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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結結結果分析果分析果分析果分析 

文中首先分析受試者背景與檢索行為特性，接著評估搜尋引擎之

檢索效率、效益與受試者滿意度，並依據問題類型分析搜尋引擎對使

用者之助益，以及深入探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群集使用情形與受試

者認知，再依受試者建議與評價與分析受試者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之情境，最後並提出研究結果之綜合討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背景分析背景分析背景分析背景分析 

本節說明受試者背景特性，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學科領域、網

路使用經驗、搜尋引擎使用經驗、資訊檢索素養程度等。分為指定任

務與自訂任務受試者，並將指定任務受試者分為 A、B兩組，基本資

料分析項目請參見附錄九。 

 

研究中分為指定任務與自訂任務，指定任務受試者皆為圖資所碩

一生，共計八位，男女比例為 1:7。網路使用資歷除一位未滿五年外，

其餘七位均有五年以上的上網資歷。八位受試者每天至少上網一次，

每次上網時間都在三小時以上，有五位更達五小時以上。受試者最常

使用的搜尋引擎為 Google，次常用的搜尋引擎則為 Yahoo。至於自動

分群搜尋引擎的使用經驗，僅有二位曾經使用過 Vivisimo與 Clusty，

但使用頻率都不高。受試者對個人檢索技巧的認知多集中在普通等

級，不過八位受試者中，也有二位肯定自己的檢索技巧屬於很好的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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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任務受試者依學科領域分為人社、理工、商管、醫農四種，

每種領域各邀請二位受試者，共計八位，男女比例為 3:5，教育程度

從碩士到博士不等，如表 4-1所示。網路使用資歷皆在五年以上，平

均每天至少上網一次，其中有四位每次的上網時數為一到三小時之

間，三位為三到五小時，一位則在五小時以上。 

 

表 4-1、自訂任務受試者基本資料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學科學科學科學科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資傳 C02 碩一 
人社 

圖資 C03 碩畢 

電子 C04 碩一 
理工 

資工 C07 博士 

企管 C01 碩二 
商管 

財管 C06 碩一 

公衛 C05 碩畢 
醫農 

臨床牙醫 C08 碩二 

 

自訂任務受試者最常使用的搜尋引擎也是 Google，其次為 Yahoo

與 PubMed
1。至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使用經驗，僅一位曾經使用過

Vivisimo，使用頻率亦不高。檢索技巧上，也多集中在普通層級，八

位受試者中，也有二位認為自己的檢索技巧屬於很好的等級。 

 

綜合上述，十六位受試者(共計四位男性，十二位女性)皆屬於網

路重度使用者，雖然多無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經驗，但對於搜尋

引擎之使用與檢索技巧都具有相當的經驗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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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檢索行為特性檢索行為特性檢索行為特性檢索行為特性 

由於資訊檢索行為本身即是一項很複雜的研究，其範圍包含資訊

尋求行為、資訊素養、使用者心裡、資訊管道、檢索策略、瀏覽行為、

資訊過濾……等面向。故本研究僅藉由觀察使用者使用搜尋引擎的情

形與訪談結果，嘗試瞭解受試者之瀏覽習慣、檢索結果過濾方式、以

及相關判斷依據，藉此歸納受試者之檢索行為特性。其中藉由觀察受

試者瀏覽的情形，例如瀏覽檢索結果的情況與點選檢索結果的情形，

並以訪談深入瞭解受試者是否有預先制訂檢索策略的習慣，及不同搜

尋引擎的使用是否有不同的使用習慣。 

 

至於受試者過濾檢索結果的情況，則觀察受試者檢索任務期間所

用到之過濾方式，包括輸入查詢詞彙的情形、瀏覽檢索結果的情形、

是否使用特殊或進階的檢索功能等，並輔以訪談瞭解是否有其他過濾

方式。另外，受試者對於檢索結果的相關判斷依據，亦是藉由觀察與

訪談受試者檢索任務期間所點選之檢索結果，像是觀察受試者多點選

何種檢索結果、瀏覽檢索結果中的哪些資訊等。 

 

一一一一、、、、 檢索結果之瀏覽檢索結果之瀏覽檢索結果之瀏覽檢索結果之瀏覽 

(一一一一)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使用情形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使用情形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使用情形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使用情形 

受試者最常利用搜尋引擎查找一般生活娛樂以及專業學術

性之相關資訊，但也有部分受試者不以搜尋引擎查找學術資訊，

例如商管及醫農領域偏向查詢資料庫或特定網站，搜尋引擎對他

們來說較常用於一般生活娛樂或查找圖片。(詳見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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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會習慣用我還是會習慣用我還是會習慣用我還是會習慣用 PubMed。可是如果要找圖如果要找圖如果要找圖如果要找圖，，，，我還是會用我還是會用我還是會用我還是會用
Google去找去找去找去找，，，，Google圖庫也蠻大的圖庫也蠻大的圖庫也蠻大的圖庫也蠻大的。(C08: 21-24) 

 

受試者在瀏覽檢索結果時，多會依序瀏覽檢索出的結果，並

藉由相關排序即可從前面幾頁獲得所需。因此，在本研究中藉由

受試者歷程分析與訪談分析，發現受試者的瀏覽習慣可以分成：

(1) 依序瀏覽所有檢索結果；(2) 看到某頁後，再回到第一頁重新

瀏覽一遍；(3) 瀏覽到某頁為止，即停止瀏覽。(詳見附錄十、附

錄十一) 

 

研究者：你有習慣看到第四頁你有習慣看到第四頁你有習慣看到第四頁你有習慣看到第四頁、、、、第五頁的時候你就會回頭第五頁的時候你就會回頭第五頁的時候你就會回頭第五頁的時候你就會回頭。。。。 
受試者：對對對對。 

研究者：為什麼不會想再翻下去？ 

受試者：因為後面應該沒有什麼好找的因為後面應該沒有什麼好找的因為後面應該沒有什麼好找的因為後面應該沒有什麼好找的。。。。但是我會覺得排在但是我會覺得排在但是我會覺得排在但是我會覺得排在
前面的前面的前面的前面的，，，，我會怕遺漏掉我會怕遺漏掉我會怕遺漏掉我會怕遺漏掉。 

研究者：可是回頭看你又幾乎一筆一筆點。 

受試者：嗯。(B02: 1-7) 

 

研究者：那你通常會看到第幾頁？ 

受試者：大概五頁吧大概五頁吧大概五頁吧大概五頁吧！！！！因為後面都差不多因為後面都差不多因為後面都差不多因為後面都差不多，，，，都是不太相關的都是不太相關的都是不太相關的都是不太相關的。
(A04: 105-106)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為受用者習慣使用之搜尋引擎，使用目的

包含一般生活娛樂以及專業學術需求。但也有部分領域如商管、

醫農的受試者，僅利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查找一般生活娛樂用之

網路資源，若有專業學術需求時，則會利用資料庫或搜尋特定的

網站。再者，受試者瀏覽檢索結果時，多會依序瀏覽檢索出之相

關排序結果，且大部分受試者僅藉由前面幾筆檢索結果即可獲得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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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使用情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使用情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使用情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使用情形形形形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所檢索出之結果分為左側群集結果，與右

側網頁連結相關排序結果(以下簡稱排序結果) ，請參考圖 3-5。

經由觀察受試者與訪談分析中發現，有一半的受試者會直接從右

側排序結果開始看起，另外一半則是從左側群集結果開始看起，

也有少部分受試者幾乎不使用左側群集。但受試者表示，雖然不

一定會去點選群集，不過還是會快速瀏覽左側群集後再去細看右

側排序結果，若無所需資訊或檢索結果太多時，受試者會再回到

左側群集重新瀏覽一遍；反之，亦有先瀏覽右側排序結果後，再

去看左側群集的情形。當兩者皆無法令受試者滿意時，則會考慮

轉換關鍵詞。(詳見附錄十、附錄十一) 

 

研究者：像你好像都是先會從左邊這邊開始看對不對像你好像都是先會從左邊這邊開始看對不對像你好像都是先會從左邊這邊開始看對不對像你好像都是先會從左邊這邊開始看對不對，，，，那看那看那看那看
到有你要的就會點進去看到有你要的就會點進去看到有你要的就會點進去看到有你要的就會點進去看，，，，可是其實有時候點完以後可是其實有時候點完以後可是其實有時候點完以後可是其實有時候點完以後
發現沒有你要的發現沒有你要的發現沒有你要的發現沒有你要的，，，，你又會回來這邊你又會回來這邊你又會回來這邊你又會回來這邊(右側的全部檢索右側的全部檢索右側的全部檢索右側的全部檢索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然後我看你頂多就看到大概十幾筆而已。 

受試者：嗯。 

研究者：可是你看完以後你又回去點左邊的，為什麼？ 

受試者：因為我覺得我從這左邊的因為我覺得我從這左邊的因為我覺得我從這左邊的因為我覺得我從這左邊的，，，，就是從這邊分類我覺得就是從這邊分類我覺得就是從這邊分類我覺得就是從這邊分類我覺得
好像找不太到我要的東西好像找不太到我要的東西好像找不太到我要的東西好像找不太到我要的東西，，，，所以我就想說全部從頭看所以我就想說全部從頭看所以我就想說全部從頭看所以我就想說全部從頭看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然後就從頭開始稍微看一下然後就從頭開始稍微看一下然後就從頭開始稍微看一下然後就從頭開始稍微看一下，，，，我就覺得再試試我就覺得再試試我就覺得再試試我就覺得再試試
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所以我又再回去所以我又再回去所以我又再回去所以我又再回去，，，，就是再試從左邊的群集再就是再試從左邊的群集再就是再試從左邊的群集再就是再試從左邊的群集再
去點去點去點去點。。。。(C01: 64-71) 

 

其中有十一位受試者在群集中瀏覽完其排序結果後，又會回

到頂層重新瀏覽所有的排序結果，是因為：(1) 群集結果中沒有

發現符合需求的群集或相關網頁；(2) 開啟太多群集反而造成受

試者無法聚焦在原本的主題上。由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一頁就包

含了二十筆檢索結果，因此大部分受試者多會點選至第二頁為

止，不過當檢索結果數量少於六十筆時，受試者都會將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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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詳見附錄十一)。由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非受試者所習慣使

用之搜尋引擎，因此使用上較為不熟悉，再加上自動分群搜尋引

擎較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多了群集結果，因此增加了受試者瀏覽判

斷的時間。 

 

此外，經由觀察受試者與訪談後發現，受試者在制訂檢索策略

時，並不會考慮搜尋引擎類型，而是依其需求及主題內容制訂檢索策

略。一些受試者表示，會在檢索任務開始前，預想可以找到哪些資料。

即使在檢索之前，未先制訂策略，但在檢索過程中也會思考不同的檢

索策略。例如捨棄搜尋引擎，轉而利用不同的資訊源，像是找尋 FRBR

相關資料時，會想到 IFLA網站搜尋。(詳見附錄十) 

 

我一開始沒有這樣的設定，因為我會先看題目。有啦！後面有想
到，應該就是從官方的資料可能比較從官方的資料可能比較從官方的資料可能比較從官方的資料可能比較 ok。(A01: 8-11) 

 

或是限定某種主題類型，例如技術報告、圖片資料等。(詳見附錄

十) 

 

研究者：因為你要找的是比較屬於技術跟規格的東西找的是比較屬於技術跟規格的東西找的是比較屬於技術跟規格的東西找的是比較屬於技術跟規格的東西，所以像一
般.com 的網頁你也會要的網頁你也會要的網頁你也會要的網頁你也會要，畢竟這類網頁比較不像機構比
較具有某種權威性。 

受試者：對，但有時候他可能會有一些東西，就可能一些點可能
有相關。雖然不全然的深入，但有那個想法就夠了。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com也可以就對了。 

受試者：對。因為我們主要做的是要做新的東西主要做的是要做新的東西主要做的是要做新的東西主要做的是要做新的東西，，，，所以只要有用所以只要有用所以只要有用所以只要有用
的的的的 idea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就可以。(C04: 11-17) 

 

以及限定檔案格式，如 pdf、網域，如.com、年代如西元年等。(詳

見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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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就是網頁網頁網頁網頁為主為主為主為主，，，，然後然後然後然後 pdf是可以看是可以看是可以看是可以看，，，，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ppt我會覺得他可能我會覺得他可能我會覺得他可能我會覺得他可能
就是講比較簡略這樣子就是講比較簡略這樣子就是講比較簡略這樣子就是講比較簡略這樣子。。。。 (B03: 5-6) 

 

亦即受試者制訂檢索策略時並不會受到搜尋引擎類型影響，而是

針對需求與主題內容制訂檢索策。檢索策略之制訂不一定會在任務開

始前就設定好，更多時候會在檢索進行中慢慢成形，例如利用不同的

資訊源、限定主題類型與檔案格式等策略。 

 

二二二二、、、、 檢索結果之檢索結果之檢索結果之檢索結果之過濾過濾過濾過濾 

受試者多會採取重新輸入關鍵詞的方式過濾檢索結果，例如轉換

關鍵詞、加長關鍵詞、限制關鍵詞(Comma)，設法讓檢索詞彙更加精

準以減少不相關的檢索結果。(詳見附錄十二) 

 

研究者：所以比方說你平常在 Google找資料的話，過濾資訊的方過濾資訊的方過濾資訊的方過濾資訊的方
式就是下式就是下式就是下式就是下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拼命換關鍵詞？ 

受試者：不然就增加一些其他不然就增加一些其他不然就增加一些其他不然就增加一些其他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去找去找去找去找。(C04: 97-99) 

 

我用我用我用我用 Google的時候一定會把他的時候一定會把他的時候一定會把他的時候一定會把他 comma起來起來起來起來。(B01: 32) 

 

再加上受試者認為越後面的排序相關性越低，以及有過多的檢索

結果，所以為了節省時間與力氣只看排序結果的前幾頁，放棄後面的

資訊，只選擇前面幾頁相關性高且有可能看完的數量。(詳見附錄十二) 

 

受試者：因為大概抓五頁就差不多了大概抓五頁就差不多了大概抓五頁就差不多了大概抓五頁就差不多了。 

研究者：你覺得後面不會…… 

受試者：就後面就後面就後面就後面……………………覺得關連性會比較低覺得關連性會比較低覺得關連性會比較低覺得關連性會比較低。(B03: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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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以檢索結果的來源進行過濾，例如機構的權威性、網頁類

型、資源種類等。(詳見附錄十二) 

 

研究者：所以你會針對他的網頁的類型你會針對他的網頁的類型你會針對他的網頁的類型你會針對他的網頁的類型，，，，網頁的網頁的網頁的網頁的 type。。。。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org、、、、.com 的的的的，，，，還是還是還是還是 blog 的這種的這種的這種的這種。。。。你資料判斷的來源你資料判斷的來源你資料判斷的來源你資料判斷的來源
會依據他的會依據他的會依據他的會依據他的 source是從哪來的是從哪來的是從哪來的是從哪來的，，，，所以你還會重視他的權所以你還會重視他的權所以你還會重視他的權所以你還會重視他的權
威性威性威性威性。。。。 

受試者：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研究者：那所以像像像像.com、、、、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你也是就是還是一樣都是不要你也是就是還是一樣都是不要你也是就是還是一樣都是不要你也是就是還是一樣都是不要
的的的的，，，，不管不管不管不管…… 

受試者：會考慮會考慮會考慮會考慮。。。。會看他寫的就是很像那種談話性的會看他寫的就是很像那種談話性的會看他寫的就是很像那種談話性的會看他寫的就是很像那種談話性的，，，，如果是很如果是很如果是很如果是很
像談話性的就不會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資料像談話性的就不會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資料像談話性的就不會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資料像談話性的就不會覺得那個是很重要的資料。(B02: 

97-103) 

 

以及利用語言進行過濾，像是非英語或無法理解的語言皆一律排

除在外。(詳見附錄十二) 

 

受試者：……………………因為我覺得那個不是英文覺得那個不是英文覺得那個不是英文覺得那個不是英文。 

研究者：所以你會選擇語言？ 

受試者：對。(C01: 45-47) 

 

設定範圍、利用進階搜尋，限定要找範圍可能包括年代、語言、

文件類型等。(詳見附錄十二) 

 

受試者：……比如說今天想看某個論文，就會打像那種可以搜尋就會打像那種可以搜尋就會打像那種可以搜尋就會打像那種可以搜尋
pdf檔或檔或檔或檔或 word檔的檔的檔的檔的。 

研究者：所以你會鎖定文件類型所以你會鎖定文件類型所以你會鎖定文件類型所以你會鎖定文件類型？？？？ 
受試者：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C06: 6-9) 

 

藉由他人協助給予提示，例如商管領域受試者多以資料庫為主，

因為在網路上找資料往往太耗費時間且效益不高，但若藉由老師提示

則能省下許多時間與提升檢索的效益。(詳見附錄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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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老師就是會不會給我們一點提示看老師就是會不會給我們一點提示看老師就是會不會給我們一點提示看老師就是會不會給我們一點提示，，，，不然如果不理我們就會花超不然如果不理我們就會花超不然如果不理我們就會花超不然如果不理我們就會花超
多時間的多時間的多時間的多時間的。。。。(C06: 90-94)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受試者過濾檢索結果有六種方式，最常

用利用關鍵詞縮小範圍使檢索結果更加精準，其次為節省時間與精力

僅瀏覽前面頁數，或是利用資訊來源或語言判斷所需，亦有使用進階

功能限定範圍、年代、文件類型的過濾方式，甚至是經由他人提示以

節省時間提升效益。 

 

三三三三、、、、 檢索結果之相關判斷依據檢索結果之相關判斷依據檢索結果之相關判斷依據檢索結果之相關判斷依據 

搜尋引擎檢索結果所提供的標題(Title)與摘要(Snippy)，為受試者

判斷相關最重要之依據。此外，標題與摘要中顯示的粗體字(High-Light)

或其他提示功能，亦為幫助受試者判斷相關之重要依據。(詳見附錄十

三) 

