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第四章 大學生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判斷 

 此部分主要分析大學生與研究生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判斷問卷統計結果，並

加入訪談分析結果以綜合討論。第四至第七章為配合書寫流暢均以網路資訊品質

替代本研究主題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 

第一節 問卷施測與資料處理 

  問卷施測時間為 2006/05/01 至 2006/06/04 共計一個月的時間，總共發出 1000

份問卷，共回收 785 份，線上問卷回收 48 份。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總共 806

份。無效問卷包括遺漏值太多、未仔細填答或是不清楚題目而填寫錯誤等，視嚴

重程度加以刪除。若遺漏值不影響問卷主要分析部份，則視為有效問卷。問卷回

收後制定編碼簿，使用 Excel 登錄受試者的其他意見與無效問卷數量並使用統計

軟體 SPSS 12.0 進行問卷建檔與統計分析。  

第二節 人口背景及判斷準則與線索統計分析 

一、樣本特性描述 

本研究先敘述以大學生與研究生為樣本之描述統計結果。繼續分析樣本其他

特性，包括網路學術資訊檢索頻率、對網路學術資訊品質認知、資訊素養能力以

及獲取學術資訊管道之情形與使用的網路與圖書館檢索系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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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分、學科領域及性別分佈 

表 4- 1 研究對象身分、學科領域及性別分佈 

身分 次數 百分比 學科領域 次數 百分比 性別 次數 百分比 
大學生 544 67.5 人社 425 52.7 女 498 61.8
研究生 262 32.5 理工 124 15.4 男 308 38.2
   商管 121 15.0   
   醫農 136 16.9   
總和 806 100.0  806 100.0  806 100.0

此部份分析問卷第二部份題項1、2與3。統計結果顯示，806份有效問卷中大

學生佔67.5%，研究生佔32.5%。樣本中大學生與研究生的比率約為2:1。學科領

域中，人社佔52.7%，理工15.4%，商管15.0%，醫農則為16.9%。人社領域的大學

生與研究生佔了半數以上，其他領域則均勻分佈。在性別分佈部份，女性一共498

位，男性為308位，女性樣本佔了61.8%，而男性則佔了38.2%。女性樣本人數約

為男性的1.5倍左右。 

(二) 網路學術性資訊檢索頻率 

           表 4- 2 網路學術性資訊檢索頻率次數分配與敘述統計 

檢索頻率(代碼) 次數(N=806) 百分比 
每天至少1次(4) 175 21.7% 
每週至少1次(3) 375 46.5% 
每月至少1次(2) 194 24.1% 
極少使用(1) 62 7.7% 
 

平均數 2.82 
敘述統計 

標準差 0.86 

此部份分析問卷第二部份題項4。統計結果顯示，有效值為806，最多人選擇

的檢索頻率為『每周至少一次』，共375人選擇，佔46.5%。網路學術資訊檢索頻

率在每週至少1次以上的佔了68.3%。每月至少1次甚至少於每月1次的頻率則佔了

31.8%，顯示至少多於半數受試者經常上網檢索網路學術性資訊。敘述統計方面，

平均數為2.82，顯示受試者網路學術性資訊檢索頻率傾向每週至少一次以上。 



65 

(三) 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認知情形 

           表 4- 3 受試者網路學術資訊品質認知情形 

網路學術資訊品質(代碼) 次數(N=800) 百分比 
極佳(5) 21 2.6% 
很好(4) 225 28.1% 
尚可(3) 500 62.5% 
不好(2) 48 6.0% 
極差(1) 6 0.8% 
 

平均數 3.26 
敘述統計 

標準差 0.64 

此表為問卷第二部份第9題項之分析結果，主要了解受試者對網路上搜尋到

有關論文研究或課業報告的資訊品質之觀感。此部分有效值為800，認為網路上

學術性資訊品質不好與極差的只佔6.7%，92.5%的受試者認為網路學術性資訊品

質為尚可到極佳。平均數為3.67，顯示受試者對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之觀感傾向

中上程度。 

(四)自評之資訊素養能力 

          表 4- 4 自評資訊素養能力 

資訊素養能力(代碼) 次數(N=806) 百分比 
極佳(5) 40 5.0% 
很好(4) 223 27.6% 
尚可(3) 477 59.2% 
不好(2) 62 7.7% 
極差(1) 4 0.5% 
 

平均數 3.29 
敘述統計 

標準差 0.70 

此表分析問卷第二部份題項11，主要了解受試者自評之資訊素養能力，也就

是利用資訊解決問題能力之程度。有效值為806，認為自己資訊素養能力不好與

極差的受試者佔8.2%，資訊素樣能力在尚可以上則佔91.8%，但是認為自己資訊

素養能力極佳的只有5.0%，仍比認為自己資訊素養能力極差佔0.5%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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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五) 相關矩陣 

除了前三個題項的次數分配與敘述統計之外，也針對此三個題項進行積差相

關。三者之間兩兩的Person相關系數均達到顯著，表示三者的關係為正相關，詳

細結果如下表： 

          表 4- 5 

             資訊素養能力，網路學術性品質認知與檢索頻率的相關檢定 

 

 

 

 

資訊素養能力與網路學術性品質認知之間的Person相關係數為0.234，顯著水

準為0.000小於0.001，達到顯著。顯示資訊素養能力與對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認

之間為正相關，也就是說資訊素養能力越高的受試者其認知的網路學術性資訊品

質也越佳。而資訊素養能力與檢索頻率之間的Person相關係數為0.233，顯著水準

為0.000小於0.01，達到顯著。顯示資訊素養能力與上網檢索學術性資訊的頻率呈

現正相關，也就是說資訊素養能力越高的能，上網檢索學術性資訊的頻率越高。

上網檢索學術性資訊的頻率與對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的認知也呈現正相關，

Person相關係數為0.161，顯著水準為0.000小於0.001，達到顯著。上網檢索學術

性資訊頻率越高的受試者對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認知程度也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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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獲取網路學術性資訊管道  

        表 4- 6 經常使用獲取網路學術性資訊管道 

獲取網路學術性資訊管道 最常使用

(N=759) 
百分比 次常使用 

(N=777) 
百分比 

使用網路搜尋引擎 448 59.0% 248 31.9% 
使用校內外圖書館資源 246 32.4% 335 43.1% 
瀏覽固定網站 31 4.1% 80 10.3% 
與同學、朋友討論 20 2.6% 75 9.7% 
請教師長 7 0.9% 20 2.6% 
利用個人收藏 4 0.5% 16 2.1% 
其他 3 0.4% 3 0.4% 

此表分析問卷第二部份第5題與第6題，主要目的了解受試者經常使用以獲取

論文研究或課業報告所需資訊之管道，以頻率分成『最常』使用與『次常』使用，

此處合併討論之。『最常』獲取論文研究或課業報告所需資訊之管道此部分有效

樣本為759，最常使用管道為『使用網路搜尋引擎』，佔有效樣本59.0%。『次常』

獲取論文研究與課業報告所需資訊之管道此部份有效樣本為777，次常使用管道

為『使用校內外圖書館資源』，佔有效樣本43.1%。 

(七) 網路搜尋引擎與圖書館資訊系統使用情形 

          表 4- 7 經常使用獲取網路學術性資訊之搜尋引擎 

經常使用獲取網路學

術性資訊之搜尋引擎 
最常使用

(N=795) 
百分比 次常使用 

(N=797) 
百分比 

Google 461 58.0% 293 36.8% 
Yahoo奇摩 244 30.7% 355 44.5% 
Google Scholar 46 5.8% 86 10.8% 
Openfind網擎 5 0.6% 7 0.9% 
其他 35 4.4% 23 2.9% 
Alta Vista 2 0.3% 7 0.9% 
MSN 2 0.3% 2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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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使用過的圖書館資訊系統 

使用過的圖書館資訊系統 次數(N=801) 總人數百分比 
圖書館的館藏目錄(包括聯合目錄) 650 81.1% 
博碩士論文查詢系統 494 61.7% 
期刊索引摘要、書目查詢系統 458 57.2% 
全文電子期刊系統 440 54.9% 
線上百科全書、字典 303 37.8% 
全文電子書系統 201 25.1% 
新聞資料庫 191 23.8% 
研究報告、學術會議論文查詢系統 179 22.3% 
數位圖書館或數位典藏資料庫 164 20.5% 
館際合作或文獻傳遞系統 109 13.6% 
書目管理軟體    76  9.5% 
專利資料庫 43 5.4% 
其他   6 0.7% 

表 4-7 與表 4-8 為問卷第二部份第 7、第 8 與第 10 題之統計結果。此三題了

解受試者主要使用何種網路搜尋引擎與圖書館資訊系統以獲取論文研究與課業

報告所需之資訊。在『最常使用』獲取論文研究與課業報告等學術性資訊之搜尋

引擎方面，此部分有效樣本為 795 人次，以『Google』461 次為最多，佔有效樣

本 58.0%。『次常使用』獲取論文研究與課業報告所需資訊之搜尋引擎，有效樣本

為 797 人次，以『Yahoo 奇摩』355 次為最多，佔有效樣本 44.5%。結果顯示受

試者經常使用獲取學術性資訊的搜尋引擎以『Google』及『Yahoo 奇摩』為多。

使用「其他」搜尋引擎所佔比率比其他選項多，最常使用「其他」搜尋引擎為 4.4%；

此常使用「其他」搜尋引擎為 2.9%。分析「其他」選項主要填答項可分為三種類

型，一是「圖書館資料庫」，以 PubMed，Medline，EBSCO 與博碩士論文資料

庫為多。以及「互動式的使用者參與網路資訊系統」，如維奇百科與 BBS。三是

「其他的網路搜尋引擎」則有 Infoseek 等項目。顯示部分受試者認為圖書館資料

庫或資訊系統也屬於網路搜尋引擎之ㄧ，或是學科領域關係而有單一使用之資料

庫，如醫農領域之學生在此兩題自行填答 PubMed 與 Medline 之比例高於其他領

域之學生。也與問卷第二部份第 5 題與第 6 題結果相呼應，大學學生獲取論文研

究與課業報告之管道以搜尋引擎及校內外圖書館資源為多。 

表 4-8 為問卷第二部份第 10 題之結果，此部份主要了解受試者使用過之圖書

館資訊系統。有效樣本為 801 人次，共產生 3314 選擇次數，平均每人使用過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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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圖書館資訊系統。最多人使用過的為『圖書館的館藏目錄(包括聯合目錄)』，佔

總人數 81.1%，在所有選擇的人當中有八成以上的受試者使用過圖書館館藏目

錄。其他依序為『博碩士論文查詢系統』、『期刊索引摘要、書目查詢系統』、『全

文電子期刊系統』、『線上百科全書、字典』、『全文電子書系統』、『新聞資料庫』、

『研究報告、學術會議論文查詢系統』、『數位圖書館或數位典藏資料庫』、『館際

合作或文獻傳遞系統』、『書目管理軟體  』、『專利資料庫』與『其他』。 

二、網路資訊品質判斷準則與線索統計分析 

此部份分析問卷第一部份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判斷準則與線索，題項為複選

題，要求受試者選擇一至三項最常使用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的準則與線索。

結果說明如下： 

(一)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準則之次數分配 

     表 4- 9 重視之資訊品質判斷準則 

重視的資訊品質內涵 次數 總人數百分比 
內容正確性 ACCURACY 636 80.5% 
內容新穎性 CURRENCY 123 15.6% 
內容權威性 AUTHORITY 229 29.0% 
內容完整性 COVERAGE 428  54.2% 
內容清晰性 CLEARNESS 168 21.3% 
內容相關性 RELEVANCE 241 30.5% 
內容可用性 USEFULNESS 367 46.5% 
內容取用性 ACCESSIBILITY 177 22.4% 

