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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國小學童因課業需求，上網查找資料已相當普遍，如

何有效判斷網路資訊更形重要。本研究藉處於抽象思考轉變期之國小高年級學童

為研究對象，採用實驗法、問卷調查法與訪談法，嘗試瞭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

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行為特性，並進一步探討個人背景對相關判斷之影響。 

本研究以便利抽樣方式，選擇一所台北市立國民小學 31 位六年級學童為對

象，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實驗。實驗內容依據國小學童課業需求特性所設計之

檢索任務，並針對每項檢索結果進行相關判斷及填寫問卷。本研究同時篩選 6

位學童進行訪談。研究結果顯示，檢索任務平均完成時間為 1101秒（約 18分鐘），

每筆檢索結果平均須花費 25.6 秒的判斷時間，同時每筆檢索結果的平均點閱次

數與平均瀏覽網頁數皆不高，顯示受試者的相關判斷頗為迅速，唯判斷品質仍有

改善空間。就相關判斷準則之重要性排序，內容主題性、摘要主題性及語言/可

理解性為前三項受試者重視之相關判斷準則。綜合實驗及訪談結果，受訪者對於

相關判斷準則的運用，具有「豐富多元不重複，質精易懂有深度，解釋有據附詳

圖」等特性。就個人背景對相關判斷之影響，主要結果包括：1.自評個人具有主

題知識者，對於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程度較高；2.自評個人具有主題興趣者，

平均花費在每筆檢索結果的判斷時間較多。綜合上述，國小高年級學童傾向獨立

解決問題，具體與抽象思考並行，且積極善用所學，以上網經驗強化判斷能力，

唯常將查找課業資訊視為負擔，只求儘速完成，較少樂在其中。 

根據上述，本研究建議未來在落實網路資訊素養課程上，除了教導網路資源

類型與檢索技巧外，傳授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重要原則與使用技巧也相當重要。

若能提供經驗教育，並就學童程度，適時、適度提升其相關判斷能力，將有助學

童建立正確且完整的網路資訊認知。 

 

關鍵詞：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相關判斷準則 



 

  

Abstract 

Through the widespread of internet, in order to handle the requirements of school 

work, it is very common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surf the websites for 

information.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determin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e research objects are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who are 

at the stage of abstract thinking transformation, adopts experimental,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s,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relevance judgment of sixth 

grade students to the web information, and further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backgrounds to the relevance judgment. 

This study select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31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a municipal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city through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processes the experiment of web information relevance judgment. The subject of the 

experiment is designed based on the search task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 of school 

work requirements of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proceeded the relevance judgment and 

questionnaire on each search result. This study selects out 6 students as interviewe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verage complete time of search tasks is 

1101 sec. (approximately 18 mins.) and 25.6 sec. to make the judgment of the search 

result. In addition, the average clicks and website surfing of each search result are low,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relevance judgments of the examinees are fas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judgments sill required to be improved. As for the ranking of importance, 

topicality of contents, abstract topicality, and language/understandability of relevance 

criteria are the top 3 criterion that the examinees emphasize. The general experiments 

and results of interview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elevance criteria of the 

interviewees possesses the features of diversities, quality, depth, well explained, and 

detailed pictures. As for the influences of personal backgrounds to the relevance 



 

  

judgments, the major results include: 1. those who self-evaluate themselves as 

obtaining knowledge of topics have higher level of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relevance criteria; 2. those who self-evaluate themselves as interested in the topics 

spend longer time to make judgments on each search result averagely. To sum up, 

sixth grade students tend to solve problems independently, combine concrete and 

abstract thinking and actively apply what they previously learned. Enforce their 

ability of judgment with websites surfing experiences. However, they often view the 

search for school work as burdens, try to accomplish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feel hard 

to find the pleasure in it. 

According to what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cultivation of web information course, should not only instructs the network resource 

and search skills, but also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skills of relevance judgment of 

web information. If it is possible to provide experienced educ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abilities of relevance judgment according to their level timely and 

moderately, then it will assist students to establish integrated and complete 

recognition on the web information. 

 

Keywors：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Sixth Grade Students、Web Information、

Relevance Judgment、Relevance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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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緖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心理學之父 Maslow 於 1954 年提出「需求層次理論」，說明人類的五大需

求有：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愛與歸屬的

需求（Love/Belonging/Social needs）、尊重需求（Esteem needs），與自我實現

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之後，Maslow在自我實現的需求之下，新增

了兩項需求，即「知識與理解的需求」（Cognitive needs），以及「審美的需求」

（Aesthetic needs）。由此可知，人除了滿足基本需求之外，還有追求知識、學

習與了解世界的需求。而這些需求，不僅是成人需要滿足，兒童亦是。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化，台灣兒童接觸網路的年齡愈來愈早。根據統計，台灣

的上網人口總數已達 1,330 萬人，超過六成五的民眾能夠上網，家戶上網率則超

過七成（交通部統計處，2007）。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民國 95 年所公布之「國中

小學生數位能力與數位學習機會調查報告」，台灣中小學生初次接觸網路的年齡

平均為 7.9歲，約小學三年級（行政院研考會，2006）。而 2006 年蕃薯藤小朋

友網路調查1亦發現，學齡前到國中階段的學童其上網目的，查資料所占比例相

當高。顯示台灣學童上網早，也愈來愈依賴網路滿足其資訊需求。然而如何有效

查詢獲取相關資訊，則與其是否具備足夠的資訊素養有關。 

根據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對資訊素養的

定義，資訊素養是指個人在知覺並「確認」資訊需求後，能有效的「尋找」資訊、

「評估」資訊，與「運用」資訊的能力。面對日新月異的網際網路，學童是否具

備上述資訊素養能力，值得探究。 

過去政府為了能充分落實資訊教育，除在設備與教師培訓上積極補助各國民

中小學外，，各縣市教育局也陸續成立資訊教育輔導團，訂定相關課程標準。民

國 90 年正式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中，資訊教育更被列入六大議題，成為貫

                                                1 蕃薯藤調查網。http://survey.y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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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七大學習領域的重點。以台北市為例，民國 88 年曾參考教育部之「國民中小

學資訊教育課程範圍標準」，訂定台北市「國民小學資訊教育課程綱要」，但當

時列出的 11個單元2，多半以軟硬體操作為主，在今日已不敷使用。隨後於民國

89 年另訂定「台北市各級學校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基本資訊能力指標」，整合

先前單元為四大核心領域：資訊科技的認知、資訊科技的應用、資料處理分析，

以及網路科技應用。儘管如此，「能應用網路資源」也只是眾多學習能力指標之

一，學童並未被教導如何正確選擇網路資源，以滿足其資訊需求，加上若學校圖

書館的教育功能無法適時發揮，則更難補其不足。 

欲教導學童如何正確選擇網路資源，首先必須了解他們如何選擇。有關學童

的網路資訊行為一直是受到重視的研究議題。許多研究致力於了解與培養學童的

資訊檢索能力，或是為學童設計適合的資訊檢索系統，較少深入探索學童是以何

種方式進行網路資訊的判斷。檢索能力需要時間與經驗的累積，而檢索系統也須

搭配正確的檢索方式與技能，才能達到最大效用。但學童對於資訊的判斷有其不

同的認知與想法，尤其國小學齡兒童成長快速，具有獨特的思考判斷方式，因此

了解其內在想法，對國小學童的網路資訊行為應相當有意義。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為題，期能針對正值認知

發展轉變期的國小高年級學童，了解其在選擇網路資訊時，表現之相關判斷行為

與使用之相關準則，及不同個人背景因素與主題認知情形是否有所影響，藉由研

究結果，希望能提供國小學童資訊素養之教學課程建議。 

 

                                                2 包括有：教室使用規範及管理、電腦與生活、電腦基本概念、電腦基本操作、電腦的使用倫理、電腦輸入法、電腦輔助教學、文書處理及列印、電腦繪圖、電腦音樂，以及問題規劃及流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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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希望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準則，主要目的包

括： 

1. 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行為特性。 

2. 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準則與線索，及各相關準則之重

要性。 

3. 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個人背景因素對相關判斷的影響。 

二、 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研究問題包括： 

1. 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速度、數量與品質如何？對於相關

判斷的認知與態度如何？ 

2. 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準則為何？主要利用哪些線索進行

相關判斷？各相關準則之重要性如何？ 

3.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人口背景，如：性別、電腦/網路使用經驗、閱讀習慣、

主題認知、學業表現等，對相關判斷之影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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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流程的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並選擇學校為研究場所。第一階段之實驗選擇於校

內電腦教室進行，第二階段訪談則以實驗結果挑選合適訪談對象。實驗部份無法

選擇學童實際上網場所（如家中）進行觀察；此外，限於學校空間使用規範，無

法於實驗後立即進行訪談。 

二、 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然根據皮亞傑認知發展階段，六年級

學童之正處於從具體思維進入抽象邏輯思考的階段，表達能力較其他年級之學童

佳，故本研究未納入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而選擇六年級學童為主要研究對

象，因而研究結果亦有其適用限制，無法概括全體。 

三、 抽樣方式的限制 

本研究以網際網路為研究環境，考量受試者皆須具備基本電腦操作能力以及

網路使用經驗，故以都會區之國小學童較佳，且抽樣方式採便利抽樣，選擇台北

市松山區○○國民小學六年○班之學童為對象，進行實驗與訪談，因此無法排除

地區性差異。同時，樣本數量有限，研究結果無法推論至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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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國小高年級學童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小高年級學童，即指台灣國民小學五年級與六年級學

童，一般年齡約 10-12歲。 

二、 網路資訊 

本研究所稱之網路資訊泛指網路環境中各種類型之資訊，如文字、圖片與影

像，並以各種型態呈現，如網站及網頁上之文章、資料庫內容、電子期刊等各種

能使用一般搜尋引擎檢索到之資訊。 

三、 相關判斷（Relevance judgment） 

從使用者角度而言，當某一資訊符合其資訊需求，不論滿足程度，皆可稱為

「相關」。相關判斷是指使用者在某段時間內接受或拒絕這類資訊之過程

（Schamber, 1996），呈現使用者之主觀意識。本研究中則指國小高年級學童決

定網路資訊是否與檢索任務相關之判斷。 

四、 相關準則（Relevance criteria） 

國內外文獻中之「相關判斷之影響因素」、「相關判斷之因素」，以及「相

關準則」，三者皆指促成使用者進行相關判斷之因素或理由（Schamber, 1996）。

本研究以「相關準則」通稱之，指國小高年級學童用以判斷相關與否之依據。 

五、 閱讀習慣 

本研究將國小高年級學童閱讀課外書的頻率、目的、態度與共讀情況，合稱

為閱讀習慣，並於問卷中轉化為詞義較中性之「閱讀情況」，以避免影響受試者

填寫時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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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題認知 

本研究將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某一主題所認知之知識程度、興趣程度與難易

度，合稱為主題認知，並分別安排問項於實驗網頁與評估表中，以了解該因素對

其相關判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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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文獻，作為本研究設計方向之

參考。第一節分析國小學童之資訊行為，包括國內外學童之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

行為；第二節針對相關判斷之研究進行探討，包括紙本、電子資源與網路資源之

相關判斷並討論有關兒童的相關準則研究。茲分述探討之。 

第一節 國小學童之資訊行為 

 根據 T. D. Wilson（1997）的定義，資訊行為包含有資訊需求、需求產生之

原因、回應需求的過程與行動，以及影響回應需求的因素。這代表資訊行為是一

連串複雜的過程。本章節內容從引發行為動作的資訊需求開始，到回應需求之資

訊尋求行為為討論範圍，其餘並不贅述。 

一、國小學童之資訊需求 

在兒童求學期間，小學是時間最長的時期，高年級階段更是跨入青少年的門

檻，為求給予更好的教育與照顧，對其資訊需求勢必先求了解。以下分別介紹國

內外針對兒童及小學生之資訊需求所做的研究。 

(一) 國外兒童之資訊需求 

加拿大曾研究四年級至六年級小學生的資訊需求（CACL, 1984），發現其

需要主要分兩大類：1.學校課業相關；2.個人有關之需求。課業相關之資訊需求，

便是學校課程內容與老師指定作業等，而和個人有關之資訊需求，則是以身體構

造等生理方面，以及與了解自然有關。 

美國康乃狄克州研究文獻計劃（Connecticut Research Document Project）

（Herman, 1983）亦曾針對公共圖書館兒童參考服務進行研究，發現從兒童讀者

提出之問題可得知，其資訊需求類別主要有四種：1.學校有關；2.與流行文化有

關，如電視電影；3.個人需求則常與暴力等社會議題相關；4.因個人特質而產生

之特殊需求，如身心障礙者。 



 

8  

從上述研究看來，接受學校教育的兒童，生活重心多半於此，故資訊需求幾

乎主要為課業相關，亦即曾淑賢（2001）所謂之「強迫性資訊需求」。然而以心

理學角度而言，兒童的資訊需求範疇亦符合其身心發展的層次。 

一項藉由訪談兒童工作者，進而了解兒童資訊需求的研究發現，其資訊需求

主題恰好與 Maslow 的五大基本需求層次理論類似（Walter, 1994）： 

1. 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如倫理道德、價值觀、休閒活動、

正式教育與課業上的成就需求。 

2. 尊重的需求（Esteem needs）：如倫理道德、價值觀、法律與經濟等社會規範

與體制、情感覺知，以及對多元文化的了解需求。 

3. 愛與歸屬的需求（Love/Belonging/Social needs）：如倫理道德、價值觀、休閒

活動、情感覺知、人際關係，與性教育等需求。 

4. 安全需求（Safety needs）：如性教育、交通規則、急救知識、犯罪防治，和

基本讀寫能力的需求。 

5. 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如個人健康、營養衛生、煙毒與酒精濫用、

受虐防治等需求。 

Kuhlthau（1988）研究小學生利用學校圖書館的情況，亦發現資訊需求階段

與心理學家 Jean Piaget 之兒童認知發展理論有很大的關連，即隨著兒童心智成

長，其資訊需求亦會有所差異。類似結果在 Solomon（1993）的研究中也曾出現，

同樣是小學生，不同年級、不同年齡，其需求亦不相同。 

而受到社會風氣、周遭環境與媒體影響，兒童也會有其他多樣化的資訊需

求。如 Minudri 曾提及新生代兒童對休閒活動方面的資訊需求（Fitzgibbons, 

1983）；Jane Adashko Avner（1992）也發現父母的興趣會影響其在家自學孩童

（Home schooled children）的資訊需求，像是戶外活動與藝文欣賞等；眾多研究

也相繼提到兒童受傳播媒體影響，都有通俗文化與大眾流行方面的資訊需求

（CACL, 1984; Fitzgibbons, 1983; Herman, 1983）。兒童資訊需求之複雜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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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 2003 年訪談對象從 5-18歲學童的研究中得見（Shenton, 2003）。該篇研究

訪談來自六所三級學校（即國小、國中及高中）受訪對象，回想近幾次藉由他人

直接或間接滿足資訊需求的經驗，從而歸納出多達 13 項的需求類型，其中最常

被提及之資訊需求為「課業相關」，見下表。儘管研究對象年齡廣泛，但若排除

當中未屬於國小學齡經驗者（如選系選課），亦仍有 12 項資訊需求類型，兒童

資訊需求之多采多姿，由此可見一斑。 

表 2-1-1 Shenton 研究之國小學童的資訊需求類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Shenton, A. K., & Dixon, P. （2003） 

 

(二) 國內兒童之資訊需求 

反觀國內，專以國小學童的資訊需求之研究篇章有限，儘管國外研究累積眾

多，但各國文化民情不能相提並論。以下介紹目前較具代表性之實證研究。 

陳嘉儀（2001）以台北市國語實小及北新國小兩校之高年級學生共 24名為

訪談對象，分析歸納出 11項其資訊需求主題類別，見表 2-1-2。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建議 與他人爭吵、健康、電腦病毒、考試、寵物染病 

生涯自然發展 字的意義、唸法 

個人問題 寵物、醫療處方 

情感支持 同情、爭吵、考試不佳、親友過世 

移情作用 好友過世向心理醫生諮詢 

技能發展 數學計算、溜冰、騎腳踏車 

學校相關 寫自傳、靜電研究、北極熊生態、造句 

興趣 賞鳥、園藝、電視節目、球員 

消費行為 購買商品 

活動預備 參與電視問答、參加考試 

自我發展 選系、選課 

複習或補充 數學概念、愛爾蘭發展歷史 

確認或驗證 檢查功課、數學作業、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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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陳嘉儀研究之國小高年級學生資訊需求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課業 自然科與數學科為最 

才藝 電腦與英文兩項最多 

大自然的知識 動物方面較多 

休閒活動 運動種類最多 

流行文化 電動與網路遊戲，幾乎占去受訪者大半時間 

社會議題 如政治新聞與法律知識 

人際關係 家庭與同學方面最多 

環境 如環保議題 

情緒問題 課業壓力為最 

身體的知識 如身體構造和性教育 

自我實現 如生涯規劃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嘉儀（2001）. 

 

該研究亦將高年級學生的閱讀興趣視為反映資訊需求的一大重點。她將訪談

高年級學生所得之閱讀興趣概分為三大類：文學類、知識類，與特別型式之讀物。

文學類提及最多者為一般文學、傳記勵志、推理偵探小說；知識類最多為歷史小

說與動物、大自然類；特別型式則以漫畫與報紙為主要。 

另外，在黃慕萱（2002）針對國小學生之資訊需求研究中，將研究對象廣大

至低、中、高六個年級的學童，進行深度訪談，整理其資訊需求類別，幾乎仍以

「課業」、「休閒活動」，以及「流行文化」為最常被提及的項目，其他則與先

前研究所得範疇相去不遠，差別僅於被提及的次數多寡。 

曾淑賢（2001）曾以問卷調查台北市 3183 名一至六年級之國小學童，大範

圍的研究從學童之資訊需求、資訊素養，乃至資訊尋求行為，作為設計兒童圖書

館線上公用目錄之參考。其中，關於各年級學童經常查詢之資訊主題部份可說是

包羅萬象，依序有：動物、自然景觀及生態、歷史、科學、植物、笑話與卡通、

運動及遊戲、民俗神話、人物、電腦、美術音樂工藝、節日由來及習俗、人類身

體、電影電視、機器、旅遊等。然而這些需求大部份非自發性，受到學校老師影

響非常大，學童自己有興趣探究之比例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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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國內外研究顯示，國小學童的資訊需求具備多元化與全面化的特

質，其類別亦涵括生活各層面。但最主要皆以課業相關為首要之資訊需求類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電視與網路等傳播媒體的影響，兒童不僅對大眾流行文

化的需求程度愈加，整體需求的多樣性亦愈加明顯，不再僅止於過去以滿足個體

基本需求為核心。 

二、國小學童之資訊尋求 

人一旦有了資訊需求，為求解決與滿足，便會產生資訊尋求的行為。關於兒

童之資訊尋求行為的研究，歷來研究之範疇廣泛，包括有：查找過程、查找技能、

檢索成敗及影響因素、檢索策略、介面偏好等等。以下針對兒童查找資源所使用

之載體的不同，分為圖書資訊查詢、線上公用目錄（OPAC）查詢、光碟等電子

資源查詢，以及網路資源查詢四部份進行探討。 

(一) 圖書資訊查詢 

在電子式資源與網路尚未發明前，多半藉由研究兒童利用圖書館查找資料的

行為，進而改善利用教育的內容，以提升圖書館提供之服務。 

Armbruster and Armstrong（1992）發現小學生找出資訊（Locating information）

的過程可分為以下四個步驟：1.目標形成（Goal formation）；2.文件選擇（Text 

selection）；3.資訊萃取及整合（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integration）；4.評估

（Evaluation）。並且認為教師應在較低年級時就提供系統化的指導，以協助學

童順利查找資訊（Armbruster & Armstrong, 1992）。 

然而當兒童並無特定目標時，多半會採用直接至書架區瀏覽的方式（程良雄

等，1999；曾淑賢，2001）。美國南緬因州一項非正式調查結果更顯示，兒童在

第一次造訪圖書館時，會利用瀏覽書籍封面與略讀內文的方式，選擇想要的圖

書；具備一定閱讀能力者，會依照主題吸引力與內容深度，考量其選擇（Lewis, 

1989）。同樣的，Cooper（2002）發現幼童的瀏覽方式具有一定的次序性，即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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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書皮、略讀目次以及內容，再決定是否選擇該書。若有特定查找主題時，

書籍封面上的圖片更是一大決定因素（Hirsh, 1999）。 

此外，Edmonds等人發現，若利用圖書館卡片目錄查找，年幼的兒童是一張

張查看抽屜，了解裡面有哪些字母，較年長兒童則可以了解字母順序規則而著手

翻找，這樣的差異與兒童認知發展階段有關（Edmonds et al., 1990）。Lewis進

一步觀察 98 位受試兒童於圖書館內的行為，發現四年級生除了已能利用卡片目

錄找尋特定資料外，並認為目錄中應記錄的資料有：1.出版日期及頁數；2.內容

主題與背景、人物角色；3.樣式與插圖；4.得獎紀錄；5.適合之年齡層。這樣的

反應亦可應用於兒童線上公用目錄的設計上（Lewis, 1989）。 

(二) 線上公用目錄（OPAC）查詢 

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以下簡稱 OPAC）的開

展成為查找資訊的一大利器，但由於使用上需要一定的認知及技能，對兒童來說

有其困難。在一項調查小學四年級、六年級，與八年級學童使用圖書館目錄之情

形的研究裡發現，四年級學童雖然能順利應用卡片目錄，但在使用公共圖書館

OPAC時卻出現障礙，學童難以決定下一步的動作（Edmonds et al., 1990）。1997

年 Külper等人（Külper et al., 1997）也提出兒童的查詢障礙項目有：1.難以描述

與表達檢索要求；2.不擅於使用鍵盤與拼字；3.用以檢索的詞彙與系統主題標目

不符；4.不熟悉分類法知識；5.不知如何計畫檢索或使用策略；6.在檢索系統中

容易迷失。國內則有張玉芳（2000）利用問卷與訪談方式，調查兒童使用 OPAC

時遭遇的問題，包括有以下方面：1.檢索技術；2.檢索語彙；3.知識背景；4.電腦

設備與介面設計；5.輔助說明不足；6.圖書館配合不周等等。這不僅與兒童心智

發展階段有關，亦與系統設計等各方面有所聯繫。故以下針對兒童使用 OPAC

的相關文獻，分為介面使用、檢索詞彙、成敗影響因素三方面做一探討。 

1. 介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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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小學生使用 OPAC系統，Fascik（1992）認為必須發展有效的軟硬體，

介面設計是重要的一環。然而觸控式螢幕介面的開發，其成功率只有 10%，比起

使用卡片目錄時的 65%低了許多（Edmonds et al., 1990）。原因在於，觸控式螢

幕雖設計為解決兒童關鍵字搜尋時產生、鍵入，與拼湊辭彙的問題，但這樣一來，

不僅一般使用者平均須觸摸螢幕 6 至 9 次才能找到一個想要的檔案，兒童在利用

書名、作者，或主題查詢上，至少也得觸摸螢幕 9 次，以限制縮小檢索辭彙。這

樣階層式的查詢介面，很有可能讓兒童在過程中迷失，甚至失去耐心（Hooten, 

1994）。 

根據 Solomon（1993）的研究報告指出，一至六年級的小學生使用關鍵字查

詢 OPAC時，成功率為 66%。然而在成功檢索之外，他認為兒童除了缺乏 OPAC

系統的瀏覽能力，還有無法理解主題標目採用的辭彙，並且在錯誤訊息出現時，

阻礙了兒童進一步探查的好奇心，因此建議 OPAC 必須提供適當的簡易檢索功

能，及充分的檢索詞彙修正建議，以利兒童發現資訊。 

Borgman 等人（1995）以及 Hirsh（1997）也相繼在兒童利用科學圖書館目

錄（Science Library Catalog，以下簡稱 SLC）的研究結果中，發現兒童使用該

OPAC 有 80%的成功率，是在於系統的圖形化與互動化介面。另外，由 Busey and 

Doerr（1993）發展的兒童目錄（Kid’s catalog），除了明亮的圖形介面，閱讀能

力與拼字錯誤也納入考量，更提供 100個兒童最常查詢的主題供瀏覽，這些都是

用以吸引兒童、配合兒童的輔助設計。 

國內研究則有曾淑賢（2001）在透過問卷、觀察與訪談兒童及專業人員意見

後，針對兒童圖書館與 OPAC 的功能與介面設計提出以下建議：1.介面設計應簡

單好用，並以適當文字配合圖像；2.介面操作以滑鼠為佳，觸控式螢幕其次，並

且儘量提供點選選項，減少兒童打字機會；3.資料庫應提供各種資料類型與可檢

索的資料庫一覽表，並連結優良讀物資料庫；4.不必提供太複雜或進階的查詢方

式；5.應提供按筆劃排列之標題詞彙、作家姓名一覽，及分類表綱要，並以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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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解的語言呈現；6.檢索結果的書目資料以簡略表格式為宜，但不必限制結果

數量；7.應提供列印、下載轉錄查詢結果的功能。 

2. 檢索詞彙 

小學學童在使用一般 OPAC 時，必須和成人一樣，鍵入系統接受的詞彙才

能進行檢索。但檢索所採用的字詞通常與個人經驗與認知概念有關，小學學童能

應用的詞彙多半有限，也直接影響其檢索成效。 

Solomon 於 1993 年所進行的研究中，發現小學學童除了能下一些如「貓

（Cats）」和「狗（Dogs）」等這類簡單具體並恰好符合主題標目者外，遇到複

雜的問題，尤其是抽象概念時，決定查詢關鍵字變得困難，並容易失敗。而

Solomon同時發現，學童常用以產生檢索詞彙的方式依序如下：1.單純字詞，如

恐龍「dinosaurs」；2.隨機輸入，再根據系統結果考慮下一步；3.欄位誤植，如

在題名查詢下鍵入作者名；4.簡易技巧，如使用布林邏輯。 

檢索詞彙的產生往往與檢索問題有關。Moore and St. George（1991）研究小

學五六年級學童，發現當檢索問題包含了明確的關鍵字時，多半學童皆能順利檢

索。反之，關鍵字概念不夠明確，甚至由學童自己決定檢索詞彙時，23 人當中

能順利檢索者不到 20 位（Moore & St. George, 1991）。 

有時兒童會先利用瀏覽目錄的方式決定檢索詞彙，但 Hirsh（1997）的研究

顯示，若兒童對目錄的分類階層不夠了解，便無法選用適當的詞彙進行檢索。以

兒童使用 SLC 為例，當要查詢太空人「Astronauts」時，若無法知道該類目位於

工程「Engineering」底下，便難以進行瀏覽和檢索。此外，Hirsh 亦發現兒童會

使用自然語言構成之完整疑問句查詢，但難以通用於各種系統中，並易因錯字而

造成失敗。 

特別的是，1993 年 Solomon 針對其研究結果指出，檢索詞彙往往也反映了

學童的閱讀興趣。如低年級學童對魔幻故事與動物的興趣，以及中高年級學童對

科學與文學的興趣，皆反映在其檢索詞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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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敗影響因素 

不少研究都曾以兒童使用 OPAC 檢索的成功與否，做為系統設計的參考。

而關於影響兒童檢索成敗的因素並非只有系統層面，亦與其他因素有關。 

1995 年一個關於 SLC 的研究中，雖然兒童難以瀏覽其階層式的結構，但發

現兒童的領域相關知識（Domain knowledge）、拼字與字彙能力，都是影響檢索

成功與否的因素（Borgman et al., 1995）。而另一個也是利用 SLC 的研究，在檢

驗任務複雜程度（Task complexity）與領域相關知識對兒童使用線上目錄的影

響。每位受試兒童都會被指定兩種任務：單純瀏覽任務（Single-browsing task）

與複雜瀏覽任務（Complex browsing task）。結果發現，在檢索時，若是兒童熟

悉的辭彙，通常比較容易檢索成功，即不論任務複雜度為何，具備領域相關知識

者之表現都較好（Hirsh, 1997）。事實上，1993 年的研究也曾出現相似結論，即

具備足夠相關知識者，較能在檢索時評估資訊是否符合需求，不管成人或兒童皆

是（Marchionini et al., 1993）。 

Solomon（1993）的報告顯示，兒童成功檢索的原因有：1.尋求他人協助，

如家人朋友等，這在低年級學生常見；2.懂得利用控制詞彙替代檢索，如廣義詞、

狹義詞等，在中高年級學生身上才會出現；3.使用較具體簡單的常見詞彙。 

根據以上，領域相關知識似乎是極具影響力之因素，其他還有兒童本身拼字

認字的能力、對系統操作的知識、是否有他人協助，以及先前的介面設計等等。

但在資訊尋求的過程中，這些因素之間會彼此產生作用，難以完全獨立，故實際

上的影響因素勢必更為複雜。 

(三) 電子資源查詢 

本部份的討論範圍以光碟、資料庫、電子參考工具書等具有固定更新頻率之

電子資源環境為主，而更新速度瞬息萬變的網路與先前討論過之圖書館 OPAC

並不在此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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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資源所在之載體不同於紙本資源，其查詢情境也略有差異，因而在

有關於兒童在電子資源查詢行為的研究中，多以其兩者之行為比較為重點，其他

則與 OPAC 相關研究略同，如檢索技巧與策略、影響成敗之因素探討等，以下

分述之。 

1. 介面使用 

針對兒童在使用電子資源的能力上，許多研究都持以樂觀態度，認為兒童具

有一定的操作能力。1989 年 Marchionini 研究 28名三、四年級，與 24名六年級

的小學生，在使用光碟版選項式介面之 Grolier 全文百科全書的情形，發現小學

生雖然沒有受過太多先前訓練，但都會使用全文資料庫，並認為這是由於小學生

在心智模式上會忽略許多電子資源特徵，進而產生相對適應的結果（Marchionini, 

1989a）。而 Oliver觀察研究兒童使用哺乳動物光碟百科全書的情況，亦發現兒

童都具有使用多媒體資源的能力，並且能從中找到所需要的資訊（Oliver, 1994）。 

在使用不同介面上，Large等人（Large et al., 1998）曾以 53 位中年級學童為

對象，設計指定主題，但由學童自組團體，自訂檢索問題，並使用三種不同介面

的光碟完成任務。結果學童皆能快速適應不同介面的光碟資料庫。 

2. 檢索技巧與策略 

儘管兒童在適應上表現出相當的接受度，但在檢索技巧與策略上仍極為缺

乏。為了解小學生使用互動式資訊系統（Interactive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 IIS）

的情形，Oliver（1996）指導 12歲學童如何利用電子百科全書查找資料。結果發

現學童極少應用有效的檢索技巧與策略，對如何下檢索指令也遭遇困難。同樣的

困境也在 Large等人（Large et al., 1998）與 Marchionini（1989b）的研究中出現。

就算問題由兒童自己決定，他們在鍵入適當的檢索詞彙上仍有困難，不太會形成

查詢字詞，亦無法形成有效檢索策略。而 Cooper（2002）從七歲學童身上發現，

檢索字詞的決定與檢索技巧的展現，其實受限於檢索問題的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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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ionini（1989b）研究亦指出，學童的檢索技能會受到性別與社經背景

差異。即男性學童的表現較女性學童好；社經背景較好之學童，其資訊查詢表現

亦較優。另外他也發現，年紀小的學童花費時間在決定查詢詞，年紀較長之學童

則偏好直接從標題與內文著手。這種年齡所造成的差異，在 Lu, I-Chung（1994）

的博士論文中亦得到支持。即年紀較小的兒童，比起年齡層較高者，較不會自發

性的運用適當的檢索策略，但在有效引導下，能呈現明顯進步。 

3. 成敗影響因素 

檢索問題、性別、社經背景與年齡影響兒童在檢索技能與策略的使用，可能

也間接影響到檢索的結果。但在其他研究裡，亦有其他因素影響檢索結果。 

Marchionini（1989b）發現，兒童在開放性任務（Open task）與封閉性任務

（closed task）的檢索中，開放性任務的表現較好，具較高成功率。另外，年紀

較長的學童表現出較高的檢索成功率，並且也比年紀小的學童花費較少時間。

Marchionini 另外歸納三個影響學童檢索成功與否的因素，分別為：任務結構、

認知能力，以及對於如何使用多媒體百科全書的了解程度。 

1993 年 Large比較小學生在使用傳統紙本的百科全書，與使用光碟版的百科

全書是否有差異。結果有 50%的學童都能利用兩種資源類型解決複雜的問題。雖

然無法證明使用光碟版百科全書所花費的時間較紙本少，但顯示兒童資訊尋求行

為的影響因素中，不同任務類型（簡單與複雜）較不同資源類型（紙本與光碟）

之影響具差異性（Large, 1993）。 

由此可知，文獻中曾被提及與兒童電子資源查詢成敗的相關因素至少包括

有：年齡、任務類型與結構、認知能力，以及對電子資源系統的掌握度等，而資

源類型對檢索成敗的影響程度則不一定。 

(四) 網路資源查詢 

網路不同於先前其他資訊查詢的環境，它具有擴張性、變動性與即時性等各

種難以控制的特性，其資訊尋求行為更為複雜，以下針對使用概觀、資源類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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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檢索技巧與策略、成敗影響因素，以及任務類型與性別差異等其他影響因素

幾方面之相關文獻作探討。 

1. 使用概觀 

故針對兒童使用網路的觀感，以及比較在其他環境下之資訊尋求行為的研究

不在少數。Kafai and Bates（1997）曾提出學校網絡行動計畫（School Network 

Action Project, 簡稱 SNAPdragon），請一至六年級的小學生為網路上使用過的

網站加註評論，讓其他學童也能接收同樣的訊息，藉以觀察當中的互動行為。結

果發現小學一至六年級的學童皆會利用網站輔助學習，也會捲動頁面並使用超連

結，顯示小學生具有網路基本操作能力。 

Schacter, Chung, and Dorr（1998）進行 32 位五年級與六年級學生的研究，

了解其使用網路的行為。每位學童使用網路至少已有 5個月的經驗，並且都得完

成兩種不同結構的檢索問題。研究發現學童表現出的行為是「尋找」（Seeking）

而非「計畫」（Planning），是「瀏覽」（Browsing）而不是「檢索」（Searching）。 

Hirsh（1999）隨機挑選十個五年級的小學生，規定他們必須利用紙本資源、

光碟資料庫，與網路資源，完成一份關於運動員的報告，過程中藉由訪談與錄影

從中了解其資訊尋求行為，結果發現學童在利用各種資料與資訊類型查找時，多

半著重於蒐集完成報告所需，幾乎未曾評估資訊的權威與正確與否。這樣的情況

也在 Enochsson 研究中出現。根據其研究 30 位 9 至 11歲瑞典四年級學童的結果，

Enochsson（2001）形容他們是「輕信」（Credulous）與「粗心大意」（Unreflective）

的網路使用者，顯示其缺乏網路資訊評估的能力。 

Wallace, Kupperman, and Krajcik（2000）在密西根大學數位圖書館計畫（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igital Library Project）的初步研究中，亦發現六年級學童

對於使用網路科技多能快速上手，但僅限於簡單的部份。學童對於查找特定問題

的答案，或是找到一個值得推薦的網站，仍是一大挑戰，可見對網路資訊尋求之

陌生。 



 

19  

Luckin, Rimmer, and Lloyd（2001）曾以電腦科技的角度，分別研究九歲與

十歲兒童對於網際網路（Internet）的概念，是否隨著使用而改變。他們讓兒童

藉由繪圖、問卷、與半結構式訪談，表現對網際網路的想法。結果兩次研究皆發

現，兒童並沒有覺知到網際網路最大的特徵－「連結」（Connection），即必須

要有連結，網際網路才得以存在。Luckin 等人認為，若兒童沒有具備「網絡」

（Network）的基本概念，便難以有效利用網路。 

2. 資源類型比較 

Large 與 Beheshti（2000）研究 50名 6 年級小學生使用網路資源完成學校作

業的情況，藉以了解與比較學童對網路資源與紙本資源兩者的看法。結果發現小

學生對網路資源的態度主要可分為三種：科技主義者（Technophiles）、傳統主

義者（Traditionalists），與實用主義者（Pragmatists）。科技主義的學童對網路

資源的反應偏好積極，認為幾乎所有資訊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並相信這是時代

潮流；而抱持傳統主義態度的學童仍喜好傳統紙本式的資源，如圖書館裡的百科

全書與其他參考書籍，認為其資訊經過時間的歷練與挑選，有一定的價值；對網

路資訊採實用主義看法的學童，則表示網路資訊固然有其優點，但不一定比傳統

資源好，換言之，實用主義者將網路視為傳統資源的「補充」，而非「取代」，

是先前兩種反應的平衡與中庸。 

Shenton 與 Dixon（2003）比較學童在使用網路資訊與光碟行為上的不同，

並從學童使用的字詞與想法探究其資訊領域。結果顯示學童在兩種資訊環境下的

檢索情況類似：幾乎不會檢查資訊來源是否具可信度；使用網路的頻率比光碟來

得高，並隨著年齡增長成正比；學童並認為光碟的缺點是資訊不夠詳細，而網路

的問題則是資訊太多，難以找到真正想要的。 

3. 檢索技巧與策略 

Hirsh（1999）隨機挑選十個五年級的小學生，規定他們必須利用紙本資源、

光碟資料庫，與網路資源，完成一份關於運動員的報告，過程中藉由訪談與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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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了解其資訊尋求行為。結果發現學童不擅長形成查詢與不使用進階進階檢索

功能。類似情況在 Kafai and Bates（1997）研究中亦出現，即只有較年長的學童

能有效使用搜尋引擎，以及基本的布林邏輯。雖然大部份網站中過多的文字與艱

澀字彙都不利瀏覽，但小學生仍然樂於其中。 

Bowler等人（Bowler et al., 2001）研究 50 多名六年級學童，採 2 至 3 人一

組的方式，以 1998 年日本冬季奧運比賽相關面向為題，搜尋網路資源完成作業。

結果發現一般搜尋引擎的介面對學童來說並不適用，大部份網頁的內容與字彙也

不適合小學生，加上學童缺乏檢索策略，以致儘管對題目有濃厚興趣，卻難以順

利完成研究者指派的作業。 

4. 成敗影響因素 

Bilal（2000, 2001）於美國田納西州（Tennessee）研究 90 名學童使用兒童

版奇摩搜尋引擎（Yahooligans！）的搜尋行為，每位學童均有一年以上的網路使

用經驗。Bilal 的目的在於了解學童的檢索過程、成功率、錯誤及失敗、如何探

索檢索結果、如何持續查找行為，以及學童在檢索之前、當中、與檢索之後的想

法及感覺為何。測驗分兩部份，一是先了解其使用網際網路、網路、搜尋引擎的

經驗，之後再進行真正的測驗，以八個問題測試其資訊尋求中認知、情感與技能

上的相互作用。結果顯示學童失敗的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兩大方面： 

(1) 兒童自身檢索行為 

� 查詢時使用自然語言，而未善用檢索策略。 

� 鍵入的關鍵字詞概念過於廣泛，以致查詢結果太多。 

� 在拼字錯誤導致檢索結果不如理想時，未訂正拼法，反而改用新的詞彙重新

檢索。 

� 瀏覽結果畫面時，只注意前幾筆，而忽略其他好的連結。 

(2) 搜尋引擎內容與結構方面： 

� 未給予錯字檢查與修正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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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提供兒童適用的索引典。 

� 未提供自然語言介面。 

� 未提供適合兒童的索引。 

� 未提供吸引國小學齡兒童的資訊。 

5. 影響因素：任務類型 

任務結構是網路資訊尋求行為研究中常被討論的影響因素。Schacter, Chung, 

and Dorr（1998）曾探討兒童在檢索不同任務類型時所表現之資訊行為。研究指

出，兒童對於未清楚定義（Ill-defined）之問題，較明確定義（Well-difined）之

問題表現為佳，顯示國小學童的資訊檢索表現，會受到任務類型所影響。其中，

依據檢索問題是否明確表達之不同，未明確定義者又稱為「檢索型」任務

（Searching task），如「請找出降低加州犯罪率可採行之措施的相關資訊」；明

確定義者則又稱「發現型」任務（Finding task），如「請找出加州最常發生之三

種犯罪類型」。然而就整體而言，兒童在兩種任務類型的成功率均不甚優。 

Hirsh（1999）的研究也發現，兒童進行檢索研究型任務（Research task）較

事實型任務（Fact-based task）來得困難，且較常瀏覽。不過 Bilal（2002a, 2002b）

就其系列研究結果指出，當兒童自訂檢索任務時，由於是自己選擇或有興趣的題

目，表現較指派任務投入、積極主動，且勇於挑戰，但不管任務是指定或自訂，

同樣有相似的檢索困境。 

6. 影響因素：性別差異 

性別也是許多研究曾提及之重點因素，但專於此者不多。Schacter 等人

（Schacter et al., 1998）就曾發現，五、六年級男性學童的網路瀏覽行為較女性

學童來得多。Large, Beheshti, and Rahman（2002）亦針對六年級學童的網路資源

查詢，令 2到 3 位同性別的學童為一組，進行性別差異研究。結果指出，男性學

童單次檢索所使用字（words in a query），與檢視網頁所花費的時間，皆明顯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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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學童少；而點選的超連結數，以及每秒跳頁數（Page jumps per minute）皆

多於女生，但其他方面則無較明顯的性別差異。 

Large 和 Beheshti（2002）在另一項研究裡，針對 6 年級學童的性別是否會

影響其資訊尋求行為進行探討。他們安排同性別的學童在同一組當中，進行網路

資訊檢索。結果發現男性學童在形成查詢時所使用的字數較女性少。在瀏覽時也

花費較少的時間，而每秒點擊的超連結數以及每分鐘跳頁數也都比女性學童多，

若以點擊滑鼠次數計算，亦表現出較高的網路互動性。該研究結果認為男孩在網

路上表現的較女孩積極。 

7. 其他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中較特別的是，Bowler等人（Bowler et al., 2001）將學童以分組方

式，利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報告撰寫。最後針對兒童的資訊尋求行為、資訊技能

與資訊使用，提出以下看法：1.教師所提出的問題會影響兒童資訊尋求與知識創

造的過程；2.對於電腦與檢索有背景知識的兒童較能善用網路；3.網路的設計並

不符合六年級學童的需求與能力；4.作業的格式限制了呈現的方式；5.小組合作

限制了學童回應問題的多樣性。 

 

綜合以上，國小學童具有適應新興檢索環境的基本能力，但認知上仍有差

距。但不論在何種環境下的資訊尋求，皆同樣遭遇到的困難有：無法決定檢索詞

彙、檢索技巧不足、缺乏檢索策略、介面或系統設計未考量學童之認知發展等，

進而影響學童的檢索成敗；而年齡、任務結構、性別差異、領域知識、作業要求，

甚至是分組方式，都會對於兒童之資訊尋求行為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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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判斷研究 