 

受試者：就會從這些會從這些會從這些會從這些 title看看看看，然後想一想、一筆一筆看一下哪一
個會比較相關。 

研究者：所以你在判斷上也是從標題跟摘要會先看你在判斷上也是從標題跟摘要會先看你在判斷上也是從標題跟摘要會先看你在判斷上也是從標題跟摘要會先看，，，，就是粗體字就是粗體字就是粗體字就是粗體字。。。。 
受試者：嗯哼嗯哼嗯哼嗯哼。(A03: 117-120) 

 

資料來源亦為受試者判斷相關的方式之一，例如機構網站和Wiki

等較為受試者信任的特定網站，認為這些網站具有權威性，應與檢索

主題較為相關。(詳見附錄十三) 

 

因為還蠻信任還蠻信任還蠻信任還蠻信任Wiki的資料。(A03: 36) 

 
因為我看他標題看他標題看他標題看他標題嘛，如果機構的話就會點進去如果機構的話就會點進去如果機構的話就會點進去如果機構的話就會點進去看看。(A0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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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以內容本身來判斷，例如受試者預設之判斷條件，會依圖

片、公式、表格、數據等評斷，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依資源本身是否符

合受試者需求而定。(詳見附錄十三) 

 

先看有沒有圖先看有沒有圖先看有沒有圖先看有沒有圖，，，，後來再看他的標題後來再看他的標題後來再看他的標題後來再看他的標題，，，，會大概瞄一下內容會大概瞄一下內容會大概瞄一下內容會大概瞄一下內容。(C05: 

27-28) 

 

因此，受試者判斷檢索結果相關之依據多在於使用標題及摘要，

及系統提示粗體字功能，只要與查詢詞彙完全吻合者，受試者極容易

判定為相關。或是依據資料來源判斷權威性，認為權威性較高之資源

相關性亦較為準確。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以內容本身來判斷，依據受試

者預先設定之判斷條件與需求而定，例如圖片、公式或某些特定主

題，只要符合該條件受試者即判定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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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檢索效率分析檢索效率分析檢索效率分析檢索效率分析 

本節藉由檢索歷程(附錄十四)及搜尋引擎評估問卷(附錄五)，分析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RLS)及自動分群搜尋引擎(Vivisimoo)之檢索效

率。檢索歷程分析項目包括：查詢詞彙(Query)、檢索主題熟悉度

(Familiarity)、轉換詞彙時間(Query Change Time)、相關網頁(URL)、

相關網頁之資訊品質2
(Quality)、找到相關網頁的時間(Seeking Time)、

點選群集次數(Cluster Clicks)、找尋路徑(Path)、點選次數(Click)、開

啟網頁次數(Webpage Clicks)等(詳見附錄十五)。 

 

搜尋引擎之檢索效率分析，除利用分析指定任務檢索歷程之完成

時間、相關網頁、找到第一筆相關網頁時間、任務完成點擊次數及任

務完成開啟網址數外。並以搜尋引擎評估表分析指定及自訂任務受試

者之主觀認同度，包括受試者認知之瀏覽檢索結果速度與受試者使用

直覺之檢索效率。 

 

據檢索歷程分析結果發現，RLS不論在完成時間、找到第一筆相

關網頁時間及尋獲相關網頁數量上，皆優於 Vivisimo的表現，參考表

4-2。此外，在任務問題完成度方面，以表 4-3指定任務時間內未完成

任務次數來看，其中 RLS平均每次任務中有四人無法在時間內完成，

Vivisimo則平均每次任務中有五人，故以 RLS之完成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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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指定任務之搜尋引擎檢索效率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第一筆網第一筆網第一筆網第一筆網址址址址 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 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 

RLS 4'15'' 4.63 3.48 1'07'' 20.38 8.59 

Vivisimo 4'33'' 2.96 3.48 1'39'' 19.76 6.30 

 

表 4-3、指定任務時間內未完成任務人數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問題一 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問題二 問題三問題三問題三問題三 問題四問題四問題四問題四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RLS 4 5 3 5 4 

Vivisimo 5 4 6 6 5 

 

 受試者主觀認知包含指定任務及自訂任務受試者，可由以下兩點

來看： 

 

一一一一、、、、 受試者認知之受試者認知之受試者認知之受試者認知之瀏覽瀏覽瀏覽瀏覽檢索結果檢索結果檢索結果檢索結果速度速度速度速度 

 受試者認為無論何種類型之搜尋引擎皆能快速瀏覽檢索結果，但

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有較佳之檢索效率，而自訂任

務受試者則較滿意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表 4-4、瀏覽速度與檢索效率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3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6 (75%) 6 (7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2 (25%) 
3.50 

1 (25%) 
3.38 

自訂 同意 7 (87.5%) 3.38 6 (75%)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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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不同意 1 (12.5%) 1 (25%) 

同意 13 (81.25%) 12 (75%) 
整體 

不同意 3 (18.75%) 
3.44 

2 (25%) 
3.51 

 

以整體認知來看，受試者則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有較佳之檢索

效率，能快速瀏覽檢索結果。受試者亦提到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

感覺較為輕鬆，較能輕鬆瀏覽、快速發現從何處開始，且有助於不相

關資訊的過濾。(詳見附錄十六) 

 

我覺得看看看看 Vivisimo 這個好像比較輕這個好像比較輕這個好像比較輕這個好像比較輕鬆鬆鬆鬆，就是以這邊(右邊的排序)
來講他這邊(右邊的排序)會整理的讓人家覺得有點亂。(A02: 

33-34) 

 

受試者：我覺得可以快速看有沒有我想要的可以快速看有沒有我想要的可以快速看有沒有我想要的可以快速看有沒有我想要的，，，，就可能我看完他那就可能我看完他那就可能我看完他那就可能我看完他那
個個個個(群集群集群集群集)就覺得好像沒有我要的那種感覺就覺得好像沒有我要的那種感覺就覺得好像沒有我要的那種感覺就覺得好像沒有我要的那種感覺。 

研究者：所以你就不會想再去看更深入的(往下層點)？ 

受試者：對。其實像 hotle這種什麼的，可能就根本不會點進去。
(C01: 167-170) 

 

因此，就受試者認知之瀏覽檢索結果速度上，指定任務受試者認

為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較佳，自訂任務受試者則反之。但就兩項任務之

整體認同度來看，仍以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獲得較高的認同度。 

 

二二二二、、、、 受試者之受試者之受試者之受試者之使用直覺使用直覺使用直覺使用直覺與檢索效率與檢索效率與檢索效率與檢索效率 

對於使用直覺，受試者則有不同意見。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兩者

皆能符合使用直覺，效果不具差異；但自訂任務受試者，則認為相關

排序搜尋引擎較符合使用直覺，對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是否更符合使

用直覺則持保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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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使用直覺與檢索效率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7 (87.5%) 8 (100%)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38 

0 (0%) 

3.38 

同意 7 (87.5%) 4 (50%)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25 

4 (50%) 
3 

同意 14 (87.5%) 12 (75%) 

整體 

不同意 2 (12.5%) 

3.32 

4 (25%) 

3.19 

 

不過以整體認知來看，受試者還是覺得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比較符

合使用直覺。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亦持正面肯定態度，認為自動分群

可以幫助受試者找得更精確，以及過濾不相關資訊，加快瀏覽及找到

相關資訊的速度。(詳見附錄十六)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他對你是有幫助。 

受試者：對。 

研究者：可以幫助你看得更快可以幫助你看得更快可以幫助你看得更快可以幫助你看得更快？？？？還是幫助你可以讓你找得更好還是幫助你可以讓你找得更好還是幫助你可以讓你找得更好還是幫助你可以讓你找得更好？？？？
更理解你要找的主題的內容是什麼更理解你要找的主題的內容是什麼更理解你要找的主題的內容是什麼更理解你要找的主題的內容是什麼？？？？ 

受試者：看得更快看得更快看得更快看得更快。。。。可以馬上看得出來大概有哪一些東西可以馬上看得出來大概有哪一些東西可以馬上看得出來大概有哪一些東西可以馬上看得出來大概有哪一些東西。(B02: 

132-136) 

 

受試者對使用直覺意見分歧，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兩者沒有差

異，自訂任務受試者則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較不具使用的直覺性。

因此整體認同度，則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較符合受者之使用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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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檢索效率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檢索效檢索效檢索效檢索效

率認知率認知率認知率認知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13 (81.25%) 12 (75%) 
項目一 

不同意 3 (18.75%) 
3.44 

2 (25%) 
3.51 

同意 14 (87.5%) 12 (75%) 
項目二 

不同意 2 (12.5%) 

3.32 

4 (25%) 

3.19 

同意 27 (84.38%) 24 (75%) 
整體 

不同意 5 (15.62%) 
3.38 

6 (25%) 
3.35 

 

綜合以上兩點，表 4-6檢索效率之認同度來看，受試者在檢索效

率主觀認知上，亦認同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有較高之檢索效率。因此搜

尋引擎之檢索效率表現，無論由客觀檢索歷程或是主觀問卷評估的結

果，皆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有較佳之檢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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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檢索效益分析檢索效益分析檢索效益分析檢索效益分析 

本節藉由分析指定任務之檢索歷程(附錄十五)之資訊品質、尋找

相關網頁時間，並利用尋得之相關網頁數、點擊次數、開啟網頁數等，

整理歸納出尋找每筆相關網頁所需耗費之時間，搜尋每筆相關網頁之

點擊次數，以及搜尋每筆相關網頁所需開啟之網頁數，如表 4-7所示。 

 

RLS與 Vivisimo之資訊品質皆達到好以上的等級，而在搜尋到每

筆相關網頁所花的時間，則以 RLS每 56秒就能找到一筆相關網頁表

現較佳；點擊次數亦以 RLS，只需點擊不到五次，開啟不到兩筆網頁

之表現，優於 Vivisimo需點擊五次以上，並開啟兩筆以上網頁才能找

到一筆相關網頁來的節省時間與精力。 

 

表 4-7、指定任務之搜尋引擎檢索效益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RLS 3.48 56'' 4.53 1.92 

Vivisimo 3.48 1'31'' 5.15 2.14 

 

主觀認知部分，則由搜尋引擎評估問卷(附錄五)的七個問題來看： 

 

一一一一、、、、 檢索主題檢索主題檢索主題檢索主題整體概念整體概念整體概念整體概念的瞭解的瞭解的瞭解的瞭解 

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最能夠幫助瞭解檢索主

題的整體概念；而自訂任務受試者雖然同意兩種搜尋引擎都能幫助瞭

解檢索主題的整體概念，但在認同度方面則較偏向自動分群搜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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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 

 

表 4-8、檢索主題概念瞭解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自自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動分群搜尋引擎動分群搜尋引擎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2 (25%) 7 (87.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6 (75%) 
2.38 

1 (12.5%) 
3.5 

同意 6 (75%) 7 (87.5%)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2 (25%) 
2.88 

1 (12.5%) 
3.38 

同意 8 (50%) 14 (87.5%) 
整體 

不同意 8 (50%) 
2.63 

2 (12.5%) 
3.44 

 

受試者亦表示，利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可以看到檢索主題的整體

性，相較於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屬於線性概念，自動化分群搜尋引擎則

能提供多維度的思考。(詳見附錄十六) 

 
因為我覺得這個分群的這個分群的這個分群的這個分群的，，，，可能比較會有整體可能比較會有整體可能比較會有整體可能比較會有整體。比較有整體的感覺
吧，然後這種(RLS)的就是比較線性。(B04: 95-96) 

 

因此就受試者整體認知來說，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獲得較高的認

同，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比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更能夠幫助受試者瞭解

檢索主題的整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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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檢索結果之檢索結果之檢索結果之檢索結果之關連關連關連關連瞭解瞭解瞭解瞭解 

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能夠幫助瞭解檢索結果

之關連，但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則無法達成此作用。但自訂任務受試者

表示兩種搜尋引擎皆能有所幫助，不過以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認同度

較高。 

表 4-9、檢索結果關連瞭解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3 (37.5%) 7 (87.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5 (62.5%) 
2.63 

1 (12.5%) 
3.38 

同意 7 (87.5%) 8 (100%)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13 

0 (100%) 
3.88 

同意 10 (62.5%) 15 (93.75%) 
整體 

不同意 6 (37.5%) 
2.88 

1 (6.25%) 
3.63 

 

亦即，受試者皆同意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更能夠幫助受者瞭解檢索

結果之關連。例如指定問題三、四之檢索主題具有多元意義，而受試

者就能藉由 Vivisimo 的群集結果更加瞭解不同主題間的關連。(詳見

附錄十六) 

 

受試者：比方說像是 ontology，，，，就我已經很清楚就我已經很清楚就我已經很清楚就我已經很清楚，，，，其實我只要那個其實我只要那個其實我只要那個其實我只要那個
OWL那個網站那個網站那個網站那個網站，，，，那其他的我只是興趣稍微看一下這樣那其他的我只是興趣稍微看一下這樣那其他的我只是興趣稍微看一下這樣那其他的我只是興趣稍微看一下這樣。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他有把你覺得他有把你覺得他有把你覺得他有把 ontology的概念給表現出來的概念給表現出來的概念給表現出來的概念給表現出來？？？？ 
受試者：對對對對，，，，他有他有他有他有他有他有他有他有。(A03: 17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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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檢索主題意涵的瞭解檢索主題意涵的瞭解檢索主題意涵的瞭解檢索主題意涵的瞭解 

指定任務受試者同意兩種搜尋引擎皆能幫助瞭解檢索主題之意

涵，其中又以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有較高之認同度；對自訂任務受試者

來說，雖然較認同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表現，但兩者皆未達認同之程

度。 

 

表 4-10、檢索主題意涵瞭解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6 (75%) 7 (87.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2 (25%) 

3.13 

1 (12.5%) 

3.38 

同意 6 (75%) 4 (50%)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2 (25%) 
2.75 

4 (50%) 
2.87 

同意 12 (75%) 11 (68.75%) 
整體 

不同意 4 (25%) 
2.94 

5 (31.25%) 
3.13 

 

受試者亦表示，在檢索不熟悉的主題時，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能夠

提供更大的幫助，能讓使用者更加瞭解主題之意涵。(詳見附錄十六) 

 

因為我覺得他這邊，其實我對數位圖書館沒有很熟我對數位圖書館沒有很熟我對數位圖書館沒有很熟我對數位圖書館沒有很熟，，，，然後我剛剛然後我剛剛然後我剛剛然後我剛剛
在找數位圖書館的時候比較有點困難在找數位圖書館的時候比較有點困難在找數位圖書館的時候比較有點困難在找數位圖書館的時候比較有點困難，，，，但是這邊分群對我幫助很但是這邊分群對我幫助很但是這邊分群對我幫助很但是這邊分群對我幫助很
大大大大。(A03: 45-46) 

 
研究者：那除了這個以外，你會覺得他有讓你找得更好嗎？如果

就今天這四個任務，你覺得他找到的東西。 

受試者：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ㄝㄝㄝㄝ，，，，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
(B02: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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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整體認知來看，受試者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較相關排序

搜尋引擎更能夠幫助瞭解主題之意涵。 

 

四四四四、、、、 意外發掘之相關主題意外發掘之相關主題意外發掘之相關主題意外發掘之相關主題 

受試者同意藉由搜尋引擎，能獲得原本不知道卻與檢索主題相關

的其他主題。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幫助較大，自訂

任務受試者則認為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較有幫助。 

 

表 4-11、意外發掘相關主題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自自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動分群搜尋引擎動分群搜尋引擎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8 (100%) 7 (87.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0 (0%) 

3.5 

1 (12.5%) 

3.63 

同意 6 (75%) 5 (62.5%)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2 (25%) 
3.5 

3 (37.5%) 
3.38 

同意 14 (87.5%) 12 (75%) 
整體 

不同意 2 (12.5%) 

3.5 

4 (25%) 

3.51 

 

就整體認知來說，受試者對使用這兩種搜尋引擎，而意外發掘相

關主題的認同度方面並無差異。不過受試者表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會分出一些沒有想過卻與主題相關之群集，這些群集亦刺激受試者更

多的聯想。(詳見附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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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差異？差很多，就是旁邊那個分類，就是他會把一些你不他會把一些你不他會把一些你不他會把一些你不
會想到的但是卻跟主題有關的東西列出來會想到的但是卻跟主題有關的東西列出來會想到的但是卻跟主題有關的東西列出來會想到的但是卻跟主題有關的東西列出來。(B01: 20-25) 

 

研究者：可是你可以藉由你可以藉由你可以藉由你可以藉由 Vivisimo 的呈現方式的呈現方式的呈現方式的呈現方式，，，，可以讓你想到些可以讓你想到些可以讓你想到些可以讓你想到些
在在在在 Google沒有想到到的主題沒有想到到的主題沒有想到到的主題沒有想到到的主題？？？？ 

受試者：嗯嗯嗯嗯，，，，我覺得會我覺得會我覺得會我覺得會。。。。(C01: 19-21) 

 

五五五五、、、、意外發掘之相關檢索結果意外發掘之相關檢索結果意外發掘之相關檢索結果意外發掘之相關檢索結果 

兩種搜尋引擎皆能讓受試者獲得先前所沒有預期到的結果，無論

是指定任務或自訂任務，受試者皆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有比相關排

序搜尋引擎更好的表現。 

 

表 4-12、意外發掘相關檢索結果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7 (87.5%) 8 (100%)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25 

0 (0%) 

3.75 

同意 6 (75%) 5 (62.5%)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2 (25%) 

3.25 

3 (37.5%) 

3.63 

同意 13 (81.25%) 13 (81.25%) 
整體 

不同意 3 (18.75%) 

3.25 

3 (18.75%) 

3.69 

 

