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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獻回顧表達了文獻間的關聯，以及研究與文獻的關聯，研究者也透過文獻

來支持所選定之研究問題的重要性，並說明研究如何銜接和延續先前的研究缺口。

在文獻回顧的過程，研究者應該持以批判性的態度，了解文獻的中心概念，並對

不同的文獻加以分類和比較，從相關文獻中得到有助於研究的結論，使研究得以

與研究領域接軌。本研究的目的希望了解研究者如何建立論證，將相關研究的不

同觀點、結論和不同角度的看法整合起來，密切地與自己的研究相關，透過文獻

間、以及研究與文獻之間的關聯，來呈現獨特的研究邏輯架構，並為自己的研究

定位。進而希望了解文獻的論述、整合與連結，是否激發研究者新的想法或擴充

概念，產生文獻閱讀的創新思考與成果。本研究從三個面向來觀察與分析碩士論

文文獻回顧的書寫：文獻回顧的類型、文獻整理的心智策略、文獻論證建立的論

述邏輯；此外，從文獻回顧書寫的邏輯建立與心智運作，來觀察文獻閱讀是否有

創新思想的產生。 

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從文獻中整理出四個面向的內涵，建立研究分析類目，

並依此構成編碼架構，再對選取之 5篇碩士論文進行文獻回顧書寫的內容分析。

在研究樣本的選擇上，本研究從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

每年共同舉行之「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活動獲獎論文中，以立意取樣，從

2007-2011年獲獎論文中選取 5 篇作為研究分析樣本。文本內容分析之範圍，包

含碩士論文之緒論與文獻回顧獨立章節，並以「一主題的討論」為一分析單位，

共分析 5篇碩士論文文獻回顧、106個分析單元。資料處理方式分為「量」和「質」

二方面，在定量的分析上，呈現編碼分析結果之敘述統計，描述 5篇案例之文獻

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以及創新閱讀現象之次數分配情形；在定質的

分析上，說明和解釋 5 篇案例文獻回顧敘寫中，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

之使用方式、相互關係、以及與論述建立之關係，並觀察其中是否有創新閱讀現

象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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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共有五個： 

(一) 在文獻回顧類型上，整體而言以定義型(47/113次)與脈絡型(34/113次)的回

顧佔大多數，緒論與文獻回顧獨立章節著重使用的類型不同，而因著每一篇

研究著重討論的主題不同，有不同的文獻類型使用分配與豐富度。回顧類型

及其使用次數依序為：定義型(47次)、脈絡型(34次)、理論型(10次)、缺口

型(6次)、重要型(6次)、方法論型(4次)、實際現況(4次)、歷史型(2次)。 

(二) 在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上，以「歸納/總結」使用的次數最多，其次為「自己

研究立場」，心智策略及其使用次數依序為：「歸納/總結」(53次)、「自己研

究立場」(22 次)、「分類/歸納」(18 次)、「比較」(13 次)、「分析/評論」(11

次)、「延伸」(3 次)。每一篇案例使用的心智策略，在種類與次數的分布上

不相同，心智策略的使用，表現出作者對相關文獻的思索與整合，也使文獻

的表現有邏輯、有組織性和整合性。 

(三) 在文獻回顧論述邏輯上，「整合論述」佔大多數，各種論述邏輯以及其使用

次數依序為：「整合論述」(59 次)、「文獻間缺乏關聯」(11 次)、「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9 次)、「文獻堆砌」(13 次)。然而 59 次的「整合論述」大多數

為案例三~五的回顧段落，表示研究者對於「文獻回顧的認知」，會影響其書

寫與組織文獻回顧的方式。文獻回顧內容的組織與整合，表現出作者對文獻

的思索程度，也表現出作者如何利用文獻回顧的主題和發現，表現出研究的

獨特視角。 

(四) 在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上，「重新塑造」(3 次)、「新研究概念性架構」(1

次) 、「思考層面擴充」(1 次)、「帶出研究重要性」(1 次)、「指出新的研究

缺口」(3次)。理論觀點上的「結合」，可以更充分解釋概念或現象，理論要

素的比較、歸納、結合，可擴充概念面向，並且研究者透過反覆檢閱文獻，

找出相關理論面向之間的關連，重新建立符合研究目的的概念性架構。研究

者從相關文獻中整合並歸結出重要結論，進而能看出延伸的意義，帶出研究

的重要性，或者進一步看出新的研究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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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獻回顧的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三個面向的思考，幫助研究者一步一

步建立論述，充分的心智策略使用，以及整合論述的論述邏輯，呈現文獻間

的關聯，並將研究定位於學術領域的脈絡中，也作為文獻創新閱讀產生的基

礎，促使研究者思想層面擴充，或建立新的研究概念性架構。 

    本研究整理從案例中觀察到的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

讀現象，對所觀察到的面向加以歸納，並舉案例中的例子加以說明與驗證，最後

將觀察與歸納的結果，形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表」，供碩士論文撰寫

者、教學者參考。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文獻回顧；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論述邏輯；文

獻回顧創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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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ture review is a part of thesis, in which researchers render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s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and render the study sufficient connection 

with the literature reviewed. Researchers should be critical in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understanding the core concepts and being able to compare and classify different 

literatures; thus, useful points can be draw from the review an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urrent study and the existing academic field will be more complet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ways the researchers establishing the demonstrations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existing viewpoints and results of the topic into their own current 

studies, and the ways the researchers presen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urrent 

study and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This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s if the establishment 

of literature review can stimulates the thoughts of the researcher and if the critical 

reviewing generates innovative results from the literatures. 

    This study observes and analyzes 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review in master’s 

theses in three aspects: types of literature review, mental strategie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logic employments in literature review, in addition, observes the generation of 

new thoughts deriving from the establishing of mental strategy and the employment of 

logic.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 is used in this study, pointing out four 

dimensions in understanding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establishing target 

items, and developing the structure for code sheet, then applies the established 

framework on the writing of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selected 5 thes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major types used in literature review 

are type of definition (47 times out of a total of 113), and type of context exploration 

(34 times out of a total of 113). Different types of literature review are utiliz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for example, types using in the chapter of introduction can be 

different from other chapters, while based on different focus of the chapter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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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of literature review may be used and the compiling of data is also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On mental strategie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thod is “induction and 

conclusion”, and the second most used strategy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study”. The choosing of strategy reflects the features of the thoughts of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employment of strategies also rende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view character of systematic, organized and integrated. The majority of the logic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is the “integrated discussion”.  However, most of the 59 times of 

the integrated discussion concentrates at part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 subject 3 to 

subject 5, representing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er on the usage of 

literature review can affects the way they compose this part of their theses. Therefore, 

the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is an epitome of the overall 

thesis and an effective interface for people to know the point contained with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reflects different ways of critical reading done by the 

researcher, including reshaping (3 times), introducing innov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1 time), expansion on the thinking level (1 time) lead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1 time), pointing out new cut-in point (3 tim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heories can explain the concept more completely, and 

the flexible usage of the methods of compare and contrast, induction, and integration 

not only can expands the core concept, but also can form a connection and establish a 

framework suitable for the stud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consulting by the researcher. 

Researcher benefits from gather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literature, from which 

obtaining critical results, point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extension or new cut-in point, 

and finally consolid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Thinking on the three dimension of the use of literature review including types, 

mental strategies, and logics, can help the researchers establish the discussion 

systematically. A better utilization on mental strategy and logic employmen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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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integrates the various literatures, and situates the current stud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ated academic field. Literature review as the foundation of critical 

reading stimulates the thinking of the researchers and provides assistance on 

establishing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This study collects types, mental strategies, 

logics, and phenomena of critical reading of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subjects, 

illustrating with sufficient explanations and examples, and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gathered, proposing the “Code Sheet for Literature Review of Master’s Thes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oping that this sheet can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authors 

of master’s theses and for advisors. 