資訊尋求的過程隱含許多「選擇」，而選擇與否取決於個人判斷，儘管主觀，

卻有跡可尋。國小高年級學童正處認知轉換階段，了解其相關判斷行為，才得以

針對資訊尋求的全貌，做進一步的研究。以下從相關概念的意涵開始，進而介紹

相關判斷準則的研究，與專以兒童為對象之相關研究。 

一、「相關」概念之意涵 

「相關」概念的研究，至今已超過半世紀。最早是從資訊檢索系統的角度，

反向的經由「不相關」的觀點探討，並將系統設計為檢索「主題相關」（Subjective 

relevance）之資訊。 

直到 70 年代，傳統的查全率與查準率已不足以解釋相關，逐漸轉移至使用

者自訂（User-defined）的角度，著眼點在於相關判斷存在許多使用者主觀上與

情境上的變項（Barry, 1994）。Cooper 於 1971 年提出「邏輯相關」（Logical 

relevance），以「效用」（Utility）的觀點，認為使用者可根據檢索結果的價值

判定相關與否，Cooper 的說法雖仍以系統為導向，但已將使用者的觀感納入考

量（黃慕萱，1996）。 

直至 Wilson（1973）提出「情境相關」（Situational relevance），相關的概

念才真正進入轉折。Wilson延伸 Cooper 的邏輯相關，進一步導入使用者個人知

識狀況之因素，認為文章內的資訊若具有強化使用者本身想法的特性，則該文章

亦符合相關的條件。之後 80 年代的研究更深入證明了這樣的說法，即相關判斷

依賴使用者的知識與觀感，而相關評估是一種動態過程，會受到搜尋方式、使用

者目標、知識程度與信仰、被評估資訊的屬性、時間限制，以及取得資訊的成本

等因素影響（Savolainen & Kari, 2006）。 

 90 年代開始，陸續有學者用各種角度詮釋相關一詞，但皆不脫離以使用者

為中心的方向。1992 年 Harter 提出之「心理相關」（Psychological relevance）納

入相關評估具有動態特質的說法，認為相關的資訊就是能改變使用者認知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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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資訊，甚至提出「資訊即相關」的看法，因為資訊檢索便是在尋找相關資

訊（黃慕萱，1996）。 

表 2-2-1 是 Saracevic（1996）剖析相關意涵，所指出的五個屬性：關係

（Relation）、意向（Intention）、情境（Context）、推論（Inference），以及互

動（Interaction）。因此，從認知觀點來看，Saracevic 認為相關是指「在某個特

殊意向的情境下，藉由推論形成關係的互動過程。」簡言之，相關即是定義「關

係」的方式。 

表 2-2-2 是 Saracevic 根據不同「關係」所分類之五種相關表現形式。其中

「動機或情感相關」（Motivational or Affective relevance），在 Cosijn and Ingwersen

（2000）文章中正式被提及，且強調「互動」（Interaction）並沒有真正存在於

系統相關中，使用者只單純輸入查詢，得到系統回饋或查詢修正，姑且只能算是

查詢詞和系統演算法的互動，使用者並沒有參與其中，故應獨立被視為一種相關

類型，而非相關屬性。 

表 2-2-1 相關的五個屬性 

屬性屬性屬性屬性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關係 相關指涉關係的存在，通常用於溝通或交流。 

意向 相關所表現的關係包含了對象、角色、期望，以及動機。 

情境 意向往往來自某一情境中。 

推論 關係隱含具有效力的判斷。 

互動 推論是一動態過程，會隨著認知改變而影響其他屬性。 

 資料來源：Saracevic, 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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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Saracevic 的五種相關形式 

相關形式相關形式相關形式相關形式 與文獻產生關係之主體與文獻產生關係之主體與文獻產生關係之主體與文獻產生關係之主體 指指指指      標標標標 

系統或演算法相關 （System or Algorithmic relevance） 

查詢詞 比較效益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主題相關 （Topical or Subject relevance） 

查詢主題 有關 （Aboutness） 

認知或適切相關 （Cognitive or Pertinence relevance） 

使用者的知識狀態與其資訊

需求的認知 

 

認知一致性（Cognitive 

correspondences） 

資訊性（Informativeness） 

新穎性（Novelty） 

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 

情境相關或效用 （Situation relevance or Utility） 

情境、任務、問題類型 有用性（Usefulness） 

動機或情感相關 （ Motivational or Affective 

relevance） 

使用者的意向、目的、動機 滿意度（Satisfaction） 

成功率（Success） 

完成度（Accomplishment） 資料來源：修改自：Saracevic, T. (1996) 

 

 綜合以上，相關概念的發展從非「相關」即「不相關」的二分法開始，經過

系統相關、邏輯相關、情境相關、心理（認知）相關，一直到情感相關，下表為

本節提及之相關概念整理，大致上印證 Saracevic（1975）所認為之相關定義的

兩大類別：客觀的相關（Objective relevance）與主觀的相關（Subjective 

relevance），也從系統導向（System-based）慢慢走向使用者導向（User-based），

彼此分野明確，因此，儘管相關定義的探討始終未成定論，仍有其方向可循。 

表 2-2-3 相關概念整理 

 系統導向系統導向系統導向系統導向 使用者導向使用者導向使用者導向使用者導向 

客觀相關客觀相關客觀相關客觀相關 
• 系統或演算法相關 

• 邏輯相關 

 

主觀相關主觀相關主觀相關主觀相關 

 • 主題相關 

• 情境相關 

• 心理（認知）相關 

• 認知或適切相關 

• 動機或情感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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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判斷準則研究 

(一) 先導研究成果 

1960 年代，當學者紛紛為定義相關提出看法之際，亦有學者開始致力於研

究影響相關判斷（Relevance judgment）的因素或理由，即相關準則（Relevance 

criteria）。其中，大規模研究首推以下兩組學者。Rees and Schulz 為了解相關評

估的過程（Relevance assessment），曾於 1965 年至 1967 年進行一實證研究，結

果提出多達 40 個影響相關判斷的變數（Variables），而同年 Cuadra and Katter

的研究也發現了 38個變數，並歸納為以下類別（黃慕萱，1996）： 

• 文章類型：如主題與其難易程度。 

• 資訊需求的描述。 

• 使用者的背景、經驗與看法。 

• 判斷限制：如時間、檢索得到結果之數量與排序。 

• 表達方式及判斷尺度。 

這兩個研究都指出，影響相關判斷的不只有主題，使用者個人的差異影響亦

占重要地位，並建議將研究角度轉移至使用者，重視主觀因素的影響，恰好符合

當時相關概念的趨勢。在此之後，Saracevic 於 1970 年進一步根據先前研究整理

出影響相關判斷之五大因素集，其中五大因素分別是：文獻（Documents）、檢

索問題陳述（Queries）、判斷情境（Judgmental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呈現

模式（Mode of expression），及判斷者（People），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判斷者」，

而判斷者因素中又以「知識/經驗」影響最大。之後，Park 更於 90 年代的研究中

以此五大因素為基本架構，增修細部項目，如圖 2-2-1。 

Park 除了更新 Saracevic 之五大因素集，她接著針對十位來自五個不同領域

的使用者，研究他們利用文獻檢索系統時，對於書目資料的評估，藉以發展出相

關判斷準則。她將結果分為以下三種範疇探討（Park,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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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部範疇（Internal context）：是指使用者本身與文獻的關係，如主題熟悉度、 

使用者的教育訓練等，因與使用者的經驗有關，故又稱經驗範疇（Experience 

context）。 

2. 外部範疇（External context）：是影響檢索的因素，如資訊需求的排序、使用

者的檢索目的等，因與使用者個人當下的檢索有關，亦稱檢索範疇（Search 

context）。 

3. 問題範疇（Problem context）：指使用書目資料的原因或動機，如尋找名詞定

義、獲得新想法等，由於多半是與資料本身內容有關，Park 也另稱為內容範

疇（Content context）。 

值得注意的是，Park認為上述三個範疇與相關判斷直接有關，稱為「使用者

特徵」（User-based characteristics），但她提出另外有一與文獻有關的「文獻引

用特徵」（Citation-based characteristics），是使用者在引用文獻時構成的，亦有

五個範疇，其與內部、外部，和問題範疇之間的關係為圖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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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影響相關判斷的五大因素集 

 資料來源：Park, T. K. （1992）. 

 

 
相關判斷 

檢索問題陳述 

• 主題 
• 內容重點 
• 難易程度 
• 專指性或資訊量 
• 問題明確性 
• 文字屬性 

判斷者 

• 知識/經驗 
• 智力程度 
• 認知狀態 
• 個人偏見 
• 判斷經驗 
• 判斷態度 
• 相關概念 
• 使用者導向 
• 預期值 
• 錯誤傾向 

判斷情境 

• 判斷時間 
• 文獻次序 
• 資料筆數 
• 文獻位置廣度 
• 使用控制的判斷 
• 判斷一致的壓力 
• 任務專指性 
• 相關定義 

文獻 

• 主題 
• 內容差異 
• 困難程度 
• 學科困難程度 
• 資訊量 
• 資訊濃縮程度 
• 文字屬性 
• 其他屬性 

呈現模式 

• 判斷尺度類型 
• 尺度類型數量 
• 所需反應類型 
• 可得之支援 
• 操作易用性 

相關排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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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Park 的使用者構成之相關因素圖 

 資料來源：Park, T. K. （1993）. 

 
內部範疇 

 
相關 

 外部範疇 
 問題範疇 

 
題名 

 
期刊 

 
出版時間 

 
作者 

 
摘要 

品質 
主要重點 

方法 

特質 

資料型態 

可得性 

學科領域 

效益 

關鍵詞 品質 

學術課程 

機構 

學科領城 

地位 

主題 

關鍵詞 
形式 

文獻引用特徵 使用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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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mber（1994）曾探討相關在資訊檢索中的角色與其評估和測量，如下表。

她從系統之查準率與查全率開始，使用者滿意度、使用者的判斷情境、決策過程

到認知方法，皆有著墨，並整理 Rees and Schulz 與 Cuadra and Katter，以及其他

學者先前的研究結果，將相關判斷的準則歸納為下表之六大類別：判斷者

（Judges）、檢索問題（Requests）、判斷情境（Judgement conditions）、資訊系

統（Information system）、文獻（Documents）、選擇尺度（Choices of scale），

可以發現與 Saracevic、Park 之五大因素集相去不遠，唯「資訊系統」一類有所

不同。 

相關判斷所牽涉的不僅是判斷者當下所處的環境與狀態，還有過去的經驗，

甚至須考量接下來的行為。以上研究與文獻都以 60 年代學者的研究為出發點，

整理歸納其結果，並增加新發現與個人觀點，為日後相關判斷準則之研究立下基

礎。 

表 2-2-4 Schamber歸納之六大類相關準則 

資料來源：Schamber（1994） 

 

(二) 近年相關準則研究成果 

1. 相關準則是一有限範圍 

延續先前成果，90 年代相繼出現各種針對不同資訊需求的相關準則研究，

對於相關準則的了解各有其貢獻。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判斷者 偏見、認知型態、教育、智慧、知識/經驗、研究階段 

檢索問題 難易度、主題內容、文字屬性 

判斷情境 文獻位置的廣度、相關定義、文獻排序、文獻筆數、判斷壓力 

資訊系統 
檢索、瀏覽、查全率、查準率、延伸性、新穎性、可用性、互動性、

可靠性、時間成本、金錢成本 

文獻 關於、正確性、美感、困難度、重要性、新穎性、時效性、文章風格 

選擇尺度 操作便利性、尺度類型、尺度類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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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mber（1991）研究 30 名氣象專業人員在檢索氣象資訊時的相關判斷，

從使用者對所得資訊的 811個回覆中，歸結出 10種相關準則，其中以呈現品質

（Representation quality）、時效性（Currency）與可靠性（Reliability）最常被提

及。此外並得知經常使用的 7種資料來源為：自己、他人、公共資訊、專業資訊

系統、電視、廣播、報紙。 

Barry（1994）研究 IR 系統使用者對於文獻的相關判斷，以 18 名美國路易

斯安那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不同領域的學生與職員為研究對象，要

求他們於檢索過後，在符合資訊需求的文獻上作標記，並訪談了解原因。Barry

把使用者所提出的評斷視為「相關準則」（Relevance criteria），989個回覆中一

共歸納出 7組 23個相關準則類目（Relevance Categories），當中最常被提到的

是深度/範圍（Depth/Scope）。Barry（1998）接著以先前研究結果為基礎，進而

研究哪些文獻表徵（Document characteristics） 或線索（Clues）足以替代文獻內

容為判斷依據。 

比較 Schamber 與 Barry 的研究設計，前者為專業人員的實務環境，後者則

是學術環境。結合兩者研究結果可得知，文獻內容是使用者最為重視之判斷準則

範疇，但最具價值的發現在於「相關準則存在一有限範圍內，且適用於不同的使

用者與情境中」（Barry and Schamber, 1998）。表 2-2-5、2-2-6、2-2-7 為近年來

之文獻相關準則研究整理，更強化 Schamber and Barry 之結論，且儘管不同研究

者從各種角度劃分類別，相關準則的範圍確實有其界限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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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近年來之文獻相關準則研究整理 

 

（接下頁）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Schamber （1991） 
氣象資訊 

專業人員 （30） 
10 

呈現品質、時效性、可靠性、可驗證性、地理鄰近、具體性、可及性、正確性、清晰度 

Barry （1994） 
線上自由檢索 

教職員 與學生 （18） 

23/7 

文獻資訊 內容 

深度與範圍、客觀正確性/合理性、清晰度、新近性、真實性、效率 文獻來源 來源品質、來源聲望/能見度 文獻實體 可得性、取得成本 其他資訊 與來源 

其他論點一致性、外部驗證、資訊可得性、個人可得性 使用者情境 時間限制、與作者的關係 使用者觀點與偏好 

主觀正確性/合理性、情感、背景/經驗 使用者背景 
理解能力、內容新穎性、來源新穎性、文獻新穎性 

Bruce （1994） 
個人學術研究 

研究生 （6） 
10/2 

文獻屬性 
作者、題名、主題描述、出版來源、出版時間 資訊屬性 
正確性、完整性、內容、聯想性、適時、論述 

Park （1997） 
個人學術研究 

研究生 （24） 
12 

適用性、滿意度、助益性、重要性、有趣性、需求性、有關性、相關性、相似性、研究性、可用性 

Bateman （1998） 
個人報告 

研究生 （35） 
9 

主題性、可得性、新穎性、流通性、資訊品質、呈現特性、來源特性、資訊特性、資訊吸引力 

Tang and 

Solomon （1998） 

學期報告 
研究生 （1） 

10 

主題相關、文章類型、相似重點、重覆性、新近性、長度、深度/廣度、語言、地理特徵、文章版本(重覆)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類類類類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    



 

  

表 2-2-6 近年來之文獻相關準則研究整理（續 1） 

 

（接下頁）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Wang and 

Soergel（1998） 

個人學術研究 

教授與 研究生 （14+11） 

11 文獻 

主題性、定位/層次、學科領域、新穎性、期望品質、時效性、閱讀時間、可得性、取得條件、權威性、關係/來源 

 

Wang and 

White （1999） 

個人學術研究 

教授、博士生、研究生 （8+6+1） 

25/6 

使用者的 知識 

使用者的認知狀態、 知識背景與經驗 使用者判斷之文獻特徵 

內容品質、深度、經典性、 知名度 經銷商聲望 
出版品聲望、作者出版量、 核心期刊 文獻品質 同儕評鑑、參考書目 研究撰寫 
與使用者關係、預期成果、目標期刊、與使用者有關之作者 

Hirsh （1999） 
個人課堂報告 

小學生 （10） 
14/2 

文字 

主題性、新穎性、趣味性、 品質、同儕興趣、便利性/可及性、新近性/話題性、權威性、語言 圖片 
趣味性、清晰度/完整度、 同儕興趣、適切性、權威性 

Vakkari and 

Hakala （2000） 

學位論文計畫 
研究生 （11） 

25/6 

文獻資訊 內容 

主題性、觀點、新近性、學科領域、文獻範圍、參考書目、案例、資訊清晰度、研究途徑 文獻來源 
與來源的關係、來源類型、 作者聲望 文獻實體 可得性、文件篇幅 使用者情境 時間限制、研究階段 使用者經驗與偏好 

理解能力、語言、興趣、 新穎性、重覆性/飽和度 資訊類型 
一般資訊、專業程度、理論資訊、方法來源、實證來源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類類類類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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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近年來之文獻相關準則研究整理（續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相關準則的動態現象 

在過去相關定義的探討中，Saracevic（1996）認為相關是一個經由推論的互動

過程，其中便暗示了動態關係的存在，眾多學者也在相關判斷的研究結果中發現，

隨著檢索過程的推進，使用者相關判斷的改變使得相關準則也產生某些變化。 

表 2-2-8 為相關準則動態現象之研究整理，從中可歸納得知：相關準則具有隨

著檢索歷程而改變的現象。在檢索歷程前段，使用者由於對檢索主題不夠了解，

對相關判斷的要求只須符合部份相關條件即可，因此判斷出較多相關文獻，且大

部份使用者所憑藉的相關準則也幾乎集中在主題性（Topicaluty）；而隨著檢索經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Maglaughlin 

and  

Sonneald （2002） 

學位論文撰寫 
研究生 （12） 

29/6 

摘要 可引用性、資訊性 作者 

作者新穎性、學科領域、 機構聲望、作者地位、正確性/合理性、背景資訊 內容 

內容新穎性、對比、深度/範圍、學科領域、引用文獻、其他連結資訊、與其他領域相關、 稀有性、文獻主題、刺激度 文獻全文 
讀者群、文獻新穎性、類型、 預想內容、效用性、新近性 期刊或 出版者 

期刊新穎性、主要重點、 理解品質 參與者 他人作品、時間需求 

Yuan, Belkin, 

and Kim （2002） 

指定問題需求 

IRS系統 使用者 （28） 

8 
主題性、新穎性、即時性、資訊品質、呈現方式、資料來源、描述性資料、吸引性 

Xu and Chen （2006） 
指定問題需求 

大學生與研究生 （119） 

4 主題性、新穎性、理解性、可靠性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類類類類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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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增加，使用者在過程中亦累積對主題領域或檢索任務的認知，因此在檢索後

段較能聚焦相關判斷的重點，主題性的影響不如先前，隨之而起的是符合檢索需

求的各種多元化準則。除了主題性，其餘相關準則在檢索歷程中的動態變化仍須

更多研究結果確認，如 Vakkari and Hakala （2000）與 Taylor等人（2007）對興趣

的研究結果便有互有出入。 

不過這些相關準則研究多以資料庫、光碟或書籍等文字型文獻為檢索標的，

使用者亦多為大學生以上具有較好表達能力者為對象。像 Hirsh（1999）以小學生

的相關準則為研究重點，納入網際網路為檢索環境，以及考慮圖片相關準則的較

少。 

表 2-2-8 相關準則動態現象之研究整理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Bruce （1994） 研究生 （6） 

• 分為系統檢索前、檢索後但文  獻獲取前，以及文獻實際獲取後三階段對文獻做效用評估 

• 對應三評估階段為問題陳述、系統互動、文獻互動三個構面，建立動態指標（Motion 

index） 

• 建立一個檢測使用者情境動態之相關評估的模式 

Spink,  

Greisdorf, and 

Bateman （1998） 

大學職員與研究生 （55） 

• 著重四個不同 IR 系統使用者研究的初始相關判斷 

• 將相關程度判定分為相關、部分相關、不相關 

• 「部份相關」文獻在初始階段相對重要。當使用者對問題有一定了解後，就會將判斷標準轉移提升至「相關」上 

Wang and  

White （1999） 

教授、博士生、研究生 （8+6+1） 

• 研 究 使 用 者 在 選 擇（ Selecting ） 、 閱 讀（Reading）、引用（Citing）三階段的相關文獻評估行為 

• 使用者選擇的文獻量比實際使用到的多 

• 愈接近引用階段，所採用的相關準則就會愈分歧多樣 

Hirsh （1999） 小學生 （10） 

• 作業要求除了文字內容外，亦需有圖片佐證 

• 於學童檢索中期及檢索後期皆進行訪談，了解相關準則是否產生變化 

• 主題性（Topicality）在資訊搜尋的前半階段較後半重要 

• 針對圖片的相關準則在後半階段呈現增加的趨勢 

• 搜尋歷程具有累積作用，學童在過程中產生學習而調整判斷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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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性別差異，但因樣本不足而缺乏統計上的效力。 

Vakkari and 

Hakala  （2000） 研究生 （11） 

• 資料蒐集分使用者焦點形成前、中、後三時期 

• 將使用者於各時期內的檢索資訊分為一般背景資訊、平面背景資訊、以及焦點資訊三種深度 

• 於檢索前後兩次訪談使用者 

• 在焦點形成前使用者多檢索一般背景資訊類型，如理論或概念模型，且以部份相關文獻為多 

• 焦點形成期以提供更深入理論或方法論的平面背景資訊為主 

• 焦點形成後則以實證研究文獻為重點 

• 前期判斷的相關文獻比後期多，原因在於過程中知識增進，影響使用者相關判斷能力 

• 具體性（Specificity）在檢索後期重要性不如前期，興趣（Interest）在檢索後期明顯重要 

Tang and 

Solomon （2001） 大學生 （90） 

• 比較先前實驗與自然兩種研究中不同任務情境的相關準則 

• 分析使用者從評估如摘要或總結等文獻替代物階段到評估全文文獻階段其相關準則的變化 

• 從微觀（Micro）－單一相關準則與鉅觀（Macro）－相關準則類別兩種角度探討階段變化 

• 從微觀角度，兩種任務情境下皆會隨評估階段產生變化的準則有：清晰度、重要性、新穎性、時效性、主題焦點，以及主題相關 

• 相關準則的重要性會受任務情境影響 

• 從鉅觀角度，自然情境下，主題性（Topicality）的重要性會在評估後期大幅下滑，認知狀態與資訊品質的重要性則會上昇 

Taylor, Cool,  

and Belkin （2007） 大學生 （300） 

• 針對每篇檢索文獻填答開放式問卷，以量化方式分析 

• 分析比較選擇、學習、焦點形成，以及寫作四階段的相關準則變化 

• 後期的相關準則較前期分散多元 

• 主 題 性 （ Topicality ） 與 具 體 性（Specificity）在前期的重要性比後期高 

• 後期對新穎性（Novelty）的重要性認知提高 

• 興趣（Interest）準則在後期並非明顯重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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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與多媒體資料類型之相關準則 

直至90年代末期，以網路環境或圖像與影像等多媒體資訊為焦點的研究開始

出現。有的以虛擬圖書館為研究環境（Fitzgerald and Galloway, 2001）；有些是探

討圖像或影像等不同資料類型的相關準則（Hirsh, 1999; Choi and Rasmussen, 2002; 

Hung et al., 2005; Yang and Marchionini, 2004）；有的是探索評估網路超連結或網

頁的標準（Savolainen and Kari, 2006）；有些則是探討不同群體如孩童或專家學者

的評估準則（Hirsh, 1999; Rieh, 2002）。其相關準則之研究結果整理為表2-2-9、

2-2-10。 

可以發現，不論是網路環境下的相關準則，或是圖像等文字以外的相關準則，

主題性仍舊是最主要的判斷依據。此外，由於相關準則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故

專業人員的相關準則亦成為重點，也可以說，在面對資訊量一日千里的網際網路

時，發展更具公信力與權威性的相關準則愈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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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9 網路與多媒體資料類型之相關準則研究整理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Fitzgerald and 

Galloway（2001） 

個人研究報告 
大學生 （10） 

32/3 

相關原因 

趣味性、特殊觀點、實用性/有用性、特殊用途、禁止的概念、分歧、具體、背景資料、周全、必要、意外發現、先前經驗 評鑑原因 

滿意、情境、方法、觀點、 不充份、作者名聲、新近、 錯誤方法、顯著、熟悉度、 認同、權威 影響原因 
有趣、喜好/厭惡、擾亂、需要、傷心、困擾、快樂、愉快 

Choi and 

Rasmussen（2002） 

美國歷史 圖像檢索 

研究生 與教職員 （20+18） 

9 
主題性、正確性、時間限制、聯想性、新穎性、完整性、可及性、資訊吸引性、圖像技術屬性 

Rieh （2002） 
指定問題需求 

專家學者 （15） 
6/2 

預測準則 
資訊品質、認知權威、主題興趣、情感面、整體期待 評估準則 
資訊品質、認知權威、主題興趣、美學面、情感面、整體期待 

Hung, Zoller, 

and Lyon（2005） 

新聞圖像 

新聞 從業人員 （10） 

23/3 

一般性任務 
主題性、情感、審美觀、動作、印象、相似性、偏好、文字資訊 專指性任務 
主題性、情感、臉部特徵、審美觀、動作、姿勢、外觀、感情 抽象性任務 
主題性、情感、審美觀、印象、相似性、情境、文字資訊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類類類類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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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0 網路與多媒體資料類型之相關準則研究整理（續 1） 

 

 

4. 相關準則研究的困境 

儘管相關準則為一個「有限範圍」，但範圍當中仍是紊亂不堪。由先前近年

相關準則之研究結果整理表來看，在眾多相關準則中，可以發現許多類似的準則

項目，這是由於各家學者對於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與詮釋所造成的差異，也是相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資訊需求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Yang and 

Marchionini（2004）* 

電影影像 

教授、 館員、 影像編輯 （2+2+1） 

18/3 

文字型 
主題性/有關、日期/新近性、國家、作者來源、類型、時間其他 視覺型 
拍攝技術、物件/人物/事件、動作、風格、其他: 兩者通用 
興趣、熟悉度、可及性、適用性、聯想性、其他 

Savolainen 

and Kari（2006）* 

指定問題需求 

大學生與建築、 工程、企管專業人員 （9） 

15/2 

超連結 

接受 

具體性、主題性、熟悉度、多樣性、有趣性、可及性、情感性、可靠性、可用性、語言、新穎性、清晰度、安全性、合理性、其他 拒絕 

缺乏可及性、缺乏具體性、情感性（負面）、缺乏時間、無法理解 

網頁 

接受 

具體性、主題性、多樣性、熟悉度、新穎性、可用性、可及性、清晰度、有趣性、情感性、合理性、新近性、可靠性、其他 拒絕 

缺乏具體性、缺乏可及性、無法理解、缺乏清晰度、可用性不足、非主題相關、情感性（負面）、缺乏新穎性、缺乏多樣性、時間限制、缺乏新近性 陳慧珍 （2006）* 

自訂圖像 檢索任務 

研究生與大學生 （15+19） 

9 
主題性、正確性、聯想性、時間資訊、完整性、可及性、趣味性、美感、圖像屬性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類類類類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別數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示該研究事先歸納相關準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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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準則研究一直未能突破的障礙，Xu and Chen（2006）就曾歸結出相關準則研究

的六大困境： 

(1) 數量龐大：相關準則是為了建構更完整的預測模式，並應用於資訊檢索系統

中，讓使用者善用進而得到更好的檢索回饋，然過多的相關準則反成不切實際。 

(2) 詞義混亂：同樣的準則由於不同學者或使用者的命名而有出入。如正確性

（Accuracy）與可靠性（Reliability）。 

(3) 概念重疊：相同的概念在某一研究裡的不同準則中出現。如「Novelty」、

「Recentness」與「Temporal issues」，都隱含了相同的時間概念。 

(4) 範圍模糊：針對資訊檢索系統或針對文獻之相關判斷應界定清楚。對於文獻的

相關判斷應著重於內容，而非實體屬性，例如實體取得性或金錢成本。 

(5) 因果不清：文獻屬性與相關判斷層次關係不同。效用（Utility）、可用性

（Usefulness）、切題度（Pertinence）、資訊性（Informativeness），以及助益

性（Helpfulness）等，應被視為隨著相關判斷而變的依變項（果），而非獨立

變項之相關準則（因）。 

(6) 缺乏量化分析：過去相關準則的研究幾乎以質化方式進行，藉由使用者自我闡

釋相關判斷的原因，並由研究者進行歸納，導致相關準則的「有限範圍」不斷

膨脹擴大沒有定論。應以統計分析方式，經由檢定已知相關準則，強化存在感，

奠定其地位。 

總結以上近年相關準則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相關準則可以跨越不同的使用

者族群（大學生、研究生、學者專家、專業人員等）與不同的任務情境（自由檢

索、指定問題、特殊主題等）而相互分享，不同的資料類型亦有相通之處（文字、

圖片、影像），並會隨著檢索歷程而產生改變，主題性（Topicality）是目前使用

最為廣泛且公認的首要相關準則，然而長久下來產生的困境仍有待突破，才能發

展出更為一致的相關判斷準則。 

 



 

41  

三、國小學童之相關準則研究 

先前探討國小學童之資訊行為時並未探討其相關準則，然而儘管相關準則研

究已有超過半世紀的歷史，其中針對兒童，特別是國小學童者並不多。Hirsh（1999）

是少數研究國小學童利用 OPAC、光碟資料庫，以及網路等多種資源之相關準則的

學者。在此之前，對於國小學童在使用網路時的行為僅略有著墨，或只能從其使

用文獻時的相關判斷加以推敲。 

就先前研究成果顯示，Wallace and Kupperman（1997）指出學童僅就「表面

價值」進行判斷，只求儘快完成作業；Schacter, Chung, and Dorr（1998）則發現學

童很少對網路資訊的可信度與權威性產生質疑，甚至進行評估。直至 Hirsh 的研

究，才對國小學童的相關判斷準則有較全面且清楚的認識。Hirsh 研究 10 名國小

五年級學童，利用 OPAC、光碟資料庫與網路資源完成一份圖文並茂，且須上台報

告的運動人物主題作業，從兩次訪談中歸納出學童的相關判斷準則，其結果可參

考先前整理表格。 

Hirsh 研究結果與其他研究類似的地方在於，國小學童同樣以主題性為基本判

斷原則，並且也呈現出依檢索歷程而改變的動態現象。相異處則是，國小學童相

關判斷的範疇不如其他大學生以上的使用者來得周延，且特別的是，會考量同儕

興趣做為相關判斷的準則，這與其認知發展程度以及正處初級學校教育有關。 

 Hirsh 之後的相關判斷研究，轉而以網路環境為主，但並未特別歸納出學童的

相關準則。Enochsson（2001）曾藉由訪談 32名 9 至 11歲學童選擇網頁的方式，

如何判定網頁的「優劣」，了解其對網路資訊可靠性（Reliability）的觀感。結果

在對網路資訊的認知上，學童被歸類為三種類型：具體思考的（Concrete thinking）、

易受騙且輕信的（Credulous and unreflecting）、以及具警覺性但仍相信的（Aware 

but still unreflecting），見表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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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 Enochsson 的學童網頁選擇之研究結果 

選擇途徑選擇途徑選擇途徑選擇途徑/方式舉例方式舉例方式舉例方式舉例 
具批判能力人數具批判能力人數具批判能力人數具批判能力人數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覺知型態覺知型態覺知型態覺知型態 

優 喜歡或有興趣的內容、含大量精美圖片 
1/9 具體思考的 

劣 無趣的、圖片過於簡陋 

優 
以效益、互動性與下載等介面因素決

定，版面要能讓人馬上找到想要的內容 2/12 易受騙且輕信的 

劣 帶有謊言的內容 

優 開啟前能先預覽說明的圖片 
6/11 具警覺性但仍相信的 

劣 （未說明） 

 

 

Enochsson 的研究並未特別指出學童依據怎樣的準則選擇網頁，反而以學童對

於網路資訊的覺知型態為重點，點出網路環境下相關判斷的一大隱憂：網路資訊

的真偽。 

 然而，國外的研究發展至今，能論及網路資訊的種種面向，在於過去累積的

豐碩成果，反觀國內，除了一般成人使用者研究外，對於國小學童的研究多為資

訊需求方面，或以網路和其他資訊系統使用情況為主，針對國小學童網路資訊的

相關判斷準則者甚少，故本研究以此為題，期能為國小學童的相關準則研究提供

基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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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共分五節說明研究設計。第一節由研究流程與架構敘述本研究進行過程

與概念；第二節介紹研究對象，分為實驗受試者與訪談受訪者；第三節闡述研究

方法與設計，包括實驗法、問卷調查法、檢索歷程記錄分析法、訪談法與觀察法；

第四節針對上節所述之研究方法，介紹所需使用之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方式；最

後第五節說明實驗實施之程序，包含前導研究與正式施測兩部份。 

第一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3-1-1。開始訂定主題方向後，確認研究的目的與界定

出研究問題，接著進行相關文獻探討與分析的部份。在了解國內外相關研究主題

文獻後，著手擬定研究方法，並選擇適合之研究工具，待發展完成後進行前測，

以確定研究設計之可行性及發現須修改之處。在修正研究設計後，正式進行研究，

取得所需之量化與質化資料，於後進行分析與歸納，最後針對研究結果，給予結

果與建議。 

其中，研究設計主要分實驗與訪談先後兩階段，簡要流程如圖 3-1-2。而根據

研究目的與問題所提出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1-3。從第一階段的實驗中可得

知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特性，以及對主題知識的了解與興趣

程度等主題認知。另外，從實驗中所填寫的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可了解國小

高年級學童認知之各相關準則的重要性為何，與其主觀認知之題目難易度，而接

著填寫之個人背景問卷，則可得到學童之性別、閱讀情況與電腦使用經驗等個人

背景因素，其中，個人背景因素當中之學業表現一項，由導師提供之參考資料為

依據。 

第一階段之實驗在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一般相關判斷行為，如判斷筆數、判

斷品質、瀏覽頁數等，較深入之相關判斷行為則經由第二階段的訪談獲得，以了

解其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的其他面向，如判斷線索為何，以及是否有其他用以判斷

之方式，訪談對象由實驗結果篩選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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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流程圖 

訂定研究主題 開 始 

文 獻 探 討 

確認研究目的 

界定研究問題 

擬定研究方法 

發展研究工具 

前 導 研 究 修正研究設計 

正式進行研究 分析與歸納 

結論與 建 議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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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實驗與訪談流程圖 

實驗開始 

說明實驗步驟 

進行相關網頁判斷 

填寫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 

填寫個人背景問卷 

實驗結束 

依據實驗結果篩選訪談對象 

進行個別訪談 

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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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研究架構圖 

 

 

 

個 人 背個 人 背個 人 背個 人 背 景景景景    

• 性別 

• 電腦/網路使用經驗 

• 閱讀習慣 

• 主題認知 

• 學業表現 

 

 

 

 

相關判斷行為相關判斷行為相關判斷行為相關判斷行為    

• 花費時間 

• 判斷題數 

•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 相關判斷變動率 

•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 相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 推薦網頁品質平均分數 

 

 

 

相關準則判斷線索相關準則判斷線索相關準則判斷線索相關準則判斷線索    

• 主題性 

• 新穎性 

• 趣味性 

• 品質 

• 同儕興趣 

• 便利/取用性 

• 新近性/最近話題 

• 權威性/可信度 

• 語言/可理解性 

• 圖片清晰度 

• 圖片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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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小高年級之學童，其限制已於第一章第五節之研究限

制中說明，採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選擇都會區之國小學童，無法

排除地域性的差異。另外，由於六年級學童之認知發展正處於從具體思維進入抽

象邏輯思考的階段，且表達能力較其他年級之學童佳，故本研究選擇六年級學童

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主要分為實驗與訪談兩大階段，故將兩階段之研究對象分

述於下： 

一、 實驗階段 

實驗階段以松山區○○國小六年○班一共 32 位學童為受試者，其中一名學童

因有閱讀障礙，故不列入受試者範圍；另兩位學童雖有情緒障礙，但導師表示並

不影響實驗，故實際接受實驗之學童有 31 位。 

實驗於校內電腦教室進行，於二節課內實驗完畢。並根據實驗結果，並參考

導師意見，挑選適合訪談之學童。 

二、 訪談階段 

訪談階段以先前實驗之 31名學童中，依電腦/網路使用經驗與學業表現為主要

條件，其他個人背景為輔助條件，同時要求性別數量平衡，及經考量導師建議，

選擇適合學童共六名（男女學童各三名），進行一對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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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為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對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研究設計包括有實驗

法、問卷調查法、檢索歷程紀錄分析法、訪談法，以及觀察法，細節分述如下： 

一、 實驗法 

  Schacter, Chung, and Dorr（1998）曾指出任務難易度會影響兒童所表現之資訊

行為。考量實驗題目須具鑑別度以及每次進行實驗的時間有限，本研究選擇以學

童未曾學習過，且生活化之主題為題目，由受試學童自行判定題目之難易度。過

去許多研究皆指出決定檢索詞彙對兒童而言為其困難，為求受試者後續相關判斷

的進行，本研究根據國小高年級學童之認知程度，於檢索任務直接給予受試者經

鍵入檢索詞彙後的檢索結果，受試者只須依實驗說明進行相關判斷即可。實驗場

所挑選受試者較熟悉的電腦教室，降低緊張情緒與陌生環境之影響。 

二、 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受試者之個人背景特質與對相關準則重要性之

評估。個人背景特質問項包括有：性別、電腦/網路使用經驗、閱讀習慣、主題認

知以及學業表現，用以分析這些因素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相關判斷影響為何。

其中，學業表現則以導師提供之資料為據。相關準則之重要性以五點尺度問卷，

標明各尺度代表之重要程度，由受試者自行勾選。 

三、 檢索歷程紀錄分析法 

基於了解受試者相關判斷之行為，本研究使用檢索歷程紀錄分析法，分析受試

者於相關判斷實驗與訪談中之問題或特殊行，如過程中查看哪幾筆檢索結果、判斷

結果、瀏覽頁數等相關判斷行為，或是焦慮與愉悅等特殊情緒反應。此外，在過程

中為避免實驗畫面過於複雜，以及影響受試者情緒，螢幕錄製軟體之視訊畫面將予

以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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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訪談法 

 本研究設計之第二階段為訪談。訪談方式為半結構式訪談，先行擬定訪談大

綱，訪談大綱的內容主要來自第一階段之實驗結果所發現的問題，並對其做深入

了解。 

 受訪者為第一階段受試者中具代表性，並參考導師意見所挑選。訪談時由研

究者與受訪者進行一對一訪談，並且在徵求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以錄音筆及筆記

方式記錄訪談過程，以供後續分析。 

五、 觀察法 

為完整呈現與了解受試者於實驗中的各種反應，除了使用檢索歷程紀錄分析

法，記錄受試者明顯的資訊行為外，為避免遺漏其他非資訊行為，研究者亦於實

驗期間從旁觀察，配合檢索歷程紀錄分析法，以供後續訪談時參考。觀察期間以

不介入實驗為主，但考量受試者為國小學童，故允許研究小組在旁視情況進行協

助，且一併將協助情況納入觀察項目中。此外，訪談時亦會斟酌搭配觀察法，並

從中延伸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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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 

根據上述研究方法與設計，本研究採用之研究工具與資料分析方式於本節說

明，茲分述如下。 

一、 研究工具 

(一) 實驗網頁3
 

由於現今學童接觸網路的年齡較早，為避免對搜尋引擎有所偏好而產生影

響，並考量受試者之認知發展，以及提供分批實驗之受試者相同的檢索結果，研

究者製作實驗網頁供本研究使用。 

本研究以 Yahoo!奇摩首頁之搜尋設定所檢索之結果為來源，用以製作實驗網

頁，如圖 3-4-1 與圖 3-4-2。如圖 3-4-1所示，首頁提供實驗說明、實驗題目與注意

事項，實驗開始前研究者會依首頁說明講解，再進行實驗。其中，實驗題目選擇

國小六年級下學期之學習單元，但較為生活化之題目，而檢索詞彙則考量一般小

學生之檢索能力，以較平舖直敘方式表達，並未使用任何檢索技巧或策略。本研

究之實驗題目的參考來源與所使用之檢索詞彙如下表。 

另外，實驗網頁中實驗題目區塊之下另有受試者自行評估之主題認知問項，

了解其主題知識與興趣程度為何。待受試者開始進行後，如圖 3-4-2所示，每一頁

中的每一筆檢索結果皆於左方增加相關分數的點選。 

表 3-4-1 實驗題目說明 

參考來源參考來源參考來源參考來源 題目概要題目概要題目概要題目概要 檢索詞彙檢索詞彙檢索詞彙檢索詞彙 

翰林六下第 2單元 

人文科技新世界 

找出三個節能的方法，說明做法並搭

配適當圖片。(詳請參考下頁兩圖) 
節能的方法 

 

 

 

                                                3 http://web.cc.ntnu.edu.tw/~69415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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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實驗網頁-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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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實驗網頁-檢索結果範例 

 

(二) 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 

為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網路資訊之相關準則的重要性為何，參考對照

Hirsh（1999）研究五年級小學生使用電子資源之文字與圖片的相關準則，以其研

究結果為基礎，並以 Xu and Chen（2006）使用量化方式研究相關準則之結果進行

增補，如下表 3-4-2，並依本研究的需求修改，形成「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

共 15個問項，並有主題認知之題目難易度問項，以及請受試者推薦值得參考之網

頁或網站，作為判斷品質計算依據，如表 3-4-3（詳見附錄一）。應用時機為第一

階段中，受試者在進行完相關判斷網頁之實驗後立即填寫，評估分數採李克特量

表（Likert Scale），由「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分為五點尺度，並由受試者

自行評斷先前實驗中是否依據該方式進行判斷，了解其對於相關準則的認知與行

為上是否一致。本研究應用之相關準則與重要性評估表對應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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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本研究應用之相關準則 

Hirsh（（（（1999））））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本研究應用說明本研究應用說明本研究應用說明本研究應用說明 

主題性 

(Topicality) 
與檢索主題有關 

不變，另參考 Xu and Chen

（2006）。將其分為「標題」、

「摘要」、「網址」、「網頁或

網站內容」四個問項，並加入 Hirsh

（1999）圖片準則之適切性

（Expediency） 

新穎性 

(Novelty) 
提供新的或特別的看法 不變，另參考Xu and Chen（2006） 

趣味性 

(Interesting) 

能吸引注意或令人感到

好奇或有趣 
包含文字與圖片 

品質 

(Quality)  
包含較好的資訊 

由於包涵層面甚廣，考量受試者

認知，本研究強調其正確性。另

參考 Xu and Chen（2006）之可靠

性（Reliability） 

同儕興趣 

(Peer Interest) 

能吸引其他同學的注意

或令其感到好奇或有趣 
包含文字與圖片 

便利/取用性 

(Convenience/Accessibility) 
容易取得與保存 不變 

新近性/最近話題 

(Recency/Temporal Issues) 
是最近流行的話題 不變 

權威性 

(Authority) 
提供專業或可靠的資訊 包含文字與圖片。 

語言 

(Language) 
文字易讀與容易了解 

不變，另參考 Xu and Chen（2006）

之可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 

圖片的有趣性 

(Interesting of Pictures) 

圖片能吸引注意或令人

感到好奇或有趣 
納入「有趣性」 

圖片清晰度/完整度 

(Clarity/ Completeness of Pictures) 
圖片清楚、完整 

考量受試者認知，分為「圖片清

晰度」與「圖片完整度」兩問項 

圖片的適切性 

(Expediency of Pictures) 
圖片符合主題的需求 納入「主題性」 

圖片的權威性 

(Authority of Pictures) 

圖片提供專業或可靠的

資訊 
納入「權威性」 

圖片的同儕興趣 

(Peer Interest of Pictures) 

圖片能吸引其他同學的

注意或令其感到好奇或

有趣 

納入「同儕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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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 

 

判斷方式 

有有有有 

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 

√ 

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1. 「標題」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前一頁有說明）。  1 2 3 4 5 

2. 「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前一頁有說明）。  1 2 3 4 5 

3. 「網址」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前一頁有說明）。  1 2 3 4 5 

4. 「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 2 3 4 5 

5. 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  1 2 3 4 5 

6. 內容很有趣，能吸引我的注意。  1 2 3 4 5 

7. 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  1 2 3 4 5 

8. 內容能讓同學覺得很有趣，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  1 2 3 4 5 

9. 內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  1 2 3 4 5 

10. 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  1 2 3 4 5 

11. 內容很專業，值得信任。  1 2 3 4 5 

12. 內容看得懂，很容易知道重點。  1 2 3 4 5 

13.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 2 3 4 5 

14.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很清楚。  1 2 3 4 5 

15.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完整，符合文字的意思。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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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背景問卷 

為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個人背景因素是否影響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及其影

