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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目的是了解大學生與教師判斷網路資訊品質之現況與比較差異，文獻

探討部分主要分析相關的資訊品質研究、網路學術性資訊使用以及網路資訊品質

判斷之研究，以作為後續研究之理論基礎並與研究結果對照與比較。 

第一節 資訊品質研究 

本節擬討論資訊品質研究相關議題，包括資訊品質的相關概念，網路資源之

外任何形式的資訊品質評估到網路資源之資訊品質評估。 

一、資訊品質之意涵 

「品質」一詞運用的範圍一向很廣，且在不同的情境中定義不盡相同，尚未

被清楚的釐清。單就「品質」所表示之意涵，通常較為正向，指的是「好品質」

或是「高品質」。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定義為「一項事物優良的程度(the degree 

of excellence of a thing)」，英國標準局(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BSI)則定義為

「一實體所擁有的全部特性在它的能力之內可滿足外顯與內藏的需求」(BSI, 

1995; Cooke, 1999 )。 

品質在管理過程中被視為一項影響因素，並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急於重建的日

本發揚光大，此領域的先鋒 Juran(1987)建議品質應被視為適合使用(fitness for 

use)。Crosby(1979)另一個簡短的定義則是品質應該將符合需求看的比良好或是權

重來得重要。這些定義都說明了品質不應該只考慮其優秀與否，也應該注重使用

者或是最終產品的需求。而在網路的環境中，品質則通常指向包含原始內容的來

源，且容易與文件的品質並列討論。 

若將資訊視為管理流程的一環，它所代表的意義可以分成兩種，一為資訊產

品，二是資訊服務，則資訊品質可以視為「資訊產品或資訊服務符合特定使用者

或是族群需求的能力」。對照到網路環境中，則可以說「網站資訊的品質與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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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成比例，且必須滿足網站的目的；而定義必須存在於網站設計者與使用者認知

之間」(Cooke, 1999)。 

Knight 與 Burn 在其 2005 的研究中指出，資訊品質與資料品質有時會混為一

談，也有相同之特質以及評鑑準則，Naumann & Rolker(2000)也提過定義資訊品

質多由準則的制定開始。根據他們的說法，此處將加以闡釋與資訊品質相關之概

念，區別並比較之間相同或是不同之處，以作為設定資訊品質評鑑準則之基礎。 

何謂『資料品質』(Data Quality)，根據 Tayi and Ballou(1998)的定義，認為資

料的品質端看是否「適合使用」(fit-for-use)而決定，而所謂的適合使用進一步詮

釋為對某些人適用，對另外一些人則不一定適用。談論資料品質評估或是發展資

料品質評估的準則與方法之文獻，大多著重在資料庫或與資訊系統或是牽涉到企

業內部制定決策、生產產品與提供服務所需的資料品質(Lee et al. , 2002)，也就是

說「資料」暗指有範圍的，在相關主題內已經過簡單組織之資訊，相較於網路上

的「資訊」而言，顯得較具有組織與目的性。 

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在 1996 年便針對資料品質研究舉

辦相關的研討會以及計畫，研討會名稱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Quality (ICIQ)2。ICIQ 發表的文章研究場域多著重在資料庫、資訊系統或是組織

企業中的資料品質，所發表的相關論文及著作成為後來多個領域談論資訊品質時

的重要參考文獻。 

Wang 與 Strong(1996)認為資料品質除了資料本身「正確性」之外，還必須考

慮到使用情境與使用者，藉此發展出 4 種資料品質種類與 20 個品質維度。 

                                                 
1 http://web.mit.edu/ 
2 http://www.iqconfer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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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Wang 與 Strong 的 20 個資料品質維度與其 4 個種類 

類別 資料的正確性 資料的相關性 資料的呈現 資料的可及性 

維度 

 可信度 
 準確度 
 客觀度 
 完整度 
 可追蹤 
 名聲 
 來源的種類 

 加值度 
 相關度 
 及時度 
 操作容易度 
 適當的數量 
 彈性 

 可譯度 
 易懂度 
 呈現的一致 
 簡要的呈現 

 可及性 
 成本有效性 
 通路安全性 

(資料來源：Wang & Strong, 1996) 

在資料產出到使用的過程中，會有三種角色的使用者參與。一是資料製造

者，主要為個人、團體或是其他創造資料的來源，負責資料的產生或是過程處理。

二是資料管理者，管理儲存於電腦中資料的人，以提供排序或是處理資料等服

務。三是資料消費者，就是狹義的使用者，資料消費者在此一循環主要為資料利

用者，也會牽涉到部份的資料集散與整合。 

Strong 等(1997)學者認為所提出的資料品質類型與維度應該要將資訊生產過

程的三種角色考慮進去。原先的分類中「資料的正確性」指的就是資料本身的品

質，而「資料的相關性」則是在與使用者情境互動下而產生的品質維度，進一步

將資料品質分為四種類型，分別為「本質的資料品質」、「可及性的資料品質」、「情

境式的資料品質」以及「呈現式的資料品質」，這四種分類與相關維度成為往後

資訊品質相關研究的分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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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情境下的資料品質類型及其維度  

探討的資訊層面 Wang 與 Strong 
資料品質分類 資料品質維度 

資訊本身 本質資料品質 

1. 準確 
2. 客觀 
3. 可信 
4. 具聲望 

可及的資料品質 
1. 可及性 
2. 管道安全性 

系統層面 
呈現的資料品質 

1. 可譯性 
2. 容易了解 
3. 情楚呈現 
4. 一致呈現 

使用者 情境的資料品質 

1. 相關性   
2. 加值 
3. 及時 
4. 完整 
5. 數量 

(資料來源：修改自 Strong et al. , 1997) 

此四種類型的資訊品質維度，綜合資訊生產到使用的三個元素，「主觀

(subject)」、「資訊本身(information)」以及「客觀(object)」 (Numer & Rolker, 2002)。

主觀是產生資訊需求的人，也就是使用者，需要透過與資訊系統，如搜尋引擎的

互動，而得到資訊。資訊本身與資訊系統本就有品質的維度存在，例如資訊的正

確性、客觀性等；系統的操作方式與無障礙性等。使用者在使用資訊及使用資訊

後對資訊品質的判斷與認知也是需考量的資訊品質維度。 

Khan 等(2002)學者將資訊品質定義－『適合使用』縮小到四個範圍，包括資

訊是優良的，資訊是有價值的，資訊的規格需一致以及資訊應該要符合或是超越

使用者的期望。此時 Khan 等(2002)已經將「資訊」與 Wang 等(1996)所提的「資

料」同化了。資訊本身可以分為有形與無形，有形則將資訊視為一種產品，包含

有形的測量維度，如準確性、完整性以及沒有錯誤等。「資訊產品」就是有形的

品項，可以賣賣、儲存、利用、修改以及再利用。將資訊視為一種產品是操作式

的觀點，著重在資料庫中資料的輸入與儲存。資訊也可以被視為無形的概念，如

同服務；「資訊服務」與使用者使用資訊以及系統互動有關，包含了一些無形的

測量維度，例如操作是否容易、系統安全性以及資訊傳遞給消費者時的附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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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Waston and Kavan(1995)在定義服務品質時提到「將資料轉成資訊的過程就是

典型的服務的特徵，而且通常牽涉到與資訊科技部門之間客製化、個人化的互動

過程」(Waston & Kavan, 1995; Kahn, Wang & Strong, 2002)。將資訊視為一種服

務，重點放在資訊已經儲存在資料庫中成為一『終端產品』後，也就是獲取與使

用資訊。資訊服務品質關心資訊產品潛在的屬性，只有當消費者利用時才會顯現

出來。 

Khan 等(2002)認為資訊品質定義為優良及有價值將容易流於主觀不易判

斷，且資訊生產者與管理者關心的是資訊品質規格是否一致以及是否符合使用者

的期望，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所以當資訊產品和資訊服務符合後兩項資訊品質時

將產生四種資訊品質指標：良好資訊(Sound information)、可靠資訊(Dependable 

information)、有用資訊(Useful information)與好用資訊(Usable information)，此為

PSP/IQ 模式(Product and service performance for information quality)。進一步請相

關專家將 Wang 與 Strong 所列的資訊品質維度填入，給予四種資訊品質指標操作

行定義，如表 2-3： 

表 2- 3  資訊維度對照 PSP/IQ 模式 
品質定義 
 
資訊類型 與規格一致 符合或是超越消費者期望 

資訊產品 

良好資訊 
沒有錯誤、清晰呈現、完整、呈

現一致 

有用資訊 
適當數量、相關、可了解、可解釋、客觀 

資訊服務 可靠資訊 
及時、安全 

好用資訊 
可信、可及、容易操作、名聲、加值 

(資料來源：Kahn, Wang & Strong, 2002) 

此四種資訊品質指標是以「良好資訊」為基本要求，而「有用資訊」與「好

用資訊」則為一般資訊品質盡力達到的終極指標。 

資訊與人的互動之下，才會有資訊品質的議題產生，但是在資訊的生產過程

中，不同角色的參與者對於資訊品質的觀點卻不盡相同。在資訊系統領域中資訊

品質研究多以資訊創造者與管理者觀點為主，視其產生之資訊是否符合使用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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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為品質之指標，組織中從事創造資訊與管理資訊的人比較關心的是資訊傳遞過