表 4-9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重視之資訊品質內涵的統計結果，表示大學生與研

究生最重視的資訊品質判斷準則。最多人重視的品質準則為『正確性』，總次數

為 636 次，佔總人數百分比為 80.5%。顯示有八成以上的受試者最重視此項品質。

其他依序為『完整性』、『可用性』、『相關性』、『權威性』『取用性』、『清晰性』

與『新穎性』。顯示大學生與研究生仍將內容正確性視為最重要的品質，其次重

視資訊編排的完整與實用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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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線索次數分配 

表 4- 10 判斷資訊品質正確性線索次數分配 

在判斷「正確性」的方式中，最多人選擇的線索為『內容來自可信的資料庫

或電子期刊』，佔總人數百分比為 71.2%，表示在 806 個有效樣本中有 573 人選

擇此方式。在「新穎性」部分，最多人選擇的線索為『內容是否經常更新』，佔

總人數百分比 66.5%。在「權威性：來源權威性」的部份，最多人選擇的線索為

『來源為學術性刊物或重要會議』，佔總人數百分比為 66.0%。 

資訊品質 
內涵 判斷資訊品質的方式 次數 總人數

百分比

內容沒有錯字、語法正確                   180 22.3%
內容論述客觀                             452 56.1%
內容和個人所知一致                       140 17.4%
內容來自可信的資料庫或電子期刊           573 71.1%
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                       415 51.5%
內容引用可靠資訊                        507 62.9%

﹃
正
確
性(A

ccuracy)

﹄ 其他 10 1.2%

表 4- 11 判斷資訊品質新穎性線索次數分配 

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 473 58.9%
內容經常更新 534 66.5%
內容討論最新主題 388 48.3%
內容討論熱門主題 340 42.3%
內容討論有趣或新奇的主題 247 30.8%
發表於論壇、Blog、或電子報等較新穎的媒體 171 21.3%

﹃
新
穎
性(C

urrency)

﹄ 其他 14 1.4%

表 4- 12 判斷資訊品質來源權威性線索次數分配 

來源為機構組織，非個人網頁                312 38.8%
來源為學術單位或政府機構，如網址為 .edu
或.gov                       470 

58.4%

作者為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專家學者            415 51.6%
作者任職機構較知名或具權威性           206 25.6%
來源為學術性刊物或重要會議                531 66.0%
資料由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出版社或電子資料庫 354 44.0%

﹃
權
威
性(A

uthority)

：
來

源
權
威
性
﹄ 

其他 6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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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判斷資訊品質內容可信線索次數分配 

 

在「權威性：網頁內容可信」的部份，最多人選擇的線索為『提供參考書目

或其他相關資源連結』，佔總人數百分比 72.9%。在「權威性：第三者意見」的

部份，最多人選擇『師長推薦』，總人數百分比為 64.3%。「完整性」的部份，

最多人選擇『內容結構完整，如包含摘要、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參考書目等』。 

 
 
 
 
 
 
 

資訊品質 
內涵 判斷資訊品質的方式 次數 總人數 

百分比 
提供機構聯絡資訊或簡介 265 33.0%
提供作者個人聯絡資訊或簡介 222 27.6%
提供參考書目或其他相關資源連結 585 72.9%
被其他知名或具權威性的網站連結     402 50.1%
參考書目較學術性 383 47.7%
以學術性資訊為主，不包含或少有廣告資訊 368 45.8%

﹃
權
威
性(A

uthority)

： 

內
容
可
信
﹄ 

其他     6 0.4%

表 4- 14 判斷資訊品質第三者推薦線索次數分配 

專家推薦 497 61.8%
師長推薦    517 64.3%
同儕、朋友推薦 211 26.2%
專業網站推薦 441 54.9%
許多人參與討論，並給予正面評價 412 51.2%
被引用或連結次數多 198 24.6%

﹃
權
威
性(A

uthority)

： 

第
三
者
推
薦
﹄ 

其他 5 0.4%
表4- 15 判斷資訊品質完整性線索次數分配 

內容包含多樣資訊，如文字、圖片、影音等 492 61.3%
內容結構完整，如包含摘要、研究方法、研

究結果、與參考書目等 713 88.8%

內容很長、頁數或字數夠多 171 21.3%
內容有許多圖表 220 27.4%
內容有許多數據與統計資料 520 64.8%

﹃
完
整
性(C

overage)

﹄ 其他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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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性」最多人選擇則為『內容具有邏輯性，如依主題層次呈現』；「相

關性」、「可用性」與「取用性」則依此類推。 

   表 4- 17 判斷資訊品質相關性線索次數分配 

表4- 16 判斷資訊品質清晰性線索次數分配 
以文字資訊為主，排版不花俏   318 39.6%
內容有組織分類，如提供目次 617 76.7%
內容具有邏輯性，如依主題層次呈現 655 81.5%
字型大小、背景顏色、及圖片編排皆適當 323 40.2%
內容不和廣告混雜 212 26.4%
網頁設計美觀，功能齊全，如使用動畫等多

媒體特效 138 17.2%

﹃
清
晰
性(C

learness)

﹄ 

其他 5 0.4%

資訊品質 
內涵 判斷資訊品質的方式 次數 總人數

百分比

所需主題的關鍵字出現在搜尋結果的標題中 476 59.3%
所需主題的關鍵字出現在搜尋結果，且未被分

割 341 42.5%

所需網頁出現在搜尋結果的前幾筆   258 32.1%
內容主題與需求相符   577 71.9%
內容引用相關領域之專業言論，如權威人物的

如權威人物的看法與重要參考文獻 397 49.4%

內容使用的語言可以理解 220 27.4%

﹃
相
關
性(R

elevancy)
﹄ 

其他 4 0.1%
表 4- 18 判斷資訊品質可用性線索次數分配 

內容之標題或題目，提示可用性高      379 47.1%
內容之摘要，提示可用性高   454 56.5%
內容具有深度，參考價值高 612 76.1%
提供有用的圖表 248 30.8%
提供有用的數據與統計資料 362 45.0%
內容易於複製、儲存   222 27.6%

﹃
可
用
性(U

sefulness)

﹄ 其他 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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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結果可以歸納出幾項重點，大學生與研究生在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線索

重視： 

1. 根據來源判斷：如根據『內容來自可信的資料庫或電子期刊』判斷正確性、

『來源為學術性刊物或重要會議』判斷權威性等。 

2. 根據資訊內容呈現的方式與資訊物件的特性判斷：如重視『內容結構完

整，如包含摘要、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參考書目等』、『內容具有邏

輯性，如依主題層次呈現』；根據『檔案格式方便儲存與再利用，如 pdf、

doc、ppt 等』判斷取用性。 

3. 相信專業推薦與是否提供引用資源之訊息：如重視『師長推薦 』與『提

供參考書目或其他相關資源連結』 

表4- 19判斷資訊品質取用性線索次數分配 
內容中的連結均有效 402 49.9%
檔案格式方便儲存與再利用，如 pdf、doc、ppt
等 507 62.9%

提供「友善列印」版本 208 25.8%
提供清晰圖檔下載 291 36.1%
網站穩定，可隨時連結 417 51.7%
不需帳號密碼，即可取得全文 450 55.8%
下載速度快 127 15.8%

﹃
取
用
性(A

ccessibility)

﹄ 

其他   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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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口變項與判斷準則及線索使用之關聯 

本研究目的在於了解大學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方式與線索，及教育程

度、性別、學科背景是否會影響其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方式與線索，遂利用

卡方檢定進行百分比同質性考驗。百分比同質性考驗主要是分析由二個類別變項

所交叉構成的列聯表中各細格次數是否有所差異，目的為分析自變項各類別樣本

在變項各水準上的反應次數是否有顯著差異，當統計檢定結果顯示有顯著差異存

在時，研究者通常必須進行事後比較工作，以了解究竟是自變項中哪幾類樣本在

依變項上的反應百分比有顯著差異(王保進，2006)。 

一、不同身分大學生之卡方檢定 

(一) 不同身分大學生網路資訊品質判斷準則之卡方檢定 

表 4-20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重視各項網路資訊品質準則勾選次數與卡方考驗

摘要表。 

表 4- 20 重視的資訊品質與身份(大學生 V.S. 研究生)交叉表與卡方檢定摘要表 

身分 
重視的資訊品質內涵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432(18.2%) 204(8.6%) 
正確性(Accuracy) 

調整後的殘差 0.6 -0.6 

28.012** 
(p=.000) 

個數(百分比) 79(3.3%) 44(1.9%)  
新穎性(Currency) 

調整後的殘差 -0.7 0.7  
個數(百分比) 122(5.1%) 107(4.5%)  

權威性(Authority) 
調整後的殘差 -4.6* 4.5*  
個數(百分比) 289(12.2%) 139(17.8%)  

完整性(Coverage) 
調整後的殘差 0.3 -0.3  
個數(百分比) 124(5.2%) 44(1.9%) 

清晰性(Clearness) 
調整後的殘差 2.0* -2.0* 

 

個數(百分比) 158(6.7%) 83(3.5%) 
相關性(Relevance) 

調整後的殘差 -0.5 0.5 
 

個數(百分比) 264(11.1%) 103(4.3%) 
可用性(usefulness) 

調整後的殘差 2.2* -2.2* 
 

個數(百分比) 118(5.04%) 59(2.5%)  
取用性(accessibility) 

調整後的殘差 -0.1 0.1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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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勾選重視的資訊品質準則的交叉表與百分比同質性

結果。x2值為28.000，p 值為.046，已達到.05的顯著水準，顯示不同身分的大學

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內涵之選擇反應有顯著的差異。研究生重視網路資訊品質

準則『權威性(Authority)』之人數顯著較高，大學生則選擇人數顯著較低。同樣

地，大學生重視之資訊品質準則以『清晰性』、『可用性』選擇次數顯著較高，研

究生選擇『清晰性』、『可用性』為重視之資訊品質內涵人數則顯著較低。 

(二) 不同身分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線索之卡方檢定 

表 4-21 到表 4-27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各項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線索勾選

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表 4- 21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正確性」反應勾選之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身分 
正確性選項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142(6.2%) 38(1.7%) 
內容沒有錯字、語法正確 

調整後的殘差 3.7** -3.7** 

26.192** 
(p=.000) 

個數(百分比) 317(13.9%) 135(5.9%)  
內容論述客觀 

調整後的殘差 1.9 -1.9  
個數(百分比) 90(4.0%) 50(2.2%)  

內容和個人所知ㄧ致 
調整後的殘差 -0.5 0.5  
個數(百分比) 365(16.0%) 208(9.1%)  內容來自可信的資料庫

或電子期刊 調整後的殘差 -1.5 1.5  
個數(百分比) 253(11.1%) 162(7.1%) 

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 
調整後的殘差 -2.6** 2.6** 

 

個數(百分比) 339(14.9) 168(7.4%) 
內容引用可靠資訊 

調整後的殘差 0.3 -0.3 
 

個數(百分比) 4(0.2%) 6(0.3%) 
其他 

調整後的殘差 -1.8 1.8 
 

*P<.05 **P<.01 

表 4-21 為 SPSS 所輸出的百分比同質性卡方檢定結果，主要檢定不同大學生

身分(本研究區分為大學生與研究生)選擇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正確性」的

線索是否有差異。依變項「判斷網路資訊正確性的方式」有七個類別，自變項「身

分」有二個類別，因此構成一個 2×7 列聯表。表 4-13 為次數反應與卡方檢定摘要

表，列聯表各細格的統計量依序為實際觀察次數、細格次數占總樣本百分比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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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SPSS 共讀取 2277 筆觀察值，缺失值為 0，在判斷網

路學術性資訊「正確性」方式與身分兩個變項上全部都是有效值。 

x2值為 26.192，p 值為.000，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不同身分的大學生