 

Keywords: Literature review, Types of literature review, Mental strategy for literature 

review, Logic employment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innovative reading presenting in 

liter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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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陳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則進一步說

明本研究之目的，以及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第三節對於本研究之範圍加以界定，

並提出研究限制。第四節則是針對本研究出現之重要名詞做簡要的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回顧表達了文獻間的關聯，以及研究與文獻的關聯，而這樣的表達呈現，

也好比研究者與研究領域社群對話，展現研究領域研究現況，以及自己的研究與

已累積知識的關聯，研究者也透過文獻來支持所選定之研究問題的重要性，並說

明研究如何銜接和延續先前的研究缺口。文獻回顧有以下幾項功能與目標

(Neuman, 2000/2002)：(一)顯示出知識本體的相似性並建立可信度，增加讀者對

研究者專業競爭力、能力、及背景的信心；(二)顯示先前研究者所走的路徑，以

及現在的計畫與其相關性，好的文獻回顧將研究計畫放在脈絡之中，並藉由與知

識本體的連結顯示其相關性；(三)整合並摘要該領域已知的知識，將不同的結果

拉在一起，加以綜合，好的文獻回顧指出該領域先前的研究者所認同、所不認同

之處，以及主要問題何在。蒐集至今所有的知識，並指出未來研究的方向；(四)

文獻回顧讓研究者能從文獻中指出盲點，或顯露出值得複製的程序、技術、和研

究設計，使研究者能從其他研究中學習，刺激新的概念並獲得新的內在洞察。而

更具體來看，在文獻回顧的過程與論述建立上，研究者透過文獻的使用來達到以

下成果：(一)首先，文獻回顧總結了與自己的研究相關的研究結果；(二)其次，

在總結的基礎上，作者會透過文獻回顧將所探討的研究加以分析、評述、整合等，

並說明這些研究的貢獻，對文獻進行了什麼有意義的擴展等；(三)最後，文獻回

顧建立了一個研究的框架體系，表明了研究間的關聯，以及呈現研究者所要進行

的研究對於文獻的重要性和貢獻 (Cooper, 1989/1999;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Creswell, 2002/2007)。 

    一個完整的文獻回顧建立在對文獻中每一篇文獻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文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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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不僅是做表面的閱讀和描述，而是要做到批判性閱讀，在分類、摘要之上，有

比較和批判文獻，並從文獻評論之後陳述自己研究的考量。這過程中研究者是主

動的，站在評估的地位，從批判性的文獻閱讀中，獲得進一步的訊息，提升研究

者對相關議題的理解，並找出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分歧點與關鍵點。閱讀對研究的

過程有極大的貢獻，可以幫助研究者發展出獨特見解，探究該領域中不同的觀點，

並為自己的研究定位，而在文獻閱讀的過程，研究者應該持以批判性的態度，了

解文獻的中心概念，並對不同的文獻加以分類和比較，從相關文獻中得到有助於

研究的結論，使研究得以與研究領域接軌。 

    研究者閱讀文獻，找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要研究的具體問題，確信研究者所

要進行的研究在這個領域是有價值的，提出的問題是清晰的，方法是可行的，而

這是一個思維的過程，透過文獻回顧的整合與書寫以呈現(Cone & Foster, 1993，

引自張黎，2008)。就本質上來說，文獻回顧是論述的建立，研究者累積論證，

在提出論證的同時，選擇性地援引相關的文獻，支持自己的主張，一步步導向自

己的研究，並藉由論證的展現，顯現出對該領域研究的掌握，以及自己的研究將

如何在原有的學術領域知識基礎上，繼續銜接與延伸(何春蕤，1989；Ridley, 

2008/2010)。 

    文獻回顧中論證成功的特色之一，就在於書目之間建立起關連，並且在這些

文獻與論文本身的研究之間建立明顯的連結。在文獻回顧這個思維的過程中，研

究者透過閱讀與書寫，按照一個線索，將相關研究的不同觀點、結論和不同角度

的看法整合起來，而這個線索與自己的研究密切相關，並且能貢獻於自己的研究

(何春蕤，1989；Welman & Kruger, 1999，引自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研究生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經常有三個迷思，包括誤解文獻回顧的功能、

缺乏批判的能力與態度、以及無法處理互相衝突的研究發現。首先，許多學生誤

解了文獻回顧的功能，認為文獻回顧的目的僅在顯示相關文獻的知識，而基於對

文獻回顧錯誤的認知與假設，呈現出的文獻回顧缺乏整理，導致很多文獻回顧不

以研究問題為中心來發展，反而成為研究生的讀書心得清單(何春蕤，1989；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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浤源，1999；Locke, 2000/2008)。何春蕤(1989)指出，許多學生撰寫文獻回顧時，

是基於幾個錯誤的假設之上，第一種：文獻的重要性就僅在於它是一個方法工具，

而在研究過程中就是要把這個方法套到所要研究的東西上；第二種：文獻就是對

於現有領域中各家說法的客觀呈現，所以只要把各家理論重點覆誦一遍就表示文

獻回顧寫完了。基於錯誤的認知上，讓文獻回顧這一章的呈現，只是把以前讀過

的書通通摘要總結了一下，缺少獨特視角，也和論文的其他章節部分沒有連結。 

    第二個迷思是研究生缺乏批判的態度和能力，僅是做表面的閱讀和描述。若

文獻的回顧僅局限在描述的層次，只是對文獻進行簡單的羅列和陳述，缺乏對文

獻的總結和評論，則無法指出文獻中存在的研究空白，或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而大量引述他人的著作，使研究者無法呈現自己論文的價值與貢獻(何春蕤，1989；

朱浤源，1999；張黎，2008)。第三個迷思是研究生無法處理文獻中不一致之處，

或自己研究構想與文獻相衝突之處，而捨去相關研究結果的使用，失去與相關知

識的連結，然而如此則失去了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朱浤源，1999)。 

    要寫出好的文獻回顧，研究者必須展現對於研究領域的瞭解，通徹而具有批

判性的文獻回顧，可以建立起文獻間相互的關係，界定相關研究的脈絡，並有助

於將研究放置到學術領域的背景中。此外，以批判和分析的觀點來閱讀與書寫的

過程，為文獻回顧提供撰寫的結構，而不僅僅是將他人的研究依編年的順序加以

摘要，並且批判性閱讀與書寫也讓研究者建構一個組織架構來處理文獻，有助於

研究概念性架構的形成(Punch, 2008/2009)。 

    從創新的角度來看，文獻回顧是發展研究與創意的基本步驟，文獻回顧可以

協助新研究植基於既存知識，並在既有知識上不斷更新(朱浤源，1999)。艾德勒

(Adler, M. A.)和范多倫(Van Doren, C.) (2003) 提出「主題閱讀」的概念，「主題閱

讀」乃是讀者針對同一問題或主題去閱讀很多相關讀物，努力找出各種觀點、想

法，並做出理性地分析。透過主題閱讀，讀者將相關主題的不同讀物加以比較、

分析、綜合、評論，判斷哪些知識是與解決問題相關的，並能將表面上不相干的

讀物，擷取其中相關的部分，依一定的目的組織成有系統的知識，並且理出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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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讓原創性的思考者能突破困境(艾德勒、范多倫，2003)。 

    而艾德勒(Adler, M. A.)和范多倫(Van Doren, C.) (2003) 所提的這個「主題閱

讀」的過程，在文獻回顧的歷程中不斷進行，幫助研究者在文獻回顧過程中建立

書目之間的關聯，針對同一主題，整合相關文獻，而於回顧的基礎上，重新組織

論述、整合、分類、歸納相關概念，指出從文獻回顧中得到的啟示，支持研究的

重要性，建立一個從研究角度出發的新的、符合研究需求的概念架構。主題閱讀

的過程中，相關技巧的使用，亦使研究者能不受個別文本所限，依著概念或主題

的線索，綜覽相關文獻，在這過程中研究者須具有批判性的態度。 

    具批判性閱讀與書寫的研究者，以自有的價值，比較其他的研究，呈現研究

者對不同文獻的觀點和看法，也使文獻回顧具有價值。一篇優秀的文獻回顧應能

展現出研究者對於自己的博碩士論文主題的掌握程度，對於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

應具有批判性，採取分析的觀點省思其組織、完整性、連貫性和一致性，並且文

獻回顧需要提出論證，進而要求對文獻進行整合，而不僅僅是摘要(Punch, 

2008/2009)。 

    然而研究者如何採取一個批判性態度，深入文章深層，分析出文章的中心概

念，並提出簡要評估？文獻回顧如何建立起文獻間、以及研究與文獻之間的關聯，

透過文獻的連結來呈現研究獨特的視角與關切？這些細節和實際做法是難以從

研究方法書中看到的。而解釋不同文獻間的批判和整合是困難的，例如相關性文

章是如何辨識出來？如何摘要研究與報告，並找出一個整合性的起點？不同研究

方法間的衝突與發現要如何解決？過於客觀性和系統性的回答難以解決研究者

的問題(朱浤源，1999)。研究者如何利用文獻建立論證，導向自己的研究，並援

引相關的文獻支持自己的主張？文獻之間的關係如何建立，研究者使用了什麼策

略來呈現批判性思考？經由文獻的整合與連結，研究者是否激發新的想法或擴充

概念？文獻回顧的論證與整合，如何呈現獨特的研究架構，並突顯研究的重要性？

這些都是本研究想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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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文獻回顧的功能在於表現出該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是如何形塑並影響一個