程的可靠性，而非以使用者為核心；但是情境會影響這些使用者對資訊品質維度

的選擇。Lee 等（2002）觀察到在與資訊系統互動中約有四種情境：1.系統本身

的發展、2.可以改善資訊系統中資料品質的工具運用、3.多元不相容的資訊系統

環境、4.資訊傳遞過程的影響。 

資訊系統領域中談論資料品質，並將資料品質與資訊品質同義化。當談論資

訊在網路中的品質表現時，部份的資訊科學領域開始關心網路資源的品質而人機

互動中人因研究對網站品質也加以探討（Fogg, 2003）。網路資源的本質是變動且

多元的，過多的資訊讓網路使用者感到焦慮與資訊超載，使用者對獲取「有品質」

的資訊需求增加。Klein(2002)測量網路資訊的哪些特質會使網路使用者察覺到資

訊品質問題，再將之歸納入 Wang and Strong(1997)的資訊品質準則，結果發現網

路資訊的確有品質問題，使用者也可察覺。Rieh and Belkin(1998)調查學者如何判

斷網路資訊品質，發現網路使用者在判斷網路資訊品質時，與其「認知權威」有

關。判斷資訊品質最重要的是資訊的「來源」，相信來源就是相信此資訊的品質

(Reigh & Belkin, 1998)。因此，對於網路資訊品質的定義與相關維度，使用者的

認知與判斷也是關鍵。 

Strong 與 Wang(1997)也建議到，資訊品質的評估不能獨立於使用資料的人。

Shanks and Corbitt(1999)認為資訊品質的評估需要考慮到其存在世代的情境。

Katerattanakul and Siau(1999)提到還需要考慮其評估的目的為何(intended use)。這

是因為資訊品質的屬性是根據在情境中，資料是如何被使用而決定的(Shankar & 

Watts, 2003; Knight & Burn, 2005)。Rose 與 Levison(2004)也提出相似的觀點，認

為使用者所認知的資訊正確性、新穎性、重要度或有沒有用不只是因為資訊是什

麼而決定，大部份也取決於他們為什麼需要此資訊。只有當資訊被視為產品時才

能夠獨立於使用者來探討，若是牽涉到情境中，資訊品質注重的就是使用者的相

關判斷(Klobas, 1995)。因此，探討資訊品質需要從使用者的觀點去瞭解何謂資訊

品質(Knight & Burn, 2005)。如此一來，資訊品質定義便近似 Khan 等(2002)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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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或是超越使用者期望」。 

Wang 與 Strong(1997)針對資訊本身的品質與使用者互動下，歸納出四種資訊

品質，使用者關心的資訊品質以是否能符合需求與滿足任務為核心；資訊創造者

與管理者關心的資訊品質為資訊本身，包括資訊正確性，資訊的客觀性以及資訊

傳遞過程的可靠性。而 PSP/IQ 模式則提出四種不同的資訊品質：良好資訊、可

信資訊、有用資訊與好用資訊。資訊品質之意函從簡單定義的『適合使用』，到

更精準以使用者認知為標準。資訊品質本就具有多面向的定義，在網路上，要定

義網路資訊品質更不容易，但卻是重要的問題。使用者雖然察覺到網路資訊缺乏

品質的特點，可是對資訊品質沒有一致的定義，而網路資訊的來源成為使用者主

要的判斷方式。 

資訊品質之意涵可以歸納出幾項共同點： 

1. 資訊品質的意涵在「適合使用」之外需考慮使用者情境 

2. 縱使各研究之資訊品質的分類與維度不一致，但是仍可歸納出資訊品質定

義是資訊本身、使用者與資訊(檢索)系統三者互動下的結果。 

3. 以網路為資訊品質研究場域時，使用者對資訊品質的認知與判斷為關鍵。 

可將資訊品質相關概念與意涵整理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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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資訊品質相關概念綜合表 

相關詞彙 概念 研究內涵與領域 引用 

資料品質 
(Data quality) 

資料品質所談的通常是資料庫或是組織

機構中較有結構之資料，後也使用「資訊

品質」一詞。一般定義為「適合使用」，

也就是資訊做為產品或是服務時其特性

能夠滿足使用者完成任務的能力。 

不論是 ICIQ 會議或是其

他相關文獻，多應用在組

織管理的領域，且認為良

好的資訊品質帶來的將

是知識，例如一顧客資料

庫中，資訊若具有品質，

可以幫助企業組織的行

銷與經營。Wang 等發展

了許多資料品質的準則

與測量方式，之後應用在

網路資訊品質的研究上。 

Kahn, Strong & 
Wang(2002)； 
Wang & Strong 
(1996). 
 

資訊品質 
(Information 
Quality) 

除了與上述資料品質同化之外，談論資訊

品質可以兩種形式作為區隔，分別有： 
1. 傳統印刷資源 
評估紙本內容的好壞，設計出許多關於資

訊品質的指標，像是準確性、權威性、新

穎性、即時性與範圍等。 
2. 電子資源 
相對於傳統印刷資源而言，電子式資源指

的是由 0 與 1 編碼之內容。探討資訊品質

的層面由圖書館的資料庫、線上資料庫到

網路資源。因為網路變動的本質，資訊品

質的討論在網路世界應該要注意到某些

影響的特質，例如使用者的判斷等。 
 

圖書資訊學領域從紙本

資源到網路資源均關心

其資訊品質，目的是為使

用者的資訊使用；其他如

資訊科學領域較注重的

則是系統與技術方面品

質所帶來的影像；而行為

組織科學則注重使用者

認知層面。 

Alexander & 
Tate(1999)； 
Reigh & Belkin 
(2000)； 
(Knight & Burn, 
2005) 

網站品質

(Website Quality 

以網站品質來談論網路中的資訊品質，是

以媒體觀點來討論。著重的重點在於使用

者對網站資訊真實品質的認知，著名的例

子有網路上的新聞媒體與個人出版，像是

Blog 等之研究。 

人機互動與人因研究關

心網站品質，希望可經由

品質準則的訂定改善網

站。另外，使用者導向研

究是趨勢。 

Fogg, (2003); 
Wathen (2002) 
Klein(200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資訊品質評估研究 

資訊為人所利用，價值由此而生，任何形式的資訊都有品質的議題存在，傳

統的紙本資源到電子資源、網路資訊資源，使用者都想從大量的資訊中擷取好的

資訊，以符合所需。怎樣的資訊才算是好的資訊呢？Gosling 與 Hopgood3（1999）

提出以下數項必要的因素：(1)相關的；(2)及時的；(3)正確而完整的；(4)精簡易

懂的；(5)可降低不確定感的(Gosling & Hopgood, 1999; 蘇諼, 2003)。不同媒體所

承載的資訊，在品質上的要求是否有所差異，或是也有共通之處？此小節談論各

                                                 
3 Gosling, M. & Hopgood, E. (1999). Learn about Information. Copyqik, Canberra: DocMatrix Pt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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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形式的資訊品質評估研究，包括一般資源資訊品質評估，網路資源的資訊品質

評估等，期從大量研究中歸納出資訊品質評估的相關準則。 

(一)一般資源資訊品質評估 

一般資源的媒體形式，主要為傳統式紙本資源；另外加上部份非網路媒體 

(Internet)之電子資源與多媒體資源，例如組織內部的資訊、電子資料庫或是光碟

資料庫、錄音資源及影像資源等，流通與取得也以內部網路為主(Intranet)。 

許多圖書館在徵集館藏時，都會制定評估準則，這些準則主要是從館員的角

度來評選適合此圖書館或是讀者需求的資料。Katz(1987)認為當圖書館在評估徵

集資源時，注重的是資訊內容與容易使用程度而非資訊的形式，且圖書館與讀者

的需求是最大的考量。評估重點為資訊的內容與資訊的提供者，著重的資料形式

是紙本資源與電子資料庫，在資訊內容方面從範圍、目的與新穎程度去評估，也

會從編輯方式加以評判，例如，注重實體的紙本資源是否有索引，沒有編製索引

通常被視為沒有價值或是缺乏品質；電子資料庫本身是否有提供目的、範圍或是

出版者與相關網站之詳細資訊，沒有提供相關說明，此資源也會被質疑品質問

題。在資訊提供者方面，注重出版商的權威性與客觀性。不論是資料庫或是紙本

資源的販售者或是創作者，都要注意是否有提供偏誤的資訊，例如在政策、宗教、

性別與種族等爭議性議題上過於主觀而提供不正確的資訊。圖書館最在意的資訊

品質，是提供讀者「可信賴」(reliable)的資訊。 

在電子資料庫出現之前，資訊品質不是圖書館關心的重點。在電子資料廣泛

應用之後，圖書館將評鑑紙本媒體的準則套用在電子資源上，也包括其他多媒體

形式的資源，像是微縮片、錄音卡帶、雷射唱盤、光碟與其他等，甚至之後的線

上與光碟資料庫。早期的圖書館員將線上資料庫視為神奇的研究工具，未對其品

質提出質疑，直到 1980 年代，資料庫的使用者開始提出改善的建議。1989 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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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線上使用者團體的年會(SCOUG)4提出一使用者認為資料庫應具備的品質