判斷網路資訊「正確性」的方式或是線索的選擇反應有顯著的差異；或是大學生

選擇判斷網路資訊「正確性」方式的原因會因為是大學生或是研究生而有顯著差

異。 

此種百分比同質性考驗的問題，在樣本的反應達到顯著後，通常必須進行事

後比較(posteriori comperison)，以進一步檢定究竟是哪幾項樣本間的依變項反應

的百分比有顯著差異(余民寧，1995；林清山，1993；轉引自王保進，2006)。王

保進(2006)指出外國學者 Haberman(1978)認為簡單的事後比較計算可以根據細格

次數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來進行比較。而校正後標準化殘差的機率分配接近常態

分配，因此在雙側考驗下，可以 1.96 做為.05 顯著水準的臨界值，2.58 為.01 顯著

水準的臨界值。 

而在選擇反應次數上，大學生與研究生裡最多人選擇判斷網路資訊「正確性」

的方式為『內容來自可信的資料庫或電子期刊』，大學生選擇次數占總百分比為

16.0%；而研究生選擇次數占總百分比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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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2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新穎性」反應勾選之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身分 
新穎性選項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288(13.3%) 185(8.5%) 
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 

調整後的殘差 -3.4** 3.4** 

14.768* 
(p=.022) 

個數(百分比) 374(17.3%) 160(7.4%)  
內容經常更新 

調整後的殘差 1.5 -1.5  
個數(百分比) 259(12.0%) 129(6.0%)  

內容討論最新主題 
調整後的殘差 -0.3 0.3  
個數(百分比) 242(11.2%) 98(4.5%)  

內容討論熱門主題 
調整後的殘差 1.6 -1.6  
個數(百分比) 166(7.7%) 81(3.7%) 

內容討論有趣或新奇的主題 
調整後的殘差 -0.1 0.1 

 

個數(百分比) 123(5.7%) 48(2.2%) 發表於論壇、Blog、或電子報等

較新穎的媒體 調整後的殘差 1.3 -1.3 
 

個數(百分比) 9(0.4%) 5(0.2%) 
其他 

調整後的殘差 -0.3 0.3 
 

*P<.05 **P<.01 

表 4-22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線索的百分比同質性檢定

摘要表，x2值為 14.768，p 值為.022，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不同身分的大

學生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的方式之選擇反應有顯著的差異。在判斷方式『內

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上，大學生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為-3.4，而研究生則為 3.4；

即大學生顯著較低以『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來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而

研究生以『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來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之次數顯著較高。 

在選擇反應次數上，大學生判斷資訊「新穎性」的方式最多人選擇『內容經

常更新』，占總百分比為 17.3%，研究生則最多人選擇『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

佔總百分比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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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3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來源權威性」反應勾選之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身分 
權威性：來源權威性選項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232(10.1%) 80(3.5%) 
來源為機構組織，非個人網頁 

調整後的殘差 3.6** -3.6** 

17.697** 
(p=.007) 

個數(百分比) 317(13.8%) 153(6.7%)  來源為學術單位或政府機構，如

網址為.edu 或.gov，非商業性網

頁 調整後的殘差 1.1 -1.1  

個數(百分比) 258(11.2%) 157(6.8%)  作者為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專家

學者 調整後的殘差 -1.4 1.4  
個數(百分比) 134(5.8%) 72(3.1%)  作者任職機構較知名或具權威

性 調整後的殘差 -0.1 0.1  
個數(百分比) 329(14.3%) 202(8.8%) 

來源為學術性刊物或重要會議 
調整後的殘差 -1.8 1.8 

 

個數(百分比) 222(9.7%) 132(5.8%) 資料由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出版

社或電子資料庫提供 調整後的殘差 -1.1 1.1 
 

個數(百分比) 4(0.2%) 2(0.1%) 
其他 

調整後的殘差 0.1 -0.1 
 

*P<.05 **P<.01 

表 4-23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來源權威性」線索的百分

比同質性檢定摘要表，x2值為 17.697，p 值為.007，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

不同身分的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來源權威性」的線索之選擇反應有顯著

的差異。研究生以『來源為機構組織，非個人網頁』的線索判斷網路資訊「權威

性：來源權威性」之人數顯著較低，而大學生以『來源為機構組織，非個人網頁』

的方式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來源權威性」之人數顯著較高。 

在勾選反應次數上，大學生與研究生均是以『來源為學術性刊物或重要會議』

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來源權威性」為最多人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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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4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網頁可信度」與反應勾選之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身分 
權威性：網頁可信度選項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193(8.2%) 72(3.1%) 
提供機構聯絡資訊或簡介 

調整後的殘差 3.5** -3.5** 

54.381**
(p=.000) 

個數(百分比) 138(5.9%) 84(3.6%)  
提供作者個人聯絡資訊或簡介 

調整後的殘差 -0.2 0.2  
個數(百分比) 402(17.2%) 183(7.8%)  提供參考書目或其它相關資源

連結 調整後的殘差 3.4** -3.4**  
個數(百分比) 257(11.0%) 145(6.2%)  被其他知名或具權威性的網站

連結 調整後的殘差 0.5 -0.5  
個數(百分比) 241(10.3%) 142(6.1%) 

參考書目較學術性 
調整後的殘差 0.0 0.0 

 

個數(百分比) 238(10.2%) 238(10.2%) 以學術性資訊為主，不包含或少

有廣告資訊 調整後的殘差 -6.5** 6.5** 
 

個數(百分比) 5 5 
其他 

調整後的殘差 -0.8 0.8 
 

*P<.05 **P<.01 

表 4-24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網頁內容可信」線索的百

分比同質性檢定摘要表，x2值為 54.381，p 值為.000，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顯

示不同身分的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網頁內容可信」的線索之選擇反應

有顯著的差異。研究生以『提供機構聯絡資訊或簡介』、『提供參考書目或其它相

關資源連結』的線索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網頁內容可信」之人數顯著較低，

大學生則選擇人數顯著較高；研究生以『以學術性資訊為主，不包含或少有廣告

資訊』判斷「權威性：網頁內容可信」之人數顯著較高，大學生則選擇人數較低。 

在勾選反應次數上，大學生以『提供參考書目或其它相關資源連結』判斷網

路資訊「權威性：網頁內容可信」為最多人之選擇，占總百分比 17.2%。研究生

則以『以學術性資訊為主，不包含或少有廣告資訊』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網

頁內容可信」為最多人之選擇，占總百分比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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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5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第三者推薦」與反應勾選之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身分 
權威性：第三者推薦選項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324(14.2%) 173(7.6%) 
專家推薦 

調整後的殘差 -0.8 0.8 

25.822** 
(p=.000) 

個數(百分比) 328(14.4%) 189(8.3%)  
師長推薦 

調整後的殘差 -1.8 1.8  
個數(百分比) 136(6.0%) 75(5.95)  

同儕、朋友推薦 
調整後的殘差 -0.7 0.7  
個數(百分比) 307(13.5%) 134(5.9%)  

專業網站推薦 
調整後的殘差 1.5 -1.5  
個數(百分比) 308(13.5%) 104(4.6%) 

許多人參與討論，並給予正面評價 
調整後的殘差 3.9** -3.9** 

 

個數(百分比) 113(5.0%) 85(3.7%) 
被引用或連結次數多 

調整後的殘差 -3.0** 3.0** 
 

個數(百分比) 4(0.2%) 1(0%) 
其他 

調整後的殘差 0.6 -0.6 
 

*P<.05 **P<.01 

表 4-25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第三者推薦」線索的百分

比同質性檢定摘要表，x2值為 25.822，p 值為.000，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

不同身分的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第三者推薦」的線索之選擇反應有顯

著的差異。研究生以『許多人參與討論，並給予正面評價』的線索判斷網路資訊

「權威性：第三者推薦」之人數顯著較低，大學生則選擇人數顯著較高；研究生

以『被引用或連結次數多』判斷「權威性：第三者推薦」之人數顯著較高，大學

生則選擇人數較低。 

在勾選反應次數上，大學生與研究生均以『師長推薦』判斷網路資訊「權威

性：第三者推薦」為最多人之選擇，大學生選擇次數占總百分比 14.4%，研究生

則占總百分比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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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6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完整性」與反應勾選之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身分 
完整性選項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363(17.0%) 129(6.1%) 內容包含多樣資訊，如文字、圖片、

影音等 調整後的殘差 3.3* -3.3* 

19.960* 
(p=.001) 

個數(百分比) 466(21.9%) 247(11.6%)  內容結構完整，如包含摘要、研究方

法、研究結果、與參考書目等 調整後的殘差 -1.6 1.6  
個數(百分比) 122(5.7%) 49(2.3%)  

內容很長、頁數或字數夠多 
調整後的殘差 1.1 -1.1  
個數(百分比) 136(6.4%) 84(8.0%)  

內容有許多圖表 
調整後的殘差 -2.0* 2.0*  
個數(百分比) 349(16.4%) 171(8.0%) 

內容有許多數據與統計資料 
調整後的殘差 -0.3 0.3 

 

個數(百分比) 6(0.3%) 9(0.4%) 
其他 

調整後的殘差 -2.3* 2.3* 
 

*P<.05 **P<.01 

表 4-26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完整性」線索的百分比同質性檢定

摘要表，x2值為 19.960，p 值為.001，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顯示不同身分的大

學生判斷網路資訊「完整性」的線索之選擇反應有顯著的差異。研究生以『內容

包含多樣資訊，如文字、圖片、影音等』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第三者推薦」

之人數顯著較低，大學生則選擇人數顯著較高；研究生以『內容有許多圖表』、『其

他』判斷「權威性：第三者推薦」之人數顯著較高，大學生則選擇人數較低。在

勾選反應次數上，大學生與研究生均以『內容結構完整，如包含摘要、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與參考書目等』判斷網路資訊「完整性」為最多人之選擇，大學生選

擇次數占總百分比 21.9%，研究生則占總百分比 11.6%。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判斷網路資訊「完整性」的線索上，研究生顯著較多以

「其他」為判斷線索，而大學生以「其他」為判斷線索之次數顯著較低。這些判

斷網路資訊「完整性」的其他線索包括：『多方查詢及驗證才可確認其完整性』、

『有詳細的研究方法(過程、處理數據流程)』、『分析精確，明晰』、『有其他地方

提到的資料』、『簡短而重點有到 』、『內容由各種不同觀點切入』、『關於該主題

的論述面向(深度與廣度)夠多』、『論述不矛盾，立場一致』、『前後具連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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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推論得知，造成研究生以『其他』選項判斷「完整性」顯著較高的原因

是研究生對於「網路資訊完整性」的定義不一致。本研究所設計之「網路資訊完

整性」主要以資訊的編排形式與內容物件的多寡為主要判斷方式，而細看研究生

所提供的其他方式以內容觀點與論述的完整、多元為主要依據。 

表 4- 27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清晰性」與反應勾選之次數與卡方考驗摘要表 

身分 
清晰性選項 

 

大學生 研究生 
X2 

個數(百分比) 213(9.4%) 105(4.6%) 
以文字資訊為主，排版不花俏 

調整後的殘差 -0.2 0.2 

12.801* 
(p=.046) 

個數(百分比) 409(18.0%) 208(9.2%)  
內容有組織分類，如提供目次 

調整後的殘差 -0.7 0.7  
個數(百分比) 425(18.7%) 230(10.1%)  

內容具有邏輯性，如依主題層次呈現
調整後的殘差 -1.6 1.6  
個數(百分比) 221(9.7%) 102(4.5%)  字型大小、背景顏色、及圖片編排皆

適當 調整後的殘差 0.4 -0.4  
個數(百分比) 148(6.5%) 64(2.8%) 

內容不和廣告混雜 
調整後的殘差 0.8 -0.8 

 

個數(百分比) 108(4.8%) 30(1.3%) 網頁設計美觀，功能齊全，如使用動

畫等多媒體特效 調整後的殘差 2.8* -2.8* 
 

個數(百分比) 5(0.2%) 0(0%) 
其他 

調整後的殘差 1.6 -1.6 
 

*P<.05 ***P<.001 

表 4-27 為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清晰性」線索的百分比同質性檢定

摘要表，x2值為 12.801，p 值為.046，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不同身分的大