新研究，其目的在於具巧思地選用文獻，以便為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提供刺激與啟

發。文獻回顧本質上是論述的建立，從相關文獻中累積論證，一步步導向自己的

研究；而在提出論證的同時，選擇性地援引相關的文獻，以支持自己的主張(何

春蕤，1989；Ridley, 2008/2010)。 

文獻回顧中論證成功的特色之一，就在於書目之間建立起關連，並且在這些

文獻與論文本身的研究之間建立明顯的連結，在文獻回顧這個思維的過程中，研

究者透過閱讀與書寫，要按照一個線索，將相關研究的不同觀點、結論和不同角

度的看法整合起來，與自己的研究密切相關，並且能有貢獻於自己的研究

(Welman & Kruger, 1999，引自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本研究的目的希望了解碩士論文的文獻回顧，是如何建立起文獻間、文獻與

研究之間的關聯，以及如何透過文獻的連結，來呈現研究獨特的視角與關切。進

一步而言，是希望了解研究者如何建立論證，將相關研究的不同觀點、結論和不

同角度的看法整合起來，密切地與自己的研究相關，並貢獻於自己的研究，透過

文獻間、以及研究與文獻之間的關聯，來呈現獨特的研究邏輯架構。 

本研究觀察分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的書寫，期望了解以下研究問題： 

(一) 本研究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中，作者使用了哪些回顧類型？以

哪些類型居多？在類型的使用上有何特性？ 

(二) 本研究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中，作者使用了哪些心智策略？作

者如何運用心智策略來表現對文獻的思考與整合？ 

(三) 本研究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中，內文組織的論述邏輯為何？作

者如何建立文獻間、文獻與研究間的關聯？ 

(四) 本研究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中，文獻的論述、整合與連結，是

否激發研究者新的想法或擴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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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研究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中，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

述邏輯的使用，對文獻回顧論述的建立有何影響？與創新思想的產生有

何關係？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 文獻回顧包含過程與成果，本研究從結果去觀察，對於過程中的心智運作、

相關資源運用、以及創新思想形成的過程，則不在討論範圍內。 

(二) 本研究探討文獻的使用，如何突顯研究者的立場與產生創新思想，對於文獻

之外促使創新思想產生的因素(如個人經驗與知識等)，則不在討論範圍內。 

(三) 本研究探討文獻的使用與內文組織，但對文字書寫風格、引用特性、語氣、

人稱、連接詞等則不在討論範圍。 

(四) 本研究以圖書資訊學碩士論文為研究對象，從近五年(2007-2011)「圖書資訊

獎助論文」得獎論文中，選取五篇研究作為樣本，圖書資訊學其他範圍的研

究，以及其他領域的博、碩士論文則不在討論範圍。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為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或問題有關的文獻，予以評述、分析、歸納、

綜合，藉以了解在研究問題的範圍內，有哪些相關的理論、研究和既有的研究發

現及研究成果，並提醒研究者過去研究有哪些遺漏、矛盾、或需要進一步地調查

或澄清的部分。這些對過去研究的了解，可作為提示待答問題、建立研究假設、

構思研究方法、以及分析研究結果之參考依據，助於研究者了解其所執行的研究

如何在先前之基礎上擴展、延伸、累積、與深入(周文欽，2004；王文科、王智

弘，2006；鈕文英，2006；Creswell, 2003/2007；David & Sutton, 2004/2007)。 

    文獻回顧的相關詞彙很多，諸如文獻探討、文獻檢閱(Numan, 2000/2002)、

文獻分析、文獻評論(朱浤源，1999)等，本研究統一使用「文獻回顧」(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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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一詞。 

(二) 文獻回顧類型 

    文獻回顧是為了某一焦點或目的而建立論述，呈現現有相關的知識狀態、釐

清與界定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與領域範圍，並突顯研究問題的重要性與適切性。因

著不同的目的與使用，文獻回顧形成不同的類型，在類型中也有目的的意義存在，

因著某個類型的使用，使該段落文獻的回顧與討論，有特定的作用、功能與目的。

例如 Neuman(2000/2002)整理了六種文獻回顧的類型：自我型文獻回顧、脈絡型

文獻回顧、歷史文獻回顧、理論文獻回顧、整合型文獻回顧、方法論文獻回顧。 

(三)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文獻回顧不僅是做表面的閱讀和描述，而是要做到批判性閱讀，在分類、摘

要之上，有比較和批判文獻，並從文獻評論之後陳述自己研究的考量。批判性閱

讀的研究者，在閱讀時保持一個批判性看法，以自有的價值，比較其他的研究，

如此呈現研究者對不同文獻的觀點和看法，也使文獻回顧具有價值。相關學者提

出了一些策略，來幫助研究者在文獻回顧閱讀與書寫中保持批判性的態度，以突

顯研究者的立場，建立獨特性的文獻回顧，能有貢獻於研究者本身的研究(Hart, 

1998，引自 Ridley, 2008/2010；朱浤源，1999；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本研究將這些策略視為「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並從文獻中歸納相關策略，以作

為研究分析的基礎。 

(四)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學術寫作有賴於邏輯論證、概念的建立和互相連繫、以及內部一致性與連貫。

有鑑於此，學術寫作十分倚重以主題句建立有組織的段落，且段落之間又能彼此

互相連貫(Punch, 2008/2009)。文獻回顧的收尾能提供的妥善建議，再次回顧研究

目的與研究問題，同時指陳該研究和分析過的文獻的關聯性，而研究者也可透過

段落和章節結束時的總結，來突顯研究者的聲音，表明研究與文獻的關連，以及

研究將採取的立場與角度(Punch, 2008/2009; Ridley, 2008/2010)。 

    本研究將文獻回顧書寫上，段落內概念的聯繫與組織的建立、以及段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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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序與連貫性，視為文獻回顧的論述邏輯。基於相關文獻對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與組織的討論，再加上筆者於前導研究中所實際觀察的案例文獻回顧內文書寫，

本研究將文獻回顧的論述邏輯分不同層次探討。 

(五) 文獻回顧創新閱讀 

    創造力即是創造者以目標為導向，經由一創造歷程，產生具有「新穎」和「價

值」的產物。在此歷程中，創造者基於已有知識與經驗，連結可連結的要素，將

知識與經驗重整或重組，推陳出新，形成新關係或新事物（毛連塭等，2000）。

從閱讀的層次來看，文獻回顧為一個「主題閱讀」的歷程與成果，艾德勒(Adler, 

M. A.)和范多倫(Van Doren, C.) (2003) 所提之「主題閱讀」的過程，在文獻回顧

的歷程中不斷進行，研究者對相關文獻進行「主題閱讀」，也為創新思想的產生

建立基礎。 

    文獻回顧建立書目之間的關聯，整合相關文獻，而於回顧的基礎上，重新組

織論述、整合、分類、歸納相關概念，指出從文獻回顧中得到的啟示，支持研究

的重要性，並且建立一個從研究角度出發的新的、符合研究需求的概念架構，這

些皆為創造的過程與成果呈現。例如，研究者可從兩個以上資料來源整合和重新

塑造論證，以創造新的或更完整的觀點(Ridley, 2008/2010)；或者研究者著眼於與

自己研究相關的理論，並將自己的研究與相關理論建立清晰的連結與論證，將相

關研究加以具巧思的結合，突顯研究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將既有的知識以創新的

方式予以連結，從而發展出新的概念架構 (Maxwell, 1996/2001;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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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旨在探究碩士論文文獻回顧書寫中，使用之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

輯、以及是否產生創新閱讀現象。本章綜覽相關文獻，對文獻回顧的內涵、本質、

以及文獻回顧閱讀與敘寫之過程，進行相關文獻的整合與探討。第一節就文獻回

顧的角色與本質進行釐清與探討；第二節整理歸納文獻回顧的目的、類型、功能

與貢獻；第三節就文獻回顧的評論、敘寫、以及概念架構的建立，進行回顧；第

四節由創造力的定義與閱讀層次的觀點，來對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進行探討。 

第一節 文獻回顧的意涵與本質 

    本節先由相關文獻中，整理出文獻回顧的定義與意義，以釐清文獻回顧對於

研究的角色，並接著更進一步說明文獻回顧的本質，從本質上來看文獻回顧是如

何建立，來構成與支持文獻回顧的意義。 

文獻回顧的定義文獻回顧的定義文獻回顧的定義文獻回顧的定義 

    文獻回顧是一個從閱讀到寫作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有目的性的，並且是在研

究中持續進行的，研究者主動帶著問題，有目的的回顧相關文獻，綜合目前學術

研究現況，並將自己的研究定位於學術研究脈絡中，說明自己的研究與文獻的關

係、將怎麼延續、有什麼貢獻等。 

    文獻回顧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涉及分析文獻的過程；二是文獻回顧完成的成

果，亦即出現在博碩士論文最終定稿中的文獻回顧(Ridley, 2008/2010)。從過程的

角度來看，文獻回顧是一個在產生博碩士論文的過程當中，不斷持續進行的活動。

並且文獻也經常出現在各個章節，以便研究的分析可以對文獻的作者做某種程度

的調整、摘要、詮釋、討論，而這也有賴於文獻回顧的持續進行，使研究各部分

有一連貫性，反映出研究的獨特主題和視角(何春蕤，1989；Ridley, 2008/2010)；

從成果的角度來看，文獻回顧為博碩士論文的一部分，表達了文獻間的關聯，以

及研究與文獻的關聯，而這樣的表達呈現，展現研究領域研究現況，以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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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已累積知識的關聯，研究者也透過文獻來證實所選定之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並說明研究如何銜接和延續先前的研究缺口(Ridley, 2008/2010)。本研究從碩士論

