT 也有，有 LaTex 版。」（M2：131-134） 

「（老師上課會講嗎？）不會，我沒碰過，哪個老師會教 LaTex，頂多就說你那個作

業可以用 LaTex 打一打，就這樣。」（M2：136-137） 

「如果平常要（用 LaTex）畫圖，有時候我覺得那個排版不是太好排，可能是我不太

會用，所以用來用去就那幾個，所以排出來就不太好看。」（M2：146-147） 

「我是到大三的時候…也不是說哪一門課硬要用，最主要是好像慢慢感覺到說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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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這套軟體，最主要是他（LaTex）的數學排版真的是比較好，比 word 好很多。」

（M3：92-94） 

「（寫程式的軟體）R 比較多。R 是統計的免費軟體，它需要付費的相關軟體就是 X 

plus。做數學大部分的人用是 MATLAB，我們用 R 是因為 R 它有很多是網路上寫

好的套件，你直接使用那些套件。MATLAB 也會有，只是可能那個套件比較不是那

麼齊全，有點像是開發出來給大家免費使用這個程式語言。當然因為免費好處是全

世界每個人都可以為他要做的東西去寫程式，很多人會把它的程式分享出來，所以

它的套件其實就會相當豐富，那如果像是 MATLAB 或 X plus 因為是官方的需要付

費的，裡面的套件就是官方提供的。」（D4：144-150） 

「學 MATLAB 要自學…」（P5：196） 

3、 在英文表達方面 

數學領域的論文大多採用英文寫作，受訪者 M2 表示數學論文的文法大都很

普通。另外受訪者 D4 表示口語英文尚待加強。 

「反正不會寫都用直述句。」（M2：149） 

「我覺得數學的論文大概文法都很普通，不會有人在意你的修辭，看不看得懂才是重

點。」（M2：151-152） 

「口語就是英文還要加強，我覺得臨場反應就是看你跟這方面的專業度還有熟悉程度

有關，如果用英文不一定能回答對方問題。」（D4：164-165） 

教授對學生的看法 

教授對學生寫作論文看法方面，教授認為學生寫作論文上的困難主要有英文

能力以及缺乏寫作科學論文訓練。以下分別說明。 

1、 英文能力好壞落差很大 

教授 P4 認為學生英文能力落差頗大，有很差但也有很好者。 

「學生通常的第一個困難是英文。」（P4：196） 

「台大學生比較好…但是有些學生寫得都快跳樓那樣，但是這是沒有辦法，因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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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是我們的母語，所以就是越後段的學校這種問題越嚴重，台大有些學生可能不

是那麼好，但也有一些學生英文根本比我好。」（P4：198-201） 

「寫論文…到後來是要能夠講出一個精彩的故事。這個學生只有長期的練習，那我

自己是在大學的時候我就有修過英文寫作，他並不是科技寫作，是一般的英文寫作，

可能我自己有興趣也看過很多寫作的書，這個我自己是有興趣的，怎麼樣把一個

presentation 做好，不管是 oral presentation 或是 written，我自己都很有興趣，所以我有

看很多的書，然後還有就是像讀 paper，看人家怎麼寫、怎麼講一個故事的，所以那

比較困難的是有人改，如果有一個好的老師改，我覺得進步會很快，像我就很受益

於我那時候寫博士論文的老師幫我改，這個事情我覺得對我幫助很大。」（P6：117-125） 

2、 普遍缺乏寫作科學論文訓練。 

教授 P6 認為論文寫作必須經過長時間訓練，修習英文寫作課程對論文寫作

很有幫助。另外台灣對寫作方面的訓練非常缺乏，學生不大能用 organize 的方式

寫出。在寫作格式上，尤其 typing 方面，常出現遇句點即跳行情形。以下摘錄受

訪者 P4、P5 與 P6 的說法：  

「我是覺得說台灣學生的寫科學文章的基本訓練沒有。」（P5：200） 

「那通常他寫完之後，我通常會再重寫，那重寫之後，他就可以看看說我是怎麼寫

的，那如果他比較認真去看的話，可能可以看到我是怎麼講這個故事，但是這件事

情還是持續的在學習，這個越到後來越覺得如何 present，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你

一個 reviewer 或你的讀者對這個事情其實是未知，或者是已知，所以你要怎樣把一個

新東西告訴他，把你的 idea 其實你要把你腦中的想法塞到別人腦中，其實是最困難

的…也是很挑戰的。」（P6：127-135） 

「寫作有兩種，一種是文法那是一種類型，別人可以幫你改，文法錯人家可以幫你

改；可是你的邏輯還有你到底你的取捨還有你怎樣 present，這個事情是人家沒辦法

幫你做，但是有時候也會說這個作不好，可能就自己還沒有想清楚，either 是你自己

邏輯沒有想清楚，或你的 contribution 在哪裡，也還沒有想清楚，或者說這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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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也好，那麼到底甚麼是真正想告訴人家的？這個有時候是自己還沒有思考清楚，

那寫作有時候可以幫助自己釐清這個事情，那有的時候會變成說這個研究自己做那

detail 都知道，那有的時候也會變成 get lost，就是說你看到樹沒有看到森林…」（P6：

137-148） 

「台灣對寫作方面的訓練非常缺乏…但是我覺得不完全是學生的問題，是說台灣沒

有這樣子的訓練。我有遇到學生題目問題作得相當好，但是就不大能用 organize 的方

式寫出來，那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練習，通常練習就能達到某種程度的。」（P6：208-218） 

這個（研究方法）會有領域的特殊性，甚至同一個領域裡面，不同的代數跟幾何說

不定都還有差異喔。這種東西就有一點點困難，你開這個課是很難的，當然你還是

可以教他一些一般基本的架構的問題。」（P4：215-220） 

「常常叫學生：你去看看你讀的那些 paper 怎麼寫的，抄也要把它抄起來（P4：225） 

「比方說他在証一個定理，他就會證明然後就跳行句點跳行，我就說書哪有人這樣

寫的，書一定是你就連下去寫寫寫寫到底才會跳行，不會因為你句點就跳行，這樣

他都不曉得喔。」（P4：232-234） 

「通常我會說分幾段落 introduction、model、method、result，那麼各章節出來可

能要說甚麼，但是呢…因為他不知道要寫甚麼，很多情況下面如果說他要寫的是某

個數學模型，那麼他當然知道方程式，比如 A+B=C ，寫出來不知道如何去把這個

式子變得有生命，甚麼意思？A+B=C，A 代表甚麼、B 代表甚麼、C 代表甚麼，你

要講出來啊！ A+B=C 是甚麼代表甚麼你要解釋它，這個事情通常他不會做。」（P5：

202-209） 

「這麼想嘛，從小作文課，要說理啊。老師給你個作文題目要說理啊，說今天天氣

很好要講怎麼好啊，你是不是比說昨天天氣不好今天好？（P5：211-212） 

「文章的 organization 散漫，沒有組織。」（P5：215） 

(二) 投稿方面 

在投稿方面，由於碩士生較無投稿需要，而博班學生畢業至少要有一篇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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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期刊。因此此部分以博士生及教授為探討對象。在如何選擇投稿期刊方面，

由訪談中得知（1）學生投稿期刊大部分由教授決定（2）教授認為審核報告（peer 

review）是很有價值的（3）有教授認為投稿儘量不投認識的 editor （4）投稿會

參考期刊 impact factor （5）文章越長審得越嚴（6）鼓勵學生儘量投好期刊（7）

應鼓勵投稿跨領域期刊。以下分別說明。 

博士生部分 

    博士生在論文發表投稿何種期刊方面基本上係看教授決定，受訪者 D2 與

D5 表示因經驗關係，在投稿方面基本上係以指導教授建議為主。 

「投稿的話其實就看老師覺得怎麼樣，因為在這方面老師比較有經驗啦！」（D2：266） 

「一般會希望，畢業要有一篇國際期刊，SCI。」 （D4：63） 

「通常用老闆名字合作投稿。」（D5：130） 

「老闆決定（發表在哪個期刊）。」（D5：133） 

教授部分 

1.  會依據專業判斷選擇投稿期刊 

「大概某種程度可能就是說看看這個 paper 的 quality 大概到哪裡，另外就是 paper 的

content 他適合甚麼樣的期刊，那就大概 scope 比較對的；那當然會先看這個，那 scope

對上，之後就再看看這 paper 的品質自己認為怎樣。」（P6：170-172） 

2、 同儕審閱報告（peer review report）是很有價值的 

教授 P1 表示不論投稿是否被接受，那個 peer review 的審核報告都是很有價

值的，因為可以看到不同的觀點。 

「有時候一篇文章去送審，他那個審核報告不錯。…他那個報告有時候滿不錯的開

拓我們的眼光。」（P1：75-78）  

「他們有一個 editor board，就是編輯要去 assign，普通人都不要，因為很花時間。

他的 report 一般滿有趣的，因為別種觀點，有時也會寫得很離譜有的還會錯。」（P1：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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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會（讓你知道誰審），它是 blind，不會知道誰幫你審。以前是 double blind，