學生判斷網路資訊「清晰性」之選擇反應有顯著的差異。研究生以『網頁設計美

觀，功能齊全，如使用動畫等多媒體特效』判斷網路資訊「清晰性」之人數顯著

較低，大學生則選擇人數顯著較高。在勾選反應次數上，大學生與研究生均以『內

容具有邏輯性，如依主題層次呈現』判斷網路資訊「清晰性」為最多人之選擇，

大學生選擇次數占總百分比 18.7%，研究生則占總百分比 10.1%。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相關性」、「可用性」與「取用

性」的方式均未達到.05顯著水準，表示說不同身分的大學學生，也就是大學生與

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相關性」、「可用性」與「取用性」的線索之選擇反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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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差異。上述完整統計表格請見統計附錄。 

二、不同性別大學生之卡方檢定 

(一) 不同性別大學生網路資訊品質判斷準則之卡方檢定 

不同性別的大學生重視的資訊品質內涵勾選反應次數沒有顯著差異，詳見表

4-28。 

   表 4- 28 不同性別的大學學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內涵勾選反應次數 

性別 
重視網路資訊品質內涵  

女 男 

正確性(Accuracy) 個數(百分比) 388(16.4%) 248(10.5%) 
新穎性(Currency) 個數(百分比) 79(3.3%) 44(1.9%) 
權威性(Authority) 個數(百分比) 148(6.2%) 81(3.4%) 
完整性(Coverage) 個數(百分比) 247(10.4%) 181(7.6%) 
清晰性(Clearness) 個數(百分比) 100(4.2%) 68(2.9%) 
相關性(Relevance) 個數(百分比) 157(6.6%) 84(3.5%) 
可用性(usefulness) 個數(百分比) 228(9.6%) 139(5.9%) 
取用性(accessibility) 個數(百分比) 114(4.8%) 63(2.7%) 

不同性別的大學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內涵卡方檢定值未達顯著水準，顯示

不同性別的大學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內涵沒有顯著差異。 

(二) 不同性別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線索之卡方檢定 

此部份討論大學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的方式是否會因為性別不同而

有差異，結果顯示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只在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第三者推薦」

方式之勾選反應次數有顯著差異，判斷其他網路資訊品質的方式均沒有顯著差

異，表4-29為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方式有差異的項目「權威性：

第三者推薦」，完整統計結果摘要表請見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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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9 不同性別(女 v.s.男)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第三者推薦」交叉表及卡方摘要表 

性別 
權威性：第三者推薦選項 

 

女 男 
X2 

專家推薦 個數(百分比) 310(13.6%) 187(8.2%) 15.531* 

師長推薦 個數(百分比) 340*(14.9%)
(AR=2.0) 

177*(7.8%) 
(AR=-2.0) 

(P=0.017) 

同儕、朋友推薦 個數(百分比) 109*(4.8%)
(AR=-3.2) 

102*(4.5%) 
(AR=3.2) 

 

專業網站推薦 個數(百分比) 278(12.2%) 163(7.1%)  
許多人參與討論，並給予正面評價 個數(百分比) 244(10.7%) 168(7.4%)  
被引用或連結次數多 個數(百分比) 128(5.6%) 70(3.1%)  
其他 個數(百分比) 4(0.2%) 1(0%)  

*p<.05 **p<.01  AR(Adjusted Residual)：調整後的殘差值 

此部份統計結果 X2值為 15.531，p 值為 0.017，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

不同性別的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來源權威性」的線索之選擇反應有顯

著的差異。女性大學生以『師長推薦』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來源權威性」之

人數顯著較高，男性大學生則選擇人數顯著較低；同樣地，女性大學生以『同儕、

朋友推薦』判斷網路資訊「權威性：來源權威性」之選擇次數顯著較低，男性大

學生則選擇人數顯著較高。 

三、不同學科領域大學生之卡方檢定 

(一)不同學科領域大學生網路資訊品質判斷準則之卡方檢定 

不同學科領域的大學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面向卡方檢定值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不同學科領域的大學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面向沒有顯著差異，詳見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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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0 不同學科領域背景的大學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內涵勾選反應次數 

學科背景 
重視網路資訊品質內涵  

人社 理工 商管 醫農 

正確性(Accuracy) 個數(百分比) 322(13.6%) 103(4.3%) 96(4.1%) 115(4.9%)
新穎性(Currency) 個數(百分比) 66(2.8%) 18(0.8%) 21(0.9%) 18(0.8%) 
權威性(Authority) 個數(百分比) 120(5.1%) 39(1.6%) 27(1.1%) 43(1.8%) 
完整性(Coverage) 個數(百分比) 204(8.6%) 71(3.0%) 68(2.9%) 85(3.6%) 
清晰性(Clearness) 個數(百分比) 82(3.5%) 28(1.2%) 26(1.1%) 32(1.4%) 
相關性(Relevance) 個數(百分比) 141(6.0%) 27(1.1%) 32(1.4%) 41(1.7%) 
可用性(usefulness) 個數(百分比) 188(7.9%) 61(2.6%) 57(2.4%) 61(2.6%) 
取用性(accessibility) 個數(百分比) 107(4.5%) 20(0.8%) 28(1.2%) 22(0.9%) 

「正確性」在人社、理工、商管與醫農領域的學生中均是選擇次數最多，視

為各領域大學生最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內涵。 

(二)不同學科領域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線索之卡方檢定 

表 4-31 至表 4-33 為不同學科背景(人社、理工、商管、醫農)的大學生在判斷

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方式有顯著差異的面向。完整統計表格詳見附錄。 

表 4- 31 不同學科背景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交叉表及卡方摘要表 

學科背景 
新穎性選項 

 

人社 理工 商管 醫農 
X2 

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 個數(百分比) 261(12.0%) 66(3.0%) 55(2.5%) 
(AR=-2.1) 

91(4.2%) 31.007* 

內容經常更新 個數(百分比) 298(13.8%) 74(3.4%) 73(3.4%) 89(4.1%) (p=0.029)

內容討論最新主題 個數(百分比) 207(9.6%) 70(3.2%) 52(2.4%) 59(2.7%)  
內容討論熱門主題 個數(百分比) 168(7.8%) 61(2.8%) 64(3.0%) 47(2.2%)  
內容討論有趣或新奇的主題 個數(百分比) 119(5.5%) 40(1.8%) 45(2.1%) 43(2.0%)  
發表於論壇、Blog、或電子

報等較新穎的媒體 個數(百分比) 92(4.2%) 24(1.1%) 30(1.4%) 25(1.2%) 
 

其他 個數(百分比) 9(0.4%) 0(0%) 0(0%) 5(0.2%)  
*p<.05 **p<.01  AR(Adjusted Residual)：調整後的殘差值 

x2值為 31.007，p 值為 0.029，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不同學科背景的

大學生－人社、理工、商管或醫農，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的線索的選擇反應

有顯著的差異。 

以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的線索而言，在判斷線索『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



 

 86

作』上，商管領域大學生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為-2.1；即商管領域大學生顯著較

少以『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來判斷網路資訊「新穎性」。 

表 4- 32 不同學科背景判斷網路資訊「可用性」交叉表及卡方摘要表 

學科背景 
可用性選項 

 

人社 理工 商管 醫農 
X2 

內容之標題或題

目，提示可用性高 
個數(百分比) 260(11.1%)

(AR=2.8) 
59(2.5%) 49(2.1%) 65(2.8%) 41.788**

內容之摘要，提示

可用性高 
個數(百分比) 250(10.7%) 70(3.0%) 61(2.6%) 73(3.1%) (p=0.001

) 
內容具有深度，參

考價值 
個數(百分比) 332(14.2%) 91(3.9%) 93(4.0%) 96(4.1%)  

提供有用的圖表 個數(百分比) 104(4.5%) 41(1.8%) 45(1.9%) 58(2.5%) 
(AR=2.8) 

 

提供有用的數據

與統計資料 
個數(百分比) 172(7.4%) 

(AR=-2.6) 
63(2.7%) 58(2.5%) 69(3.0%)  

內容易於複製、儲

存 
個數(百分比) 138(5.9%) 

(AR=2.6) 
29(1.2%) 19(0.8%) 

(AR=-2.4) 
36(1.5%)  

其他 個數(百分比) 3(0.1%) 0(0%) 0(0%) 2(0.1%)  
        *p<.05 **p<.01  AR(Adjusted Residual)：調整後的殘差值 

不同學科背景判斷網路資訊「可用性」百分比同質性檢定的 x2值為 41.788，

p 值為 0.001，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顯示不同學科背景的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

「可用性」的線索的選擇反應有顯著的差異；或是說大學生選擇判斷網路資訊「可

用性」方式會因為是人社、理工、商管或是醫農領域背景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以判斷網路資訊「可用性」的線索而言，在判斷線索『內容之標題或題目，

提示可用性高』上，人社領域大學生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為 2.8；即人社領域大

學學生顯著較多以『內容之標題或題目，提示可用性高』來判斷網路資訊「可用

性」。在判斷方式『提供有用的圖表』上，醫農領域大學生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

為 2.8；即醫農領域大學生顯著較多以『提供有用的圖表』來判斷網路資訊「可

用性」。在判斷線索『提供有用的數據與統計資料』上，人社領域大學生校正後

標準化殘差值為-2.6；即人社領域大學生顯著較少以『提供有用的圖表』來判斷

網路資訊「可用性」。在判斷方式『內容易於複製、儲存』上，人社領域大學生

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為 2.6；即人社領域大學生顯著較多以『內容易於複製、儲

存』來判斷網路資訊「可用性」。同樣地，在判斷線索『內容易於複製、儲存』



 

 87

上，商管領域大學生校正後標準化殘差值為-2.4；即商管領域大學生顯著較少以

『內容易於複製、儲存』來判斷網路資訊「可用性」。 

表 4- 33 不同學科背景判斷網路資訊「取用性」交叉表及卡方摘要表 

學科背景 
取用性選項 

 

人社 理工 商管 醫農 
X2 

內容中的連結均有

效 
個數(百分比) 219(9.1%) 63(2.6%) 67(2.8%) 53(2.2%) 

(AR=-2.5) 
49.339**

檔案格式方便儲存

與再利用， 
如 pdf、doc、ppt 

個數(百分比) 255(10.6
%) 

87(3.6%) 71(3.0%) 94(3.9%) (p=.000)

提供『友善列印』

版本 
個數(百分比) 128(5.3%)

(AR=2.6)
16(0.7%) 
(AR=-3.1)

30(1.2%) 34(1.4%)  

提供清晰圖檔下載 個數(百分比) 129(5.4%)
(AR=-3.1)

49(2.0%) 39(1.6%) 74(3.1%) 
(AR=3.8) 

 

網站穩定，可隨時

連結 
個數(百分比) 224(9.3%) 69(2.9%) 66(2.7%) 58(2.4%) 

(AR=-2.1) 
 

不需帳號密碼，即

可取得全文 
個數(百分比) 256(10.6

%) 
58(2.4%) 52(2.2%) 84(3.5%)  

下載速度快 個數(百分比) 62(2.6%) 20(0.8%) 22(0.9%) 23(1.0%)  
其他 個數(百分比) 1(0%) 1(0%) 0(0%) 2(0.1%)  

      *p<.05 **p<.01  AR(Adjusted Residual)：調整後的殘差值 

不同學科背景判斷網路資訊「取用性」百分比同質性檢定的 x2值為 49.339，

p 值為 0.000，已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不同學科背景的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

「取用性」的線索的選擇反應有顯著的差異；或是說大學生選擇判斷網路資訊「取

用性」會因為是人社、理工、商管或是醫農領域背景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以判斷網路資訊「取用性」而言，醫農領域大學生顯著較少以『內容中的連