響為何，本研究根據過去相關文獻，以及 Park（1992）提出之影響相關判斷五大

因素集中，屬於「判斷者」層面之因素，製作本研究之「個人背景問卷」。 

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將個人背景因素分為性別、閱讀習慣、電腦/網路使用經驗、

主題認知與學業表現。其中，電腦/網路使用經驗之問項參考小蕃薯 2006 年小朋友

網路行為調查（小蕃薯，2006）增修而成；閱讀習慣的部份參考全球學生閱讀能

力進展研究4（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之測驗題目

增修。此外，「閱讀習慣」一詞在問卷中經由轉化，以較中性之「閱讀情況」替

代，以避免受試者填答時受到影響；而「學業表現」則由導師提供之學業成績為

基準，並未直接於問卷中由受試者作答。 

個人背景問卷分為三部份：基本資料、電腦/網路使用經驗，以及閱讀情況，

共 18題，詳見附錄三。應用時機為第一階段實驗以及填寫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

後進行。 

(四) 電腦螢幕錄製軟體5 

  為全程錄下實驗中受試者之操作過程，本研究使用電腦螢幕錄製軟體。事先

將該軟體安裝於受試者即將用以進行實驗之電腦中，並徵得受試者同意，於實驗

開始時錄製整個操作過程之電腦畫面，藉由紀錄實驗過程，提供檢索歷程分析之

用。 

(五) 訪談大綱 

為進一步深入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行為，本研究欲透

過第二階段的訪談，釐清第一階段實驗中的問題，並試圖探討受試者內心更多的

意見及想法。訪談大綱共分三部份：先前的相關判斷實驗、相關準則與線索重要

性，特殊行為及其他，並參考黃瀅芳（2006）之品質相關判斷線索製成相關線索

                                                4 http://timss.bc.edu/pirls2006/index.html 
5
 Anicam，由旭聯公司研發，可參考 http://anicam.learnbank.com.tw/new_pag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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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表，供訪談時搭配螢幕畫面，並視情況提問之。訪談大綱與線索參考表詳見

附錄四。此外，研究者在徵求班導師同意後，以社會科暑假作業「全台名產大搜

查」（詳見附錄五），做為受試者的實驗前練習，並能在訪談前對受訪者的相關

判斷有初步認識。 

(六) 觀察記錄表 

本研究在第一階段的實驗進行中配合使用觀察法，而在第二階段的訪談中斟

酌使用，以避免實驗與訪談中受試者的面部表情有所遺漏。觀察期間將其特殊行

為，如情緒反應等，發生之時間順序與內容記錄於觀察記錄表中，供訪談與後續

分析時使用。觀察記錄表詳見範例附錄六。 

(七) 相關判斷歷程記錄表 

本研究第一階段實驗過程以螢幕錄製軟體記錄，並記錄於相關判斷歷程記錄

表，內容包括時間、檢索結果編號、相關分數、查看網頁與否及備註，以供後續

分析使用。相關判斷歷程記錄表範例詳見附錄七。 

二、 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為量化與質化並重。第一階段藉由實驗與評估表了解受試

者主觀認知，接著以問卷取得受試者個人背景資料，而後透過量化方式進行描述

統計、相關檢定與卡方檢定分析。第二階段的訪談與觀察之結果，則以質化方式

進行語料分析。各資料取得方式、分析項目與分析方式分述如下： 

(一) 評估表與問卷 

評估表主要取得受試者對相關準則重要性的認知，以及其實驗行為是否與認

知一致。分析項目為受試者對於網路資訊之相關準則重要性的主觀看法，待評估

之相關準則包括有：主題性、新穎性、趣味性、品質、同儕興趣、便利/取用性、

新近性/最近話題、權威性、語言/可理解性、圖片清晰度，以及圖片完整度，並以

量化方式利用次數分配與次數百分比進行描述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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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則主要取得受試者基本資料與個人背景特質。個人背景之分析項目包

括性別、電腦/網路使用經驗、閱讀情況、主題認知與學業表現。其中學業表現

以導師提供之成績為準。而主題認知之三個問項：主題知識、難易度與興趣程

度，則分別安排於實驗網頁與問卷當中。問項分析方式以量化之描述統計與卡

方檢定分析（例如：上網頻率是否因性別不同有顯著差異）。 

(二) 實驗歷程記錄與觀察記錄 

實驗歷程由螢幕錄製軟體之記錄為主，並搭配觀察記錄補其缺遺。分析項目

為受試者之相關判斷行為，包括判斷網頁數、查看網頁數、檢索結果瀏覽頁數、

判斷時間、判斷品質6等等，並配合觀察記錄了解受試者情緒反應，例如是否出現

困惑或煩躁等情形。實驗歷程記錄除以量化方式之描述統計與相關檢定外（例如：

查看網頁數、判斷品質與花費時間是否具有關聯），亦會針對重要的相關判斷行

為與個人背景問項進行卡方檢定（例如：花費時間是否因性別不同有顯著差異）。

觀察記錄則以質化方式分析。 

(三) 訪談記錄 

第二階段的訪談在經由受訪者同意下使用錄音筆記錄，其全程將轉化為文字

資料，以質化方式語料分析。從訪談內容中了解受訪者找資料的經驗，並分析受

訪者使用之相關判斷線索，以及其他特殊行為。藉著了解受訪者主觀感受，作為

日後國小學童網路資訊相關課程之建議。 

                                                6針對受試者於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中所填寫之推薦網頁，由研究者與受試者之班導師進行判斷品質評分，依據該網頁之品質評分，給分範圍由 1至 5分代表品質非常不好至非常好，計算其推薦網頁平均得分，作為判斷品質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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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驗實施程序 

 為求本研究之信效度達一定水準，於正式實驗前進行前導研究，並參斟國小

教師之意見與前導研究之結果，修正研究設計，重新檢視研究流程與架構。 

一、 前導研究 

(一) 實驗分析結果 

實驗共花費 37分鐘，初步分析項目如表 3-5-1。可得知受試者主觀認知較困難

之題目，不論是花費時間、翻頁數、查看網頁數、判斷網頁數等，皆較認知簡單

之題目來得多，所能觀察到之判斷行為也較多，如受試者於實驗題目一之上下比

對網頁的行為，於較簡單之實驗題目二並未出現。 

(二) 訪談分析結果 

前測為求與正式之研究情境類似，訪談於實驗後五天進行。訪談語料之初步

分析範例如表 3-5-2。可得知受訪者用以判斷品質的線索之一為網址，除了懂得網

址之代表意義外，並會以上下比對方式確認資訊的正確性。 

表 3-5-1 前測實驗結果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節能的方法節能的方法節能的方法節能的方法 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題目二：：：：台北的古蹟台北的古蹟台北的古蹟台北的古蹟 

之前是否有看過或上網找過 有 有 

知識 只有一點 只有一點 

興趣 很有興趣 只有一點 

受試者認知難易 困難 簡單 

花費時間 22'37 8'45 

判斷題數 17 5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22'37/17=1'20 8'45/5=1'45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27/17=1.59 16/5=3.2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17/17=1 5/5=1 

推薦網頁編號 15，30 1 

推薦網頁品質 5+5/2=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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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前測訪談語料之初步分析範例 

相關準則與線索相關準則與線索相關準則與線索相關準則與線索：：：：品質品質品質品質 

研究者：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

這項，你上次有用，也覺得很重要，那

你會怎麼判斷？ 

受訪者：第一個是看它的網站類型第一個是看它的網站類型第一個是看它的網站類型第一個是看它的網站類型，，，，像這個像這個像這個像這個

(.gov)，，，，這種通常錯誤率都很低這種通常錯誤率都很低這種通常錯誤率都很低這種通常錯誤率都很低。然後點進

去看，就是靠自己的常識判斷靠自己的常識判斷靠自己的常識判斷靠自己的常識判斷。那些東西以

你自己的角度來看就很奇怪，或是上下兩個上下兩個上下兩個上下兩個

網站都寫網站都寫網站都寫網站都寫A，，，，然後這裡卻寫一大堆然後這裡卻寫一大堆然後這裡卻寫一大堆然後這裡卻寫一大堆B，，，，那可那可那可那可

能就有問題能就有問題能就有問題能就有問題，我就會看大部份的人都那樣寫

的話，我就會覺得這樣比較對，只有一兩個

不一樣的話，就會懷疑。 

研究者：所以你會上下比較會上下比較會上下比較會上下比較？ 受訪者：對。 

研究者：所以你會從網址上面去判斷它從網址上面去判斷它從網址上面去判斷它從網址上面去判斷它

的品質好不好的品質好不好的品質好不好的品質好不好。 

受訪者：嗯。 

 

(三) 前測修正 

 針對前導研究結果，改進以下部份： 

1. 考量時間有限，只測驗較具鑑別度之節能減碳題目。 

2. 實驗網頁中相關程度之勾選改為單選之選項按鈕，避免誤選。 

3. 新增實驗網頁首頁之注意事項，提醒受訪者記下值得參考之編號。 

4. 由於訪談並未於實驗後立即進行，故訪談時搭配網頁畫面。 

5. 刪除個人背景問卷數題，集中問項焦點。 

6. 修改個人背景問卷之閱讀情況部份，並加註定義「經常」為一星期至少一本，

「課外書」範圍包含漫畫。 

7. 新增兩題供無閱讀課外書習慣之受訪者填答。 

二、 正式施測 

 相關判斷實驗之實施時間為民國 97 年 9 月 15日，於電腦教室進行。個人訪

談期間為民國 97 年 10 月 3日至 31日，利用每位受訪者之午休時段，於圖書館檢

索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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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針對第一階段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實驗」、實驗後之「相關準則重要

性評估表」與「個人背景問卷」，與第二階段的個人訪談所蒐集資料進行分析。

主要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準則與線索，並探討個人背景因素

對其之影響。進一步整合訪談資料與研究者的觀察，嘗試歸納受試者用以判斷網

路資訊的相關準則與線索，及釐清受試者相關判斷的認知與態度。 

第一節 受試者個人背景分析 

一、 基本資料 

受試者所就讀之國民小學為常態編班，扣除特殊學童 1名及無效樣本 2名（1

名為身體不適，1名為無法辨別實際意圖），共 29名（女生 16名，男生 13名）。 

依下表所示，受試者喜愛科目廣泛，其中以「電腦」 （31.03%）最受喜愛，

其次為「體育」（24.14%）。從性別來看，男性學童的喜愛科目較集中，並以喜

愛「體育」（46.15%）最多，其次為「電腦」（23.08%）；女性學童則最喜愛「電

腦」（37.50%），其次為「數學」及「美勞」（18.75%）。 

 

表 4-1-1 受試者之喜愛科目分析 

 

 

喜愛 科目 性別 

電腦 體育 數學 美勞 社會 健教 音樂 綜合 國語 自然 總計 女 
6 

(37.50%) 

1 

(6.25%) 

3 

(18.75%) 

3 

(18.75%) 

0 

(0%) 

1 

(6.25%) 

1 

(6.25%) 

1 

(6.25%) 

0 

(0%) 

0 

(0%) 

16 

(100%) 男 
3 

(23.08%) 

6 

(46.15%) 

0 

(0%) 

0 

(0%) 

2 

(15.38%) 

0 

(0%) 

0 

(0%) 

0 

(0%) 

1 

(7.69%) 

1 

(7.69%) 

13 

(100%) 總計 
9 

(31.03%) 

7 

(24.14%) 

3 

(10.34%) 

3 

(10.34%) 

2 

(6.90%) 

1 

(3.45%) 

1 

(3.45%) 

1 

(3.45%) 

1 

(3.45%) 

1 

(3.45%)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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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腦/網路使用經驗 

(一) 電腦/網路一般使用情形 

如下表所示，除 1名學童家中無電腦，其餘受試者家中皆有上網設備。但唯一

家中無電腦之學童仍具備上網能力，符合研究之基本要求。 

表 4-1-2 受試者上網設備與技能分析 設備及能力 人數 

家中是否有電腦 是否會上網 有 無 會 不會 總計 28 (96.55%) 1 (3.45%) 29 (100%) 0 (0%) 

如下表所示，34.48%的受試者「每天」上網，其次是「一星期」（27.59%）

與「一星期以上」上網一次（24.14%）。此外，男性學童的上網頻率明顯集中於

「每天」，佔 53.85%；女性學童則以「一星期」與「一星期以上」為多，各佔 37.50%

與 31.25%。 

表 4-1-3 受試者上網頻率分析 上網頻率 性別 

每天 二到三天 一星期 一星期以上 總計 女 3 (18.75%) 2 (12.50%) 6 (37.50%) 5 (31.25%) 16 (100%) 男 7 (53.85%) 2 (15.38%) 2 (15.38%) 2(15.38%) 13 (100%) 總計 10 (34.47%) 4 (13.80%) 8 (27.59%) 7 (24.14%) 29 (100%) 

 

由表 4-1-4 之平均每次上網時數來看，大部份受試者上網時數多於一小時，只

有 17.24%的受試者低於半小時，且不乏每次上網超過二小時者（27.59%）。以性

別分析，女性學童次上網時間較長，可能與其每週上網頻率較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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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受試者平均每次上網時數分析 

依下表所示，受試者前三名上網目的為「玩遊戲」（65.52%）、「查作業用

資料」（51.72%）與「下載音樂、圖片與軟體」（37.93%），且無性別差異。可

見國小高年級學童除娛樂目的，確有使用網路資訊解決課業之需求。「其他」目

的包括：管理部落格、瀏覽使用奇摩知識+、以及網路訂書。研究者將瀏覽使用奇

摩知識+歸為「逛其他網站」。顯示隨著網際網路發展，上網目的愈形多元。 

表 4-1-5 受試者上網目的分析 上網 目的 

 性別 

玩遊戲 
查作業用資料 

下載音樂 、圖片 與軟體 

收發
E-Mail 

聊天 
上班級網站 

逛其他網站 

學習線上 課程 
其他 女(16) 

9 

(56.25%) 

8 

(50.00%) 

7 

(43.75%) 

7 

(43.75%) 

6 

(37.50%) 

4 

(25.00%) 

4 

(25.00%) 

0 

(0%) 

1 

(6.25%) 男(13) 
10 

(76.92%) 

7 

(53.85%) 

4 

(30.77%) 

3 

(23.08%) 

3 

(23.08%) 

4 

(30.77%) 

3 

(23.08%) 

3 

(23.08%) 

1 

(7.69%) 總計(29) 
19 

(65.52%) 

15 

(51.72%) 

11 

(37.93%) 

10 

(34.48%) 

9 

(31.03%) 

8 

(27.59%) 

7 

(24.14%) 

3 

(10.34%) 

2 

(10.34%) 

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上網目的的類別，如表 4-1-6所示，受試者上網仍以娛樂性

目的為主要（35.71%），其次是社交性（22.62%）與知識性（21.43%）目的。從

性別來看，不分男女，娛樂性目的亦佔首位，男性學童的次要目的為知識性目的

（26.32%），女性則為社交性目的（28.26%）。 

 

 

平均上網時數 性別人數 

最多半小時 最多一小時 最多二小時 二小時以上 總計 女 2 (12.50%) 4 (25.00%) 6 (37.50%) 4 (25.00%) 16 (100%) 男 3 (23.08%) 4 (30.77%) 2 (15.38%) 4 (30.77%) 13 (100%) 總計 5 (17.24%) 8 (27.59%) 8 (27.59%) 8 (27.59%)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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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受試者上網目的類別分析 

歸納以上分析，受試者皆具足夠基本電腦技能，男性學童上網頻率較女性高；

整體平均上網時數約一小時，女性每次上網時數較高，應與上網頻率較低有關。

同時男性學童表現出較頻繁且持續的網路使用情況。上網以娛樂性目的為主，其

次為社交性目的。 

(二) 最常使用之搜尋引擎 

如下表所示，29 名受試者有 25 名最常使用之搜尋引擎為「Yahoo！奇摩」

（86.21%），僅有 3名學童（10.35%）使用其他搜尋引擎，呈現極度集中的現象。 

表 4-1-7 受試者最常使用之搜尋引擎分析 搜尋引擎 性別 

Yahoo！奇摩 Google yam天空 小蕃薯 新浪網 PChome 其他 總計 女 14 (87.50%) 2 (12.50%) 0 (0%) 0 (0%) 0 (0%) 0 (0%) 0 (0%) 16 (100%) 男 11 (84.62%) 1 (7.69%) 1 (7.69%) 0(0%) 0 (0%) 0 (0%) 0 (0%) 13 (100%) 總計 25 (86.21%) 3 (10.35%) 1 (7.69%) 0 (0%) 0 (0%) 0 (0%) 0 (0%) 29 (100%) 

三、 閱讀習慣 

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與資訊選擇行為有關，選擇過程中受試者必須即時判讀

相關資訊，因此具備適當閱讀能力相當重要。本研究以閱讀習慣、閱讀目的、閱

上網 目的 類別 

 性別 次數 

娛樂性 社交性 知識性 綜合性 其他 總計 玩遊戲 

下載音樂 、圖片 與軟體 

收發
E-Mail 

聊天 
查作業用資料 

學習 線上 課程 

上班級網站 

逛其他網站 女 
16 

(34.78%) 

13 

(28.26%) 

8 

(17.39%) 

8 

(17.39%) 

1 

(2.17%) 

46 

(100%) 男 
14 

(36.84%) 

6 

(15.79%) 

10 

(26.32%) 

7 

(18.42%) 

1 

(2.63%) 

38 

(100%) 小計 
30 

(35.71%) 

19 

(22.62%) 

18 

(21.43%) 

15 

(17.86%) 

2 

(2.38%) 

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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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份量、閱讀分享，與閱讀態度等層面進行了解。而未有閱讀習慣者，本研究亦

將試著了解其原因與欲閱讀之書籍類別。 

由於受試者閱讀課外書籍之情況不同，故依「是否每星期至少看一本課外書

籍」之答案，主要區分為「有固定閱讀習慣者」與「無固定閱讀習慣者」分析，

最後再以共同答題之「對閱讀的看法」進行統整。 

下表為受試者每週閱讀情況，可以看出受試者大部份皆有固定閱讀習慣

（72.42%），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多已養成固定閱讀習慣，且女性學童比例高於

男性（81.25%）。 

表 4-1-8 受試者每週固定閱讀情況 是否有固定閱讀習慣 性別 

有 無 總計 女 13 (81.25%) 3 (18.75%) 16 (100%) 男 8 (61.54%) 5 (38.46%) 13 (100%) 總計 21 (72.42%) 8 (27.58%) 29 (100%) 

(一) 有固定閱讀習慣者 

本研究定義之「有固定閱讀習慣者」為「每星期至少閱讀一本課外書籍」（含

漫畫），故本部份之有效樣本為 21 人。 

1. 近期閱讀之課外書籍 

本部份藉由分析受試者近期閱讀書籍的種類，了解有固定閱讀習慣之國小高

年級學童近期的閱讀興趣。 

由於少數受試者填答之課外書名超過一種，故應分析之書目共有 24條。書籍

分類主要以《中國圖書分類法 2007 年版》7為依據，另參考網路書店8之書籍分類。

此外，若受試者因誤植書名導致查無結果，則由研究者自行歸類，分類結果為表

4-1-9（詳見附錄八）。 

                                                7 以國家圖書館之查詢結果為優先，其次為台北市立圖書館。 8 博客來網路書店及誠品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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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表可看出，有固定閱讀習慣者近期閱讀書籍以「文學/小說」為主要類別，

共佔 54.17%。以細項來看，「兒少文學」與「科幻/懸疑」類各佔 25.00%，是受

試者近期閱讀的兩大類別。以性別來看，有閱讀習慣的男性學童之閱讀興趣明顯

集中於「科幻/懸疑」之大眾小說（50.00%），女性學童則主要集中在「兒少文學」

之文學/小說（28.57%）。此外，女性學童近期閱讀的類別較男性學童廣泛。 

表 4-1-9 有閱讀習慣者之近期閱讀書籍分類 類別 性別次數 

大眾小說 文學/小說 其他 總計 科幻/懸疑 武俠 勵志/生命 古典/名著 兒少文學 文學雜著 女 1 (7.14%) 1 (7.14%) 3 (21.43%) 2 (14.29%) 4 (28.57%) 1 (7.14%) 2 (14.29%) 14 (100%) 男 5 (50.00%) 0 (0%) 1 (10.00%) 0 (0%) 2 (20.00%) 0 (0%) 2 (20.00%) 10 (100%) 小計 6 (25.00%) 1 (4.17%) 4 (16.67%) 2 (8.33%) 6 (25.00%) 1 (4.17%) 4 (16.67%) 24 (100%) 總計 7 (29.17%) 13 (54.17%) 4 (16.67%) 24 (100%) 

「其他」書籍種類另有散文、圖畫書等文體，或是兒童故事與性教育等內容，

顯示已有固定閱讀習慣的受試者，其閱讀興趣集中於小說的情況非常明顯，表示

已具有閱讀長篇文章的能力，而內容類別廣泛，男性學童的閱讀興趣則較為集中。 

2. 閱讀目的 

從下表可看出有 66.67%有閱讀習慣者將閱讀活動視為「放鬆娛樂」，其次為

19.05%之「學習新知」，較被動之目的「繳交作業」則無人勾選。顯示有閱讀習

慣者以娛樂為首要閱讀目的。性別上較無明顯不同，皆集中於「放鬆娛樂」。 

表 4-1-10 有閱讀習慣者之閱讀目的 目的 性別 

放鬆娛樂 學習新知 培養興趣 

和同學有討論話題 

繳交作業 總計 女 8 (61.54%) 3 (23.08%) 1 (7.69%) 1 (7.69%) 0 (0%) 13 (100%) 男 6 (75.00%) 1 (12.50%) 1 (12.50%) 0 (0%) 0 (0%) 8 (100%) 總計 14 (66.67%) 4 (19.05%) 2 (9.52%) 1 (4.76%) 0 (0%) 21 (100%) 



 

67  

3. 閱讀時間 

由下表可知，受試者每天的閱讀時間多為「最多一小時」，佔 42.86%，其他

則分布平均。從性別來看，女性學童的閱讀時間也集中於一小時（61.54%），男

性則較為分散，以「最多二小時」比例略高，為 37.50%。 

表 4-1-11 有閱讀習慣者之每天閱讀時間 平均閱讀時間 性別 

最多半小時 最多一小時 最多二小時 超過二小時 總計 女 2 (15.38%) 8 (61.54%) 1 (7.69%) 2 (15.38%) 13 (100%) 男 2 (25.00%) 1 (12.50%) 3 (37.50%) 2 (25.00%) 8 (100%) 總計 4 (19.05%) 9 (42.86%) 4 (19.05%) 4 (19.05%) 21 (100%) 

4. 閱讀數量 

由下表可得知，有固定閱讀習慣者之每週平均閱讀量多為「一到二本」

(61.90%)，男女皆是，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每週平均閱讀量仍有努力空間，可能與

課業量或所閱讀書籍之篇幅較長導致。 

表 4-1-12 有閱讀習慣者之每週平均閱讀量 平均閱讀數量 性別 

不到一本 一到二本 三到五本 五本以上 總計 女 1 (7.69%) 9 (69.23%) 1 (7.69%) 2 (15.38%) 13 (100%) 男 0 (0%) 4 (50.00%) 2 (25.00%) 2 (25.00%) 8 (100%) 總計 1 (4.76%) 13 (61.90%) 3 (14.29%) 4 (19.05%) 21 (100%) 

5. 閱讀分享 

由表 4-1-13 可以發現，有閱讀習慣的受試者多數並無閱讀分享的行為，通常

是「自己一個人」閱讀（71.43%），少部份會與「家人」（14.29%）或「同學朋

友」（14.29%）一起分享心得，可見推動閱讀共享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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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 有閱讀習慣者之心得分享情況 閱讀分享 性別 

自己一個人 家人 同學或朋友 老師 總計 女 9 (69.23%) 2 (15.38%) 2 (15.38%) 0 (0%) 13 (100%) 男 6 (75.00%) 1 (12.50%) 1 (12.50%) 0 (0%) 8 (100%) 總計 15 (71.43%) 3 (14.29%) 3 (14.29%) 0 (0%) 21 (100%) 

歸結以上，佔全部受試者 72.41%，有固定閱讀習慣之受試者的閱讀情況為：  

(1)最近閱讀書籍以文學/小說類（54.17%）的「兒少文學」（25.00%）居多；

科幻/懸疑也是 25.00%； 

(2)閱讀目的以「放鬆娛樂」為大宗，佔 66.67%； 

(3)每天平均閱讀時間以「最多一小時」為要，佔 42.86%； 

(4)每週平均閱讀量以「一到二本」為最，佔 61.90%； 

(5)大多數無閱讀分享行為，通常是「自己一個人」閱讀，佔 71.43%。 

(二) 無固定閱讀習慣者 

本部份有效樣本為 8 人。藉著分析無固定閱讀習慣之受試者的想法，了解其

未固定閱讀的原因，以及有閱讀動機時，欲閱讀之書籍種類。 

1. 無閱讀習慣之原因 

受試者中無閱讀習慣者共 8 人，女生 3 人，男生 5 人，其開放式填答「不常

閱讀課外書」的原因整理如下： 

由表 4-1-14 可知，受試者無閱讀習慣之主要原因可分為「時間因素」、「喜

好因素」及「其他」。其中一半是因為「喜好因素」，認為閱讀是很無趣的活動，

難以喜愛閱讀，而「時間因素」為課業繁重與閱讀速度慢，削減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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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4 無閱讀習慣之原因 因素 性別 

喜好因素 時間因素 其他 女 

一位表示不想看書； 一位表示不喜歡看書 

一位表示沒時間， 看得很慢 

 男 

一位表示看書很無聊；一位表示字太多，乏味 

一位表示沒時間； 一位表示英文功課太多 

一位表示原因不一定 總計 4 (50%) 3 (37.5%) 1 (12.5%) 

2. 欲閱讀之書籍種類 

由下表可看出，無閱讀習慣者欲閱讀書籍種類中，雖未明顯集中特定種類，

仍以「漫畫」為最，其次為「笑話、謎語和心理測驗」。而最想閱讀報紙的受試

者表示「我都只看影視版跟教育版」，並承認是由於「報紙不用整份看完，每則

字數不多，看自己想看的就好」，顯示內容篇幅及字數仍是無閱讀習慣者的考量

之一。 

表 4-1-15 無閱讀習慣者之欲閱讀書籍種類 種類 性別 

漫畫 

笑話謎語 心理測驗 

歷史地理 

美術家政 

報紙 

小說故事 

自然科學 

電腦 雜誌 

百科全書 

總計 女 0 2 0 1 0 0 0 0 0 0 3  男 3 0 1 0 1 0 0 0 0 0 5 總計 3 2 1 1 1 0 0 0 0 0 8 

歸納以上，佔全部受試者 27.59%，無固定閱讀習慣之受試者的情況與意見為： 

(1) 50%因「喜好因素」而未有固定閱讀習慣，其次為「時間因素」造成； 

(2) 有機會欲閱讀書籍偏好以短篇內容為主，如「漫畫」與「笑話、謎語與心

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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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閱讀態度 

下表可清楚得知，受試者對於閱讀課外書的看法主要為「享受的」（41.38%），

其次為「有用的」（37.93%），再來則是「有需要才做的」（13.79%）。從性別

來看，有超過半數的男性認為閱讀是「有用的」（24.14%），女性則集中於「享

受的」（24.14%）。顯示大部份受試者肯定閱讀所帶來之精神與知識層面的收獲，

男性多半著重其知識面的獲得，女性則較沉浸於精神享受。 

表 4-1-16 受試者對閱讀的看法分析 閱讀態度 性別 

享受的 有用的 

有需要 才做的 

與他人 分享的 

無聊的 總計 女 7 (43.75%) 4 (25.00%) 3 (18.75%) 2 (12.50%) 0 (0%) 16 (100%) 男 5 (38.46%) 7 (53.85%) 1 (7.69%) 0 (0%) 0 (0%) 13 (100%) 總計 12 (41.38%) 11 (37.93%) 4 (13.79%) 2 (6.90%) 0 (0%) 29 (100%) 

四、 主題認知 

本研究將受試者對於檢索主題之主觀認知分為三部份：主題知識、主題興趣

與主題難易，前二者提供受試者在得知相關判斷實驗主題後填寫，後者則在受試

者完成實驗，填寫問卷時勾選。了解受試者對主題的態度、偏好與難易感受，並

供後續分析參考。 

(一) 主題知識 

本研究所使用之相關判斷主題雖非學校尚未教過的單元，但較能貼近受試者

生活情境，且近來頗受世人關心。由表 4-1-17 可知，65.52%受試者認為自己具有

相關主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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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7 受試者之主題知識認知分析 自評主題知識 性別 

有 無 總計 女 10 (62.50%) 6 (37.50%) 16 (100%) 男 9 (69.23%) 4 (30.77%) 13 (100%) 總計 19 (65.52%) 10 (34.48%) 29 (100%) 

(二) 主題興趣 

受試者對於相關判斷主題是否有興趣，亦可能對判斷行為造成影響，其影響

程度亦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由下表可知，相較於主題知識認知，受試者對於判

斷主題之興趣比例略低，有興趣者佔 51.72％。 

表 4-1-18 受試者之主題興趣分析 自評主題興趣 性別 

有 無 總計 女 9 (56.25%) 7 (43.75%) 16 (100%) 男 6 (46.15%) 7 (53.85%) 13 (100%) 總計 15 (51.72%) 14 (48.28%) 29 (100%) 

(三) 主題難易 

本題是受試者於正式實驗後填寫，反應當下的難易程度感受與預期差距，且

可能與實際相關判斷行為有所關連，是本研究後續分析的要點之一。從表 4-1-19

可知，主題難易結果與主題知識認知與主題興趣差異頗大，主觀認為困難者為

62.07%，超過半數。性別比例亦略有差距，女性學童反應困難者較多，佔整體

37.93%，男性則無明顯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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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9 受試者之主題難易分析 自評主題難易 性別 

簡單 困難 總計 女 5 (17.24%) 11 (37.93%) 16 (100%) 男 6 (20.69%) 7 (24.14%) 13 (100%) 總計 11 (37.93%) 18 (62.07%) 29 (100%) 

 

綜合上述，以電腦/網路使用經驗來看，受試者家中幾乎都有上網設備，最喜

愛科目為電腦，男性上網頻率高於女性，平均上網時數約 1 小時，最主要上網目

的為玩遊戲、查作業用資料與下載圖片、音樂與軟體，然若以目的類別來看，最

主要目的在娛樂。此外，最常用 Yahoo!奇摩進行檢索。整體顯示，儘管國小高年

級學童上網頻率與時間受到家長控制，對於資訊檢索有一定程度的需求與熟悉。 

從閱讀習慣來看，多數受試者有固定閱讀習慣，最近閱讀書籍以文學/小說類

居多，目的為放鬆娛樂，每天平均閱讀時間一小時左右，每週大約閱讀一到二本，

多為自己一人閱讀，少與他人分享。無固定閱讀習慣者主要為本身喜好或時間因

素導致，若有機會閱讀，則以短篇內容為主要考量。不論是否有閱讀習慣，國小

高年級學童對閱讀的看法多半抱持正向態度，且肯定閱讀的精神與知識收獲。值

得注意的是，不管上網或閱讀，受試者皆以娛樂放鬆為主要目的。 

主題認知方面，實驗前超過六成受試者認為自己有主題知識，男性比例較高；

超過五成受試者則自評對主題有興趣，女性比例略高；而超過六成受試者於實驗

後表示困難，比例上女性較男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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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特性分析 

本節藉由分析第一階段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實驗結果，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

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主要從實驗中所得之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與質量等各

項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並探討其代表之涵意，並輔以實驗觀察，期能周全反映國

小高年級學童之相關判斷行為。 

一、 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 

儘量相關判斷研究由來已久，但多以紙本、光碟或資料庫等資訊為相關判斷

標的。本研究以網路資訊為研究範圍，無法取經先前研究之分析項目，為謹慎求

全，故將所能取得之重要數據皆列入分析，再逐一探討其意義。相關判斷速度與

數量包含有受試者完成任務之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

題點閱次數，以及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一) 花費時間 

本研究所設計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實驗中，當受試者判斷已找到足夠資訊，

可自行終止實驗，或判斷至實驗時間結束為止（本研究設定為 30分鐘），而受試

者在期間內所進行各種相關判斷行為之花費時間，即為本分析項目。 

表 4-2-1 花費時間之敘述統計 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花費時間(秒秒秒秒)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403 1708 1101.17 327.606 .058 有效樣本數 29 

從上表花費時間之敘述統計得知，最快完成的受試者只花費 403 秒（約 6.72

分鐘），而花費時間最多者則須花費 1708秒（約 28.5分鐘），平均值為 1101.17

秒（約 18.4分鐘），標準差為 327.606秒（約 5.5分鐘），可見受試者完成實驗之

速度有一定落差。而偏態係數為.058（正偏態），表示多數受試者花費時間雖然較

平均值少，整體仍接近對稱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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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花費時間之次數分配 花費時間（分/秒） 人數 

5-10 

301-600 

10-15 

601-900 

15-20 

901-1200 

20-25 

1201-1500 

25-30 

1501-1800 個別 1 (3.45%) 7 (24.14%) 10 (34.48%) 7 (24.14%) 4 (13.79%) 累積 1 (3.45%) 8 (27.59%) 18 (62.07%) 25 (86.21%) 29 (100%) 

另外，從上表更能進一步得知，絕大多數的受試者完成實驗至少須花費 10分

鐘以上的時間，且有 86.21%的受試者在 25分鐘內就能完成。花費時間不到 10分

鐘者其實只有 1 人，花費時間較多者之比例亦不高（13.79%）。 

花費時間包含受試者從了解題目、判斷是否點閱檢索結果、瀏覽網頁、到決

定該筆檢索結果之相關程度等所有行為之時間總合，故不能以此完全論斷受試者

之相關判斷速度，須進一步了解其他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 

(二) 判斷題數 

在面對大量檢索結果時，必須盡可能由各種顯示資訊中找到與所找主題相關

之資料筆數，故受試者於花費時間內所作答之相關程度判斷題數，亦可做為其相

關判斷速度的參考依據之一。 

表 4-2-3 判斷題數之敘述統計 判斷題數判斷題數判斷題數判斷題數(題題題題)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16 100 53.21 24.516 .781 有效樣本數 29 

從上表判斷題數之敘述統計得知，受試者中判斷題數最少者為 16題，判斷最

多者則是將 100 題全部作答完畢，平均值為 53.21 題，標準差為 24.516 題，可以

發現受試者判斷題數的多少有其差距。而偏態係數為.781（正偏態），表示多數受

試者判斷題數雖然較平均值少，整體仍接近對稱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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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判斷題數之次數分配 判斷題數（題） 人數 

0-20 21-40 41-60 61-80 81-100 個別 1 (3.45%) 11 (37.93%) 8 (27.59%) 4 (13.79%) 5 (17.24%) 累積 1 (3.45%) 12 (41.38%) 20 (68.97%) 24 (82.76%) 29 (100%) 

從上表進一步以全部受試者的判斷題數來看，判斷題數最少者只有 1 人，大

部份受試者的判斷題數集中在 21-40題（37.93%）與 41-60題（27.59%），但也有

5 位受試者完成了全部的題目（17.24%）。 

判斷題數的多少代表受試者在有限時間內做下判斷的數量，受試者可能藉由

檢索結果的標題、摘要或網址等資訊立即判斷，也可能在點選超連結並瀏覽網站

或網頁內容後才作答，故仍須參考其他相關判斷數據。 

(三)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是由每位受試者之「花費時間」除以「判斷題數」而

來，代表受試者在進行相關判斷時，平均每一筆檢索結果所需要花費的時間。 

表 4-2-5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之敘述統計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判斷時間(秒秒秒秒)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4.030 73.563 25.644 14.162 1.284 有效樣本數 29 

從上表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之敘述統計可得知，受試者中平均每題判斷最快者

為 4秒多，最慢者為 73秒多，幾乎相差近 1分鐘，差別應在於前者能直接由檢索

結果之標題與摘要等資訊判斷相關程度，而後者可能需要點閱網站或網頁內容加

以判斷。整體平均值為 25.644 秒，標準差為 14.162 秒。而偏態係數為 1.284（正

偏態），表示多數受試者的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較平均值略少。 

 

 

 



 

76  

表 4-2-6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之次數分配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秒） 人數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60↑ 個別 4 (13.79%) 6 (20.69%) 9 (31.03%) 7 (24.14%) 2 (6.90%) 1 (3.45%) 累積 4 (13.69%) 10 (34.48%) 19 (65.52%) 26 (89.66%) 28 (96.55%) 29 (100%) 

從上表之次數分配來看，平均每題判斷時間略集中於 20-30秒（31.03%），繼

而往 10-20秒（20.69%）與 30-40秒（24.14%）分散。 

雖然從平均每筆檢索結果所需時間，能看出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相關判斷速

度，其中還隱含資訊量吸收能力的問題，故需從其他面向再加以分析。 

(四)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是計算受試者在看過每筆檢索結果之資訊後，平均每

題點閱進入超連結的次數，即受試者受到標題、摘要與網址等資訊吸引而產生點

閱行為之平均次數。 

表 4-2-7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之敘述統計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點閱次數(秒秒秒秒)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000 .700 .131 .190 2.043 有效樣本數 29 

由上表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之敘述統計中可發現，平均次數之最小值為.000 次，

最大值為.700 次，表示的確有受試者依據檢索結果之標題、摘要與網址等資訊，

便能做出相關程度之判斷，而平均點閱次數最多者幾乎每一頁 10筆的檢索結果中

就會點閱 7 筆。另外，標準差（=.190 次）大於平均值（=.131 次）的現象亦顯示

出受試者之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存在極大的落差。而偏態係數為 2.043（正偏態），

顯示多數受試者的平均每題點閱次數較平均值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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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之次數分配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次） 人數 

0.00 0.01-0.10 0.11-0.20 0.21-0.30 0.41-0.50 0.51↑ 個別 5 (17.24%) 14 (48.28%) 5 (17.24%) 1 (3.45%) 2 (6.90%) 2 (6.90%) 累積 5 (17.24%) 19 (65.52%) 24 (82.76%) 25 (86.21%) 27 (93.10%) 29 (100%) 

進一步比對上表更能清楚發現，僅依據檢索結果便能進行相關程度判別之受

試者至少有 5 位（17.24%），且有高達 82.76%的受試者平均每一頁 10筆的檢索結

果最多只點閱 2筆，點閱超過 5筆以上者只有 6.90%。 

大部份國小高年級學童需檢閱超連結內容，才能判定檢索結果是否相關。但

點選檢閱的次數，存在相當大的落差，原因是由於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是否該檢

閱內容，有不確定感，或其他相關判斷能力所造成。 

(五)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為受試者在決定點閱檢索結果後，到確定相關程度

分數前，所瀏覽的平均網頁數。即受試者用以判斷每筆檢索結果時，在標題、摘

要與網址等資訊之外，所需要的資訊量。 

表 4-2-9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之敘述統計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頁頁頁頁)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000 1.600 .220 .363 2.536 有效樣本數 29 

從上表可看出平均每題瀏覽頁數的最小值為.000頁，最大值為 1.600頁，平均

值為.220 頁，小於標準差之.363 頁，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的表現上，與先前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一樣，呈現極大差距。而偏態係數為 2.536（正

偏態），顯示多數受試者的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較平均值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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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之次數分配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頁） 人數 

0.00 0.01-0.10 0.11-0.20 0.21-0.30 0.31-0.40 0.51-1.00 1.01↑ 個別 5 (17.24%) 13 (44.83%) 4 (13.79%) 1 (3.45%) 1 (3.45%) 4 (13.79%) 1 (3.45%) 累積 5 (17.24%) 18 (62.07%) 22 (75.86%) 23 (79.31%) 24 (82.76%) 28 (96.55%) 29 (100%) 

上表進一步從次數分配資料分析，完全未點閱檢索結果者其瀏覽網頁數仍

為.00（17.24%），表示這些受試者只須靠檢索結果提供之標題、摘要與網址等資

訊即可判斷。而其他有進行網頁瀏覽之受試者，平均每題瀏覽頁數以 0.01-0.10 頁

者最多（44.83%）。即一頁 10筆的檢索結果中，近半數的受試者最多只會看 1頁

（即檢索結果所連結之頁面）。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時，

所須之資訊量多寡極不一致，但整體而言偏少。 

 

表 4-2-11 是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整理。綜合上述，受試者在以上各項相關判

斷速度與數量上的表現可以發現，整體花費時間的偏態情形接近對稱分配，18 分

鐘多即可完成；判斷題數多寡整體的偏態情形接近對稱分配，5頁左右的檢索結果

即可完成實驗；平均每題判斷速度來看，平均每分鐘約可判斷 2 題，多數受試者

可能直接由檢索結果之標題與摘要等資訊判斷相關程度，故大部份數值略低於平

均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個別差異大，受試者每頁檢索結果點閱情況不佳，可能

對檢索結果之標題或摘要資訊高度滿意，或受時間限制影響點閱意願，出現許多

偏低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呈現極大差距，近半數受試者只看檢索結果所連結

之頁面，其他人則呈現兩極趨勢。 

然而單以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或

是平均每題瀏覽頁數等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並不足以說明國小高年級學童所有

的相關判斷行為，還須考量其相關判斷的質量，才能勾勒出相關判斷行為之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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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整理 

 

二、 相關判斷品質 

本部份是根據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實驗的結果，從數量以外的角度了解國小高

年級學童的相關判斷行為，即相關判斷的質量。分析範圍包含有相關判斷變動率、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與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等。 

(一) 相關判斷變動率 

根據實驗螢幕記錄顯示，受試者在實驗過程中會出現修改相關程度分數的行

為，表示受試者可能對於自己先前的判斷有所懷疑，故此部份亦相當值得探討。

依據研究者觀察，受試者更改相關分數的行為出現在以下幾個情況： 

� 給定某一筆檢索結果的相關分數，在進行下一筆相關判斷前； 

� 點閱某一筆檢索結果的超連結，並進行網頁瀏覽後； 

� 完成某一頁 10筆的相關分數，在翻至下一頁檢索結果前； 

� 主動表示實驗完成前，往前瀏覽所有已給分之檢索結果。 

受試者更改相關分數的行為，即表示相關判斷可能出現動態變化，因而使得

受試者在接收資訊後，對同一筆檢索結果產生相關程度的改變。為分析此一變化

情形，本研究記錄相關判斷的題數與總數，若受試者給定某一題之相關程度，而

後更動分數，則記錄其相關判斷題數=1，相關判斷總數=2，並稱兩者相減乘以百

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偏態係數偏態係數偏態係數偏態係數 花費時間（秒/分） 1101.17 / 18.35 327.606 / 5.46 .058 判斷題數（題） 53.21 24.516 .781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秒） 25.644 14.162 1.28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次） .131 .190 2.043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頁） .220 .363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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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之結果為「相關判斷變動率」，即「平均每一題之相關程度的改變頻率」，

代表受試者更動一筆檢索結果之相關程度的可能性。 

表 4-2-12 相關判斷變動率之敘述統計 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判斷變動率(%)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0.00 66.67 15.161 16.307 1.809 有效樣本數 29 

由上表可得知相關判斷變動率的最小值為 0.00%，即決定了相關程度就幾乎不

會改變；最大值為 66.67%，表示受試者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可能更改先前的相關判

斷。整體平均值為 15.161%，標準差為 16.307%，表示受試者的個別差異極大。而

偏態係數為 1.809（正偏態），表示多數受試者的相關判斷變動率較平均值略低。 

表 4-2-13 相關判斷變動率之次數分配 相關判斷變動率（%） 人數 

0.0-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50.1↑ 個別 16 (55.17%) 5 (17.24%) 4 (13.79%) 2 (6.90%) 2 (6.90%) 累積 16 (55.17%) 21 (72.41%) 25 (86.21%) 27 (93.10%) 29 (100%) 