準則，包括十大類，並依重要性加以排序(Hofman & Worsfold, 1996)，依序為：

一致性、涵蓋範圍、及時性、錯誤率/準確性、容易使用、整合度、輸出結果、使

用說明、顧客支援與訓練、價值與成本比率。 

除了圖書館針對一般資源進行品質的評估之外，組織企業以及商業化的電子

資料庫也重視提供資訊的品質水準。並且在意資訊專業與一般使用者間對於資訊

品質水準的不同看法，以及與其他組織之間資料品質的差距。Khan，Wang，Strong 

and Lee(2002)即利用 PSP/IQ 的四個指標設計評估資訊品質的方式，稱為

AIMQ(AIM quality)。以四個指標及其維度為基準發展成問題以鋪陳問卷，測量後

則有兩種分析技巧，一是將組織中的資訊品質水準與表現最好的組織加以比較，

二則是測量同一資訊產品系統中資訊專業與一般使用者對資訊品質水準看法的

差異。這樣一來可以了解自身組織與其他組織中資訊品質的差距，以及資訊專業

與一般使用者對組織中資訊品質的看法。分析結果中專業使用者所給予的分數均

比一般使用者要來的高。對於這樣的現象，Khan 等(2002)學者將專家分數高於消

費者視為一種常態，認為是正向的差距，而當消費者的分數高於專家時則視為負

向差距，代表專家對資訊品質的評斷比較具有參考價值。 

(二)網路資源資訊品質評估 

Kline and McKim(1999)提出「電子資源」一詞，主要是以電子化媒體散布之

電子文件，關鍵為散佈的媒體。而網路資源指的是所有類型的網路式電子資源

(Internet-based electronic resource) 或 網 路 資 源 來 源 (networked information 

source)(蘇諼, 2003)。Zhang5(1998)將網路式電子資源分為五種，包括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名單與討論群組發佈之消息、經由 Gopher、Web、FTP 取的的出版品、

商業化的電子資源以及網路上的其他電子資源。而 Lynch6(1995)則將網路資訊來

                                                 
4 Southern California Online Users Group 屬於一非營利團體 
5 商業化電子資源，如線上資料庫系統與其他網際網路上的付費網站 
6 儲存於資料庫、互動式服務、討論群組、互動式資訊檢索服務中的檔案資料、資料庫與物件；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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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定義為儲存在網路主機的文件。也就是說，網路資源實為電子資源之ㄧ，承載

資訊的媒體是網頁或是可透過網路散布之任何媒體，而所承載的內容均為電子文

件7 

網路資源以多種樣式呈現，包括事實、意見、故事、翻譯與統計等，而且為

多種目的存在著，像是告知、說服、銷售或是為了創造與改變態度與信仰。但是

網路上的資訊是「知識」還是「噪音」呢？Connel 與 Tipple(1999)曾經設計幾道

參考問題，要求公共圖書館以網路搜尋引擎為檢索工具尋找答案，在檢索結果中

的前 20筆資料中，不乏重複、無效連結、不正確與不完整的資訊（轉引自Sweetland, 

2000）。Harris(1997)認為只有部分的資訊才是「知識」；當資訊是決策、選擇與瞭

解世界的基礎時，如果所信任的是不可靠的資訊，資訊就不是「知識」，也不會

令人擁有力量，只有真實的、可信賴的資訊才能讓使用者擁有知識與力量。當電

子資源具有可及性、即時性、可讀性、相關性與權威性等特性時，會比較受到學

術界的資訊尋求者之青睞。Rosenfeld(1994)認為利用網路搜尋資訊會面臨到的困

難有(1)網路資訊分佈全球，對於存在資訊的數量、類型與位置不易掌控；(2)網路

資源的利用管道眾多，如 WWW、FTP、BBS 等，且網路資源的形式多樣，包括

純文字、聲音、影像與動畫等，系統之間無論是介面設計、資訊的呈現能力等，

皆有很大的差異；(3)資訊量過大，取捨費時；(4)資訊品質不佳的問題。前三項都

可以隨著科技發展獲得改善，但是最後一項品質問題是最大的挑戰。(Rosenfeld, 

1994; 蘇諼, 2003) 

有許多學者認為，由圖書館員或其他資訊專家發展出來用以評鑑印刷式資料

的準則，也可以用來評鑑網路資源 (陳雪華, 1996)。而吳明德（1991）指出評鑑

印刷資訊品質的因素可以分為五類：(1)內容：正確性、新穎性、客觀性；(2)著者

的權威性；出版社的聲譽(3)編排：邏輯性、可讀性；(4)外型：紙張、印刷、裝訂

與(5)其他特性：索引、參考書目等。陳雪華(1996)轉述 SantaVicca(1994)之論點，

                                                                                                                                                         
尚為開發的新型電子資訊資源。 
7 轉引自蘇諼(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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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上述準則在評鑑網路資訊品質時除了排版外均可以適用。 

陳雪華(1996)認為圖書館員在評鑑資訊時，不論是印刷式資訊或是網路式資

訊，注重的均是資訊內涵的本質，但是在評鑑網路式資訊時需注意另一項品質指

標：資訊的可及性(access)。因為在虛擬的網際網路中，可以檢索到資訊、得到資

訊才能夠使用資訊與評鑑資訊，所以在評鑑網路資源時的首要因素為可及性。 

Alexander and Tate(1999)提出五項傳統的評估準則也可以應用在網路資源

上，但是要注意網路世界的變動性、公開性以及彈性等特色，應納入其他影響因

素加以修改。此五項準則有權威性、準確性、客觀性、新穎性以及目標與使用者

族群。 

關於網路資源的評鑑，1990 年是一個重要的分界點，在此之前，線上資訊資

源的品質問題，並沒有受到眾多關注，1990 年的圖書資訊學文獻中，開始逐漸有

選擇指南、評鑑標準清單或其他類型的評鑑工具出現，首個評鑑標準是由美國南

加州線上使用小組(Southern California Online Users’ Group)於 1990 年所提出的

SCOUG 標準，其設立目標在於提供一個消費者指南，據以判斷資料庫在設計、

內容與可及性方面的品質與可靠性(蘇諼, 2003)。 

SCOUG 第四屆的年會邀請全美的圖書館員、研究者以及提供線上服務的代

表與資料庫製造商參與討論主題－測量資料品質。原先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設計使

用者導向的指引－『由資料庫的內容、設計與可及性判斷其品質與可信度』。

(Basch,1990; Sweetland, 2000 )但是實際上卻只注重線上的資料庫服務，討論範圍

只有書目資料庫、全文資料庫與名錄資料庫三種型態的資料庫，沒有考慮到影像

資料庫與唯讀光碟或其他雷射形式媒體，網路資源的評鑑當然也不在考慮範圍

內。到了 1995 年左右，電子環境品質問題的討論也只限於商業的線上服務與光

碟資料庫，極少提到網路資訊系統的部份。雖然如此，SCOUG 的評鑑準則透過

NFAIS8會議的出版與散播，仍然成為其他領域社群在發展相似評鑑準則時的領

                                                 
8 National Federation of Abstract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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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而 90 年代也成為學者口中的「品質年代」(decade of quality)9。到了 1999 年，

關於品質的討論開始有稍稍下降的趨勢，即使 1994 到 1995 年代正是全球資訊網

大量成長的時候。 

SCOUG 訂定 21 項的評估網路資源的準則有可信性、權威性、索引、註冊、

評論/排序、技術性、安全與隱私、回饋/維護/顧客服務、時間-大小-格式之提示、

支援檔案、著作權/智慧財產、搜尋工具、下載可靠，透明與標準化、線上佈告、

可靠的網路位址目錄瀏覽、審查議題，自我審查、搜尋引擎、廣告、付費機制、

記錄使用過之網站、維護(轉引自 Hofman 與 Worsfold, 1996)。 

美國喬治亞大學 Wilkinson 等三位研究者，於 1996-1998 年完成一項研究計

畫，開發出一組網路資訊資源的評鑑標準。此計畫共有四個時期，從標準的認定，

標準的修整與組合，評鑑組合標準到評鑑工具的開發。這項研究最終發展出網路

資源搜尋、評鑑工具應用步驟與策略以及網站設計與開發的評鑑指南10(Oliver，

1998; 蘇諼，2003)。在計劃的第二期時，以發展出 11 個評估項目，共有 152 個

項目指標。1995 年，Rettig 和 LaGuardia 檢視既有標準，發展出一套網路資源評

鑑規範，項目有：出處起源、權威性、使用者、內容、創作日期及新穎性、設計、

可用性、多媒體等。1999 年 Hawkins 認為 Rettig 和 LaGuardia(1995)的標準應再

加上：使用網站評比、連結來源權威性以及使用網路資源指引服務，並將既有標

準依出現次數由多到少做排序。詹麗萍(2005)檢視上述評鑑標準認為一般公認必

須注意的網路資源評鑑準則有權威性、正確性、時效性、可及性、可用性、範圍、

適用程度、獨特性以及組織與表達等。 

圖書館參考館員是最關心網路資源評鑑準則的一群，因為工作與服務對象所

需，也發展出不少網路資源評鑑準則，Rettig 和 LaGuardia(1999)調查數間美國大

                                                 
9 蘇諼(2003)在其「醫學網路資源的使用與評鑑」將「Decade of quality」譯為「品質年代」，此處引用其

說法。 
10 原文為 Oliver, K (1998).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ource.< 
http://web.archive.org/web/20020602001209/http://www.edtech.vt.edu/edtech/kmoliver/webeval/webeval.html>
(30 Dec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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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11圖書館員所制定之準則，較為重要的有：可及性、內容關鍵、引用文獻、網