文的文本中，觀察研究者如何建構文獻回顧，以呈現研究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因

此本研究從「成果」的角度，來進行文本觀察分析。 

    許多相關學者對文獻回顧做了定義，依文獻回顧的角色和功能不同而有不同

的定義角度。文獻回顧為學術領域知識概況的描繪，有助於研究者提出研究領域

中重要的議題，並展現對該領域知識現況的掌握，以將正在進行的研究至於研究

背景脈絡中(Bell, 2005，引自 Ridley, 2008/2010；Phillips & Pugh, 2005，引自 Ridley, 

2008/2010；Bruce, 1994，引自 Ridley, 2008/2010)；文獻回顧為文獻間，以及研究

與文獻間關聯的展現，以為研究者與該研究領域知識成果，有所銜接與瞭解

(Ridley, 2008/2010)；文獻回顧建立該研究重要性的架構，為一個研究與其他發現

相比較的基準點，了解一個計畫中之研究如何在先前研究之基礎上增加或延伸其

在該領域之貢獻(Cooper, 1989/1999; Miller, 1991，引自 Creswell, 2003/2007；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Creswell, 2003/2007; Blaxter et al.,2006，引自

Ridley, 2008/2010)；文獻回顧即為將相關文獻予以摘要、評述、綜合的探究過程，

文獻回顧的成果，研究領域的知識現況(Hart, 1998，引自紐文英，2006；David & 

Sutton, 2004/2007；周文欽，2004；王文科、王智弘，2006；鈕文英，2006)。不

同學者對文獻回顧的定義依面向做分類整理如表 2-1-1。 

    由以上各學者之定義可見，文獻回顧的意義在於呈現研究領域知識現況、建

立相關文獻間以及研究與文獻間的關聯，以此能提供一個脈絡背景，為自己的研

究定位，並且能表達自己研究議題的重要性，而這些意義的呈現，是經由對相關

文獻予以摘要、評述、綜合之後，所產生的成果。 

表 2-1-1 相關學者提出之文獻回顧定義 

相關面向 文獻回顧定義 

描繪知識概況 文獻回顧應該要簡潔……描繪出知識的狀況，並且羅列出主題領域

中的重要問題。(Bell,2005，引自 Ridley, 2008/2010) 

展現出……對背景理論絕對專業的掌握。(Phillips & Pugh, 2005，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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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Ridley, 2008/2010) 

一般而言，文獻回顧構成論文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其目的在於為

進行的研究提供背景知識和正當化的理由。(Bruce, 1994，引自Ridley, 

2008/2010) 

表達關聯 文獻回顧是論文的一部分，即在論文中廣泛援引與你研究領域相關

研究和理論的部分；而你所引用的文獻資料，以及你和你的研究在

這些相關研究成果中的定位，此二者的關聯有賴於文獻回顧來達

成。(Ridley, 2008/2010) 

文獻回顧讓你與研究領域的研究人員進行書面對話，同時能展現出

你已經與支援研究基礎的相關知識有所銜接、瞭解，並能做出回應。

(Ridley, 2008/2010) 

定位自己的研究 [文獻回顧之目的]在於為研究方案加以定位，描繪出其環境和背景，

並針對先前的研究提供深入的看法。(Blaxter et al.,2006，引自 Ridley, 

2008/2010) 

藉由文獻之探討，了解一個計畫中之研究如何在先前研究之基礎上

增加或延伸其在該領域之貢獻。(Creswell, 2003/2007) 

與讀者分享與該研究相關的其他研究。它將研究帶領至相關文獻中

更廣、更先進的對話之中，填補先前研究得不足，並且延伸了前人

的研究(Cooper, 1989/1999;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Creswell, 

2003/2007) 

[文獻回顧]不但提供了一個建立該研究重要性的架構，同時也是一個

將研究結果與其他發現相比較的基準點。這些理由都是將學術文獻

寫入研究中的根據或是在研究中利用文獻的遠大目標。(Miller, 

1991，引自 Creswell, 2003/2007) 

表達研究議題的

重要性 

文獻回顧在於確認影響你選取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之理論與前人的

研究。讓你更能利用相關文獻，證實所選定之研究問題的重要性，

並且說明先前研究在知識上所遺留且必須彌補的鴻溝。(Ridley, 

2008/2010) 

文獻探討有助於研究者將其研究局限於特定的範圍之中，也對讀者

傳達了研究該議題的重要性。(Creswell, 2003/2007) 

整合研究領域知

識現況 

挑戰與該主題相關之所有可能的文件(包括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獻

資料)；包括從特定的觀點來撰寫的資訊、想法、資料和證據，以滿

足特定的目標，或是對該主題的本質以及如何進行研究表達其觀

點，並且對於與研究相關的文獻提出深入的評鑑。(Hart,1998，引自

紐文英，2006) 

文獻探討是將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獻，作有系統的鑑定、安排與分

析；更貼切地說是把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獻，予以探討或評述

(review)、綜合(synthesis)、與摘述(summary)。這些文獻主要包括：

期刊、摘要、評論、圖書、雜誌、以及其他研究報告。(王文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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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弘，2006) 

挑選與主題相關的所有可得文件(包含已出版與未出版)，這些文件是

從某一特定論點書寫的資訊、觀念、資料與證據。研究者透過這些

文件達成特定目標，或是表達對於主題與研究方法的特定觀點，並

有效地評估這些文件與研究計畫之間的關係。(David & Sutton, 

2004/2007) 

文獻探討主要在介紹目前我們有興趣的研究主題之相關理論和方

法，並且加以分析與評論。在確定研究主題和目的之後，接著查考

文獻，了解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論述和研究，作為執行該研究的基礎

或觸覺。(鈕文英，2006) 

文獻探討是研究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活動，而且在研究報告中，也都

會或簡(在期刊中併入緒論或引言中)或繁(在學位論文中列有專章)

地呈現文獻探討的結果。所謂文獻探討，是指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持

續蒐集與其有關的重要圖書文物資料，並加以整理、分析、歸納、

評鑑與彙整的歷程。(周文欽，2004) 

 

文獻回顧的意義文獻回顧的意義文獻回顧的意義文獻回顧的意義 

    文獻回顧的意義是基於以下假設：知識會累積，而我們可以從他人所完成的

來學習(Neuman, 2000/2002)。此假設意旨，科學研究是由許多研究者共同分享研

究發現，以追求知識累積的一種集體式的努力。因此，科學知識之擴展，是建立

在先前的研究之上，研究者檢閱先前的研究成果，建立新的知識理解，並經過比

較、批判、或再製，發展新的研究，繼續擴展知識的版圖。Cooper(1989/1999)

指出，以科學的工具來追求知識是一個相互合作與依賴的過程，任何單一研究的

價值不只來自其研究本身的特性，而其如何完成或擴展前人的努力也是具有相同

價值的。如此基於先前研究而繼續擴展的特性，正是文獻回顧之所以這麼重要的

原因。 

    既然科學的本質是累積而來的，對過去研究的信賴，便成為有順序建構知識

的必需條件(Cooper, 1989/1999)。研究者不論採取何種研究取向，檢閱在某個問

題上前人所累積的知識，都是研究早期重要的步驟，這些回顧是相關概念與理論

之來源，提供研究者對研究主題或議題的想法，也指引研究者可能採行的資料蒐

集或分析技術(Neuman, 2000/2002)。若文獻回顧進行順利，有助於研究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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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畫與進行，反之，如欠缺文獻回顧，則無法與先前研究作比較，無法確立其知