結均有效』（AR=-2.5）、『網站穩定，可隨時連結』（AR=-2.1）來判斷網路資訊「可

用性」;醫農領域大學生顯著較多以『提供清晰圖檔下載』（AR=3.8）來判斷網路

資訊「可用性」。同樣地，人社領域大學生顯著較多以『提供友善列印版本』

(AR=2.6)、顯著較少以『提供清晰圖檔下載』（Ar=-3.1）來判斷網路資訊「可用

性」；理工領域大學生則顯著較少以『提供友善列印版本』(AR=-3.1)來判斷。 

 



88 

第四節 資訊品質認知及資訊使用需求與建議 

本節為訪談八位大學生的分析結果，訪談對象針對四個學科領域人社、理

工、商管與醫農進行立意抽樣，每個領域各訪談一位大學生與研究生。根據訪談

結果此節分別討論大學生網路學術性資源之使用及對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之認

知、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的方式以及能力。第五節整合第二至四節的結果進

行綜合討論。 

一、 訪談對象背景簡介 

本研究以學科背景為單位尋求受試者，人社、理工、商管、醫農領域各訪談

一位大學生與研究生；利用錄音筆與筆記紀錄訪談語料，事後轉錄為逐字稿以便

於分析。訪談對象背景介紹詳見表 4-34。 

表 4- 34 以大學生為訪談對象資料表 

編號 學科領域 學科類別 性別 身分 課業報告或論文主題 
S01 人社 法律系 女 大學生 國際公法報告 
S02 人社 新聞學所 女 研究生 期末研究提案：基因改造食品的媒體再現 
S03 理工 機械系 男 大學生 普通物理實驗的預報資料 
S04 理工 電信所 男 研究生 通訊系統晶片靜電防護 
S05 商管 資管系 女 大學生 知識管理課堂報告 
S06 商管 會計所 女 研究生 行銷研究期末報告：統一超商 i-cash 行銷研究 
S07 醫農 醫學系 男 大學生 PBL 課程討論 
S08 醫農 藥理所 男 研究生 Seminar 報告 

二、 大學生網路資源之使用及網路資訊品質之認知 

本節根據訪談大綱進行半結構式的訪談，為讓受試者進入回答的情境，因此

在訪談初始請受試者談論上網使用網路學術性資源的動機與目的，包括最近需要

或是已經完成的報告或是論文主題，並請他們以使用一般網路資訊進行學術活動

的情境進行網路資訊品質判斷的回應；所有的大學生都以課堂課業報告為回答情

境，而研究生表示論文不會使用到一般網路資源，都以學校圖書館提供之電子資

源為主，因此要求研究生以會使用到一般網路資源的課業報告作為回答情境。網

路資源使用情形分別了解大學生與研究生在學術活動上使用網路資源的動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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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並了解他們對網路資訊品質與其他媒體資訊品質之認知。 

(一) 大學生網路資源使用之動機與特性 

大學生的課堂報告有書面報告、演說(上台)報告或是書面與演說兼具的型

式。不論是何種型式的報告，大學生一定使用相關網路資源作為主要參考資訊，

主要著眼於網路資訊取得方便，範圍廣泛等優點。 

要寫功課一定會上網找資料，但偶爾還是會找書：S01 

大學生所使用的網路資源都是一般網路資源為多，很少使用到圖書館的電子

資訊，在四位大學生受訪者中有兩位提到會使用圖書館的書，一位提及會使用博

碩士論文資訊網。使用的網路資源有一般網路資源、討論區的資訊以及學術或是

政府機構發布的網頁。 

發現博碩士論文資訊網還蠻有用的，因為可以知道相關主題的參考網路資源與文獻，就可

以找到蠻多可以用在這份報告的東西。至少比以前單單找 Google 會好很多：S05 

大學生使用網路資訊的特性受到學科需求及授課教師要求的影響。一般而

言，理工科系課堂需要做報告的機會比較不多，多是考試或是實作以做為課堂評

量機制，因此當理工科系大學生需要使用網路學術性資訊時，可能是要了解實驗

流程的資訊，使用的網路資訊是以告知性資訊為主，並不會深入去搜尋發表的文

獻或是出版品；其實一般大學生的行為多是如此，只是有程度上的差異。人社、

商管或是醫農有較多的報告需求，會查看較多的網路資訊，仍是以網頁、討論區

資訊以及中文資訊為主，只有醫農領域的大學生有使用特定圖書館提供電子資料

庫的習慣，並會閱讀英文文獻。 

理工科大部分不是寫作業，可能就是考試。因為有實驗要做預報，預報他會問一下問題，

回答問題要找答案。一開始都是先用搜尋的比較多：S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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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學生網路資訊品質之認知 

大學生雖然在課業上相當倚賴網路資源，但是仍然覺得網路資訊的品質是良

莠不齊，認為網路可提供良好的娛樂資訊但是學術性資訊品質不佳。網路搜尋引

擎的檢索品質會影響他們對網路資訊品質的認知，其中一位大學生就認為只有

google 才能找出部分有用的資訊；另一位大學生則表示透過網路資源可以有效率

的得到資訊的重點。 

其實一個書的摘錄，那個書有點是科學，給小朋友看的。看很久以後，反而是隨便找一個

學術性的網站，有一個小的篇章，就覺得比較好用：S03 

認為網路資訊不良的原因則有： 

1. 每個人都可為網路資訊生產者，資訊可信度不高。 

2. 網路資訊範圍太廣、無專一主題資訊，若無良好檢索技巧則不易找到相關

資訊，且搜尋引擎排序的結果不一定符合需求。 

其他相對於網路資訊如報章雜誌或是電視書籍的資訊品質，大學生認為書籍

的資訊品質最佳，報章雜誌與網路一樣資訊品質良莠不齊，而上述兩樣媒體資訊

透過圖書館的過濾或是加值會使品質更佳。大學生對書籍資訊的基本認知，認為

可以出版書籍的作者應具備專業水準，且書籍資訊是個人或是團體專業知識的菁

華，較具可信度。理工科系大學生認為並非所有的書籍都具有學術上的品質，科

普書籍與翻譯書品質略差於理論專書與原文書，因此提到經過圖書館篩選的學術

書籍比較值得信任；商管科系大學生則認為報章雜誌新聞數位化經過新聞資料庫

加值，可經由主題等功能查詢，資訊完整性與相關性會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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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生網路資源使用之動機與特性 

研究生與大學生一樣都是經由網路取得學術研究以及課業所需的資訊，使用

動機著眼於網路資訊容易取得且範圍廣泛，資訊多元可做為背景知識與主題概念

的延伸。根據課業要求使用不同來源的網路資訊，一般而言，研究生撰寫學術或

是畢業論文會使用圖書館的電子館藏；一般課業報告則依學科領域不同而有差

異，部份會使用網路的外文資訊。 

人社領域研究生依照科系教師要求，課堂報告包括研究提案、文獻探討與研

究報告。因為學術需求是較嚴謹的課業報告，一開始會使用網路搜尋相關資訊作

為背景知識，根據相關資訊再透過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尋找符合的研究文獻。醫農

研究生則表示在論文研討會議以及問題導向學習的課堂時，除了一般網頁相關資

訊外，也需要閱讀相關的研究文獻，因此也是使用一般網頁資訊取得概念與知

識，再利用圖書館電子資源取得更嚴謹的研究文章。 

一開始是先從國內的，知道一下基因改造是什麼。然後之後透過圖書館 proquest 去搜尋 gene 

food 或是 genetically modify，找到一兩篇之後再把它印出來看是用了哪些文獻：S02；一開始是

使用搜尋引擎還有圖書館的某些書：S02 

理工與商管科系的研究生表示其領域多是以實作或是舉行考試檢測課堂學

習成果，若課堂要求繳交報告，教師對報告品質要求相對為中等程度。以理工研

究生為例，受試者提到若要繳交報告一定要上網找資訊，可以迅速取得重點資

訊，且期望找到一至兩個主題資訊整理完整的網站即可，也提到他們所產出的報

告嚴謹度並不高；但是若是撰寫論文仍是使用圖書館的電子資源。商管研究生的

經驗也提到當撰寫論文時通常使用圖書館電子資源，課堂的書面或是演說報告則

利用一般網路資源取得較實務的資訊，如產品說明或是企業政策資訊等。 

一打就一大堆。找個網站特別完整的，找的多也沒有意義：S04；找報告一定要上網找，比

較快，比圖書館好太多了：S04；大部分都是上網找，常常上網找資料：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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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生網路資訊品質之認知 

研究生在使用網路學術性資訊時，除了使用一般網路資訊外也會使用圖書館

電子資源，而且會在意網路上的英文資訊。除了部分領域使用網路資源的特性與

大學生雷同外，研究生使用一般網路資源通常是為了取得更廣泛與多元的背景知

識以利在圖書館電子資源中檢索到更深入的研究文獻。他們普遍認為網路資訊品

質對學術研究帶來的好處有： 

1. 範圍廣泛，資訊多元，可取得外文資訊 

透過網路連結可以經由搜尋或是瀏覽相關連結網頁得到同主題或是相關、擴

充主題的資訊、知識或是概念。透過網路可以取得豐富多元的外文資訊，了解其

他國家的知識發展情形。 

網路比較多元，同樣的東西可能有很多的角色，書可能就是一個人的說法：S06；廣度來講，

因為可以連結到國外，又有一些大陸的東西，其實也可以看看其他國家的觀點：S02 

2. 公開與有效取得重點資訊 

網路資訊通常是免費且公開的，任何人都可以取得。不需要透過權限或是任

何付費機制就可以得到大部分的網路資訊，當有資訊需求時，可隨時透過網路立

即取得，相當便利與節省時間。而網路資訊通常是主題知識的重點或是精華，理

工科系研究生即表示使用一般網路資源是因為網路資訊通常是主題的重點，不需

要花費太多時間查找書籍。 

很快就找到啦：S04；網路的優勢是他比較快：S06；可是我覺得網路上的比較重點：S04 

研究生雖然覺得網路資訊取得性高可為其課業與學術研究帶來好處，仍認知

到網路資訊有些無法避免的缺點，若不留心注意也是會造成課業與學術活動成果

品質不佳，這些缺點有： 

1. 網路資訊缺乏深度與專業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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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錯誤資訊充斥 

3. 資訊範圍雜亂，不易取得相關資訊 

我覺得蠻不好的，以深度來講可能不太有深度。有些是錯誤的，有些東西你根本就認為是

垃圾，有時候花很多時間在搜尋引擎找，但找出來的只有一兩篇稍微有點質：S0) 

主要是他寫的跟我預期的不一樣。可能是我希望他哪邊多一點。他沒有，所以才需要一直

找。要找到需要的就是要慢慢抓這樣子：S04 

會造成研究生對網路資訊品質觀感不好的原因，除了網路資源本身的特質外

與研究生本身的網路相關能力也有關係。以網路資源特質來說，網路資訊沒有專

人控管與整理，所以許多資訊或是網頁可能是過期沒有及時更新；無人整理主題

資訊，網路資訊是片段不完整的，內容缺乏深度與專業度。部分研究生認為網路

資訊的提供者是直接影響網路資訊品質的主因，若網路資訊提供者或是生產者可

以注意到品質的議題，應該可以使網路資訊品質更佳。 

我覺得專業度也不夠，就是有些東西，有些文章可以寫的很穩，像我們報告有時需要數據，

有些文章會把數據寫出來，像是第幾年怎麼樣，但是有些文章就是很廣泛的說營收很好，沒有

很專業的說法，也沒有東西去佐證。如果有數據出來就會讓我們覺得比較可靠：S06；可能要看

那些願意把這些內容提供給大眾的那些人給報酬或是怎麼樣，他們才願意：S02 

研究生對於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的觀感方面，一致認為圖書館來源的電子資

源品質最佳，這是因為研究生普遍相信專業期刊的權威程度。相對於網路之外的

媒體資訊品質，如報章雜誌或是電視書籍的資訊品質認知，其看法如下： 

1. 書籍較具專業與正確性 

研究生認為書籍品質最佳的原因有： 

(1) 書籍作者大多具備權威性，且需為言論負責 

(2) 出版書需經過評審制度 

(3) 書籍內容主題特定，論述有深度與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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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阿，網路上不用負責阿。出書的本來就要負責，而且如果你這次寫不好，下次也不