現在是 one way，有些英國的期刊沒有關係要進去比較難。（P1：97-98） 

「peer review 它通常看你本文參考資料、作者，還有隨便抓兩個就寄過去，這篇他

參考你的應該跟你有關吧！」（P3：99-100） 

3、 每一種都試但盡量不投認識的 editor 

受訪者 P1 表示會盡量試，每一種都試試看，但會避開認識的 editor。 

「我們一般都試，每一種都試試看。投稿要盡量試，有時候覺得這篇已經不錯了，

他還不要。試幾次就知道這不是他的方向，有時候是這期刊都要你的文章可是後來

它也不要，它那個期刊，普通 editor 容易換，它那整個方向就會變。」（P1：100-103） 

「有些認識的（editor），盡量不要投給他。他處理起來比較困難，避開比較好。peer 

review 不可能仔細看，他不太懂，但是他大致知道你做的東西跟他有關的部分，他

會換個角度去看，他的 comment 會比較有趣。人家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開

拓怎麼可能會有這些東西進來。」（P1：107-110） 

4、 投稿會參考期刊 impact factor 

受訪者 P3 與 P1 都肯定期刊 impact factor 有一定的指標作用。以下摘錄受訪

者 P3 與 P1 的說法： 

「（impact factor）高當然是比較好。」（P3：85） 

「一般我們是沒甚麼看 impact factor，不過我們心目中大概知道，因為看文章其實就

知道。他當然有一些是有領域，領域的因素不看的話，比較好的期刊 in general 文章

會比較好一點，有一些差別，當然也有很爛的，但是少數。」（P1：148-150） 

「對，（impact factor）還是有指標性。他用 citation，一般越簡單引用越多。」（P1：

152） 

5、 文章越長審得越嚴 

文章的長度是一個考量因素，並非越長越好。因為越常審查越嚴格，並且造

成閱讀上的負擔，所以最好適當的切稿，不要一次推出。以下摘錄受訪者 P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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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 

「一般文章越長審得越嚴。我幫他們審過，他們寄文章過來也會有 editing 的 policy，

普通要求是這樣，越長越仔細看，而且要比較高的水準，非常合理。」（P1：156-157）  

「不會（限制長度），不過你很長，辛苦是一回事，你能切最好切。發表文章跟你端

菜給人吃一樣，不能夠一下子一大堆東西，他會消化不掉。最好是一盤一盤上， 一

下滿漢全席出來，他也吞不下。他時間有限精力有限耐心也有限。是一般 general editing

的 policy ，切開來自己可以多幾篇也比較好寫人家也好讀。」（P1：159-162） 

「越長的讀的人越少。我來看 10 頁左右讀的人最多，一般是 20 頁，30 頁的，要搞懂

就很難，被引用就少。」（P1：153-154） 

6、 鼓勵學生儘量投好的期刊 

教授 P4 表示通常會投比估計的份量再難一點的期刊。另外會鼓勵學生投好

期刊，那會跟著他一輩子。以下摘錄受訪者 P4 的說法： 

「我們會先看我們的分量，其實我們寫出來也知道我們的份量在哪裡，通常會投得比

我們估計的份量再難一點的雜誌。」（P4：127-128） 

「通常如果你有一個文章在比較好的期刊接受以後，對你的一生會幫忙很多會很有用，

像以前在交大的時候有個學生他寫了很不錯的文章投到 SIAM journal computing…那

我（後來）就看到他指導教授給他寫一封推薦信，中間就有一段話說這個學生非常好，

他在還沒有來康乃爾之前就寫了一篇 SIAM journal computing 的文章，這件事情就會

跟著他一輩子。如果那個文章是在很簡單的期刊，以後就沒有人會再提他了，所以是

有差別的。」（P4：130-142） 

7、 學校評鑑制度應鼓勵投稿跨領域期刊 

學校的獎勵制度往往依據教師之論文發表是否列入系所提列之期刊清單為

依據，因此與所發表之期刊息息相關。然部分屬跨領域期刊往往容易被忽略，也

因此無法達到鼓勵跨領域研究之效。以下摘錄受訪者 P5 的說法： 

「台大算點數的啦…基本上有點就有錢，看他獎勵的辦法…，可能會有我要投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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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但是它沒有列入，但是這樣的期刊可能在別的院列入，這 imply 學校的評鑑制

度不鼓勵跨領域。」（P5：97-99） 

8、 投稿 Open Access 的看法 

Open Access期刊為近日因應商業期刊龐大訂購費用而出現之替代性選擇。

商業期刊每年鉅額的訂費早已成各大學難以負擔之重，而新興 open access 期刊

模式是否能有效替代商業模式或產生制衡作用。綜合諸位受訪教授對 open access

之看法，約略有幾種：（1） open access 期刊尚未建立良好的審稿制度不會投到

open access 期刊（2）是否會藉由 open access 提高引用率是個問號 （3）Research 

Gate 網站興起事實上已加速文獻檔案免費流通 （4）open access 主要是為了

sharing。以下分別說明。 

(1) open access 期刊尚未建立良好的審稿制度不會投到 open access 期刊 

依據受訪者 D4 之說法，比較傾向選擇大型或知名的期刊去投稿。而教授 P4

感覺 open access 期刊尚未建立良好的審稿制度，在品質上不若商業期刊嚴謹。

以下摘錄受訪者 D4 與 P4 的說法： 

「不會考慮投到 open access 期刊。其實也滿實際面考量，大家都會希望投到一個知

名感覺一炮成名，通常會選擇大型或知名的去投稿，主要因為我們本身要作的很

focus 在某些主題上面，今天可能往那個方向做比較不會臨時投到這樣期刊…如果還

有時間作一些小品比較有可能」（D4：170-173） 

「（open access）這東西還在發展中。我自己的了解是這樣，現在出版商實在是很

可惡，把我們 charge 那麼多錢，那麼貴所以才會引發這麼多人做這個事情，但是做

這個事情就變成是你這個 referee（審查）有沒有把關好，比方說我剛講 SIAM journal 

computing，我們都說他是好雜誌，是因為他這些編輯群都是非常有威望，它們做的

都是讓我們非常相信的，所以縱使出版公司這樣敲詐我們，我們還是知道這 SIAM 

journal computing 我們就是相信他，只是我們就是討厭他給我們拿那麼多錢，就只有

這樣子而已。那你說好我現在不願意付給你們錢，我自己來弄一個，那弄一個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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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一群像 SIAM journal computing 那麼好的人來經營這一塊，那可能會是ㄧ些

我們連聽都沒聽過的人在做，我們根本不曉得那些的品質到底可不可靠。其實像最

近有一個…叫 XXXX，它們非常可怕，弄了幾百種雜誌，那他們就寫信到各處去問

你願不願意來當 editor，像我也被寫信來，然後有一個有一次我就答應他了，那最近

我在處理我就發現說很不保險，那裡面的內容我覺得我自己都不相信他的水準，當

然說不定有一些是好的，但是至少跟我相關的那些我自己都不敢投到那邊去，因為

我都不敢相信他，所以這個品質可能是不齊的。」（P4：154-168） 

「（像 Springer 有一種單篇 open，但是投稿者付費）那個其實有經過他們雜誌的系

統了，所以這個是保證。那它 open 的意思，它還是要 charge 你錢嘛，這樣並沒有免

除你不要錢這個問題，只是換個方式來講而已。」（P4：185-187） 

(2)  是否可以藉由 open access 提高引用率是個問號 

教授 P4 表示某些商業期刊所稱藉由單篇論文收費來 open access 的做法可能

是商業的噱頭。就研究者而言，並不會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然後就隨便引用的，

品質還是重要考量。以下摘錄受訪者 P4 的說法： 

「（因 open 的關係被引用率就提高了）那是另外一個 issues，那只是它在 promote

的時候被引用的機會高不高而已。這個我就不曉得了，像我的研究不可能是無緣無

故去看一個東西，然後去把它引用，一定是我剛講的，我對這個有興趣我就去問朋

友嘛，他拿 paper 給我看，然後我看到了嘛，然後我當然就引用它。我不會網頁上無

緣無故去看很多東西，然後就把它引用上…那當然他們生意人有他宣傳的噱頭。」

（P4：189-194） 

(3)  Research Gate 網站興起事實上已加速文獻檔案免費流通 

近日由於Research Gate網站興起，研究者可以自由將自己的作品放在上面，

系統會自動通知拜訪、下載的情形，無形中加速文獻檔案免費流通，亦是一種

open access 的方式。以下摘錄受訪者 P5 的說法： 

「那其實有一個網站叫做 Research Gate，就說他那地方基本上是你可以把你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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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上面，全文啦、你個人目錄，我進到我的帳號去，我相關文章我的全文放在裡