識體系與研究價值，則研究恐難以被接納(朱浤源，1999；王文科、王智弘，2006)。 

    基於上述文獻回顧的意義，可知文獻回顧為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或問題有關的

文獻，予以評述、分析、歸納、綜合，藉以了解在研究問題的範圍內，有哪些相

關的理論、研究和既有的研究發現及研究成果，並提醒研究者過去研究有哪些遺

漏、矛盾、或需要進一步地調查或澄清的部分。這些對過去研究的了解，可作為

提示待答問題、建立研究假設、構思研究方法、以及分析研究結果之參考依據，

有助於研究者了解其所執行的研究如何在先前之基礎上擴展、延伸、累積、與深

入(周文欽，2004；王文科、王智弘，2006；鈕文英，2006；Creswell, 2003/2007；

David & Sutton, 2004/2007)。 

    相關學者用比喻方式來解釋文獻回顧，指出研究者思考自己的研究問題時，

也應設想更大範圍的背景知識，透過文獻回顧描繪一個更大的圖像，提供此脈絡

的背景知識，突顯自己研究的定位與貢獻。例如幾位學者認為文獻回顧像是拼圖，

研究者的研究只是廣大研究領域中的一小片，這一小片並非獨自存在，而是與前

人做過的研究銜接，研究者透過這張圖，清楚地描繪出文獻間的位置和關聯，最

後指出自己的研究將處於什麼位置，並且告訴讀者為什麼要進行這一個位置的研

究(Cooper, 1989/1999；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一個完整的文獻回顧建

立在對文獻中每一篇文章的充分理解基礎之上，並將這些文獻的理解和評論做結

合，組成一個整體，使得研究者能完整地理解相關的主題、文獻中各個研究的優

缺點、及相互之間的關連，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看到森林，也要見樹木」

（Cone&Foster, 1993，引自張黎，2008）。 

    總結來說，文獻回顧不僅僅是將文獻中的研究結果和觀點進行一個簡單的羅

列和集合，作者還必須清晰地闡述這些研究結果和觀點之間的聯繫，以及它們與

自己正在進行研究之間的關係，表明文獻上有哪些相似、差異的觀點，這些觀點

和自己的研究有什麼關係等，為自己的研究將填補怎樣的研究空白，提供一個理

由與佐證(Welman & Kruger, 1999，引自張黎，2008；Kumar, 2005，引自 Ri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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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而研究者閱讀文獻，找出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要研究的具體問題，這

是一個思維的過程，透過文獻回顧的書寫呈現，使讀者確信研究者所要進行的研

究在這個領域是有價值的，提出的問題是清晰的，方法是可行的(Cone & Foster, 

1993，引自張黎，2008)。透過文獻回顧的書寫，呈現研究與該研究領域的關係、

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而這個過程中研究者透過論證的建立與文獻的引用來建立

好的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的本質文獻回顧的本質文獻回顧的本質文獻回顧的本質 

    文獻回顧的功能在於表現出該研究領域的相關文獻，是如何形塑並影響研究

者自身的研究，其目的在於具巧思地選用文獻，以便為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提供刺

激，因此文獻回顧應就某個問題引用相關研究的發現和觀點，而不是憑空給出自

己的結論。研究者使用的是過去的研究成果、評論、或者存在於該領域中的知識

典範，以呼籲讀者接受其所呈現的研究邏輯、闡述研究問題或假設的形成、以及

為選用的研究策略作支持(Locke, 2000/2008；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從本質上來說，文獻回顧是論述的建立，累積論證，一步步導向自己的研究；

而在提出論證的同時，選擇性地援引相關的文獻，支持自己的主張。藉由展現屬

於自己的論證，不僅顯現出你對於該領域的掌握，還能提供你與該領域其他研究

人員對話的機會，形同加入該領域的研究圈子(何春蕤，1989；Ridley, 2008/2010)。

更具體而言，文獻回顧中論證成功的特色之一，就在於書目之間建立起關連，並

且在這些文獻與論文本身的研究之間建立明顯的連結。在文獻回顧這個思維的過

程中，研究者透過閱讀與書寫，要按照一個線索，將相關研究的不同觀點、結論

和不同角度的看法整合起來，而這個線索必須和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密切相關，並

且能夠有助於研究各階段進行(何春蕤，1989；Welman & Kruger, 1999，引自張

黎，2008；Ridley, 2008/2010)。 

    綜合以上所述，文獻回顧的角色在於呈現文獻間的關聯，並將研究定位於學

術領域的脈絡中，而兩個層面關聯的表達，其本質在於建立論證，並援引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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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加以支持。因此，文獻回顧不能只是針對先前的研究列出「冗長的清單」(laundry 

list)，研究者必須展現對研究領域的深入瞭解，通徹而具有洞見性的文獻回顧，

可以為研究建立起一個新的邏輯架構，有助於將研究放置到研究領域的背景與傳

統上，並且界定相關研究的脈絡(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文獻回顧在於

確認影響研究者選取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之理論與前人的研究，讓研究者更能利

用相關文獻，證實所選定之研究問題的重要性，並且說明先前研究在知識上所遺

留且必須彌補的鴻溝(Rudestam and Newton, 2001，引自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文獻回顧的成果有賴於前後一致的論證的建立，這些論證的建立將相關文獻

連結起來，並也闡述了自己的研究的定位，而這樣的論證建立，則有賴於廣泛文

獻閱讀與書寫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展現研究者須具有批判性的態度。 

第二節 文獻回顧的目的、類型與功能 

    本節從相關文獻中歸納整理文獻回顧的目的與類型，並接著指出文獻回顧的

功能與對研究的貢獻。 

文獻回顧的目的與類型文獻回顧的目的與類型文獻回顧的目的與類型文獻回顧的目的與類型 

    Cooper(1989/1999)認為文獻回顧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焦點、目的、觀點、涵蓋

的策略、組織和聽眾。例如，文獻回顧能將焦點放在研究結果、研究方法、理論

或應用上，文獻回顧能夠整合其他研究所做和所說的、批評以前的學術研究、建

立相關領域之間的橋梁、以及確認在某一領域的中心議題。文獻回顧出現於研究

中不同的位置，而不同位置的文獻回顧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功能。  

    Creswell(2003/2007)認為，文獻回顧主要應用於研究中的緒論、獨立章節之

文獻回顧、以及研究結果與討論三個章節；Hart(1998)認為，文獻回顧與討論通

常出現於一篇研究中的緒論、文獻回顧、和研究方法三個部分，各有不同的功能

（引自 Creswell, 2003/2007）。綜合以上所述，文獻回顧因為不同焦點、目的，而



16 

 

有不同的書寫、位置與應用，而其功能皆是整合其他研究的發現，建立相關領域

的橋梁，確認中心議題，並支持自己研究問題的重要性與方法的適切性等，文獻

回顧的書寫並非獨立的存在，而是有目的性，並且能應用於研究。 

    Ridley(2008/2010)歸納論文文獻回顧的目的，將其分為六點： 

(一) 提供研究的歷史背景：研究者應將研究定位於歷史的研究脈絡之中，對於導

致當前研究之所以發生的歷史事件，描述其發展的順序；對政策的演變、與

該論文之研究主題有關的知識如何進展、政策的演變、以及研究觀點改變的

歷程提供說明。 

(二) 概述提供研究定位的當代脈絡(背景)：聚集於當代該領域的爭論點，或者最

新研究方向為重點，為論文所處的當代背景提供一個脈絡，將研究定位於當

代脈絡之中。這一部分的文獻回顧，將緊密串連到研究的重要性，進而證明

該研究的正當性。 

(三) 相關理論和概念的討論(理論根據)：研究者應對研究中所援引的理論加以討

論和介紹，這些理論為研究提供方向，以及有助於讓研究中相關資訊具有意

義。研究者對這些理論和概念的詮釋應該要特別澄清，首先要比較和對照其

他研究者對這些理論和概念的討論和定義，然後再陳述自己的立場。 

(四) 介紹並釐清相關詞彙與定義：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專門用語，很可能曾經被定

義過，並且在該領域中，被不同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研究者不

可以假定論文中所使用的字詞意思均有共通的看法，反倒是應該向讀者介紹

該詞彙的各種定義和解釋，並且清楚說明將如何使用該詞彙。 

(五) 指出前人研究的缺口：研究者應描述該領域相關的研究，顯示自己的研究對

相關研究的延伸或反駁，或指出該領域研究所出現的缺口，以此作為自己研

究的正當化基礎，說明自己的研究可以怎樣彌補該領域研究的缺口。 

(六) 突顯研究的重要性：研究的缺口本身，並不能為你自己的研究提供正當性理

由。研究者應該針對自己的研究為何重要，以及為何值得進行，提出充分的

理由。對研究處理的實際問題或議題提供支持性證據，突顯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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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man(2000/2002)整理了六種文獻回顧的類型：自我型文獻回顧、脈絡型