根據上表相關判斷變動率之次數分配，至少有一半的受試者幾乎很少更動，

甚至不會更動相關程度，頂多一頁 10筆中變更一次（55.17%）；而一頁當中最多

變更 4 次者已佔全部的 93.10%；變動頻率在 50%以上者極為少數（6.90%）。顯

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相關判斷變動性極低，而產生變動的可能情況至少有四種。 

(二)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受試者在實驗時限內針對各筆檢索結果所給定的相關程度分數，由完全不相

關、不太相關、普通相關、非常相關，到完全相關，分別以 1-5分進行編碼。因每

位受試者判斷題數的不同，為求公平準確，故以平均分數做為分析。 

表 4-2-14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之敘述統計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程度平均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1.625 3.522 2.731 .537 -.234 有效樣本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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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4-2-14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之敘述統計顯示，最小值為 1.625分，最大值為

3.522 分，平均值為 2.731 分，標準差為.537分，表示受試者中對於檢索結果的相

關程度之最低平均分介於「完全不相關」與「不太相關」，而最高平均分在「普

通相關」與「非常相關」間，整體平均則介於「不太相關」與「普通相關」，顯

示受試者普遍認為檢索結果之相關程度不夠好。而偏態係數為-.234（負偏態），

表示多數受試者的相關程度平均分數雖然較平均值高，整體仍接近對稱分配。 

表 4-2-15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之次數分配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分） 人數 

1-2 2-3 3-4 4-5 個別 2 (6.90%) 18 (62.07%) 9 (31.03%) 0 (0%) 累積 2 (6.90%) 20 (68.97%) 29 (100%) 29 (100%) 

根據上表之次數分配，68.97%受試者的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低於 3 分，即「普

通相關」之下，而先前所提介於 1-2分之「完全不相關」與「不太相關」者只佔了

6.90%，可見對受試者而言，檢索結果的整體相關程度不夠令人滿意。 

(三)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本分析項目由受試者所填寫之「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而來，15 項相關準

則之重要性由「非常不重要」-「非常重要」以分數 1-5 代表，藉由了解受試者對

於所列之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分析本研究依據文獻資料所擬之 15項相關準則

的整體重要性如何，以及受試者在進行相關判斷時所持之主要準則。 

表 4-2-16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之敘述統計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1.733 4.400 3.248 .798 -.239 有效樣本數 29 

根據上表之敘述統計，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之最小值為 1.733分，最大值

為 4.400 分，表示有少數受試者認為此 15 項相關準則的整體重要性不足但亦有受

試者認同其重要性。以平均值 3.248分及標準差.798分來看，顯然此 15項相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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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重要性在受試者看來互有輕重，而非偏向 5 分之「非常重要」或 1 分之「非

常不重要」。而偏態係數為-.239（負偏態），表示多數受試者的相關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雖然較平均值高，整體仍接近對稱分配。 

表 4-2-17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之次數分配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分） 人數 

1-2 2-3 3-4 4-5 個別 2 (6.90%) 12 (41.38%) 10 (34.48%) 5 (17.24%) 累積 2 (6.90%) 14 (48.28%) 24 (82.76%) 29 (100%) 

進一步以上表之次數分配來看，更能看出受試者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的整體

平均分數集中於 2-3分（41.38%）與 3-4分（34.48%），與平均值為 3.248分相互

呼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有 17.24%受試者的重要性平均分數偏高，表示這些受

試者對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較高。 

(四)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本分析項目是根據問卷中每位受試者所推薦之值得參考的網站或網頁編號，

由研究者與受試者之班導師擔任評分員，針對此推薦集合個別評分，給分範圍為

0-5分，並取其平均分作為該受試者之「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為顧及評分

之信度，當給分差異大於 2 分時，評分員將進行協調討論，故每一推薦網頁的給

分差異皆控制在 2分以內。 

根據計算，受試者之推薦網頁編號共有 56個，評分員給分差異在 1分以下(含)

的比例為 91.07%，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為 1.536 分。各推薦網頁之詳細分數

與評分員之個別給分標準詳見附錄九。 

表 4-2-18 推薦品質平均分數之敘述統計 推薦品質平均分數推薦品質平均分數推薦品質平均分數推薦品質平均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偏態係數 

29 .000 4.500 2.016 1.225 .138 有效樣本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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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2-18 之評分標準，凡失效連結皆給予 0 分，而本分析項目之最小值

亦為.000 分，表示雖為受試者推薦之值得參考的網頁，仍可能只依其檢索結果所

呈現的標題與摘要等資訊便進行判斷，而未點閱確認內容是否為有效連結。平均

值為 2.016分也顯示出受試者所認為之「值得參考的網頁」，就評分員之標準而言

多半品質不佳。而偏態係數為.138（正偏態），表示多數受試者的推薦品質平均分

數雖然較平均值低，整體仍接近對稱分配。 

表 4-2-19 推薦網頁品質平均分數之次數分配 推薦品質平均分數（分） 人數 

0-1 1-2 2-3 3-4 4-5 個別 6 (20.69%) 6 (20.69%) 10 (34.48%) 4 (13.79%) 3 (10.34%) 累積 6 (20.69%) 12 (41.38%) 22 (75.86%) 26 (89.66%) 29 (100%) 

上表之次數分配顯示，受試者的推薦品質平均分數集中於 2-3分（34.48%）及

0-1分（20.69%）與 1-2分（20.69%）三組，平均分數在 3分以上者只有 24.13%。

表示受試者的相關判斷品質仍有待加強。 

 

表 4-2-20 是相關判斷品質整理。綜合受試者在以上各項相關判斷品質上的表

現，相關判斷變動率低，最多一頁變更一次，且個別差異大，多數受試者表現較

平均值低；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上，受試者普遍認為檢索結果的相關程度不夠好，

平均相關程度介在 2 分「不太相關」與 3 分「普通相關」間，以偏態情況而言，

整體表現接近對稱分配；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約 3 分，以偏態情況看，整體

表現接近對稱分配；就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而言，受試者所推薦之網頁多半

品質不佳，顯示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品質仍有待訓練加強，但整體表現接近對稱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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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0 相關判斷品質整理 

 

 

 

 

 

 

 

三、 相關判斷行為之關連分析 

由於先前各分析項目皆來自本研究設計之相關判斷實驗，彼此可能存在關

連，故須進行積差相關。根據表 4-2-21，在九個項目中，共有 13種組合之 Pearson

相關係數達到顯著，包含 8種正相關與 5種負相關，其中正相關之關連組合有： 

� 花費時間與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判斷變動率，

以及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與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以及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而負相關組合則有： 

� 判斷題數與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判

斷變動率，以及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研究者整理製成簡要表 4-2-22，並依逐一分析此 13種相關情形。 

相關判斷品質相關判斷品質相關判斷品質相關判斷品質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偏態係數偏態係數偏態係數偏態係數 相關判斷變動率（%） 15.1611 16.3065 1.809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分） 2.7306 .5370 -.234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分） 3.2483 .7976 -.239 推薦網頁品質平均分數（分） 2.0155 1.2252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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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 相關判斷行為之相關檢定 

 個數=29 
花費 時間 

判斷 題數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平均每題瀏覽 網頁數 

判斷變動率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推薦品質平均分數 花費 時間 

Pearson 相關  -.190 .476(**) .251 .237 .026 -.137 .061 .128 顯著性(雙尾) . .325 .009 .189 .216 .893 .478 .754 .509 判斷 題數 

Pearson 相關 -.190  -.785(**) -.387(*) -.392(*) -.428(*) -.204 -.533(**) -.125 顯著性(雙尾) .325 . .000 .038 .035 .020 .288 .003 .520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earson 相關 .476(**) -.785(**)  .417(*) .410(*) .488(**) .116 .459(*) .308 顯著性(雙尾) .009 .000 . .025 .027 .007 .550 .012 .10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earson 相關 .251 -.387(*) .417(*)  .898(**) .000 -.034 .420(*) .244 顯著性(雙尾) .189 .038 .025 . .000 .999 .862 .023 .203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earson 相關 .237 -.392(*) .410(*) .898(**)  .007 -.076 .464(*) .205 顯著性(雙尾) .216 .035 .027 .000 . .971 .695 .011 .287 判斷 變動率 

Pearson 相關 .026 -.428(*) .488(**) .000 .007  .289 -.006 .190 顯著性(雙尾) .893 .020 .007 .999 .971 . .129 .975 .322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earson 相關 -.137 -.204 .116 -.034 -.076 .289  .010 -.151 顯著性(雙尾) .478 .288 .550 .862 .695 .129 . .959 .434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earson 相關 .061 -.533(**) .459(*) .420(*) .464(*) -.006 .010  .364 顯著性(雙尾) .754 .003 .012 .023 .011 .975 .959 . .052 推薦品質平均分數 

Pearson 相關 .128 -.125 .308 .244 .205 .190 -.151 .364  顯著性(雙尾) .509 .520 .104 .203 .287 .322 .434 .052 .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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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2 相關判斷行為之關連整理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時 (雙尾)，相關顯著。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平均每題瀏覽 網頁數 

判斷 變動率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準則 重要性 平均分數 

推薦品質平均分數 花費 時間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1 
   

 

 

 

判斷 題數 

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 

(二二二二)-1 

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 

(二二二二)-2 

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 

(二二二二)-3 

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 

(二二二二)-4 

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負相關** 

(二二二二)-5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2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3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4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5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6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7 平均每題瀏覽 網頁數 

 
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正相關* 

(一一一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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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相關 

1. 花費時間與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根據數據，花費時間與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476，是正

相關，顯著水準為.009 小於.01，達到顯著。即受試者「花費時間愈多（少），

代表平均每題所須判斷時間也愈多（少）」。 

2.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根據數據，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

為.417，是正相關，顯著水準為.025 小於.05，達到顯著。即受試者「平均每題所

須判斷時間愈多（少），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也就愈多（少）」。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數據顯示，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

為.410，是正相關，顯著水準.027 小於.05，達到顯著。代表受試者「平均每題判

斷時間愈多（少），表示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愈多（少）」。 

4.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判斷變動率 

根據數據，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判斷變動率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488，同

樣是正相關，且以.007 小於.01 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表示受試者「平均每題判

斷時間愈多（少），表示判斷變動率會愈高（低）」。 

5.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數據顯示，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之 Pearson 相關係

數為.459，是正相關，且以.012 小於.05 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即受試者「平均

每題判斷時間愈多（少），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就愈高（低）」。 

6.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與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根據數據，平均每題點閱次數與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

為.898，是正相關，顯著水準.000 小於.01，達到顯著。代表受試者「平均每題點

閱次數愈多（少），其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也就愈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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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數據顯示，平均每題點閱次數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之 Pearson 相關係

數為.420，是正相關，且以.023 小於.05 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即受試者「平均

每題點閱次數愈多（少），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也就愈高（低）」。 

8.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根據數據，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之 Pearson 相關

係數為.464，是正相關，並以.011 小於.05 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即受試者「平

均每題瀏覽網頁數愈多（少），其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則愈高（低）」。 

歸結以上，當受試者實驗的花費時間愈少，代表判斷每筆檢索結果的時間也

會愈少（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而判斷每筆檢索結果的時間愈少，表示進一步了

解檢索結果內容的相關判斷行為就愈少（平均每題點閱次數與瀏覽網頁數），也

愈不會產生更改判斷的行為（相關判斷變動率），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的認同度

亦會愈低（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同時，受試者。反之，若受試者主動接

觸內容資訊的行為多，則愈容易產生判斷變動，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的認同也愈

高，同時亦代表判斷每筆檢索結果的時間會愈多，表示整個相關判斷實驗會花費

愈多時間。 

(二) 負相關 

1. 判斷題數與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根據數據，判斷題數與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785，是負

相關，顯著水準為.000 小於.01，達到顯著。即受試者「判斷題數愈少（多），

代表平均每題所須判斷時間就愈多（少）」。 

2. 判斷題數與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數據顯示，判斷題數與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387，是負

相關，顯著水準.038 小於.05，達到顯著。代表受試者「判斷題數愈少（多），

表示平均每題點閱次數愈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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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斷題數與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根據數據，判斷題數與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392，同

樣是負相關，並以.035 小於.05 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代表受試者「判斷題數愈

少（多），表示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會愈多（少）」。 

4. 判斷題數與判斷變動率 

數據顯示，判斷題數與判斷變動率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428，同樣是負相

關，且以.020 小於.05 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表示受試者「判斷題數愈少（多），

代表判斷變動率會愈高（低）」。 

5. 判斷題數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數據顯示，判斷題數與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為

-.533，是負相關，並以.003 小於.01 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即受試者「判斷題數

愈少（高），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就愈高（低）」。 

由上述可知，當受試者欲增加判斷題數時，深入了解內容的相關判斷行為就

會減少，較不會發生更改判斷的情形，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亦會降低。反之，

若受試者不追求判斷題數的增加，則可接觸更多協助判斷的資訊，進而容易產生

更改判斷的行為，加深認同相關準則的重要性。 

而歸結以上 13種關連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出： 

� 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以

及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此 5個相關判斷行為兩兩互有關連。其中，只有

判斷題數與其他相關判斷行為是負相關，其餘皆為正相關。 

� 判斷變動率與判斷題數和平均每題判斷時間有顯著關連，分別是負相關與正相

關，其他項目則無。 

� 花費時間與判斷題數顯著有關，為正相關，其他項目則無。 

�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與推薦品質平均分數與本節所列之其他相關判斷行為並無

顯著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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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上 13 種相關判斷行為之關係整理為下圖，實線為正相關，虛線為負相

關。由示意圖可清楚發現，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其他判斷行為存在最多關連。故

若要知道一名受試者在整體中相對的相關判斷情況，應最先掌握其判斷題數與花

費時間，用以計算其平均每題判斷時間，進而了解檢索結果的資訊接觸情形，以

及對相關準則重要性的認同度，並能大略推測判斷變動的可能性。 

 

 

 

 

 

 

 

 

 

 

 

圖 4-2-1 相關判斷行為之關連示意 

 

四、 本節小結 

本節首先從數量與品質兩方面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實

驗中的各項行為，進而利用關連分析了解各項行為之間的關係。 

從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與品質來看，受試者大多依據檢索結果所呈現之資訊

判斷相關性，較少做出進一步的點閱與瀏覽，因此更改相關程度的情況亦明顯偏

低，此情形可由判斷題數、每題判斷時間與整體花費時間窺知一二。而由於接觸

資訊有限，失去深入了解每筆檢索結果內容的機會，導致受試者直接以檢索結果

資訊判斷相關程度與推薦網頁，因此造成相關程度不足與推薦網頁品質不佳。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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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閱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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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網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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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訊接收量少，相關判斷思考發揮不多，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的感受也難以

深刻。 

就關連分析結果，眾多相關判斷行為中最能反應其他行為者平均每題判斷時

間，掌握該項數據就能連帶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檢索結果的資訊接收情形，對

相關準則重要性的認同度，以及大略知曉其判斷變動的可能性。而花費時間不能

反應多數受試者在整體中相對而言的相關判斷情況，其原因可能是受到實驗的時

間限制，以及同時間於附近進行實驗之同儕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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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準則之重要性與線索分析 

本節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時，使用的判斷準則與線

索，與相關準則重要性的認知與使用情況。重要性的認知與使用情況主要來自量

化統計的結果，判斷準則與線索則透過分析訪談內容得之。 

一、 相關準則重要性與使用情況分析 

(一) 相關準則重要性 

本研究之「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係根據 Hirsh（1999）與 Xu and Chen

（2006）之研究結果整理而成，共包含 15 項相關準則。受試者依認知的重要性

圈選 1分（非常不重要）-5分（非常重要），並勾選是否在相關判斷實驗中，有

使用準則之判斷方式，進行相關判斷。以下透過 15 項相關準則之重要性得分排

序與使用人次排序分析，來了解相關準則重要性與使用情況。 

1. 得分排序 

15項相關準則之重要性得分排序如表 4-3-1。前三名之判斷方式依序為「網

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與「內容

看得懂，很容易知道重點」。對照之相關準則為「內容主題性」、「摘要主題性」，

與「語言/可理解性」。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仍以主題

性為最。且檢索結果的顯示資訊中，以摘要為最重要之顯示資訊，重要性勝過標

題與網址。此外，網站或網頁內容是否看得懂，或使用慣用語言書寫，亦相當重

要。 

重要性較低之判斷方式為：「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網址與我要找

的題目有關」與「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對應之相關準則為：「新穎性」、

「網址主題性」與「新近性/最近話題」。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認為資料的時間

性不足以影響相關程度的判斷。此外，網址主題性對受測者顯得不重要，原因可

能為受試者無法辨識網址的涵意，因此會有「很少注意那個」或「不知道那個是

什麼」的反應。 



 

93  

表 4-3-1 相關準則重要性得分排序 得分排序得分排序得分排序得分排序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判斷方式描述判斷方式描述判斷方式描述判斷方式描述 

1 117 內容主題性 「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2 116 摘要主題性 「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3 114 語言/可理解性 內容看得懂，很容易知道重點。 

4 109 權威性/可信度 內容很專業，值得信任。 

5 107 品質 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 

6 106 標題主題性 「標題」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7 97 

圖片完整度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完整，符合文字的意思。 圖片清晰度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很清楚。 

9 91 圖片主題性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0 89 趣味性 內容很有趣，能吸引我的注意。 

11 86 同儕興趣 內容能讓同學覺得很有趣，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 

12 80 便利/取用性 內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 

13 79 新穎性 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 

14 71 網址主題性 「網址」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5 54 新近性/最近話題 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 

2. 使用人次排序 

相關準則之使用人次排序如表 4-3-2。前三名判斷方式為：「內容看得懂，

很容易知道重點」，「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與「內容很專業，

值得信任」則並列第二名。對應之準則名稱為：「語言/可理解性」、「內容主

題性」與「權威性/可信度」。從使用面來看，受試者在進行相關判斷實驗時，

準則使用以內容能否容易理解為主，內容主題與專業與否次之。 

使用人次較少之判斷方式為：「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網址與我要

找的題目有關」，以及「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三者對照之準則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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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性」、「網址主題性」與「新近性/最近話題」，與重要性排序相同。表示國

小高年級學童在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面與使用面上，受此三者影響的程度皆不

如其他相關準則。 

比對重要性得分與使用人次排序，發現重要性與使用人次的前五至六名幾乎

都相同，唯有順序不同。然而，後五名之相關準則皆同為「同儕興趣」、「便利

/取用性」、「新穎性」、「網址主題性」與「新近性/最近話題」。顯示國小高

年級學童在相關準則重要性的認知與使用上，肯定的程度有所出入，但否定意見

幾乎趨於一致。 

表 4-3-2 相關準則使用人次排序 使用排序使用排序使用排序使用排序 總人次總人次總人次總人次 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判斷方式描述判斷方式描述判斷方式描述判斷方式描述 

1 25 語言/可理解性 內容看得懂，很容易知道重點。 

2 24 

內容主題性  「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權威性/可信度 內容很專業，值得信任。 

4 23 標題主題性 「標題」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5 21 

摘要主題性  「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品質 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 

7 20 圖片完整度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完整，符合文字的意思。 

8 18 

趣味性 內容很有趣，能吸引我的注意。 圖片清晰度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很清楚。 

10 16 圖片主題性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1 15 同儕興趣 內容能讓同學覺得很有趣，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 

12 12 便利/取用性 內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 

13 11 新穎性 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 

14 10 網址主題性  「網址」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5 7 新近性/最近話題 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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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準則重要性之次數分配 

為求深入了解各相關準則重要性的得分情形，本部份針對 15 項相關準則重

要性得分之次數分配進行分析，並依相關準則重要性排序逐項討論。 

1. 內容主題性 

內容主題性的判斷方式為「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由表

4-3-3之敘述統計與表4-3-4次數分配表可看出受試者的重要性分數平均值為4.03

分，標準差為 1.210分，且有 51.72%的人給予 5分的重要性，並有分數愈低人數

愈少的趨勢，表示受試者認為「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是網路資

訊相關判斷極為重要的方式。 

內容主題性的重要性分數位居首位，在使用次數上排名第二，僅次於語言/

可理解性，可見其整體重要性極為受到肯定。 

表 4-3-3 內容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內容主題性重要分數內容主題性重要分數內容主題性重要分數內容主題性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4.03 1.210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4 內容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內容主題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1 (3.45%) 3 (10.34%) 5 (17.24%) 5 (17.24%) 15 (51.72%) 累積 1 (3.45%) 4 (13.79%) 9 (31.03%) 14 (48.28%) 29 (100%) 

 

2. 摘要主題性 

摘要主題性之對應判斷方式為「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摘要」指的

是檢索結果所呈現，包含檢索文字在內之網站或網頁內容節錄。表 4-3-5敘述統

計表顯示平均值為 4.00分，標準差為 1.134分，表 4-3-6 次數分配亦呈現與內容

主題性一樣「分數愈高，人數愈多」的趨勢，並有 41.38%受試者勾選 5 分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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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題性的重要性名次為第二，使用次數卻在語言/可理解性、權威性/可

信度、標題主題性之後，與品質並列第五，表示部份受試者並沒有在實驗中確實

使用該相關準則，但對於「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具有極高的重要性認知。 

表 4-3-5 摘要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摘要主題性重要分數摘要主題性重要分數摘要主題性重要分數摘要主題性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4.00 1.134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6 摘要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摘要主題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2 (6.90%) 0 (0.00%) 6 (20.69%) 9 (31.03%) 12 (41.38%) 累積 2 (6.90%) 2 (6.90%) 8 (27.59%) 17 (58.62%)  29 (100%) 

 

3. 語言/可理解性 

語言/可理解性指的是「內容看得懂，很容易知道重點」，包含使用的語言

或排版組織等呈現方式。依下表之敘述統計，其平均值為 3.93分，標準差為 1.223

分，依次數分配表，偏低分者仍為少數，有 44.83%的受試者給予最高分，表示

受試者將能否理解資訊內容視為很重要的相關判斷方式。 

而使用次數上，語言/可理解性為最多受試者使用之相關準則，可見不論是

認知面或使用面，受試者皆高度肯定其重要性。 

表 4-3-7 語言/可理解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可理解性重要分數可理解性重要分數可理解性重要分數可理解性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93 1.223 有效樣本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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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語言/可理解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語言/可理解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2 (6.90%) 1 (3.45%) 7 (24.14%) 6 (20.69%) 13 (44.83%) 累積 2 (6.90%) 3 (10.34%) 10 (34.48%) 16 (55.17%) 29 (100%) 

 

4. 權威性/可信度 

權威性所指涉的範圍廣泛，本研究所使用之權威性偏重於可信度，故轉化該

相關準則之判斷方式為「內容很專業，值得信任」。依敘述統計表 4-3-9，權威

性/可信度的平均值為 3.76分，標準差為 1.431分，次數分配表 4-3-10 中重要性

為 1分者較先前三項相關準則多，但多數受試者仍給予較高的重要性分數，5分

者佔 44.83%，表示仍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權威性/可信度的重要性排序為 4，使用次數排名與內容主題性並列第 2名，

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不僅認知上認為「內容很專業，值得信任」是重要的相關判

斷方式，也的確會於實際操作時使用。 

表 4-3-9 權威性/可信度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權威性權威性權威性權威性/可信度可信度可信度可信度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76 1.431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10 權威性/可信度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權威性/可信度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4 (13.79%) 1 (3.45%) 6 (20.69%) 5 (17.24%) 13 (44.83%) 累積 4 (13.79%) 5 (17.24%) 11 (37.93%) 16 (55.17%)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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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質 

關於資訊品質的定義牽涉甚廣，為符合國小學童的理解範圍，本研究強調資

訊的正確性，故判斷方式轉化為「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依敘述統計

表 4-3-11，品質之重要分數平均值為 3.69 分，標準差為 1.442 分，次數分配表

4-3-12 可看出給予 5 分重要性者仍然佔 44.83%，但低分者明顯較先前相關準則

多，表示有部份受試者並不認為品質是非常重要的判斷方式。 

從排序來看，重要性分數排名 5，使用次數與摘要主題性亦並列第 5，顯示

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的認知與使用趨於一致，

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表 4-3-11 品質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品質品質品質品質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69 1.442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12 品質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品質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3 (10.34%) 4 (13.79%) 5 (17.24%) 4 (13.79%) 13 (44.83%) 累積 3 (10.34%) 7 (24.14%) 12 (41.38%) 16 (55.17%) 29 (100%) 

 

6. 標題主題性 

「標題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即標題主題性的對應判斷方式。「標題」指的

是檢索結果所呈現之網站或網頁名稱，檢索文字有時包含在內。依敘述統計表

4-3-13，其平均值為 3.66分，標準差為 1.261分，表 4-3-14 次數分配也明顯看出

高分群人數較先前各相關準則少，5分只佔 34.48%。表示部份受試者認為「標題

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重要性不如先前其他判斷方式。 

標題主題性的重要性排序為 6，使用次數卻排名 4，較摘要主題性與品質使

用率較高，顯示受試者認知上認為標題主題性並不如摘要或品質等相關準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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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但實際操作時卻可能有使用到「標題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判斷，而未使用

「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或「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進行相關判斷。

這種情形可能與實驗時的時間壓力有關，受試者曾於訪談時表示：「那時候怕時

間來不及，很多只看標題而已」，顯示受試者可能礙於時間或其他因素，表現出

與認知有所出入的相關判斷行為。 

表 4-3-13 標題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標題主題性標題主題性標題主題性標題主題性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66 1.261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14 標題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標題主題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2 (6.90%) 3 (10.34%) 8 (27.59%) 6 (20.69%) 10 (34.48%) 累積 2 (6.90%) 5 (17.24%) 13 (44.83%) 19 (65.52%) 29 (100%) 

 

7. 圖片完整度 

圖片完整度指的是「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完整，符合文字的意思」，即圖片

能夠配合文字內容。依敘述統計表 4-3-15，圖片完整度的重要性平均值為 3.34

分，標準差為 1.370分，與圖片清晰度之平均值相同，標準差為 1.495分相比，

圖片完整度的標準差相對略小，顯示其重要性得分較圖片清晰度集中。 

表 4-3-16，給予 5分重要性的人數首度出現在 10 人以下（27.59%）。表示

多數受試者認為其重要程度未達「非常重要」。比對次數分配，更驗證了圖片完

整度之得分情形較圖片清晰度來得集中。 

圖片完整度的使用次數排名為 7，重要性排序為 8，在圖片清晰度之前。顯

示受試者對於「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完整，符合文字的意思」在認知與使用上的

差距不大。 

 



 

100  

表 4-3-15 圖片完整度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圖片完整度圖片完整度圖片完整度圖片完整度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34 1.370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16 圖片完整度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圖片完整度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4 (13.79%) 3 (10.34%) 9 (31.03%) 5 (17.24%) 8 (27.59%) 累積 4 (13.79%) 7 (24.14%) 16 (55.17%) 21 (72.41%) 29 (100%) 

 

8. 圖片清晰度 

圖片清晰度指的是「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很清楚」。依敘述統計表 4-3-17，

其重要性分數的平均值為 3.34分，標準差 1.495分，表 4-3-18，次數分配中給予

1分及 2分者共佔 34.48%，給 5分者仍有 34.48%，但比例已不如先前準則高。 

圖片清晰度的重要性分數排序為 7，使用次數排名則在圖片完整度之後，與

趣味性並列為第 8名。顯示受試者對「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很清楚」的重要性認

知與使用上有些微出入，但相去不遠。 

表 4-3-17 圖片清晰度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圖片清晰性圖片清晰性圖片清晰性圖片清晰性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34 1.495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18 圖片清晰度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圖片清晰度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4 (13.79%) 6 (20.69%) 5 (17.24%) 4 (13.79%) 10 (34.48%) 累積 4 (13.79%) 10 (34.48%) 15 (51.72%) 19 (65.52%)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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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圖片主題性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所對應的相關準則為圖片主題

性。依敘述統計表 4-3-19，其重要性分數平均值為 3.14分，標準差是 1.529分，

表 4-3-20，次數分配更較先前準則趨於分散，給予 5 分者只有 27.59%，顯示覺

得圖片主題性重要的受試者多於認為不重要者的比例已較少。 

圖片主題性的重要性排名為 9，在圖片清晰度與圖片完整度之後，趣味性之

前，使用次數則排序 10，在趣味性之後。顯示雖然有些微出入，但受試者對圖

片主題性的認知與使用仍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表 4-3-19 圖片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圖片主題性圖片主題性圖片主題性圖片主題性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14 1.529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20 圖片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圖片主題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6 (20.69%) 5 (17.24%) 5 (17.24%) 5 (17.24%) 8 (27.59%) 累積 6 (20.69%) 11 (37.93%) 16 (55.17%) 21 (72.41%) 29 (100%) 

 

10. 趣味性 

趣味性指的是「內容很有趣，能吸引我的注意」。依敘述統計表 4-3-21，重

要性平均值為 3.07 分，標準差為 1.580 分。表 4-3-22 之次數分配，給予 1 分的

受試者佔 27.59%，是重要性 5 級分中比例最高的一組，2分者佔 10.34%。表示

平均而言趣味性雖然有 3分以上的重要性，但 37.93%的受試者並不認同。 

趣味性的重要性排名為 10，但使用次數排序在圖片清晰度與圖片主題性之

前，顯示若干受試者雖然認知上不認同趣味性具有高度重要性，但在實際操作時

卻使用了該判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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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 趣味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3.07 1.580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22 趣味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趣味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8 (27.59%) 3 (10.34%) 4 (13.79%) 7 (24.14%) 7 (24.14%) 累積 8 (27.59%) 11 (37.93%) 15 (51.72%) 22 (5.86%) 29 (100%) 

 

11. 同儕興趣 

同儕興趣所對應之相關判斷方式為「內容能讓同學覺得很有趣，可以吸引大

家的注意」。依敘述統計表 4-3-23，其平均值為 2.97分，標準差為 1.546分，是

15 項相關準則中首次出現重要性平均值低於 3 分。表 4-3-24，次數分配中 1-2

分（44.83%）的人數比例多於 4-5分者（41.38%），可見不認同同儕興趣重要性

的受試者較認同者多。 

同儕興趣的重要性與使用次數皆位居 11，顯示受試者對於「內容能讓同學

覺得很有趣，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重要性認知與使用情形一致。 

表 4-3-23 同儕興趣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同儕興趣同儕興趣同儕興趣同儕興趣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2.97 1.546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24 同儕興趣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同儕興趣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7 (24.14%) 6 (20.69%) 4 (13.79%) 5 (17.24%) 7 (24.14%) 累積 7 (24.14%) 13 (44.83%) 17 (58.62%) 22 (75.86%)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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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便利/取用性 

便利/取用性是指「內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表 4-3-25，敘述統計之

平均值為 2.76分，標準差為 1.550分。表 4-3-26，次數分配中 1分的比例（34.48%）

為 5組最高，1-2分（44.83%）的比例亦高於 4-5分（37.93%），表示將近一半

的受試者在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時，「內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並非相當

重要的考量。 

便利/取用性的重要性與使用次數排序皆為 12，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內

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的重要性認知及使用趨於一致。 

表 4-3-25 便利/取用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便利便利便利便利/取用性取用性取用性取用性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2.76 1.550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26 便利/取用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便利/取用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10 (34.48%) 3 (10.34%) 5 (17.24%) 6 (20.69%) 5 (17.24%) 累積 10 (34.48%) 13 (44.83%) 18 (62.07%) 24 (82.76%) 29 (100%) 

 

13. 新穎性 

「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所對應的相關準則為新穎性，指資訊內容是先

前未曾看過的。依敘述統計表 4-3-27，新穎性的平均值為 2.72分，標準差 1.437

分。表 4-3-28，次數分配明顯看出人數集中在 3分以下，4-5分比例為 27.59%。

表示大部份受試者認為「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並不是重要的相關判斷方式。 

新穎性在重要性與使用次數排序上皆為 13，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內

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的重要性認知及使用頗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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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7 新穎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新穎性新穎性新穎性新穎性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2.72 1.437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28 新穎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新穎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8 (27.59%) 5 (17.24%) 8 (27.59%) 3 (10.34%) 5 (17.24%) 累積 8 (27.59%) 13 (44.83%) 21 (72.41%) 24 (82.76%) 29 (100%) 

 

14. 網址主題性 

「網址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對應之相關準則為網址主題性。依敘述統計表

4-3-29，網址主題性平均值為 2.45分，標準差 1.502分。表 4-3-30，次數分配中

重要性 1-2分的比例為 58.62%，給予 1分的人數亦是 5 組最多，顯示多數受試

者認為網址主題性不太重要。 

網址主題性的重要性排名與使用次數排序皆為 14，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

於「網址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的重要性認知及使用趨於一致。 

表 4-3-29 網址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網址主題性網址主題性網址主題性網址主題性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2.45 1.502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30 網址主題性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網址主題性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11 (37.93%) 6 (20.69%) 5 (17.24%) 2 (6.90%) 5 (17.24%) 累積 11 (37.93%) 17 (58.62%) 22 (75.86%) 24 (82.76%) 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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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近性/最近話題 

新近性/最近話題所對應的判斷方式為「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依

敘述統計表 4-3-31，其重要性得分平均值為 1.86分，標準差 1.125分，是 15項

相關準則中重要性得分唯一低於 2分者。表 4-3-32，次數分配中 1-2分佔 82.76%，

為 15項準則中最高，4-5分比例亦為其中最低，可見絕大多數受試者並不認同新

近性/最近話題的重要性。 

同樣的，「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此判斷方式在重要性與使用次數排

序中皆位居 15，亦顯現新近性/最近話題的不受重視。 

表 4-3-31 新近性/最近話題重要分數之敘述統計 新近性新近性新近性新近性/最近話題最近話題最近話題最近話題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重要分數(分分分分)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29 1 5 1.86 1.125 有效樣本數 29 

表 4-3-32 新近性/最近話題重要分數之次數分配 新近性/最近話題 重要分數 人數 

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 

1 2 3 4 5 個別 14 (48.28%) 10 (34.48%) 1 (3.45%) 3 (10.34%) 1 (3.45%) 累積 14 (48.28%) 24 (82.76%) 25 (86.21%) 28 (96.55%) 29 (100%) 

 

表 4-3-33 是 15項相關準則之重要性得分整理。綜合上述，前 6名相關準則

之最多得分次數皆為 5分，平均值都在 3.5分以上，標準差則皆小於 1.5分，並

皆為著重網路資訊內容本身之準則。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是

以「內容本身」為首要考量範圍，而除了權威性/可信度與品質外，重要性認同

差異不大。 

重要性得分中段 7-9名皆為圖片類相關準則，5分重要性亦佔較大比例，平

均值 3分以上，標準差較前 6名高。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圖片的主題性、清

晰度與完整度有一定要求，但因人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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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排序 10-15名之相關準則多與網路資訊的時間性質、喜好與取用等非

內容本身之因素有關，平均值多低於 3 分，除了新穎性與新近性/最近話題外，

標準差多大於 1.5分。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極著重資訊內容本身，較不注重個人

或群體喜好，亦較少考慮網路資訊的時間面與取用面，也少從網址判斷主題性。

這些相關準則對國小高年級學童而言，整體重要性偏低，但個別差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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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3 相關準則重要性得分整理 

* 表示得分人次最多；準則重要性整體平均分數為 3.24分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依重要性得分序依重要性得分序依重要性得分序依重要性得分序）））） 

非常不重要非常不重要非常不重要非常不重要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 得分排序得分排序得分排序得分排序 

使用人次使用人次使用人次使用人次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1 2 3 4 5 內容主題性     * 4.03 1.210 1 2 摘要主題性     * 4.00 1.134 2 5 語言/可理解性     * 3.93 1.223 3 1 權威性/可信度     * 3.76 1.431 4 2 品質     * 3.69 1.442 5 5 標題主題性     * 3.66 1.261 6 4 圖片完整度   *   3.34 1.370 7 7 圖片清晰度     * 3.34 1.495 7 8 圖片主題性     * 3.14 1.529 9 10 趣味性 *     3.07 1.580 10 8 同儕興趣 *    * 2.97 1.546 11 11 便利/取用性 *     2.76 1.550 12 12 新穎性 *  *   2.72 1.437 13 13 網址主題性 *     2.45 1.502 14 14 新近性/最近話題 *     1.86 1.12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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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判斷準則之線索分析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之一，在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利用網路進行課業相關

資訊檢索時，利用哪些相關準則及其使用哪些線索判斷其相關性，藉以做為日後

相關教育課程參考。先前已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相關判斷準則重要性的認知

與使用，本部份將深入分析個人訪談內容，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使用相關準則

時，其思考線索究竟為何。以下相關準則順序依重要性得分序排列。 

(一) 內容主題性 

不論從標題摘要或網址進行相關判斷，其準確度都不如直接點閱網站或網頁

內容。內容主題性在重要性得分與使用次數皆位居一二，能提供判斷的線索較標

題、摘要與網址多樣化。 

1. 內容與生活有關 

大部份受訪者會以貼近自己生活的內容為優先考量，以對自己實用，或是大

多數人適用的內容為首要條件。此外，受訪者對於他人與自己的類似經驗亦表認

同，反之，若自己經驗中無法用到的內容則視為相關程度低，但也有受訪者認為

應儘可能符合不同需求。 「「「「辦公室設備本來就比較不關於我的生活辦公室設備本來就比較不關於我的生活辦公室設備本來就比較不關於我的生活辦公室設備本來就比較不關於我的生活，，，，像水的話是像水的話是像水的話是像水的話是每天都要用的每天都要用的每天都要用的每天都要用的，，，，可能就會先看可能就會先看可能就會先看可能就會先看。」。」。」。」（（（（S2）））） 「「「「因為他基本上是在寫自己的經驗啊因為他基本上是在寫自己的經驗啊因為他基本上是在寫自己的經驗啊因為他基本上是在寫自己的經驗啊…………所以如果所以如果所以如果所以如果跟我的很像跟我的很像跟我的很像跟我的很像…………我就覺得應該可以用我就覺得應該可以用我就覺得應該可以用我就覺得應該可以用。」。」。」。」（（（（S3）））） 「「「「因為搞不好有很多人要看資料啊因為搞不好有很多人要看資料啊因為搞不好有很多人要看資料啊因為搞不好有很多人要看資料啊，，，，我我我我只有寫住宅只有寫住宅只有寫住宅只有寫住宅，，，，那商業的人他們不是又要再找資料那商業的人他們不是又要再找資料那商業的人他們不是又要再找資料那商業的人他們不是又要再找資料？？？？不不不不如也順便幫他們找一找吧如也順便幫他們找一找吧如也順便幫他們找一找吧如也順便幫他們找一找吧！！！！就全部一起剛剛好就全部一起剛剛好就全部一起剛剛好就全部一起剛剛好，，，，他們就不用再那麼麻煩啦他們就不用再那麼麻煩啦他們就不用再那麼麻煩啦他們就不用再那麼麻煩啦！」（！」（！」（！」（S6）））） 

2. 內容與主題直接相關 

與標題和摘要相同，凡內容出現受訪者認為與主題直接相關的字眼，皆被視

為內容主題性之線索。反之，受訪者若發現較難與主題有直接聯想者，則容易被

視為不相關。 「「「「這邊都還蠻有用的這邊都還蠻有用的這邊都還蠻有用的這邊都還蠻有用的，，，，因為它寫因為它寫因為它寫因為它寫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大眾運輸，，，，用自用車的話就會有更多廢氣用自用車的話就會有更多廢氣用自用車的話就會有更多廢氣用自用車的話就會有更多廢氣。」。」。」。」（（（（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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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想的差不多欸跟我想的差不多欸跟我想的差不多欸跟我想的差不多欸！！！！就是寫一些好怪的東西就是寫一些好怪的東西就是寫一些好怪的東西就是寫一些好怪的東西，，，，比如比如比如比如聖經與神學的角度看節能聖經與神學的角度看節能聖經與神學的角度看節能聖經與神學的角度看節能…………，，，，聖經跟神聖經跟神聖經跟神聖經跟神學學學學…………我們可能不會去在意這些東西我們可能不會去在意這些東西我們可能不會去在意這些東西我們可能不會去在意這些東西。」（。」（。」（。」（S6）））） 

3. 內容難易適中，用字淺白 

由於專業用詞多的內容有閱讀門檻，對於這類內容，受訪者難以生活經驗或

已知知識加以理解，故往往評估為低相關程度，並多半列為參考，不實際擷取使

用，若納為報告內容，也會要求自己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以示負責。 「「「「它的東西深度看起來它的東西深度看起來它的東西深度看起來它的東西深度看起來比比比比較難理解較難理解較難理解較難理解。。。。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大部份都不懂大部份都不懂大部份都不懂大部份都不懂，，，，所以可能就是做參考所以可能就是做參考所以可能就是做參考所以可能就是做參考。」。」。」。」（（（（S2）））） 「「「「但是它但是它但是它但是它內容比較深內容比較深內容比較深內容比較深，，，，如果要真正拿來用如果要真正拿來用如果要真正拿來用如果要真正拿來用，，，，要一直去問家長要一直去問家長要一直去問家長要一直去問家長，，，，先把它搞懂再放進去先把它搞懂再放進去先把它搞懂再放進去先把它搞懂再放進去，，，，等於說等於說等於說等於說你報告的時候要把家長告訴你的東西也告訴別人你報告的時候要把家長告訴你的東西也告訴別人你報告的時候要把家長告訴你的東西也告訴別人你報告的時候要把家長告訴你的東西也告訴別人，，，，這樣人家才聽得懂這樣人家才聽得懂這樣人家才聽得懂這樣人家才聽得懂。」。」。」。」（（（（S6）））） 

4. 內容篇幅精要簡略 

當研究者提及內容篇幅很長，有不少內容能參考，受訪者是否會感到開心，

受訪者多半表示重質不重量，甚至對於長篇大論，或引用過多參考資料的內容感

到厭煩。原因除了少數受訪者不喜閱讀大量文字，希望能儘快找到所須資訊外，

較多受訪者認為內容能一語中的，精確表達重點者為優。 「「「「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內容太多會讓我內容太多會讓我內容太多會讓我內容太多會讓我們不想看們不想看們不想看們不想看。。。。那它裡面內容寫一大堆那它裡面內容寫一大堆那它裡面內容寫一大堆那它裡面內容寫一大堆，，，，就覺得它這邊就覺得它這邊就覺得它這邊就覺得它這邊（（（（參考網址連結參考網址連結參考網址連結參考網址連結））））一定也是一定也是一定也是一定也是要看很久要看很久要看很久要看很久，，，，加起來很多加起來很多加起來很多加起來很多。」。」。」。」（（（（S4））））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字很多不一定是重要的字很多不一定是重要的字很多不一定是重要的字很多不一定是重要的。。。。像我之前找過有一個字比較少的像我之前找過有一個字比較少的像我之前找過有一個字比較少的像我之前找過有一個字比較少的，，，，可是它就是可是它就是可是它就是可是它就是短短的三兩行短短的三兩行短短的三兩行短短的三兩行而而而而已已已已，，，，我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看的時候就覺得比我之前找的還要比我之前找的還要比我之前找的還要比我之前找的還要精精精精準準準準，，，，我就用它的我就用它的我就用它的我就用它的。」。」。」。」（（（（S5）））） 