站維護與永續性、審查制度、可評比、內容情境以及內容加密等。美國維吉尼亞

理工大學圖書館也收錄了一份評鑑網路資源相關書目，是圖書館員共同努力的結

果 (詹麗萍，2005) 。 

許多網路資源評鑑準則陸續發展，Sweetland(2000)針對這些評鑑準則進行一

項研究，將 SCOUG Criteria、喬治亞大學 Wilkinson(1996)的準則以及 Rettig 和

LaGuardia(1995)的準則三種評鑑標準與 Choice12月刊的網站評論內容相比，結果

發現編寫網站評論專家之準則與其他評鑑標準的準則不一致，尤其對於網站的內

容、權威性、可靠性等項目著墨極少，而對可用性、可及性、網站設計美學等方

面評論較多，可以看出 2000 年左右，專家所認知的網站品質標準仍停留在外觀

與網站設計的階段。 

學術性機構、圖書館以及一些非營利組織在制定了評鑑網路資源準則後，開

始根據準則收集主題性的資源，發展為網路資源指引服務。1996 年時，美國密西

根大學 Janes 與 Rosenfeld 帶領圖書資訊學系所學生建立網路資源指引

「Clearinghouse for Subject-oriented Internet Resouce Guides 」，發展為 Argus 

Clearinghouse13的網路資源指引網站。除了選擇資源準則之外，當然也包括一個

主題式網路資源指引網站應有的館藏政策、資源描述、組織整理等規範。 

醫療保健資訊的相關網站也是目前網際網路上最常利用的網站之ㄧ(蘇諼，

2003)，此領域網路資訊品質相對重要，醫學保健相關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與各式

網路指南也以嚴謹的態度經營，獲得相當的肯定，像是 BIOME 與 MedlinePlus

等，就是著名的例子。醫療政策與研究學會 (AHCPR)、美國健康計畫協會

(AAPH)、美國健康科學圖書館協會(AAHSL)、美國醫學會以及護理會等團體在健

康資訊科技院(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stitute)的召集之下，針對網路的健

                                                 
11 包括 Wisconsin University、UCLA、University of Detroit Mercy、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SUNY 
Albany libraries、Southern California College、University of Alberta  
12 Choice 為美國的評論性刊物，向來為學術性圖書館評鑑不同主題不同形式的資源，網路資源也為其一。 
13 http://www.clearinghous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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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資訊發展品質評估準則，發表醫學網站評鑑白皮書14，包含七項準則類別：可

信性、內容、顯示項、連結、設計、互動、警告訊息等。蘇諼(2003)研究國內北

部地區數所公私立醫學院校專任老師 15 人對網路醫學資源的使用與評鑑，並整

理 2002 至 1994 重要的網路資源評鑑標準，歸納出五項醫學網路資源準則：權威

性、新穎性、客觀性與正確性、良好網站的標記與可及性。 

綜合以上網路資源評估準則如表 2-5： 

                                                 
14 Working Craft White Paper: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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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網路資源準則綜合表 

年代 制定者或機構 發展與特色 準則建構 

1990 

SCOUG 

一般網路社群

發展已設計良

好的網站，並提

供一般民眾評

估網展依據。準

則特色偏重於

網站之功能。 

可信性、權威性、索引、註冊、

評論/排序、技術性、安全與隱

私、回饋/維護/顧客服務、時間-
大小-格式 之提示、支援檔案、

著作權/智慧財產、搜尋工具、下

載可靠，透明與標準化、線上佈

告、可靠的網路位址目錄瀏覽、

審查議題，自我審查、搜尋引擎、

廣告、付費機制、記錄使用過之

網站、維護 

1995-1999 

Rettig 和

LaGuardia；
Hawkins 

綜合整理比較

網路上相關準

則，將準則重要

性排序，挑出較

常出現的幾項

網站功能品質

特質。 

正確性、適合度、編排、權威性、

書目、評比性、完整性、內容、

辨別度、文件化 
、延展性、容易使用、插圖、索

引、層次、可靠性、改版、獨特

性。 

1997 

Wilkison 

使大學生有評

估網路資源之

依據；資訊素養

目的 

11 個準則類別為：網站存取與可

用性、資源辨別與內容、作者定

義、作者權威性、資訊架構與設

計、相關性內容範圍、內容驗證、

內容正確與平衡、文件瀏覽、連

結品質、美學與情感層面 
1997 

AHCPR 等機構 

協助使用者評

估網路健康資

訊；資訊素養目

的 

1. 可靠性：資訊來源、脈洛、

新穎性、相關性、編輯審查

過程 
2. 內容：正確性、證據的分類

體系 
3. 顯示項：網站目的與用途、

使用者描述 
4. 連結：選擇、建築架構、內

容、引文連結、描述 
5. 設計：網站的呈現、可及

性、邏輯組織、內部搜尋引

擎 
6. 互動性：回饋機制、聊天

室、配合性調整 
7. 警示：網路上個人的資訊，

往往會在未經告知與同意

的情況下遭人控制，因此網

站應有警告事項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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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蘇諼 

綜合整理與評

估健康資訊準

則，及調查醫學

院校教師對其

評估與使用情

形。 

1. 權威性：作者經歷與資格、

範圍對象、贊助單位背景與

目的 
2. 新穎性：更新日期呈現 
3. 客觀性與正確性：廣告、拼

字與其他錯誤 
4. 良好網站的標記：刊登作者

與機構來源、作者經歷說

明、聲譽佳機構贊助、資訊

以直接，客觀非廣告的方式

提供 
5. 可及性：資源持續提供、可

靠網址、連線速度快 

2005 

詹麗萍 

綜合整理網路

資源評鑑準則

以供圖書館電

子資源徵集與

一般使用者參

考 

權威性、正確性、時效性、可及

性、可用性、範圍、適用程度、

獨特性以及組織與表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早期網路資源評鑑準則發展，注重的是網站個別的特色，準則較為鬆散也偏

向系統功能性，針對多個網路資源品鑑整理與排序等於是將這些個別的準則去蕪

存菁，到了 Wilkinson(1996)已開始歸納準則類別並評估準則工具本身，以求更符

合所需。網路上的使用者多元，評估準則的發展目的也不同，學術領域發展評估

準則的目的通常是為提升學生資訊素養，幫助學生可以順利篩選出需要及品質良

好之資訊，而圖書館領域則在資源收集與教導讀者利用之階段。這些已發展出的

準則雖然已經過分類與評估，但是類與類之間的辨別度並不高，例如，可靠性可

能是內容的一部份，卻分開論之；或是準則針對的面向並不相同等問題。但是，

值得一提的是，不論是非營利機構或是大學院校與專家行為，均會選擇從網路資

源的來源來判斷品質，權威性是其認為足以辨別資訊品質的重要特徵之ㄧ。 

三、資訊品質評估準則發展 

Knight(2005)檢視 1996 年到 2004 年不同領域學者所提出來的資訊品質準

則，希望發展出可量化的資訊品質評估準則，運用到資訊檢索系統(如，網路搜尋

引擎)中，使用者可直接經由與系統的互動得到具有品質之資訊。它所整理之資訊

品質大致可以分為三種類型，一是 1996 年起 Wang 與 Strong 所談論的資料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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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資料庫系統，包括分散式與集中式系統的觀點；二為利用資料品質所發展

的準則應用於網路的環境，包括網站品質、網站架構以及網路使用者所查覺之網

站品質問題等，注重面向偏向網站功能與設計，以改善網站品質為目的以更貼近

使用者所需；第三種類型則是網路使用者以自己觀點出發所發展的評估準則，為

特定主題或是特定使用者而設計，與上一段所討論的各項網路資源評鑑準則雷

同。Knight(2005)的目的著重在使用者與檢索系統的互動，所以檢視的資訊品質

也較為系統觀，他認為所檢視的資訊品質準則可分成三種模式，分別為：應用於

網路環境之模式、應用於資訊檢索系統之演算模式以及建立使用者評選資源之指

引。 

當各個領域為了滿足使用者滿意度或是教導使用者如何評選資源而制定出

許多準則，但是因為目的與範圍不同的關係，在眾多準則中找不出完全相似的維

度或是類型。Hawkins（1999）在整理網路資源品質準則時，將準則出現次數的

多寡由多至少依序排列，Knight(2005)也採取相同的方式，整理出最常出現的資

訊品質定義，本研究將 Knight(2005)所整理之準則歸納為三個面向，整理如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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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最常出現之資訊品質準則 

判斷面向 使用準則與說明 出現次數 

Accuracy 
內容正確無錯誤 13 

Scope/Depth 
資訊數量合適 12 

Consistency 
內容呈現一致，相關標準一致 8 

物理特質 

Concise 
內容編排簡潔、清楚 6 

39 

Reliability 
資訊來源可靠，作者具權威性 16 

來源 
Timelineless/Currency 
資訊來源新穎、及時 13 

29 

內容 

資訊真偽 Believability 
資訊內容為真實，具有令人相信之特質。 4 4 

74 

Usability 
資訊可以輕易的檢索與使用 8 

Security 
資訊被視為安全的且適當限制存取管道 7 系統 

Value-Added 
資訊傳遞過程中可得的特殊資料或是功能 6 

21 

Relevancy 
對使用者工作有幫助，或是符合需求的程度

11 

Accessibility/Availanility 
使用者容易檢索與資料可得的程度 10 

Objectivity 
使用者認為資訊內容沒有偏誤 7 

Understandability 
使用者了解資訊與轉譯資訊的程度 7 

使用者與情境 

Efficiency 
可快速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程度 3 

48 

(本研究整理 Knight：The Common Dimension of IQ/DQ(2005)) 