使用 Vivisimmo時，受試者會發現一些有趣新奇的東西，或許與

檢索主題無關，但實際上仍屬於受試者之需求，只是當時受試者並沒

有想到有這樣的概念，反而經由檢索中意外發掘相關的檢索結果。(詳

見附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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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沒有，那個是我在想很妙，因為 ontology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download。沒
有就是個人，因為我之前寫因為我之前寫因為我之前寫因為我之前寫 ontology 的時候我是寫的時候我是寫的時候我是寫的時候我是寫 network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
ontology 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的部分，，，，他有就是有他有就是有他有就是有他有就是有 download 一個版本一個版本一個版本一個版本，，，，然然然然後可以讓你後可以讓你後可以讓你後可以讓你
建構建構建構建構 ontology。。。。我就是在想說我就是在想說我就是在想說我就是在想說，，，，他那個他那個他那個他那個 download 會不會就是有很會不會就是有很會不會就是有很會不會就是有很
多那個多那個多那個多那個，，，，就是每一個網站每一個就是每一個網站每一個就是每一個網站每一個就是每一個網站每一個 ontology的東西都可以的東西都可以的東西都可以的東西都可以 download，，，，
就是很好奇而已就是很好奇而已就是很好奇而已就是很好奇而已。(A03: 94-106) 

 

忽然有發現到採樣的部分忽然有發現到採樣的部分忽然有發現到採樣的部分忽然有發現到採樣的部分。。。。因為我原本只是要看環境的部分因為我原本只是要看環境的部分因為我原本只是要看環境的部分因為我原本只是要看環境的部分，，，，可可可可
是他是他是他是他(Vivisimo)後來有跑出採樣的部分跟分析的方法後來有跑出採樣的部分跟分析的方法後來有跑出採樣的部分跟分析的方法後來有跑出採樣的部分跟分析的方法，，，，然後我覺得然後我覺得然後我覺得然後我覺得
其實這個我也是要找的其實這個我也是要找的其實這個我也是要找的其實這個我也是要找的，，，，就忽然有我就有用一下就忽然有我就有用一下就忽然有我就有用一下就忽然有我就有用一下。(C05: 72-78) 

 

以受試者整體認知來看，皆同意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比相關排序搜

尋引擎更能意外發現其他相關的檢索結果，更能帶給受試者意想不到

的聯想與新發現。 

 

六六六六、、、、 檢索結果之完整性檢索結果之完整性檢索結果之完整性檢索結果之完整性 

對於是否能找到所有與檢索主題相關的資訊方面(亦即 IR之求全

率)，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兩者表現差異不大，不過自訂任務受試者卻

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表現較差，較無法完整找到所有與檢索主題

相關的資訊。 

表 4-13、檢索結果完整性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6 (75%) 5 (62.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2 (25%) 
3 

3 (37.5%) 
3 

同意 7 (87.5%) 3 (37.5%)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25 

5 (62.5%) 
2.63 

同意 13 (81.25%) 8 (50%) 
整體 

不同意 3 (18.75%) 
3.13 

8 (50%)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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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表示，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還沒有

那麼熟悉，對於該搜尋引擎還在摸索階段，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會對

其較有信任感。(詳見附錄十六) 

 

也不是排斥，就是會覺得沒這麼熟悉會覺得沒這麼熟悉會覺得沒這麼熟悉會覺得沒這麼熟悉，覺得就半個小時沒有辦法
可以讓我跟他很熟悉。像如果我用 Google我就會覺得，因為他很
多所以我一直往下看應該可以找到我要的，就是如果我多看一點
的話，或者是多用一些關鍵詞去搜，我可能就會找得比較多。因因因因
為對他為對他為對他為對他(Vivisimo)我還沒有很有信任感我還沒有很有信任感我還沒有很有信任感我還沒有很有信任感，，，，所以我就可能會這邊看看所以我就可能會這邊看看所以我就可能會這邊看看所以我就可能會這邊看看
那邊看看那邊看看那邊看看那邊看看，，，，就還有點像是在試用他那種感覺就還有點像是在試用他那種感覺就還有點像是在試用他那種感覺就還有點像是在試用他那種感覺，，，，所以我就是沒有辦所以我就是沒有辦所以我就是沒有辦所以我就是沒有辦
法當作很一般的搜尋來用法當作很一般的搜尋來用法當作很一般的搜尋來用法當作很一般的搜尋來用。我還是有在仔細看啊，可是就是還是
多少有點在試用的感覺。(C01: 86-92) 

 

整體來說，受試者對檢索結果完整性之認知，則認為利用相關排

序搜尋引擎較能找到所有之相關資訊。 

 

七七七七、、、、 檢索結果之相關性檢索結果之相關性檢索結果之相關性檢索結果之相關性 

對指定任務受試者來說，兩種搜尋引擎皆能找到其所需且與檢索

主題相關的資訊(亦即 IR之求準率)，其中又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表

現較好；但對自訂任務受試者來說，反而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比較

不能滿足此方面的需要。究其原因，與前述相同，在於受試者對自動

分群搜尋引擎之不熟悉，因此無論對其使用或檢索結果方面仍較不具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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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檢索結果相關性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7 (87.5%) 7 (87.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38 

1 (12.5%) 
3.5 

同意 5 (62.5%) 3 (37.5%)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3 (37.5%) 
2.88 

5 (62.5%) 
2.38 

同意 12 (75%) 10 (62.5%) 
整體 

不同意 4 (25%) 
3.13 

6 (37.5%) 
2.94 

 

雖然自訂任務受試者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檢索結果相關性認

同度較低，但仍抱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其所找到的資訊仍與檢索主題

相關，只是剛好不是受試者所需要。(詳見附錄十六) 

 

這一個這一個這一個這一個(Vivisimo)他會幫你分類他會幫你分類他會幫你分類他會幫你分類，，，，後來大部分這後來大部分這後來大部分這後來大部分這些找到的都是我要些找到的都是我要些找到的都是我要些找到的都是我要
的的的的。(C05: 34-38) 

 

但可能是他也是但可能是他也是但可能是他也是但可能是他也是，，，，但只是他不是我要做的但只是他不是我要做的但只是他不是我要做的但只是他不是我要做的。。。。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
題題題題，，，，但他還是跟那個但他還是跟那個但他還是跟那個但他還是跟那個(群集群集群集群集)有相關有相關有相關有相關。(C04: 22-24) 

 

因此就受試者整體認知，仍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在檢索結果之相

關性上，有較高的認同度，認為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較所能找到的都是

與檢索主題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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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檢索效益之認同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檢索效檢索效檢索效檢索效

益認知益認知益認知益認知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認同度 

同意 8 (50%) 14 (87.5%) 
項目一 

不同意 8 (50%) 
2.63 

2 (12.5%) 
3.44 

同意 10 (62.5%) 15 (93.75%) 
項目二 

不同意 6 (37.5%) 
2.88 

1 (6.25%) 
3.63 

同意 12 (75%) 11 (68.75%) 
項目三 

不同意 4 (25%) 
2.94 

5 (31.25%) 
3.13 

同意 14 (87.5%) 12 (75%) 
項目四 

不同意 2 (12.5%) 
3.5 

4 (25%) 
3.51 

同意 13 (81.25%) 13 (81.25%) 
項目五 

不同意 3 (18.75%) 
3.25 

3 (18.75%) 
3.69 

同意 13 (81.25%) 8 (50%) 

項目六 

不同意 3 (18.75%) 

3.13 

8 (50%) 

2.82 

同意 12 (75%) 10 (62.5%) 
項目七 

不同意 4 (25%) 

3.13 

6 (37.5%) 

2.94 

同意 82 (73.21%) 83 (74.1%) 
整體 

不同意 30 (26.39%) 
3.07 

29 (25.9%) 
3.31 

 

綜合上述七項，如表 4-15檢索效益之認同度所示，相關排序只有

在最後兩項檢索結果之完整性與相關性獲得受試者較高的認同，其餘

皆由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獲得較高之認同度。亦即表示，在受試者主觀

認定之檢索效益方面，以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有較佳之檢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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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搜尋引擎之檢索效益在經過客觀檢索歷程分析及主觀認知

評估後，出現分歧結果。檢索歷程評估以資訊品質及節省精力等面向

評估後，發現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有較佳之檢索效益，但在受試者主觀

認知上，則以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有較佳之檢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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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滿意度分析滿意度分析滿意度分析滿意度分析 

本研究將滿意度分為三個評估面向，分別為整體滿意度、群集內

容滿意度及群集架構滿意度。但本節僅利用受試者主觀評估，分析搜

尋引擎評估表(附錄五)，探討受試者主觀認知之整體滿意度，至於群

集內容與群集架構滿意度則在第七節群集分析中有詳細探討。 

 

整體滿意度方面，藉由評估受試者認知負擔，及其對檢索結果之

整體滿意觀感，如下： 

 

一一一一、、、、 受試者認知負擔受試者認知負擔受試者認知負擔受試者認知負擔 

雖然指定任務與自訂任務之受試者皆表示能藉由搜尋引擎輕鬆

找到所需之相關資訊，但若就滿意程度來看，仍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較能輕鬆找到所需資訊。 

 

表 4-16、受試者認知負擔之滿意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自動分自動分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群搜尋引擎群搜尋引擎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7 (87.5%) 8 (100%)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38 

0 (0%) 
3.25 

同意 6 (75%) 4 (50%)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2 (25%) 
3.13 

4 (50%) 
2.88 

同意 13 (81.25%) 12 (75%) 
整體 

不同意 3 (18.75%) 
3.26 

4 (25%)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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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表示，因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檢索出來之群集結果比相關

排序多了一些資訊，再加上受試者不能理解群集的分類，所以除了增

加認知負擔外，還需花費較多的時間判斷這些資訊。(詳見附錄十六) 

 

嗯。就是數量上可能有差，可是我覺得就對他(Vivisimo)不公平，
要給他要給他要給他要給他(Vivisimo)多一點時間多一點時間多一點時間多一點時間，，，，因為畢竟他有兩列資訊因為畢竟他有兩列資訊因為畢竟他有兩列資訊因為畢竟他有兩列資訊。(B04: 44-45) 

 

不是困擾不是困擾不是困擾不是困擾，，，，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C02: 68-70) 

 

就整體認知來看，受試者皆同意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認知負擔較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小，亦認為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較能輕鬆找到所需之

資訊。 

 

二二二二、、、、 整體檢索結果滿意度整體檢索結果滿意度整體檢索結果滿意度整體檢索結果滿意度 

指定任務受試者認為整體差異不大，對兩者檢索之結果都很滿

意，不過自訂任務受試者並不滿意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結果。 

 

表 4-17、整體檢索結果滿意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7 (87.5%) 7 (87.5%) 指定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38 

1 (12.5%) 

3.38 

同意 7 (87.5%) 4 (50%) 自訂 

任務 不同意 1 (12.5%) 
3.25 

4 (50%) 
2.88 

同意 14 (87.5%) 11 (68.75%) 
整體 

不同意 2 (12.5%) 
3.32 

5 (31.25%)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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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表示不滿意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原因，在於沒有使用自動

分群搜尋引擎的習慣，以及認為相關排序就已經足夠找到所需的資

訊。(詳見附錄十六) 

 

研究者：所以你就覺得這樣的相關性就已經夠了你就覺得這樣的相關性就已經夠了你就覺得這樣的相關性就已經夠了你就覺得這樣的相關性就已經夠了。 

受試者：對呀！因為如果說只是想做一個大概的了解，那其實我
就看前幾個就好了，就不管用什麼搜尋引擎，只要那個搜只要那個搜只要那個搜只要那個搜
尋引擎不要設計得太不合理的話他尋引擎不要設計得太不合理的話他尋引擎不要設計得太不合理的話他尋引擎不要設計得太不合理的話他(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應該都會應該都會應該都會應該都會
把他把他把他把他(檢索主題檢索主題檢索主題檢索主題)放很前面放很前面放很前面放很前面。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光靠排序就已經夠了你覺得光靠排序就已經夠了你覺得光靠排序就已經夠了你覺得光靠排序就已經夠了。 

受試者：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C07: 69-74) 

 

因為我沒有習慣用這個我沒有習慣用這個我沒有習慣用這個我沒有習慣用這個，，，，所以沒有被幫助到什麼所以沒有被幫助到什麼所以沒有被幫助到什麼所以沒有被幫助到什麼，就沒有習慣用
這種東西。(C07: 34-35) 

 

至於滿意的理由，則是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可以更有系統的

找、用起來有趣、能有不同於相關排序之發現。因為受試者認為搜尋

引擎之相關排序與受試者所認為的相關還是具有很大的差異，有了群

集的幫助，則能夠發現隱藏在後面排序的重要資訊。(詳見附錄十六)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這是有差。可是如果好，那我們不要講
Google，比方說就是剛剛你用 Rank list search，這樣子
兩者比較起來的感覺，你會覺得用用用用 Vivisimo會讓你更有會讓你更有會讓你更有會讓你更有
系統的在找東西系統的在找東西系統的在找東西系統的在找東西？？？？ 

受試者：對對對對。 

研究者：我看你的滿意度，就是比較滿意比較滿意比較滿意比較滿意 Vivisimo找出來的東西找出來的東西找出來的東西找出來的東西。 
受試者：對對對對。(B01: 35-40) 

 

研究者：你覺得他你覺得他你覺得他你覺得他(Vivisimo)找到的資料品質比較好找到的資料品質比較好找到的資料品質比較好找到的資料品質比較好。 

受試者：對對對對。。。。 

研究者：你會覺得他覺得他覺得他覺得他(Vivisimo)比較可信比較可信比較可信比較可信？ 

受試者：對對對對，，，，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因為他的 ranking，他跟他的相關性我可能他跟他的相關性我可能他跟他的相關性我可能他跟他的相關性我可能
會不覺得他們有相關會不覺得他們有相關會不覺得他們有相關會不覺得他們有相關，，，，就不覺得他應該擺在第一頁就不覺得他應該擺在第一頁就不覺得他應該擺在第一頁就不覺得他應該擺在第一頁，，，，就就就就
是是是是 maybe我的資料會排在第七頁也不一定我的資料會排在第七頁也不一定我的資料會排在第七頁也不一定我的資料會排在第七頁也不一定。(B01: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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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認知方面，受試者對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整體檢索結果較為

滿意，但也肯定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能比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更有系統地

檢索，以及發現埋藏在相關排序裡的重要資訊。 

 

表 4-18、整體滿意度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13 (81.25%) 12 (75%) 
項目一 

不同意 3 (18.75%) 
3.26 

4 (25%) 
3.07 

同意 14 (87.5%) 11 (68.75%) 
項目二 

不同意 2 (12.5%) 
3.32 

5 (31.25%) 
3.13 

同意 27 (84.38%) 23 (71.88%) 
整體 

不同意 5 (15.62%) 
3.29 

9 (28.12%) 
3.1 

 

綜合上述兩點，如表 4-18 整體滿意度所示，因為受試者使用習

慣與熟悉度的影響，就整體滿意度上仍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獲得較高

的滿意度，但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所獲得之滿意程度與相關排序搜尋引

擎差距不大。受試者對於兩種搜尋引擎之整體檢索結果，皆達到滿意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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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問題類型與檢索歷程問題類型與檢索歷程問題類型與檢索歷程問題類型與檢索歷程 

此節利用分析檢索任務之歷程(附錄十四)，包括四項指定檢索任

務及八項自訂檢索任務。分析項目包括：查詢詞彙、檢索主題熟悉度、

轉換詞彙時間、相關網頁、相關網頁之資訊品質、找到相關網頁的時

間、點選群集次數、找尋路徑、點選次數、開啟網頁次數等(詳見附錄

十五)，藉此評估以不同問題類型之檢索效率與檢索效益表現。 

 

由於指定任務與自訂任務在需求特性的差異，歷程分析項目亦稍

有不同。例如指定任務每題限定一個查詢詞彙，而自訂任務則由受試

者自由輸入。或是指定任務，會由研究者評估檢索結果之資訊品質，

自訂任務則不進行評估。 

 

一一一一、、、、 指定任務指定任務指定任務指定任務之檢索之檢索之檢索之檢索問題類型與歷程問題類型與歷程問題類型與歷程問題類型與歷程 

(一一一一)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封閉封閉封閉封閉：：：：FRBR 

四個檢索問題中，受試者最熟悉之主題為簡單/封閉的問題。

雖然兩個搜尋引擎皆能在五分鐘以內完成任務，但實際任務時，

兩者皆有超過一半的受試者無法在時間內結束任務，請參考表

4-3。其他表現，則以 RLS 完成任務的速度較快，找的資料量也

較多，不過資訊品質則以 Vivisimo較佳。 

 

表 4-19、簡單/封閉：FRBR之檢索歷程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 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 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 

RLS 4'17'' 3.75 3.44 59'' 18.25 8.13 

Vivisimo 
3.13 

4'23'' 2.88 3.76 1'37'' 17.25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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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表現上，RLS 僅需 1 分 04 秒就能找到一筆相關網頁，

且兩者都能在點擊不到五次、開啟二筆網頁的狀況下，就能找到

一筆相關網頁。 

 

表 4-20、簡單/封閉：FRBR之檢索表現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RLS 3.44 1'04'' 4.87 2.17 

Vivisimo 3.76 1'28'' 4.59 2.04 

 

     以整體表現來看，RLS 之檢索速率較佳，但檢索效益則以

Vivisimo表現較優，綜合表現則以 Vivisimo在簡單/封閉的問題類

型有較好表現。 

 

 (二二二二)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開放開放開放開放：：：：digital library standards(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DLS) 

    簡單/開放的問題為受試者最不熟悉的主題之一4，雖然完成

時間也都在五分鐘內，但實際任務時兩者亦有超過一半的受試者

無法在時間內結束，請參考表 4-3。完成速度以 Vivisimo 較快，

資訊品質亦較 RLS佳，但在資料量方面則以 RLS為多。 

  

表 4-21、簡單/開放：DLS之檢索歷程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 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 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 

RLS 4'33'' 6 3.67 47'' 21.88 9 

Vivisimo 

2.25 

4'26'' 3 3.94 1'21'' 19.5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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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表現上，RLS 找一筆相關網頁的時間只需要 46 秒，遠