5. 內容提供相關連結，如參考來源網址或書目 

受訪者對於內容中提供參考來源或書目等相關連結，皆給予正面反應，認為

透過連結能得到更多資訊，但有時受訪者必須對內容已有相關程度的認同，提供

的相關連結才能發揮加分作用，提升相關程度。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還不還不還不還不錯錯錯錯吧吧吧吧！！！！因為它是節因為它是節因為它是節因為它是節錄下錄下錄下錄下來的來的來的來的，，，，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可能它可能它可能它可能它連結就會連結就會連結就會連結就會給給給給你更完整的你更完整的你更完整的你更完整的。。。。…………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給給給給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更多更多更多更多。」。」。」。」（（（（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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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內容資訊豐富 

不難發現利用網路資訊寫作報告時，受訪者都希望能呈現豐富多元的面貌，

然而有趣的是，受訪者多半能主動提及「資訊豐富」為摘要主題性與品質之判斷

線索，但針對內容主題性，使用其他線索的頻率明顯較高。 「「「「就是寫的資就是寫的資就是寫的資就是寫的資訊訊訊訊很很很很豐富豐富豐富豐富，，，，有很多節能的方有很多節能的方有很多節能的方有很多節能的方法法法法。」（。」（。」（。」（S2）））） 

根據以上，不難發現受訪者對於內容主題性，主要以實用並且適用，豐富而

且完整為考量，若能在標題與摘要顯現這些特點，也多能吸引目光。 

(二) 摘要主題性 

摘要比標題提供更多檢索結果資訊，是受訪者賴以判斷的主要管道，重要性

得分與使用次數皆名列前茅。經由觀察，有些受試者甚至只靠摘要便能判斷相關

程度，以致並沒有點閱內容，確認連結是否有效，是造成部份受試者推薦網頁品

質平均分數偏低的原因之一。 

1. 摘要出現關鍵字註記 

根據現行搜尋引擎的運作方式，檢索結果之摘要中的關鍵字皆以顏色標示，

某些受訪者於相關判斷時會略為注意，認為摘要中應該至少出現一次關鍵字。 「「「「如果它完全如果它完全如果它完全如果它完全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提到提到提到提到你你你你打打打打的字的話的字的話的字的話的字的話，，，，我覺得應該不是重點我覺得應該不是重點我覺得應該不是重點我覺得應該不是重點，，，，裡面應該裡面應該裡面應該裡面應該沒什沒什沒什沒什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S6）））） 

2. 摘要與主題直接相關 

如同標題，摘要中直接出現相關字眼，以本研究之節能的方法而言，若摘要

內至少出現一種節能方式或做法，以及好處等，受訪者將視其為相關線索。反之

則視為相關程度低，不會進行點閱瀏覽。 「「「「摘要裡有摘要裡有摘要裡有摘要裡有『『『『利用利用利用利用電源電壓控制電源電壓控制電源電壓控制電源電壓控制方方方方法法法法的新的新的新的新型型型型節能節能節能節能技術技術技術技術』』』』。。。。因為每個家因為每個家因為每個家因為每個家庭庭庭庭都會用都會用都會用都會用到電源到電源到電源到電源啊啊啊啊…………所所所所以以以以說不定裡面會有說不定裡面會有說不定裡面會有說不定裡面會有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你你你你怎怎怎怎麼讓麼讓麼讓麼讓電源減電源減電源減電源減少少少少，，，，而而而而且且且且又方便的節能方又方便的節能方又方便的節能方又方便的節能方法法法法。」。」。」。」（（（（S1）））） 「「「「還好吧還好吧還好吧還好吧！！！！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從從從從它上面看它上面看它上面看它上面看…………看不太看不太看不太看不太出出出出來有來有來有來有什什什什麼節能的方式麼節能的方式麼節能的方式麼節能的方式。」。」。」。」（（（（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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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摘要內已出現受訪者所須資訊，甚至會直接使用寫入報告；而有時儘管

摘要中出現少部份相關資訊，受訪者會考量主題重點選擇忽略。 

Q：：：：「「「「那你會用這邊那你會用這邊那你會用這邊那你會用這邊（（（（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的東西去做報告的東西去做報告的東西去做報告的東西去做報告嗎嗎嗎嗎？？？？就是它有直就是它有直就是它有直就是它有直接接接接寫寫寫寫出出出出來你要的來你要的來你要的來你要的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S3：：：：「「「「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 「「「「嗯嗯嗯嗯…………我這個不會想要看我這個不會想要看我這個不會想要看我這個不會想要看…………。。。。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感感感感覺在說覺在說覺在說覺在說誰誰誰誰是是是是審核員審核員審核員審核員，，，，可是可是可是可是我們要找的是方我們要找的是方我們要找的是方我們要找的是方法法法法，，，，不是這不是這不是這不是這個人個人個人個人。。。。搞不好它大部份都在寫人搞不好它大部份都在寫人搞不好它大部份都在寫人搞不好它大部份都在寫人，，，，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通通通通常它有人的話裡面大部份都會在寫人常它有人的話裡面大部份都會在寫人常它有人的話裡面大部份都會在寫人常它有人的話裡面大部份都會在寫人，，，，才去寫一才去寫一才去寫一才去寫一點點節點點節點點節點點節約約約約能能能能源源源源的方的方的方的方法法法法。」。」。」。」（（（（S6）））） 

3. 摘要是先前沒看過的 

檢索結果有時往往大同小異，一旦出現先前未曾看過的資訊，較容易吸引受

訪者的目光。此一情況受訪者通常已從檢索結果中逐漸累積主題概念，因而具有

此類特色的摘要內容更顯突出。 「「「「就是比較不一樣就是比較不一樣就是比較不一樣就是比較不一樣，，，，不是很不是很不是很不是很普通普通普通普通的題的題的題的題目目目目。。。。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別的都別的都別的都別的都沒沒沒沒有看有看有看有看到到到到以這個題以這個題以這個題以這個題目目目目來寫的東西來寫的東西來寫的東西來寫的東西。」。」。」。」（（（（S2）））） 

4. 摘要與所知一致 

受訪者由於所知有限，若摘要內容能與已知資訊有所連結，或出現能獲得其

認同的描述，亦能吸引其注意，做進一步的連結點閱。 「「「「因為大部份有很多節能方式就是因為大部份有很多節能方式就是因為大部份有很多節能方式就是因為大部份有很多節能方式就是叫叫叫叫我們不要那麼常我們不要那麼常我們不要那麼常我們不要那麼常開電器開電器開電器開電器用品之用品之用品之用品之類類類類的的的的…………。」。」。」。」（（（（S3）））） 

5. 摘要包含未知事物 

除了認同已知資訊，若受訪者對摘要當中有不理解，想更深入了解的地方，

亦會希望藉由點閱瀏覽解除疑惑。這種情形通常是受訪者已認定標題符合主題

性，因而更想進一步了解摘要中的未知事物。 「「「「就是有時候我會先看一就是有時候我會先看一就是有時候我會先看一就是有時候我會先看一下下下下題題題題目目目目，，，，再看再看再看再看下下下下面面面面（（（（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如果如果如果如果還是看不懂的話就點進去還是看不懂的話就點進去還是看不懂的話就點進去還是看不懂的話就點進去，，，，覺覺覺覺得有些得有些得有些得有些地地地地方方方方需需需需要把它要把它要把它要把它複製複製複製複製起來起來起來起來，，，，再再再再弄到弄到弄到弄到 word。」。」。」。」（（（（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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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摘要資訊豐富 

受訪者往往依據摘要所提供之主題資訊的多少，判斷該筆檢索結果是否值得

點閱瀏覽，若摘要資訊多樣化，受訪者對於內容的豐富性多抱以期待。 「「「「我覺得我應該會點進去看我覺得我應該會點進去看我覺得我應該會點進去看我覺得我應該會點進去看。。。。因為它有告訴你它裡面大因為它有告訴你它裡面大因為它有告訴你它裡面大因為它有告訴你它裡面大概概概概在在在在講什講什講什講什麼麼麼麼，，，，有有有有例句例句例句例句之之之之類類類類的的的的，，，，讓你差讓你差讓你差讓你差不多不多不多不多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裡面有裡面有裡面有裡面有什什什什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然後然後然後然後這樣這樣這樣這樣子子子子看起來裡面應該有看起來裡面應該有看起來裡面應該有看起來裡面應該有兩兩兩兩種種種種以上的以上的以上的以上的例句例句例句例句，，，，看起來是不同看起來是不同看起來是不同看起來是不同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S6）））） 

嚴格說來，檢索結果中的「摘要」指的並非真的是內容摘要，而是網站或網

頁中與關鍵字相鄰的資訊。然而有趣的是，許多受訪者將摘要的「完整性」視為

是否點閱內容的線索之一，顯示受訪者若單從檢索結果顯示資訊判斷，易將「摘

要豐富性」等同於「內容完整性」。 「「「「因為它寫的看起來因為它寫的看起來因為它寫的看起來因為它寫的看起來寫得不是很完整寫得不是很完整寫得不是很完整寫得不是很完整，，，，看不看不看不看不出出出出來它在寫來它在寫來它在寫來它在寫什什什什麼麼麼麼。」。」。」。」（（（（S3）））） 

(三) 語言/可理解性 

語言/可理解性是受試者重要性得分與使用次數中皆位居前三之相關判斷準

則，然而訪談語料分析發現，受訪者對於如何判斷是不是具備可理解性之線索卻

較其他重要性高的準則來得少與集中，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網路資訊有語言

/可理解性的要求，但缺乏具體線索。 

1. 內容文字經過加工，如分類、分段或分點、字型大小與顏色等 

此線索為研究者以網頁畫面詢問而得，受訪者多表示贊同。其中又以內容分

類與分段或分點最易引起受訪者注意，且認為能提高閱讀興趣。 「「「「還不還不還不還不錯錯錯錯。。。。因為它一因為它一因為它一因為它一開始講開始講開始講開始講全全全全球暖化球暖化球暖化球暖化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又又又又講講講講說說說說從食衣從食衣從食衣從食衣住行來住行來住行來住行來講講講講說節能說節能說節能說節能減碳減碳減碳減碳。。。。嗯嗯嗯嗯…………還不還不還不還不錯錯錯錯！！！！它它它它有把它分有把它分有把它分有把它分類類類類。」。」。」。」（（（（S3））））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分點比較好分點比較好分點比較好分點比較好，，，，因為這樣看得比較清因為這樣看得比較清因為這樣看得比較清因為這樣看得比較清楚楚楚楚，，，，比較不會連在一起比較不會連在一起比較不會連在一起比較不會連在一起，，，，有時候還不有時候還不有時候還不有時候還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跟它前面跟它前面跟它前面跟它前面講講講講的是同一的是同一的是同一的是同一類類類類的的的的。」。」。」。」（（（（S3）））） 「「「「我覺得還是要我覺得還是要我覺得還是要我覺得還是要分分分分段段段段比較好比較好比較好比較好，，，，讓閱讓閱讓閱讓閱讀讀讀讀的人比較有興趣去看的人比較有興趣去看的人比較有興趣去看的人比較有興趣去看。。。。因為我本因為我本因為我本因為我本身身身身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是一個不喜歡喜歡喜歡喜歡閱閱閱閱讀讀讀讀東東東東西的人西的人西的人西的人…………。」。」。」。」（（（（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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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解釋詳細，如舉例說明、動畫影片等 

能利用適當舉例，甚至以影片或動畫將內容清楚說明者，較能獲得受訪者認

同與青睞。 「「「「因因因因為為為為影影影影片可以讓你片可以讓你片可以讓你片可以讓你知道怎知道怎知道怎知道怎麼麼麼麼操作操作操作操作，，，，自己做的時候就可以看它的自己做的時候就可以看它的自己做的時候就可以看它的自己做的時候就可以看它的，，，，就不會有就不會有就不會有就不會有錯誤錯誤錯誤錯誤。」。」。」。」（（（（S1）））） 「「「「我覺得比剛才要看的兩個有關係一點我覺得比剛才要看的兩個有關係一點我覺得比剛才要看的兩個有關係一點我覺得比剛才要看的兩個有關係一點，，，，它它它它會會會會舉例子舉例子舉例子舉例子，，，，裡面也裡面也裡面也裡面也沒沒沒沒有那麼深有那麼深有那麼深有那麼深，，，，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數數數數據雖然據雖然據雖然據雖然比比比比較少較少較少較少，，，，可是可是可是可是至至至至少看得懂一點少看得懂一點少看得懂一點少看得懂一點。」。」。」。」（（（（S6）））） 

3. 內容難易適中，用字淺白 

受限於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知識範圍，受訪者自然要求內容必須淺顯易懂，然

而此線索與權威性/可信度之內容精簡有深度並不互相衝突，受訪者皆是以內容

在可理解範圍內為主要考量。 「「「「…………因為這個因為這個因為這個因為這個感感感感覺覺覺覺用字很用字很用字很用字很淺淺淺淺，，，，大家都看得懂大家都看得懂大家都看得懂大家都看得懂，，，，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數數數數據據據據比較少比較少比較少比較少，，，，但還是有但還是有但還是有但還是有講到講到講到講到重點重點重點重點，，，，而而而而且小且小且小且小朋友朋友朋友朋友一定都看得懂一定都看得懂一定都看得懂一定都看得懂。」。」。」。」（（（（S6）））） 

(四) 權威性/可信度 

一般認為國小高年級學童囿於年齡與學習發展階段，對抽象概念之權威性/

可信度較難有認知，然而訪談時卻發現，受訪者對於如何判斷網路資訊是否值得

信任，都有其自成一套的判斷方式，可見搭配網頁畫面的方式，適度轉化抽象概

念為具體事物，對訪談國小高年級學童達到一定效果。 

1. 內容作者來自相關機構或專門單位 

根據訪談內容，受訪者較少單獨注意作者，尤其當作者與網站或網頁內容一

同出現，由於內容才是重點，故受試者注意力較集中於此，容易忽略作者或其他

資訊。若作者為單獨出現或位於內容中明顯位置，如圖 4-3-1，較能強調存在感，

引起注意。 「「「「它上面有寫一些人做的它上面有寫一些人做的它上面有寫一些人做的它上面有寫一些人做的，，，，是是是是有有有有專門專門專門專門的的的的單位單位單位單位在做的在做的在做的在做的，，，，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它的內容看起來比較它的內容看起來比較它的內容看起來比較它的內容看起來比較特特特特別別別別。。。。…………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有有有有比較多經驗的比較多經驗的比較多經驗的比較多經驗的，，，，就比較可以信就比較可以信就比較可以信就比較可以信任任任任它它它它。」。」。」。」（（（（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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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些有關找一些有關找一些有關找一些有關社社社社會的會的會的會的憲法憲法憲法憲法、、、、刑法刑法刑法刑法，，，，那些要找資料的時候那些要找資料的時候那些要找資料的時候那些要找資料的時候，，，，我會我會我會我會注注注注意它的意它的意它的意它的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是不是那個有關是不是那個有關是不是那個有關是不是那個有關憲法刑法憲法刑法憲法刑法憲法刑法那個那個那個那個單位單位單位單位的的的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人人人人員員員員，，，，可能就比較可以參考可能就比較可以參考可能就比較可以參考可能就比較可以參考。」。」。」。」（（（（S3）））） 

 

 

 

 

 

 

 

 

圖 4-3-1 權威性/可信度線索之作者位置 

 

受訪者亦認為若作者來自相關機構或專門單位，代表經驗豐富，亦是值

得信任的線索。此外，有受訪者將 Yahoo！奇摩知識+中的等級制度視為經驗

累積成果，但亦有少數持反對看法者。 「「「「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因為他（（（（知知知知識識識識+內等內等內等內等級級級級較較較較高高高高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者者者者））））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比較有經驗比較有經驗比較有經驗比較有經驗。」。」。」。」（（（（S2）））） 「「「「我覺得那個我覺得那個我覺得那個我覺得那個沒沒沒沒有有有有什什什什麼差別麼差別麼差別麼差別。。。。因為那個是他因為那個是他因為那個是他因為那個是他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某某某某些網些網些網些網站擷站擷站擷站擷取取取取下下下下來來來來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或者或者或者或者是是是是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他自己的他自己的看看看看法法法法。」。」。」。」（（（（S3）））） 

2. 內容來源為政府單位或特別機構 

受訪者用以判斷權威性/可信度的線索，除了內容作者來自相關機構或專門

單位外，若直接為政府單位或特別機構所寫，如教育部、衛生局、交通部等，受

訪者亦較能信任，認為參考價值較高。 「「「「如果說是如果說是如果說是如果說是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部的資料部的資料部的資料部的資料的話的話的話的話，，，，就會比較相信就會比較相信就會比較相信就會比較相信。」。」。」。」（（（（S3）））） 「「「「可能會覺得它比較是可信的可能會覺得它比較是可信的可能會覺得它比較是可信的可能會覺得它比較是可信的，，，，可信度比較可信度比較可信度比較可信度比較高高高高，，，，因為它是因為它是因為它是因為它是衛衛衛衛生生生生局局局局的網的網的網的網站站站站。」。」。」。」（（（（S3）））） 「「「「我氣我氣我氣我氣象象象象的是先進去的是先進去的是先進去的是先進去看它是看它是看它是看它是哪哪哪哪裡做的裡做的裡做的裡做的。。。。就是像圖就是像圖就是像圖就是像圖下下下下面就會像這裡一樣寫是面就會像這裡一樣寫是面就會像這裡一樣寫是面就會像這裡一樣寫是哪哪哪哪裡做的裡做的裡做的裡做的或者或者或者或者是像是像是像是像這個這個這個這個，，，，它有寫它有寫它有寫它有寫交通交通交通交通部部部部，，，，這個就可以信這個就可以信這個就可以信這個就可以信任任任任。。。。沒沒沒沒有寫的我是會把它有寫的我是會把它有寫的我是會把它有寫的我是會把它當當當當參考參考參考參考，，，，不會拿去用不會拿去用不會拿去用不會拿去用。」。」。」。」（（（（S5）））） 

資料來源：http://proj.moeaidb.gov.tw/eta/epaper/PDF/ti05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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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內容用詞精簡有深度 

雖然受訪者目光集中在內容本身，不常特別留意作者，但內容用詞若專業有

深度，重點明顯不冗長重複，亦為驗證作者或單位機構的線索之一。 「「「「有時候會有時候會有時候會有時候會。。。。就看他寫的東西就看他寫的東西就看他寫的東西就看他寫的東西是不是像是不是像是不是像是不是像教授教授教授教授寫的寫的寫的寫的，，，，如果寫得不如果寫得不如果寫得不如果寫得不錯錯錯錯就會去相信他就會去相信他就會去相信他就會去相信他。」。」。」。」（（（（S2）））） 「「「「我會我會我會我會希望希望希望希望它裡面的它裡面的它裡面的它裡面的詞詞詞詞蠻蠻蠻蠻專專專專業的業的業的業的，，，，內容不能太多內容不能太多內容不能太多內容不能太多，，，，就就就就縮減縮減縮減縮減一點一點一點一點，，，，講出講出講出講出重點重點重點重點，，，，不要把一些廢話不要把一些廢話不要把一些廢話不要把一些廢話也放進去也放進去也放進去也放進去。（。（。（。（廢話是廢話是廢話是廢話是））））比如一比如一比如一比如一句句句句話裡面加話裡面加話裡面加話裡面加了了了了一些一些一些一些已已已已經重經重經重經重複講複講複講複講過的話過的話過的話過的話。」。」。」。」（（（（S6）））） 

4. 內容包含實際驗證之資訊，如數據、圖片、影片等 

受訪者所知有限，無法從知識面判斷內容是否具權威性/可信度，故內容若

提供可驗證之資訊，如實驗數據、實際圖片與影片等，增加說服力與可信度，對

國小高年級學童而言是一大線索。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表示表示表示表示他有做過他有做過他有做過他有做過實實實實驗驗驗驗，，，，會會會會比較相信它的資料比較相信它的資料比較相信它的資料比較相信它的資料。。。。…………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有有有有一些數一些數一些數一些數據據據據就會比較相信就會比較相信就會比較相信就會比較相信。」。」。」。」（（（（S2）））） 「「「「要看要看要看要看影影影影片內容片內容片內容片內容。。。。…………那就會用它那就會用它那就會用它那就會用它，，，，會比較相信它會比較相信它會比較相信它會比較相信它，，，，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有有有有實際實際實際實際做做做做出出出出來來來來。」。」。」。」（（（（S4）））） 「「「「因為讓同學比較相信因為讓同學比較相信因為讓同學比較相信因為讓同學比較相信。。。。大不大大不大大不大大不大張張張張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只是要只是要只是要只是要讓別人讓別人讓別人讓別人知道確實知道確實知道確實知道確實有這有這有這有這件件件件事事事事。。。。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圖片跟數圖片跟數圖片跟數圖片跟數據據據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能讓別人相信能讓別人相信能讓別人相信能讓別人相信。」。」。」。」（（（（S5）））） 

5. 內容提供參考來源或書目 

對於有附參考網址的網站或網頁，受訪者則認為較具可信度，多半點選連結

查證，並連帶認為內容具有較高品質。 「「「「我應該會想用我應該會想用我應該會想用我應該會想用，，，，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有別人資料有別人資料有別人資料有別人資料，，，，而而而而且且且且也有告訴我在也有告訴我在也有告訴我在也有告訴我在哪哪哪哪，，，，就覺得還蠻可就覺得還蠻可就覺得還蠻可就覺得還蠻可靠靠靠靠的的的的。」（。」（。」（。」（S6）））） 「「「「因為它有寫因為它有寫因為它有寫因為它有寫出出出出他他他他在在在在哪哪哪哪裡找裡找裡找裡找出出出出這些資料這些資料這些資料這些資料，，，，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下下下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會會會會比較信比較信比較信比較信任任任任它它它它，，，，也會也會也會也會覺得品質好覺得品質好覺得品質好覺得品質好。」。」。」。」（（（（S1）））） 

6. 內容關於其他國家 

受訪者多能接受有關其他國家之資訊，但並非全盤接受，可能受新聞媒體影

響而產生的刻板印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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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會想看有一點會想看有一點會想看有一點會想看。。。。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美國美國美國美國人的想人的想人的想人的想法法法法應該是比較應該是比較應該是比較應該是比較…………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美國美國美國美國的的的的儀器儀器儀器儀器還是別的東西都比還是別的東西都比還是別的東西都比還是別的東西都比台灣台灣台灣台灣的好一點的好一點的好一點的好一點，，，，所以就會想要去看看所以就會想要去看看所以就會想要去看看所以就會想要去看看，，，，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專專專專業業業業。」。」。」。」（（（（S4）））） 「「「「…………因為它有因為它有因為它有因為它有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就覺得不值得信就覺得不值得信就覺得不值得信就覺得不值得信任任任任。。。。可能會有一可能會有一可能會有一可能會有一～～～～點點點點～～～～點點點點～～～～的的的的，，，，一點點的想一點點的想一點點的想一點點的想法法法法覺覺覺覺得它可能有一點不值得信得它可能有一點不值得信得它可能有一點不值得信得它可能有一點不值得信賴賴賴賴，，，，因為很因為很因為很因為很黑心黑心黑心黑心。」。」。」。」（（（（S1）））） 

7. 內容多人推薦 

有時多人推薦的內容或多或少引起受訪者興趣，進而產生信賴感，欲一窺究

竟，可見受訪者對於單一判斷線索可能不只產生一種判斷聯想。 「「「「假假假假如比較多人推薦的話如比較多人推薦的話如比較多人推薦的話如比較多人推薦的話，，，，可能會可能會可能會可能會多一點信多一點信多一點信多一點信賴賴賴賴，，，，就比較相信就比較相信就比較相信就比較相信，，，，比較有興趣想進去看比較有興趣想進去看比較有興趣想進去看比較有興趣想進去看。」。」。」。」（（（（S1）））） 
(五) 品質 

與品質有關的探討面向多且複雜，並為一抽象概念，考量本研究受試者之理

解能力，研究設計之重要性評估表中，品質準則以資訊正確性為主要評估面向，

但受訪者訪談時若提出其他面向之線索，亦一併納入分析。 

大部份受訪者對於網路資訊的正確性有一定程度的警覺性認知，原因為此類

上網查找資料的作業，學校老師多半會於事前或同學報告有誤時進行機會教育，

提醒受試者注意網路資訊的正確性。 「「「「因為有時候因為有時候因為有時候因為有時候新新新新聞聞聞聞也會報也會報也會報也會報導錯誤導錯誤導錯誤導錯誤，，，，不一定都是正不一定都是正不一定都是正不一定都是正確確確確，，，，沒沒沒沒有人說的話一定是正有人說的話一定是正有人說的話一定是正有人說的話一定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S1）））） 「「「「不一定欸不一定欸不一定欸不一定欸，，，，有時候會有時候會有時候會有時候會，，，，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網網網網路路路路上面的東西不一定正上面的東西不一定正上面的東西不一定正上面的東西不一定正確確確確。」。」。」。」（（（（S3）））） 

1. 內容說法與其他網站或網頁相同 

多數受訪者會以比對其他網站或網頁的方式進行正確性確認，或是更換關鍵

字查找，看是否能找到重複內容或同樣說法，亦可能直接複製網址，另外進行資

料來源確認，屬於較迂迴的判斷線索。 「「「「比如它這邊寫比如它這邊寫比如它這邊寫比如它這邊寫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資資資資訊協訊協訊協訊協會會會會，，，，我就會有三分之一的部份是相信這個資料有點正我就會有三分之一的部份是相信這個資料有點正我就會有三分之一的部份是相信這個資料有點正我就會有三分之一的部份是相信這個資料有點正確確確確，，，，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不不不不確確確確定是不是他們定是不是他們定是不是他們定是不是他們亂亂亂亂寫的寫的寫的寫的，，，，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把這個把這個把這個把這個（（（（網址網址網址網址））））複製下複製下複製下複製下來來來來貼貼貼貼上去再找上去再找上去再找上去再找。。。。像我是像我是像我是像我是認認認認為為為為做學做學做學做學校校校校報告的話資料要正報告的話資料要正報告的話資料要正報告的話資料要正確確確確，，，，可是如果是我可是如果是我可是如果是我可是如果是我自己好自己好自己好自己好奇奇奇奇要要要要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我就不太會去看這邊我就不太會去看這邊我就不太會去看這邊我就不太會去看這邊，，，，就會就會就會就會變變變變成成成成說說說說，，，，看完以看完以看完以看完以後後後後先把它先把它先把它先把它弄下弄下弄下弄下來來來來，，，，再去再去再去再去問我問我問我問我媽媽媽媽說有說有說有說有沒沒沒沒有這個有這個有這個有這個組織組織組織組織。」。」。」。」（（（（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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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為最近發表或更新 

先前分析發表時間為新穎性的線索之一，而受訪者針對正確性亦有同樣判斷

線索，特別是在查找一些時效性資訊時（如溼度）會更加注意。 「「「「因為有些因為有些因為有些因為有些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素素素素質質質質可能會可能會可能會可能會隨著隨著隨著隨著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改改改改變變變變。」。」。」。」（（（（S3）））） 「「「「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它會在它會在它會在它會在某某某某個時間會個時間會個時間會個時間會換換換換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如果是像這個如果是像這個如果是像這個如果是像這個，，，，我就會覺得我就會覺得我就會覺得我就會覺得它好像它好像它好像它好像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換換換換過資料過資料過資料過資料，，，，有一點不是最近正有一點不是最近正有一點不是最近正有一點不是最近正確確確確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S5）））） 

3. 內容提供實驗數據佐證 

訪談發現受訪者大多對數據敏感，包含數據的內容多能引起注意，原因在於

學校自然老師之作業要求，受訪者因而養成習慣，認為數據為佐證資訊正確性的

線索之一。 「「「「…………比如說就是它裡面比如說就是它裡面比如說就是它裡面比如說就是它裡面數字會比較多數字會比較多數字會比較多數字會比較多，，，，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現現現現在很多人都要在很多人都要在很多人都要在很多人都要求求求求要數要數要數要數據據據據。。。。就是我們就是我們就是我們就是我們做自做自做自做自然然然然的時的時的時的時候候候候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要要要要求求求求說數說數說數說數據據據據，，，，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會問問題會問問題會問問題會問問題，，，，所以要看懂所有的東所以要看懂所有的東所以要看懂所有的東所以要看懂所有的東西西西西。」。」。」。」（（（（S6）））） 

4. 內容與所知一致 

問及如何判斷內容之正確性，受訪者通常先以自己已知資訊比對，其次是內

容與他處所得資訊是否吻合，比如教師或家長曾教導，或是閱讀書籍而知。 「「「「…………之前之前之前之前老師老師老師老師有放一個節能有放一個節能有放一個節能有放一個節能減碳小減碳小減碳小減碳小幫幫幫幫手手手手的的的的影影影影片片片片，，，，裡面有裡面有裡面有裡面有講到馬桶講到馬桶講到馬桶講到馬桶的水的水的水的水箱箱箱箱可以放這個可以放這個可以放這個可以放這個。。。。…………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我我我我媽媽媽媽之前有跟我之前有跟我之前有跟我之前有跟我講講講講過一些過一些過一些過一些，，，，有些它有些它有些它有些它寫的跟我寫的跟我寫的跟我寫的跟我媽媽講媽媽講媽媽講媽媽講的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差不多，，，，就會就會就會就會複製複製複製複製。」。」。」。」（（（（S5））））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它裡面很多東西它裡面很多東西它裡面很多東西它裡面很多東西，，，，如果它如果它如果它如果它有寫有寫有寫有寫到到到到你你你你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的的的的，，，，就就就就核對核對核對核對一一一一下下下下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如如如如果有果有果有果有錯錯錯錯字的話字的話字的話字的話，，，，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幾幾幾幾個個個個錯錯錯錯字還好字還好字還好字還好，，，，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如果一如果一如果一如果一篇篇篇篇裡面裡面裡面裡面 100個字有個字有個字有個字有 50個個個個錯錯錯錯字的話字的話字的話字的話，，，，我就我就我就我就不會用這個資料不會用這個資料不會用這個資料不會用這個資料，，，，會覺得很怪會覺得很怪會覺得很怪會覺得很怪。。。。」（」（」（」（S6）））） 

5. 內容提供參考來源網址或書目 

受訪者對於沒有標明參考來或網址的內容正確性易抱持懷疑態度，甚至影響

該網站或網頁資訊的可信度，若有附來源網址，通常會點閱進行確認。此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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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亦會根據內容用途決定是否使用，報告用與滿足自己好奇心之資訊要求會略

有差異。 「「「「因為像因為像因為像因為像如果是做學如果是做學如果是做學如果是做學校校校校報告的話報告的話報告的話報告的話，，，，它它它它沒沒沒沒有寫的話有寫的話有寫的話有寫的話，，，，我就不會用這個資料我就不會用這個資料我就不會用這個資料我就不會用這個資料，，，，用別的資料用別的資料用別的資料用別的資料，，，，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沒沒沒沒有來有來有來有來源源源源，，，，也也也也許許許許是別人是別人是別人是別人亂亂亂亂寫的寫的寫的寫的。」。」。」。」（（（（S5）））） 「「「「因為它有寫因為它有寫因為它有寫因為它有寫出出出出它它它它在在在在哪哪哪哪裡找裡找裡找裡找出出出出這些資料這些資料這些資料這些資料，，，，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所以你可以那裡看一下下下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會比較信會比較信會比較信會比較信任任任任它它它它，，，，也會覺得品質好也會覺得品質好也會覺得品質好也會覺得品質好。」。」。」。」（（（（S1）））） 

6. 內容豐富主題多 

通常相關主題內容愈多，受訪者愈覺得豐富完整，就愈會納入使用考量。可

見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與使用界線模糊，受試者會考慮後續利用的優劣做為資訊

過濾條件。 「「「「看看看看哪哪哪哪個網個網個網個網站站站站的的的的資料比較多資料比較多資料比較多資料比較多，，，，比較好比較好比較好比較好。」。」。」。」（（（（S2）））） 「「「「可是如果只有一點可是如果只有一點可是如果只有一點可是如果只有一點，，，，比如找比如找比如找比如找到到到到重重重重複複複複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那個比較重要的話那個比較重要的話那個比較重要的話那個比較重要的話，，，，我就會把這個我就會把這個我就會把這個我就會把這個刪掉刪掉刪掉刪掉。。。。…………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會用比較好的那個會用比較好的那個會用比較好的那個會用比較好的那個，，，，比較完整比較完整比較完整比較完整。」（。」（。」（。」（S6）））） 

7. 內容來源為政府或其他公共單位 

受訪者較少主動提及以此為正確性判斷線索，多半由研究者提問，受訪者回

答其看法，可見此判斷線索並非常用。 「「「「就都是可以做參考的資料就都是可以做參考的資料就都是可以做參考的資料就都是可以做參考的資料。。。。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因為它是因為它是因為它是因為它是特特特特別行別行別行別行政區政區政區政區，，，，所以東西可能就會比較所以東西可能就會比較所以東西可能就會比較所以東西可能就會比較準準準準確確確確，，，，就比就比就比就比較不會是較不會是較不會是較不會是亂亂亂亂寫的寫的寫的寫的。」。」。」。」（（（（S2）））） 「「「「像它是像它是像它是像它是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資資資資訊協訊協訊協訊協會會會會，，，，我就會用它我就會用它我就會用它我就會用它，，，，如果我不如果我不如果我不如果我不確確確確定是不是的話定是不是的話定是不是的話定是不是的話，，，，就會就會就會就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貼貼貼貼上去再去找上去再去找上去再去找上去再去找。」。」。」。」（（（（S5）））） 

8. 內容作者為專門人士或專家學者 

同樣的，此判斷線索亦多為研究者主動提及，受訪者被動回答想法，然而作

者是否的確為專家學者，受訪者亦難判斷真假。 「「「「因為報因為報因為報因為報導導導導可能不完全是正可能不完全是正可能不完全是正可能不完全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有可能是一一一一般般般般人寫的人寫的人寫的人寫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專門專門專門專門的人的人的人的人。」。」。」。」（（（（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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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教授教授教授教授也可能也可能也可能也可能講錯講錯講錯講錯，，，，所以不一定他說的是正所以不一定他說的是正所以不一定他說的是正所以不一定他說的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也會有一些也會有一些也會有一些也會有一些錯誤錯誤錯誤錯誤，，，，不過有一不過有一不過有一不過有一些可能會正些可能會正些可能會正些可能會正確確確確。」。」。」。」（（（（S1）））） 

(六) 標題主題性 

主題性是歷來相關研究結果中，最常被提及的相關準則之一，亦是本研究中

重要性平均得分偏高的相關準則（最高為內容主題性），使用次數亦位居第二，

顯見其重要性已不容置疑。本研究以一般搜尋引擎之檢索結果的呈現方式，將主

題性分為標題、摘要、網址與內容四種，另外針對圖片列圖片主題性，期能將主

題性之判斷線索做更深層的分析。 

以下針對受訪者所提及之「標題主題性」判斷線索，分別說明之。 

1. 標題與生活有關 

根據分析結果，當標題中出現與受訪者生活相關的字眼時，會特別吸引其注

意，反之，若受訪者認為標題與自身距離較遠時，會因適用性不足而缺乏進一步

了解的意願。 「「「「看看看看到電腦到電腦到電腦到電腦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的時候。。。。因為它是因為它是因為它是因為它是寫寫寫寫『『『『PC節能方節能方節能方節能方法法法法』』』』，，，，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電腦電腦電腦電腦是是是是每個人家裡都有的每個人家裡都有的每個人家裡都有的每個人家裡都有的，，，，所以用所以用所以用所以用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的話可能會的話可能會的話可能會的話可能會浪浪浪浪費很多費很多費很多費很多電電電電，，，，從從從從這裡可以學這裡可以學這裡可以學這裡可以學習到習到習到習到節節節節省電省電省電省電能的方能的方能的方能的方法法法法。」。」。」。」（（（（S1）））） 「「「「它是它是它是它是『『『『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節能節能節能節能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建築建築建築建築是關於是關於是關於是關於蓋房子蓋房子蓋房子蓋房子的的的的，，，，以我們的題以我們的題以我們的題以我們的題目目目目來說比較用不來說比較用不來說比較用不來說比較用不到到到到。」。」。」。」（（（（S1）））） 
2. 標題與主題直接相關 

通常而言，標題中若直接出現關鍵字，受訪者會給予較多注意，並判斷是否

有進一步點閱的動作，然若標題以網址或其他非一般方式呈現，有受試者認為無

從判斷起，較不具主題性，如圖 4-3-2。 「「「「因為這邊寫因為這邊寫因為這邊寫因為這邊寫『『『『節能的方節能的方節能的方節能的方法法法法跟跟跟跟趨勢趨勢趨勢趨勢』』』』，，，，所以會覺得這所以會覺得這所以會覺得這所以會覺得這應該比較有用應該比較有用應該比較有用應該比較有用。」。」。」。」（（（（S4）））） 「「「「通通通通常看常看常看常看到到到到這這這這種種種種我就不會點進去看我就不會點進去看我就不會點進去看我就不會點進去看。。。。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只有只有只有只有打打打打網址網址網址網址，，，，我會覺得網址就是題我會覺得網址就是題我會覺得網址就是題我會覺得網址就是題目目目目，，，，那這個網那這個網那這個網那這個網址有址有址有址有什什什什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嗎嗎嗎嗎？」（？」（？」（？」（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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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標題主題性線索之網址化標題 

3. 標題包含未知事物 

由於關鍵字緣故，受訪者有時並非完全了解檢索結果的標題，反倒吸引其產

生一窺究竟的好奇心，進而點閱瀏覽。 「「「「我不我不我不我不知道屏風效知道屏風效知道屏風效知道屏風效應是應是應是應是什什什什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就會就會就會就會想看看是想看看是想看看是想看看是什什什什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想想想想了了了了解一解一解一解一下下下下。」（。」（。」（。」（S4）））） 

4. 其他意見 

儘管標題是一筆檢索結果最上排的資訊，但根據受訪者的經驗顯示，單以標

題判斷並不準確，故仍須依憑摘要資訊進行判斷。 「「「「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標題標題標題標題））））上面是寫關於你要找的資料上面是寫關於你要找的資料上面是寫關於你要找的資料上面是寫關於你要找的資料，，，，可是可是可是可是裡面寫的不一定是關於你要找裡面寫的不一定是關於你要找裡面寫的不一定是關於你要找裡面寫的不一定是關於你要找的的的的節能方節能方節能方節能方法法法法。。。。看摘要才可以看看摘要才可以看看摘要才可以看看摘要才可以看到到到到裡面寫的節能內容裡面寫的節能內容裡面寫的節能內容裡面寫的節能內容。」。」。」。」（（（（S1）））） 

(七) 圖片完整度 

對圖片完整度與主題性及清晰度相同，重要性與使用次數皆排名在中段位

置。先前提及受訪者查找時的順序為先文字後圖片，若恰好遇到適合的圖片則與

文字一併保存，但網站或網頁內的圖片有時不符需求，只好另行檢索。 

1. 圖片與說明文字搭配 

圖片完整度雖不如清晰度明確，但對受訪者而言，仍以圖片是否與文字相互

搭配為主要判斷線索。 「「「「我會看它的我會看它的我會看它的我會看它的圖片跟資料是不是一樣的圖片跟資料是不是一樣的圖片跟資料是不是一樣的圖片跟資料是不是一樣的。」。」。」。」（（（（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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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圖片清晰度 

圖片清晰度是極為明確的相關準則，較難進一步提煉出其他判斷線索。其重

要性與使用次數排序亦為中段名次，受訪者幾乎都提及以清晰度為圖片選擇的重

要標準，同樣肯定其重要性。 

1. 圖片的內容物件容易辨識 

受訪者主要以能清楚辨認圖片中內容物件為判斷線索，除非須營造特殊氣

氛，否則不會選擇內容模糊的圖片。 「「「「我不會找看不清我不會找看不清我不會找看不清我不會找看不清楚楚楚楚的圖的圖的圖的圖，，，，會找會找會找會找比較看得比較看得比較看得比較看得出出出出來是來是來是來是什什什什麼東西的麼東西的麼東西的麼東西的。」。」。」。」（（（（S2）））） 

(九) 圖片主題性 

圖片主題性是與圖片有關的相關準則中，重要性得分與使用次數較其他皆略

少的準則，但 15 個相關準則中屬中段名次。當檢索需求為文字與圖片皆有，受

訪者多半採取先文字後圖片的策略，將文字視為主要內容，圖片則另行檢索。但

若過程中看到適合的圖片，會一併納入考慮。 

1. 圖片與文字內容為相同來源 

受訪者多半在瀏覽網站或網頁時順便確認是否有合適圖片，尤其遇有適合內

容，又恰好有適當圖片時，受訪基於相同來源的文字與圖片必定有一定程度之契

合，傾向一併保存，以供使用。 「「「「可能會先看圖片可能會先看圖片可能會先看圖片可能會先看圖片，，，，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如果如果如果如果符合符合符合符合我要做的我要做的我要做的我要做的名稱名稱名稱名稱，，，，那我會先用那個圖片那我會先用那個圖片那我會先用那個圖片那我會先用那個圖片，，，，畢竟畢竟畢竟畢竟我我我我上面寫的東上面寫的東上面寫的東上面寫的東西是那個網西是那個網西是那個網西是那個網站站站站所所所所提供出提供出提供出提供出來的來的來的來的。」。」。」。」（（（（S3）））） 

2. 圖片主題佔較大版面 

由於受訪者認為圖片是說明文字的物件，故圖片中所佔版面愈大愈好，若原

本網站或網頁內之圖片主題較小，或有其他不相關物件，則利用繪圖軟體裁剪成

適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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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energyland.emsd.gov.hk/chi/tips/saving_cat1.htm；   http://happypama.mingpao.com/cfm/relation3.cfm?File=20080414/spea/voa1.txt 

「「「「如果它東西變大一點如果它東西變大一點如果它東西變大一點如果它東西變大一點，，，，人再變人再變人再變人再變小小小小一點一點一點一點，，，，我會覺得更好我會覺得更好我會覺得更好我會覺得更好，，，，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主題是那個東西不是人主題是那個東西不是人主題是那個東西不是人主題是那個東西不是人，，，，所以我所以我所以我所以我希望希望希望希望把那個東西變大一點把那個東西變大一點把那個東西變大一點把那個東西變大一點。。。。…………雖然沒雖然沒雖然沒雖然沒有有有有照到照到照到照到人人人人，，，，可是它把可是它把可是它把可是它把物物物物品品品品照照照照得很大得很大得很大得很大，，，，這樣這樣這樣這樣大家看得大家看得大家看得大家看得到到到到它那個東西是它那個東西是它那個東西是它那個東西是什什什什麼麼麼麼。」。」。」。」（（（（S6）））） 

3. 圖片充分表達文意 

基於圖片只是文字的輔助物，受訪者多半著重圖片的功能面，即說明文字表

達意念，比如操作步驟或樣式展示。 「「「「我覺得很好我覺得很好我覺得很好我覺得很好，，，，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因為它把把把把怎怎怎怎麼做的圖麼做的圖麼做的圖麼做的圖弄出弄出弄出弄出來來來來了了了了，，，，有些人只會有些人只會有些人只會有些人只會打打打打字字字字，，，，不不不不知道怎知道怎知道怎知道怎麼麼麼麼操作操作操作操作。」（。」（。」（。」（S6）））） 
4. 圖片具真實性 