面，然後其實他也做紀錄啦，到底多少人去過你的網頁、有多少人看過你的資料甚

麼的，這 data 都有，那個地方我常會收到 mail 喔，這禮拜有幾個人看過你的檔案、

有幾個人下載你的文章，你可以看到誰下載的，你看得到，甚至可以有 link 你的合

作者他最近出了甚麼東西你可以設 connection，所以你也不用再 search。…就是

Elsevier 好了…他允許文章的作者有自己版本，允許它的作者可以把檔案放在自己的

網頁上，這甚麼意思？人家經由甚麼管道知道你做了甚麼事，到你這邊去 download

就好了嘛…不需要付費嘛！」（P5：109-119） 

(4)  open access 主要是為了 sharing 

受訪者 P6 認為 open access 主要觀念就是 sharing，但並不會因此特別投稿到

這類期刊，品質是其中考量。以下摘錄受訪者 P6 的說法： 

「open access 一個大概主要觀念就是 sharing。」（P6：181-182） 

「有些大概覺得出版社不應該收這麼高費用，所以他有意的投到open access的期刊，

我知道有些人是這樣，我知道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是沒有，就是還是以一個主題

合適；第二個是他的 quality 比較是這樣子。」（P6：184-186） 

 綜合以上所述，教授對 open access 期刊的品質事實上有相當大的疑慮。雖

然傳統出版社期刊訂費高昂，但在論文品質審核方面相對是較嚴謹的。另外對某

些大出版社宣稱單篇 open 可提高引用率的說法，教授認為還是看需求性，因為

不會受行銷影響就去引用。另外，由於 Research Gate 網站興起，事實上已加速

文獻檔案免費流通，相對降低對傳統期刊的依賴，也算另一種 open access 的方

式。 

第三節 對圖書館的建議與期待 

在訪談當中，發現圖書館的使用上，大多數受訪者以查詢圖書資料為主，其

中又以電子書的使用普受碩博士生的歡迎。資料庫或電子期刊的使用者主要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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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及教授，碩士生較不會直接利用，仍以 Google 查詢為主。受訪者亦透露對

圖書館的期待，主要有（一）跨領域期刊的訂購蒐集（二）請圖書館重視博士論

文資料庫（ProQuest）的蒐集（三）期待圖書館成為人與人互動的地方。以下分

別說明。 

一、  跨領域期刊的訂購與蒐集 

受訪者 P5 表示，由於參與地理方面的的計畫，希望能獲得相關學會會員期

刊論文使用權。圖書館是否應重視類似越來越多從事跨領域研究的需求。以下摘

錄受訪者 P5 的說法： 

「那當然有一個情況其實是有些期刊你要是某個 Society 的會員，比如說地科那邊、

地理系那邊，他們其實有很多期刊 geophysical society 甚麼的相關，好像台大這邊沒

辦法 access 那邊的期刊，很多跟地質相關的，因為他好像屬於 Geophysical Unions 

（可能要加入會員才能使用），難道不能以學校名義去加入會員…Geophysical Union

相關的 AGU 啦、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或者 Europe Geophysical Union，他

們出了很多期刊。」（P5：75-88） 

二、 請圖書館重視博士論文資料庫（ProQuest）的蒐集 

受訪者 P5 表示，博碩士論文是研究開始時很好的基本資料來源。圖書館雖

然有提供，但限於經費，仍屬合作式選擇性採購。其實，圖書館應多提供這方面

資料。以下為受訪者 P5 的說法： 

「建議 UMI 美國博士論文資料庫（ProQuest），我覺得那個需要，因為當你想要踏

入一個領域的時候當你找問題的時候，博碩士論文通常給你最基本的東西…像加州理

工他的博碩士論文是 open 的，進到他的圖書館裏面就可以列印，就是說博士論文在

我看起來是一個很好的資料來源，做研究一開始的資料來源。」（P5：179-184） 

三、 期待圖書館成為提供人與人互動的地方 

受訪者 P6 表示，由於科技的進展，傳統圖書館的功能面臨一個新的發展，

可以慢慢由人與書的互動轉為人與人的互動，空間上或許可以有更突破及便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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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以下為受訪者 P6 的說法： 

「我想圖書館在很多載具科技的發展可能需要一個新的面貌，因為以前是以藏書收藏

為主，但是實體書和電子書還是有其相異性。但是我覺得像現在網路這麼發達，其實

這跟電腦教室一樣…它的功能我覺得可能是慢慢移向人與人的互動，或是人與書的互

動，比如說她提供一些交談討論的空間，那其實滿有意思的，…一些 space（拿出圖

例），像這個就不錯，這是 Standford 他有一個甚麼甚麼，那你看它就是空間的運用，

不同的 format、不同的空間，那這些都是移動的隨時可以重組，那像這整面牆，那像

這個有不同的載具，那這些都是促進交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他來這邊可以交談，那

我越來越發現交談的重要性 因為以前比較看靜態資料，但是越來越覺得交談的重要，

我喜歡收集一些這些，空間的設計非常重要而且是一個很深的學問，我想傳統那種很

多藏書、幾張桌子給人家 K 書有沒有，這個事情會改變，像 notebook 慢慢已經變成

是必備，那我覺得整個空間的 design 會有大的影響。」（P6：221-232） 

第四節 綜合討論 

 依據前面三節訪談資料的分析，大致可將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資訊

素養行為整理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並且歸納出以下幾點特色： 

（一）會依個人需求或教授指引尋求論文主題方向 （碩、博） 

（二）能有效利用資訊尋求途徑獲取資料  （碩、博、教授） 

（三）對新知通訊的訂閱需求不是太高  （碩、博、教授） 

（四）經由網路參與學術社群的比例不高  （碩、博、教授） 

（五）能合理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與重要性 （博、教授） 

（六） 能使用引用指標（如引用數量、期刊 impact factor）做為評估方式  （博、

教授） 

（七）對同儕審閱（peer review）持正面想法  （教授） 

（八）甚少利用書目管理軟體管理資訊  （碩、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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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能正確引用參考文獻  （碩、博、教授） 

（十）能瞭解智慧財產權及盜版剽竊議題  （碩、博、教授） 

（十一）對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抱持樂觀審慎看法 （教授） 

（十二）在分析和閱讀文獻上常遭遇困難 （碩、博） 

（十三）在科學論文寫作訓練方面尚待加強  （碩、博） 

（十四）積極參與研討會或專題討論  （碩、博、教授） 

（十五）投稿時能依據專業判斷選擇合適的出版品  （教授） 

以下分別說明。 

表 4-2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 

資訊素養面向 資訊素養內容 碩士生 博士生 教授 

資訊認知 1. 尋找可探討的論文主題方向 

2. 能辨識需求及其範圍 

3. 擁有學科領域知識 

6 

6 

6 

6 

6 

6 

6 

6 

6 

資訊辨識與 

資訊策略 

1. 能辨識資訊的不同類型 

2. 能選擇合適的資訊檢索工具 

3. 能建構有效的檢索策略 

6 

6 

6 

6 

6 

6 

6 

6 

6 

資訊獲取 1. 訂閱新知通訊 

2. 能經由網路參與學術社群 

1 

2 

2 

2 

3 

1 

資訊評估 1. 能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與正確性 

2. 使用引用指標做為評估方式（如

引用數量、期刊 impact factor） 

3. 能提供同儕審閱（peer review） 

6 

0 

 

0 

6 

1 

 

0 

6 

6 

 

6 

資訊管理 1. 利用書目管理軟體管理資訊 

2. 能正確引用參考文獻 

3. 了解智慧財產權及盜版剽竊議題 

4. 了解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

功能，確保研究資料再利用 

1 

6 

6 

0 

0 

6 

6 

0 

1 

6 

6 

6 

資訊應用 1. 有效地分析和閱讀文獻 

2. 有效地撰寫論文 

3. 參與研討會發表或專題討論 

4. 投稿時能能依據專業判斷選擇合

適的出版品 

0 

0 

6 

0 

0 

0 

6 

0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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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會依個人需求或教授指引尋求論文主題方向 （碩、博） 

  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碩博士生在開始進行論文研究時，對於背景知識與

研究架構都還沒有確切方向，指導教授通常都是扮演碩博士生研究論文主題的帶

領者。每位碩博士生受訪者都會經歷一段摸索期，可能是指導教授給予方向進而

發現個人興趣，或者由於關鍵論文的閱讀以及參與研討會進一步受到啟發。教授

部分在尋求可探討主題方向的來源方面則更寬廣，除了個人興趣之外，還有來自

博士論文的延伸、與人交談獲得的靈感，甚至是來自學生的啟發，實可謂教學相

長。表 4-3 為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尋求論文主題方式。 

              表 4-3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尋求論文主題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能有效利用資訊尋求途徑獲取資料 （碩、博、教授） 

受訪者皆能利用各種查詢工具，如 Google 搜尋引擎、ArXiv、Mathscinet、

期刊網站、圖書館以及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的綜合查詢。其中碩士生偏好 Google

搜尋引擎，博士生除了 Google 以外，ArXiv 及 Mathscinet 亦是常用的工具。教

授部分，以 Google 及 Mathscinet 為主。較令人驚訝的是，有五位教授認為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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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查到最新資料的方式是直接問人。由於投稿到真正發表的時間常拖到一至兩

年，大部分教授認為期刊上面的資訊事實上是晚於個人資訊的，而偏好採用問人

或相互討論這種非正式的資訊管道。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常用查詢方式如圖 

4-1。另外表 4-4 為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資訊尋求途徑分析，以正式途徑與

非正式途徑兩種方式加以分析。 

 

 

圖 4-1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常用查詢方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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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資訊尋求途徑分析 

尋求途徑 資訊尋求途徑 碩士 博士 教授 

正式資訊尋求途徑 Google搜尋引擎 

 