快於 Vivisimo的 1分 29秒。且 RLS平均點擊不到四次、開啟不

到二筆網頁就能找到一筆相關網頁，優於 Vivisimo點擊到六次才

能找到一筆相關網頁要來得快。 

 

表 4-22、簡單/開放：DLS之檢索表現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RLS 3.67 46'' 3.66 1.5 

Vivisimo 3.94 1'29'' 6.5 1.63 

 

  綜合來看，對於簡單/開放之問題類型 Vivisimo 無論在品質

或速度上皆有不錯的表現。 

 

(三三三三)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封閉封閉封閉封閉：：：：ontology 

    困難/封閉的問題對受試者來說，為偏向熟悉之主題，RLS平

均可在四分鐘以內完成任務，且所找之資訊量與品質皆優於

Vivismo。實際進行任務時，RLS僅有三位受試者無法在時間內結

束任務，但 Vivisimo卻高達六位，請參考表 4-3。 

 

表 4-23、困難/封閉：ontology之檢索歷程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 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 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開啟網頁 

RLS 3'41'' 4.88 3.34 57'' 20.5 8.38 

Vivisimo 
2.88 

4'37'' 3.13 2.90 1'32'' 21.63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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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表現上，RLS找一筆相關網頁只需 44秒，快於 Vivisimo

的 1分 32秒。且 RLS以點擊四次、開啟不到二筆網頁就能找到

一筆相關之檢索表現，優於 Vivisimo點擊近七次、開啟二筆以上

網頁的表現。 

 

表 4-24、困難/封閉：ontology之檢索表現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RLS 3.34 44'' 4.20 1.72 

Vivisimo 2.90 1'32'' 6.91 2.28 

 

因此整體來看，在困難/封閉的表現上，RLS均優於 Vivismo

的表現，亦即 RLS較 Vivisimo能解決困難/封閉的問題類型。 

 

(四四四四)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開放開放開放開放：：：：knowledge organization(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KO) 

與簡單/開放問題之主題同為受試者最不熟悉的主題，雖然任

務都在五分鐘內完成，但實際完成時間皆較前三項任務花時間。

任務進行時，RLS有五位、Vivisimo有六位受試者無法在時間內

結束(請參考表 4-3)，更有一位受試者在使用 Vivisimo時無法完成

任務，故此部分並沒有將該樣本列入計算。就完成時間、資料量

與資訊品質來說，RLS之表現均優於 Vivisimo。 

 

表 4-25、困難/開放：KO之檢索歷程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熟悉度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第一筆網頁 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 開開開開啟網頁啟網頁啟網頁啟網頁 

RLS 4'30'' 3.88 3.46 1'44'' 20.88 8.88 

Vivisimo 

2.25 

4'47'' 2.83 3.27 2'05'' 20.67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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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表現上，亦是 RLS只需要 1分 08秒就能找到一筆相關

網頁的速度，優於 Vivisimo的 1分 36秒。但 Vivisimo又以點擊

不到三次、開啟不到二筆網頁就能找到一筆相關網頁之表現，優

於 RLS點擊近五次的表現。 

 

表 4-26、困難/開放：KO之檢索表現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搜搜搜尋尋尋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RLS 3.46 1'08'' 5.38 2.29 

Vivisimo 3.27 1'36'' 2.59 2.59 

 

  亦即，對於解決困難/開放之問題類型，RLS較能提供快速有

效的幫助。 

 

依據上述指定檢索任務類型分析後發現，受試者對問題的熟悉程

度並不會影響其檢索表現，從表 4-27 熟悉度5之檢索表現中可以發

現，依受試者對問題之熟悉度排序由最熟悉到最不熟悉：問題一

(3.13)、問題三(2.88)、問題二(2.25)與問題四(2.25)。實際上，不一定

是受試者越熟悉的主題就會找得越快或越好。以 RLS來說，檢索表現

最好的是問題三跟問題二；Vivisimo則是問題一與問題二。因此，就

算是不熟悉的主題一樣可以有很好的檢索表現。 

 

表 4-27、熟悉度與檢索表現之比較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搜尋引擎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品質品質品質品質 

每筆相關網每筆相關網每筆相關網每筆相關網

頁花費時間頁花費時間頁花費時間頁花費時間 

搜尋相關網頁搜尋相關網頁搜尋相關網頁搜尋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相關網頁的搜尋相關網頁的搜尋相關網頁的搜尋相關網頁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RLS 
問題

三 

問題

二 
問題三 問題二 問題二 

Vivsimo 
問題

一 

問題

二 
問題一 問題四 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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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根據實驗觀察及事後訪談受試者發現，任務之完成度會依

問題類型及其所使用之搜尋引擎而造成影響。例如從觀察受試者任務

期間之情緒反應，及其完成任務時間中可以看出，受試者雖然對簡單

/開放(問題二)與困難/開放(問題四)之主題都不熟悉，但任務時受試者

僅表示會對困難/開放(問題四)的問題感到比較困擾。 

 

研究者：有沒有覺得哪一題特別難找哪一題特別難找哪一題特別難找哪一題特別難找？？？？ 
受試者：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問題四問題四問題四問題四)，，，，他會講到一些比較不相關的他會講到一些比較不相關的他會講到一些比較不相關的他會講到一些比較不相關的，，，，就剛剛講到就剛剛講到就剛剛講到就剛剛講到

一個基因的一個基因的一個基因的一個基因的 organization，，，，就會有一些比較不相關的就會有一些比較不相關的就會有一些比較不相關的就會有一些比較不相關的。
(A04: 18-20) 

 
研究者：你覺得四個任務中，哪一個最難找哪一個最難找哪一個最難找哪一個最難找？？？？ 
受試者：應該是四吧應該是四吧應該是四吧應該是四吧。…… 

受試者：……他出現很多他出現很多他出現很多他出現很多，，，，就干擾到我就干擾到我就干擾到我就干擾到我。(B04: 1-7) 

 

在任務時間的完成度方面，亦是以困難/開放(問題四)的問題有最

多受試者無法在時間內結束任務，請參考表 4-3。 

 

表 4-28、搜尋引擎於問題類型之檢索表現比較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的點的點的點的點

擊次數擊次數擊次數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的開啟網的開啟網的開啟網的開啟網

頁筆數頁筆數頁筆數頁筆數 

簡單/封閉 Vivisimo RLS RLS Vivisimo Vivisimo 

簡單/開放 Vivisimo Vivisimo RLS RLS RLS 

困難/封閉 RLS RLS RLS RLS RLS 

困難/開放 RLS RLS RLS Vivisimo RLS 

 

此外，依據不同問題類型，何種搜尋引擎最能幫助受試者解決何

種問題類型的分析上，則如表 4-28搜尋引擎於問題類型之檢索表現比

較中可以看出，Vivisimo在簡單/封閉的問題類型方面表現較傑出，RLS

則是在困難(封閉/開放)的問題類型，有非常優異的檢索表現。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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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RLS 能幫助受試者在檢索困難(封閉/開放)的問題類型時，提供

較佳之品質與檢索表現；而 Vivisimo 則是幫助受試者檢索簡單(封閉/

開放)的問題類型時，能提供較佳之品質與檢索表現。 

 

二二二二、、、、 自訂自訂自訂自訂任務任務任務任務之檢索問題類型與歷之檢索問題類型與歷之檢索問題類型與歷之檢索問題類型與歷程程程程 

自訂任務則依受試者需求而有不同的任務情境與問題，再加上研

究中並不限定受試者輸入之查詢詞彙，因此分析項目與指定任務略有

不同，皆包括：查詢詞彙、轉換詞彙時間、相關網頁、找到相關網頁

的時間、點選群集次數、找尋路徑、點選次數、開啟網頁次數等，但

相關網頁之資訊品質則不在自訂任務分析項目中(附錄十五)。此外，

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評估方面，則因受試者在接受本實驗前皆已經有

利用其他搜尋引擎檢索該主題之經驗，故研究中將直接以訪談方式詢

問受試者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檢索該主題之經驗。 

 

自訂任務完成之時間平均為 27分 38秒，不過實際上仍有三位受

試者無法在時間內結束任務。任務期間，每位受試者平均使用 5.62個

查詢詞彙6，至少都會用到 3 個，最多則用到 12 個；其字數(Word)由

1 到 12 不等，平均字數為 3.67。每位受試者平均可以找到 7.88 筆相

關網頁，找到第一筆相關網頁的時間為 5 分 02 秒。檢索任務期間之

點擊次數，平均為 72.63次，並開啟 20.63筆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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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自訂任務之檢索歷程表現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第一筆第一筆第一筆第一筆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點擊點擊點擊點擊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開啟開啟開啟開啟

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C01 困難/開放 3 4 27'50'' 3'20'' 72 19 

C06 
商管 

簡單/封閉 4 5 20'11'' 7'37'' 86 17 

C02 困難/開放 6 4 30'00'' 15'36'' 62 16 

C03 
人社 

簡單/開放 3 3 30'00'' 1'13'' 55 18 

C04 簡單/開放 6 20 28'00'' 5'15'' 127 42 

C07 
理工 

簡單/開放 8 0 28'04'' 0' 40 13 

C05 困難/開放 3 17 30'00'' 56'' 103 32 

C08 
醫農 

簡單/開放 12 10 27'02'' 6'22'' 36 8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 / 5.62 7.88 27'38'' 5'02'' 72.63 20.63 

 

若依學科領域比較其檢索表現方面，由於受試者 C07
7並沒有在時

間內找到任何相關網頁，故無法將之列入檢索率與效益之計算。比較

四個領域之檢索表現，如表 4-30不同學科領域之檢索表現可以看出，

以醫農、理工領域表現最佳，其次為商管、人社。 

 

表 4-30、不同學科領域之檢索表現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1 商管 醫農 醫農 醫農 

2 理工 理工 理工 理工 

3 醫農 商管 人社 商管 

4 人社 人社 商管 人社 

 

若依問題類型來看，由於自訂任務則依受試者需求而有不同任

務，但仍可依自訂需求描述(附錄十七)將其依本研究所定義之問題類

型加以分類，如表 4-31。再加上，研究中並不限定受試者輸入之查詢

詞彙，故自訂任務問題類型是以受試者的檢索主題為依據進行分類。 



 111 

表 4-31、自訂任務之問題類型 

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難易度 

封閉性封閉性封閉性封閉性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 

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C06  

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C03、C04、C07、C08 C01、C02、C05 

 

因為自訂任務中缺乏困難/封閉之類型，故僅能針對其他三種類型

進行比較。分析討論其檢索表現如表 4-32 所示，以簡單/封閉問題類

型的完成速度最快，其次為困難/開放與簡單/開放。檢索效益則以困

難/開放的問題類型，能以點擊不到十次且每開啟三筆網頁，就能有一

筆相關為最佳，其次在點擊次數上依序為簡單/開放、簡單/封閉。 

 

表 4-32、自訂任務問題類型之檢索表現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每筆相關網每筆相關網每筆相關網每筆相關網

頁花費時間頁花費時間頁花費時間頁花費時間 

搜尋相關網頁搜尋相關網頁搜尋相關網頁搜尋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相關網頁的搜尋相關網頁的搜尋相關網頁的搜尋相關網頁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C01 27'50'' 6'58'' 18 4.75 

C02 30'00'' 7'03'' 15.50 4 簡單/開放 

C05 30'00'' 1'46'' 6.06 1.88 

平均  29'17'' 5'15'' 13.19 3.54 

C03 30'00'' 10'00'' 18.33 6 

C04 28'00'' 4'40'' 6.35 2.10 

C07 28'04'' / / / 
困難/開放 

C08 27'02'' 2'42'' 3.60 1.25 

平均  28'21'' 5'47'' 9.43 3.12 

簡單/封閉 C06 20'11'' 4'02'' 17.20 3.40 

 

 亦如表 4-33自訂任務類型之檢索表現比較中，可以發現找尋相關

網頁花費時間上以簡單/封閉的問題類型為最佳，其次為簡單/開放

型；但在搜尋相關網頁點擊次數上，則以困難/開放的問題類型有較佳

表現，其次為簡單/開放型；以及在開啟網頁數上，以困難/開放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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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類型有最佳表現，其次為簡單/封閉型。就整體來說，自動分群搜尋

引擎無論是在簡單(封閉/開放)或是開放(簡單/困難)的問題類型上皆有

不錯的表現。 

 

表 4-33、自訂任務問題類型之檢索表現比較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1 簡單/封閉 簡單/封閉 困難/開放 困難/開放 

2 困難/開放 簡單/開放 簡單/開放 簡單/封閉 

3 簡單/開放 困難/開放 簡單/封閉 簡單/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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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群集分析群集分析群集分析群集分析 

本節以檢索歷程分析探討受試者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群集功

能的情形，包括：群集使用次數、使用群集比例、使用群集層級、群

集檢索結果品質、及群集特性等面向。不過由於指定任務與自訂任務

需求之差異，自訂任務則不分析群集檢索結果品質與群集特性兩個面

向，而藉以群集架構評估表(附錄六)，深入分析探討受試者主觀群集

認知滿意度。 

 

一一一一、、、、 指定任務之群集分析指定任務之群集分析指定任務之群集分析指定任務之群集分析 

(一一一一)   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 

  受試者使用群集之次數，會因其熟悉度不同而有差異，越不

熟悉的主題越會使用到群集。例如，使用次數最多的為最不熟悉

的簡單/開放型主題 digital library standards，高達十次以上；其次

為困難/開放型主題 knowledge organization 與困難/封閉型主題

ontology，均達 8次以上，而上述三者皆屬於受試者所不熟悉的主

題。 

表 4-34、指定任務之群集使用次數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熟悉熟悉熟悉熟悉度度度度 平均次數平均次數平均次數平均次數 

簡單/封閉 3.13 
7.38 

簡單/開放 2.25 
10.13 

困難/封閉 2.88 
8.63 

困難/開放 2.25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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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何種問題類型，或受試者熟悉與不熟悉的主題皆能到達

四成的群集使用率，尤以簡單 /開放之主題 digital library 

standards，有高達五成以上的群集使用率。 

 

表 4-35、指定任務之群集使用率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群集使用群集使用群集使用群集使用平均次平均次平均次平均次數數數數 Vivisimo點擊點擊點擊點擊平均平均平均平均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 

簡單/封閉 7.38 17.25 42.78 

簡單/開放 10.13 19.5 51.95 

困難/封閉 8.63 21.63 39.90 

困難/開放 8.75 20.67 42.33 

  

指定任務之群集使用次數，會受其熟悉度影響，越不熟悉的

主題則群集使用次數越高。不過若以群集使用次數站所有點擊次

數的比例來看皆達到近四成或以上之使用率，則無論何種類型之

問題或不熟悉之主題，皆不會影響受試者使用群集功能的比例。 

 

(二二二二)   群集層級使用率群集層級使用率群集層級使用率群集層級使用率 

  群集層級的使用亦無論問題類型或熟悉度而有差異，皆以第

一層為最常使用之層級，平均使用 48次；其次為第二層、頂層，

第三層最少使用。使用量亦呈現遞減的趨勢，到了第三層甚至只

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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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指定任務之群集層級使用率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層級層級層級層級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頂層 5 11 19 13 12 14.11 

第一層 55 55 37 46 48.25 56.76 

第二層 18 25 32 23 24.5 28.82 

第三層 0 0 1 0 0.25 0.29 

 

  層級檢索效益方面，受試者由第一層與頂層即能找到所需之

相關網頁。若以資訊品質來看，則以第二層之品質為最佳，其次

為頂層。不過就整體來說，各層級之資訊品質皆能達到好的資訊

品質程度。 

 

表 4-37、指定任務之群集層級檢索效益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層級層級層級層級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頂層 4 10 13 9 9 39.13 

第一層 17 6 8 8 9.75 42.39 

第二層 5 5 4 3 4.25 18.48 

第三層 0 0 0 0 0 0 

 

表 4-38、指定任務之群集層級資訊品質 

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問題類型 

層級層級層級層級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簡單簡單簡單簡單/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封閉封閉封閉封閉 困難困難困難困難/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頂層 3.88 4.25 3.12 3.06 3.58 

第一層 3.57 3.07 2.88 3.13 3.16 

第二層 4.17 4 2.63 3.83 3.66 

第三層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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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表 4-39所示，受試者在群集層級使用方面，多只需利用

第一層就能找到需要且品質良好之資訊。使用效益也以頂層到第

二層之間，為受試者最常使用之層級。 

 

表 4-39、指定任務之層級表現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 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1 第一層 第一層 第二層 

2 第二層 頂層 頂層 

3 頂層 第二層 第一層 

4 第三層 第三層 第三層 

 

 

(三三三三)     群集特性群集特性群集特性群集特性 

  本研究整理受試者於四種問題類型中最常點選之群集類別

如表 4-40，並依各項問題類型說明之。 

 

表 4-40、指定任務受使者點選群集 

查詢詞彙查詢詞彙查詢詞彙查詢詞彙 群集群集群集群集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次次次次

數數數數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40 

FRBR Workshop、FRBR Work 10 

Expression, FRBR Concepts in RDF 

Library Catalogs 

RDF, Expression 

MARC 

9 

FRBR 

Review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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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2 

Library of Congress 15 

Resources 14 

Digital Library Projects 13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5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 5 

digital library 

standards 

Program 4 

Semantic 28 

Project 16 

OWL 11 

Ontology Working 6 

ontology 

Gene 5 

Knowledge Management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19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16 

Classification 13 

knowledge 

organization 

Features 7 

 

簡單/封閉問題之主題為 FRBR，因此受試者最常點選的群集

類別為主題之完整詞彙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Functional 

Requirements等類別，次常用為 FRBR Workshop、FRBR Work等

與檢索主題相關之工作或會議，以及 Review、Research 等研究主

題，或是與 FRBR 的相關之應用標準如 RDF, Expression、MARC

等。其中，使用率最高的群集類別，為與查詢詞彙相同的群集，

其次受試者會依任務需求判斷，找尋定義類的內容或重要會議、

制訂機構等應能找到相關資訊。因此又會從相關文獻或研究中尋

找線索，至於其他與 FRBR 相關之應用標準，則是引起受試者興

趣進而點選。 

 