用寫了。上面的人會管阿，你要出版一定是要經過評審什麼的：S04 

專業度，那個會寫這個東西的作者，就是一篇專欄或是一本書就是為了寫這個東西：S06；

如果你一拿就是一本，範圍會比較廣，一拿就是一本專門的：S04；有特定的範圍，或是書籍比

較好找：S02 

由研究生判斷書籍具備最佳品質的原因可以了解，他們重視權威性的來源、

專業性的內容與嚴謹的出版制度(第三者推薦)。部分研究生也提到使用書籍作為

學術性資訊來源的原因為課業必須引述或引用可信的參考資訊，而專業書籍是不

容易產生疑慮的資訊來源。研究生雖然相信書籍品質最佳，但也重視書籍來源是

否具備權威性，而非一概論之。也就是說研究生相信的來源權威的書籍。 

每次都要引述東西，不能隨便，另外如果老師看的是你引述書裡的東西，老師看了會覺得

是真的：S02；我覺得老師也不會完全相信書裡的東西，除非他是政府的，我覺得老師也會看那

個來源是什麼：S02 

2. 報章雜誌的新聞資訊內容較電視有深度 

研究生對報章雜誌的觀感部分與書籍相同，因為同樣都為印刷媒體。他們認

為這些印刷媒體有特定的範圍，比較容易瀏覽或是檢索到需要的資訊。而內容通

常是主題的深度報導，加上有專屬的作者為內容負責，因此比較有專業度。 

報章雜誌得到的東西會比較快速找到你想要的東西：S02；專業度，那個會寫這個東西的作

者，就是一篇專欄或是一本書就是為了寫這個東西：S06 

當研究生談及報章雜誌與電視媒體時，他們最先想到的是這些媒體所提供的

新聞類資訊，他們認為電視新聞內容比報章雜誌缺少深度，且不容易取得。而最

佳利用模式的新聞資訊是新聞資料庫裡經過組織與整理的新聞資訊。這些新聞資

訊提供研究生參考而非真正引用或是引述，主要作為背景知識的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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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路比其他媒體適合獲取學術性資訊，專業書籍或雜誌期刊優先考量 

研究生認為電視、報章雜誌以及一般書籍不是最佳獲取學術性資訊的管道，

不如網路獲取相關學術性資訊來得便利、有效率或是可用與相關。但是若相同主

題可尋找到專業的書籍或是雜誌期刊仍是最可信的資訊來源。 

有書跟雜誌的話，我一定會用：S06；網路比較多元，同樣的東西可能有很多的角色，書可

能就是一個人的說法：S06 

三、 大學生網路資訊品質之判斷準則與線索 

本研究除了以問卷調查大學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的方式之外，利用半

結構式訪談四個學科領域(人社、理工、商管、醫農)的大學生與研究生以補充問

卷分析之不足。 

(一) 網路資訊品質之判斷準則 

研究生與大學生最重視的資訊品質判斷準則為正確性，與問卷分析結果相

同。從判斷資訊品質線索來看大學生與研究生的選擇，也可看出大學生與研究生

判斷準則有差異。以研究生而言，提到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線索多注重在判斷正

確性、新穎性與權威性，判斷方式也比大學生深入與思考。大學生提到較多判斷

資訊可用性與取用性的線索，此現象可揭露出大學生比研究生要注重可用性與取

用性的訊息。 

不同學科領域的大學生重視的資訊品質判斷準則也不一致，人社大學生與研

究生認為內容正確性與權威性最重要；理工大學生與研究生認為有用與相關、清

晰的資訊比較重要，這是因為理工大學生認為理工領域資訊的正確性與權威性很

好判斷，不容易有疑慮產生，反而不容易尋找到完全切合需求的相關且容易複製

的資訊；商管學生認為內容正確比較重要，研究生也注重統計數字來源的權威

性；醫農領域的大學生與研究生認為，所有的資訊品質面向都是為了檢測資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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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正確，因此內容的正確性最重要。 

權威性是比較重要的：S01；內容程度最重要： S05；第一個應該是可用，能不能用，第二

個應該說是好不好取用，就主要的兩個原因：S03；要相關阿，相關最重要：S04 

數字的東西的話，我覺得我一定要找最正確的來源，像是報紙拉，官網或其他什麼商業周

刊的資料：S06 

(二) 網路資訊品質之判斷線索 

由訪談中可分析出七個判斷資訊品質準則，每個準則下有三至七個判斷線

索，學生所提示的使用判斷線索的頻率依序為權威性、正確性、可用性、新穎性、

清晰性、相關性、完整性討論之。 

1. 權威性 

訪談中分析出八個關於判斷權威性的資訊特徵與線索，前三項線索注重以個

人為單位的產出來源，像是作者的經歷與信譽等。判斷權威性主要由資訊的來源

判斷，除了個人之外，還有網站的產出單位、維護者；來源的信譽以及他人的推

薦也是重要的判斷線索之ㄧ。 

(1) 作者為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專家學者 

(2) 提供作者個人聯絡資訊或簡介 

(3) 作者任職機構較知名或具權威性 

是不是專家權威的說法(S01)、一般就是這個人的學經歷吧，是不是在這個領域發展過

(S05)、看寫的人，至少是在這個領域的人，有敎過相關課程，或是有參與相關討論像是什麼研

討會等(S05) 

(4) 來源為機構組織，非個人網頁 

(5) 來源為學術單位或政府機構，如網址為.edu 或.gov 

(6) 資料由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出版社或電子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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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得這是正確的網站，引用報紙的資訊，有些奇怪的報紙我就不會相信，像是大紀元(S06)、

我們比較相信的像是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其他的大報像是自由時報我也會覺得可信度蠻高的

(S06) 

(7) 師長推薦 

(8) 許多人參與討論，並給予正面評價 

老師推薦(S01)、大家都說好的時候我也會用(S01) 

2. 正確性 

大學生判斷正確性的方式可歸納出七個線索，主要以資訊的內容為主要依

據，主要也是以「學術性」特徵為判斷基準，並且會與其他資訊比較及利用來源

判斷。重點在於會從多方角度思考內容的正確性，不只相信單一的證據，如第七

項判斷正確性的線索。 

(1) 內容和個人所知ㄧ致 

敘述跟老師給的觀念是不是一樣(S05)、跟自己知道的是否一樣(S01)、法條內容跟自己知道

的一樣，要自己知道才有辦法判斷(S01)、內容是不是在我理解範圍內(S02) 

(2) 內容論述客觀 

客觀的論述(S03)、一句話是『目前為止沒有危害』，但是把這句話放在前面講跟放在後面講

是有差別的(S02) 

(3) 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 

(4) 內容引用可靠資訊 

是否引用實例(S01)、他在文章中會引用某天報紙的資訊，那我也相信，因為那一定是找的

到的(S06) 

(5) 內容來自可信的來源(如，官方網站、資料庫或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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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他自己官方提供的東西的話，我當然是會覺得是正確的(S06)、正確的來源是比較重

要的。好像還是最重視的還是正確性(S06) 

(6) 與其它相關資訊比較 

正確性方面，可能有時候沒有辦法那麼好判斷，可能要做到最後，去 review，看到其他的

東西，才知道這東西是對的還是錯的(S05) 

(7) 內容來源的立場與論述的角度中立與客觀 

因為是官方還是要存疑，因為很多都會從美國進口，會站在經濟的一些考量，另外還有像

WTO 對農業衝擊的考量，因為是站在政府的說法，大部分還是比較安撫民心的感覺(S02) 

3. 可用性 

大學生提是相當多的判斷可用性的線索，對於學生而言，網路學術性資訊的

有用與好用是相當重要的，對於學術報告或是作業的完成有較大的助益。 

(1) 內容具有深度，參考價值高 

深度要夠(S05)、也不能講的太難。其實網路上的東西很難艱深，但是很怕他給我一個主題，

又不詳細解說(S04) 

(2) 提供有用的圖表 

有圖表是最好(S03) 

(3) 提供有用的數據與統計資料 

(4) 內容易於複製、儲存 

因為我覺得抓下來很麻煩，所以我就會去抓整個都是我要的資訊。(S04) 

(5) 內容之標題或題目，提示可用性高 

(6) 內容之摘要，提示可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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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摘要裡可能有好幾個重點吧，有好幾個關鍵字，會先從摘要判斷，就是先把標題看過

一遍，這好像有用的樣子，看大標題(S05) 

(7) 內容是新奇富原創性、多元角度論述的資訊 

學術的資料，心態上會覺得它比較有用(S05)、『據觀察，宇宙每分鐘有什麼』這種說法就會

覺得比較有科學數據(S03) 

如果我還找一些上課已經知道的資訊，對我的報告就沒有用了，至少我可以拿來幫助我的

報告更加豐富(S05) 

4. 新穎性 

判斷資訊新穎性的線索著重在內容的新近或是趣味性，通常藉由更新日期或

是製作日期判斷，也會與其他相關資訊比較。 

(1) 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 

如果說是最新的話，盡量去找他的日期(S06)、最主要是看文章上寫的日期，還有網頁的(S06) 

(2) 內容經常更新 

更新日期(S01，S05)、更新的時間，是不是有長期在更新(S05) 

(3) 內容討論有趣或新奇的主題 

最好是能改變、有所利用、創新這樣。要能用這樣子(S04) 

(4) 與其他相關資訊比較瞭解新舊 

那或者是藉由其他的東西來比較這個新的還是舊的(S06)、我現再找到一篇，統一跟某家做

策略聯盟，可是在另一篇看到統一做策略聯盟是很久以前的事。那你當然知道那篇是舊的。(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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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晰性 

學生提示判斷清晰性的線索與易於瀏覽有關，資訊內容的呈現與編排對學生

而言也頗為重要。 

(1) 以文字資訊為主，排版不花俏 

資料呈現活潑、整齊，看起來舒服，排版呈現要舒服(S03)、清楚阿，如果太雜亂，容易看

不到自己想要的東西(S05)、我覺得整齊也很重要，最好是可以直接摳貼上去最好。那就不用整

理。(S04) 

(2) 字型大小、背景顏色、及圖片編排皆適當 

找資料乾淨，字清楚就可以(S05)、我比較喜歡以文字為主，因為我覺得很多圖表的東西有

點亂。(S06) 

(3) 內容有組織分類，如提供目次 

我喜歡有分類的網頁。例如有人把報告放上去，有分簡介，第一大主題等有層次，可從簡

介直接判斷(S05) 

(4) 內容具有邏輯性，如依主題層次呈現 

我覺得排版不是很重要，其實如果不是複製的話，也是按照自己的東西整理。排版只是影

響我會不會去看，有些排版很爛，但是我如果看到這種東西，只要是我要的東西，我會去看。

只要是夠正確的東西，我不會因為排版很爛就不去看。(S06) 

6. 相關性 

學生認為網路學術性資訊提供的內容除了要有用之外，基本條件應該是要相

關，他們會先由標題或是摘要等判斷，也以提供學術性的內容為主要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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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主題與需求相符 

一開始的內容是不是自己想要的(S01)、跟我的報告主題要相近(S05)、實際上或研究上相關

的新聞(S05)、主題的相關度。比如說我今天找到一個東西可以應用在哪裡，看他相不相關，知

道對我是不是有用(S05)、我所知跟我所想要的(S04)、要相關阿，相關最重要(S04) 

(2) 所需主題的關鍵字出現在搜尋結果的標題中 

標題相關、摘要相關，要一篇篇點進去看，先看他的標題，在點進去看他的內容幾段，如

果是中文就比較快判斷(S06) 

(3) 內容引用相關領域之專業言論，如權威人物的如權威人物的看法與重

要參考文獻 

通常主題點進去東西一定都不夠所以還是要在去找一些隱藏在某些訊息裡的東西(S06) 