文獻回顧、歷史文獻回顧、理論文獻回顧、整合型文獻回顧、方法論文獻回顧，

以下分別說明： 

(一) 自我研究的回顧，以增加讀者的信心：研究者除了透過研究者對同領域其他

研究的評價而增進他人的信心外，還具有增進研究者自信心的附加效應，此

為自我研究的回顧。 

(二) 脈絡回顧，將特定計畫安置在大的圖像中：文獻回顧最常見的原因是創造出

和知識本體的關連性。這是背景或脈絡回顧，通常出現在研究報告或文章的

開端，介紹研究報告的其他部分，並建立其重要性和與研究問題的相關性。

這告訴讀者研究計畫和大的圖像間怎樣彼此契合以及某知識領域的意涵。文

獻回顧強調現在的研究如何持續發展思索的脈絡，或可以指向先前研究中某

個問題或未解決的衝突。 

(三) 歷史回顧，回顧某一議題的發展：追溯某個概念的發展，或顯現出某個議題、

理論如何隨著時間進化。可以在進階的知識中顯現過去簡單的概念是如何分

裂成不同的概念，而又合併成更廣大的想法。 

(四) 理論回顧，比較不同理論如何看待某個議題：呈現不同的理論但目的是解釋

同一件事，而後評估每個理論發現的價值。除了檢視研究發現之預測的一致

性外，理論回顧也進行其假設、邏輯一致性和解釋範圍的比較。研究者也整

合兩種理論或將理論延伸出新的議題。 

(五) 整合回顧，將某一點過去所知的加以摘要：呈現知識現在的狀態，並將發展

迅速的領域其不同的研究報告拉在一起。研究者可以將這些有價值的回顧以

文章的形式出版，嘉惠其他研究者。 

(六) 方法論的回顧，指出研究間方法論的差異：方法論的回顧是一種特殊類型的

整合回顧。研究者評估過去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優勢，描述衝突的結果，並顯

示不同的研究設計、樣本、測量等會造成怎樣不同的結果。 



18 

 

    Copper(1989/1999)認為文獻回顧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焦點、目的、觀點、涵蓋

的策略、組織和聽眾。他認為最常見的文獻回顧是組合了兩組焦點和目標，亦即

兩種類型： 

(一) 第一種類型的文獻回顧是「整合型的文研究回顧」，此種整合型的研究回顧

從很多不同但相信有相同或相關的假設性研究做一完整的結論來綜合整理過

去的研究，整合型的研究回顧者希望能呈現相關的知識，和強調以往研究所

沒有解決的重要議題，並且指導未來的研究方向，所以整合型的研究回顧會

產生量極大的新資訊。 

(二) 第二種類型的文獻回顧是「理論的回顧」，此種理論回顧者希望呈現出能解

釋某一特殊現象的理論，並且比較這些理論的範圍、內在一致性和其預測性。

理論的回顧一般包含對已經進行或建議的重要實驗之描述、哪一種理論是最

有力而且和已知的關係是一致的評估、而有時候是將不同理論的抽象概念重

組或整合。 

    綜合以上所述，文獻回顧是為了某一焦點或目的而建立論述，呈現現有相關

的知識狀態、釐清與界定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與領域範圍，並突顯研究問題的重要

性與適切性。因著不同的目的與使用，文獻回顧形成不同的類型，於是本研究認

為文獻回顧的類型其中也有目的的意義存在，因著某個類型的使用，使該段落文

獻的回顧與討論，有特定的作用、功能與目的。因而本研究歸納整理上述學者所

提之文獻回顧的目的與類型，並統一使用「文獻回顧的類型」一詞，並將歸納之

不同文獻回顧類型作為研究分析面向的構念。本研究比較、整合文獻回顧類型，

並結合相關學者的說法，將文獻回顧類型歸納如下： 

(一) 自我型文獻回顧 

    自我型的文獻回顧能顯示研究者對此研究主題的熟悉度，增加讀者對研究者

專業競爭力、能力、及背景的信心，展現研究者對於相關研究與環繞該項研究主

題的學術傳統具有相當的認識。文獻回顧告訴讀者，研究者知道此研究的領域及

主要議題。自我研究的回顧，除了透過研究者對同領域其他研究的評價而增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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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信心外，還具有增進研究者自信心的附加效應。(Hart, 1998，引自鈕文英，

2006；Neuman, 2000/2002；Marshall & Rosman, 1999/2006； 鈕文英，2006) 

(二) 脈絡型文獻回顧 

    在研究之初始最常使用的文獻回顧類型是脈絡型的文獻回顧，此種類型的文

獻回顧將研究放在過往研究之脈絡中，顯示其相關性，並且指出研究發展的方向

性(Neuman, 2000/2002)。背景或脈絡回顧通常置於研究的開端，藉由對過往研究

之檢視，呈現研究如何契合在學術研究之大圖像中，並且比較先前研究者所走的

路徑，標示研究的方向性及其知識的發展，強調研究可以如何接續與發展，為研

究之理由及重要性展現有力的說明。文獻回顧應用於緒論中，旨在為研究的問題

或議題的重要性，提供有力的說明(Hart, 1998，引自鈕文英，2006；Creswell, 

2003/2007)。 

    研究者藉由檢視過去已有的研究或是已知的內容，以及過去研究者所走的路

徑、曾指出之重要的議題，進而描述需要執行研究的理由，說明所要執行之研究

將採取什麼樣的視角與立論點、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如何填補過往研究當中存

在的缺口，在學術研究之大圖像中延伸與產生貢獻。 

(三) 整合型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的整合，幫助研究者界定研究問題，與掌握研究觀點，透過文獻回

顧，呈現現有相關的知識狀態、釐清與界定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與領域範圍，並掌

握研究問題的觀點(Ary, Jacobs, Razavieh, & Sorensen, 2006，引自鈕文英，2006；

Mcmillan & Schumacher, 2006，引自鈕文英，2006；Marshall & Rosman, 1999/2006)；

整合型文獻回顧綜合現有知識，指引未來研究方向，研究者完備地尋找與閱覽有

關的理論與研究，從很多不同但相信有相關的研究，做一完整的結論來綜合整理

過去的研究，並指引未來研究方向(Cooper, 1989/1999; Neuman, 2000/2002)；此外，

文獻回顧的整合，幫助研究者指出過去研究的盲點並建議另起爐灶的架設，就某

領域中產生的矛盾結果，提出合理的解釋，並指出先前研究所沒有解決的重要議

題，或指出該領域先前的研究者所認同、所不認同之處，以及主要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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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 1989/1999; Neuman, 2000/2002; Ary, Jacobs, Razavieh, & Sorensen, 2006，

引自鈕文英，2006; Mcmillan & Schumacher, 2006，引自鈕文英，2006)。 

(四) 理論型文獻回顧 

    理論型文獻回顧展現出不同的功能與目的：首先，理論型回顧顯示研究者所

秉持的價值觀與研究典範，展示研究問題背後的各項假設，如果可能的話，呈現

該研究遵循的研究典範，並且描述研究者對於從事研究所秉持的預設與價值觀

(Marshall & Rosman, 1999/2006)；其次，理論型回顧幫助研究者了解與研究主題

相關的理論與研究，呈現解釋同一件事的不同理論，比較其解釋範圍，並檢視不

同理論的假設、邏輯、與預測一致性(Neuman, 2000/2002; Cooper,1989/1999)；再

者，理論型回顧指引研究問題與假設，詳盡說明既有的文獻研究，為量化研究之

研究問題與假設指引了方向(鈕文英，2006；Creswell, 2003/2007)；另外，透過理

論型的回顧，研究者可延伸出新的議題，發展研究的理論概念，釐清研究主題若

干概念的基本定義，以及這些概念之間的交互關聯，將理論延伸出新的議題

(Neuman, 2000/2002; Cooper, 1989/1999;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理論型

回顧也有助於研究概念架構之建立，研究者有時候是將不同理論的抽象概念重組

或整合，何融合成研究概念架構，得以適用於闡明該研究議題(Neuman, 2000/2002; 

Cooper, 1989/1999;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Maxwell, 1996/2001)；在研究

資料分析上，理論的使用能幫助研究者提升理論觸覺，有助於研究的分析與詮釋

(Strauss & Corbin, 1998，引自鈕文英，2006；周文欽，2004)。 

(五) 方法論文獻回顧 

    研究者可從先前之相關研究中，評估用來解決問題與驗證假設的研究方法，

評估這些研究方法的優勢與優缺點，描述衝突的結果，並顯示不同的研究設計、

樣本、測量等會造成怎樣不同的結果。這些研究將會對研究設計提供理論和思考

的方向，可幫助研究者選取理想之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與資料處理的

方法(Cooper, 1989/1999；Strauss & Corbin, 1998，引自鈕文英，2006；Neuman, 

2000/2002；周文欽，2004)。在研究方法中所做的文獻回顧，旨在顯示所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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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資料分析的方法等是合理的(Hart, 1998，引自鈕文英，2006)。在此部