簡單/開放類之主題為 digital library standards，其中最常使用

之群集 Library of Congress 屬於機構類別，次常用之群集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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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或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等研究主題類別，以及 Digital 

Library Projects、Program 等計畫主題。受試者會嘗試以制訂數位

圖書館標準之機構開始尋找，例如美國國會圖書館為制訂數位圖

書館標準之典範與重要機構，或是點選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

因為數位圖書館標準並沒有固定的答案，所以受試者會想從制訂

機構、資源類型去尋找，或是查詢數位圖書館之相關課程與計畫。 

 

困難/封閉型之主題為 ontology，最常點選之群集為 Semantic

與 ontology 屬上下層關係，為主題內容類別，其次為 Project、

Ontology Working等屬計畫主題類，OWL則為 ontology的相關制

訂標準。由於 ontology 主題範圍廣泛，受試者多由相關主題類別

著手，或是從制訂機構及相關計畫尋找。至於受試者點選 Gene，

是因為不瞭解 ontology 與基因的關連，反而引起受試者興趣也因

此有了新的發現。 

 

困難/開放型之主題為 knowledge organization，受試者常將此

主題與 knowledge management 混淆，因此受試者多會直接點選

Knowledge Management、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等與知識

管理之相關類別，但知識管理為知識組織的下層概念。其次為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較為偏向實用功能之系統範例，

另外受試者亦藉此發現知識組織與 Classification(分類)之相關性。 

 

因此在群集特性方面，受試者多會依據任務需求之定義，制訂

某些檢索策略。在群集的選擇上，則會受試者多偏好使用以主題類

別、實際應用、相似概念、及機構組織等類型之群集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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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自訂任務之群集分析自訂任務之群集分析自訂任務之群集分析自訂任務之群集分析 

(一一一一)   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 

八位受試者中僅三位達到三成以上的使用率，但與受試者個

人使用經驗相比，八位受試者中有五位為資料庫慣用者8。其中

C01、C02及 C05使用群集功能都有達二成以上，但 C06與 C08

的受試者卻很少使用群集功能，C08更是完全沒有點選群集9。 

 

表 4-41、自訂任務群集使用率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群集使用次數群集使用次數群集使用次數群集使用次數 Vivisimo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點擊次數 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群集使用率(%) 

C01 31 72 43 

C02 19 62 30.65 

C03 9 55 16.36 

C04 38 127 29.92 

C05 23 103 22.33 

C06 3 86 3.49 

C07 2 40 5 

C08 0 36 0 

 

雖然一些受試者不常使用群集功能，並不表示群集對這些受

試者沒有用處，而是這些雖然不點選群集，但會瀏覽群集類別助

其過濾不相關之資訊，更能方便快速找到所需。 

 

研究者：那你剛剛其實還是有稍微點一下(群集)？ 

受試者：對對對對。。。。稍微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 

研究者：把不可能的刪掉？ 

受試者：對呀！就把沒幫助的刪掉就把沒幫助的刪掉就把沒幫助的刪掉就把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
(C07: 25-28) 

 
如果說數量多的時候如果說數量多的時候如果說數量多的時候如果說數量多的時候，，，，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群集群集群集群集)可能就要看一下可能就要看一下可能就要看一下可能就要看一下。因為他
找出來的東西很多，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必要性要有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必要性要有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必要性要有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必要性要有，，，，不不不不
然會很難找然會很難找然會很難找然會很難找。(C08: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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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重度資料庫使用者認為，提供分類是非常有幫助，

不過若能就領域等文獻類別去分類，則更能符合受試者之使用習

慣與認知。 

 

我是覺得搜尋的時候有這種分類還蠻好用的我是覺得搜尋的時候有這種分類還蠻好用的我是覺得搜尋的時候有這種分類還蠻好用的我是覺得搜尋的時候有這種分類還蠻好用的。。。。就像我說我就像我說我就像我說我就像我說我
用我們學校資料庫的時候用我們學校資料庫的時候用我們學校資料庫的時候用我們學校資料庫的時候，，，，就他旁邊有分可能是就他旁邊有分可能是就他旁邊有分可能是就他旁邊有分可能是 marketing

或什麼就是分領域之類的或什麼就是分領域之類的或什麼就是分領域之類的或什麼就是分領域之類的，我就會覺得他比較好用我就會覺得他比較好用我就會覺得他比較好用我就會覺得他比較好用，，，，我就我就我就我就
可以用領域去縮小我要找的範圍可以用領域去縮小我要找的範圍可以用領域去縮小我要找的範圍可以用領域去縮小我要找的範圍。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他這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他這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他這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他這
樣應該還蠻好用樣應該還蠻好用樣應該還蠻好用樣應該還蠻好用，但可能就是剛好今天我要找的東西結果
沒有很好，所以我在填的時候會覺得沒有那麼好。(C01: 

112-117) 

 

受試者：應該說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比如說就是比如說就是比如說就是比如說就是 review 

article，，，，或是像一些或是像一些或是像一些或是像一些 research、、、、一些臨床的一些臨床的一些臨床的一些臨床的，，，，類似像類似像類似像類似像
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會知道說這個東西
是…… 

研究者：是按照他的主題或是使用的方式。 

受試者：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他剛那樣分的反而很他剛那樣分的反而很他剛那樣分的反而很他剛那樣分的反而很
奇怪奇怪奇怪奇怪。(C08: 101-106) 

 

     雖然自訂任務的群集使用率平均不到二成，使用率可從最高

43%到最低 0%，不過實際上受試者仍會藉由瀏覽群集方式等獲得

幫助。 

 

(二二二二)   群集層級使用率群集層級使用率群集層級使用率群集層級使用率 

  自訂任務受試者之層級使用率，以第一層最常使用，其次為

頂層。由於八位受試者都沒有用到第三層，因此第三層的使用率

為 0；最容易找到相關網頁的層級則為第一層，其次為頂層，亦

即受試者僅需利用第一層以上之層級即可找到所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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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自訂任務層級表現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 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 

1 第一層 第一層 

2 頂層 頂層 

3 第二層 第二層 

4 第三層 第三層 

 

(三三三三)   群集群集群集群集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藉群集架構評估表(附錄六)，深入瞭解受試者對群集內容及

架構之滿意度，並整理歸納群集滿意度之特性，如表 4-43。 

 

表 4-43、群集滿意度特性說明 

群集滿意度群集滿意度群集滿意度群集滿意度 特性特性特性特性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代表性(Representation) 
我認為群集能代表其主

題之特徵 

明確性(Preciseness) 
我認為群集的主題明

確，不會與其他主題混淆 

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 
我認為群集的主題容易

理解 

互斥性(Isolation) 

我認為群集中同一類別

的主題，不會出現在其他

類別裡 

同質性(Homogeneity) 
我認為相同的群集中，不

會出現不相關的群集 

完整性(Completeness) 
我認為群集內包含了所

有相關的類別 

內容 

(Content) 

群
集
主
題 

相關性(Relevance) 
我認為群集皆與檢索主

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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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Representation) 
我認為群集名稱能代表

其所包含之主題 群
集
名
稱 直覺性(Intuitiveness) 

我認為群集名稱符合我

的認知 

我認為群集架構具有提

示聯想作用 
群集 提示性(Suggestiveness) 

我認為群集名稱具有提

示聯想作用 

廣度(Breadth) 
我認為每一層群集的數

量剛好 

深度(Depth) 
我認為群集的分群層級

數目合宜 

架構 

(Structure) 

階層性(Hierarchy) 
我認為群集的階層排列

具有邏輯性 

 

1. 群集內容滿意度 

探討群集主題、群集名稱與認知之一致性，欲瞭解受試者是

否認為群集主題具有代表性、明確性、理解性、互斥性、同質性、

完整性、相關性等特性，以及群集名稱是否具有代表性並符合受

試者之直覺。 

 

  (1) 群集主題與認知 

  由表 4-44來看，有七位受試者同意群集具有代表性，能

代表檢索主題特徵。更同意群集主題具明確性，不會與其他

主題混淆。理解認知方面，八位受試者皆同意群集主題容易

理解，更高達非常滿意的程度。至於在互斥性與同質性方面，

受試者則不太滿意，認為群集裡仍會有其他不相關群集混淆

的情形。不過在完整性及相關性方面，受試者皆同意群集內

包含了所有相關類別，以及群集皆與檢索主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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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群集主題與認知之一致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7 (87.5%) 1. 我認為群集能代表其

主題之特徵 不同意 1 (12.5%) 
3.5 

同意 7 (87.5%) 2. 我認為群集的主題明

確，不會與其他主題混

淆 不同意 1 (12.5%) 
3.75 

同意 8 (100%) 
3. 我認為群集的主題容

易理解 不同意 0 (0%) 
4 

同意 6 (75%) 4. 我認為群集中同一類

別的主題，不會出現在

其他類別裡 不同意 2 (25%) 

2.75 

同意 5 (62.5%) 5. 我認為相同的群集

中，不會出現不相關的

群集 不同意 3 (37.5%) 

2.75 

同意 6 (75%) 6. 我認為群集內包

含了所有相關的

類別 不同意 2 (25%) 

3.13 

同意 7 (87.5%) 7. 我認為群集皆與檢索

主題相關 
不同意 1 (12.5%) 

3.25 

同意 46 (82.14%) 
整體 

不同意 10 (17.86%) 
3.30 

 

雖然受試者認為群集內提供之檢索結果量太少，或是認

為群集雖非所需，但基本上仍與檢索主題相關。(詳見附錄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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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資料量真的不多資料量真的不多資料量真的不多資料量真的不多。。。。不過其實找的也還不錯啊不過其實找的也還不錯啊不過其實找的也還不錯啊不過其實找的也還不錯啊~因為就都還蠻因為就都還蠻因為就都還蠻因為就都還蠻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C03: 69-70) 

 
有時候會有。沒有，但可能是他也是，但只是他不是我要做
的。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題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題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題雖然他不是我要的主題，，，，但他還是跟那個但他還是跟那個但他還是跟那個但他還是跟那個(群集群集群集群集)有相關有相關有相關有相關。
(C04: 22-24) 

 

整體來看，受試者在群集認知上除了對群集類別的同質

與互斥上較不滿意之外，其他都有達到 3以上的滿意度。 

 

  (2) 群集名稱與認知 

  群集名稱之代表性與直覺性均能符合受試者認知，並有

高達 3.75的滿意度。 

 

表 4-45、群集名稱與認知之一致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8 (100%) 1. 我認為群集名稱能代表

其所包含之主題 不同意 0 (0%) 
3.75 

同意 7 (87.5%) 2. 我認為群集名稱符合我

的認知 不同意 1 (12.5%) 
3.75 

同意 15 (93.75%) 
整體 

不同意 1 (6.25%) 
3.75 

 

 

雖然受試者有時仍會覺得有不太符合的時候，但都在可

以接受的範圍內。(詳見附錄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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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所以你覺得在瞭在瞭在瞭在瞭解他的主題名稱時是沒有困難的解他的主題名稱時是沒有困難的解他的主題名稱時是沒有困難的解他的主題名稱時是沒有困難的

嗎嗎嗎嗎？？？？ 

受試者：嗯嗯嗯嗯。。。。 

研究者：然後你不會覺得他有時候給類別會給的很奇怪嗎？
就會覺得莫名其妙怎麼有這個類。 

受試者：我覺得應該都還可以接受我覺得應該都還可以接受我覺得應該都還可以接受我覺得應該都還可以接受。(C01: 149-153) 

 

  (3) 群集提示性 

受試者認為，無論是群集架構或群集名稱皆具有提示聯

想作用，平均有接近 4的滿意度。 

 

表 4-46、群集提示性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7 (87.5%) 1. 我認為群集架構具有提

示聯想作用 不同意 1 (12.5%) 
3.88 

同意 8 (100%) 2. 我認為群集名稱具有提

示聯想作用 不同意 0 (0%) 
4 

同意 15 (93.75%) 
整體 

不同意 1 (6.25%) 
3.94 

 

 

若就群集內容滿意度整體看來，如表 4-47所示。受試者

除了較不滿意群集主題認知之同質性與互斥性外，其餘皆達

滿意的程度。至於在群集名稱與群集提示方面，受試者均有

高達 4很滿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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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群集內容滿意度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46 (82.14%) 
群集主題與認知 

不同意 10 (17.86%) 
3.30 

同意 15 (93.75%) 
群集名稱與認知 

不同意 1 (6.25%) 
3.75 

同意 15 (93.75%) 
群集提示性 

不同意 1 (6.25%) 

3.94 

同意 76 (86.36%) 
整體 

不同意 12 (13.64%) 

3.66 

 

因此，在群集內容滿意度方面，受試者亦有 3.66接近很

滿意的程度。 

 

 2. 群集架構滿意度 

主要為瞭解，群集架構之廣度、深度與階層性，亦即層級中

群集數量是否符合受試者需要、群集的分群數目是否合宜、以及

群集階層的排列是否具有邏輯性，故以正面肯定的問題態度詢問

受試者滿意度，表 4-48。 

 

表 4-48、群集架構滿意度 

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評估項目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 

同意 6 (75%) 
1. 我認為每一層群集的數

量剛好 不同意 2 (25%)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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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7 (87.5%) 2. 我認為群集的分群層級

數目合宜 不同意 1 (12.5%) 
3.5 

同意 6 (75%) 3. 我認為群集的階層排列

具有邏輯性 不同意 2 (25%) 
3.25 

同意 19 (79.17%) 
整體 

不同意 5 (20.83%) 

3.33 

 

     從群集分佈的廣度來看，受試者認為第一層提供十個群集類

別已經足夠，最能輕鬆看出檢索主題之整體架構。其次在群集深

度方面，受試者皆同意三層已經足夠。但實際觀察受試者使用情

形時，發現十六位受試者中僅一位使用至第三層，最常使用之層

級則為第一層。 

 

根據受試者表示，一層到兩層就已經足夠，尤以第一層能給

予最多幫助。(詳見附錄十六) 

 

因為我如果看第一層的時候我如果看第一層的時候我如果看第一層的時候我如果看第一層的時候，，，，可能會更清楚可能會更清楚可能會更清楚可能會更清楚；；；；可是點下去可是點下去可是點下去可是點下去，，，，

可能就會覺得這東西好像太多了可能就會覺得這東西好像太多了可能就會覺得這東西好像太多了可能就會覺得這東西好像太多了。(A02: 86-89) 

 

若再往下層看，則會增加受試者認知上的負擔，反而造成受

試者的困擾，亦無法有效幫助受試者釐清主題找到所需。故受試

者認為，兩層就已經足夠提供大致的架構，沒有必要再分得太詳

細。(詳見附錄十六) 

 

除非我真的很確定我要幹嘛了除非我真的很確定我要幹嘛了除非我真的很確定我要幹嘛了除非我真的很確定我要幹嘛了，，，，否則第三層對我來說也是個否則第三層對我來說也是個否則第三層對我來說也是個否則第三層對我來說也是個
負擔負擔負擔負擔。(A02: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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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群集階層性上，受試者亦同意群集的層級排列具有邏

輯性，能符合認知與理解其階層順序排列。但有時對於受試者所

熟悉之主題，卻有無法符合認知的情形，究其原因，是因為受試

者對熟悉之主題已有一定之認知與設定，造成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所提供之群集反而無法符合受試者自訂之情形。(詳見附錄十六) 

 

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我覺得對我不熟的題目可以ㄝㄝㄝㄝ，，，，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但我熟的就比較不行。。。。嗯嗯嗯嗯，，，，
因為熟的我會不懂他的分類為什麼會這樣分因為熟的我會不懂他的分類為什麼會這樣分因為熟的我會不懂他的分類為什麼會這樣分因為熟的我會不懂他的分類為什麼會這樣分。(B02: 60-64) 

 

故以群集架構之整體看來，受試者普遍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的架構及其呈現邏輯與方式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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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與使用情境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與使用情境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與使用情境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與使用情境 

本節主要以訪談結果，整理出受試者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與相關

搜尋引擎之評價，及受試者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改善建議，並分析

受試者再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意願與使用情境。首先依據受使者

訪談，分析整理出受試者認知之搜尋引擎評價，藉以對照使用者使用

不同搜尋引擎時之差異情況。 

 

一一一一、、、、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評價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評價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評價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評價 

藉由訪談十六位受試者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經驗，可以發現

受試者使用相關搜尋引擎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其檢索速度快，尤其是當

受試者要搜尋已知的特定資訊時，會直接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檢索即

可快速獲得所需資訊。(詳見附錄十八) 

 

受試者：因為如果自己熟悉的東西自己熟悉的東西自己熟悉的東西自己熟悉的東西，，，，可能用那個可能用那個可能用那個可能用那個…像像像像 Google那樣那樣那樣那樣
就比較快一點就比較快一點就比較快一點就比較快一點。 

研究者：你覺得直接打關鍵詞就可以。 

受試者：就可能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些認知自己本身就有一些認知自己本身就有一些認知自己本身就有一些認知，，，，就知道他是什麼東西就知道他是什麼東西就知道他是什麼東西就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應該可能直接查會比較快應該可能直接查會比較快應該可能直接查會比較快應該可能直接查會比較快。 

研究者：就是你要找比較特定的東西的時候要找比較特定的東西的時候要找比較特定的東西的時候要找比較特定的東西的時候，，，，你就會直接想用你就會直接想用你就會直接想用你就會直接想用
Google。那你比較不瞭解的，你就是會想用分群去試試看。 

受試者：對對對對。(B03: 117-124) 

 

或藉由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呈現之檢索結果，方便受試者快速瞭解

不熟悉的主題。(詳見附錄十八) 

 