Google Scholar 

 

ArXiv 

 

Mahtscinet 

 

SCI 

 

Science Direct 

 

期刊網站 

 

圖書館 

 

Papers書目管理

軟體綜合查詢 

 

M1 M2 M3  

M4 M6 

 

 

M3 M4 

 

 

 

M5 

 

 

 

 

 

 

 

M5                

D1 D3 

 

D5 D6 

 

D2 D3 D6 

   

D2 D3 D4 D6 

 

D4 

 

D4 

 

D6 

P2 P3 P5 

 

P1 P3 P5 

 

P3 

 

P1 P2 P4 

 

P4 

 

P1 

 

 

 

P4 

 

P6 

非正式資訊尋求途徑 問人（同儕）   P1 P2 P3 

P4 P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對新知通訊的訂閱需求不是太高 （碩、博、教授） 

數學領域的學者普遍沒有訂閱新知通訊的習慣。碩班學生由於忙於課業及忙

於寫作論文，比博班學生更沒有時間關注新的資訊。唯博班受訪者中有人會定期

進 ArXiv 上閱讀新的論文，也有進特定期刊閱讀者。教授方面，純數領域教授認

為領域進展緩慢，研究競爭較平和，對新知的需求並不強烈。也有應數教授表示

由於教學研究繁忙，要做的事已經很多了，並不需要過多的資訊。 

四、 經由網路參與學術社群的比例不高 （碩、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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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訪結果來看，數學領域學者參與網路社群的比例不是很高。其中有一位

教授及一位博班學生提到使用 Research Gate 的經驗。另外亦有碩博士生參加

Mathflow 或者統計社群網。整體而言，碩博士生部份博班學生比碩班學生參加

學術社群比例為高。而教授部份，除了一位表示參加 Research Gate 之外，大部

份表示對網路社群並無太大興趣。 

五、 能合理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與重要性 （博、教授） 

在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與重要性方面，碩博士生受訪者普遍有閱讀理解上的

困難，碩班生對於資訊來源普遍來說較不重視，看不看得懂以及有沒有用最重要，

僅有少數會依據發表期刊來判斷品質優劣。而博班受訪者較碩班受訪者更進一步，

會依據內容及步驟、貢獻程度以及期刊的 impact factor 作為評判標準。而教授受

訪者更進一步，提到主題方面若係跨領域關聯性高者為佳，同時研究結果是否具

有突破性，其他像是期刊的 impact factor 以及文章的 citation 都是參考指標。表 

4-5 為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與重要性方式分析。 

 

    表 4-5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與重要性方式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24 

 

六、能使用引用指標（如引用次數、期刊 impact factor）做為評估方式 （博、教

授） 

在使用引用指標（如引用次數、期刊 impact factor）做為評估方式方面，如

上述（五）所述，碩士生較博士生不清楚其功能，大多數博士生都知道期刊 impact 

factor。且有一位博班受訪者表示由於指導教授曾告知領域內有哪些較好期刊，

而有查期刊 impact factor 的習慣。至於教授部分，有受訪者表示並不是那麼認同

期刊的 impact factor，因為好期刊也有爛文章，文章的發表有時十分仰賴審閱者

（reviewer），也高度仰賴出版社的編輯如何決定審閱者（reviewer），因此個人

主觀因素占了一大部分。至於文章的引用數量方面，有教授認為是比期刊的

impact factor 更具客觀性的指標，但也可能是朋友間互相引用。 

七、 對同儕審閱（peer review）持正面看法 （教授） 

在論文投稿方面，僅有少數碩士生表示有和指導教授合作論文投稿。而博班

學生則必須於畢業前發表一篇 SCI 論文。依據博班受訪者所述，大部分投稿論文

的內容及投稿的期刊是由指導教授決定。而所謂同儕審閱（peer review），受訪

教授均有此經驗，並且提出對於同儕審閱（peer review）的看法。一般而言，教

授對同儕審閱（peer review）制度均表高度肯定，有教授認為同儕審閱（peer review）

回來的報告是很有價值的。當然也有教授認為同儕審閱（peer review）給予出版

社編輯很大的決定權決定給誰審閱，當然也決定投稿是否被接受。整體而言，受

訪教授均有豐富的投稿及同儕審閱（peer review）經驗，並且有他們非常獨到的

看法。 

八、 較少利用書目管理軟體管理資訊 （碩、博、教授） 

大多數碩博士生受訪者表示由於論文引用篇數並不是很多，約 20 篇上下，

因此並無管理上的問題。但有一位教授及其碩博士生自費訂購 Papers 書目管理

軟體。根據其說法，此書目管理軟體提供跨平台檢索（如 Google scholar、ArXiv、

Mathscinet 與 SCI 等），幾乎囊括數學領域常用資料庫的檢索，加上書目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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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利性，例如教授提到可利用標籤（tag）方式，而非資料夾方式進行歸類，

可有效分類及檢索下載資料。圖 4-2 為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使用書目管理軟

體比例圖。 

 

 

圖 4-2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使用書目管理軟體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 能正確引用參考文獻 （碩、博、教授） 

在引用參考文獻方面，幾乎所有碩博士生受訪者均表示，由於引用篇數並不

是很多，因此大多參考其他論文的寫法，手動繕打引用文獻，毋須另行使用類似

EndNote 的書目管理引用。惟有受訪者提到 LaTex（數學領域的文字編輯軟體）

有內建小型引用套件，可方便引用文獻的標註。而在教授部分，大多數教授亦都

習慣依照投稿需求繕打引用，只有一位教授有用到書目管理軟體的引用功能。 

十、 能瞭解智慧財產權及盜版剽竊議題 （碩、博、教授） 

在智慧財產權及盜版剽竊議題方面，對碩博士生們最切身的問題就是論文寫

作引用上如何避免剽竊。博班學生在此議題上比碩班生顯得謹慎且有疑慮，可能

因為碩士生承擔較小的論文發表壓力，而有數位博士生表示對於如何拿捏引用改

寫上面存在著疑惑，事實上也十分仰賴指導教授對於文句的改寫。在教授方面，

有教授表示有時候因為搜尋用語不同，會檢索不到某些已發表的結果導致重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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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智慧智慧財產權問題上，大多數教授均表示應該 respect 它。甚至也有教

授提到若是接收來自別人口頭告知的想法，不應說成是自己的發想，雖然不到影

響智慧財產的法律層次，但已有學術道德方面的瑕疵，是學者應謹慎注意的。                                              

十一、 對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抱持樂觀審慎看法 （教授） 

一般受訪者對此問題並無概念。經過解釋之後，其中一位教授表示資料庋用

（data curation）的概念是很好的，但是真正實際施行之後效果不知會如何。重

點在於研究過程是重要的，也就是應該要有好的 documentation，因為有時候會

回頭去看自己的研究，其中很多細節可能再過去是忽略的，或有些東西以前想到

後來卻忘了做的，過程紀錄是重要的，並且在傳承上也是重要的。或即使願意

open 出來至於是不是能被人家所用，是不是直接相關等等，因為有很多想法的

擴展性還是有限的。 

十二、 在分析和閱讀文獻上常遭遇困難 （碩、博） 

在閱讀文獻方面，不論是碩士生或博士生受訪者皆反應，最大的困難就是看

不懂或（定理）證不出來，比如這個式子換到那個式子為什麼會對，可能要想或

跟老師同學討論。大部分是因為預備知識不夠必須再補足其他背景知識。也有博

班受訪者表達有些看不懂可能是打字錯誤、過於簡潔或者因期刊限制長度而把一

些簡單的東西拿掉所致。在閱讀上語言（英文）並不是太大問題。 

十三、 在科學論文寫作訓練方面尚待加強  （碩、博）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絕大部分採用英文寫作論文。寫作上的困難分三部分，第

一是語言方面，也就是英文寫作能力上，碩士生較博士生認為數學論文寫作只需

要用到簡單英文及文法，不是太大問題。第二個困難是內容看不懂，題目做不出

來、證明不出來。第三個困難是 LaTex 寫作軟體的使用上，一般碩班同學會碰

到不知如何使用 LaTex 軟體的問題，沒有人教必須網路上自學。至於教授看學

生論文寫作上的困難，首先是英文能力呈現兩極化，好的非常好，差的非常差。

其次是英文表達跟組織能力甚至基本的段落格式問題。大部分教授認為台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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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缺乏寫作科學文章的基本訓練及經驗，而這是需要時間練習的。    