分的文獻回顧，研究者主要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解釋某一種研究方法的實施過

程、重點與意義，以及這種方法通常適合什麼樣的對象或情境，如此強調研究方

法選擇上的合理性。 

(六) 歷史型文獻回顧 

    歷史型文獻回顧追溯某個概念的發展，或顯現出某個議題、理論如何隨著時

間進化。此種類型的文獻回顧可以顯現過去簡單的概念是如何分裂成不同概念，

又合併成更廣大的想法(Neuman, 2000/2002)。研究者因而可從某一個領域研究議

題或理論的發展，了解什麼樣的研究較值得進行，包括研究的角度、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的使用等。 

(七) 定義型文獻回顧 

    在研究中所使用的專門用語，很可能曾經被定義過，並且在該領域中，被不

同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研究者不可以假定論文中所使用的字詞意思，

均有共通的看法，反倒是應該向讀者介紹該詞彙的各種定義和解釋，並且清楚說

明你將如何使用該詞彙(Reidlry, 2008/2010)。 

(八) 缺口型文獻回顧 

    研究者應描述該領域相關的研究，顯示自己的研究對相關研究的延伸或反駁，

或指出該領域研究所出現的缺口，以此作為自己研究的正當化基礎，說明自己的

研究可以怎樣彌補該領域研究的缺口(Reidlry, 2008/2010)。 

(九) 重要型文獻回顧 

    研究的缺口本身，並不能為你自己的研究提供正當性理由。研究者應該針對

自己的研究為何重要，以及為何值得進行，提出充分的理由。對研究處理的實際

問題或議題提供支持性證據，因而突顯研究的重要性(Reidlry, 2008/2010)。 

    上述學者所提之目的與類型中，「自我研究的回顧」顯示研究者對此研究主

題的熟悉度，增加讀者對研究者專業競爭力、能力、及背景的信心，並且也有增

進研究者自信心的附加效應，然而在本研究中並不討論這一方面的觀察；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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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文獻回顧」的意含為綜合現有知識，指引未來研究方向，整合型的研究

回顧包含了其他回顧類型所出現的決策點，以及一些獨特的觀點 (Cooper, 

1989/1999)，本研究認為「整合」可能出現在任何類型的文獻回顧中，因而也不

將整合型文獻回顧納入所探討的構念中。除了「自我研究的回顧」、「整合型文

獻回顧」之外，本研究使用其餘的七項文獻回顧類型，來分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

的類型使用情形，包括：脈絡型回顧、定義型回顧、歷史型回顧、缺口型回顧、

方法論回顧、重要型回顧、理論型回顧，相關面向與構念見第三章表 3-4-1。 

文獻回顧的功能與貢獻文獻回顧的功能與貢獻文獻回顧的功能與貢獻文獻回顧的功能與貢獻 

    於文獻回顧的過程中，各種類型的文獻回顧發揮了不同的功能，而綜合這些

功能，文獻回顧之功能應用於研究之上，主要有四方面的貢獻：協助決定研究主

題與問題、發展研究理論基礎與概念架構、規劃研究設計、協助研究資料的分析

與詮釋，此四方面的貢獻分述如下： 

(一) 協助決定研究主題與問題 

研究過程始於研究者選定一個研究主題，此研究主題通常是籠統的研究領域

或議題，接著研究者必須將研究主題縮小，聚焦成一個便於進行研究的特定研究

問題(Neuman, 2000/2002)。透過對某個領域知識的陳述，可以讓研究者知道有哪

些議題或疑問，值得進一步去探討與擴展，研究者可從相關的文獻和過去的研究

中尋找有意義與具原創性的主題。 

經由文獻回顧可以使研究問題更為精確，整合諸位學者的看法，研究問題之

選擇應考慮兩個面向：(1)該研究是否為某領域或某主題增加任何新知或創意？

將如何貢獻於學術文獻？以及(2)該研究將如何對被檢證的題目提出貢獻？ 

(Creswell, 2003/2007; Vockell & Asher, 1995，引自鈕文英，2006) 

(二) 發展研究理論基礎與概念架構 

從文獻回顧獲得執行研究的啟發並決定研究的主題與問題之後，研究者接著

由文獻當中找出可資接合該研究問題的理論基礎，了解不同面向問題之概念，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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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變項之間的關係，並建立研究之概念架構。 

當研究者探尋研究問題的概念架構時，他所作的嘗試即是找尋可以鑲嵌研究

問題的理論傳統與相關研究。研究者一開始可能基於其已有的理論背景，或是看

待世界的預設觀念，直覺式的嘗試，之後研究者探索相關文獻，找出可資接合該

研究問題的理論架構，並且以該理論架構來陳述研究問題的預設（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此外，透過統合的文獻回顧，研究者得以兼顧並釐定不同面向的重要研究問

題與概念，透過創意巧思，融合若干原本不甚相關範圍或領域的文獻，從而建立

出別出心裁的研究概念架構(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當運用一套理論不足以充分解釋該研究所欲探討的複雜現象時，統合的文獻

探討能夠融合不同範圍、不同面向的理論觀點，建構出更為周延的研究架構，這

樣的研究架構是單獨任何一種理論觀點無法提出的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三) 規劃研究設計 

Creswell(2003/2007)認為，研究設計主要包含三要素：(1)研究採用之知識主

張：陳述知識主張代表研究者將以特定明確的理論假設著手進行其研究，而該假

設將牽涉到研究者如何在該研究中學習與預期學習的知識，這些主張或許稱之為

範例、研究方法論、認識論等；(2)研究採取之研究策略與研究步驟：即量化與

質化取向的幾種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為研究過程提供較實際的研究步驟；(3)

研究使用之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包括資料收集的範圍、研究工具的設計與採用、

資料分析的方法等。 

當閱覽並分析某一研究主題的相關文獻，研究者會去評估用來解決問題與驗

證假設的研究方法，對研究者的研究設計提供理論和思考的方向，可幫助研究者

選取理想之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實施程序與資料處理的方法(周文欽，2004)。 

研究者可透過文獻回顧了解值得採行的研究知識主張、研究策略與研究步驟、

或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或者發現過去研究設計上的優缺點，修正以呈現更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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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研究設計。或者依據研究領域與研究對象的特性，整合相關的研究知識主張、

研究策略與研究步驟、或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以設計出合適之研究設計。 

(四) 協助研究資料的分析與解釋 

    文獻回顧應用於研究資料的分析與解釋，具有以下幾點功能：首先，文獻回

顧可對於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與解釋產生引導作用，特別是那種尋求解釋、評鑑

與呈現事件關聯的研究，文獻回顧可提供初步的理論構念、範疇與特質的參考，

以供研究者組織資料，從而發掘理論與真實世界現象之間的新連結關係(Marshall 

& Rosman, 1999/2006; Creswell, 2003/2007)；其次，文獻可應用於研究的結尾，

結合相關的文獻，作為研究資料的佐證(Strauss & Corbin, 1998，引自鈕文英，2006; 

Marshall & Rosman, 1999/2006; Creswell, 2003/2007)；再者，研究者可將研究結果

與先前的研究相互比較，並引發未來研究的方向，文獻回顧能作為質化研究結果

的對照或比較的根據，比較或對照研究中顯露出的結果(或論點、或範疇) (Strauss 

& Corbin, 1998，引自鈕文英，2006; Marshall & Rosman, 1999/2006; Creswell, 

2003/2007)，而文獻應用在量化研究的最後，使研究者得以將研究結果與既有的

文獻作一比較，作為與研究結果參照比較的依據，並引發未來研究的方向 (鈕文

英，2006；周文欽，2004；王文科、王智弘，2006；Creswell, 2003/2007)。 

第三節 文獻回顧的過程 

    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研究者於初步的文獻回顧概覽並增進對研究領域的認識，

以協助研究者選擇研究題目，在確定研究題目之後，研究者徹底搜尋、獲取、閱

讀與評論文獻，並且對文獻加以整合與敘寫，最後得出有助於支持研究的文獻回

顧成果，並建立符合研究的概念性架構。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研究者從閱讀到

敘寫，逐步地連結與整合相關文獻之關係，建立概念架構，並表現出研究的獨特

關切點。本節先舉出文獻回顧的步驟，再從步驟中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閱讀與評

論、文獻整合與敘寫、建立研究概念性架構分別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從文獻回

顧中得出有助於本研究分析的面向與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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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的步驟文獻回顧的步驟文獻回顧的步驟文獻回顧的步驟 

因實施的階段不同，文獻回顧可分成初步的文獻回顧和正式的文獻回顧。初

步的文獻回顧出現於研究題目未確定時，目的在協助研究者概覽感興趣領域之文

獻，藉以增進對該領域的認識，從中擇定題目。在題目確定之後，研究者進行正

式的文獻回顧，亦即研究者徹底地閱讀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重要文獻，並且做整理、