將 1996 至 2005 年相關研究中所出現過之判斷準則歸納為三個面向，分別為

內容品質判斷、系統品質判斷與使用者品質判斷，或許可以解釋資訊品質準則雖

多但不一致的原因，因為切入的角度與面向不同的關係。最常使用的為內容面向

之品質準則，其中出現次數最多的為 Accuracy 與 Scopr/Depth，內容正確與數量

多寡一樣重要；另外來源也是重要的判斷準則之ㄧ，來源的可靠性與新穎程度；

會將資訊真實與否特別提出是因為在網路時代，資訊內容真實與否成為越來越重

要的指標，具有各項良好品質特質的內容，若所傳達的資訊不具真實性則不具任

何品質水準。美國史丹佛大學的 Web Credibility Project15即針對網路各種媒體與資

                                                 
15 http://credibility.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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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從各種角度坦討資訊真偽。第二重要的面向為使用者在情境之下對資訊品質的

判斷，最關注的品質維度是相關性以及可得性，資訊符合需求與容易得到最重

要，至於多快可以符合需求對使用者來說影響不大。最後一個面向為系統的品質

特質，系統可以提供的品質功能有好用性、安全性以及加值功能，這些是技術、

科技可以提供且隨時都在進步中。 

也因為判斷資訊準則角度不一致，要發展或是建構資訊品質準則除了要考慮

到建構的目的外，也要注意此三面向，才能發展出全面與廣泛適用的資訊品質準

則。Leung(2001)曾建議到評估準則與架構的產生除了要注意到潛在的使用者需求

外，過程要省時省力，結果要創新，這些建議總結如下： 

1. 定義使用者 

2. 定義此架構或準則的適用範圍(identify the metric application) 

3. 定義被評估的面向 

4. 由重要性，迫切性與成本來評估這些準則的優先順序 

5. 為需要優先評估的面向發展專門的評估準則 

Knight and Burn(2005)也發展資訊品質準則發展架構之模式：IQIP 。所謂的

IQIP 包括 Identity，Quantify，Implement 與 Perfect，解釋如下： 

1. 定義 Identify: 定義使用者，環境與任務 

2. 量化 Quantify: 給予每個準則權重，也就是使用「維度分數」表明資訊品

質面向的優先順序 

3. 實作 Implement: 選擇進入「網路資訊檢索系統演算」的資訊品質維度 

4. 改良 Perfect: 經由系統與使用者回饋改善系統抓取資訊品質 

因為 Knight 等(2005)所建構之發展架構是為了使網路搜尋引擎之類的資訊檢

索系統可以檢索出更具資訊品質之結果。若應用至本研究，則可以將實作領域限

制在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而改良也可經由使用者回饋得到品質資源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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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Naumann and Rolker(2000)的資訊品質類型與維度作為總結。Naumann 等

(2000)認為應該用量化的方式來定義與測量網路資訊品質，所以他們用三個層面

來看資訊品質。第一個是主觀，也就是使用者。使用者的認知可以給資訊品質一

個評準分數。第二個是資訊本身，在得到真正資訊的過程中，針對資訊本身得到

準則，此為過程準則。第三個則是網路資訊檢索系統的互動，此部分的資訊品質

準則以客觀為主，以系統與網路環境影響定義資訊品質。主觀(subject)、客觀(object)

與過程(process)涵括了網路資訊品質的各面向，也整合了各領域的資訊品質意涵。 

表 2- 7   測量觀點之資訊品質準則與分類 

評估

層級 主觀準則(user) 客觀準則 
(retrieval system) 

過程準則

(information) 

資訊

品質

準則 
 

 可信 
 清晰呈現 
 可譯性 
 相關性 
 具聲望 
 可了解 
 加值 

 完整 
 支援顧客 
 文件 
 客觀 
 價錢 
 可靠 
 安全 
 及時 
 驗證 

 準確 
 數量 
 可得性 
 一致呈現 
 延遲 
 回應時間 

 

(Naumann & Rolk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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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路學術性資訊使用研究 

本研究之網路學術性資訊指的是用來支援論文研究或教學計畫等學術用途

之資訊，包括網路上免費或收費之期刊論文、博碩士論文、技術報告、電子新聞、

論壇等。因此本節擬討論大學校園中網路學術資訊的使用研究，從幾方面討論

之，包括網路學術資訊的意涵以及使用行為等相關議題。 

一、網路學術性資訊的意涵與類型 

(一) 網路學術性資訊之意涵 

學術資訊一詞出現於「學術傳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學術傳播精

簡的定義為:「各學門領域學者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使用與傳播資訊的過程」。

(Borgman, 1999；轉引自詹麗萍，2005)Johnson(2004)認為學術傳播所傳播的「資

訊」是研究目的的正式出版品(包括紙本與電子形式)，而產生的過程與後續的利

用包括學者之間正式的討論、教室的討論、演講，以及透過網路的討論和資料檢

索等活動(詹麗萍，2005)。 

自 1950 年代末期才開始的學術傳播研究，初期偏重科技資訊的傳播，社會

科學及人文學的資訊傳播較晚才受到學者與研究者的注意。學術傳播的過程倚賴

學術著作，過去的學術傳播系統極為單純，學者是主要的學術著作生產者，學術

團體是主要的學術著作出版者，圖書館是主要的學術典藏及傳播者，學者只要利

用圖書館便可得到研究所需的資料。此部份主要為正式傳播，所謂正式傳播是由

專業傳播者，運用專門技術，按照正規的傳播規範，將經過選擇的資訊傳遞給廣

大使用者的過程。(卿家康，1994；轉引自蔡明月，2003)正式傳播提供的是公開

發表的文獻，種類可分為一次、二次及三次資料(tertiary sources) 

1.一次資料 

資料必須是最原始的(original)，最新穎且未曾被分析評論過，包括非正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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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所產生的資料，類型有：簡訊(newsletter)、專利、會議文獻、研究報告與期刊

文獻等。 

2. 二次資料 

所謂的二次資料是一次資料於提供利用過程中，經整理彙整及密集加工而公

告一次資料之位置，以便研究人員快速而正確的查獲所需資料，其形式可分成： 

 一次資料的替代品，如書目、索引、摘要及目錄 

 將一次資料重新包裝，如名錄、手冊、便覽、年鑑等 

 一次資料經消化並加上第三者觀點而表示，如評論及文摘 

 將一種以上之ㄧ次資料內容加上第三者觀點再編輯完成，如百科全書及

專論。 

3. 三次資料 

三次資料的型態有書目的書目(bibliography of bibliographies)、名錄的名錄

(directory of directories)及文獻指南(guide to literature)等，主要是為了快速而正確

的找到二次資料。 

除了正式傳播所產生的公開文獻外，尚有學術研究者之間非制度化、無結構

的直接溝通，互相交流的非正式傳播。其中成員通常擁有共同興趣，組成非正式

的聯盟，彼此傳播未公開正式出版的資料，類型計有：日記、手抄本、備忘錄、

筆記、有關作業過程及實驗處理之記錄簿或錄影帶、電腦或其他機器製作的格

式、圖形或表格、教學幻燈片、投影片或錄音帶、私人來往之信件或電子郵件、

計畫書草稿、研究初稿或引刷品抽印本、機構內部的研究報告或出版品，此外尚

有面對面或電話上的口頭交談、互相參觀訪問及會議場外的討論。(蔡明月，2003)

在學術傳播研究中經由正式與非正式管道傳播與利用的資料，可視為狹義的學術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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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電腦網路、電子出版，以及數位圖書館自 1990 年代起快速成長，

這些發展改變了學術傳播的狀況。近年來學術著作大多以電子形式產生，而且不

論最後的產品是紙本或電子版，出版的過程都是電子化，因此學術傳播的改變與

電子出版具有密切的關係(詹麗萍，2005)。透過網路這些資訊可以快速的傳播與

被人使用，任何有學術需求的使用者，均可透過網路或是其他管道取得相關學術

資訊。製造學術資訊者不只是學者的學術著作，也經由網路出版或是論壇發表相

關意見，網路使得學術資訊的來源、傳播、取用管道都更加的便利與多元。 

(二) 網路學術性資訊之使用類型 

美國數位圖書館聯盟(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簡稱 DLF)開始關心資訊使用

形式的改變，以及這些改變對教學、學習與研究的影響，其中包括向來注重可靠

資訊且習慣策略計畫的圖書館與圖書指導員。 DLF 與圖書資訊資源會議(Council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簡稱 CLIR)以及 Outsell16研究顧問公司在

2002 年時合作調查，了解現今支援研究、教學與學習的資訊形式以及不同機構、

領域的教師與學生是如何定位、評估與使用這些資源與服務的。 

調查結果發現，教師與學生從多方的來源尋找資訊，從校內與校外管道獲取

不同類型的資訊，一共有 18 種類型(格式)的資訊：(1) 紙本或是精裝書本、(2) 紙

本或是精裝期刊、(3) 電子書、(4) 電子期刊、(5) 雜誌、(6) 專業會議投稿文章

與文獻、(7) 紙本摘要與索引、(8) 線上摘要與索引、(9) 線上資料庫、(10) 資料

集與資料來源、(11) 手稿、(12) 授權軟體(proprietary software )、(13) 原始資料、

(14) 攝影圖片、印刷資料與其他視覺性資源、(15) 技術報告、(16) 預刊本、(17) 