受訪者認為卡通圖案不真實且難以說服他人，如圖 4-3-3黑框處的電風扇。

而真實性較高之圖片，須有人物在內，且比例較主題物略小，如圖中之草蓆與插

頭，或其他足以證明真實性之事物。 「「「「我覺得圖片裡面最好是有人我覺得圖片裡面最好是有人我覺得圖片裡面最好是有人我覺得圖片裡面最好是有人。。。。因為這個節能的方因為這個節能的方因為這個節能的方因為這個節能的方法法法法，，，，如果有人如果有人如果有人如果有人或物或物或物或物品品品品，，，，感感感感覺會比較覺會比較覺會比較覺會比較實際實際實際實際，，，，如果只有如果只有如果只有如果只有卡通卡通卡通卡通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就就就就感感感感覺不是那麼覺不是那麼覺不是那麼覺不是那麼實際實際實際實際，，，，只是一個很可只是一個很可只是一個很可只是一個很可愛愛愛愛的圖片而的圖片而的圖片而的圖片而已已已已。。。。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卡通卡通卡通卡通圖片圖片圖片圖片的話的話的話的話，，，，如果是大人看會覺得這個如果是大人看會覺得這個如果是大人看會覺得這個如果是大人看會覺得這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做的有點不太做的有點不太做的有點不太做的有點不太專專專專業業業業。」。」。」。」（（（（S6）））） 

 

 

 

 

 

 

 

 

 

  

圖 4-3-3 圖片主題性線索之真實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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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趣味性 

趣味性通常以檢索者主觀感受為主，具有趣味性的網路資訊能增加檢索者查

找資訊時的樂趣。本研究中趣味性在重要性得分與使用次數排序上屬於中段名

次，但受訪者被問及怎樣的內容會覺得有趣時，通常以娛樂角度為出發點，或是

難以確切形容，故判斷線索不如先前內容主題性集中。 

1. 內容與生活有關 

當受訪者被詢問怎樣的內容會認為有趣，答案顯示與自己生活有關的內容較

有興趣，容易吸引其目光，看法與內容主題性之線索類似。 「「「「應該就是應該就是應該就是應該就是，，，，如果內容是如果內容是如果內容是如果內容是關於自己常用的東西關於自己常用的東西關於自己常用的東西關於自己常用的東西，，，，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寫寫寫寫出出出出可以讓它更節能的方可以讓它更節能的方可以讓它更節能的方可以讓它更節能的方法法法法，，，，會比較會比較會比較會比較喜喜喜喜歡歡歡歡去看去看去看去看。」。」。」。」（（（（S1）））） 「「「「像之前那個像之前那個像之前那個像之前那個…………像住宅我就會像住宅我就會像住宅我就會像住宅我就會注注注注意它意它意它意它可以讓我們家可以讓我們家可以讓我們家可以讓我們家電電電電費比較節費比較節費比較節費比較節省省省省。。。。…………像這個我像這個我像這個我像這個我查了查了查了查了就會跟我就會跟我就會跟我就會跟我媽講媽講媽講媽講，，，，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她她她她在在在在銀銀銀銀行行行行工作工作工作工作。」（。」（。」（。」（S5）））） 

2. 內容以特殊方式呈現，如實驗操作或多媒體動畫 

受訪者對於內容以非文字方式呈現感到有趣，如以實驗操作或用多媒體動畫

表達，皆為趣味性元素。 「「「「就是一些比較就是一些比較就是一些比較就是一些比較有關於有關於有關於有關於實實實實驗的驗的驗的驗的，，，，那一那一那一那一種種種種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我會覺得如果跟我的題我會覺得如果跟我的題我會覺得如果跟我的題我會覺得如果跟我的題目目目目有關係有關係有關係有關係，，，，那我會覺得那我會覺得那我會覺得那我會覺得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S3）））） 「「「「如果有一些如果有一些如果有一些如果有一些小小小小動動動動畫畫畫畫，，，，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用動用動用動用動畫表達畫表達畫表達畫表達出出出出節能的方式節能的方式節能的方式節能的方式，，，，可能就會比較好可能就會比較好可能就會比較好可能就會比較好。」。」。」。」（（（（S3）））） 

3. 其他意見 

儘管趣味性並非不具重要性，但有受訪者表示報告很難兼具趣味性，也可能

顧此失彼，失去報告應有的嚴謹，故通常把趣味性視為可有可無的相關準則。 「「「「有興趣有興趣有興趣有興趣，，，，可是可是可是可是不會拿來寫報告不會拿來寫報告不會拿來寫報告不會拿來寫報告。。。。有趣又有趣又有趣又有趣又怎怎怎怎樣樣樣樣？？？？不關報告就不關報告就不關報告就不關報告就算算算算啦啦啦啦！」！」！」！」（（（（S4）））） 「「「「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資料如果是大人看的話資料如果是大人看的話資料如果是大人看的話資料如果是大人看的話，，，，你覺得有趣你覺得有趣你覺得有趣你覺得有趣，，，，大人可能不覺得有趣大人可能不覺得有趣大人可能不覺得有趣大人可能不覺得有趣，，，，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看看看看的話的話的話的話，，，，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每個每個每個每個小朋友喜歡小朋友喜歡小朋友喜歡小朋友喜歡的有趣的東西也不一樣的有趣的東西也不一樣的有趣的東西也不一樣的有趣的東西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所以我覺得所以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其實其實其實其實…………有趣有趣有趣有趣對對對對我來說也還我來說也還我來說也還我來說也還好好好好。」（。」（。」（。」（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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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同儕興趣 

目前國小高年級學童上網查找資料多於課堂分享，然而訪談結果發現，只有

極少數受訪者將同儕興趣納入主要考量準則，重要性得分與使用次數也驗證了同

儕興趣並非國小高年級學童主要考慮的相關準則。同時，對於同儕興趣的判斷線

索也較為模糊沒有概念。 

1. 內容討論人數多 

當討論人數達到某一程度，有些受訪者會因此受影響進而瀏覽相關內容，但

是否於實際報告中使用則為其次。 「「「「可能會吧可能會吧可能會吧可能會吧！！！！因為大家都在因為大家都在因為大家都在因為大家都在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就就就就代表代表代表代表大家都有興趣大家都有興趣大家都有興趣大家都有興趣！！！！可能會大可能會大可能會大可能會大概概概概看一看一看一看一下下下下這個資料這個資料這個資料這個資料，，，，了了了了解解解解他們為他們為他們為他們為什什什什麼麼麼麼喜歡喜歡喜歡喜歡這個資料這個資料這個資料這個資料，，，，或者或者或者或者是這個資料的看是這個資料的看是這個資料的看是這個資料的看法法法法。。。。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比較想用比較想用比較想用比較想用），），），），可能會比較想去可能會比較想去可能會比較想去可能會比較想去看看看看。」。」。」。」（（（（S3）））） 

2. 其他意見 

提及以同儕興趣為相關準則，多數受訪者表現出較保留甚至質疑的態度，認

為報告本身即是較無趣嚴肅的事物，反倒較重視批改者，也就是教師的反應。 「「「「不不不不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就就就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反反反反正正正正…………反反反反正是正是正是正是交給老師交給老師交給老師交給老師，，，，又不是又不是又不是又不是交給交給交給交給別人別人別人別人。」。」。」。」（（（（S4）））） 「「「「應該說是應該說是應該說是應該說是…………因為之前有一次跟因為之前有一次跟因為之前有一次跟因為之前有一次跟另外另外另外另外三個人做報告三個人做報告三個人做報告三個人做報告，，，，我就說這個很新不我就說這個很新不我就說這個很新不我就說這個很新不錯錯錯錯，，，，同學就說這個資同學就說這個資同學就說這個資同學就說這個資料不行料不行料不行料不行，，，，那個資料不要那個資料不要那個資料不要那個資料不要，，，，我就說這樣也我就說這樣也我就說這樣也我就說這樣也許許許許別人會別人會別人會別人會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專心專心專心專心聽啊聽啊聽啊聽啊，，，，她她她她們就說不可能啦們就說不可能啦們就說不可能啦們就說不可能啦！」！」！」！」（（（（S5）））） 
(十二) 便利性/取用性 

受訪者對於便利性/取用性的態度多為可有可無，其想法亦反應在重要性評

估上，無論是得分或使用次數，皆屬較後段的名次。 

1. 內容直接呈現於連結頁面 

受訪者於點閱連結時，會有預設資訊在連結頁面直接呈現的心理，一旦發現

需要透過其他連結才能瀏覽取得，如圖4-3-4，便覺不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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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好是說它它好是說它它好是說它它好是說它下下下下面是有面是有面是有面是有給給給給你有關的資料你有關的資料你有關的資料你有關的資料，，，，還有做一個連結還有做一個連結還有做一個連結還有做一個連結，，，，分分分分配配配配像節能的像節能的像節能的像節能的，，，，還有還有還有還有環保健康環保健康環保健康環保健康的的的的，，，，那它不好的是說那它不好的是說那它不好的是說那它不好的是說，，，，一連結進去不是我們所一連結進去不是我們所一連結進去不是我們所一連結進去不是我們所需需需需要找的資料要找的資料要找的資料要找的資料，，，，還還還還需需需需要再要再要再要再另外另外另外另外連結連結連結連結。。。。嗯嗯嗯嗯，，，，比較不比較不比較不比較不方便方便方便方便。」。」。」。」（（（（S3）））） 

 

  

 

 

 

 

 

 

 

圖 4-3-4 便利性/取用性線索之外部連結 

 

2. 其他意見 

當網路資訊缺乏便利性/取用性而難以直接儲存或使用，受訪者的處理方式有

以下幾種：以同樣方法重試、放棄另尋替代物，以及用人工方式取用（如：手抄），

甚至懷疑是自己單方面的錯誤，而非網站/網頁製造者或持有者的責任。可見受

訪者認為便利性/取用性與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是兩個分割的概念，能否便利取用

並不會對相關判斷產生太大的影響。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慢慢慢慢的話的話的話的話，，，，那可能它資料有比較好那可能它資料有比較好那可能它資料有比較好那可能它資料有比較好，，，，如果用它很容如果用它很容如果用它很容如果用它很容易複製或下載易複製或下載易複製或下載易複製或下載的方的方的方的方法法法法來判斷的話來判斷的話來判斷的話來判斷的話，，，，就就就就會會會會錯失錯失錯失錯失一些比較好的資料一些比較好的資料一些比較好的資料一些比較好的資料。」。」。」。」（（（（S2）））） 「「「「就再重就再重就再重就再重試試試試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如果不行我就一個字一個字把它如果不行我就一個字一個字把它如果不行我就一個字一個字把它如果不行我就一個字一個字把它打打打打起來起來起來起來。」。」。」。」（（（（S5）））） 

(十三) 新穎性 

網路資訊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即時更新，對某些特定類別而言，資訊新穎性

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標準。從本研究來看，雖然新穎性的重要性得分與使用次數

資料來源：http://www.omstartw.com/FuelSaving.html 



 

126  

皆在後五名，但受訪者表示在某些情況下會注意網路資訊是否具有此一時間特

性。然而關於新穎性的判斷線索多半由研究者主動提問，受訪者才會表示看法，

較少直接主動告知研究者，表示新穎性對受訪者而言的確是較少留意的準則。 

1. 內容為最近發表或回覆 

研究者提及是否會注意文章發表或回覆時間，多數受訪者表示在某些檢索主

題下才會加以注意，平時則較少，但都能了解發表或回覆時間所代表的意義。 「「「「可能會看可能會看可能會看可能會看發文發文發文發文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因為可能有一些資料跟時間有關係因為可能有一些資料跟時間有關係因為可能有一些資料跟時間有關係因為可能有一些資料跟時間有關係。」。」。」。」（（（（S3）））） 「「「「裡面有寫裡面有寫裡面有寫裡面有寫到到到到時間的東西時間的東西時間的東西時間的東西，，，，就會看一就會看一就會看一就會看一下下下下回答回答回答回答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像全像全像全像全球暖化球暖化球暖化球暖化的話的話的話的話，，，，前前前前幾年幾年幾年幾年比較比較比較比較沒現沒現沒現沒現在在在在嚴嚴嚴嚴重重重重，，，，所以有可能比較所以有可能比較所以有可能比較所以有可能比較舊舊舊舊的資料就會有點的資料就會有點的資料就會有點的資料就會有點淺淺淺淺。」。」。」。」（（（（S4）））） 

對於內容是否最近發表或回覆較為留意的受訪者，在使用網路資訊時則會刻

意選擇新穎性較高者，甚至認為較新資訊較為正確，其餘則視為參考。 「「「「可能就會可能就會可能就會可能就會 2008 年年年年用的比較多用的比較多用的比較多用的比較多，，，，2007 年年年年的做參考的做參考的做參考的做參考。。。。因為可能因為可能因為可能因為可能 2008 年年年年的它又有新的不同的的它又有新的不同的的它又有新的不同的的它又有新的不同的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可能又可能又可能又可能又改改改改正正正正了了了了它它它它 2007年原年原年原年原本寫本寫本寫本寫錯錯錯錯的的的的地地地地方方方方。」。」。」。」（（（（S2）））） 「「「「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有時候我上去一個網頁，，，，它會在它會在它會在它會在某某某某個時間會個時間會個時間會個時間會換換換換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如果是像這個如果是像這個如果是像這個如果是像這個，，，，我就會覺得它好像我就會覺得它好像我就會覺得它好像我就會覺得它好像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換換換換過資料過資料過資料過資料，，，，有一點不是最近正有一點不是最近正有一點不是最近正有一點不是最近正確確確確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距離現距離現距離現距離現在比較在比較在比較在比較遠遠遠遠的的的的，，，，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當當當當參考參考參考參考，，，，可是不大會去用它可是不大會去用它可是不大會去用它可是不大會去用它。。。。像我像我像我像我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找氣找氣找氣找氣象象象象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它新的時間就會在上面它新的時間就會在上面它新的時間就會在上面它新的時間就會在上面，，，，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我就會先看前面先看前面先看前面先看前面的的的的，，，，再再再再往下往下往下往下看看看看後後後後面的面的面的面的。」。」。」。」（（（（S5）））） 

2. 內容是先前沒看過的 

受訪者認為之前未看過的資訊能增加報告的豐富性與完整性，因此有時會直

接以瀏覽檢索結果的方式進行過濾，試圖找出還沒看過的檢索結果。 「「「「如果我是如果我是如果我是如果我是選第選第選第選第一頁一頁一頁一頁，，，，點完看點完看點完看點完看第第第第二頁二頁二頁二頁，，，，如果如果如果如果第第第第二頁它們的資料也是二頁它們的資料也是二頁它們的資料也是二頁它們的資料也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就會就會就會就會往下跳往下跳往下跳往下跳看看看看到第四到第四到第四到第四頁頁頁頁。」。」。」。」（（（（S5）））） 「「「「因為我覺得很多資料這樣因為我覺得很多資料這樣因為我覺得很多資料這樣因為我覺得很多資料這樣子反子反子反子反而可以做多更而可以做多更而可以做多更而可以做多更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的報告的報告的報告的報告，，，，如果有看過的話就看看它如果有看過的話就看看它如果有看過的話就看看它如果有看過的話就看看它別的別的別的別的地地地地方有方有方有方有沒沒沒沒有有有有沒沒沒沒看過的看過的看過的看過的。」（。」（。」（。」（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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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意見 

少數受訪者對於資訊的新穎性有不同說法，認為會以自己已知或家長能協助

的範圍為報告內容，否則難以掌握。 「「「「因為內容很新的話我就會不因為內容很新的話我就會不因為內容很新的話我就會不因為內容很新的話我就會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該該該該怎怎怎怎麼做麼做麼做麼做。。。。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不不不不了了了了解它解它解它解它啊啊啊啊！」！」！」！」（（（（S4）））） 「「「「我不我不我不我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我會問我我會問我我會問我我會問我爸爸爸爸，，，，可是有時候如果我可是有時候如果我可是有時候如果我可是有時候如果我爸爸爸爸也不也不也不也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就覺得就覺得就覺得就覺得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因為要問因為要問因為要問因為要問老師老師老師老師的話又要的話又要的話又要的話又要弄弄弄弄很多東西很多東西很多東西很多東西，，，，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如果如果如果如果爸媽爸媽爸媽爸媽不不不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就想說就想說就想說就想說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再去找別的東西就好再去找別的東西就好再去找別的東西就好再去找別的東西就好。」（。」（。」（。」（S6）））） 
(十四) 網址主題性 

網址主題性在準則重要性得分與使用次數排序敬陪末座，皆為倒數名次，不

難理解受試者多半由於不具網址判斷知識與能力，且經觀察，絕大多數受試者對

於網址資訊幾乎一瞥而過，並不認為這行綠色英文字串具有任何判斷效力。唯少

數受訪者表示有時會利用此準則進行檢索結果的過濾，故判斷線索較標題與摘要

主題性較少。 

1. 網址包含顯示網站/網頁特質之簡易單字，如 blog 之於部落格 

受訪者對於英文網址認知有限，但了解網址可能代表網站名稱或性質，若為

受訪者認識的單字便能進行簡易判斷（如：部落格之”blog”），但並未進一步聯

想內容之可信度或品質等其他相關準則。 

Q：：：：「「「「那你覺那你覺那你覺那你覺得看網址可以判斷得看網址可以判斷得看網址可以判斷得看網址可以判斷出出出出裡面的內容值不值得相信裡面的內容值不值得相信裡面的內容值不值得相信裡面的內容值不值得相信、、、、或或或或是好不好是好不好是好不好是好不好嗎嗎嗎嗎？」？」？」？」 

S2：：：：「「「「應該不行應該不行應該不行應該不行。。。。因為有的因為有的因為有的因為有的網址裡面有時候會網址裡面有時候會網址裡面有時候會網址裡面有時候會打打打打它的網它的網它的網它的網站名稱站名稱站名稱站名稱，，，，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是是是是英文英文英文英文的的的的，，，，就可以看就可以看就可以看就可以看。。。。有的可以看有的可以看有的可以看有的可以看出出出出它的網它的網它的網它的網站名稱站名稱站名稱站名稱，，，，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它它它它網網網網站站站站裡面裡面裡面裡面講講講講的東西是關於的東西是關於的東西是關於的東西是關於什什什什麼的麼的麼的麼的…………。。。。像這邊它寫像這邊它寫像這邊它寫像這邊它寫
blog，，，，就是部就是部就是部就是部落落落落格格格格的意的意的意的意思思思思，，，，那就是這個網那就是這個網那就是這個網那就是這個網站站站站是一個人的部是一個人的部是一個人的部是一個人的部落落落落格格格格。。。。…………很少有看得很少有看得很少有看得很少有看得出出出出來來來來的的的的…………。。。。有的是有的是有的是有的是英文英文英文英文字比較字比較字比較字比較簡簡簡簡單單單單就看得懂就看得懂就看得懂就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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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域名稱與主題相關，如教育單位之.edu 

受訪者不乏能判斷簡易英文網域者，通常是喜愛電腦，經由上網經驗或他人

教導判斷學習而得，然所知有限，多半只認得一兩種網域簡稱，如教育網站

之”edu”。 「「「「因為有時候我因為有時候我因為有時候我因為有時候我查成查成查成查成語語語語，，，，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發現發現發現發現是是是是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教育局的網的網的網的網站站站站，，，，就會想點進去就會想點進去就會想點進去就會想點進去。。。。就這個就這個就這個就這個綠色綠色綠色綠色的字的字的字的字。。。。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部網部網部網部網站站站站有一大堆都有有一大堆都有有一大堆都有有一大堆都有什什什什麼麼麼麼 edu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S4）））） 

由於網址未以受訪者慣用語言標示，網域更只以英文單字前三字母代表，受

試者必須記憶字彙及了解意義關連才能判斷，不如以標題或摘要等中文資訊來得

簡易直接，故除了影響重要性與使用次數外，其判斷線索相對亦少。 

(十五) 新近性/最近話題 

新近性/最近話題在重要性評估中為最低分者，對受訪者來說吸引力多於使

用性考量，甚至懷疑缺乏正確性，但亦有受訪者認為新近性/最近話題也許同時

意味著品質佳，呈現兩極看法。整體說來，受訪者對新近性/最近話題的判斷線

索因使用性低而模糊。 

Q：：：：「「「「這邊有一些這邊有一些這邊有一些這邊有一些熱熱熱熱門門門門推薦推薦推薦推薦，，，，還有還有還有還有幾幾幾幾顆星顆星顆星顆星的的的的，，，，本本本本日日日日最最最最熱熱熱熱門門門門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那你會比較想要去看那你會比較想要去看那你會比較想要去看那你會比較想要去看嗎嗎嗎嗎？」？」？」？」 
S2：：：：「「「「嗯嗯嗯嗯，，，，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比較新比較新比較新比較新，，，，比較好比較好比較好比較好的的的的。」。」。」。」 

1. 內容經常出現於媒體 

受訪者以大眾媒體為新近性/最近話題之判斷線索來源，認為曝光率高的資

訊具有流行與熱門特質，但前提是受試者對於主題並無任何想法，才會選擇依靠

新近性/最近話題，表示此準則並非具有不可替代性，與其重要性排序互為呼應。 「「「「我是會先自己想我是會先自己想我是會先自己想我是會先自己想，，，，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沒沒沒沒有的話再去看別的有的話再去看別的有的話再去看別的有的話再去看別的…………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常常常常出現出現出現出現在在在在電電電電視視視視報報報報紙紙紙紙之之之之類類類類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S4）））） 「「「「嗯嗯嗯嗯…………有時候會有時候會有時候會有時候會受受受受到到到到新新新新聞聞聞聞（（（（影影影影響響響響）））），，，，可是有時候如果可是有時候如果可是有時候如果可是有時候如果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熱熱熱熱門門門門話題話題話題話題，，，，我會去找我比較清我會去找我比較清我會去找我比較清我會去找我比較清楚楚楚楚、、、、我比較我比較我比較我比較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的的的的。」。」。」。」（（（（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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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意見 

相對於稀少的判斷線索，對新近性/最近話題抱持懷疑的受訪者，其態度較

為強烈，表現出國小高年級學童不盲目跟隨潮流的一面。 「「「「我覺得不我覺得不我覺得不我覺得不熱熱熱熱門門門門又不會又不會又不會又不會怎怎怎怎樣樣樣樣！！！！它它它它（（（（不不不不熱熱熱熱門門門門的話題的話題的話題的話題））））也有可能以也有可能以也有可能以也有可能以後後後後就變就變就變就變熱熱熱熱門門門門啊啊啊啊！」！」！」！」（（（（S4）））） 「「「「因為有可能最近因為有可能最近因為有可能最近因為有可能最近流流流流行的話題行的話題行的話題行的話題…………像我們像我們像我們像我們班流班流班流班流行說行說行說行說誰喜歡誰誰喜歡誰誰喜歡誰誰喜歡誰，，，，我覺得那個我覺得那個我覺得那個我覺得那個並並並並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像那樣像那樣像那樣像那樣的話題的話題的話題的話題…………又不是真的又不是真的又不是真的又不是真的，，，，那只是別人那只是別人那只是別人那只是別人亂講然後亂講然後亂講然後亂講然後傳傳傳傳出出出出去的去的去的去的。」。」。」。」（（（（S5）））） 

 

表 4-3-34 及 4-3-35 為以上 15項相關準則之判斷線索整理，依其重要性得分

排序，「其他意見」不列入線索數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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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4 相關準則判斷線索整理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線索線索線索線索 

內容主題性 6 

1. 內容與生活有關 

2. 內容與主題直接相關 

3. 內容難易適中，用字淺白 

4. 內容篇幅精要簡略 

5. 內容提供相關連結，如參考來源網址或書目 

6. 內容資訊豐富 

摘要主題性 6 

1. 摘要出現關鍵字註記 

2. 摘要與主題直接相關 

3. 摘要是先前沒看過的 

4. 摘要與所知一致 

5. 摘要包含未知事物 

6. 摘要資訊豐富 語言/可理解性 3 

1. 內容文字經過加工，如分類、分段或分點、字型大小與顏色等 

2. 內容解釋詳細，如舉例說明、動畫影片等 

3. 內容難易適中，用字淺白 

權威性/可信度 7 

1. 內容作者來自相關機構或專門單位 

2. 內容來源為政府單位或特別機構 

3. 內容包含實際驗證之資訊，如數據、圖片、影片等 

4. 內容用詞精簡有深度 

5. 內容提供參考來源或書目 

6. 內容關於其他國家 

7. 內容多人推薦 

品質 8 

1. 內容說法與其他網站或網頁相同 

2. 內容為最近發表或更新 

3. 內容提供實驗數據佐證 

4. 內容與所知一致 

5. 內容提供參考來源網址或書目 

6. 內容豐富主題多 

7. 內容作者為專門人士或專家學者 

8. 內容來源為政府或其他公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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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5 相關準則判斷線索整理（續）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線索線索線索線索 標題主題性 3 

1. 標題與生活有關 

2. 標題與主題直接相關 

3. 標題包含未知事物 

4. 其他意見 圖片完整度 1 1. 圖片與說明文字搭配 圖片清晰度 1 1. 圖片的內容物件容易辨識 圖片主題性 4 

1. 圖片與文字內容為相同來源 

2. 圖片主題佔較大版面 

3. 圖片充分表達文意 

4. 圖片具真實性 趣味性 2 

1. 內容與生活有關 

2. 內容以特殊方式呈現，如實驗操作或多媒體動畫 

3. 其他意見 同儕興趣 1 
1. 內容討論人數多 

2. 其他意見 便利/取用性 1 
1. 內容直接呈現於連結頁面 

2. 其他意見 新穎性 2 

1. 內容為最近發表或回覆 

2. 內容是先前沒看過的 

3. 其他意見 網址主題性 2 
1. 網址包含顯示網站/網頁特質之簡易單字，如 blog之於部落格 

2. 網域名稱與主題相關，如教育單位之.edu 新近性/最近話題 1 
1. 內容經常出現於媒體 

2. 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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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上述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線索分析，發現以下現象： 

1. 線索數量與重要性排序相呼應 

受訪者所提供的判斷線索從 1 至 8項不等，具備 5項以上線索的相關準則有

品質、權威性/可信度、摘要主題性，與內容主題性，而同儕興趣、便利性/取用

性、新近性/最近話題、圖片清晰度，以及圖片完整度等 5 項則都只有 1 項判斷

線索，其他如圖片主題性、語言/可理解性、標題主題性、新穎性與趣味性，則

有 2 至 4項不等之判斷線索。 

從線索數量來看，重要性排序前 5項相關準則中有 4項具備 5項以上的判斷

線索，明顯較其他 10項相關準則多，重要性排名後 10項的準則只有標題主題性

與圖片主題性的判斷線索多於 3項，其餘只有 1 至 2項。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對

於重要性高的內容主題性、摘要主題性、權威性/可信度與品質的判斷線索感受

較深，能舉出較多具體事證，亦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準則重要性

與判斷線索數量可能存在關連，即判斷線索數量愈多者，重要性認知可能愈高。

此外，呼應重要性排序，受訪者對於後 10項相關準則較容易有其他意見。 

2. 多項判斷線索用途多元 

分析發現，受訪者常出現對單一線索感受多元複雜，故指涉出多項相關準則

的情況，形成多項準則共用單一線索的現象，經整理成表 4-3-36。其中，與其他

相關準則共有判斷線索的情況，以品質準則為最，其次是內容主題性與摘要主題

性，應與其判斷線索原本就較多有關。而判斷線索最常彼此共用的準則為權威性

/可信度與品質，權威性/可信度出現共用情形的線索皆與品質準則互通，顯見對

國小高年級學童而言，此兩項準則內涵具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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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6 多元用途判斷線索對照 

 

 

 

 

 

 

 

 

 

 

 

 

 

 

 

 

 

 

 

 

 

 

 

 

判斷判斷判斷判斷線索線索線索線索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與生活有關 

內容主題性 標題主題性 趣味性 與主題直接相關 

內容主題性 摘要主題性 標題主題性 資訊豐富 

內容主題性 摘要主題性 品質 提供相關連結，如參考來源網址或書目 

內容主題性 權威性/可信度 品質 難易適中，用字淺白 
內容主題性 語言/可理解性 先前沒看過的 
摘要主題性 新穎性 與所知一致 
摘要主題性 品質 包含未知事物 
摘要主題性 標題主題性 作者來自相關機構或專門單位 

權威性/可信度 品質 來源為政府單位或特別機構 
權威性/可信度 品質 包含實際驗證之資訊，如數據、圖片、影片等 
權威性/可信度 品質 最近發表或更新 

品質 新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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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偏重文字內容，其餘其次 

不論從實驗後的重要性評估問卷、實驗歷程錄影、研究者觀察，或訪談分析

結果，受訪者皆明顯表現出文字內容重於一切的態度。 「「「「就可能就可能就可能就可能注注注注意內容而意內容而意內容而意內容而已已已已，，，，圖片就看過去而圖片就看過去而圖片就看過去而圖片就看過去而已已已已。。。。…………看起來比較好看看起來比較好看看起來比較好看看起來比較好看。。。。但是我都是看那個資料但是我都是看那個資料但是我都是看那個資料但是我都是看那個資料對對對對我有我有我有我有沒沒沒沒有幫有幫有幫有幫助助助助。」。」。」。」（（（（S2））））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注注注注意意意意（（（（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是是是是誰誰誰誰））））欸欸欸欸！！！！因為我覺得它因為我覺得它因為我覺得它因為我覺得它既既既既然然然然都都都都提供提供提供提供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了了了了，，，，就看就好就看就好就看就好就看就好了了了了啊啊啊啊，，，，幹嘛幹嘛幹嘛幹嘛還要還要還要還要管管管管是是是是誰誰誰誰。」。」。」。」（（（（S6）））） 

以資料類型來看，受訪者認為文字內容是需求重點，圖片其次，此情形亦可

從重要性排序得證；以網站或網頁結構來看，受訪者的判斷線索多著重內文本身

的直接線索，因而常忽略同一網站或網頁中其他資訊。如內容的作者或來源、排

版與設計等間接的判斷線索，並非所有受訪者都會主動留意，須經由他人提醒，

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仍多以具體思考為主，抽象發展較少，

與其認知發展階段相吻合。 

三、 其他行為分析 

實驗與訪談過程中除得到各相關判斷行為數據與相關準則線索外，藉由觀

察、歷程分析與語料分析，更了解受訪者對於查找網路資訊的其他行為與看法，

此部份雖非研究者預期，仍十分可貴，茲分為三部份進行探討：網路資訊之相關

判斷認知、檢索與判斷技能，以及查找資料經驗比較。 

(一) 網路資訊之相關判斷認知 

以下是受訪者對於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的認知，包括連線速度緩慢、非中體正

文內容、檢索結果排序與翻頁數、圖片的功能、Yahoo！奇摩知識+，以及完全

相關的條件等五項。 

1. 對「連線速度慢」的看法 

一般而言，排除個人連網因素，連線速度慢代表網站或網頁製作者並未考量

檔案或內容大小，便將內容發布至網際網路，因而造成點閱超連結後須等待數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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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數分鐘不等的時間，而使用者往往不願等待而關閉放棄，並認為製作者沒有顧

及此技術問題，進而影響網站或網頁內容的權威性/可信度與品質評估。 

出乎意料的是，受訪者對此情況皆表示可能為「內容太多」所導致，並不會

影響對權威性/可信度或品質的看法，且願意靜心等待，但等待中會先點閱其他

網頁瀏覽。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尚未形成「內容製造者應維護其網站或網頁的連

線速度」之觀念。 「「「「不會不會不會不會。。。。因為等很久大因為等很久大因為等很久大因為等很久大概概概概是因為它的容量很大是因為它的容量很大是因為它的容量很大是因為它的容量很大（（（（指指指指資料量資料量資料量資料量）））），，，，所以要所以要所以要所以要跑跑跑跑比較久比較久比較久比較久。」。」。」。」（（（（S3）））） 

2. 對「非正體中文」內容的看法 

除英文課程外，受訪者接觸非正體中文的機會不多，一般認為國小高年級學

童在遭遇不熟悉的語言時，可能避之唯恐不及。但受訪者對於此類非正體中文的

網路資訊態度積極，表示會試圖自行翻譯理解，或藉由他人協助進行了解，顯示

出國小高年級學童勇於嘗試的好學態度，原因應是資訊豐富性的考量。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簡體簡體簡體簡體字可能看不太懂字可能看不太懂字可能看不太懂字可能看不太懂，，，，就就就就會會會會試著試著試著試著看看看看。。。。會會會會（（（（拿來用拿來用拿來用拿來用），），），），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就就就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打成中文打成中文打成中文打成中文。」。」。」。」（（（（S2）））） 「「「「簡體簡體簡體簡體字我看得懂啊字我看得懂啊字我看得懂啊字我看得懂啊！！！！有幫有幫有幫有幫助助助助的話就會想點進去的話就會想點進去的話就會想點進去的話就會想點進去。」。」。」。」（（（（S4）））） 「「「「我會看我會看我會看我會看，，，，會會會會叫叫叫叫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或爸媽或爸媽或爸媽或爸媽翻譯翻譯翻譯翻譯給給給給我聽我聽我聽我聽，，，，不不不不然然然然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裡面在寫裡面在寫裡面在寫裡面在寫什什什什麼麼麼麼（（（（笑笑笑笑））））。」。」。」。」（（（（S6）））） 

3. 檢索結果排序與翻頁數 

受訪者根據經驗與相關判斷實驗，認為第一頁之檢索結果的相關程度最高，

第五頁之後則容易出現較不相關的內容，可見檢索結果排序亦影響受訪者對相關

程度的第一印象。 「「「「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幾幾幾幾乎乎乎乎在在在在第第第第一頁就不會再找一頁就不會再找一頁就不會再找一頁就不會再找了了了了，，，，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因為我覺得第第第第一頁會比較重要一頁會比較重要一頁會比較重要一頁會比較重要。。。。就是比較相關就是比較相關就是比較相關就是比較相關。」。」。」。」（（（（S1）））） 「「「「我的經驗來我的經驗來我的經驗來我的經驗來講講講講，，，，五五五五頁之前都跟題頁之前都跟題頁之前都跟題頁之前都跟題目目目目比較有關係比較有關係比較有關係比較有關係，，，，五五五五頁之頁之頁之頁之後後後後就變就變就變就變成成成成別的別的別的別的了了了了，，，，就會就會就會就會扯扯扯扯到到到到一些不一些不一些不一些不關於的東西關於的東西關於的東西關於的東西，，，，比如人比如人比如人比如人名或名或名或名或是是是是其其其其他的都會結他的都會結他的都會結他的都會結合合合合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S6）））） 

受訪者皆有檢索網路資訊的經驗，而提及最多瀏覽幾頁檢索結果（以單次查

詢/關鍵字為準），答覆範圍皆在十頁之內，超過三位為五頁以內。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六六六六頁頁頁頁。。。。因為可能在之前因為可能在之前因為可能在之前因為可能在之前（（（（幾幾幾幾頁頁頁頁））））就找就找就找就找到到到到想要的想要的想要的想要的。」。」。」。」（（（（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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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四四四四頁吧頁吧頁吧頁吧。」（。」（。」（。」（S2）））） 「「「「七八七八七八七八頁吧頁吧頁吧頁吧！！！！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有時候可能是資料不可能是資料不可能是資料不可能是資料不夠夠夠夠多多多多。」。」。」。」（（（（S3）））） 「「「「大大大大概概概概三頁吧三頁吧三頁吧三頁吧！」！」！」！」（（（（S4）））） 「「「「兩兩兩兩、、、、三頁吧三頁吧三頁吧三頁吧…………」」」」（（（（S5）））） 

4. 圖片的功能主要是輔助文字 

根據先前圖片清晰度、主題性與完整度之訪談分析結果，國小高年級學童對

此三項相關判斷準則之重要性有相當程度的認同，但提供線索較少，集中在一至

四項，也少有其他相關判斷準則，表示對圖片要求有限，以輔助文字為主要考量，

並做為解釋或佐證，是非必要的資訊類型，文字才是重點。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看你看你看你看你需需需需要的資料要的資料要的資料要的資料需需需需不不不不需需需需要圖片要圖片要圖片要圖片，，，，就是因為你就是因為你就是因為你就是因為你不不不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文文文文字的意字的意字的意字的意思思思思））））才才才才需需需需要圖片要圖片要圖片要圖片，，，，才會才會才會才會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是是是是什什什什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麼東西。」。」。」。」（（（（S1）））） 「「「「它加它加它加它加了了了了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就會讓我就會讓我就會讓我就會讓我更更更更了了了了解這一些解這一些解這一些解這一些方方方方法法法法。」。」。」。」（（（（S2））））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是文文文文字字字字，，，，圖片只是圖片只是圖片只是圖片只是插插插插圖而圖而圖而圖而已已已已。」。」。」。」（（（（S4）））） 「「「「因為大不大因為大不大因為大不大因為大不大張張張張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只是要只是要只是要只是要讓別人讓別人讓別人讓別人知道確實知道確實知道確實知道確實有這有這有這有這件事件事件事件事。」。」。」。」（（（（S5）））） 

5. 對 Yahoo！奇摩知識+的看法 

為避免學生未經思考一味抄襲，並引用錯誤資訊，學校老師都曾宣導或禁止

使用 Yahoo！奇摩知識+之資訊，故受訪者皆有不可盡信 Yahoo！奇摩知識+的觀

念，並注意是否有資料來源供查證。若經多方比對無誤，受訪者便會採用該內容，

但會選擇來源非 Yahoo！奇摩知識+者使用。可見受訪者藉由經驗累積，已逐漸

學習如何「自己」正確判斷網路資訊。 「「「「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因為有一些並並並並不正不正不正不正確確確確。。。。…………有一些就有一些就有一些就有一些就跟很多跟很多跟很多跟很多書書書書上面寫的上面寫的上面寫的上面寫的，，，，還有跟還有跟還有跟還有跟老師講老師講老師講老師講的不一樣的不一樣的不一樣的不一樣。」。」。」。」（（（（S3）））） 「「「「我之前有用過我之前有用過我之前有用過我之前有用過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的東西，，，，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說可以說可以說可以說可以，，，，可是又說不能用可是又說不能用可是又說不能用可是又說不能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我自己是覺得可以我自己是覺得可以我自己是覺得可以我自己是覺得可以用用用用，，，，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可能是有人有人有人有人已已已已經經經經查查查查過過過過，，，，是正是正是正是正確確確確的再把它寫上去的再把它寫上去的再把它寫上去的再把它寫上去。。。。…………我我我我那時候那時候那時候那時候查查查查的時候它的時候它的時候它的時候它底底底底下沒下沒下沒下沒有網址有網址有網址有網址，，，，可是可是可是可是跟我跟我跟我跟我查查查查過的那個過的那個過的那個過的那個（（（（網頁網頁網頁網頁））））一一一一模模模模一樣一樣一樣一樣，，，，兩個比較兩個比較兩個比較兩個比較根根根根本本本本是一字不是一字不是一字不是一字不漏漏漏漏。」。」。」。」（（（（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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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奇奇奇奇摩摩摩摩知識知識知識知識+是別人有那個是別人有那個是別人有那個是別人有那個帳號帳號帳號帳號他就可以進去他就可以進去他就可以進去他就可以進去打打打打，，，，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他他他他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的搞不好是的搞不好是的搞不好是的搞不好是錯誤錯誤錯誤錯誤的的的的。。。。因因因因為我以前都用為我以前都用為我以前都用為我以前都用知識知識知識知識+，，，，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後後後後來我才來我才來我才來我才發現發現發現發現它有一些人是它有一些人是它有一些人是它有一些人是亂亂亂亂報報報報，，，，就就就就隨隨隨隨便便便便亂講亂講亂講亂講的的的的。」。」。」。」（（（（S6）））） 

6. 心目中的完全相關 

受訪者對於檢索主題會有自己的想法，也影響相關程度的判別，但想法可能

一開始即有，也許在實驗過程中逐漸形成，甚至結束時才真正浮現輪廓。訪談初

期，大部份受訪者較難確切表達「平時上網找資料會注意什麼」，但訪談結束前

再問到「心目中的完全相關」，表達便較明確有條理，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學

習速度與對事物的觀感需要時間熟悉及培養。 「「「「就是內容很就是內容很就是內容很就是內容很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說的方說的方說的方說的方法法法法很很很很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又有又有又有又有舉例子舉例子舉例子舉例子，，，，做一些圖片做一些圖片做一些圖片做一些圖片，，，，就是有關它報告的圖就是有關它報告的圖就是有關它報告的圖就是有關它報告的圖片片片片。」。」。」。」（（（（S3）））） 

(二) 網路資訊之檢索與判斷技能 

本部份包含受訪者自行檢索的方式、檢索技巧、文字資訊與圖片的保存與使

用、他人協助，以及相關判斷速度等六項，藉以得知國小高年級學童平時檢索與

判斷網路資訊的情形。 

1. 自行檢索「愛地球，你準備好了嗎？」 

相關判斷實驗時，為控制每位受試者判斷的題目皆相同，事先以關鍵字「節

能的方法」固定判斷範圍。訪談初期詢問受訪者會如何檢索同樣主題，並當場示

範，一般都以先使用搜尋引擎為主，多為 Yahoo！奇摩首頁或 Google，但也有

受訪者先以 Yahoo！奇摩知識+或相關單位的網站做為起點；關鍵字亦與實驗設

定相去不遠，如：「節約」、「節約能源」、「節能的方法」與「節約能源的方

法」等，屬於直接提問的關鍵字，較特別的是「減少二氧化碳」與「地球污染」，

分別為舉例式的關鍵字與相關概念的聯想。顯示受訪者皆具有資訊檢索的初步概

念與基本操作技能，但仍有進步空間。 「「「「因為節因為節因為節因為節約約約約能能能能源源源源跟一些跟一些跟一些跟一些地球地球地球地球污染污染污染污染有關係有關係有關係有關係，，，，那那那那污染污染污染污染才才才才需需需需要去節要去節要去節要去節約約約約，，，，不不不不然然然然大家就會大家就會大家就會大家就會無限無限無限無限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或許或許或許或許會去上會去上會去上會去上衛衛衛衛生生生生局局局局的網的網的網的網站站站站，，，，因為它可能會因為它可能會因為它可能會因為它可能會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一些資料一些資料一些資料一些資料。。。。可能會比較完整一些可能會比較完整一些可能會比較完整一些可能會比較完整一些。」。」。」。」（（（（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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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可能就可能就可能就節節節節約約約約能能能能源源源源，，，，或或或或是是是是減減減減少二少二少二少二氧氧氧氧化碳化碳化碳化碳。。。。因為在我的想因為在我的想因為在我的想因為在我的想法法法法裡裡裡裡，，，，通通通通常如果是節常如果是節常如果是節常如果是節約約約約能能能能源源源源就就就就感感感感覺覺覺覺是是是是…………因為我們用太多能因為我們用太多能因為我們用太多能因為我們用太多能源源源源，，，，最常用的是最常用的是最常用的是最常用的是汽汽汽汽車車車車，，，，會排放廢氣會排放廢氣會排放廢氣會排放廢氣。」（。」（。」（。」（S5）））） 「「「「我比較常用我比較常用我比較常用我比較常用 Yahoo。。。。可能就是先可能就是先可能就是先可能就是先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看網頁看網頁看網頁看網頁，，，，如果有比較如果有比較如果有比較如果有比較適適適適合合合合的我就先看的我就先看的我就先看的我就先看，，，，如果如果如果如果沒沒沒沒有比有比有比有比較較較較適適適適合合合合的再去跟同學的再去跟同學的再去跟同學的再去跟同學詢詢詢詢問一問一問一問一下下下下大大大大概知道概知道概知道概知道那個資料再去找那個資料再去找那個資料再去找那個資料再去找。。。。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應該是節節節節約約約約能能能能源源源源吧吧吧吧…………因為裡面重因為裡面重因為裡面重因為裡面重點就是節點就是節點就是節點就是節約約約約能能能能源源源源，，，，那節那節那節那節約約約約能能能能源小源小源小源小學生要做學生要做學生要做學生要做什什什什麼這樣麼這樣麼這樣麼這樣。」。」。」。」（（（（S6）））） 