研究者：……………………說平常對於你不瞭解的主題你會怎麼辦你不瞭解的主題你會怎麼辦你不瞭解的主題你會怎麼辦你不瞭解的主題你會怎麼辦？就比方說
你不知道的主題，可是你想要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受試者：看東西吧！假如大部分我會先去看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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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所以你會先用會先用會先用會先用 Yahoo或或或或 Google先去試先去試先去試先去試？？？？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對呀對呀對呀對呀！！！！
會先找中文的會先找中文的會先找中文的會先找中文的，，，，先大概知道中文他大概是什麼東西之先大概知道中文他大概是什麼東西之先大概知道中文他大概是什麼東西之先大概知道中文他大概是什麼東西之
後後後後，，，，後來真的要用再去看英文網站後來真的要用再去看英文網站後來真的要用再去看英文網站後來真的要用再去看英文網站。(C05: 95-101) 

 

至於受試者認為，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的困擾在於，其所檢索

出結果較雜亂無章，因此要花時間與心力過濾檢索結果。(詳見附錄十

八) 

 

研究者：所以你在用 Google的時候…… 

受試者：Google就沒有啊就沒有啊就沒有啊就沒有啊。。。。 
研究者：就一團亂嗎就一團亂嗎就一團亂嗎就一團亂嗎？？？？ 
受試者：對啊對啊對啊對啊。。。。就會一個一個去看他是什麼就會一個一個去看他是什麼就會一個一個去看他是什麼就會一個一個去看他是什麼，，，，就是他可能這是什就是他可能這是什就是他可能這是什就是他可能這是什

麼麼麼麼，，，，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而且他的排序是點閱次數嘛而且他的排序是點閱次數嘛而且他的排序是點閱次數嘛而且他的排序是點閱次數嘛，，，，
所以他的排序也是照他的點閱次數所以他的排序也是照他的點閱次數所以他的排序也是照他的點閱次數所以他的排序也是照他的點閱次數，，，，也沒有照分類排也沒有照分類排也沒有照分類排也沒有照分類排
序序序序。(A04: 79-84) 

 

此結果與本研究中，以檢索歷程與搜尋引擎評估表所分析之結果

一致。以檢索效率來看，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確實有較高之檢索效率。

除此之外，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檢索結果呈現方式，比自動分群搜尋

引擎能符合受試者之使用直覺(參考表 4-5 使用直覺與檢索效率之認

同度)，且較不會增加受試者認知上的負擔(參考表 4-16受試者認知負

擔之滿意度)，以及受試者之使用習慣仍偏向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的緣

故。 

 

二二二二、、、、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評價 

十六位受試者實際使用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後，研究者藉由觀察

與訪談受試者使用經驗，整理出受試者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所能提

供之幫助及困擾。並整理出受試者之建議，作為從使用者觀點改善自

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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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自動分群自動分群自動分群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搜尋引擎的搜尋引擎的搜尋引擎的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1. 縮小範圍 

受試者普遍認為幫助最大的是，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群集可

以過濾不相關的資訊。受試者表示，群集功能類似關鍵詞，將群

集作為查詢詞彙使用。因為受試者不一定能打出符合主題之查詢

詞彙，或是知道每個與檢索主題相關的查詢詞彙。因此群集對受

試者來說，就像關鍵詞提示功能，幫助受試者直接點選該群集，

而不用再自行鍵入關鍵詞縮小查詢範圍。(詳見附錄十八) 

 

受試者：………他(Vivisimo)這邊已經幫我分好了，其實我在
Google找的時候，他旁邊這些他旁邊這些他旁邊這些他旁邊這些 tag就是我會下在這就是我會下在這就是我會下在這就是我會下在這
邊的邊的邊的邊的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研究者：就等於說他的就等於說他的就等於說他的就等於說他的 tag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你的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 
受試者：對對對對，，，，就是說我就是看就是說我就是看就是說我就是看就是說我就是看說他已經有在這邊了說他已經有在這邊了說他已經有在這邊了說他已經有在這邊了，，，，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

直接點直接點直接點直接點。。。。因為不像在因為不像在因為不像在因為不像在 Google，，，，我可能要一直一直換我可能要一直一直換我可能要一直一直換我可能要一直一直換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才會看到跟這邊一樣的結果才會看到跟這邊一樣的結果才會看到跟這邊一樣的結果才會看到跟這邊一樣的結果，，，，所以後來就覺所以後來就覺所以後來就覺所以後來就覺
得這個還得這個還得這個還得這個還 ok呀呀呀呀！！！！(C03: 32-39)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左邊(群集)對你的幫助，就是幫你稍微分
解一下包含了哪幾種概念。 

受試者：對對對，就是把搜尋範圍變小而已把搜尋範圍變小而已把搜尋範圍變小而已把搜尋範圍變小而已。。。。 
研究者：因為你對主題不熟悉因為你對主題不熟悉因為你對主題不熟悉因為你對主題不熟悉，，，，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keyword 可能沒辦法下可能沒辦法下可能沒辦法下可能沒辦法下

得那麼精準得那麼精準得那麼精準得那麼精準。 

受試者：對。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他這樣如果左邊有先幫你做分群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就等於說幫你做了一次機器的等於說幫你做了一次機器的等於說幫你做了一次機器的等於說幫你做了一次機器的
keyword。。。。 

受試者：對呀對呀對呀對呀！！！！(C07: 81-88) 

 

 

或是先行過濾掉與檢索主題無關之資訊，只要看與檢索主題

有關之群集即可。(詳見附錄十八) 

 



 132 

研究者：那你剛剛其實還是有稍微點一下(群集)？ 

受試者：對。稍微看一下，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因為把不可能的刪掉。。。。 
研究者：把不可能的刪掉把不可能的刪掉把不可能的刪掉把不可能的刪掉？？？？ 
受試者：對呀對呀對呀對呀！！！！就把沒幫助的刪掉就把沒幫助的刪掉就把沒幫助的刪掉就把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看起來沒幫助的刪掉。

(C07: 25-28) 

 

研究者：可是他不會讓你覺得很混亂嗎？ 

受試者：對呀！而且因為他(Vivisimo)東西沒有像 Google那麼
多，可是這樣子我就省掉時間這樣子我就省掉時間這樣子我就省掉時間這樣子我就省掉時間，，，，不用找那麼多奇怪不用找那麼多奇怪不用找那麼多奇怪不用找那麼多奇怪
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C05: 51-53) 

 

     受試者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因為只

要看需要的就好，但前提是受試者需對檢索主題有一定的瞭解程

度，不然還是會花費很多時間在判斷不相關的群集。 

 

2. 提供主題架構 

受試者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提供的群集架構，已經能夠產

生一個大致的主題架構，可以快速組織出與該主題相關的邏輯與

概念圖，更能藉由初步群集結果讓受試者快速進入狀況。(詳見附

錄十八) 

 

如果說對一個我不熟悉的東西對一個我不熟悉的東西對一個我不熟悉的東西對一個我不熟悉的東西，，，，那我會比較喜歡的是這個那我會比較喜歡的是這個那我會比較喜歡的是這個那我會比較喜歡的是這個
(Vivisimo)，，，，他就會有一個大概的分類架構他就會有一個大概的分類架構他就會有一個大概的分類架構他就會有一個大概的分類架構，，，，所以就知道說那所以就知道說那所以就知道說那所以就知道說那
一個你要找的東西大概分成什麼領域一個你要找的東西大概分成什麼領域一個你要找的東西大概分成什麼領域一個你要找的東西大概分成什麼領域，，，，然後就有一個藍圖然後就有一個藍圖然後就有一個藍圖然後就有一個藍圖、、、、
有一有一有一有一個心智圖個心智圖個心智圖個心智圖。(A04: 74-78)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就是已經有一些初步分類的會比較快幫已經有一些初步分類的會比較快幫已經有一些初步分類的會比較快幫已經有一些初步分類的會比較快幫
你進入這個狀況你進入這個狀況你進入這個狀況你進入這個狀況……(C02: 138-139) 

 

3. 突顯重要概念 

受試者認為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所提供的排序方式，不一定能

將最重要的資訊排在前面，反而認為排在前面的都是些一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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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如公司、個人的網站，不一定能將具有權威性或重要的資源

放在前面。但是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卻能將學術或官方網站的資源

分出一個類別，並提供一個較完整的面向。(詳見附錄十八) 

 

受試者：嗯，就是我會看。可能就是我會比較特地，因為有
一些主題已經……他(Vivisimo)比 Google 好的一點就
是說，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Google 大部分會先出來的是一般性的資大部分會先出來的是一般性的資大部分會先出來的是一般性的資大部分會先出來的是一般性的資
料料料料，，，，那比較像說資料來源是學校的啊或是那比較像說資料來源是學校的啊或是那比較像說資料來源是學校的啊或是那比較像說資料來源是學校的啊或是 OCLC、、、、
IFLA那種的就比較少或可能排在比較後面那種的就比較少或可能排在比較後面那種的就比較少或可能排在比較後面那種的就比較少或可能排在比較後面。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比較方便是他可以把你覺得比較重要的他可以把你覺得比較重要的他可以把你覺得比較重要的他可以把你覺得比較重要的
資料往前提到前面去嗎資料往前提到前面去嗎資料往前提到前面去嗎資料往前提到前面去嗎？？？？ 

受試者：嗯嗯嗯嗯，，，，對對對對。。。。他會比較多學術性的資料放在前面他會比較多學術性的資料放在前面他會比較多學術性的資料放在前面他會比較多學術性的資料放在前面，，，，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少說一開始就是像誰寫的或是誰的什麼少說一開始就是像誰寫的或是誰的什麼少說一開始就是像誰寫的或是誰的什麼少說一開始就是像誰寫的或是誰的什麼 blog，，，，或什麼或什麼或什麼或什麼
一個只是期刊的東西一個只是期刊的東西一個只是期刊的東西一個只是期刊的東西，，，，就比較不完整就比較不完整就比較不完整就比較不完整。(A03: 154-160) 

 

或是將重要主題分別置於其他層級之下，以便交互查詢，避

免受試者遺漏重要資訊。(詳見附錄十八) 

  

有，他有大略分成幾類他有大略分成幾類他有大略分成幾類他有大略分成幾類。。。。有的時候其實他可能全部屬於第一有的時候其實他可能全部屬於第一有的時候其實他可能全部屬於第一有的時候其實他可能全部屬於第一
類的東西類的東西類的東西類的東西，，，，但是他會分在各個應用裡面都會有但是他會分在各個應用裡面都會有但是他會分在各個應用裡面都會有但是他會分在各個應用裡面都會有(第一類的東第一類的東第一類的東第一類的東
西西西西)，，，，然後他會把各個應用或方法再分成一群然後他會把各個應用或方法再分成一群然後他會把各個應用或方法再分成一群然後他會把各個應用或方法再分成一群。(C04: 76-80) 

 

4. 發現新觀點 

如同受試者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情境中所提及，受試者

會藉由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深入瞭解檢索主題、瞭解主題範圍與架

構、以及獲得不同的思考方向，就是因為能夠藉由自動分群搜尋

引擎去挖掘受試者未曾發現的地方，發現新的想法與觀點。(詳見

附錄十八) 

 

研究者：所以還是有幫助你…… 

受試者：發現未知的那一塊發現未知的那一塊發現未知的那一塊發現未知的那一塊。 

研究者：發現未知的領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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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對。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基本上他還是屬於那種探索的所以你覺得基本上他還是屬於那種探索的所以你覺得基本上他還是屬於那種探索的所以你覺得基本上他還是屬於那種探索的，，，，可以讓可以讓可以讓可以讓
你去發掘讓你去挖你去發掘讓你去挖你去發掘讓你去挖你去發掘讓你去挖？？？？ 

受試者：：：：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B01: 116-122) 

 

(二二二二)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自動分群自動分群自動分群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困擾搜尋引擎的困擾搜尋引擎的困擾搜尋引擎的困擾 

1. 認知負擔加重 

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時，最為受試者困擾的就是認知負擔

的加重。通常是因為受試者開啟太多群集或層級，因而分散掉受

試者之注意力，造成受試者無法聚焦在原本的檢索問題。(詳見附

錄十八) 

 

 (Rank list search)就可能比較可以集中在一個地方就可能比較可以集中在一個地方就可能比較可以集中在一個地方就可能比較可以集中在一個地方。。。。因為第因為第因為第因為第
一次一次一次一次 (Vivisimo)可能就可能就可能就可能就，，，，他分群有時候把我的注意力分散他分群有時候把我的注意力分散他分群有時候把我的注意力分散他分群有時候把我的注意力分散
掉掉掉掉。(B03: 56-61) 

 
喔喔喔喔，，，，因為我會因為我會因為我會因為我會…就是我同時想要做兩件事就是我同時想要做兩件事就是我同時想要做兩件事就是我同時想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我想要
看右邊 (左側的群集)他這個分類是什麼意思，我就會想要
點到最下面這個啊。點進去，然後看看他出現的跟上面這個
他們是什麼關係，我想要知道他分類的界限在哪裡。然後一
方面我又想要找到答案，所以我又想要看這邊(右側搜尋結
果)。然後我就覺得我很忙我就覺得我很忙我就覺得我很忙我就覺得我很忙，，，，我不知道要先幹嘛我不知道要先幹嘛我不知道要先幹嘛我不知道要先幹嘛。(B04: 8-13) 

  

2. 群集分群不易理解 

受試者不瞭解群集如何產生，也無法理解其所欲尋找之資訊

會存在於哪一個群集類別之下，所以會花更多時間尋找群集，因

此造成受試者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時的困難。(詳見附錄十八) 

 

因為我不知道他應該算是哪一類的因為我不知道他應該算是哪一類的因為我不知道他應該算是哪一類的因為我不知道他應該算是哪一類的。(A04: 50-52) 

 
感覺…感覺有點難找。他出來的東西他出來的東西他出來的東西他出來的東西，，，，我要去找到說我的東我要去找到說我的東我要去找到說我的東我要去找到說我的東
西在那邊會有點難找西在那邊會有點難找西在那邊會有點難找西在那邊會有點難找。(C08: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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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索結果重複分群 

對受試者來說看到重複的網頁會覺得浪費時間，尤其花時間

看重複看過的資訊，會讓受試者覺得困擾。受試者亦表示，如果

是很確定知道欲搜尋之資訊在於哪一類別，也不至於花那麼多時

間看到重複的東西，反而能更有效節省時間。(詳見附錄十八) 

 

受試者：……………………我覺得他我覺得他我覺得他我覺得他(Vivisimo)重複的很多重複的很多重複的很多重複的很多ㄝㄝㄝㄝ，，，，就是每個類就是每個類就是每個類就是每個類
重複的網站重複的網站重複的網站重複的網站。。。。那這樣反而那這樣反而那這樣反而那這樣反而，，，，這些網站看過了反而會這些網站看過了反而會這些網站看過了反而會這些網站看過了反而會
浪費時間浪費時間浪費時間浪費時間。。。。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他重複性太高。 

受試者：對啊。可能這個可以分在很多類可能這個可以分在很多類可能這個可以分在很多類可能這個可以分在很多類，可是我覺得……
比如說剛剛那個是前面都是相關的網站，應該就是
所有全部要找的資訊都在那邊。因為重複的很多因為重複的很多因為重複的很多因為重複的很多，，，，
所以就會再花一點時間在看重複的資訊所以就會再花一點時間在看重複的資訊所以就會再花一點時間在看重複的資訊所以就會再花一點時間在看重複的資訊。。。。可是他有可是他有可是他有可是他有
時候也會節省時間時候也會節省時間時候也會節省時間時候也會節省時間，，，，當你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類的當你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類的當你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類的當你知道你要找的是哪一類的
時候時候時候時候。。。。(A04: 56-64) 

 

4. 語言限制 

因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目前尚無中文介面，且由於目前自動分

群搜尋引擎的檢索技術仍以英文資源為主，故在中文資料嚴重不

足的情況下，目前只能用來查找英文資料。再加上，英文非受試

者慣用語言，對英文資訊之理解與敏感度無法像中文一般容易理

解，因此受試者會對語言產生困擾。(詳見附錄十八) 

 

如果他如果他如果他如果他(Vivisimo)是中文的話是中文的話是中文的話是中文的話，，，，ㄟㄟㄟㄟ~應該還不錯應該還不錯應該還不錯應該還不錯。可是，我覺
得這個跟第一個用的那個系統好像…其實第一個系統就是用
直接檢索，就跟一般的搜尋引擎差不多。那可能也是要用久
了才會知道說，會不會就是比較符合我的需求。那如果說像如果說像如果說像如果說像
這種分群的話這種分群的話這種分群的話這種分群的話，，，，我覺得就會比較有概念我覺得就會比較有概念我覺得就會比較有概念我覺得就會比較有概念。。。。應該是說如果是中應該是說如果是中應該是說如果是中應該是說如果是中
文的話文的話文的話文的話，，，，就會比較有概念就會比較有概念就會比較有概念就會比較有概念，，，，因為英文的話因為英文的話因為英文的話因為英文的話，，，，可能就我還是不可能就我還是不可能就我還是不可能就我還是不
太懂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太懂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太懂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太懂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就是沒有辦法長時間的去看裡面就是沒有辦法長時間的去看裡面就是沒有辦法長時間的去看裡面就是沒有辦法長時間的去看裡面
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A03: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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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索結果呈現較複雜 

檢索結果呈現較複雜實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無法避免之因，

相較於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而言，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多了一列群集

結果，而使得檢索結果之呈現略顯複雜。不過對受試者來說，花

費時間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並不會趕到困擾，因為受試者認為

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本來就會花費較多時間，所以受試者本身

對於花費時間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上已有所準備，否則受試者會

選擇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亦如同上述使用情境中，受試者會

偏向於無立即性需求的情況下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因此花費

較多時間對受試者來說並不構成太大的困擾。(詳見附錄十八) 

 

不是困擾不是困擾不是困擾不是困擾，，，，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只是我覺得說要給我更多時間去想。(C02: 68-70) 

 

(三三三三)   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改善建議 

  由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目前並沒提供中文服務，中文資源的

檢索亦尚待加強，因此受試者最迫切之需就是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之中文化。再者，受試者認為群集內的檢索結果數量稍嫌不足，