論文、(18) 新聞。 

教師與學生所使用的資訊類型包括紙本與電子形式的資訊，而這些透過網路

所得的電子形式資訊、線上傳遞的電子媒體等用來支援教師與學生研究、教學與

學習的需求，可以視為廣義的網路學術性資訊。  

                                                 
16 http://www.outsellinc.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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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成長的網路電子資源的確改變了教育領域中學生學習的態度，也增加他

們獨立學習的機會。除了 DLF 與 CLIR 的研究之外，McDowell(2002)調查大學校

園使用者為滿足學術需求所使用的網路資源類型，依功能性區分成三種類別，分

別是學術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學科領域的實務資訊以及紛雜的網路資源，詳細說

明如下： 

1.學術圖書館的電子資源 

此類網路資源在概念上泛指所有類似圖書館中可檢索到的電子資源種類，如

電子期刊、線上書目資料等，經由大學圖書館可得的電子資源。教師認為既然學

生不被限制只能使用圖書館中的印刷資訊，則學術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可增加資訊

搜尋的效率也較易取得。但是一般教師仍認為，此部分的學術性資訊跟著教學與

學習需求改變的速率較慢。 

2.將真實世界帶入教室的網路資源 

第二種功能分類的資訊類型是學術社群或是研究者為了發展知識自行蒐集

與產生的資訊。McDowell(2002)引用 Kuechler(1999)的說法，指出社會科學領域

中此類資訊使用的類型如：(1) 政府與行政文獻、(2) 法律文獻、(3) 歷史性文獻、

(4) 報紙、廣播與電視資訊、(5) 非政府組織生產之文件、(6) 官方統計數據(7) 公

眾論壇資料、(8) 基礎事實。商業研究領域使用的資訊類型則有：(9) 公司財務報

告、(10) 會計帳戶資料。在人文研究中，使用的資料類型有：(11) 個人文獻、(12) 

作家與藝術家的日記與書信、(13) 畫作以及其他藝術作品。其他學生常用的網路

資訊型式還包括：(14) 氣候資料、(15) 數位地圖以及產品上的資訊。 

學生通常不容易取得此部分的資訊，因此教師應提供學生取用這些資訊的管

道。這部份電子資訊的使用可視學生接觸到專業領域的稀有資料，讓他們驗證實

物的工作內容，教師則應該協助與指導學生辨別資訊來源。此部分的資訊使用重

點在於學生如何藉由給予實務上的訓練以及指導成為獨立、勝任以及關鍵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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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3.無規則的電子資訊世界 

第三種功能類型的網路學術性資訊有別於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學科領域的實

務資訊，屬於廣大的網路世界中數千、數萬個網頁、網站所包含的來自過多來源

的大量資訊(many thousands of web sites containing a huge variety of information 

from a plethora of sources )。此部分資訊最大的問題在於，即使內容是正確的，但

是仍缺乏學術性的認證；因為缺乏嚴謹的出版與同儕審查程序與制度。此類型的

網路資訊在學術的使用上將產生資訊品質的問題，而學生不見得有完整的判斷與

過濾資訊能力。教師的指引與學生能力的培養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網路學術性資訊使用行為之研究 

有許多的文獻描述學術社群中對網路資訊的使用與態度。Lanzinger, Bar-Ilan 

& Peritz(1997)將這些相關的研究分成三種領域：(1)一般的使用形式；(2)圖書館員

或是其他資訊專家的網路使用；(3)大學院校教職員與學生的網路使用研究。而

Herring(2001)認為還需加上第四種形式，也是相關研究較少的類型：(4)大學院校

教職員對學生使用網路的態度。 

Dilevko and Gottlieb(2002)調查大學圖書館中的大學生使用者，他們為完成作

業與論文會使用電子資源與紙本資源，傳統的紙本資源(如，書籍與紙本期刊)仍

是保持關鍵的地位，因為他們的可靠性與永久的可及性。Strouse(2004)的研究則

表示，圖書館中年輕的使用者明顯的篇好電子資源。 Liew, Foo and 

Chennupati(2000)發現超過 70%的大學生較喜歡電子資源超過紙本資源，一般會引

用的原因包括有提供多餘的資源連結、檢索功能、新穎性、可得性與容易取得。

Sathe, Grady and Giuse(2002)接著發現，學生較偏愛電子資源，則教職員則偏愛紙

本資源。喜愛電子資源的原因有，容易取得、容易列印、與容易檢索。 

在大學校園中對教職員使用電子期刊的調查，發現年輕的教職員比資歷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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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傾向使用電子資源(Smith,2003)。Lenares(1999)也發現，影響教職員使用電

子資源的因素有方便性、即時性與檢索內容的能力。換句話說，瀏覽的能力、可

攜性與物理上的安慰及便利性則是使他們選擇紙本資源的重要特性。 

Bonthron 等(2003)調查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教職員與學生，使用電子期刊的優

點與限制。他們發現，學術教職員比學生還會以不同的形式將電子期刊的使用融

入他們的工作模式，這些差異將會影響支持服務(如，圖書館網頁、虛擬學習環境)

對設計與提倡電子期刊使用的態度。 

當使用者可以輕鬆的透過網路得到更多資源時，他們對圖書館的期望與使用

圖書館的型式正在改變(Liu, 2006)。Boyce, King Montgomery, and Tenopir(2004)調

查電子期刊如何改變學者過去十年來的閱讀模式。Friedlander(2002)發現教職員與

研究生似乎期望一個綜合(hybrid)電子與紙本資源的環境。而大學生則似乎較願意

生活在完全的網路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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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研究 

從 Wang and Strong(1996)開始為資訊品質定義與發展維度、測量方式開始，

之後便應用在許多領域上。在資訊系統的領域，先為資訊系統裡的資料品質發展

操作型的定義，接著發展評估架構與方法。資訊科學領域裡談論網路資源品質這

一塊，也沿用 Wang and Strong(1996)的資訊品質架構，將使用者所覺察的資訊品

質併入討論；使用者的判斷對網路資源資訊品質也有很大的影響，此部分在認知

權威與使用者評估也佔有小部分的議題 (Rieh & Belkin, 1998)。此時資訊品質的

角度已經深入了網路世界，一小部分的人因領域研究探討網站的品質，從網站設

計的品質到網站內容資訊品質，此部分研究主要著重在網站與網站資訊的可信

度，擁有可信度就是代表擁有資訊品質，網站與其資訊是否具有可信度，也與使

用者的判斷有關。 

一、使用者與網路資訊品質判斷 

林雯瑤(1997)認為在WWW中，主要以網站為單位，數以千計的網站在WWW

裡連成一個錯綜複雜的廣義資料庫，且內容從純文件到多媒體，應用範圍從學術

界研究成果分享到目前幾乎包含人類生活全部。網路充斥著各式網站，網站又承

載著資訊，網站可信是否就代表資訊可信?又什麼樣的資訊是可信的？這個議題

牽涉到使用者對與資訊的判斷與過濾，在過去的文獻當中(Fogg, 2003; Wathen, 

2002)提到一個網站若要成功，最重要的就是使用者認為此網站具有「可信度」。

而 Fogg(2003)認為可信的資訊來源具有「值得信任(trustiness)」與「專家經驗

(expertise)」等特性。 

網路使用者一般會經由網站的外部功能判斷，認為此網站設計良好而認定此

網站內容具有資訊品質，這樣一來就犯了「Data Slam」17的錯誤。所謂的 Data 

Slam，是指網路使用者根據網站上表面上的呈現，例如功能、畫面以及資料數量

                                                 
17 出處：http://www.cio.com/archive/enterprise/091598_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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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表面的準則，進一步去判定其內容品質的好壞，看起來好的網站並不能代表內

容也是好的。Matheus(2004)認為，網站設計品質的準則有結構(structure)、文本

(text) 、圖像 (graphics) 、風格 (style) 、瀏覽 (navigation) 、行銷 (promotion or 

advertising)、連結功能(linking work)以及易讀性( easy to read )等。而網站內容品

質的準則為準確性(accurate)、可靠性(reliable)、可相信度(believable)、完整性

(complete)以及即時性(timely data)。此外，也有部份的研究著重在網頁文件的特

色如何影響搜尋者對品質的認知。 

Klein(2002)以 Wang 與 Strong(1996)所定義的五個資訊品質維度：「準確

Accuracy」、「完整 Completeness」、「相關 Relevance」、「及時 Timeliness」、「數量

Amount of data」，作為網路資訊品質之準則，測量網路資訊的哪些特質會使網路

使用者察覺到資訊品質問題，結果如表 2-8： 

            表 2- 8 網路使用者察覺之網路資訊品質因素 

資訊品質維度 使用者察覺之網路資訊品質特質 

準確 
 

不一致 
及時 
來源/作者 
誤差/可察覺的錯誤資訊 

相關 

檢索時不相關的連結 
誤差 
太廣泛 
網站的目的 

數量 

太多資訊 
太少資訊 
不可得之資訊 
 
 

完整 

缺乏深度 
技術問題 
遺漏重要資訊 
不完整 
缺乏深度 

及時 
資訊不夠新 
技術問題 
出版日期不清楚 

(資料來源：Klein, 2002) 

從上表的結果中可看出使用者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主觀性與不一致。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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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特點：第一，使用者並不能清楚的分辨資訊準確性(accuracy)與及時性

(timeliness)的不同。使用者認為資訊的及時性與資訊的準確度相關是可以理解

的，因為當資訊已經過時的時候，對使用者來說就是不準確的資訊。第二，使用

者似乎經常將網路上發現的資訊與已經知道的資訊相比較。已經知道的資訊與網

路上資訊的不一致是常見影響資訊準確度的因素。第三，使用者無法清楚的分辨

什麼是資訊內容的問題，哪些是技術問題(Klein, 2002)。 

二、網路資訊品質判斷準則與線索 

(一)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準則 

從 Klein（2002）與 Rieh 等（1998，2002）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網路使用