2. 檢索技巧 

整理訪談結果與觀察所得，受試者與受訪者使用的檢索技巧雖然不多，但已

發展出歸納與統整能力。其主要使用的技巧為更換或縮減關鍵字，以及更換搜尋

引擎（通常由 Yahoo！奇摩換至 Google）。其中，更換關鍵字的原因包括以下： 

� 先前鍵入之關鍵字所得有限，進而依題意更換； 「「「「因為我主要因為我主要因為我主要因為我主要搜搜搜搜查查查查的是的是的是的是名產名產名產名產這個東西這個東西這個東西這個東西，，，，那那那那特特特特色色色色跟跟跟跟由由由由來是來是來是來是從從從從題題題題目目目目上面的要上面的要上面的要上面的要求求求求說要找的說要找的說要找的說要找的，，，，所以所以所以所以我就這樣我就這樣我就這樣我就這樣打打打打。。。。原原原原本好像只本好像只本好像只本好像只打了打了打了打了花花花花蓮蓮蓮蓮、、、、名產名產名產名產。。。。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後後後後來來來來發現發現發現發現這樣的字這樣的字這樣的字這樣的字比較容比較容比較容比較容易易易易找找找找到到到到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就就就就後後後後面都寫一樣的面都寫一樣的面都寫一樣的面都寫一樣的。」。」。」。」（（（（S2）））） 

� 先前鍵入之關鍵字過長，造成檢索結果過少或不滿意，進而縮減長度； 「「「「…………就把它就把它就把它就把它縮減縮減縮減縮減字字字字。。。。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搜尋搜尋搜尋搜尋出出出出來的東西是來的東西是來的東西是來的東西是按按按按照照照照這個字這個字這個字這個字，，，，所以如果所以如果所以如果所以如果把它把它把它把它弄弄弄弄比較少比較少比較少比較少，，，，東西會東西會東西會東西會比較多比較多比較多比較多。」。」。」。」（（（（S4）））） 

� 初步瀏覽檢索結果，發現更明確之關鍵字，進而更換。 「「「「我看完資料會我看完資料會我看完資料會我看完資料會發現發現發現發現有些有些有些有些詞詞詞詞比較重要比較重要比較重要比較重要，，，，就把那個就把那個就把那個就把那個詞複製詞複製詞複製詞複製起來再去找起來再去找起來再去找起來再去找。。。。因為我一因為我一因為我一因為我一開始開始開始開始就找就找就找就找土石土石土石土石流流流流，，，，找找找找出出出出來的結果裡面有寫來的結果裡面有寫來的結果裡面有寫來的結果裡面有寫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有有有有幾種幾種幾種幾種幾種幾種幾種幾種，，，，…………我就會在我就會在我就會在我就會在檢索檢索檢索檢索那裡那裡那裡那裡打打打打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土石流有有有有幾種幾種幾種幾種，，，，再再再再從從從從裡面找裡面找裡面找裡面找，，，，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找找找找到到到到資料就先資料就先資料就先資料就先開開開開 word把它把它把它把它貼貼貼貼進去進去進去進去。」。」。」。」（（（（S5）））） 

此外，表示初始檢索會以 Yahoo！奇摩首頁之受訪者雖佔多數，但亦有自認

主題認知較少，選擇以 Google 開始進行檢索者。由此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童之

網路資訊檢索技巧會隨著經驗與資料累積而成熟增進，其檢索模式亦從單一搜尋

引擎的單次查詢或一個關鍵字到底，逐漸轉為多次查詢或更換關鍵字，甚至使用

不同搜尋引擎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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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字資訊的保存與使用 

對於相關程度較高的網站或網頁內容，其便利/取用性之重要性雖要求不

高，但國小學童檢索網路資訊的目的多半為課業使用，故仍須保存資訊。統整受

訪者用以保存相關網路資訊的方式，主要分為直接複製與分段擷取兩種。直接複

製是指將相關程度較高的資訊以複製方式直接再製於報告版面，如：Microsoft 

Word或Microsoft PowerPoint，之後再刪減內容；分段擷取則是先行將網頁或內

容儲存於桌面、Microsoft Word或瀏覽器之「我的最愛」，再擷取所需內容至最

終呈現版面進行整理，如 Microsoft Word或Microsoft PowerPoint。 「「「「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如果有比較如果有比較如果有比較如果有比較適適適適合合合合的的的的，，，，就先就先就先就先把它用在把它用在把它用在把它用在Word上上上上。。。。就是如果是非常就是如果是非常就是如果是非常就是如果是非常需需需需要的話要的話要的話要的話，，，，就會就會就會就會順便把順便把順便把順便把網址也用網址也用網址也用網址也用下下下下來來來來。。。。可是如果只有一點點可是如果只有一點點可是如果只有一點點可是如果只有一點點，，，，比如找比如找比如找比如找到到到到重重重重複複複複的的的的資料資料資料資料，，，，那個比較重要的話那個比較重要的話那個比較重要的話那個比較重要的話，，，，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會用這個資料會用這個資料會用這個資料會用這個資料，，，，會把這個會把這個會把這個會把這個刪掉刪掉刪掉刪掉。。。。…………就是會用比較好的那個就是會用比較好的那個就是會用比較好的那個就是會用比較好的那個，，，，比較完整比較完整比較完整比較完整。」。」。」。」（（（（S6）））） 「「「「就是看就是看就是看就是看到到到到這邊就是會這邊就是會這邊就是會這邊就是會把它把它把它把它貼到貼到貼到貼到Word裡面裡面裡面裡面，，，，再去再去再去再去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看跟看跟看跟看跟刪掉刪掉刪掉刪掉。。。。就如果看就如果看就如果看就如果看到到到到比較相關的會比較相關的會比較相關的會比較相關的會先先先先貼到貼到貼到貼到 word，，，，再去看再去看再去看再去看。。。。如果還要很久才如果還要很久才如果還要很久才如果還要很久才交交交交的報告的報告的報告的報告，，，，就會先就會先就會先就會先存存存存成成成成我的最我的最我的最我的最愛愛愛愛。」。」。」。」（（（（S4）））） 

4. 圖片的保存與使用 

針對圖片的保存與使用，受訪者的保存方式大致與文字類似，多半直接複製

於 Microsoft Word或Microsoft PowerPoint，或是另存桌面，但使用上並不完全以

同樣方式處理。根據研究者指定受試者所完成的暑假作業，結果發現許多受試者

並非直接在電腦上編輯圖片，而是另外列印並黏貼於規定格式紙張，如圖 4-3-5

黑框，有時應圖片版面需求，會運用電腦課所學之應用軟體裁修，如：

PhotoImpact。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已略懂運用所學處理網路資訊，並依能力與

需求使用不同方式，但並非完全電腦化。 「（「（「（「（印印印印出出出出來來來來））））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把它把它把它把它剪剪剪剪下下下下來來來來貼貼貼貼上去上去上去上去。」。」。」。」（（（（S1）））） 「「「「按右鍵按右鍵按右鍵按右鍵另另另另存存存存圖片吧圖片吧圖片吧圖片吧！！！！然後然後然後然後存存存存在在在在桌桌桌桌面上面上面上面上。」。」。」。」（（（（S3）））） 「「「「用用用用 Photo Impact啊啊啊啊！！！！六六六六年級年級年級年級每個人都會用每個人都會用每個人都會用每個人都會用…………就把它就把它就把它就把它割割割割掉掉掉掉。」。」。」。」（（（（S4）））） 

 



 

140  

 

 

 

 

 

圖 4-3-5 受試者之圖片呈現方式 

5. 他人協助 

由於受訪者為國小高年級學童，許多事無法獨立處理，故他人協助甚為重

要。訪談結果發現，受訪者的詢問對象依次為教師、家長、兄姊或其他同學，然

而尋求他人協助的前提是自行嘗試後無法得解，才會詢問他人意見或請求幫忙。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試了試了試了試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遍遍遍遍都不行的話就會去找別的都不行的話就會去找別的都不行的話就會去找別的都不行的話就會去找別的。。。。有時候是問問大人有時候是問問大人有時候是問問大人有時候是問問大人有有有有什什什什麼別的方麼別的方麼別的方麼別的方法法法法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可以用。。。。…………有些像有些像有些像有些像釋迦釋迦釋迦釋迦是我是我是我是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的的的的，，，，阿婆鐵蛋阿婆鐵蛋阿婆鐵蛋阿婆鐵蛋是是是是安親班安親班安親班安親班老師老師老師老師跟我說的跟我說的跟我說的跟我說的…………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不不不不確確確確定的話就會去問定的話就會去問定的話就會去問定的話就會去問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事事事…………。」。」。」。」（（（（S5）））） 「「「「…………就看就看就看就看哪哪哪哪一個是真的一個是真的一個是真的一個是真的，，，，或者或者或者或者是去問大人是去問大人是去問大人是去問大人。。。。如果大人也不如果大人也不如果大人也不如果大人也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我我我我會去問會去問會去問會去問老師老師老師老師，，，，就是學就是學就是學就是學校老師校老師校老師校老師。。。。…………自自自自然老師然老師然老師然老師做過很多做過很多做過很多做過很多實實實實驗驗驗驗，，，，應該也應該也應該也應該也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一點點。。。。…………會會會會叫叫叫叫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或爸媽或爸媽或爸媽或爸媽翻譯翻譯翻譯翻譯給給給給我聽我聽我聽我聽，，，，不不不不然然然然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裡面在寫裡面在寫裡面在寫裡面在寫什什什什麼麼麼麼（（（（笑笑笑笑））））。。。。…………會啊會啊會啊會啊！！！！怕怕怕怕把把把把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用用用用壞壞壞壞！！！！我都我都我都我都叫叫叫叫我我我我哥哥哥哥幫我用幫我用幫我用幫我用。」（。」（。」（。」（S6）））） 
由上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是獨立與依賴共存，但傾向

以自己能力獨立解決問題，必要時才選擇依賴。有趣的是，受訪者中主動提及有

尋求協助經驗的，幾乎為女性學童，男性學童則多是被動答覆，表示放棄或另尋

其他資料。 

6. 相關判斷速度 

由歷程分析畫面檔與現場觀察發現，受試者在實驗後半段的判斷速度有加快

的情形，受訪者亦表示由於前半段的累積，對主題已有一定概念，能較快判斷是

否符合所需，另外，判斷速度與心境也多少受到附近同儕影響而產生變化。 「「「「有有有有。。。。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已已已已經參考過前面的資料經參考過前面的資料經參考過前面的資料經參考過前面的資料，，，，就會更就會更就會更就會更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大大大大概概概概是是是是怎怎怎怎麼樣麼樣麼樣麼樣子子子子。」。」。」。」（（（（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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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對對對對啊我看你寫啊我看你寫啊我看你寫啊我看你寫超快超快超快超快的的的的，，，，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大家都沒沒沒沒寫那麼寫那麼寫那麼寫那麼快快快快。」。」。」。」 

S1：：：：「「「「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可是我旁旁旁旁邊的都寫好邊的都寫好邊的都寫好邊的都寫好了了了了。」。」。」。」 

(三) 查找資料經驗比較 

本部份統合訪談結果，分搜尋引擎與查找管道兩方面，比較國小高年級學童

的查找經驗。除發現最常用的搜尋引擎不一定是認知上較好的搜尋引擎外，更了

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不同管道查找資料的看法。 

1. 搜尋引擎 

根據先前統計分析結果，大部份受試者最常用的搜尋引擎為 Yahoo！奇摩，

其次為 Google。訪談時請使用過不同搜尋引擎的受訪者發表看法，常用與次常

用的搜尋引擎與統計結果一樣，但對兩種搜尋引擎的喜好比例卻幾近相同。偏好

Google者認為資料較 Yahoo！奇摩正確，偏好 Yahoo！奇摩者則是以功能豐富及

家中首頁設定為由，亦有受訪者視查找主題範圍、檢索情況，以及資訊急用與否，

再決定使用何種搜尋引擎。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通通通通常常常常 Google的資料好像比較準的資料好像比較準的資料好像比較準的資料好像比較準確確確確。。。。Yahoo可能可能可能可能打打打打一個東西進去一個東西進去一個東西進去一個東西進去，，，，就會就會就會就會出出出出來很多樣來很多樣來很多樣來很多樣，，，，（（（（Yahoo））））有的跟題有的跟題有的跟題有的跟題目目目目比較比較比較比較無無無無關關關關。」。」。」。」（（（（S2）））） 「「「「Yahoo的的的的。。。。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它的它的它的它的功功功功能比較多能比較多能比較多能比較多。」（。」（。」（。」（S4）））） 「「「「有時候用有時候用有時候用有時候用 Google有時候用有時候用有時候用有時候用奇奇奇奇摩摩摩摩。。。。就就就就（（（（題題題題目目目目））））比較大的時候會用比較大的時候會用比較大的時候會用比較大的時候會用 Google。。。。就是像節能有很就是像節能有很就是像節能有很就是像節能有很多多多多種種種種，，，，像像像像汽油紙汽油紙汽油紙汽油紙類類類類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種種種種方方方方法法法法。」。」。」。」（（（（S5）））） 

可以發現，少數受訪者會依所需選擇搜尋引擎，並不使用特定一種。有趣的

是，最常用或偏好的搜尋引擎，與認知上較好的搜尋引擎可能不一致，原因為個

人習慣或瀏覽器設定使然，除非情況特殊才會使用其他搜尋引擎。 

2. 查找管道 

問及查找資料的經驗，仍以圖書館及網路為主要管道，且偏好網路。原因主

要在網路的快速、方便與精準，相較之下圖書館則較麻煩與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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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網網網路路路路！！！！因為因為因為因為網網網網路路路路比較比較比較比較快快快快又比較又比較又比較又比較精精精精準準準準，，，，如果去如果去如果去如果去圖圖圖圖書館書館書館書館找還要找找還要找找還要找找還要找哪哪哪哪一排有一排有一排有一排有哪哪哪哪些些些些書書書書…………，，，，那如果找那如果找那如果找那如果找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的話的話的話的話只要只要只要只要打幾打幾打幾打幾個字就可以參考很多資料個字就可以參考很多資料個字就可以參考很多資料個字就可以參考很多資料。」（。」（。」（。」（S1）））） 「（「（「（「（較較較較喜歡喜歡喜歡喜歡））））網網網網路路路路。。。。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圖圖圖圖書館書館書館書館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種種種種書書書書，，，，要找的話就是比較麻煩要找的話就是比較麻煩要找的話就是比較麻煩要找的話就是比較麻煩，，，，比較久比較久比較久比較久。」（。」（。」（。」（S2）））） 

儘管偏好使用網路，受訪者亦表示網路資訊有正確性的顧慮，以及認同圖書

館資料的品質，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具有反思能力，非一味盲目求快，只是需要

經驗累積與教育宣導。 「「「「但網但網但網但網路路路路也有不好也有不好也有不好也有不好，，，，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有些人就覺得他的有些人就覺得他的有些人就覺得他的有些人就覺得他的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是正是正是正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就寫上去就寫上去就寫上去就寫上去，，，，結果是結果是結果是結果是錯錯錯錯的的的的，，，，所以你所以你所以你所以你要參考很多要參考很多要參考很多要參考很多，，，，假假假假如很多都是正如很多都是正如很多都是正如很多都是正確確確確的話的話的話的話，，，，應該就是正應該就是正應該就是正應該就是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S1）））） 「「「「可是圖可是圖可是圖可是圖書館書館書館書館找資料因為它是有找資料因為它是有找資料因為它是有找資料因為它是有出出出出版版版版出出出出來的來的來的來的，，，，它的資料可能就是有人幫他看過它的資料可能就是有人幫他看過它的資料可能就是有人幫他看過它的資料可能就是有人幫他看過。」。」。」。」（（（（S2）））） 

以上所述，除了呼應先前判斷線索的結論，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相關

判斷的其他面向亦有所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網路架構不甚了解，但透過經驗

累積習得不少判斷認知與檢索技巧，認知面如檢索結果排序與對 Yahoo！奇摩知

識+的觀感等，技巧面則包括關鍵字的替換、資訊的保存與使用，但畢竟所知有

限，必要時仍會求助他人，多半是老師或家長，且以女性學童居多。而經驗亦顯

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搜尋引擎的認知與使用有不一致情況，以及在偏好網路查找

資訊的方便與快速的同時，也有正確性堪慮的思考。整體說來，國小高年級學童

正逐漸發展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且多能善用自身資訊技能，若能持續培養訓

練，相信更能提升其相關判斷與檢索能力，增進網路資訊素養。 

四、 本節小結 

本節探討重點為相關準則重要性與判斷線索，其結果簡要歸納如表 4-3-37。

15 個相關準則有其個別重要性，顯示這些準則大部份的確是國小高年級學童於

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時的重要標準，以文字資訊本身為首要，圖片次要，其餘非內

容本身之準則的重要性較低。而準則重要性得分與使用人次排序，與線索數量有

相互對照呼應的情形，即愈重要性排序愈前面者，線索數量有愈多的趨勢，且愈

容易與其他準則共用線索。此外，有線索共用情況之準則，表示對國小高年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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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而言，共用準則間具有共通內涵。最後，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相關判斷認知與技

能皆有一定水準，懂得善用所學，為經驗累積的結果，並渴望獨立解決問題，但

仍需加強訓練，發展抽象思考層面。 

 

表 4-3-37 相關準則重要性與線索整理 

 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相關準則 （（（（依重要性得分序依重要性得分序依重要性得分序依重要性得分序）））） 

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重要性 得分排序得分排序得分排序得分排序 

使用人次使用人次使用人次使用人次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線索線索線索線索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線索線索線索線索共共共共用用用用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內容主題性 1 2 6 5 摘要主題性 2 5 6 5 語言/可理解性 3 1 3 1 權威性/可信度 4 2 7 4 品質 5 5 8 7 標題主題性 6 4 3 3 圖片完整度 7 7 1 0 圖片清晰度 7 8 1 0 圖片主題性 9 10 4 0 趣味性 10 8 2 1 同儕興趣 11 11 1 0 便利/取用性 12 12 1 0 新穎性 13 13 2 2 網址主題性 14 14 2 0 新近性/最近話題 15 15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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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人背景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影響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個人背景因素對相關判斷的影響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包

含性別、電腦/網路使用經驗、閱讀習慣、主題認知與學業表現等，用以驗證 Park

（1992）所提出之影響相關判斷的判斷者因素。本部份針對個人背景問卷中之單

選題進行分析。由於樣本數較小，為求一定程度之統計水準，當某題之單一選項

分布出現明顯集中情形時（比例高於 50%，或選項間差距過大），本研究並不採

取進一步分析；而未出現明顯集中情況之題目，則視狀況合併選項，以維持統計

水準。各分析項目經調整後，結果如下表，並依序分析。 

表 4-4-1 分析項目調整與說明 

 

項項項項目目目目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性別 卡方檢定 女/男 網路使用 

上網頻率 卡方檢定 
合併「每天」與「2-3天」為上網頻率高；「一星期」與「一星期以上」為上網頻率低。 上網時數 卡方檢定 

合併「最多半小時」與「最多 1小時」為上網時數少；「最多 2小時」與「2小時以上」為上網時數多。 搜尋引擎 未進一步分析 明顯集中「Yahoo!奇摩」。 閱讀習慣 

閱讀習慣 卡方檢定 有/無 閱讀時間 卡方檢定 

合併「最多半小時」與「最多 1小時」為閱讀時間少；「最多 2小時」與「2小時以上」為閱讀時間多。 閱讀數量 未進一步分析 明顯集中「1-2本」。 閱讀態度 未進一步分析 明顯集中「有用的」與「享受的」。 主題認知 

主題知識 卡方檢定 有/無 主題興趣 卡方檢定 有/無 主題難易 卡方檢定 難/易 學業表現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依學期成績總排名分為高、中、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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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影響 

Hirsh（1999）曾於研究指出男女學童在接受相關判斷訪談時，所表現出的

差異，但由於樣本數量有限，無法得到驗證，故本研究試圖加以探討。本部份係

利用卡方檢定分析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性別是否影響其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包括先

前第二節所提到之相關判斷速度與數量與品質等九種分析項目。有效樣本共 29

名，男性 13名（44.83%），女性 16名（55.17%）。 

卡方檢定又稱為ｔ檢定，是藉由比較樣本平均數之差異的推論統計方式，其

前提為樣本平均數之母群須符合「變異數同質性」的假設（林清山，1992）。表

4-4-2 是性別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SPSS所提供之變異數檢定為 Levene’s

法，若 P 值大於.05，代表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並以「假設變異數同質」同

列之值為判斷依據；反之，若 P 值小於.05，達顯著水準，則表示變異數未符合

同質性，則以「假設變異數不同質」該列各值進行判斷。 



 

146  

 

表 4-4-2 性別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371 .547 1.077 27 .291 131.370 121.978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092 26.798 .285 131.370 120.316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816 .189 -1.846 27 .076 -16.216 8.784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794 22.087 .086 -16.216 9.037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159 .694 1.580 27 .126 8.1420317 5.151895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600 26.727 .121 8.1420317 5.0893292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922 .346 .500 27 .621 .0359351 .0719149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04 26.494 .619 .0359351 .0713205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3.157 .087 .816 27 .421 .1112909 .136305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864 24.221 .396 .1112909 .1288229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6.634 .016 2.389 27 .024 .1345962 .056335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2.575 21.011 .018 .1345962 .0522696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52 .822 -.275 27 .785 -.0561037 .203896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274 25.224 .787 -.0561037 .2049910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445 .240 .474 27 .639 .1432692 .3020262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487 26.975 .630 .1432692 .2943129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450 .508 1.528 27 .138 .7214508 .4722869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519 25.221 .141 .7214508 .474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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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4-2，性別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077，P（=.29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花

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847，P（=.076）>.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

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580，P（=.126）>.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平

均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00，P（=.62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平

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816，P（=.42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平

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小於.05，達顯著水準，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2.575，P（=.018）<.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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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變動率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以平均數差值來看，其女性學童之平均數差值大

於男性學童，表示女性學童之相關判斷變動率較高。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275，P（=.78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相

關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474，P（=.63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相

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528，P（=.13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之推

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歸結以上，性別對於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為：相關判斷變動率因性別不同而

有顯著差異，即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時，對於每一筆檢索結果

之相關程度的認知變動情形，會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且女性變動程度高於男

性；而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

之平均分數，皆並不因性別而有所差別。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女性學童上網

頻率較低，16名女性學童中，一星期或一星期以上才上網一次者有 11 位，礙於

上網頻率影響，無法完全支持女性學童之相關判斷變動率較高。 

二、 電腦/網路使用經驗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影響 

根據民國 96 年台灣地區民眾使用網際網路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台北市的家

庭連網比率為 71.8%（交通部統計處，2007），而本研究之問卷回收結果，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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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受試者家中幾乎都有電腦（96.55%），亦有上網經驗與習慣，故家中有無上網

設備之影響並不列入本研究探討範圍。本部份分析項目包括上網頻率與上網時

間，其選項處理說明見先前表 4-4-1。 

(一) 上網頻率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民國 95 年國中小學生數位能力與數位學習機會調查報告指出，國中小學生

「上周使用電腦的天數」有 59.6%集中於 1-4 天，超過 5 天者有 30.7%（行政院

研考會，2006）。考慮家長控制因素，本研究以一星期為分界，將每天與 2-3 天

上網一次之受試者視為上網頻率高者，一星期及以上上網一次者視為上網頻率低

者，並進行卡方檢定，藉以了解上網頻率之高低是否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造

成影響，且影響為何。 

本部份之樣本數共 29 人，上網頻率高者有 14 人（48.27%），上網頻率低者

有 15 人（51.73%），其卡方檢定結果如表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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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上網頻率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347 .561 -.582 27 .565 -71.729 123.205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78 24.952 .569 -71.729 124.164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503 .231 .800 27 .431 7.333 9.17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807 26.264 .427 7.333 9.092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014 .906 -1.305 27 .203 -6.7809262 5.197898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315 26.390 .200 -6.7809262 5.1567977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777 .386 -.184 27 .855 -.0132275 .071856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85 26.883 .855 -.0132275 .0715055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411 .245 -.663 27 .513 -.0903253 .1362144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73 23.830 .507 -.0903253 .1341368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5.157 .031 -2.562 27 .016 -.1418193 .055345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2.622 20.119 .016 -.1418193 .0540893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00 .989 -.691 27 .495 -.1392047 .2014334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88 26.121 .497 -.1392047 .2022447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6.491 .017 -.035 27 .973 -.0104762 .3018278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035 24.538 .972 -.0104762 .2977200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688 .414 .049 27 .961 .0241460 .4899009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050 26.239 .961 .0241460 .485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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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4-3，上網頻率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82，P（=.56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頻率對於花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800，P（=.43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頻率對於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305，P（=.203）>.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頻率對於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84，P（=.85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頻率對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663，P（=.513）>.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頻率對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變異數不符合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

不同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2.622，P（=.016）<.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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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的上網頻率高低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由平均數差值判

斷，顯示上網頻率高的學童之相關判斷變動率小於上網頻率低者。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691，P（=.49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頻率對於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變異數不符合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

不同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035，P（=.97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

者之上網頻率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049，P（=.96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頻率對於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綜觀以上，上網頻率對於相關判斷行為確實造成影響，其影響在於：相關判

斷變動率因為上網頻率高低而有顯著差異，即國小高年級學童上網頻率的高低，

會影響其檢索網路資訊時，判斷每筆檢索結果之相關程度的變動情形，且上網頻

率高的學童其相關判斷變動情況高於上網頻率低者；其他的相關判斷行為，如花

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

數、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

數等，則不因上網頻率高低而產生顯著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之女性學

童佔低上網頻率比例較高，15名低上網頻率者即有 11 位女性學童，礙於性別因

素影響，無法確實支持上網頻率低者之相關判斷變動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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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網時間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民國 95 年國中小學生數位能力與數位學習機會調查報告指出，國中小學生

「上周使用電腦的時間」有 65.2%集中於 6 小時內，且使用目的多以上網為主要

需求（行政院研考會，2006）。本研究依據受試者填答情況，以 1 小時為分界，

將每次上網半小時內與 1 小時內之受試者視為上網時數少者，上網 2 小時內與 2

小時以上者視為上網時數多者，並以此進行卡方檢定，藉以了解上網時間的多寡

是否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造成影響，且影響為何。 

本部份之樣本數共 29 人，上網時間多者有 16 人（55.17%），上網時間少者

有 13 人（44.83%），其卡方檢定結果如下表。 

 

表 4-4-4 上網時間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648 .428 1.119 27 .273 136.322 121.77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133 26.740 .267 136.322 120.267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478 .495 -.070 27 .945 -.654 9.321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071 26.385 .944 -.654 9.258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108 .745 .811 27 .424 4.3170261 5.320437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782 20.818 .443 4.3170261 5.5197524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017 .322 -1.039 27 .308 -.0735802 .070845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059 26.970 .299 -.0735802 .0694918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05 .944 -.346 27 .732 -.0476756 .137672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334 21.053 .741 -.0476756 .1426082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465 .501 .575 27 .570 .0354621 .0616281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73 25.387 .572 .0354621 .061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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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00 .992 -.055 27 .956 -.0112819 .2041702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055 25.201 .957 -.0112819 .2053080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98 .660 .667 27 .510 .2006410 .300814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61 24.736 .515 .2006410 .3036630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425 .520 -.576 27 .570 -.2816872 .4892786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61 22.502 .580 -.2816872 .5019455 

根據表 4-4-4，上網時間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483，P（=.633）>.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花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98，P（=.55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811，P（=.424）>.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039，P（=.30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

網時間多寡對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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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346，P（=.73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75，P（=.57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055，P（=.956）>.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667，P（=.51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76，P（=.57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上網

時間多寡對於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歸納以上，上網時間對於本部份所列之九項相關判斷行為的影響，皆未達到

顯著水準。即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

均每題瀏覽網頁數、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

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都無法因國小高年級學童的上網時間多寡

而受到明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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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閱讀習慣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影響 

(一) 閱讀習慣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行為，隱含有利用電腦螢幕進行閱讀的動作，故本研究

藉由了解受試者是否有固定閱讀課外書籍的習慣，並分析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

為是否產生影響，以及怎樣的影響。本部份樣本數共 29 人，有固定閱讀習慣者

為 21 人（72.41%），無固定閱讀習慣者有 8 人（27.59%），其卡方檢定結果如

下表。 

 

表 4-4-5 閱讀習慣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082 .777 .679 27 .503 93.280 137.442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705 13.747 .492 93.280 132.224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108 .302 -1.823 27 .079 -17.839 9.788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665 10.820 .125 -17.839 10.713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385 .540 1.739 27 .093 9.8803534 5.682061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2.146 20.777 .044 9.8803534 4.6031253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452 .507 .031 27 .975 .0025174 .0803872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035 16.231 .972 .0025174 .0718677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3.092 .090 .790 27 .436 .1199076 .151783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108 26.664 .278 .1199076 .1082119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339 .565 .557 27 .582 .0381882 .068600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43 17.547 .529 .0381882 .0594091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467 .236 -.361 27 .721 -.0817500 .226647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315 10.087 .759 -.0817500 .2597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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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390 .249 .576 27 .569 .1932540 .3354055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36 15.746 .534 .1932540 .3037038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82 .673 -.730 27 .471 -.3961870 .5424178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78 11.116 .511 -.3961870 .5839794 

根據表 4-4-5，閱讀習慣的有無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679，P（=.503）>.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花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823，P（=.07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

習慣的有無對於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739，P（=.093）>.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031，P（=.97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790，P（=.436）>.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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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57，P（=.58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361，P（=.72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76，P（=.56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730，P（=.47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習

慣的有無對於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是否有固定閱讀習慣對於本部份所列之九項相關判斷行為的影

響，皆未達顯著水準。即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

閱次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

重要性平均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皆不因國小高年級學童是否有

固定閱讀課外書的習慣而產生顯著差異。 

(二) 閱讀時間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本部份藉由了解有固定閱讀課外書籍習慣之受試者，其閱讀時間的多寡是否

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產生影響，及影響為何。由於本部份係依據本研究設計

之個人背景問卷「閱讀情況」而來，其中「閱讀時間」為有固定閱讀習慣者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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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之題目之一，故其樣本總數為 21 人，並同樣以 1 小時為分界，將每天平均

閱讀時間半小時與 1 小時內之受試者劃分為閱讀時間較少者，有 13 人，佔

61.90%，而每天閱讀 2 小時及以上之受試者劃為閱讀時間較多者，計有 8 人，佔

38.10%。其卡方檢定結果如下表。 

表 4-4-6 閱讀時間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995 .331 .491 19 .629 75.971 154.67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08 16.517 .619 75.971 149.693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31 .863 .664 19 .515 6.721 10.12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31 12.666 .539 6.721 10.652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6.075 .023 -1.328 19 .200 -8.7458398 6.583997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106 8.442 .299 -8.7458398 7.9086451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8.850 .008 -1.187 19 .250 -.1077537 .090755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987 8.407 .351 -.1077537 .1091874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5.039 .037 -.872 19 .394 -.1625345 .1864305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738 8.825 .480 -.1625345 .2203375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021 .886 -.400 19 .694 -.0323413 .080916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402 15.263 .693 -.0323413 .0804077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43 .838 -1.197 19 .246 -.2638000 .220297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247 16.874 .229 -.2638000 .2115527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620 .441 -.620 19 .542 -.2397436 .386534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56 17.516 .521 -.2397436 .3657114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577 .457 .022 19 .982 .0128902 .5745616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021 12.312 .983 .0128902 .609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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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4-6，閱讀時間的多寡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491，P（=.62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時

間的多寡對於花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664，P（=.51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時

間的多寡對於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不同

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1.106，P（=.29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

閱讀時間的多寡對於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不同

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987，P（=.35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

讀時間的多寡對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不同

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738，P（=.48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

讀時間的多寡對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400，P（=.694）>.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時

間的多寡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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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197，P（=.246）>.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

時間的多寡對於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620，P（=.54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時

間的多寡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022，P（=.98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閱讀時

間的多寡對於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綜觀以上，閱讀時間的多寡對於本部份所列之九項相關判斷行為的影響，皆

未達顯著水準。即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

均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不因國小高年級學童每天平均閱讀時

間的多少而產生明顯影響。 

四、 主題認知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影響 

本研究所定義之主題認知包含有：主題知識、主題興趣，與主題難易，即判

斷者本身對於檢索主題在認知、情意與技能等三方面的自我評價，其中主題知識

及興趣於進行相關判斷實驗前勾選，而主題難易則在實驗後的問卷中評估，三者

皆以卡方檢定進行分析。 

(一) 主題知識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主題知識由受試者自行判斷，評估是否具備相關判斷主題「愛地球，你準備

好了嗎？」之相關知識，即判斷主題之認知狀態，藉以分析對於網路資訊相關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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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是否產生影響，及影響為何。本部份有效樣本共 29名，認為自己具備相關主

題知識者有 19名（65.52%），認為不具相關主題知識者有 10名（34.48%）。

其卡方檢定結果為下表。 

表 4-4-7 主題知識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360 .554 -.485 27 .632 -62.926 129.774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449 14.988 .660 -62.926 140.162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561 .460 -1.497 27 .146 -14.032 9.372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430 16.248 .172 -14.032 9.813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572 .456 1.138 27 .265 6.2658945 5.503661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297 25.554 .206 6.2658945 4.8293963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143 .294 1.018 27 .318 .0755087 .0741815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164 25.695 .255 .0755087 .0648839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842 .186 1.094 27 .284 .1545261 .1412695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270 26.280 .215 .1545261 .1217048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2.725 .110 -1.525 27 .139 -.0949514 .062248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333 13.039 .205 -.0949514 .0712350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2.598 .119 1.631 27 .115 .3323893 .2038328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419 12.910 .180 .3323893 .2342921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283 .599 2.285 27 .030 .6638596 .2904675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2.132 15.274 .050 .6638596 .3113993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009 .324 -.720 27 .478 -.3674371 .510186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72 15.290 .512 -.3674371 .546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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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4-7，主題知識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485，P（=.63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知

識之有無對於花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497，P（=.146）>.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

知識之有無對於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485，P（=.63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知

識之有無對於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018，P（=.31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知

識之有無對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019，P（=.284）>.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知

識之有無對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515，P（=.13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

知識之有無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164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631，P（=.11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知

識之有無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2.285，P（=.030）<.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知

識之有無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以平均數差值來看，

認為自己有主題知識的受試者，其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會比自評不具備主題

知識者來得高。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720，P（=.47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知

識之有無對於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歸結以上，主題知識對於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為：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因主題知識之有無而達顯著差異，即國小高年級學童自身對檢索主題是否具備相

關知識的認知，會影響其檢索網路資訊時，對於相關準則整體重要性的認同程

度，且認為自己具備主題知識的受試者，其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會較自認不

具備主題知識者來得高；另外，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

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以

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等，則不因受試者自評是否具備主題知識影響而有明

顯差別。 

(二) 主題興趣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主題興趣是指受試者對於檢索主題的相關知識是否有個人興趣，屬於情意方

面的自我認知。藉以分析個人興趣是否對相關判斷行為造成影響，以及產生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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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本部份有效樣本共 29名，認為自己對「愛地球，你準備好了嗎？」的

相關知識有興趣者為 15名（51.72%），沒有興趣者為 14名（48.28%）。其卡

方檢定結果如下表。 

表 4-4-8 主題興趣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2.547 .122 .152 27 .880 18.838 123.92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50 22.470 .882 18.838 125.632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37 .849 -1.922 27 .065 -16.724 8.701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931 26.920 .064 -16.724 8.662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1.698 .204 2.158 27 .040 10.6801686 4.9493914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2.199 22.191 .039 10.6801686 4.8569386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3.236 .083 1.058 27 .299 .0745519 .0704557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078 22.493 .293 .0745519 .0691824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3.429 .075 .956 27 .348 .1290700 .1350538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978 20.257 .340 .1290700 .1320252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1.676 .206 .588 27 .561 .0360665 .061317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99 22.811 .555 .0360665 .0602488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11 .742 .141 27 .889 .0286338 .203132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42 26.442 .888 .0286338 .2015749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2.614 .118 .650 27 .521 .1946032 .299502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644 24.311 .526 .1946032 .3023390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482 .234 .352 27 .728 .1720644 .4888025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354 26.786 .726 .1720644 .48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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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4-8，主題興趣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52，P（=.88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花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922，P（=.06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

興趣之有無對於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2.158，P（=.040）<.05，已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平均每題判斷時間有顯著差異。進一步以平均數差值判斷，對主題

有興趣的受試者，其平均每題判斷時間會比沒有興趣的受試者來得多，即花費較

多時間進行相關判斷。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058，P（=.29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956，P（=.34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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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88，P（=.56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41，P（=.889）>.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650，P（=.52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352，P（=.72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主題興

趣之有無對於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主題興趣對於相關判斷行為的確產生影響，其影響在於：平均每

題判斷時間因受試者是否對主題有興趣而達到顯著差異，即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

檢索主題的相關知識是否有興趣，會影響其檢索網路資訊時，判斷每筆檢索結果

之相關情形所須的平均時間，且有主題興趣的受試者，平均每題所花費的判斷時

間會比沒有興趣的受試者要多；其他的相關判斷行為，如花費時間、判斷題數、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等，則不因受試者是否

有興趣而產生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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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難易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主題難易是指受試者在進行完相關判斷實驗後，對於主題「愛地球，你準備

好了嗎？」之難易認定。藉以分析主題難易度是否對相關判斷行為造成影響，且

影響為何。本部份有效樣本共 29 名，認為主題「愛地球，你準備好了嗎？」簡

單者有 11 名（37.93%），認為困難者有 18 名（62.07%）。其卡方檢定結果如

下表。 

表 4-4-9 主題難易與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 

 Levene's  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數數數數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兩平均數是否否否否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相等之 t檢檢檢檢定定定定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t值值值值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雙尾雙尾雙尾雙尾) 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平均數差值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誤誤誤誤差值差值差值差值 花費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539 .469 -.483 27 .633 -61.354 127.131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15 25.404 .611 -61.354 119.203 判斷題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2.551 .122 .598 27 .555 5.672 9.492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59 17.043 .584 5.672 10.155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假設變異數同質 1.748 .197 -.327 27 .746 -1.8005824 5.5083336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324 20.707 .749 -1.8005824 5.5554757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8.733 .006 2.193 27 .037 .1495883 .0682233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867 12.799 .085 .1495883 .0801055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24.175 .000 2.351 27 .026 .3028693 .1288486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884 10.899 .087 .3028693 .1607985 判斷變動率 

假設變異數同質 3.611 .068 -1.532 27 .137 -.0934066 .0609560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1.781 26.277 .086 -.0934066 .0524373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4.435 .045 .183 27 .856 .0382736 .2091446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207 26.984 .838 .0382736 .1849541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1.336 .258 .538 27 .595 .1663300 .3091939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68 24.806 .575 .1663300 .293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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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假設變異數同質 .000 .992 .560 27 .580 .2811009 .5016421 假設變異數不同質   .555 20.680 .585 .2811009 .5061390 

根據表 4-4-9，主題難易對相關判斷行為之卡方檢定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483，P（=.633）>.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主題

認知難易度對於花費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98，P（=.55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主題

認知難易度對於判斷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98，P（=.55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主題

認知難易度對於平均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不同

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1.867，P（=.08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

主題認知難易度對於平均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不同

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1.884，P（=.087）>.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

主題認知難易度對於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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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關判斷變動率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1.532，P（=.137）>.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主

題認知難易度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P值小於.05，已達顯著水準，不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不同

質該列數據進行判斷，t=.207，P（=.83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

主題認知難易度對於相關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38，P（=.59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主題

認知難易度對於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P值大於.05，未達顯著水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採假設變異數同質該

列數據進行判斷，t=.560，P（=.58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之主題

認知難易度對於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歸結以上，主題難易對於本研究所列之九項相關判斷行為並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的影響。即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

均每題瀏覽網頁數、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

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皆不因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主題認知的難

易度而產生明顯影響。 

五、 學業表現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影響 

Park（1992）整理的相關判斷影響因素集裡，歸納判斷者的「智力程度」亦

是影響因子之一，國內外亦常將學童的學業成績視為其他表現的參考指標。本研

究以受試者之上學期總成績排名，將 29 人劃分為高、中、低三群，人數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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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31.03%）、9 人（31.03%），以及 11 人（37.93%），作為「學業表現」

依據，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求探索驗證。 

由於自變項「學業表現」劃分組別為兩組以上，故本部份所採用之統計分析

方式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即 oneway ANOVA，進行三組樣本平均數之組間比

較。同樣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亦須符合變異數同質性的前提，才能進行分析，

表 4-4-10 為九項相關判斷行為之變異數同質性考驗結果，結果顯示所有項目皆

未達到顯著水準（P>.05），皆符合變異數同質性之假設，可接續進行變異數分

析。 

表 4-4-10 學業表現與相關判斷行為之變異數同質性考驗 項項項項目目目目 
Levene's 統計統計統計統計量量量量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1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2 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性性性性 花費時間 .044 2 26 .957 判斷題數 2.162 2 26 .135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1.771 2 26 .190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1.344 2 26 .278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2.277 2 26 .123 判斷變動率 .937 2 26 .405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2.288 2 26 .121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1.024 2 26 .373 推薦網頁平均分數 .333 2 26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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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 學業表現對相關判斷行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 

 離離離離均差平方均差平方均差平方均差平方和和和和 自自自自由由由由度度度度 均方均方均方均方 F值值值值 P值值值值 花費時間 

組間變異 68174.966 2 34087.483 .302 .742 組內變異 2936951.172 26 112959.660   總變異 3005126.138 28    判斷題數 

組間變異 1506.577 2 753.288 1.278 .295 組內變異 15322.182 26 589.315   總變異 16828.759 28    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 

組間變異 222.185 2 111.092 .536 .592 組內變異 5393.293 26 207.434   總變異 5615.478 28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組間變異 .021 2 .011 .280 .758 組內變異 .989 26 .038   總變異 1.011 28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組間變異 .146 2 .073 .537 .591 組內變異 3.540 26 .136   總變異 3.687 28    判斷變動率 

組間變異 .009 2 .004 .156 .856 組內變異 .736 26 .028   總變異 .745 28    相關程度 平均分數 

組間變異 .712 2 .356 1.258 .301 組內變異 7.361 26 .283   總變異 8.074 28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組間變異 1.166 2 .583 .911 .415 組內變異 16.646 26 .640   總變異 17.812 28    推薦網頁 平均分數 

組間變異 2.493 2 1.246 .729 .492 組內變異 44.436 26 1.709   總變異 46.929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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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 是學業表現對相關判斷行為之變異數分析摘要，根據表中各值，

學業表現對各項相關判斷行為之變異數分析結果為： 

1. 花費時間 

F=.302，P（=.74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花費

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2. 判斷題數 

F=1.278，P（=.29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判斷

題數並無顯著差異。 

3.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F=.536，P（=.59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平均

每題判斷時間並無顯著差異。 

4.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 

F=.280，P（=.758）>.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平均

每題點閱次數並無顯著差異。 

5.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 

F=.537，P（=.59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平均

每題瀏覽網頁數並無顯著差異。 

6. 相關判斷變動率 

F=.156，P（=.856）>.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相關

判斷變動率並無顯著差異。 

7.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 

F=1.258，P（=.301）>.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相關

程度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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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F=.911，P（=.415）>.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相關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9. 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 

F=.729，P（=.492）>.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的學業表現對於推薦

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綜觀以上，學業表現對於本部份所列之九項相關判斷行為的影響，皆未達顯

著水準。即花費時間、判斷題數、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平均每題點閱次數、平均

每題瀏覽網頁數、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

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之平均分數，並不因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學業成績在全班屬