甚至可以提供一些受試者常用之固定群集類別，或者增加提示重

要相關群集與檢索結果的功能，以及提升群集類別的品質，提供

調整群集之相關功能。 

 

1. 提供中文化服務 

  語言因素讓受試者對英文的敏感度無法像中文那麼靈敏，不

過受試者皆強調如果有中文服務，則會大幅提昇自動分群搜尋引

擎的使用率，因為受試者皆認為群集對他們是有幫助的。(詳見附

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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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就如果他今天有中文版今天有中文版今天有中文版今天有中文版。。。。 

受試者：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他還蠻好用的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他還蠻好用的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他還蠻好用的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他還蠻好用的……(C02: 98-99) 

 

2. 增加群集內檢索結果數量 

  受試者認為主題數量已經足夠，但群集內檢索結果數量卻嫌

不足。其因在於受試者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動輒檢索出上千萬

筆的資料，相對來說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檢索出約兩百多筆後，再

將其分群至各群集之資料量就又更少。故受試者表示，既然已經

花時間與心力去察看群集當然希望在群集中就能找到所有的相關

資訊，因此最好能在每個群集中多提供一些資料。(詳見附錄十八) 

 

如果他分類分出個三十筆如果他分類分出個三十筆如果他分類分出個三十筆如果他分類分出個三十筆，，，，那我覺得也沒意義那我覺得也沒意義那我覺得也沒意義那我覺得也沒意義。。。。就是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是差不多
這樣我覺得還可以接受這樣我覺得還可以接受這樣我覺得還可以接受這樣我覺得還可以接受，，，，然後但是就是每一個不是三十然後但是就是每一個不是三十然後但是就是每一個不是三十然後但是就是每一個不是三十、、、、五五五五
十十十十，，，，他可能是一百他可能是一百他可能是一百他可能是一百、、、、兩百兩百兩百兩百。(C01: 212-217) 

 

如果他真的分的好的話他真的分的好的話他真的分的好的話他真的分的好的話，，，，我會覺得有點太少了我會覺得有點太少了我會覺得有點太少了我會覺得有點太少了，，，，可以再稍微可以再稍微可以再稍微可以再稍微
多一點多一點多一點多一點。。。。因為如果說這麼多筆因為如果說這麼多筆因為如果說這麼多筆因為如果說這麼多筆，，，，而且又還有下面一些層級而且又還有下面一些層級而且又還有下面一些層級而且又還有下面一些層級，，，，
既然都要花時間點進去既然都要花時間點進去既然都要花時間點進去既然都要花時間點進去，，，，那裡面最好就一定是我要的東西那裡面最好就一定是我要的東西那裡面最好就一定是我要的東西那裡面最好就一定是我要的東西，，，，
不然又何必要點進去我直接外面慢慢看就好不然又何必要點進去我直接外面慢慢看就好不然又何必要點進去我直接外面慢慢看就好不然又何必要點進去我直接外面慢慢看就好。(C06: 97-101) 

 

3. 提供常用之群集類別與組合 

  受試者最希望能提供一些固定常用的群集類別，例如定義、

期刊論文、研討會、檔案格式、機構網站等。因此本研究經過整

理歸納後發現，將受試者所期望之分群方式分成四種類型： 

  

(1) 主題類別：依主題類別或領域，例如定義、介紹等。(詳

見附錄十八) 

 

受試者：覺得照內容分會比較重要照內容分會比較重要照內容分會比較重要照內容分會比較重要。 

研究者：意思是說如果像他今天的內容分出一個定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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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介紹等的類別，你覺得會比較有幫助嗎？ 

受試者：你是說，如果我今天找一個東西他分出定義類
的，然後一個就是一些應用…… 

研究者：對。像是應用還是什麼工具啦像是應用還是什麼工具啦像是應用還是什麼工具啦像是應用還是什麼工具啦！！！！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還不錯啊還不錯啊還不錯啊還不錯啊~因為有時候啥一個東西其實也因為有時候啥一個東西其實也因為有時候啥一個東西其實也因為有時候啥一個東西其實也不太清不太清不太清不太清
楚他到底是啥什麼東西楚他到底是啥什麼東西楚他到底是啥什麼東西楚他到底是啥什麼東西。(C06: 114-121) 

 

研究者：那你覺得他要怎麼分才會比較符合你的認知？ 

受試者：應該說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應該說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應該說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應該說像我們那種文獻的分法，，，，比如說就是比如說就是比如說就是比如說就是
review article，，，，或是像一些或是像一些或是像一些或是像一些 research、、、、一些臨床一些臨床一些臨床一些臨床
的的的的，，，，類似像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類似像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類似像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類似像這樣的分法我們會比較習慣，，，，會知道會知道會知道會知道
說這個東西是說這個東西是說這個東西是說這個東西是…… 

研究者：是按照他的主題或是使用的方式。 

受試者：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應該說要看他的領域在哪邊，，，，他剛那樣分的反他剛那樣分的反他剛那樣分的反他剛那樣分的反
而很奇怪而很奇怪而很奇怪而很奇怪。。。。(C08: 101-106) 

 

(2) 文獻類型：依文獻型態，例如期刊、研討會、論文、回

顧文獻等。 

 

就是可能除了這些原本在的除了這些原本在的除了這些原本在的除了這些原本在的，，，，會還蠻想加上機構的吧會還蠻想加上機構的吧會還蠻想加上機構的吧會還蠻想加上機構的吧。。。。
一些重要的學會啊一些重要的學會啊一些重要的學會啊一些重要的學會啊，，，，或者是重要的人或者是重要的人或者是重要的人或者是重要的人。。。。 (B04: 215-218) 

 

(3) 檔案格式：依資源的檔案型態，如 doc檔、pdf檔等。 

 

受試者：我會希望他能存希望他能存希望他能存希望他能存 PDF 檔或存成檔或存成檔或存成檔或存成 word 檔檔檔檔，內容
啊！ 

研究者：所以你是希望他能夠照文件類型去分你是希望他能夠照文件類型去分你是希望他能夠照文件類型去分你是希望他能夠照文件類型去分？ 

受試者：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這樣子就可以存檔來讀了這樣子就可以存檔來讀了這樣子就可以存檔來讀了這樣子就可以存檔來讀了。(C05: 

141-143) 

 

(4) 資料來源：依資料來源，亦即網域，如公司、機構、個

人等。 

 

我覺得有機構的跟有自己的網頁有機構的跟有自己的網頁有機構的跟有自己的網頁有機構的跟有自己的網頁、、、、個人架設的網頁個人架設的網頁個人架設的網頁個人架設的網頁，，，，或或或或
者是部落格類型的應該要先區分者是部落格類型的應該要先區分者是部落格類型的應該要先區分者是部落格類型的應該要先區分。 (B02: 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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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這四種類型之分群外，更希望能以受試者需要提

供隨意組合，亦即能依使用需求於不同層級中組合這四種分群

類型。例如，第一層依主題內容分，第二層則設定為此四種類

型之組合；或是第一層即設定此四種分群類型組合，第二層再

以主題內容分等，讓使用者能依其需求自行組合。 

 

4. 提示群集與檢索結果 

受試者認為無論是群集或是檢索結果皆應加強重要相關結

果之提示，而不應僅按照檢索結果數量多寡排序，群集的排列應

該比照相關排序，將重要群集提至上層，或是熱門結果提示等，

加強提示群集與檢索結果之功能。 

 

受試者：對對對，我剛剛就是想我剛剛就是想我剛剛就是想我剛剛就是想找這個找這個找這個找這個W3C。。。。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他放得太下面了所以你覺得他放得太下面了所以你覺得他放得太下面了所以你覺得他放得太下面了。。。。 
受試者：我看不到他我看不到他我看不到他我看不到他。(B02: 164-166) 

 

受試者：如果他在分的時候可以列出來……就是他分出來的分出來的分出來的分出來的
那些子群裡面那些子群裡面那些子群裡面那些子群裡面，，，，哪一些是最常被查的哪一些是最常被查的哪一些是最常被查的哪一些是最常被查的。。。。 

研究者：最常被查的…… 

受試者：因為他分那些群應該還是有一些就是比較少人會去
看，如果可以列出來哪些比較有人去點選可以列出來哪些比較有人去點選可以列出來哪些比較有人去點選可以列出來哪些比較有人去點選…………………… 

研究者：比較熱門的那種比較熱門的那種比較熱門的那種比較熱門的那種。。。。 
受試者：那可能會比較有幫助那可能會比較有幫助那可能會比較有幫助那可能會比較有幫助。。。。(B03: 140-146) 

 

5. 提供調整分群結果之相關功能 

受試者對於機器自動分群的信心仍有待加強，還是會期待由

人工再次判斷以提升分群之效果與品質，或是藉由與受試者互

動，即時改正分群類別以符合受試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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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你還是覺得需要人工先判斷過才會覺得比較可靠得需要人工先判斷過才會覺得比較可靠得需要人工先判斷過才會覺得比較可靠得需要人工先判斷過才會覺得比較可靠
嗎嗎嗎嗎？？？？ 

受試者：對呀對呀對呀對呀！！！！不然全自動不就是靠電腦自己去弄不然全自動不就是靠電腦自己去弄不然全自動不就是靠電腦自己去弄不然全自動不就是靠電腦自己去弄。(C06: 

111-112) 

 
受試者：我覺得那個分類可能就是要可以讓受試者去回饋可以讓受試者去回饋可以讓受試者去回饋可以讓受試者去回饋，，，，

就是說我可能到這一頁這個我覺得明明是下面那一就是說我可能到這一頁這個我覺得明明是下面那一就是說我可能到這一頁這個我覺得明明是下面那一就是說我可能到這一頁這個我覺得明明是下面那一
類類類類，，，，然後要我可以告訴他這是下面那一類然後要我可以告訴他這是下面那一類然後要我可以告訴他這是下面那一類然後要我可以告訴他這是下面那一類。。。。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要讓他能夠跟受試者直接互動跟受試者直接互動跟受試者直接互動跟受試者直接互動，，，，讓受試讓受試讓受試讓受試
者能去修改他的類別者能去修改他的類別者能去修改他的類別者能去修改他的類別。。。。 

受試者：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對。(C07: 98-103) 

 

三三三三、、、、 再使用意願與情境再使用意願與情境再使用意願與情境再使用意願與情境 

實驗完畢後，受試者皆表示會再次利用 Vivisimo。雖然受試者檢

索時，大多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為主，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並不是非

常熟悉，但在實驗後發現，受試者對自動分群搜尋引擎都有不錯的接

受度，也沒有任何使用上的困難，反而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更能夠

檢索到一些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找不到的資訊。因此十六位受試者皆表

示還會再次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意願，甚至有一半的受試者將

Vivisimo加入自訂書籤中。 

 

整理分析受試者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情境後，發現受試者會

再次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情況，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一一一)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1. 慣用搜尋引擎後的選擇 

受試者習慣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所以都會先利用原先習

慣使用的搜尋引擎查找資料。若當受試者不滿意該搜尋引擎所找

到之資料時，受試者則會考慮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受試者不

滿意慣用搜尋引擎的情況包括：找不到資料、資料量過於龐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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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負荷等情形。(詳見附錄十九) 

 

在在在在 Google搜尋結果覺得讓我看的很累搜尋結果覺得讓我看的很累搜尋結果覺得讓我看的很累搜尋結果覺得讓我看的很累，，，，或不滿意的時候就會或不滿意的時候就會或不滿意的時候就會或不滿意的時候就會
來試這一個來試這一個來試這一個來試這一個。(A02: 76-79) 

 

就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Google找到昏天暗地找不到的時候找到昏天暗地找不到的時候找到昏天暗地找不到的時候找到昏天暗地找不到的時候，，，，就是順序還是會就是順序還是會就是順序還是會就是順序還是會
比較後面比較後面比較後面比較後面。(C06: 60-61) 

 

  除了當備用搜尋引擎外，受試者會擔心僅利用一個搜尋引擎

查找會有所遺漏，因此會利用兩個以上的搜尋引擎進行檢索，以

免遺漏重要資訊。(詳見附錄十九) 

 

就是這個先用一遍這個先用一遍這個先用一遍這個先用一遍，，，，那個再用一遍那個再用一遍那個再用一遍那個再用一遍，，，，然後交叉比對然後交叉比對然後交叉比對然後交叉比對。就比較
能確認說，大概就是這些東西。(B04: 92-94) 

 

同樣的東西多找幾個搜尋引擎的話增加找到的機率同樣的東西多找幾個搜尋引擎的話增加找到的機率同樣的東西多找幾個搜尋引擎的話增加找到的機率同樣的東西多找幾個搜尋引擎的話增加找到的機率。(C07: 

52-54) 

 

2. 無立即性使用需求 

當受試者需要的檢索資料有立即性或是欲即時得知問題答案

時，受試者會偏向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反之，若非急需而受

試者又想深入探索該主題時，則會利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詳見

附錄十九) 

 

看我趕不趕啊！如果我明天就要那個東西如果我明天就要那個東西如果我明天就要那個東西如果我明天就要那個東西，，，，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是剛剛那個是剛剛那個是剛剛那個是剛剛那個
線性的啊線性的啊線性的啊線性的啊。。。。可是如果我不趕可是如果我不趕可是如果我不趕可是如果我不趕，，，，我又很想要知道這些奇奇怪怪我又很想要知道這些奇奇怪怪我又很想要知道這些奇奇怪怪我又很想要知道這些奇奇怪怪
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我就會覺得這個我就會覺得這個我就會覺得這個我就會覺得這個(Vivisimo)好像也不錯啊好像也不錯啊好像也不錯啊好像也不錯啊。 (B04: 

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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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使用目的使用目的使用目的使用目的 

1. 生活娛樂 

部分受試者(C01、C02、C04、C05、C06、C08)在查找學術

資訊時習慣使用特定網站，因此對那些受試者來說無論是何種搜

尋引擎，就連慣用的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也多是用來搜尋生活娛

樂資訊用。(詳見附錄十九) 

 

受試者：可是我會想要跟一個東西熟悉之前我一定會先從民我一定會先從民我一定會先從民我一定會先從民

生育樂先著手生育樂先著手生育樂先著手生育樂先著手。 

研究者：比方說像什麼樣的民生育樂？ 

受試者：可能就是某些品牌或時尚的東西品牌或時尚的東西品牌或時尚的東西品牌或時尚的東西吧！(C02: 172-174) 

 

受試者：如果我要查別的東西的話。 

研究者：查別的東西？比方說像什麼。 

受試者：就可能拿來查那種文學類的可能拿來查那種文學類的可能拿來查那種文學類的可能拿來查那種文學類的。(C08: 84-86) 

 

2. 學術課業 

受試者若有英文資訊需求時，也會想利用自動分群搜尋引

擎。尤其是學術、作業等需求時，會比較想利用自動分群搜尋引

擎來查找英文資料。(詳見附錄十九) 

 

比較多是不熟悉比較多是不熟悉比較多是不熟悉比較多是不熟悉，，，，然後作業上面需要用到的資料然後作業上面需要用到的資料然後作業上面需要用到的資料然後作業上面需要用到的資料吧，然後可
能會比較想找國外資料來做研究比較想找國外資料來做研究比較想找國外資料來做研究比較想找國外資料來做研究，，，，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會用這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會用這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會用這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會用這
個東西個東西個東西個東西。因為如果用 Google的話，雖然開始出來很多中文，
但是也只能給你一個概念，你也不太能用他們的資料。就我
覺得國內資料比較……(A03: 163-168) 

 

受試者：之後要寫計畫的時候要寫計畫的時候要寫計畫的時候要寫計畫的時候。 

研究者：寫計畫的時候？比方說你想要找什麼樣子的東西？ 

受試者：就比較偏學術方面的東西我才會再去找這個比較偏學術方面的東西我才會再去找這個比較偏學術方面的東西我才會再去找這個比較偏學術方面的東西我才會再去找這個，，，，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這是英文網站嘛這是英文網站嘛這是英文網站嘛這是英文網站嘛，平常不會去用他。 (C05: 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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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業務 

與工作業務有關，需查找英文資料時，受試者也會選擇利用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來查找與工作業務相關的英文資料。(詳見附錄

十九) 

 

譬如說像找這種主題說像找這種主題說像找這種主題說像找這種主題，，，，跟工作比較有關跟工作比較有關跟工作比較有關跟工作比較有關。(C03: 75-76) 

 

研究者：假如說今天老老老老闆交代你一個新的工作闆交代你一個新的工作闆交代你一個新的工作闆交代你一個新的工作，，，，是一個你不知道是一個你不知道是一個你不知道是一個你不知道

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所以你就會用這個去試嗎所以你就會用這個去試嗎所以你就會用這個去試嗎所以你就會用這個去試嗎？？？？ 

受試者：對呀對呀對呀對呀！！！！就試試看就試試看就試試看就試試看。(C05: 105-109) 

 

(三三三三)   主題類別主題類別主題類別主題類別 

1. 不熟悉的主題 

若是受試者熟悉的主題，或是要找特定資訊時，受試者會偏

向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反之，若是要找不熟悉或是有點熟悉

的主題時，受試者皆表示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很有幫助。(詳見

附錄十九) 

 

受試者：會呀！我覺得如果說你要找一個很快就知道答案的你要找一個很快就知道答案的你要找一個很快就知道答案的你要找一個很快就知道答案的
東西就比較不需要這個東西就比較不需要這個東西就比較不需要這個東西就比較不需要這個(Vivisimo)，用 Google 就可
以。除非像是想要瞭解的更多，想要知道更多就會
想要用這個(Vivisimo)。 

研究者：那比如說你已經很明確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你想要

瞭解的更多，你就會用這個(Vivisimo)？ 

受試者：嗯。 

研究者：那如果是一個你比較不熟悉的主題的話呢那如果是一個你比較不熟悉的主題的話呢那如果是一個你比較不熟悉的主題的話呢那如果是一個你比較不熟悉的主題的話呢？？？？受試
者：也會用這個也會用這個也會用這個也會用這個 (Vivisimo)啊啊啊啊，，，，就更需要用這個就更需要用這個就更需要用這個就更需要用這個
(Vivisimo)了了了了。(A04: 129-136) 