者所察覺到的網站品質不只是外觀的設計與技術問題，也包括對網站內容的品質

判斷，像是 Klein(2002)調查結果中的不一致、不夠新以及目的等判斷方式，而

Rieh(1998)的研究更可以合併為使用者判斷網路資訊品質四個層面：來源、內容、

呈現與網路環境，而且也可以發現使用者雖然知道網路資源有品質問題，且也知

道該從哪些特色判斷，但是仍對於內容問題與技術問題所造成的品質差異感到困

惑。 

表 2- 9 學者判斷資訊品質層面與準則 

資訊品質層面 評估準則 
機構層次(institutional level) 

來源 
個人層次(individual level) 
有用(useful) 
新穎(currency) 內容 
準確(accuracy) 
書寫形式(writing style) 

呈現 
形式(Format) 

網路環境 下載速度(speed of loading) 

(資料來源：修改自 Rieh & Belkin, 1998) 

網路資訊的資訊品質意函從資訊系統領域中延伸，關心的核心為資訊與使用

者互動，但是因為網路變動的特性，來源的權威性與資訊的真偽成為網路資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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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關鍵所在。 

因為網路使用者對品質的定義感到困惑，也無法清楚分辨哪些是資訊內容或

是技術所造成的品質問題，從使用者所認知的網路資訊品質來進行研究實有必

要，目前相關研究是想要知道使用者對網站品質的認知，以利網站設計與改善。

通常有兩個目的，一是使用者是根據網站的那些特質加以判斷此網站是否符合需

求且是有用的，第二個目的則是想要知道具有哪些特質的網站可讓使用者願意使

用。這兩者是一體兩面的關係，符合使用者需求之網站才可能促使使用者進一步

使用。進一步解釋則是因為使用者覺得品質好的網站不一定會使用，只有在品質

好的前提下又符合需求才有使用之意願。 

Tombros(2005)以設計檢索任務的方式，調查使用者是以網頁或是網站的哪一

項特質來決定此資訊對於完成任務是有用或是沒有用，結果發現使用者是根據網

站的五大項特徵來決定。 

表 2- 10 網路使用者判斷資訊有用性之根據 

類

別 
文字 
(Text) 

結構 
(Structure) 

品質 
(Quality) 

非文字 
(Non-text item) 

物理特徵 
(Physical 

properties) 
維

度 
內容 
數量 
標題 
詢問詞 
 

呈現 
連結 
連結品質 
表格資料 
表格呈現 

範圍/深度 
權威/來源 
新近資料 
一般品質 
內容新穎性 
網頁上的錯誤 

圖片 找不到網頁 
網頁位置 
網頁已經看過 
語言 
形式、大小 
連結速度/註冊 

 (資料來源：Tombros，2005) 

Abels 等(1997)一樣想知道網站或是網頁的哪些特徵會讓使用者決定使用或

是不使用，運用開放式問卷與線上的使用者族群討論後，得出六大面向與詳細的

描述資料，各包括使用與不使用的特徵有哪些，並將這些判斷準則加以排序，依

序是(1)使用(2)內容(3)結構(4)連結(5)專門特色(6)外觀，詳細準則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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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 影響使用者使用資訊之網站特質 

 正向特色 負向特色 

使用 
容易使用 
容易經由逐字的資料庫瀏覽 
可概觀之結構 

瀏覽問題 

內容 

有用之資訊 
新穎之資訊 
簡潔不重複之資訊 
圖書館藏中不容易尋找之資訊 

粗略之資訊 
不增長見識之資訊 
廣告 
重覆之內容 
無趣之文字 
缺乏現時之資訊 

結構 

組織良好 
可理解的架構 
可概觀之結構 
重組文字 
創新的呈現與組織 

冗長文字 
粗劣命名之標題 

連結 連結到相關之網站 
可在主題之間來回轉換 失效連結 

專門特色 可預測之住址 
單一網頁的搜尋功能  

外觀 視覺上的吸引 
無須過度反白即可印刷  

(資料來源：Abels et. al, 1997) 

以 Tombros(2005)的調查結果來說，其所謂的「品質」類別談的正是 Abels

裡使用者決定使不使用網站之正負向特色，Tombros(2005)提出的主要為網站特點

的分類，但其實每項類別在使用者認知中都有不同的品質判斷。而 Abels(1997)

所提之準則，明顯分為兩種，一是網站外觀、設計與功能性的品質認知，像是使

用、結構、專門特色、外觀，二則是針對網站內容與來源的品質判斷，像是內容

與連結。 

(二)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線索 

Wathen and Burkell(2002)探討資訊可信度判斷的文獻，發展一套未經測試的

模式，他將使用者判斷資訊可信度分成三個層面：(1)網站呈現的可信度、(2)資訊

來源的可信度、(3)資訊內容的可信度。使用者判斷資訊品質的層面與方式、線索

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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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2 判斷資訊可信度三層面 

資訊品質判斷層面 判斷細節與線索 
網站呈現的可信度 
(the surface credibility of the site) 

外觀(appearance) 
可用性/介面設計(usability/interface design) 
資訊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資訊來源的可信度 
(the message credibility via the source) 

專家知識(expertise/competence) 
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 
信用(credentials) 

資訊內容的可信度 
(content credibilty) 

內容(content)、相關(relevance)、新穎

(currency) 、準確(accuracy)、驗證(tailoring) 

(資料來源：Wathen and Burkell，2002) 

Rieh(2002)進行更完整的研究，他發展出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與認知

權威(cognitive authoruty)判斷的模式。研究對象為大學教職員與博士班的學生，

藉由訪談與實驗任務的觀察、分析，得出個人判斷資訊品質的方式有五種基礎：

藉由資訊物件的特性(the characteristic of information object)、藉由資訊品質判斷

(information quality)、來源的特性(characteristic of sources)、使用者的知識、需完

成的任務形式以及其他的影響因素如一般假設以及檢索結果的排等。Rieh(2002)

檢視學者的判斷方式與線索可整理如表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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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13 學者判斷資訊品質方式與線索 

判斷基礎 判斷細節、線索 

資訊物件的特性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formation 

object) 

型式(type) 

標題(title) 

內容(content) 

組織/結構(organization/structure) 

呈現(presentation) 

圖(graphics) 

功能(functionality) 

資訊品質 

(information quality) 

良好(good) 

準確(accurate) 

新穎(current) 

有用(useful) 

重要(important) 

來源的特性 

(characteristic of sources) 

網址名稱(URL domain) 

型式(type) 

聲望(reputation) 

單一-團體作者(one-collective) 

作者/創作者(author/creator) 

信用(credentials) 

使用者的知識 

(user’s knowledge ) 

領域知識(domain knowledge) 

系統知識(system knowledge) 

第一手經驗(first-hand experience) 

第二手知識(second-hand knowledge) 

需完成的任務形式及其他 

(the type of task that are completing 

and other factors) 

情境(situation) 

檢索結果排序(ranking in search output) 

一般假設(general assumption) 

(資料來源：Rieh，2002) 

Rieh(2002)以及 Wathen and Burkell(2002)的研究，了解使用者判斷網路

資訊品質可從資訊的來源或是內容判斷，Wathen and Burkell(2002)認為使

用者判斷資訊是階段性，先判斷網站呈現的可信度而後考慮到網路資訊內

容的可信。上述研究(Abels, 1997; Tombros, 2005; Rieh, 2002; Wathen & 

Burkell, 2002 )提出使用者判斷網路資訊品質是依據網站本身或是呈現資

訊的內容特徵。Metzger et al.(2003)將之稱為訊息特徵(message feature)，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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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附屬於訊息或是訊息來源特性的屬性可以支持使用者去信任此訊息或

是增加其可信度(Metzger, Flanagin, Eyal, Lemus, & McCann, 2003; Self, 

1996)。早先的研究觀察出當使用者對來源的知識缺乏時，這些訊息特徵會

被使用來確認來源的可信度(Austin & Dong, 1994; Eagly & Chaiken, 1993; 

Slater & Rouner, 1997) 

Wathen and Burkell(2002)與 Fogg et al.(2003)分析使用者判斷網路資訊

品質時，會受網站的特徵影響。Hong(2006)認為研究訊息特徵對使用者判

斷資訊品質的認知，應將結構特徵(structure feature)由訊息特徵分離出，分

別了解此兩者對使用者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影響，結構特徵及為網站之特

徵。他使用任務觀察、問卷以及內容分析的方式，瞭解在不同的搜尋任務

(general task v.s. specific task)與使用者的網路經驗(internet experience)及主

題參與程度(issue involvement)的影響下，訊息特徵(message feature)與結構

特徵(structure feature)對網路資訊品質是否存在預測的能力。結果顯示訊息

特徵比較可以預測資訊的可信度，結構特徵的影響則較弱，除了結構特徵

中網址名稱(domain name)在一般搜尋任務時可以預測資訊可信度之外。

Hong(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資訊呈現的特徵或是線索的確影響使用者對網

路資訊品質的觀感，也是使用者判斷資訊品質的方式。Hong(2006)分析出

的訊息特徵與網站特徵對資訊品質認知的影響細節修改如表 2-14。 

               表 2- 14 網站與訊息對資訊品質認知影響之特徵 

網站特徵(Web feature) 