於高分、中分或低分群而產生明顯影響。 

然而本研究之受試者就讀之國民小學為常態編班，為求周全考量，另以常態

分配進行人數分組，將 68%之受試者視為中等學業程度，並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若達顯著者則以薛費事後比較進一步分析。結果發現學業表現為低分群之學

童的「判斷題數」顯著多於高分群學童（F=4.466，P=.022 <.05），進一步比對

個人背景，低分群學童多自評為無主題興趣，高分群學童則多表示有主題興趣，

然由於樣本數有限，此結果僅供參考。 

六、 本節小結 

本節探討受試者的個人背景因素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的影響，其分析結果整

理如下表。其中，達到顯著水準者有四：性別對於相關判斷變動率、上網頻率對

相關判斷變動率、主題知識對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以及主題興趣對平均每

題判斷時間。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四項背景特質，對於在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

斷時的某些行為，的確造成明顯差異，但不同特質所影響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

為各有不同，茲說明於表 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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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2 個人背景因素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之影響 

*受其他因素影響，無法完全成立。 

 

1. 女性學童之相關判斷變動率大於男性學童 

根據卡方檢定結果，女性學童在進行相關判斷時，其更動相關程度的情況明

顯多於男性學童。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學童對於相關程度的不確定感較高，或者其

著重的相關判斷細節較多，以致於較男性明顯難以決定相關程度；反之，男性學

童在相關程度的判斷上則較女性果決且不輕易更動。然由於女性學童中，上網頻

率低者所佔比例偏高，此論點可能無法完全得到支持。 

2. 上網頻率低者之相關判斷變動率大於上網頻率高者 

依據卡方檢定結果，上網頻率較低的受試者之相關判斷變動率較上網頻率高

者要低，即一星期上網一次及一星期以上才上網一次者，其相關判斷變動的情

況，要比每天上網與二至三天上網之受試者要來得少見。其原因可能在於，上網

頻率高者接觸網路資訊的時間多，連帶影響其對於網路資訊相關程度的認定，要

來得比上網頻率低的人明顯果決肯定。反之，上網頻率低者對網路資訊的熟悉度

可能不若上網頻率高者，以致在進行相關判斷實驗時較難以定奪。然由於上網頻

率低者中，性別影響因素過大，此論點可能無法完全得到支持。 

項項項項目目目目 達達達達顯顯顯顯著著著著水準之相關判斷行為水準之相關判斷行為水準之相關判斷行為水準之相關判斷行為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性別 相關判斷變動率 女性學童>男性學童* 網路使用 

上網頻率 相關判斷變動率 頻率低>頻率高* 上網時間 無  閱讀習慣 

閱讀習慣 無  閱讀時間 無  主題認知 

主題知識 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具備知識>不具備知識 主題興趣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 有興趣>沒興趣 主題難易 無  學業表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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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評具備主題知識者之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高於不具備者 

卡方檢定結果顯示，認為自己具有主題知識者，其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

明顯較高，而認為自己不具備主題知識者平均分數則較低，即自認有主題知識

者，在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時，對於相關準則的重要性的整體認知明顯高於那

些不認為自己具備主題知識者。其原因可能在於，認為自己不具備主題知識者，

由於對該主題知識有限（甚至毫無概念），對於相關判斷實驗並沒有太多預設的

想法，使得在判斷實驗中對相關準則的感受不夠深刻，因而在勾選相關準則重要

性時明顯採取較保守的態度。另一方面，由於有基本認識，自認為具有主題知識

的學童對於如何判斷可能有一定的想法，甚至因此形成相關判斷準則，而更能在

實驗中加深其整體認同度，同時反映於重要性分數的選擇。 

4. 自評有主題興趣者之平均每題判斷時間多於無興趣者。 

根據卡方檢定，自評有主題興趣的受試者，其平均每題判斷時間明顯多於沒

有興趣的受試者，亦即比起無主題興趣者，有興趣者在判斷相關程度上明顯花費

較多時間。原因可能在於，對主題有興趣者願意花較多時間決定每一筆檢索結果

的相關判斷程度，然而對沒有興趣的學童而言，思考相關程度難以吸引其注意

力，故停留在每一筆檢索結果的時間明顯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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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Hirsh（1999）研究國小學童之相關準則，結合 Xu and Chen（2006）

之量化相關準則為基礎，並參考 Park（1992）提出之相關判斷五大因素集中之判

斷者因素，分析主要在探索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準則與線索，並

嘗試歸納其相關判斷行為之特性。本章綜合先前分析，據以提出建議與未來研究

方向。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與範圍為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故以下結

論皆以國小高年級學童為出發，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論述之。 

一、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準則與線索 

1. 常用相關準則一致，共用多項線索 

研究結果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常用的網路資訊相關準則有其範圍界限，不

僅重要性認知與使用人次皆在平均之上，提供的判斷線索數量亦較其他準則多，

並且有多項共用線索的情形，更同時呼應了 Barry and Schamber（1998）「相關

準則存在有限範圍，且適用不同的使用者與情境」的看法。 

這些常用的相關準則依序包括：內容重要性、摘要主題性、語言/可理解性、

權威性/可信度、品質、標題主題性、圖片完整度、圖片清晰度，而趣味性是使

用人次在平均之上，但重要性認知略低於平均的準則，其餘如圖片主題 

性、同儕興趣、便利/取用性、新穎性、網址主題性與新近性/最近話題，則是重

要性認知與使用人次皆低於整體平均，線索數量亦少的準則，對國小高年級學童

而言，屬於重要性認知較低，非必要的相關判斷準則。 

表 5-1-1 是本研究與 Hirsh（1999）之研究結果比較，Hirsh 是本研究擬定相

關準則主要參考的文獻之一，雖研究設計上略有不同（參考該表下方說明），比

較各準則之相對關係，仍可發現台灣與美國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相關準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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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本研究與 Hirsh 之相關準則結果比較 

*Hirsh（1999）研究未事先擬定電子資源相關準則範圍，兩次訪談；本研究為事先擬定網路資訊相關準則，一次訪談，並將主題性劃分為四項準則，清晰度/完整度則一分為二，如虛線所示。 

 

就文字相關準則，最主要差異在於新穎性、趣味性、權威性/可信度與語言/

可理解性的重要性次序。而圖片相關準則除了準則項目數目外，並無明顯差異。 

就台灣國小高年級學童，新穎性與新近性/最近話題等與時間資訊有關的準

則，視其重要性較低，而新穎性在 Hirsh 的兩次訪談中皆扮演重要角色，顯示美

國學童較台灣國小高年級學童重視網路資訊的新穎程度。此外，與美國國小學童

相比，台灣國小高年級學童認為網路資訊品質較趣味性重要，原因可能是台灣國

小高年級學童較專注於達到作業需求，完成課程報告，故將資訊品質視為比個人

興趣更重要的標準。 

文文文文字相關準則字相關準則字相關準則字相關準則 圖片相關圖片相關圖片相關圖片相關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Hirsh（（（（1999）））） 本本本本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Hirsh（（（（1999）））） 本本本本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1.主題性 1.內容主題性 1.趣味性 1.完整度 

2.新穎性 2.摘要主題性 2.清晰度/完整度 2.清晰度 

3.趣味性 3.語言/可理解性 3.同儕興趣 3.主題性 

4.品質 4.權威性/可信度 4.適切性/便利性 

 

 

 

 

 

 

5.同儕興趣 5.品質 5.權威性 

6.便利性/可及性 6.標題主題性  

7.新近性/話題性 7.趣味性 

8.權威性 8.同儕興趣 

9.語言 9.便利/取用性 

 

10.新穎性 

11.網址主題性 

12.新近性/最近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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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國小學童較難理解權威性，但台灣國小高年級學童對其重要性左相

當認知；而美國國小學童則較少提及。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採用先行擬定準則方

式，等同提醒受試者該準則的存在；而 Hirsh則是從訪談歸納相關準則。兩種研

究程序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對網路資訊的權威性並非沒有認知，而是需要他人提

示或告知。而語言準則在 Hirsh 研究中被提及次數較少，應與美國為英語系國家，

絕大部份電子資源與網路資訊皆以英文書寫，故語文問題不及台灣高年級學童在

意。進一步從相似處來看，文字準則中之主題性與品質，圖片準則中之完整度與

清晰度，在兩個研究中皆為重要性認知極高之相關準則，可見不論研究程序或研

究對象為台灣或美國國小學童，這些相關準則的重要性都極為穩固。 

縱觀文字與圖片準則，國小高年級學童常用且重要相關判斷準則的確有其界

限，本研究結果亦發現準則間存在線索共用的情形，且重要性認知愈高，共用線

索機會愈高。此外，美國國小學童極為重視趣味性與同儕興趣，與台灣國小高年

級學童相當不同，但對主題性與品質等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則相同。若進一步

與 Xu and Chen（2006）以大學生及研究生為對象之研究結果相比，其相關判斷

準則依序為：主題性、新穎性、可理解性（對應至本研究的「語言/可理解性」）

及可靠性（對應至本研究的「權威性/可信度」），研究發現台灣國小高年級學

童在相關判斷準則之重要性排序與成人相似。 

2. 重視文字資訊，強調「豐富多元不重複，質精易懂有深度，解釋有據附詳圖」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網路文字資訊較圖片資訊來得重

視，認為圖片的存在是輔助角色，或為判斷線索之一，重點仍以文字資訊為主，

故圖片判斷線索亦相對較少。對照表 5-1-1 之 Hirsh（1999）研究結果，亦可明

顯發現文字與圖片準則在數量上的差異。此應與資訊需求有關，當文字與圖片需

求並存，重點自然落在文字，圖片多半成為輔助與說明，可發揮的功能並不多，

但亦有可能是國小高年級學童檢索圖片經驗不多，尚未有較多認知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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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關準則與判斷線索的研究結果來看，國小高年級學童對網路資訊的要求

主要在於「豐富多元不重複，質精易懂有深度，解釋有據附詳圖」，亦為對課程

報告的終極目標。從接觸的第一筆檢索結果的顯示資訊看起，當標題包含主題關

鍵字，不論是明顯與主題相關、比較新奇有趣者，或是具公信力的機關皆可；摘

要內含括多種主題內容，並與生活貼近，最好以數字標號式呈現，用詞為國小高

年級學童易讀能懂，且因此產生更多相關內容聯想與啟發；其他附加條件包含，

網址顯示為公家機關，如”.edu”或學校名稱等，以及檢索結果排序在 1-5 頁內，

最能引起進一步的點閱興趣。 

當點閱超連結後，網站或網頁內容除了包含先前條件外，必須與摘要描述一

致，並直接呈現於連結頁面，且內容觀點多元，篇幅精簡有深度，用詞應有專家

學者風範，不咬文嚼字賣弄專業，若為一般人則應簡單淺白；段落呈現有條理，

附可信資料來源、延伸連結與可供佐證的圖片、數據或多媒體等，圖片或多媒體

應清楚明白，主題明確，切合實際；其他附帶條件則為，經多人討論或推薦，是

近期內發表或回覆者，以及最好是正體中文。而下一筆的檢索結果除了皆須符合

以上條件外，必須提供不同於先前觀點或看法，以達成最終目標為依歸。 

二、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特性 

1.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最能反應整體相關判斷情形 

圖 5-1-1 是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之關係示意。根據研究

結果，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其他項目的關連最多，是一個能夠推估國小高年級學

童相關判斷之數量與品質的指標性數據。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與其他項目之間的正負相關所代表的涵義為：花費時間愈

長，表示平均每筆檢索結果所須判斷時間愈多。而平均每筆檢索結果所須判斷時

間愈多，其判斷題數也愈少，且隱含花費愈多的網頁瀏覽時間，接收愈多的資訊

量，同時亦代表相關判斷變動情形較多，在使用相關判斷準則時，對重要性的認

知程度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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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訪談與觀察，國小高年級學童由於資訊接收量與經驗的

累積，判斷速度在相關判斷後期會略微加快，花費時間與判斷題數因此產生變

化，進而影響平均每題判斷時間的計算。 

 

 

 

 

 

 

 

 

 

 

圖 5-1-1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行為之關係示意 

 

2. 過度倚賴片斷資訊，判斷品質有待加強 

表 5-1-2 是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表現。本研究據以分析國小

高年級學童網路資訊相關判斷品質之數值有相關判斷變動率、相關程度平均分

數、相關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以及推薦網頁品質平均分數。其中相關判斷變動

率個別差異大，而推薦網頁分數亦有平均值偏低的情形，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網

路資訊相關判斷品質稍嫌不足，主要在於無法立即判斷相關程度，並具有強烈變

動性，同時可能受到實驗有時間限制影響，造成多數受試者的每筆判斷時間偏

低，因而影響推薦網頁品質。 

經由觀察與歷程分析，最主要原因在於國小高年級學童過度倚賴檢索結果顯

示資訊，如標題與摘要，尤其誤解「摘要」資訊為相關資訊全貌，若點閱連結亦

正相關 負相關 

    
判斷題數 

平均每題平均每題平均每題平均每題    

判斷時間判斷時間判斷時間判斷時間    

平均每題 

點閱次數 

平均每題 

瀏覽網頁數 

 
判斷變動率 

準則重要性 

平均分數 

 
花費時間 

.476** .417* .410* .459* 

.898** .420* 

.464* 

.488** 

-.785** -.387* -.392* -.533**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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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螢幕區域內之資訊，忽略該網站或網頁的其他部份。此情形可由受試者在平

均點閱次數與瀏覽網頁數的表現佐證。此外，受試者於點閱並瀏覽超連結後所出

現變更相關程度的行為，表示相關準則的重要性認知可能於判斷期間產生變化，

出現所謂「相關準則的動態現象」，但本研究結果並無直接證據，仍須進一步研

究證實。 

表 5-1-2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表現 

 

 

 

 

 

 

 

 

 

 

 

 

 

 

 

3. 具體與抽象思考並行，傾向獨立解決問題，積極運用所學 

國小高年級學童約 10-12歲，處於認知學習階段中的具體運思與形式運思的

轉變期，即從具體思考逐漸學習抽象思考。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高年級學

童於相關判斷時，的確同時有具體與抽象思考運作的情形，但仍須適當配合具體

事物，以及較淺顯易懂的描述文字。例如在網頁文章中看到作者頭銜，認為可能

是權威性/可信度的判斷線索，但由於不認識該作者，故質疑真實性，可能對該

資訊半信半疑，自行判斷是否可信，這屬於具體運思期的思考方式；但若懂得再

次利用關鍵字查找頭銜是否屬實，進而推斷各種可能情況所代表的意義，表示已

相關判斷行為相關判斷行為相關判斷行為相關判斷行為 說說說說明明明明 速 度 與 數 量 

花費時間（秒） 整體表現對稱，近似常態分配 判斷題數（題） 整體表現對稱，近似常態分配 平均每題判斷時間（秒） 集中較低值 平均每題點閱次數（次） 集中偏低值；個別差異大 平均每題瀏覽網頁數（頁） 集中偏低值；個別差異大 品 質 

相關判斷變動率（%） 集中略低值；個別差異大 相關程度平均分數（分） 整體表現對稱，近似常態分配 準則重要性平均分數（分） 整體表現對稱，近似常態分配 推薦網頁品質平均分數（分） 整體表現對稱，近似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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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形式運思期的思考模式，不必依據具體資料進行推理。這些情況在訪談中

不勝枚舉，顯見國小高年級學童認知發展確實產生變化。 

一般認為國小學童身心尚未成熟，許多事情須依賴成人處理，然而本研究發

現，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網路資訊問題傾向獨立解決，非不得已才諮詢他人，諮

詢對象主要為教師（專家）、家長兄姊及同儕，與 Shenton and Dixon（2003）有

關資訊諮詢對象之研究結果。 

此外，根據研究結果與觀察，不難發現多數受試者皆能善用所學技能與知

識。像是對於網路資訊有相當程度的警戒心，不輕信沒有根據的資訊，但偶有過

度反應以偏概全的時候，如因社會文化因素而對簡體字或特定來源的網站或網頁

內容選擇完全忽略與不信任，是較需要被修正的觀念。而電腦課所學的簡報與影

像軟體技能亦常被運用於製作報告，以上例子皆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童擁有積極的

態度及學以致用的能力，若經完善且良好的指導訓練，應更能充分發揮。 

三、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個人背景因素影響 

1. 個人背景各有影響，經驗強化判斷能力 

本研究嘗試導入個人背景因素，試圖了解性別、電腦/網路使用經驗、閱讀

習慣、主題認知與學業表現，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會否產生，以及產生怎樣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不同的個人背景因素，對網路資訊的相關判斷各自產生不同

的影響。 

以性別而言，女性學童明顯較男性學童在判斷變動率上有顯著差異，同樣的

情況亦出現在上網頻率低者與上網頻率高者身上。然而由於女性學童中，上網頻

率低者比例偏高，無法完全將判斷變動率的高低歸因於性別或上網頻率，此論點

之統計意義較難確實成立。而觀察訪談過程中，相關判斷的變動男女皆有，無明

顯差異，但若從女性學童提供較多難以自行判斷，因而主動求助的例子來看，高

判斷變動率其實有跡可循，但仍須後續研究才能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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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習慣在本研究中由於無固定閱讀習慣者少，較難以量化其差異，但絕大

部份受試者皆肯定閱讀在知識與精神層面上的收穫。以觀察與訪談所得，國小高

年級學童在進行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時，初期多為快速「瀏覽」而非「閱讀」，直

至後期須歸納資訊，形成報告時，才會真正對內容進行徹底閱讀與深度了解，與

一般閱讀行為已有著出發點的不同，甚至更為複雜。 

主題認知部份，主觀認為自己具備主題領域知識者，對於本研究所列之 15

項相關準則給予較高的整體重要性評價。這也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若意識到自

己對主題知識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對於相關準則的重要性感知也相對深刻許多，

因而偏向給予較高評價，肯定其整體重要性。另外在主題興趣上，自認具備主題

興趣者花費在每筆檢索結果的平均判斷時間亦會較多。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一旦

對於主題有所偏好，資訊檢索與相關判斷動機強烈，較願意投注心力於相關判

斷，如點閱超連結與瀏覽網頁等。然而不論是否具備主題知識與興趣，皆未明顯

影響推薦品質。至於主題難易是否對相關判斷產生影響，亦未在本研究獲得證

實，可見主觀判定難易與否，對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相關判斷行為未造成明顯差別。 

學業表現在本研究中亦未發現顯著差異，代表學童的學習認知能力對相關判

斷行為無明顯差別，然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觀察發現，較能清楚表達看法，且針

對相關準則與判斷線索侃侃而談的受訪者，並非學業表現名列前茅或上網頻率高

的學童。此應與其後設認知有關，即充分了解自我行為歷程，並有所認知及調整，

因而能系統性、策略性且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相關判斷，並以條理分明且言辭達

意的方式進行訪談。而其他受訪者由於上網頻率高，經驗豐富，對網路運作亦有

相當認知，能彌補並強化其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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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建議 

本研究預期能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教學與資訊系統設計

提出參考建議。由於本研究設計已對檢索系統面的影響進行控制，故以下建議重

點以教學面為主，系統面為輔。 

根據研究結果，國小高年級學童有學以致用的積極態度，並渴望獨立解決問

題，但缺乏正確且完整的網路資訊認知。為求周全改善，實應從學校教育著手，

並配合家庭教育落實。以下針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家庭教育與系統設計提供

進一步建議，並製作示意圖為 5-2-1。 

 

 

 

 

 

 

 

 

 

 

圖 5-2-1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網路資訊相關判斷教育之落實示意 

 

1. 學校/圖書館：結合圖書館資源，落實資訊素養課程 

由於資訊教育課程內容多樣化，目前學校並未針對網路資訊相關判斷設計特

定課程，多半是國小學童藉由報告或作業，才能從中獲得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經

驗。此外，國民小學圖書館以圖書借閱為主要功能，或多為教師製作多媒體資源

學童學童學童學童    

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課程落實課程落實課程落實課程落實    

傳遞傳遞傳遞傳遞////導正導正導正導正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功能改進功能改進功能改進功能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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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在，較少涉及學生網路資訊的教學。但訪談期間發現圖書館人力的困境，需

兼顧國小學童的需求，與自身專業的再訓練，而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建

議結合圖書館既有資源與培養資訊種子教師，落實資訊素養課程。且搭配教學，

設計與網路資訊相關作業。學校應提供校內資訊相關人員的知識交流與進修機

會，有效地將「圖書館利用教育」轉型為「圖書與網路資訊利用教育」。 

2. 教師：教導正確觀念，提供實作機會 

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網路資訊的認知來源，除自我接觸經驗外，

教師指導亦相當重要，如對於數據與資料來源的要求。國小高年級學童多半視教

師的指導為圭臬，對其相關判斷影響甚鉅，因此教師須建立正確的網路資訊認

知，並融入教學。如圖 5-2-2 是自己想的還是有所依據，用其他學者的佐證較適

宜，就認知而言，教師應力求資訊面、系統面及文化面三者均衡教學：資訊面主

要教導網路資訊的來源與組成，網路資源眾人可製造與發佈，其品質與正確性不

如書籍具有公信力；。因此教師教導網站與網頁的製作過程，還須教導搜尋引擎

的基本操作與運作方式，及各項顯示資訊的意義，並了解搜尋引擎只是檢索資訊

的工具；文化面則教導網路資訊文化，了解網路資訊各有其社會文化與意義，不

應以刻板印象或先入為主的觀念全然否定其價值。而教學方法應多以引導式問題

進行互動，啟發學童自我思考，增進後設認知知識與經驗。 

就網路資訊判斷的情意教學而言，本研究結果雖已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具有

渴望獨立解決問題的傾向，但略有性別上的差異，故有必要持續的培養與發展獨

立自主意識，以引導代替指示，亦能增強其後設認知的學習與訓練。此外，亦須

培養國小高年級學童接受、尊重與欣賞網路資訊的多元文化，從網際網路開始學

做地球村的一份子。 

技能面則須增加網路資訊的檢索及判斷經驗，從做中學，最直接的方式便是

適時且適度的給予查找課堂相關資訊的作業，讓國小高年級學童有充分且妥善運

用所學的機會，並藉由互動增進學習回饋。另外，若能制訂一張網路資訊相關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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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評量表，將常用且重要之相關準則及線索列出，讓國小高年級學童於判斷過程

中進行對照與自我評量，不僅能提高後設認知之體認，對於後設認知經驗的累積

亦有所助益，更能充分發揮作業的學習功能。 

 

 

 

 

 

 

 

 

 

 

圖 5-2-2 網路資訊相關判斷之認知教學結構 

 

3. 家庭：規劃上網時間，把握機會教育 

教導網路資訊判斷並非學校教育的責任，國小高年級學童幾乎在家上網，家

庭方面亦應適當發揮教育功能，以彌補學校教育不足。以適度引導並協助解決的

方式取代直接操作，鼓勵多方嘗試。儘管國小高年級學童傾向自己解決問題，但

遭遇的問題不盡相同，尤其電腦硬體方面更須留意。針對使用網路，上網頻率應

固定而持續，家長與子女可共同規劃每週上網時間與次數，並有效利用作業撰寫

進行機會教育，增進判斷經驗與技巧，藉此有效掌握子女的網路使用與學習情

形。另外，培養親子共讀的習慣，不論篇幅長短內容深淺，相互交流看法與提問，

藉以增進子女思辨能力與親子關係。 

 

 

完整且正確的認知完整且正確的認知完整且正確的認知完整且正確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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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統：檢索結果增加輔助說明功能，網頁製作者善盡職責 

過去許多針對國小學童的研究皆曾建議開發適齡系統與介面供學童使用，然

就本研究結果，國小高年級學童有極高比例的常用搜尋引擎與成人無異，僅有比

例上的差別，而研究者觀察亦發現，國小高年級學童對於使用一般搜尋引擎已具

相當適應能力，唯存在資訊檢索與相關判斷之認知與經驗上的差異，並缺乏適時

的提醒，已不適合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童設計特定適用之網路資訊系統。 

故就本研究結果，建議系統設計增加國小高年級學童適用之輔助說明功能。

如圖 5-2-3粗黑框處，為一般網頁設計中針對圖片之浮動文字說明標籤，當滑鼠

游標移至特定範圍，便會出現該圖片之簡要文字說明。若能將此功能運用至檢索

結果的顯示資訊，如圖 5-2-4粗黑框所示，當使用者為初學者或國小學童時可自

訂開啟，提醒使用者該顯示資訊之主要用途與意義。 

此外，網站及網頁製作者應善盡職責，定期維護與更新網站內容及各相關網

頁連結，圖片亦以清楚完整者為佳，並將作者與版權資訊置於顯眼處，且儘可能

將所有內容架構以浮動文字標籤詳細說明，以維持網站的完整性，提供使用者參

考取用。 

 

 

 

 

圖 5-2-3 檢索結果新增功能範例 

 

 

 

 

圖 5-2-4 檢索結果新增功能示意 

.gov.gov.gov.gov::::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    ; ; ; ; .tw.tw.tw.tw::::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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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礙於時間與能力有限，未能將所有相關判斷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故以

下提出三點未來研究建議，供日後相關研究參考。 

1. 擴大樣本數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量化與質化並進，且須配合受試者課程與各項活動

時間，有其取樣與時間上的困難，無法完全推論至所有國小學童。建議未來可以

擴大樣本數，使量化差異更具統計檢定力，增加分析結果的說服力。 

2. 多次相關判斷研究 

本研究主要以短期相關判斷結果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童之整體相關判斷準則

與線索，並未考慮長期相關判斷的變化。建議未來可朝向多次相關判斷的變動進

行研究，以確實驗證相關準則動態變化的存在，增進相關判斷研究之質化成果。 

3. 導入其他相關判斷影響因素 

Park（1992）之相關判斷影響因素共有五大類，本研究聚焦於個人背景因素

之影響為主要探討方向，未納入其他因素。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導入其他因素，探

討其影響，以增益相關判斷研究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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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二部份：相關準則重要性評估表】 

 

 

※請在下一頁的重要性評估表中，圈選圈選圈選圈選最符合自己想法最符合自己想法最符合自己想法最符合自己想法的選項， 

並依據剛才的真實情況，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是否有使用到這些判斷方式。 

 

 

※第 1~3題「「「「  」」」」內的說明如下： 

 

 

 

 

 

 

 

 

 

 

 

 

 

 

1.1.1.1.「「「「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2222....「「「「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3.3.3.3.「「「「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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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方式 

有有有有 

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 

√ 

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1. 「標題」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前一頁有說明）。  1 2 3 4 5 

2. 「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前一頁有說明）。  1 2 3 4 5 

3. 「網址」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前一頁有說明）。  1 2 3 4 5 

4. 「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 2 3 4 5 

5. 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  1 2 3 4 5 

6. 內容很有趣，能吸引我的注意。  1 2 3 4 5 

7. 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  1 2 3 4 5 

8. 內容能讓同學覺得很有趣，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  1 2 3 4 5 

9. 內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  1 2 3 4 5 

10. 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  1 2 3 4 5 

11. 內容很專業，值得信任。  1 2 3 4 5 

12. 內容看得懂，很容易知道重點。  1 2 3 4 5 

13.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 2 3 4 5 

14.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很清楚。  1 2 3 4 5 

15. 網站或網頁裡的圖片完整，符合文字的意思。  1 2 3 4 5 

16. 我認為節能的方法這個題目對我來說是………………□困難的 □簡單的 

17. 我認為值得參考的網頁或網站編號：(如：33、1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部份填寫畢！請繼續填答喔！ 

※請依照剛才實驗情況，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你是否有使用到這些方式，並依自己看法圈選圈選圈選圈選這些 

方式的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重要性分數，從 1分~5分，代表非常不重要~非常重要。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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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相關準則與重要性評估表之判斷方式對照 

本研究使用之相關準則 意義 判斷方式 

主題性主題性主題性主題性(Topicality) 與檢索主題有關 

1. 「標題」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2. 「摘要」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3. 「網址」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4. 「網站或網頁內容」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13.「圖片」與我要找的題目有關 

新穎性新穎性新穎性新穎性(Novelty) 提供新的或特別的看法 5. 內容很新，是我不知道的 

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趣味性(Interesting) 
能吸引注意或令人感到

好奇或有趣 
6. 內容很有趣，能吸引我的注意 

品質品質品質品質(Quality) 包含較好的資訊 7. 內容品質很好，沒有錯誤資訊 

同儕興趣同儕興趣同儕興趣同儕興趣 

(Peer Interest) 

能吸引其他同學的注意

或令其感到好奇或有趣 

8. 內容能讓同學覺得很有趣，可以吸引大家

的注意 

便利便利便利便利/取用性取用性取用性取用性 

(Convenience/Accessibility) 
容易取得與保存 9. 內容可以很容易複製或下載 

新近性新近性新近性新近性/最近話題最近話題最近話題最近話題 

(Recency/Temporal Issues) 
是最近流行的話題 10. 內容是最近流行的熱門話題 

權威性權威性權威性權威性/可信度可信度可信度可信度 

(Authority/Credibility) 
提供專業或可靠的資訊 11. 內容很專業，值得信任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可理解性可理解性可理解性可理解性 

(Language/Understandability) 
文字易讀與容易了解 12. 內容看得懂，很容易知道重點 

圖片清晰度圖片清晰度圖片清晰度圖片清晰度 

(Clarity of Pictures) 
圖片清楚 14.圖片很清楚 

圖片完整度圖片完整度圖片完整度圖片完整度 

(Completeness of Pictures) 
圖片完整 15.圖片完整，符合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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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三部份：個人背景問卷】 

基本資料 

1. 姓名：＿＿＿＿＿＿＿＿＿＿＿＿ 座號：＿＿＿＿＿＿ 

2. 性別：□女 □男 

3. 最喜歡的科目：＿＿＿＿＿＿＿＿＿＿＿＿ 

 

電腦／網路使用經驗 

4. 請問你家中是否有電腦？□有 □沒有 

5. 請問你是否會上網？□會 □不會，請直接跳到第 10題 

6. 請問你多久上網一次？ □每天 □二到三天 □一星期 □一星期以上 

7. 請問你每次上網平均多久時間？□最多半小時 □最多一小時 □最多二小時 □二小時以上 

8. 請問你上網通常是要做什麼？（（（（複選複選複選複選，，，，勾選三個最常做的勾選三個最常做的勾選三個最常做的勾選三個最常做的）））） 

□玩遊戲 □聊天 □收發 E-Mail □查作業用的資料 □上班級網站 □逛其他網站 

□下載音樂、圖片或各種軟體 □學習各種線上課程 □其他＿＿＿＿＿＿＿＿＿＿＿＿＿ 

9. 請問你最常最常最常最常用來找資料的搜尋引擎/網站？ 

□Yahoo奇摩        □小蕃薯       □yam 天空     □新浪網     

□Pchome       □Google       □其他＿＿＿＿＿＿＿ □不知道 

 

閱讀情況 

10. 請問你經常經常經常經常閱讀課外書嗎？ 

(註註註註 1：經常是指每星期至少看一本；註註註註 2：課外書範圍包含漫畫) 

□有，最近看的書名是：＿＿＿＿＿＿＿＿＿＿＿＿＿＿＿＿＿＿＿＿＿(寫完請跳到第 13題) 

□沒有，請繼續回答以下問題： 

11. 請問你不常閱讀課外書的原因？＿＿＿＿＿＿＿＿＿＿＿＿＿＿＿＿＿＿＿＿＿＿＿＿ 

12. 請問如果有機會閱讀課外書，你最想最想最想最想看哪一類的呢？□小說故事 □自然科學  

填表日期：＿＿＿＿＿＿＿ 電腦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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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地理 □電腦 □美術家政 □笑話、謎語、心理測驗 □漫畫 □雜誌  

 □報紙 □百科全書 □其他＿＿＿＿＿＿＿＿＿＿＿＿＿＿＿＿(寫完請跳到第 18題) 

13. 請問你閱讀課外書的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目的？□繳交作業 □放鬆娛樂 □和同學有討論話題 □培養興趣  

□學習新知 □其他＿＿＿＿＿＿＿＿＿＿＿＿＿＿＿＿＿＿＿＿ 

14. 請問你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  

□最多半小時 □最多一小時 □最多二小時 □超過二小時  

15. 請問你平均一星期看完幾本課外書？□不到一本 □一到兩本 □三到五本 □超過五本 

16. 請問你最常在哪裡哪裡哪裡哪裡閱讀？□家裡 □圖書館 □學校 □書店 □電腦/網路 □其他＿＿＿ 

17. 請問你平時跟誰跟誰跟誰跟誰一起閱讀，分享心得？ □自己一個人 □家人 □同學或朋友 □老師 

18. 請問你對閱讀的看法是？□無聊的 □有需要才做的 □有用的 □與他人分享的 □享受的  

 

 

 

 

作答完畢，謝謝你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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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個人訪談大綱】 

 

先前的相關判斷實驗 

� 你會怎麼找怎麼找怎麼找怎麼找？請實際操作看看。如：搜尋引擎、檢索詞彙、特定網站、他人協助… 

�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你會推薦這些網站/網頁？ 

相關準則判斷線索及重要性 (實驗的推薦網頁或實際檢索結果) 

� 就「檢索結果」頁面， 

� 有你想點選的結果嗎？哪幾筆哪幾筆哪幾筆哪幾筆？ 

� 你從哪裡哪裡哪裡哪裡判斷要不要點選？如：標題、摘要、網址、排序、其他… 

� 為何不想點選另一筆？ 

【若受訪者不想點選】 

� 為什麼沒有想點選的？ 

� 怎樣的檢索結果會讓你想點選？ 

� 接下來會想怎麼做？ (翻頁、換關鍵字…) 

� 就「網站/網頁內容」頁面， 

� 你覺得哪裡哪裡哪裡哪裡很值得參考或吸引你？為什麼？ 

� 你覺得網站/網頁內容哪邊哪邊哪邊哪邊讓你覺得______？為什麼？ (以判斷方式詢問，如：很有趣) 

� 怎樣的網站/網頁內容會讓你覺得______？ (以判斷方式詢問，如：品質很好) 

【若受訪者不知道】 

� 你覺得網站/網頁內容的_______如何？ (見下頁線索參考表線索參考表線索參考表線索參考表，如：作者是大學教授) 

�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個判斷方式你會覺得它重要/不重要？ (以先前問卷為本) 

特殊行為與其他 

� 說說你對網路資訊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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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參考表 主題性 主題關鍵字出現在搜尋結果的標題中 主題關鍵字出現在搜尋結果且未被分割 所需網頁出現在搜尋結果的前幾筆 內容之標題或題目，提示可用性高  內容主題與需求相符 內容之摘要，提示可用性高 內容具有深度，參考價值高 

 新穎性 內容經常更新 內容為最近出版或製作 發表於論壇、Blog、或電子報等新穎媒體 

 趣味性 內容討論有趣或新奇的主題 內容包含多樣資訊，如圖片、影音等 網頁設計美觀，如使用動畫等特效   

 品質 內容來自可信的資料庫或電子期刊 內容引用可靠資訊 內容論述客觀 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  內容沒有錯字、語法正確  內容和個人所知一致  內容完整，包含摘要與參考書目等 內容有許多數據與統計資料 內容包含多樣資訊，如圖片影音等 內容有許多圖表 內容很長、頁數或字數夠多 內容不和廣告混雜  內容中的連結均有效 

 同儕興趣 同儕、朋友推薦 

 便利/取用性 檔案格式方便儲存再利用，pdf、doc、ppt 不需帳號密碼，即可取得全文 網站穩定，可隨時連結  下載速度快 提供「友善列印」版本 提供清晰圖檔下載 內容易於複製、儲存 

 

 新近/最近話題 內容討論最新主題 內容討論熱門主題 

 權威/可信度：來源可信 來源為學術性刊物或重要會議 來源為學術單位或政府機構，如網址為.edu或.gov 作者為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專家學者 為知名或具權威性的出版社或電子資料庫 來源為機構組織，非個人網頁 作者任職機構較知名或具權威性 權威/可信度：內容可信 提供參考書目或其他相關資源連結 被其他知名或具權威性的網站連結 參考書目較學術性 以學術性資訊為主，不包含或少有廣告資訊  提供機構聯絡資訊或簡介 提供作者個人聯絡資訊或簡介 權威/可信度：第三者推薦 師長、專家，或專業網站推薦 許多人參與討論，並給予正面評價 同儕、朋友推薦 被引用或連結次數多 權威/可信度：其他 內容來自可信的資料庫或電子期刊  內容引用可靠資訊 內容探討學術性問題 內容引用相關領域之專業言論，如權威人物的看法與重要參考文獻 

 語言/可理解性 內容使用的語言可以理解 內容具有邏輯性，如依主題層次呈現  內容有組織分類，如提供目次 字型大小、背景顏色、及圖片編排皆適當 以文字資訊為主，排版不花俏 

 圖片清晰度 提供清晰圖檔下載 

 圖片完整度 字型大小、背景顏色、及圖片編排皆適當   

 資料來源：修改自黃瀅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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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暑假作業：全台名產大搜查 

 

 

 

 

 

 

 

 全台名產大搜查！！ 

 台灣是眾所皆知的美食天堂，許多外國觀光客經常
慕名而來！但是，生活在台灣的你說得出各縣市的名
產有哪些嗎？ 
 現在請你上網搜尋資料，從全台灣二十多個縣市
中，找出五個縣市的名產，每個縣市都挑選一個最具
代表性的名產，並找資料說明它們的特色或由來， 
別忘了搭配適合的圖片喔！報告內容可參考背面格
式，請用電腦打字。 
開學後老師會請大家分享自己的調查結果，讓大家

更認識台灣美食！ 

祝你搜查愉快！！ 

1. 寫下資料來源是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的行為。 
2. 用奇摩知識+寫作業是偷懶的行為。 
3.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請務必記下找過資料的網址喔！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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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報告一 
 

 

 

 

 

 

 

 

 

 

 

 

 

 

 

 

 

� 搜查工具：【  Yahoo 奇摩搜尋  】 
� 搜查縣市：【     宜蘭縣       】 
� 搜查文字：【  宜蘭縣  名產   】(用來找資料的關鍵字) 
� 網站名稱：【 宜蘭名產牛舌餅  】 
� 名產名稱：【     牛舌餅      】 
� 名產特色/由來： 
 
昔時嬰兒出生滿四個月，父母必遵古禮將此餅穿孔掛於嬰兒胸前宴請來 

訪親友，藉此保佑孩童此後聰明伶俐；自古延傳迄今而成為蘭陽名餅，因其 
狀似牛舌故名為牛舌餅。 
 

< 文字來源：http://www.k1788.com/mayya/> 
 
� 名產寫真： 
 

 

 

 
< 圖片來源：http://www.k1788.com/mayya/> 

 

� 搜查心得：原來牛舌餅最開始是給小嬰兒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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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觀察記錄表】 

 

 

時間 進行動作 特殊反應 備註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 

受試者編號：___________ 



 

211  

附錄七 

【相關判斷歷程記錄表】 

 

時間 編號 相關分數 是否查看網頁/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填表日期：___________ 

受試者編號：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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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有固定閱讀習慣者之近期閱讀書籍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9
 

閱讀者閱讀者閱讀者閱讀者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分類依據分類依據分類依據分類依據10
 

本研究分類 

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分類法11
 網路書店網路書店網路書店網路書店12

 

1 男 禁咒師  科幻/奇幻小說 

大眾小說>

科幻/懸疑 

2 男 幻影都城  科幻/奇幻小說 

3 男 拼命去死  大眾文學/小說 

4 男 昆蟲探長的推理 861.57日本現代小說 懸疑/推理小說 

5 男 哈利波特 873.57英國文學 科幻/奇幻小說 

6 男 不要講話 874.59 美國文學 青少年叢書 文學/小說>

兒少文學 7 男 狼妻 859.6 中國文學兒童小說 青少年文學 

8 男 秘密  勵志人生哲學 
文學/小說>

勵志/生命 

9 男 老鼠找女婿  （兒童故事）13
 其他 

10 男 十二個月光   （不列入） 

11 女 魔眼少女佩姬蘇 876.57法國文學 兒童奇幻小說 
大眾小說>

科幻/懸疑 

12 女 天龍八部 1~11集 857.9 中國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 
大眾小說>

武俠 

13 女 基督山恩仇記 876.57法國文學 文學小說 文學/小說>

古典/名著 14 女 西遊記 857 中國文學小說 中國古典名著 

                                                9 有固定閱讀習慣之受試者為 21 名，然因有受試者填答書目為一種以上，故總數超過 21 種。 10 分類號以《中國圖書分類法 2007 年版》為主，網路書店之歸類為輔。 11 以國家圖書館之查詢結果為優先，其次為台北市立圖書館。 12 以博客來網路書店查詢結果為主要參考，其次為誠品網路書店。 13 凡以括號表示者，可能因受試者書名誤植，故研究者自行判斷可能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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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女 班長下台 859.6 中國文學兒童小說 青少年散文 

文學/小說>

兒少文學 

16 女 名人的話 083.7兒童叢書 兒童文學小說 

17 女 小班頭的天空 859.6 中國文學兒童小說 青少年文學 

18 女 小班頭的天空 859.6 中國文學兒童小說 青少年文學 

19 女 小魯再見  兒童生命文學 

文學/小說>

勵志/生命 
20 女 小國王的禮物 875.59德國文學 生命文學 

21 女 五年五班三劍客 859.6 中國文學兒童小說 兒童文學/勵志小說 

22 女 窗邊的小荳荳 861.57日本現代小說 文學雜著 
文學/小說>

文學雜著 

23 女 女生身體的小祕密  （兒童性教育） 

其他 

24 女 （SANA）戀愛 ING 855散文 休閒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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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推薦網頁品質之評分標準與評分結果 

 評分員 1 評分員 2 

評分標準 

� 完整性（如提供方法與過程） 

� 正確性（權威性） 

� 新穎性 

� 實用性（小學生適用之內容） 

� 圖片（如是否提供解說） 

� 標題、內容符合主題 

� 內容正確性（資料來源可靠性） 

� 內容豐富性 

備 註 若連結失效視為 0 分 

 網頁編號 評分員 1 評分員 2 平均 

1 4 5 4.5 

2 4 5 4.5 

3 0 0 0 

10 0 0 0 

11 1 0 0.5 

12 2 0 1 

13 0 0 0 

14 1 0 0.5 

15 4 5 4.5 

17 0 0 0 

18 1 1 1 

19 4 3 3.5 

20 0 0 0 

網頁編號 評分員 1 評分員 2 平均 

21 1 0 0.5 

22 1 0 0.5 

23 0 0 0 

24 1 0 0.5 

25 0 0 0 

26 1 0 0.5 

27 0 1 0.5 

28 1 1 1 

29 1 0 0.5 

30 5 5 5 

31 0 0 0 

32 4 5 4.5 

33 4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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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編號 評分員 1 評分員 2 平均 

34 1 1 1 

35 1 1 1 

37 3 5 4 

38 2 2 2 

40 1 0 0.5 

41 4 5 4.5 

42 4 4 4 

43 0 0 0 

44 0 0 0 

46 3 4 3.5 

48 4 5 4.5 

49 1 0 0.5 

50 4 4 4 

51 0 0 0 

53 0 0 0 

55 0 0 0 網頁編號 評分員 1 評分員 2 平均 

61 2 3 2.5 

62 2 4 3 

63 3 5 4 

67 0 0 0 

74 3 5 4 

78 0 0 0 

82 0 0 0 

83 0 0 0 

93 0 0 0 

95 0 0 0 

97 1 0 0.5 

98 0 0 0 

99 4 5 4.5 

100 0 0 0 總計：56（個）   平均分數：1.536（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