十四、 積極參與研討會或專題討論  （碩、博、教授） 

碩博士受訪者表示由於系上規定必修專題演講，是兩學期的課程，必須各聽

15 場演講，也就等於要聽 30 場演講，一次 1~2 小時，講者必須博士以上，會用

PPT 講自己的研究。也有碩博士生表示由於現在的東西越做越難，因此聽不懂是

常態。也有博班受訪者認為去參加研討會主要是可以認識新朋友，知道目前誰在

做什麼研究或者看演講者如何呈現他的研究或是如何思考問題的。教授部分，有

教授表示甚少參加研討會，但只要參加就會有大收穫，也可能遇到趣味相投者相

談甚歡，這樣的接觸機會不是坐著查資料可以獲得的，也因此相當肯定參加研討

會對學術研究的幫助。 

十五、 投稿時能依據專業判斷選擇合適的出版品  （教授） 

博士生因為畢業前要有一篇 SCI 論文，因此而有投稿壓力。至於選擇投稿到

哪裡，通常是以指導教授意見為意見，通常會採用指導教授名字合作投稿。有受

訪學生表示會逐漸分辨出不同期刊有不同屬性，必須因應其屬性調整內容，或因

內容而選擇不同屬性的期刊。也有教授表示不管是否被接受，投稿回來的審閱報

告都是很有價值的，可以拓展自己的眼光。另外，有教授建議投稿要盡量試，通

常會投比估計的再難一點的期刊。如果有文章被比較好的期刊接受，一生都將受

用。投稿稿件不要過長，因為越長審稿越嚴，讀的人也越少，一般 10 頁左右讀

的人最多，被引用機會也多。因此投稿文章能切就切，像上菜一般，最好一盤一

盤端出來，不要滿漢全席一下全出來，可能會消化不良。訪談發現，事實上教授

們在投稿方面經驗豐富，多能依據其專業判斷來選擇合適的出版品及審核論文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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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 數學領域碩士生之資訊素養行為 

數學領域碩士生之資訊素養行為呈現新手到初學者的狀態。在論文題目的選

擇上十分依賴教授的指引。在資訊查找方式上十分單一就是 Google，大多使用

關鍵字查詢。在獲取新知方面並不很重視，雖然有規定必修以聽演講為主的

seminar，但對碩士生而言，普遍有理解上的困難。而在評估資訊方面，受限於

閱讀上的困難，純數碩士生評估文獻品質主要以看不看得懂為主。但也有應數碩

士生提到會以發表的期刊以及發表的人或團隊來判斷資訊品質。資訊管理方面，

由於引用文獻篇數普遍不多， 20 篇左右，因此較無管理上的問題。另外在論文

寫作方面，因屬新手階段，在英文寫作上可能有語言上的困難，甚至 LaTex 寫

作軟體的使用上亦須要自學。值得一提的是，在書目管理軟體的使用上，有應數

碩士生因教授推薦而自費購買軟體（Papers），顯見碩士生的資訊素養行為亦可

能因指導教授影響而呈現巨大差異。 

二、 數學領域博士生之資訊素養行為 

數學領域博士生之資訊素養行為呈現進階者的狀態。在論文題目的選擇上可

能延續碩士論文題目，也可能加入指導教授的研究計畫協同合作。在資訊查找方

式上不像碩士生那麼單一，只使用Google查詢，而會使用像是ArXiv或Mathscinet

等資料庫。在查詢上，除了使用關鍵字查詢，亦會就領域知名作者進行查找。在

獲取新知方面比起碩士生重視許多，有博士生每日會進 ArXiv 觀看領域最新發表

的論文，就像看每日早報一樣。但也有博士生表示雖然知道新知很重要，但是因

為要看的東西太多，怕有太多干擾，因此並不主動訂閱新知通訊。在評估資訊方

面，博士生和碩士生一樣有理解上的困難，但評估文獻的品質不像碩士生以看不

看得懂為主，而會以內容及步驟、貢獻度以及發表期刊的 impact factor 為依據。

資訊管理方面，與碩士生一樣，由於引用文獻篇數並不多，較無管理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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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目引用方式上，大多數仍採用手工繕打，頂多用到 LaTex 的書目管理套件。

另外在論文寫作方面，英文不是主要問題，而是證不出來或是要用到還沒學過的

事情。在投稿方面，因博班學生畢業至少要有一篇 SCI 國際期刊，因此有投稿壓

力。然而在投稿何種期刊方面，雖然已有期刊屬性以及 impact factor 概念但仍十

分依賴指導教授的意見。另外，受訪結果顯示，應數和純數博士生在資訊素養行

為上並無顯著差異。 

三、 數學領域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 

數學領域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呈現勝任者、熟練者以及專家的狀態。在論文

題目的選擇上可能延續博士論文題目，也可能是個人興趣的展現，其中和朋友聊

天並進一步合作的情形亦所在多有。在資訊查找方式上呈現非常多元的現象，不

只使用 Google 查詢，ArXiv、Mathscinet、SCI 以及圖書館都是經常使用的資源。

而其中最被推崇的方式是問人（同儕），主要因為論文投稿從審查到發表過程緩

慢，不如口耳相傳來得快速有效率。在查詢上，除了使用關鍵字查詢，基於對領

域知識的熟悉，常會就領域作者進行查找。然在獲取新知方面，需求度可能不是

太高，有純數教授表示由於領域進展緩慢，並不需要最新的資訊。有應數教授會

透過 email 訂閱期刊通訊。在參加學術社群或專業網站，目前僅有一位應數教授

加入 Research Gate，其他像是 Facebook 或 Mathflow 大部分很少參加。在評估文

獻的品質方面，教授的看法比起學生具有更大的視野，他們會依據論文被引用次

數、是否為跨領域或開拓性、專業性來評判其價值。在管理資訊方面，教授在此

方面顯得相當有創意，有一位應數教授利用書目管理軟體 tag 的功能管理大量文

獻。另一位應數教授則認為面對資訊爆炸巨量資料時代，索性連存檔都不用存了，

只要記得書目資訊即可。對於學生論文寫作的看法，有教授認為學生英文能力落

差頗大。另外，大部分教授都認為學生很缺乏寫作科學論文的訓練。在投稿方面，

教授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意見，包括審核報告（peer review）是很有價值的、盡

量不投認識的 editor、會參考期刊 impact factor、文章越長審得越嚴、鼓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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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量投好期刊以及鼓勵投稿跨領域期刊等。綜合以上所述，應數教授比起純數教

授，在新知、學術社群參與以及書目管理軟體的應用上呈現較積極態度，年紀輕

的教授可能正值論文盛產期也較資深教授呈現較積極參與的態度。其他方面純數

教授和應數教授在資訊素養行為上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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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依據前章個結研究發現，並回應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提出對論文之

結論與建議。第一節根據訪談分析結果提出重要結論；第二節依據研究發現提出

對大學圖書館之建議；第三節則提供其他研究者未來可能研究之方向。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對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進行深度訪談之後，就研

究問題所提出數學領域碩士生資訊素養行為、博士生資訊素養行為與教授之資訊

素養行為三部分，歸納出研究結論。由於碩士、博士與教授處於學術研究的不同

階段，其資訊素養行為確實如本研究所採用 SCONUL 英國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

準七柱說（The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2011）所述，呈現由新手

初學者進階者勝任者熟練者專家，各種不同資訊科技技能與圖書館技能

的階段。可以這麼說，碩士生屬於新手階段，博士生屬於進階者階段，而教授則

算是專家的階段，如圖 5-1。而圖書館如何針對以上碩士、博士與教授的資訊素

養行為提供所需求的學科服務又是另一個議題，以下依據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

授之資訊素養行為以及對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需求分別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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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 資訊素養階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 

依據第四章訪談資料的分析，大致可將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資訊素養

行為整理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  碩士生主要依賴教授指引論文主題方向  

(二)  博士生及教授的研究主題可能是之前碩博士論文研究的延伸 

(三)  Google 為碩士生尋求資訊的主要途徑  

(四)  博士生會進一步使用 Google Scholar、MathScinet 或 ArXiv 作為資訊搜  

尋途徑 

(五)  同儕為教授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 

(六)  純數領域對新知通訊的訂閱需求不甚高  

(七)  經由網路參與學術社群的比例不甚高  

(八)  教授十分推崇 Research Gate 學術網站交流功能 

(九)  博士生比碩士生更能使用引用指標（如引用數量、期刊 impact factor 

做為論文品質評估方式  

 

教授 

博士生 

碩士生 

專家 

初學者 

進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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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教授很肯定同儕審閱報告（peer review report） 對擴展研究視野的回饋 

功能 

(十一)  普遍使用 LaTex 論文寫作排版軟體而非 Word 

(十二)  碩士生大多自學 LaTex 或其他應用軟體，如 R 統計軟體或 MATLAB 

(十三)  書目管理軟體的選擇上偏好使用與 BibTeX 格式相容的軟體，例如 

Papers 

(十四)  碩博士生論文引用篇數不多，因此較無書目管理的概念與需求  

(十五)  碩博士生對於論文引用應改寫至何種程度才能避免抄襲並不確定 

(十六)  教授認為對於經由口耳相傳提供研究想法者應予肯定尊重並於研究 

中提及 

(十七)  教授對於未來圖書館進行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抱持樂觀審慎看 

法 

(十八)  碩博士生在分析和閱讀文獻上常遭遇困難  

(十九)  教授認為碩博士生很缺乏科學論文寫作方面訓練 

(二十)  碩博士生投稿期刊的選擇主要仰賴教授指導 

(二十一) 教授對投稿新興 open access 期刊，基於審稿制度尚未建立完善， 

抱持謹慎保留態度 

(二十二) 研討會或專題討論為重要資訊管道 

以下分別說明。 

(一)  碩士生主要依賴教授指引論文主題方向 

  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碩士生在開始進行論文研究時，對於背景知識與研

究架構都還沒有確切方向，指導教授通常都是扮演碩士生研究論文主題的帶領者。

每位碩士生受訪者都表示會經歷一段摸索期，可能是指導教授給予方向進而發現

個人興趣，或者由於關鍵論文的閱讀以及參與研討會進一步受到啟發。碩士生主

要依賴教授指引論文主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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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博士生及教授的研究主題可能是之前碩博士論文研究的延伸 