但如果受試者對該主題完全陌生，反而會造成受試者的認知

負擔。因為對主題完全沒有瞭解，在使用群集時反而會讓受試者

產生困擾。所以受試者認為要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最好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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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對檢索主題有基本的熟悉度，才不會造成太大的負擔，且能

夠有效節省時間與精力。(詳見附錄十九) 

 

研究者：那對你比較不瞭解的東西呢比較不瞭解的東西呢比較不瞭解的東西呢比較不瞭解的東西呢？ 

受試者：我不會想要來這我不會想要來這我不會想要來這我不會想要來這ㄝㄝㄝㄝ，，，，因為覺得我會頭暈因為覺得我會頭暈因為覺得我會頭暈因為覺得我會頭暈。 (B04: 

150-151) 

 

受試者：我覺得可能會是我有一點點了解的主題會是我有一點點了解的主題會是我有一點點了解的主題會是我有一點點了解的主題。 

研究者：有一點了解的主題。 

受試者：對，然後才會想說去看分類找我要的然後才會想說去看分類找我要的然後才會想說去看分類找我要的然後才會想說去看分類找我要的。。。。然後如果是然後如果是然後如果是然後如果是
完全不了解的話完全不了解的話完全不了解的話完全不了解的話，，，，因為還是每個都要點進去因為還是每個都要點進去因為還是每個都要點進去因為還是每個都要點進去，，，，我反我反我反我反
而會覺得分類很麻煩而會覺得分類很麻煩而會覺得分類很麻煩而會覺得分類很麻煩，雖然他可能會有幫助聯想，
但我還是覺得你就全部給我好了，如果是完全不了
解的東西的話。 

研究者：所以你還是希望像 Google那樣，全部丟出來就好。
受試者：嗯。但是如果是某種我如果是某種我如果是某種我如果是某種我稍微有了解的稍微有了解的稍微有了解的稍微有了解的，，，，其其其其
實有分類還蠻好的實有分類還蠻好的實有分類還蠻好的實有分類還蠻好的。(C01: 194-200) 

 

2. 模糊不確定的主題 

當受試者面對模糊或不確定的主題時，會想使用自動分群搜

尋引擎。亦即當受試者不確定自己到底要找什麼，且又不清楚該

主題包含哪些概念時，則會利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檢索，藉以釐

清或找出主題範圍以獲得更清楚的概念，並瞭解主題意涵。(詳見

附錄十九) 

 

可能在一個比較模糊的主題下我比較會用可能在一個比較模糊的主題下我比較會用可能在一個比較模糊的主題下我比較會用可能在一個比較模糊的主題下我比較會用。。。。但是因為我找東但是因為我找東但是因為我找東但是因為我找東
西通常都是已經很確定我要找的東西是什麼了西通常都是已經很確定我要找的東西是什麼了西通常都是已經很確定我要找的東西是什麼了西通常都是已經很確定我要找的東西是什麼了，，，，所以就會直所以就會直所以就會直所以就會直
接利用搜尋引擎去輸入關鍵詞接利用搜尋引擎去輸入關鍵詞接利用搜尋引擎去輸入關鍵詞接利用搜尋引擎去輸入關鍵詞，，，，然後找到我要然後找到我要然後找到我要然後找到我要。。。。比如說我要比如說我要比如說我要比如說我要
找的是找的是找的是找的是 ontology 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要一個概念性的東西要一個概念性的東西要一個概念性的東西要一個概念性的東西。。。。(B01: 

79-83) 

就他可以幫我做一些分類，因為如果今天搜尋的主題不是那今天搜尋的主題不是那今天搜尋的主題不是那今天搜尋的主題不是那
麼明確的話麼明確的話麼明確的話麼明確的話，，，，那分類就會幫助那分類就會幫助那分類就會幫助那分類就會幫助，，，，可以盡量縮小可以盡量縮小可以盡量縮小可以盡量縮小。(C06: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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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用於哪些狀況用於哪些狀況用於哪些狀況用於哪些狀況 

1. 更深入瞭解主題 

由於受試者多習慣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作為檢索工具，更少

有受試者會思考替所要檢索的主題進行分類，因此自動分群搜尋

引擎便提供受試者不一樣的觀點，可以看到所欲檢索主題的群

集，以藉由群集深入每一層，能夠看得更詳細，亦能藉由群集的

架構更加深入瞭解主題。(詳見附錄十九)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他已經有大致先幫你分一些，你要

做關於哪些部分的東西。 

受試者：對，就是如果我要寫細部份的時候是如果我要寫細部份的時候是如果我要寫細部份的時候是如果我要寫細部份的時候，，，，我可能就會用我可能就會用我可能就會用我可能就會用
這個這個這個這個(群集群集群集群集)。。。。都是要看我要用什麼東西都是要看我要用什麼東西都是要看我要用什麼東西都是要看我要用什麼東西ㄝㄝㄝㄝ。。。。如果我如果我如果我如果我
想寫整體的時候想寫整體的時候想寫整體的時候想寫整體的時候，，，，我就不會看這個我就不會看這個我就不會看這個我就不會看這個(群集群集群集群集)。。。。 

研究者：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寫比較詳細一點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寫比較詳細一點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寫比較詳細一點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寫比較詳細一點的。。。。 
受試者：對對對對，，，，就是需要比較詳細一點的東西就是需要比較詳細一點的東西就是需要比較詳細一點的東西就是需要比較詳細一點的東西。(C08: 58-63) 

 

2. 瞭解主題範圍與架構 

受試者會利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分群功能組合與查詢詞

彙，並從中觀察不同查詢詞彙的組合及其詞彙與詞彙間的相互關

連。(詳見附錄十九) 

 

可能是……假設我已經瞭解知識組織是什麼好了，那我可能
會想知道他被分類成哪些不同會想知道他被分類成哪些不同會想知道他被分類成哪些不同會想知道他被分類成哪些不同種種種種。然後……他不是會分小群
嘛，那我可能會想知道他被分到哪裡那我可能會想知道他被分到哪裡那我可能會想知道他被分到哪裡那我可能會想知道他被分到哪裡。。。。(B04: 97-100) 

 

……………………我想要試試看最簡短的跟稍微多加一點變化，或是說後
面再加上，例如像顧問後面加上 director。就是我想看說不同我想看說不同我想看說不同我想看說不同
的組合的組合的組合的組合，，，，他出現的架構會是不同的嗎他出現的架構會是不同的嗎他出現的架構會是不同的嗎他出現的架構會是不同的嗎？？？？所以我想知道他們會所以我想知道他們會所以我想知道他們會所以我想知道他們會
不會有比較有什麼樣的關連性不會有比較有什麼樣的關連性不會有比較有什麼樣的關連性不會有比較有什麼樣的關連性。因為我想先知到他到底有怎我想先知到他到底有怎我想先知到他到底有怎我想先知到他到底有怎
樣的一個大概樣的一個大概樣的一個大概樣的一個大概，，，，他不同的東西是什麼可是有什麼樣的相關他不同的東西是什麼可是有什麼樣的相關他不同的東西是什麼可是有什麼樣的相關他不同的東西是什麼可是有什麼樣的相關
性性性性，，，，然後他出來所左邊的那個群集會有什麼樣很大的不同然後他出來所左邊的那個群集會有什麼樣很大的不同然後他出來所左邊的那個群集會有什麼樣很大的不同然後他出來所左邊的那個群集會有什麼樣很大的不同，，，，
就會想要看看就會想要看看就會想要看看就會想要看看。(C02: 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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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藉由動態分類的概念提供群集架構，讓受試者得以藉

此瞭解檢索主題之範圍與其他相關主題。(詳見附錄十九) 

 

不會。像如果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想知道 ontology 周邊有什麼周邊有什麼周邊有什麼周邊有什麼，，，，maybe 我會用我會用我會用我會用
Clusty那種那種那種那種。(B01: 88-89) 

 

3. 想獲得不同思考方向 

藉由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看到相關排序所無法呈現的階層架

構，受試者亦能藉由群集與群集架構的整體性看到較多元的思考

方向。(詳見附錄十九) 

 

研究者：所以你覺得他(Vivisimo)可以幫你看到不一樣領域可以幫你看到不一樣領域可以幫你看到不一樣領域可以幫你看到不一樣領域，，，，
或是不同的應用這樣子或是不同的應用這樣子或是不同的應用這樣子或是不同的應用這樣子。。。。 

受試者：嗯嗯嗯嗯~多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點多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點多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點多了一些可以思考的點。但是在我真正要找到我
想要的資訊，我可能需要很多時間，來瞭解他這個怎
麼分。然後，因為要先看完這裡(左側群集)，再看這

裡(右側結果)。(B04: 11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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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本章首先利用問卷調查，設計基本資料問卷(附錄一)分析受試者

背景。接著設計檢索任務實驗(附錄二、附錄三)，觀察受試者實際使

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情形，利用觀察及檢索歷程紀錄受試者使用情

況，實驗完成後藉由評估問卷(附錄五、附錄六)與訪談，深入瞭解受

試者主觀認知。因此，以觀察及訪談方式整理歸納受試者之檢索行為

特性，並利用檢索歷程紀錄、訪談、評估問卷等方式，分析搜尋引擎

之檢索效率與效益，至於滿意度則以訪談及評估問卷分析之。以及使

用檢索歷程紀錄與訪談資料，分析歸納問題類型與搜尋引擎類型之檢

索表現。群集分析方面，則以檢索歷程紀錄、觀察與訪談資料，整理

分析群集使用率、群集層級使用率及群集特性，亦利用訪談與評估問

卷調查受試者之群集滿意度。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使用評價與情境方

面，則以觀察及訪談資料分析整理之。故依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欲問

題，研究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與分析素材作一整理如下圖 4-1所示。 

 

圖 4-1、研究素材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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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幾節所述，可以發現受試者之檢索行為特性，無論是在檢

索策略的制訂或是檢索結果過濾與相關判斷依據方面，並不會受到搜

尋引擎的影響，不過在檢索結果的瀏覽則會受到不同搜尋引擎影響。

因為使用習慣的影響，受試者在使用相關排序搜尋引擎時，皆以直接

依序瀏覽檢索結果；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時，則是會交互使用群集

與排序結果，並不像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以直線瀏覽的方式，而是以二

維交錯的方式進行檢索結果的瀏覽。 

 

此外，在評估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對使用者的助益方面，經由檢索

效率、檢索效益與滿意度之檢索歷程、問卷調查與訪談分析整理後發

現，如表 4-49所示。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無論在客觀判斷或主觀認知上

之檢索效率皆優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檢索效益方面，則以客觀判斷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表現較佳，但受試者確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檢

索效益比較好；不過在受試者滿意度上，卻又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之

滿意度較高。若以整個搜尋評估表來看，則以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獲得

較高評價10。 

 

表 4-49、搜尋引擎之助益比較 

搜尋引擎類型搜尋引擎類型搜尋引擎類型搜尋引擎類型 

評估面向評估面向評估面向評估面向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相關排序搜尋引擎 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自動分群搜尋引擎 

歷程分析 ˇ  
檢索效率 

認知分析 ˇ  

歷程分析 ˇ  
檢索效益 

認知分析  ˇ 

滿意度 認知分析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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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受試者對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仍不熟悉，但卻給予分群搜尋

引擎極高的評價，尤其是在檢索效益方面，認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能

提供許多幫助。 

 

至於搜尋引擎最能夠幫助受試者解決何種問題類型方面，以相關

排序搜尋引擎檢索困難(封閉/開放)的問題類型時，能有較佳之檢索表

現；自動分群搜尋引擎，則是在檢索簡單(封閉/開放)的問題類型時，

有較佳檢索表現。若單就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於問題類型之檢索表現，

如表 4-50，可以發現無論是指定或自訂任務，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皆以

檢索簡單/封閉的問題類型時，有最好的檢索表現，其次則為開放(簡

單/困難)的問題類型。 

 

表 4-50、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問題類型檢索表現比較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任任任任務務務務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完成時間 

每筆每筆每筆每筆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相關網

頁頁頁頁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

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的點擊次數 

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相關網頁的的的的

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開啟網頁筆數 

1 簡單/封閉 簡單/封閉 困難/開放 簡單/開放 

2 簡單/開放 簡單/開放 簡單/封閉 簡單/封閉 

3 困難/封閉 困難/封閉 簡單/開放 困難/封閉 
指定 

4 困難/開放 困難/開放 困難/封閉 困難/開放 

1 簡單/封閉 簡單/封閉 困難/開放 困難/開放 

2 困難/開放 簡單/開放 簡單/開放 簡單/封閉 自訂 

3 簡單/開放 困難/開放 簡單/封閉 簡單/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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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群集使用情形，則因其受試者與任務不同而

有差異，例如指定任務中受試者平均群集使用率為 44.24%，最高使用

率 51.95%，最低也有 39.90%，都可以達到近四成的使用率；但自訂

任務受試者之平均使用率為 18.84%，最高使用率 43%，最低則為 0%。

且由指定任務中發現，熟悉度會影響群集的使用次數，越不熟悉的主

題越會使用群集。 

 

而受試者最常使用的群集層級為第一層，其次為第二層及頂層，

最後才是第三層。受試者亦表示，第一層與第二層已足夠看到整個架

構，尤以第一層幫助最大，若再用到第三層則會造成認知負擔的加

重，反而無法有效幫助釐清主題。除了常用層級外，受試者所使用之

群集類別，則多會依據任務需求而定，不過仍偏好使用以主題類別、

實際應用、相似概念、及機構組織等類型之群集類別 

 

表 4-51、受試者使用之群集層級 

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受試者 

層級層級層級層級 
指定任務指定任務指定任務指定任務 自訂任務自訂任務自訂任務自訂任務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頂層 48 30 78 
12.38 

第一層 193 132 325 
51.59 

第二層 98 18 226 
35.87 

第三層 1 0 1 
0.16 

 

另外在層級的檢索表現方面，無論在找到相關資訊的速度或品質

上，皆以第一層表現最佳，且最常為受試者利用。因此，受試者多只

需要瀏覽至第一層，即可獲得所需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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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層級檢索表現之比較 

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比較項目 

任務任務任務任務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使用率 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檢索效益 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資訊品質 

1 第一層 第一層 第二層 

2 第二層 頂層 頂層 

3 頂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指定 

4 第三層 第三層 第三層 

1 第一層 第一層 / 

2 頂層 頂層 / 

3 第二層 第二層 / 
自訂 

4 第三層 第三層 / 

 

根據檢索歷程、訪談與問卷調查後，可以發現受試者在群集認知

方面，皆有不錯的接受度與滿意度。例如對於群集內容，受試者除了

對群集類別的同質與互斥上較不滿意之外，其他都有達到 3以上的滿

意度 ；群集名稱認知方面，受試者對於名稱代表性與直覺性，更有

高達 3.75的滿意度；而群集的提示聯想，更是有高達 4的滿意度。另

外就群集架構來看，受試者都能對群集所提供之群集數量、層級數目

與層級的邏輯感到滿意。不過，經由訪談與歷程分析結果中發現，受

試者對於理解群集的分群方法上仍有些困擾，或是實際實驗中，受試

者都只會使用到第二層，僅有一位使用到第三層，故雖然受試者主觀

認知感到滿意，但實際上則非如此。 

 

受試者對於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有如此高之接受度與滿意度，是因

為自動分群搜尋引擎能作為關鍵詞提示幫助受試者縮小範圍，提供主

題架構給受試者建立初步概念，亦能夠突顯重要概念，讓受試者有不

一樣的角度發現新觀點。相對的，使用上會加重受試者的認知負擔，

或是需要花時間判斷、尋找群集，瀏覽群集中重複的檢索結果，以及

語言限制等，造成受試者使用上的困擾。另外，受試者亦提出一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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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議，例如提供中文化服務，增加群集內檢索結果的數量，提供常

用之群集類別與組合，提示群集與檢索結果功能，以及藉由與使用者

互動調整分群結果，提升自動分群搜尋引擎之群集品質。 

 

最後，研究中亦歸納出受試者願意再使用自動分群搜尋引擎的原

因與情境，像是當受者沒有有立即性需求時，或是作為慣用搜尋引擎

後的選擇；使用目的則以，生活娛樂、學術課業、工作業務等為主；

會以自動分群搜尋引擎檢所之主題類別，則為不熟悉或是模糊不確定

的主題；以及想更深入瞭解主題及其範圍架構、獲得不同思考方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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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www.pubmed.gov，美國國家生計資訊中心(NCBI)所製作的生

物醫學資料庫，提供全文服務。 

2
 資訊品質指數從 1~5，代表品質非常不好~非常好。 

3
 認同度之計算方式，依題項給予 1~5分，分數越高表示越認同。經

由受試者給分，相加後除以受試者人數所得之平均數，即為項目中

所指之認同度。計算公式如下： 認同度
受試者人數

受試者給分
=

∑ ，四捨五入至

小數點第二位。 
4
 問題類型之主題熟悉度，由熟悉到不熟悉：FRBR>ontology>DLS、

KO。 

5
 受試者依其對問題之熟悉度給予 1~5分，分數越高代表越熟悉。 

6
 受試者會以較長(精準)的查詢詞彙先行過濾，將檢索結果筆數減少

至二位數以下。 

7
 檢索任務進行中，受試者有找到兩筆有興趣的網頁，甚至利用其中

一筆資料，以其文中之詞彙作為查詢詞彙，但最後受試者並沒有把

此網頁儲存起來作為相關網頁記錄。 

8
 C01-商情資料庫；C02-不特定資料庫；C05-PubMed；C06-商情資料

庫；C08-PubMed。 

9
 受試者解釋，只有看群集類別，但沒想去點是因為，檢索結果出來

的資料量已經很少，可以全部看完。 

10
 相關排序搜尋引擎為 3.17，自動排序搜尋引擎為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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