 第三者贊助資訊(third party endorsements)

 隱私政策(privacy policy) 

 網站作者資訊(site authorship) 

 網站聯絡資訊(site contact information ) 

 瀏覽工具(Navigation tools) 

 網址名稱(domain name) 

 廣告(advertisement) 

訊息特徵(Message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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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驗證資訊(quotation/testimonials) 

 統計資訊(statistics) 

 內文的作者資訊(authorship of text) 

 文獻來源(reference source) 

 資訊新穎性(information currency) 

 資訊選擇政策(information selection policy) 

(資料來源：Hong，2006) 

(三)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之影響因素 

上述研究歸納出使用者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準則與判斷的細節、線

索，Fogg(2001)進行的網站可信度評估則可以瞭解影響使用者判斷資訊品

質 方 式 的 因 素 。 Fogg(2003) 提 出 「 突 顯 － 解 釋 理 論 」

(Prominence-Interpretation Theory)，他利用簡單的方式解釋使用者是如何對

線上資訊逕行評估的，並以使用者對網站的觀感為主，此理論假定使用者

在評估線上內容的可信度時會發生的兩件事：(1)使用者注意到某件事

(Prominence)、(2)使用者判斷此事(Interpretation)。 

這兩部分是有先後順序的，一定要先察覺到才有辦法進行判斷，且判

斷的過程是一種循環。此理論的第一個要素是 「突顯」，在一般情境中「突

顯」比較像是一個網站中被注意到或是察覺的到的元素。至少有五個因素

影響著：(1)使用者的參與程度、(2)網站主題、(3)使用者任務、(4)使用者

經驗、(5)個別差異。 

影響「突顯」最關鍵的因素是使用者的參與程度，例如，當使用者的

動機與能力都很高的時候，網站的元素就會從不被注意到被注意。理論的

第二個部份是「解釋」，可以說是使用者對網路元素的評估，認為好或是

不好，也有幾個因素會影響「解釋」：(1)使用者心中的假定、(2)使用者的

技能與知識、(3)情境。此項理論可以解釋為使用者對網路資訊品質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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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所為的「突顯」即為「使用者察覺之資訊品質的維度」而「解釋」就

是「使用者對此維度的評比、排序或是權重的方式」。在網路資訊品質判

斷或是評估的文獻中也提出其他的影響因素，包括網路經驗、搜尋任務主

題、動機以及先備知識(Hong, 2006; Wathen and Burkell, 2002)等，大部分可

歸納進 Fogg(2003)的說法。 

各項研究均注重在使用者所認知的資訊品質，也藉使用者調查得到的

回饋改善資訊服務的提供，希望可以更貼近使用者的需求。而他們所歸納

的資訊品質特質、準則或是類別等均可以作為其他資訊服務調查使用者時

可參考之工具。 

三、使用者網路資訊品質判斷能力 

使用者能夠察覺「資訊品質問題」的關鍵在於使用者的參與程度，對

資訊品質的判斷則與使用者的動機與能力有關(Fogg et al.,2003)。資訊品質

的判斷準則與線索是使用者判斷能力的外在表現，但若要瞭解使用者的判

斷能力則與個人認知、素養以及心智發展等要素有關。 

綜觀個人的各項資訊相關能力，應從資訊素養討論之。美國圖書館協

會(ALA,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認為富有資訊素養能力的人能夠辨

認本身的資訊需求，且能夠定義、評估與有效地使用所需資訊(ALA, 

1989)。綜合而言，一個有資訊素養的人面對與處理資訊會經歷幾項階段循

環：(1)需求辨認、(2)檢索成形、(3)來源選擇與過濾、(4)資訊評估、(5)資

訊整合與使用(Doyle, 1992; Lenox and Walker, 1993)。英國的全國圖書館永

久會議 (SCONUL, The Standing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提出資訊素養的七項基礎，資訊比較與評估即為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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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資訊素養七階段 

(SCONUL, The Standing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2000) 

Bruce(1997)、Webber and Johnston(2000)認為討論個人的資訊素養能力

應將各種影響因素考慮進去，如：(1)合作之文化，如任務、管理型式、資

訊策略與慣習等；(2)資訊經濟，如媒體使用的改變、法律、價格與取用管

道；(3)個人目標，如需求及習慣；(4)社會文化，如國際與本土；(5)特定

與專長知識領域。資訊品質判斷能力應歸在資訊素養中比較與評估這一塊

能力中。 

網路與數位時代的影響之下，當使用的資訊類型多元、廣泛，不只是

印刷式的資料，包括各類型的數位、多媒體資訊，開始有了「數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或是「網路素養(network literacy)」等名詞出現。Bawden(2001)

以內容分析的方式，細數這些名詞的演變，重點核心仍在「素養」的過程

與「能力」形成上。資訊素養能力是個人面對大量資訊時，可以辨認需求、

搜尋適當資訊與過濾、評估、組織整理、整合使用等連貫的能力，其中牽

涉到判斷資訊的部份，則與認知思考、邏輯批判有關。個人的判斷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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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呢？個人之判斷行為可稱之為能力？Whitemire(2003, 2004)以心智

發展理論為基礎，他提出認識信任論(epistemological beliefs)為個人資訊搜

尋行為發展之基礎，並從中抽取反思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的概念來解

釋搜尋行為中過濾與判斷資訊之過程。 

認識論用來闡釋人的智力與道德發展，Parry(1970)分析人的智力發展

由低至中至高有四個不同的階段，Baxter Magolda(1992)發展認識反思模式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 model)來測量 Parry(1970)提出的四個階段；King 

and Kitchener(1994)發展最終的反思判斷模式(reflective judgment modal)來

測量建構認識的過程，並使用此模式測量大學生的推理能力。Hofer and 

Pintrich(1997)將上述相關理論簡化為表 2-15。 

    表 2- 15  Parry(1970)、Baxter Magolda(1992)、King and Kitchener(1994)之理論對應表 

階段 

智力與道德發展 

Parry(1970) 

認識反思 

Baxter Magolda(1992)

反思判斷 

King and 

Kitchener(1994) 

低 二元論(Dualism) 絕對認知 預思思考 

    

中 早期多元論 過渡認知 半反思思考 

 晚期多元論 獨立認知  

    

高 情境相對論 情境認知 反思思考 

(Hofer and Pintrich，1997；轉引自 Whitemire，2004) 

Whitemire(2003)引用 Parry(1970)的智力與道德發展理論，其理論闡述

心智發展的低、中、高三個階段。低階段對應理論稱為二元論(Dualism)，

此階段的人看事情只有對錯之分，簡單的二分法；中階段則由早期多元論

(Early multiplicity)到晚期多元論(Late multiplicity)，此階段的人知道可從對

的管道尋找對的答案，到晚期多元時因知識漸趨複雜，開始產生不確定的

知識與未知；高階段為情境相對論(Contextual relativism)，此時人們開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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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知識是情境的，所有的知識不是絕對的，可以是對與錯，也可以是適合

與不適合，開始從多元的角度來體會與判斷知識。知識可以存在特殊的情

境，也可以藉由特定的準則去定義(parry, 1999；轉引自 Whitmire，2003)。

Baxter Magolda(1992)的認識反思理論及 King and Kitchener(1994)的反思判

斷理論也立基於 Parry(1970)的理論發展。 

Whitmire(2003)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了解其認識發展階段與資訊尋

求行為的關係。他將認識信任(epistemological beliefs)分為低、中低、中高、

與高四個階段，研究對象都可歸納進後三個階段，並使用 Kuhlthau(1993)

的 ISP(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模式分析其資訊搜尋行為，發現個人認識

信任的判斷會影響：(1) 需求主題的選擇、(2) 媒介者的使用、(3) 搜尋技

巧、(4) 搜尋資訊過程中的判斷行為以及(5) 辨認權威的能力。 

認識信任發展階段為中高與高的學生認為自己有能力可以批判與判

斷資訊，他們傾向使用本身的領域知識來判斷；他們也有能力可以辨認權

威來源，例如領域中的重要學術期刊以及相關會議的作者等。 

Whitemire(2004)進一步研究認識反思(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反思

判斷(reflective judgment)與資訊尋求行為的關係。絕對認知者會選擇本身

所知一致的資訊來源，拒絕與所知不同的來源資訊；過度認知者會以 URL

為 gov.或是 com.等準則來評估資訊，也會評估作者的背景與隸屬機關，他

們也接受衝突的資訊，認為這些說法可以加強他們的學術作品。 

預思思考者會根據搜尋引擎檢索後的「首次呈現(first “hit”)」判斷資

訊的相關性與品質，不會使用其他判斷準則。他們在使用 OPAC 系統的表

現上，也只根據關鍵字出現在檢索結果標題的方式判斷，不會根據出版日

期等其他的線索判斷。半反思思考者會根據 URL 為 gov.或是 edu.判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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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辨認網路資訊品質，例如判斷來源是否為政府或是權威機構等。 

 大學生的認識思考與反思判斷尚未達情境與反思認知的階段，但

Whitemire(2004)也比較 Rieh(2003)的研究，發現大學生與教師、博士生的

判斷資訊品質準則相似，大多為根據 URL 網址、或是網站的聲譽等。綜

合上述研究，個人資訊判斷能力若由智力發展階段論之，可知當個人的反

思認知發展階段越高，了解更多的知識面向、論述與角度，發掘更多的資

訊取得管道、查驗方式，判斷資訊品質能力業更臻完整與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