    博士生及教授均具有寫作碩士或博士論文經驗，研究主題容易延續之前熟悉

的研究。可能是改善及擴充碩士論文裡的模型或是利用博士論文的方法論做進一

步的應用。 

(三)  Google 為碩士生尋求資訊的主要途徑 

         受訪者皆能利用各種查詢工具，如 Google 搜尋引擎、ArXiv、Mathscinet、

期刊網站、圖書館以及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的綜合查詢。其中碩士生偏好 Google

搜尋引擎，利用 Google 搜尋引擎是最普遍的查詢方式。碩士生一般來說多會採

用 Google 為搜尋資料的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利用圖書館查詢圖書。 

(四)  博士生較碩士生常使用 Google Scholar、MathScinet 或 ArXiv 作為資訊搜尋

途徑 

博士生除了 Google 以外，MathScinet 或 ArXiv 亦是常用的工具。MathScinet

為美國數學會出版數學領域的期刊文獻資料庫。是數學領域學者熟悉的資源，一

般收錄已出版的期刊論文。另外 ArXiv 的新穎性易受推崇，主要是理工研究者會

將研究的初步結果先上傳到 ArXiv，比一般期刊的出版快許多。有博士生甚至會

每天早上當看新聞報紙來看。 

(五)  同儕為教授取得資訊的重要管道 

    教授部分，以 Google 及 Mathscinet 查詢為主。較令人驚訝的是，有五位教

授認為最快也是查到最新資料的方式是直接問人。由於投稿到真正發表的時間常

拖到一至兩年，大部分教授認為期刊上面的資訊事實上是晚於個人資訊的，而偏

好採用問人或相互討論這種非正式的資訊管道。 

(六)  純數領域對新知通訊的訂閱需求不甚高  

數學領域的學者普遍沒有訂閱新知通訊的習慣。碩班學生由於忙於課業及忙

於寫作論文，比博班學生更沒有時間關注新的資訊。唯博班受訪者中有人會定期

進 ArXiv 上閱讀新的論文，也有進特定期刊閱讀者。教授方面，純數領域教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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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領域進展緩慢，研究競爭較平和，對新知的需求並不強烈。也有應數教授表示

由於教學研究繁忙，要做的事已經很多了，並不需要過多的資訊。 

(七)  經由網路參與學術社群的比例不甚高 

    由受訪結果來看，數學領域學者參與網路社群的比例不是很高。其中有一位

教授及一位博班學生提到使用 Research Gate 的經驗。另外亦有碩博士生參加

Mathflow 或者統計社群網。整體而言，博班學生比碩班學生參加學術社群比例

為高。而教授部份，除了一位表示參加 Research Gate 之外，大部份表示對網路

社群並無太大興趣。 

(八)  教授十分推崇 Research Gate 學術網站交流功能 

Research Gate 為近年來興起的一個學術交流網站。係針對學術研究者所提供

的一個研究分享平台。研究人員可以於該網站註冊，而免費分享全球各領域尖端

學者最新科學研究成果和學術著作，並且能夠迅速擴大研究成果的關注度與影響

力。受訪教授十分推崇此網站。 

(九)  博士生比碩士生更能使用引用指標（如引用數量、期刊 impact factor）做為

論文品質評估方式 

    在使用引用指標（如引用數量、期刊 impact factor）做為評估方式方面，碩

班生較博班生不清楚其功能，大多數博班生都知道期刊 impact factor。且有一位

博班受訪者表示由於指導教授曾告知領域內有哪些較好期刊，而有查期刊 impact 

factor 的習慣。在評估資訊來源的品質與重要性方面，博班受訪者較碩班受訪者

更會依據期刊的 impact factor 作為評判標準。 

(十)  教授很肯定同儕審閱報告（peer review report）對擴展研究視野的回饋功能 

     一般而言，教授對同儕審閱（peer review）制度均表高度肯定，有教授認為

同儕審閱（peer review）回來的報告是很有價值，可以擴展研究視野。當然也有

教授認為同儕審閱（peer review）給予出版社編輯很大的決定權決定給誰審閱，

也決定投稿是否被接受。整體而言，受訪教授均有豐富的投稿及同儕審閱（p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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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經驗，並且有他們非常獨到的看法。 

(十一) 普遍使用 LaTex 論文寫作排版軟體而非 WORD 

LaTex 為數學領域學者普遍使用的寫作排版軟體，其優點為方便數學符號及

公式的排版。在 18 位受訪者中，僅一位使用 WORD 進行論文寫作，其餘均採用

LaTex.   

(十二) 碩士生大多自學 LaTex 或其他應用軟體，如 R 統計軟體或 MATLAB 

一般碩班同學會碰到不知如何使用 LaTex 軟體的問題，沒有人教必須網路

上自學。，常常必須使用 Google 搜尋學習其語法，或是拿現成的範本進行修改，

同學之間常問來問去。R是統計的免費軟體，其它需要付費的相關軟體就是X plus。

做數學大部分的人用 MATLAB，用 R 是因為有很多網路上寫好的套件，可以直

接使用。MATLAB 也有，只是套件可能比較不齊全。通常老師不會教，同學必

須自學這些軟體。 

(十三) 書目管理軟體的選擇上偏好使用與 BibTeX 格式相容的軟體，例如 Papers 

18位受訪者中，僅一位教授與其指導的一位碩士生表示有使用書目管理軟

體。而所採用的書目管理軟體稱為 Papers，為一付費軟體。優點為跨平台，在

不同的電腦都可以透過雲端硬碟同步，同時具有與 BibTeX格式相容的書目引用，

適合搭配 LaTex 寫作軟體使用。 

(十四) 碩博士生論文引用篇數不多，因此較無書目管理的概念與需求 

    大多數碩博士生受訪者表示由於論文引用篇數並不是很多，約 20 篇上下，

因此並無管理上的問題也較無書目管理的概念。但有一位教授及其碩博士生自費

訂購 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根據其說法，此書目管理軟體提供跨平台檢索（如

Google scholar、ArXiv、Mathscinet 與 SCI 等），幾乎囊括數學領域常用資料庫

的檢索，加上書目管理上的便利性，例如教授提到可利用標籤（tag）方式，而

非資料夾方式進行歸類，可有效分類及檢索已下載資料。 

(十五) 教授認為對於口耳相傳提供研究想法者應予肯定尊重並於研究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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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教授表示，有時研究的想法可能來自某人的口頭告知，這時應於研究中載

明，以示尊重。雖然並無違反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問題，但是可能會受到議論，因

此一定要講清楚，不能把別人提供的點子說是自己想出來的，那會產生爭議。 

(十六) 碩博士生對於論文引用應改寫至何種程度才能避免抄襲並不很確定 

    雖然受訪教授均表達對於論文寫作上引用改寫及標註引用出處的重視，也 

會跟學生一再強調引用改寫的重要性，然而博士生仍然表示不太清楚應改寫至何

種程度才能避免抄襲的嫌疑。對於要怎樣修改是有點模糊的，通常會儘量寫自己

的觀點，至於要改寫到甚麼程度並不很確定。 

(十七) 教授對於未來圖書館進行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抱持樂觀審慎看法  

    一般受訪者並無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的概念。經過解釋之後，教授均

表示肯定，但對於真正實際施行之後的效果不確定。受訪者認為研究過程是重要

的，也應該要有好的 documentation，因為有時候會回頭去看自己的研究，因此

過程紀錄很重要，在經驗傳承上亦有一定意義。 

(十八) 碩博士生在分析和閱讀文獻上常遭遇困難  

    在閱讀文獻方面，不論是碩士生或博士生受訪者皆表示，最大的困難就是看

不懂或（定理）證不出來，比如這個式子換到那個式子為什麼會對，可能要想或

跟老師同學討論。大部分是因為預備知識不夠必須再補足其他背景知識。也有博

班受訪者表達有些看不懂可能是打字錯誤、過於簡潔或者因期刊限制長度而把一

些簡單的東西拿掉所致。在閱讀上語言（英文）一般不是太大問題。 

(十九) 教授認為碩博士生很缺乏科學論文寫作方面訓練 

大部分教授認為台灣學生普遍缺乏寫作科學文章的基本訓練及經驗，台灣對

寫作方面的訓練非常缺乏，學生不大能用 organize 的方式寫作論文，而這是需要

時間練習的。有時候學生可以把題目作得相當好，但是不大能用 organize 的方式

寫出來。文章的 organization 散漫，沒有組織。另外在寫作格式方面，常出現遇

句點即跳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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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碩博士生投稿期刊的選擇主要仰賴教授指導 