7. 完整性 

資訊的呈現與範圍是否完整，對學生而言也是一項判斷資訊品質的重點。許

多要件都包括的資訊較具備學術性的性質。 

(1) 內容有許多圖表 

(2) 內容有許多數據與統計資料 

統計圖表(S05)、統計數據(S05) 

(3) 內容結構完整，如包含摘要、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參考書目等 

一開始不是直接講，會有前言(S01) 

本研究受限於受訪者的樣本數，四個領域的大學生與研究生的訪談分析主要

作為問卷調查補充結果。訪談結果發現大學生與研究生用來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

標準與線索與問卷選項雷同，沒有超出問卷設定判斷方式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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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線索與問卷選項幾乎無異，除了判斷正確性時商

管領域大學生會有驗證的行為（與其它相關資訊比較），這是因為大學生尚未自

成領域知識架構，無法由所知進行全面判斷，因此需多方擷取相關主題資訊比較

之，才能確定其正確性。受試者認為可用的資訊應該是多元論述的內容(內容是新

奇富原創性、多元角度論述的資訊)，不只是單一論述或是已知的知識範圍，應該

提供更多更豐富的資訊主題，才是有用的資訊。 

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標準與線索比較有自己的主張與看法，但仍大致

與問卷選項雷同。研究生接觸較多樣的網路資源來源與管道，會以不同的角度來

看此資訊品質是否符合需求，會從網路資訊特質的正面與反面來評斷網路資訊品

質。研究生重視的網路資訊品質面向依學科領域資訊不同而有差異，此與科系之

間的課業形式與領域資訊特質有關。例如，理工科系的研究生認為可用性高的網

路資訊，不需深度的內容只需清楚解釋主題即可，內容廣泛卻未提供詳細說明的

資訊可用性反而低；清晰性的資訊應該是內容的整理與排版適當，以利直接複製

使用。商管領域的研究生認為可用的網路資訊應提供完整的脈絡或是系列性的主

題；且有提到內容的排版不是最重要的，資訊內容符合需求才是重點。 

我覺得排版不是很重要，其實如果不是複製的話，也是按照自己的東西整理。排版只是影

響我會不會去看，有些排版很爛，但是我如果看到這種東西，只要是我要的東西，我會去看。

只要是夠正確的東西，我不會因為排版很爛就不去看：S06 

研究生與大學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方式與線索大致相同，但是研究生在判

斷資訊品質時會深入探討與思考，人社與醫農領域的研究生此特質較明顯。以人

社領域研究生而言，當其在判斷正確性時，雖然也會相信政府或是官方機構所提

供的資訊或是看法，但是仍會考慮到資訊提供者對此主題的立場與論述方式的客

觀性。由此可知研究生對於判斷資訊品質比之大學生已經有較為具體的整體、全

面的思考方式，不單只是藉由網路資訊所呈現的部份特質去判斷，會從多方角度

與立場來考量資訊品質與真偽等議題。 

因為是官方還是要存疑，因為很多都會從美國進口，會站在經濟的一些考量，另外還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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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對農業衝擊的考量，因為是站在政府的說法，大部分還是比較安撫民心的感覺：S02；同

樣講這種東西的危害，例如環境品質基金會，就會講雖然還沒有…但是…，就是語氣上就差別

很大：S02 

綜合討論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的方式，不同學科領域背景的大

學生與研究生判斷方式有些許差異。人社與醫農領域背景大學生注重資訊品質的

來源與內容，會關心內容的論述方式以及作者的來歷等細節的判斷方式。商管領

域背景的學生注重實務性的資訊，所以在來源方面提到注重發行刊物的出版單

位，內容則注意是否有實用的圖表與統計數據，也會利用多方資訊加以比較與驗

證。而理工背景的學生注重資訊是否好用與相關，認為內容正確與權威很好判

斷，只要內容論述符合所需，整理組織清晰好用就足夠。 

有圖表是最好：S03；因為我覺得抓下來很麻煩，所以我就會去抓整個都是我要的資訊：S04 

四、 大學生與研究生網路資訊品質判斷之素養 

此部份分析訪談大綱第五至第八題，與大學生與研究生討論判斷資訊品質的

經驗以及他們對自己本身資訊品質判斷能力的認知以及培養的方式，了解大學生

與研究生網路資訊品質判斷之素養。在與大學生談論資訊品質判斷能力的重要

性、認知與培養時，主要為探索性的徵詢其一般意見與觀念，未要求大學生對判

斷能力作深入的定義與分析，判斷能力的定義與發展在文獻探討已綜合討論，其

餘部分將在第五章之後合併分析與定義。 

(一)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能力之認知與培養 

大學生與研究生了解網路資訊品質判斷能力的重要與影響，他們對本身能力

的認知也都在中上程度，認為本身判斷資訊品質能力雖然不錯但仍有進步空間。

理工研究對本身能力頗具自信，其認為理工領域資訊特質不容易出現偏頗與模糊

地帶，因此並不難判斷。判斷能力的培養重點在於用心與細心去了解知識的整體

架構並願意耐心的投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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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都很明顯，應該不會太偏頗，一看就知道：S04；很難沒有這個能力！都蠻明顯的阿：

S04；要花時間阿！看細阿，最好是能寫的都自己寫。要很有組織，全部看完、有概念、全盤瞭

解。整個系統、架構都清楚再開始寫那是最好：S04 

研究生與大學生認為要培養自己判斷資訊品質能力可從幾方面著手，包括經

常詢問專業人士，例如專家或是教師；充實判斷經驗，培養資訊敏銳度，例如多

檢索資訊與多判斷；充實背景知識，可藉由閱讀或是觀察得到，而這也是最重要

的基礎。其它培養方式還有多參加學校或是圖書館開辦的資訊素養教育課程或是

盡量去驗證有疑慮的資訊以累積經驗。 

(二)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能力之重要性與影響 

大學生與研究生使用網路學術性資訊頻繁，也認知網路資訊品質良莠不齊，

了解網路資訊品質判斷能力的重要性。大學生認為若是資訊品質判斷能力不足，

無法明辨正確與可用的網路資訊，最直接的影響是課業報告品質不佳導致成績不

理想，除此之外還會造成學習不佳或是錯誤的情形。以研究生而言，他們會認為

資訊品質判斷能力不佳，使用錯誤的資訊會給人專業深度不足的印象，他人也不

易瞭解自身報告之內容。一開始就使用錯誤的資訊，則學術工作將無法繼續。 

研究生也提到若具有資訊品質判斷能力，當碰到判斷困難並加以解決之後，

除了資訊敏銳度增加與判斷能力進步之外也充實內心的成就感。商管研究生則認

為具有資訊品質判斷能力對課業影響較大；在個人學習方面，因為網路資訊不適

合有架構的整體學習，不建議使用網路資訊為全面學習的基礎。 

(三)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困難與解決之道 

大學生與研究生的判斷經驗中都提到網路資訊品質判斷的困難，究其原因除

了網路資訊品質的影響外，尚有本身能力與知識的影響。大學生與研究生提到判

斷困難源自於三種網路相關能力的不足，分別是資訊檢索能力、組織整理能力以

及品質判斷能力。而資訊品質判斷能力則與領域知識的特質及瞭解程度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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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認為檢索到符合需求的資訊是最困難的，當過濾不出自己需要的資訊

時非判斷能力不足的問題，應是檢索能力不足；商管研究生也提到資訊新穎性不

好判斷的原因在於真正最新的資訊不一定都在網路上檢索的到。理工研究生則認

為整理與組織網路資訊比判斷資訊來得困難，且認為理工領域資訊比較容易判斷

並對自己的判斷能力有信心。 

比較困難的是如何找到自己想要的資訊；反正就是你覺得網路上的資訊就算可以找到很

多，也很難找到你想要的，不是太淺就是相似度很高：S01 

我找到的是一個月前最新，但是我要最近一個月的資料，網路上可能有但是我沒有找到，

我這些東西其實都不算最新，這個東西我覺得最難以判斷：S06；整理比較困難，判斷比較容易：

S04 

理工可能不會有這種問題＜資訊品質＞，其他領域比較有可能，都模稜兩可，但是理工沒

有，正確就是正確：S04 

而資訊品質判斷能力不足是學生尚無法掌握整體的領域知識架構及脈絡，只

能以所知判斷部分領域與主題資訊品質。大學生認為要對主題資訊熟悉才能進行

判斷；研究生也提到當相關文獻閱讀不足或對主題知識不夠熟悉，類似的內容論

述容易造成混淆。因為尚未形成領域知識的完整架構，即使知道知識不足或是方

向不對，無法知道下ㄧ步判斷方式的正確做法。 

理工領域學生則認為理工領域資訊不容易有判斷困難的情形發生，理工領域

大學生認為理工資訊品質較佳，資訊特質不帶有模糊的說法，所以容易判斷正確

或是錯誤，理工領域研究生也同意此說法並對自己判斷能力有信心。 

但其實那個東西，跟我之前去看消費者報導的期刊中的內容是類似的，因為他們沒有，他

們講到的是同一件事又好像不是同一件事情，我印象中一個是講在莫斯科，一個是講在蘇格蘭。

地點不一樣，可是事件是一樣的，就是某種基因改造食物去餵食一種動物，結果那種動物就變

得很不好。變成不知道說要去相信哪一個：S02 

像是法律方面我知道，在其他方面不知道就沒法判斷：S01；有阿，就很困惑，不知道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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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什麼：S02；很少碰到沒法判斷的情形：S03 

當大學生與研究生碰到資訊品質判斷困難的情形時，通常採用三種方式解

決：詢問他人、尋求其他管道查詢資料或是再驗證以及隨時充實與補充自己的知

識。詢問的對象包括有相同經驗的同儕或是學長姐、專業人士與專家以及師長

等。其他的管道則有使用專業書籍、電子資料庫或是其他搜尋引擎。他們也認為

隨時更新自己的知識庫是很重要，因為這是判斷資訊品質的基礎。 

大學生在解決判斷困難的方式上，因領域與身份程度上有些許差異。商管研

究生表示當尋求其他管道查詢與驗證資訊時，主要檢索網路新聞，若是找不到相

關資訊則不使用該則有疑慮的資訊。而在詢問他人方面，人社研究生偏向相信師

長與專家學者，但是對於專家學者的說法也會保持懷疑的態度，因為專家也無法

囊括所有專業知識。而理工研究生雖然表示老師的意見應是較正確的，實際上卻

以詢問有經驗的同儕為主。商管大學生表示除了詢問同儕與師長外，也會參與相

關討論群了解他們的說法，但是討論群的會員必須是經過審核具有專業背景才值

得相信。 

大學生與研究生普遍重視具有專業背景或是經驗者之意見，其中又以有相關

背景與經驗的師長為主。雖然最相信有經驗之師長，最常詢問對象仍是有經驗同

儕或學長姐。且大學生表示，即使請教學長姐也是詢問應該如何檢索而非判斷。

而理工大學生與研究生更是表示老師雖然是最專業的，但不會主動去詢問，比較

偏向自行查閱相關書籍、期刊或是詢問有經驗與專業度夠的同儕。商管研究生表

示是否會去詢問專業人士、教師要依容易接觸到的程度而定，而且通常是相信自

己，除非是相當專業的知識專家才會去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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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論 