    教授由於投稿經驗豐富，一般會依據專業判斷選擇投稿期刊，通常會依據

paper 的品質及內容選擇合適的期刊，或依據 impact factor 選擇投稿品質較好的

期刊。博班學生畢業至少要有一篇 SCI 國際期刊，因此有投稿壓力。然而在投稿

何種期刊方面，雖然已有期刊屬性以及 impact factor 概念但仍十分依賴指導教授

的意見。 

(二十一) 教授對投稿新興 open access 期刊，基於審稿制度尚未建立完善，抱持

謹慎保留態度 

    Open Access 期刊為近日因應商業期刊龐大訂購費用而出現之替代性選擇。

商業期刊每年鉅額的訂費早已成各大學難以負擔之重，而新興 open access 期刊

模式是否能有效替代商業模式或產生制衡作用。有教授認為 open access 期刊尚

未建立良好的審稿制度，在品質上不若商業期刊嚴謹。由於 open access 期刊尚

在發展中，審稿制度並未建立完善。而所謂傳統的好期刊，姑不論其價格問題，

通常其編輯群都是非常有威望的，也因此期刊品質是可以信任的，然而有些 open 

access 期刊，可能是ㄧ些不知名的人在做，品質較不確定。也因此教授抱持較謹

慎保留態度。 

(二十二) 研討會或專題討論為重要資訊管道 

     碩博士受訪者表示由於系上規定必修專題演講，為兩學期的課程，必須各

聽 15 場演講，也等於要聽 30 場演講，一次 1~2 小時，講者必須博士以上，會用

PPT 講自己的研究。也有碩博士生表示由於現在的東西越做越難，因此聽不懂是

常態。有博班受訪者認為去參加研討會主要是可以認識新朋友，知道目前誰在做

什麼研究或者看演講者如何呈現他的研究或是如何思考問題。教授部分，有教授

表示甚少參加研討會，但只要參加就會有大收穫，也可能遇到趣味相投者相談甚

歡，而這樣的接觸機會不是坐著查資料可以獲得的，也因此相當肯定參加研討會

對學術研究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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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需求 

經由訪談發現碩博士生在論文寫作上，不論在選題或寫作方面，基本上都非

常仰賴指導教授的指導。唯獨在搜尋、評估、管理資料或寫作軟體的使用方面，

一般都是自力救濟或同儕之間互相詢問，也因此這些部分或許是圖書館學科服務

可以著力之處。筆者依據數學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訪談結果，進

一步推論其對圖書館學科服務可能的需求主要有（一）舉辦數學資料庫利用講習

（二）協助 LaTex 數學編排軟體介紹（三）提供書目管理軟體 Papers 的應用介

紹（四）加強學術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以及 SCI 引用次數的介紹（五）

協助科技論文寫作指引（六）協助投稿指南的蒐集與推廣（七）提供人際互動的

場所與活動。其中碩士生較偏向（一）、（二）、（三）的基本需求，而博士生

則偏向（四）、（五）、（六）等較高階的需求。至於教授方面，（七）人際互

動相對是重要的（表 5-1）。以下分別說明。 

(一) 舉辦數學資料庫利用講習  

碩士生在資訊搜尋方面，由表 4-4可看出，碩士生的查詢方式大部份為

Google，並且認為 Google查詢即很足夠。但也有受訪者表示，經由圖書館舉辦

的數學資料庫利用講習方知還有 Google以外的許多資料庫資源，對於將來終身

學習將助益甚多。由此可知，碩士生對於資料庫的了解十分有限，其資訊來源大

多來自教授，學科館員倘能和教授進一步合作，舉辦數學資料庫講習，將能大大

開拓碩士生的研究視野。 

(二) 協助 LaTex數學編排軟體利用介紹  

由訪談中得知，數學領域碩博士生及教授大多使用 LaTex文字編輯軟體撰寫

論文。該軟體的學習，通常是碩博士生自己上網搜尋資料自學該軟體之使用，而

往往並不是那麼順利。倘若圖書館能於此軟體的使用上提供幫助，或與其他博士

後研究者合作舉辦講習，相信對碩博士生撰寫論文方面將有所助益。其他數學領

域常用軟體，像是 Matlab 或統計軟體 R程式等，事實上系上並不提供任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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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若能於此方面提供協助，亦將提升圖書館服務品質。 

(三) 提供書目管理軟體 Papers的應用介紹  

於 18位受訪者中，僅有一位教授與一位碩士生採用書目管理軟體，而此軟

體為自費購買的 Papers 管理軟體。據受訪者表示，該軟體較之圖書館大力推廣

的 Endnote或是 Mendeley 更適合理工科系使用。不論在搜尋方面、引用格式上

或是管理功能均提供比 Endnote更方便的使用。由此也令筆者思考，圖書館員是

否應積極向使用者學習，瞭解使用者習慣，俾能提供更切身有用的服務。 

(四) 加強學術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以及 SCI引用次數的介紹  

由訪談中得悉，大多數碩士生對於學術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以及

SCI引用次數的了解十分有限，也因此在判斷資訊品質上仍處於十分基本的階段。

博士生則對學術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以及 SCI引用次數稍有瞭解，但

其相關知識來源亦多來自指導教授。由於近年來，對於學術評比與獎勵方案多以

SCI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以及引用次數為指標，倘若在學術研究的初

期即有正確認識，對於日後研究工作將有所助益，亦是學科館員可多所著墨之

處。 

(五) 協助科技論文寫作的指引  

在訪談當中，多位受訪教授一再表示，本國學生在科技論文寫作方面的訓練

十分缺乏，甚至包括一般的寫作格式問題（例如段落的起合等）。也因此，如何

瞭解科技論文的寫作方式，並提供指引性服務，或者與教授合作舉辦科技論文寫

作講座之類。另外，多位博士生表示，對於如何引用改寫方能避免抄襲事實上並

不確定，此方面的資訊可能也是圖書館學科服務能夠提供的項目之一。 

(六) 協助投稿指南的搜集與推廣  

由受訪者得知，一般碩士生比較沒有投稿的壓力，而博士生則須發表至少一

篇 SCI論文。而關於投稿訊息，例如要投哪個期刊，通常仰賴指導教授的意見，

博士生自己因尚處於摸索期，通常無一定的看法。而不同老師對於投稿何種期刊



141 

 

的看法差異甚大。有的教授認為要多嘗試，每一種都試試看，也有的認為就投指

導教授常投的期刊，另外也有教授認為應從比自己論文層次高一點的期刊開始投。

此投稿方面的資訊十分仰賴經驗上的判斷，倘若圖書館能協助蒐集各領域教授在

投稿方面的經驗，不僅對碩博士生，對教授來說都將是非常寶貴有用的資訊。 

(七) 圖書館提供人際互動的場所以及活動  

由訪談中得知，由於出版上可能的延遲，數學領域的教授十分仰賴同儕提供

的資訊更甚於網路或資料庫查到的訊息。教授們普遍重視同領域人與人的互動及

訊息傳遞，認為來自人的資訊才是第一手消息，已出版的資訊往往已過時一至兩

年。也因此提醒圖書館，應該積極從事安排跨領域交流的活動，增進領域之間人

員的交流及互動。即使碩博士生，對於彼此的研究事實上都有一定的好奇，圖書

館或許可以舉辦類似增進人際互動認識彼此論文的活動或邀請著名期刊編輯演

講投稿科技期刊須知。甚至空間上也仿效國外提供方便交談的學習共享空間。 

 

表 5-1 對圖書館學科服務的需求 

項目 碩士 博士 教授 

舉辦數學資料庫利用講習 V   

LaTex數學編排軟體介紹 V   

書目管理軟體 Papers的應

用介紹 

V V V 

學術影響力指數（impact 

factor）以及 SCI 引用次

數的介紹 

 V  

科技論文寫作指引 V V  

投稿指南的搜集與推廣  V V 

圖書館提供人際互動的場

所以及活動 

V V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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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前節受訪者在資訊素養行為訪談內容中的各項意見，提出對大學圖書

館的建議。包括一、應加強圖書館資源及服務宣導 二、應針對不同族群提供不

同服務 三、應重視不同學科在文字編輯軟體與書目管理軟體上的使用需求 四、

應加強新知訂閱以及新型態學術交流網站 Research Gate 的介紹 五、應重視科技

論文寫作技巧方面的需求 六、應重視投稿資訊的蒐集與推廣 七、應重視使用者

人際互動交流的需求 八、應重視學科館員的在職訓練 九、應加強與教授的合作。

以下分別說明。 

一、 應加強圖書館資源及服務的宣導 

包括數學領域常用資料庫以及博碩士論文資料庫（例如 Proquest 博碩士論文

資料庫）的利用介紹。另外關於電子書的訂購，有教授表示非常好用，也有同學

表示電子書的數量可再加強。圖書館應多提供資料庫介紹活動，尤其碩士生幾乎

除了 Google以外，渾然不知其他像是 ArXiv 或 Mathscinet 等網站或資料庫資源，

更遑論 SCI 或 SCOPUS 這類圖書館花了許多經費購買的資源。 

二、 應針對不同族群提供不同服務 

訪談結果顯示，碩士、博士與教授族群在資訊行為及需求上差別甚為明顯。

碩士生屬於新手階段，不論資訊搜尋、資訊評估以及資訊使用方面都是最基本的，

至於博士生，經歷過碩士階段，在資訊搜尋等方面都比碩士生略勝一籌。至於教

授階段，尤其資深教授，已臻職業生涯頂峰，感覺已無所求，重要的是經驗傳承。

因此不同階段有不同需求，圖書館應針對不同族群提供不同的服務，而不是一視

同仁。 

三、 應重視不同學科在文字編輯軟體與書目管理軟體上的使用需求 

數學領域大部分使用 LaTex 編排論文，碩博士生在初次使用此軟體時大多

有一定的困難，圖書館應在此方面給予協助或服務。而書目管理軟體上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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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書目管理軟體，圖書館應知道不同學科在使用上的習慣與偏好，推出適用

的軟體及服務。 

四、 應加強新知訂閱以及新型態學術交流網站 Research Gate 的介紹 

由受訪結果得知，數學領域學者在新知訂閱以及學術網站的參與方面，由於

各種因素，呈現較不積極的狀況。或許圖書館可以加強宣導如何訂閱新知通訊方

面的訊息。另外，Research Gate 為近年來興起的一個學術交流網站，有教授十分

推崇此網站，然而也有許多教授或碩博士生並不知道有這樣的學術交流管道，或

許也是圖書館可以加以介紹的資訊。 

五、 應重視科技論文寫作技巧方面的需求 

由訪談當中得知，由於數學領域的發展淵遠流長，在論文的寫作方法上十分

多樣化，純數和應數亦各有擅長。教授們普遍感到憂心的是，台灣學生十分缺乏

科技論文寫作方面的訓練，大部分學生都是研究所階段才開始有寫作論文的經驗。

因此論文寫作變成一種十分仰賴指導教授的師徒制學習方式。圖書館或許可以與

一些熱心的教授合作，舉辦類似科技論文寫作工作坊的活動，提供指引性服務。

另外對於如何引用改寫方能避免剽竊亦是碩博士生普遍關切的問題，此方面的資

訊可能也是學科服務能夠提供的項目之一。 

六、 應重視投稿資訊的蒐集與推廣 

由受訪者得知，博士生於畢業前必須發表至少一篇 SCI 論文。至於要投哪個

期刊，通常仰賴指導教授的意見。由於不同老師對於投稿何種期刊的看法差異甚

大，圖書館或許可以收集此方面的資訊，有系統地整理，不論對投稿經驗的傳承

或對碩博士生來說都將是非常寶貴有用的資訊。 

七、 應重視使用者人際互動交流的需求 

由於出版上可能的延遲，數學領域的教授十分重視同領域人與人的互動及訊

息傳遞更甚於網路或資料庫查到的訊息，普遍認為來自人的資訊才是第一手消息，

已出版的論文往往也是過時的資訊。圖書館應該積極從事安排類似可增進人際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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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認識彼此論文的活動，甚至空間上也仿效國外提供方便交談的學習共享空間。 

八、 應重視學科館員的在職訓練 

    由於目前圖書館的學科館員大多由圖資背景者擔任，事實上並不具備數學領

域相關的學科背景。受限於此，學科館員除了提供學科資源介紹之外，其他對

LaTex、R 統計軟體或 MATLAB 等較需學科背景的應用軟體介紹仍有其侷限，

或許可藉由相關的在職訓練補足此方面的不足，以提供更深入的服務。 

九、 應加強與教授的合作 

    由受訪結果發現，教授不僅具備深厚的學科知識，同時在資訊素養方面也屬

於專家層級，不論在資訊搜尋、資訊評估或者投稿經驗等各方面，均有非常豐富

的實務經驗。圖書館或可提供平台，讓教授將此豐富的經驗分享予一般學生。又

或者可整理相關經驗及知識用於圖書館資料庫利用講習課程。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旨在以 SCONUL 英國高等教育資訊素養標準探討數學領域碩博士生

以及教授之資訊素養行為，限於時間與筆者能力，研究仍有疏漏與不足之處，筆

者建議未來研究只能以本研究之初探結果，進一步擴大範圍並使用量化研究。 

由於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進行質性研究，在研究取樣上有所限制，

建議未來研究者能發展評估碩博士生與教授資訊素養的問卷，將資訊素養行為以

量化方式呈現，收集更多研究取向資訊。並且將研究對象範圍擴展至不同學科領

域，例如物理及化學等，以評估學科領域碩博士生與教授之間資訊素養的差異，

而有較為全面性的整合與比較，而更加瞭解不同領域學者的資訊素養行為，作為

圖書館提供學科服務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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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的碩士/博士/計畫研究主題是什麼？ 

2. 請問您如何找到您的論文主題的？ 

3. 在論文主題決定過程中，什麼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4. 請問您如何開始著手找資料？ 

5. 如何取得資料？ 

6. 如何判斷資料的品質？正確性或權威性？ 

7. 如何管理資料？ 

8. 如何使用資料？ 

9. 請問您的資訊來源有哪些？（例：同儕或老師、網路資源或圖書館等） 

10. 請您談談會議的參與經驗以及對研究的幫助？ 

11. 請您談談對學生資訊素養能力的看法？（教授） 

12. 請您談談有哪些圖書館利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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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問題細項 

 

1. 如何決定論文題目  

a. 請問您的碩士/博士論文/計畫研究題目是什麼？ 

b. 論文主題是如何決定的？需要進行文獻分析嗎？ 

c. 您認為在論文主題決定的過程中，最重要因素為何？ 

d. 請問平常的專題討論、國際會議等經驗對於您現在論文的研究有沒有任

何影響？ 

2. 如何開始找資料？ 

a. 使用哪些資料庫？期刊？ 

b. 找哪些資料？種類？ 

c. 您上課會提到如何查詢資料的事嗎？使用哪些資料庫？期刊？ （教授） 

3. 如何取得資料？ 

a. 會下載紙本嗎？還是使用電子檔線上閱讀？ 

b. 如果學校無法下載，那怎麼辦？ 

c. 如何獲知最新資訊？會使用新知訂閱嗎？ 

d. 會與社群分享資訊嗎？有參加社群網站嗎？例如，Facebook 或數學專業

網站？ 

e. 會使用線上工具尋求研究協助嗎？（個人或專家） 

4. 如何判斷資訊的品質？ 

a. 如何判斷文獻的品質？ 

b. 如何判斷期刊的品質？ 

c. 如何判斷資料庫的品質？ 

d. 如何知道論文重點？會看論文的哪幾部分？如何做摘要或註記？閱讀或

理解上曾遭遇何困難？  

e. 如何提供同儕審閱（peer review）？（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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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管理資料？ 

a. 如何整理文獻？筆記？書目管理軟體？或是使用其他相關軟體？ 

b. 如何使用參考格式及產生書目資料？ 

c. 關於引用上的看法，有沒有適當改寫、避免抄襲問題、錯誤引用及二次

引用等 

d. 如何管理資料及文獻？pdf 檔？如何儲存？（雲端儲存？） 

6. 如何使用資訊？ 

a. 在論文寫作上是否遭遇任何困難？論文題目、文獻分析、語言表達、研

究方法？ （碩、博士生） 

b. 是否需要論文 PPT 口頭報告？能否有效進行口語表達溝通？ （碩、博

士生） 

c. 如何選擇發表論文的期刊？依據那些標準？會選擇投到 open access期刊

嗎？  

d. 有使用社群網站進行學術交流嗎？例如 Scopus 資料庫的 Research ID，

FB 或是 LinkedIn 等？ 

e. 學生在進行學位論文撰寫時最常碰到的困難有哪些？例如資料查詢、文

獻分析、語言表達或研究方法？ （教授） 

7. 資訊管道 

a. 同儕或老師、網路資源、圖書館？ 

b. 其他還有嗎？ 

c. 為何選擇這些資訊管道？經驗呢？好用呢？有用呢？ 

8. 會議（seminar、meeting、conference）的參與經驗 

a. 參加會議的頻率、參加會議的目的 

b. 會議的方式和內容？ 

c. 文獻分享？ 

d. 與其他人討論自己的論文研究？什麼方式？面對面、網路方式？ 

9. 圖書館利用課程經驗 

a. 大學的學科背景為何？專業領域？（碩、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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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是否參加過資料檢索、資料庫使用、圖書館利用等資訊素養相關課程？ 

c. 您目前使用圖書館的情形如何？ 

10. 還有沒有其他任何您想要補充說明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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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邀請函 

 

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參與此次研究，這是一份關於「數學領域資訊素養及學科

服務需求之探討」的研究，希望能夠瞭解數學領域研究者的資訊行為，以及對圖

書館服務之需求及期待。此訪談內容主要是關於撰寫研究論文之資訊尋求行為以

及對資訊素養教育之期待。您的熱心將有助於本研究順利完成。 

 在訪談前，將先詢問您一些基本資料，供研究時作為分析項目。提醒您在訪

談進行時，我們會同時錄音，並轉錄為訪談搞，此僅供研究分析使用，希望您能

同意。若訪談稿日後可能發表，對受訪者將以匿名方式呈現。在訪談時，若有任

何不清楚或不了解的地方，請隨時提出。訪談時間預計 60-90 分鐘，茲附上訪談

大綱提供參考。再次由衷感謝您的參與及協助！ 

 

    敬祝 

 

   萬事如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昭珍 博士 

             研 究 生 楊韻蓉 謹啟 

              民國 一 o 三 年 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