此節綜合討論、分析與歸納一至四節問卷分析與訪談之結果。 

一、 判斷網路資訊品質之主要準則 

經由訪談可以得知，大學生與研究生提到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的標準雖

無完全包括問卷的十個品質準則(包括權威性再細分之三項品質標準)，仍與問卷

選項範圍相同。訪談部份是大學生與研究生依照自己經驗所回答之結果，可由此

了解大學生判斷網路學術性資訊品質之準則，依照回答線索多寡了解大學生與研

究生用來判斷資訊品質標準的頻率依序為：內容權威性、內容正確性、內容新穎

性、內容清晰性、內容可用性、內容相關性、內容完整性與內容取用性。 

問卷調查結果中大學生最重視的資訊品質面向是內容正確性，其他的為完整

性與可用性。訪談結果也顯示大學生與研究生最重視資訊正確性，從兩項分析結

果中可以了解大學生與研究生在重視資訊品質面向上的特性與差異情形。 

(一) 不同身分學生之看法 

在問卷結果的卡方檢定中，大學生與研究生重視的資訊品質面向具有顯著差

異，研究生重視網路資訊品質內涵「權威性」的人數顯著較高，意即研究生顯著

較多重視資訊的權威性；大學生重視資訊品質內涵以「清晰性」、「可用性」選擇

次數較高，也就是說大學生顯著較多重視資訊清晰性與可用性。在訪談中大學生

比之研究生提到較多判斷可用性與取用性之線索，由此可得知，大學生較研究生

在乎資訊可用性與取用性。 

整體而言大學生最重視的資訊品質仍是以資訊的「內容」為主，也就是重視

資訊內容是否正確。而大學生較研究生重視資訊是否可用、好用、完整、清晰與

容易取得等屬於資訊「形式」、「呈現」與「管道」的面向。以問卷結果而言，資

訊完整性與可用性分排重視面向第二與第三順位，則可能是因為大學生樣本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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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為多所形成的統計結果。 

(二) 不同學科背景學生之看法 

問卷分析結果顯示不同學科背景的大學生重視的資訊品質面向並無顯著差

異，但是經由訪談可以得知不同學科背景學生因領域學科的課業要求與資訊特質

不同所重視的資訊品質面向仍有些許差異。 

人社學科之學生認為內容正確性與權威性最重要；醫農學科學生除了注重來

源權威性之外認為所有的資訊品質面向均是為了檢測資訊是否正確，例如，若資

訊的新穎性足夠則正確性應是不差。商管學科學生也認為內容正確性是最重要

的，因為要確保所接觸的實務性的資訊內容與來源都是正確的。理工學科學生的

說法則與其他領域學生不同，他們表示理工資訊品質普遍良好，正確性與權威性

容易判斷，不容易有疑慮產生，對他們而言較重要的資訊品質內涵是可用、相關

與清晰及完整。理工學科學生對自己能力有信心，認為可以判斷內容的正確性與

權威性，因此注重對他們課業有用、相關且容易編排、閱讀與整理的資訊。 

從訪談結果中得知，人社、理工與醫農的學生重視的是資訊「內容」，如正

確性以及資訊「來源」，如權威性。而理工學科之學生雖然表示較重視資訊可用、

相關與清晰等面向，並非表示其不重視資訊內容與來源的正確與權威，他們的思

考認知在於理工資訊特質正確性與權威性易判斷且對自己能力有信心，反而認為

判斷資訊可用、相關或是取得呈現整齊與組織編排良好的資訊較困難，與他們的

領域資訊及個人特質有關。 

二、 網路資訊品質判斷線索之使用 

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討論大學學生判斷網路資訊品質問卷調查之結果。而在

訪談結果中，大學生與研究生所使用的判斷線索與問卷選項類似。囿於受訪樣本

之限制，使用的線索也較為零碎，受訪者平均提示一次在問卷選項中出現過的判

斷線索。訪談分析中可以得知，大學生與研究生在判斷網路資訊各項品質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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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不單只是經由資訊內容與呈現、形式的特徵（所謂的線索）判別，他們的判

斷方式已逐漸形成一種經由思考及驗證的過程或是行為模式。以下綜合討論問卷

與訪談學生判斷線索使用之特性以及因素影響之差異。 

(一) 判斷線索之使用特性 

1. 根據內容與來源判斷 

從問卷調查與訪談結果中可以得知，大學學生主要從資訊的內容與來源來判

斷資訊是否可用、可信等。使用的線索大約有下列幾種形式： 

(1) 資訊的標題、日期等描述外在特性的詮釋資訊 

(2) 可靠與熟悉的資訊來源 

(3) 提供引用資訊 

(4) 內容的載體形式，例如是 pdf、doc 或是出版的書籍等 

(5) 內容意涵與需求或是相關相符 

(6) 內容論述、用字遣詞應專業，有深度 

(7) 內容編排、組織與整理利於使用 

2. 相信外在形式具有學術性特徵之資訊 

大學生與研究生根據資訊內容與來源的特性判斷資訊品質，大部分的判斷線

索共有的特質是具有學術性資訊之特徵。這些特徵包括： 

(1) 來源出處為電子資料庫、電子期刊或是學術性刊物與會議出版品 

(2) 內容結構包括摘要、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參考書目等 

(3) 內容論述與編排具有層次與邏輯性 

換言之，大學學生即便使用網路資源在其學術研究上，仍在意這些資訊是否

與實體學術文章的架構、論述與編排等相同或是具有可讀與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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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斷中的過程與驗證行為 

訪談的受試者所提示的判斷資訊品質線索中，不單是靜態的判斷，有許多是

動態的判斷過程，如比較與驗證之行為。受訪者的語料會提示的關鍵詞如『評

論』、『比較』等，表示判斷資訊品質時也有思考與批判的特質。這些判斷過程與

驗證行為大概有以下幾種特質。 

(1) 驗證資訊與時間以及資料完整有關。例如判斷正確性，應與隨時更新的

知識比較，或是與大量的相關資訊相比。 

(2) 判斷行為是瀏覽資訊，重點在於判斷者的思考與批判。受訪者表示仔細

判斷資訊應該耐心瀏覽與閱讀，例如瞭解論述者的立場客觀與否以思考

判斷品質。 

(3) 會使用比較方式驗證資訊，主要是因為學生背景知識不足以形成架構，

因此使用多元相關資源以充實背景知識並輔助其判斷。 

(二) 不同身分學生判斷線索之差異 

卡方檢定結果顯示大學生與研究生在判斷資訊正確性、新穎性、權威性（包

括來源權威、網頁內容可信與第三者推薦）、完整性與清晰性所使用的線索有顯

著差異，事後比較的差異情形可參考本章第三節之說明，摘要如表 4-35 及 4-36。 

                      
          表 4- 35 大學生判斷各項資訊品質與研究生有差異之線索 

 大學生顯著較高(研究生顯著較低) 
正確性 內容沒有錯字，語法正確 
權威性： 
來源權威 來源為機構組織，非個人網頁 

權威性： 
網頁內容可信 提供機構聯絡資訊或簡介 

權威性： 
第三者推薦 許多人參與討論並給予正面評價 

完整性 內容包含多樣資訊，如文字、圖片、影音

等 

清晰性 網頁設計美觀，功能齊全，如使用動畫等

多媒體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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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36 研究生判斷各項資訊品質與大學生有差異之線索 

 研究生顯著較高(大學生顯著較低) 

正確性 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 

權威性： 

網頁內容可信 
以學術資訊為主，不包含或少有廣告資訊 

權威性： 

第三者推薦 
被引用或連結次數多 

完整性 

其他：『多方查詢及驗證才可確認其完整

性』、『有詳細的研究方法(過程、處理數據

流程)』、『分析精確，明晰』、『有其他地方

提到的資料』、『簡短而重點有到 』、『內容

由各種不同觀點切入』、『關於該主題的論

述面向(深度與廣度)夠多』、『論述不矛盾，

立場一致』、『前後具連慣性』等 

事後比較的結果中，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正確性的線索『內容沒有錯

字，語法正確』上，大學生顯著常使用此線索，換句話說則研究生較不常

使用此線索判斷正確性；而研究生在『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上顯著較高

使用此線索判斷正確性，相對而言大學生顯著低使用此線索判斷正確性。

代表大學生與研究生使用這兩個線索判斷正確性的情形有差異。由大學生

顯著較多選擇的線索或是研究生顯著較多選擇的線索情形中可以歸納出

以下幾點特性。 

1.  大學生較重視資訊呈現的方式與型式 

大學生判斷資訊正確性較重視『內容沒有錯字，語法正確』；判斷資

訊完整性則較重視『內容包含多樣資訊，如文字、圖片、影音等』；判斷

資訊清晰性較重視『網頁設計美觀，功能齊全，如使用動畫等多媒體特

效』。可以看出大學生在判斷資訊品質時較研究生重視資訊呈現可多元、

吸引與美觀，資訊呈現的型式沒有錯誤等根據外在呈現情形的判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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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較重視資訊內容與多元思考 

研究生判斷資訊正確性較重視『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判斷網頁內

容可靠較重視『以學術資訊為主，不包含或少有廣告資訊』；判斷完整性

則較重視其他的方式如：『多方查詢及驗證才可確認其完整性』、『有詳細

的研究方法(過程、處理數據流程)』、『分析精確，明晰』、『有其他地方提

到的資料』、『簡短而重點有到 』、『內容由各種不同觀點切入』、『關於該

主題的論述面向(深度與廣度)夠多』、『論述不矛盾，立場一致』、『前後具

連慣性』等。可以看出研究生判斷資訊品質之線索較重視資訊的內容層

面，包括內容的論述及意涵都是研究生較為注重的觀點。而研究生在判斷

完整性的方式有較多的想法與觀點，因此在『其他』方式顯著較高，而在

乎的層面也以內容為主，並有驗證與思考之行為，如『有其他地方提到的

資料』、『內容由各種不同觀點切入』、『多方查詢及驗證』、『論述立場一致

等』、『內容由不同觀點切入』等，除了表示研究生對完整性定義不同外，

也會針對線索表象深入了解細節。 

3. 大學生判斷權威性方式根據來源表徵與特性 

大學生與研究生判斷權威性的方式均以來源為主要根據，以大學生而

言在判斷來源權威、網頁內容可信以及第三者推薦的線索時，均是根據來

源的表徵與特質，如來源的類型是機構或是個人網頁，是否提供聯絡資訊

以及是否多人給予正面評價。訪談中尚未提出『給予評價者的身分』或是

『參與討論者身分』等需進ㄧ步探索與思考的判斷方式。 

4. 研究生判斷權威性方式根據來源特性並深入思考批判 

研究生除了根據來源的特徵判斷權威性之外，也會根據既有的現象思

考判斷。訪談分析顯示，研究生會考慮內容來源的立場與論述的角度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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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客觀來判斷資訊品質，即使來源為組織或是學術機構，也會思考其立場

而判斷論述是否正確與具有權威。 

(三) 不同學科背景與性別學生判斷線索之差異 

學科領域不同的大學生在判斷新穎性、可用性與取用性線索有顯著性

差異。性別不同之大學學生在判斷權威性(第三者推薦)線索有顯著性差

異。但是學科領域不同使用線索特性卻不一致。 

訪談分析中可以了解各領域所提供之線索較為零碎，無法歸納出一致

的現象。問卷結果顯示學科背景不同在新穎性、可用性與取用性上有顯著

差異，以商管科系為例，根據事後比較結果，可以解釋為商管科系學生使

用『內容最近製作或出版』來判斷新穎性顯著較低。因有四個自變項，只

能單一解釋商管科系學生之行為，而不能於其他科系比較之。觀察各領域

背景使用線索之特性，發現不同學科背景顯著高與顯著低使用之線索並無

一致之特性。 

女性大學生判斷第三者推薦重視師長推薦，男性大學生則重視同儕、

朋友推薦。訪談樣本中理工科系受訪者為男性，表示雖然較為重視師長的

意見但真正會詢問對象為同儕及朋友；人社、商管科系訪談受訪者為女性

則表示重視與詢問對象以師長為主。在問卷調查結果中，女性大學生顯著

較高相信師長推薦，男性大學生則顯著較低；男性大學生顯著較高相信同

儕及朋友推薦，女性大學生則顯著較低。此結果除了與訪談分析相符外，

也可說女性大學生相信可接觸範圍內之最高權威，男性大學生可能受到個

人情誼、自尊或是信心等個別差異之影響，較為重視同儕與朋友之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