分析和評論，以形成執行此研究的基礎或觸覺（林生傳，2003，引自鈕文英，

2006）。 

研究者於研究問題擬定後，徹底地閱讀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重要文獻，並且做

整理、分析、歸納和評論，了解相關的理論，與文獻中重要觀點與面向。綜合諸

位學者的看法，正式的文獻回顧大致分為以下九個步驟(McMillan & Schumacher, 

1989，引自周文欽，2004；王文科、王智弘，2006；Mertens, 2004，引自鈕文英，

2006；Creswell, 2003/2007)： 

(一) 界定研究主題，提出問題敘述 

    如同研究者在研究一開始就必須要計畫並清楚定義研究主題和問題一樣，文

獻回顧需要在清楚定義、研究問題和計畫焦點集中的情況下進行。研究者經常會

在文獻回顧結束以後才確定最後的研究問題，文獻回顧幫助研究問題更為清楚。 

(二) 查索並閱讀次級資料 

    雖然在界定研究主題與提出問題敘述時研究者已建立了研究輪廓，但仍顯不

足。次要文獻可為某主題的研究發展，提供迅速瀏覽之需，並協助研究者以比較

精確的術語界定研究問題。 

(三) 化問題敘述為查索語言，並發展一套搜尋的策略 

    分析問題的敘述，並交叉使用參考辭典或索引中的概念或變項，以利於在資

料庫中使用正確的術語找到所需文獻。發展一套搜尋的策略包括決定搜尋的來源

和範圍。 

(四) 進行查索與獲取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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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從其刊文章或書籍中找到與本身研究相關主題的五十篇研究報 告，並排

列優先順序。取得資料，瀏覽相關的文章或章節，並且簡單地分析這些文章或資

料是否有助於理解與研究相關的問題。 

(五) 建構屬於自己的文獻架構圖 

    當確認哪些資料是有用時，可開始建構屬於自己的文獻架構圖，以形成一個

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明確圖像。文獻架構圖的構思有助於提供一個完整組織的設計，

使研究者得以在廣泛的文獻中，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定位。 

(六) 閱讀和摘要適切的文獻 

    文獻回顧者把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每件主要資料作簡要分析，俾將之納入文獻。

如果是實徵性的研究，摘要的內容可能包括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取向和方法，

以及研究結果。如果是一般的文章和書籍，則摘要與本研究有關的重要立論點。 

(七) 評鑑有關的主要文獻 

    要辨識先前研究的焦點，說明文獻中較少探討的部分，藉以提示未來研究的

題材與重點。要分析各個研究的優劣所在，作為未來研究的借鏡。要發現各個研

究結果不一致之所在，並推論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藉以提示未來研究的

問題與假設。 

(八) 整合所有文獻的結果，將這些選出的文獻作合理的組織編排並撰寫 

    在摘要文獻後，將文獻回顧的部分主題式地整合起來，或者依研究所強調的

重要概念組織；通常將在文獻中所獲得的主要概念摘要，作為文獻回顧的結束，

並且針對個人欲研究的主題概述提供進一步研究的相關建議。 

(九) 發展執行本研究的概念性架構 

    利用文獻回顧所得知結果，發展出執行本研究的概念性架構，文獻回顧是為

了讓研究者站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提供自己執行此研究的啟發，因此研究者要

說明他將採取何種新的角度和看法，包括研究問題之發展、理論之使用、研究參

與者之選擇、研究設計與程序之採用等方面，運用文獻提出研究的概念脈絡。 

由上述九個步驟可知文獻回顧包含兩個部分，且這兩部分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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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 Sutton, 2004/2007)：(1)搜尋文獻：文獻的搜尋乃是試圖發現與主題相關

的資料；(2)分析文獻的內容：文獻回顧乃是試圖分析資料較深層的內涵。David

和 Sutton (2004/2007)所歸納之文獻回顧兩階段剛好與「主題閱讀」(見第四節)的

兩階段相符合，而於這兩階段中的進行步驟，亦有多處相符合。在主題閱讀當中

亦使用到檢視閱讀與分析閱讀的技巧，而於文獻回顧的最後一階段，研究者從文

獻的綜合、分析、與比較而得到研究進行的創見與概念脈絡，則有創新成果之產

生。 

文獻的閱讀與評論文獻的閱讀與評論文獻的閱讀與評論文獻的閱讀與評論 

    閱讀對研究的過程有極大的貢獻，可以幫助研究者發展出獨特見解，探究該

領域中不同的觀點，並為自己的研究定位，而在文獻閱讀的過程，研究者應該持

以批判性的態度，了解文獻的中心概念，並對不同的文獻加以分類和比較，從相

關文獻中得到有助於研究的結論，使研究得以與研究領域接軌。 

    持有批判性的態度來閱讀文獻意味著，「研究者以主動且分析的心態進行閱

讀，將內容與已知的部分融會貫通，並且評估相關文獻的研究和論證有何優缺點」

(Ridley, 2008/2010)。文獻回顧是否有價值，不僅視新資訊與知識有多少，還要看

研究者是否呈現自己研究的立場和看法(朱浤源，1999)。批判性閱讀的研究者，

在閱讀時保持一個批判性看法，以自有的價值，比較其他的研究，如此呈現研究

者對不同文獻的觀點和看法，也使文獻回顧具有價值。找尋並閱讀相關資料是做

研究很重要的工作，並且是持續的過程，而在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的層次上，研

究者必須要達到批判閱讀的標準，亦即唯有經過批判閱讀，呈現批判閱讀的成果

和過程，才能為學術研究和論文作準備工作(何春蕤，1989)。 

    文獻回顧的本質在於評述文獻，研究者就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獻，作合乎邏

輯的組織，將文獻予以分類、比較與對比(王文科、王弘智，2006)。朱浤源(1999)

指出文獻評論的基本步驟為：概觀與歸類、摘要、批判、建議。在概觀與歸類上，

研究者綜覽收集到的文獻之後，可依據探討的主題或採取的方法等，將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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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摘要上，研究者把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每件主要資料作簡要分析，如果是實徵性

的研究，摘要的內容可能包括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取向和方法，以及研究結果。

如果是一般的文章和書籍，則摘要與本研究有關的重要立論點；在批判的部分，

研究者採取一個批判性態度，深入文章深層，並加以辨識，或詮釋該作者的立場

與看法，分析出文章的中心概念，並提出簡要評估，比較性的文獻評論檢視兩個

以上不同的思想學派、議題或者不同人所持的不同立場；在建議的部分，研究者

總結文獻回顧所得，並決定自己研究的議題、範圍、途徑等，確立自己的研究立

場，並考量自己的研究是否要修正。研究者分析各個研究的優劣，以作為後續研

究的借鏡，並且比較不同文獻間的觀點，發現各個研究結果不一致之所在，並推

論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可能原因，藉以作為未來研究的建議。 

    文獻回顧不僅是做表面的閱讀和描述，而是要做到批判性閱讀，在分類、摘

要之上，有比較和批判文獻，並從文獻評論之後陳述自己研究的考量。在這個過

程當中，「研究者必須主動帶著問題、帶著過去積累的知識，去面對閱讀材料」(何

春蕤，1989)，就此看來，批判性的閱讀是讓研究者有所收穫的，「在這個過程中

原有的想法受到衝擊，研究者會因此需要作出某種回應或者調整，在這個過程中

讓自己對這個議題的理解提昇到另外一個層次上」(何春蕤，1989)。Hart(1998)

也有同樣的解釋，他認為文獻回顧的工作即是在於聚焦、發現、編類與評估。每

一步驟都可能會發現一些議題，這些議題使研究者重新調整(擴大、縮小或轉換)

所檢閱的面向，而最終目的則是評估，直至評估這一步驟，研究者始能宣稱其已

佔據一個優勢的位置，並可找出需要進一步調查的爭論分歧點與關鍵點（引自

Creswell, 2003/2007）。 

    基於以上所述，文獻回顧不僅是摘要和敘述，而是從批判性的文獻閱讀中，

獲得進一步的訊息，提升研究者對相關議題的理解，而在這過程中研究者是主動

的，站在評估的地位。文獻回顧是在對已有的文獻總結和分析的基礎上，對目前

研究的不足和未來研究的空間、角度和方法等提出自己的建議，若文獻的回顧僅

局限在描述的層次，只是對文獻進行簡單的羅列和陳述，則缺乏對於文獻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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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評論，更談不上指出文獻中存在的研究空白並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文獻的整合與敘寫文獻的整合與敘寫文獻的整合與敘寫文獻的整合與敘寫 

    一篇優秀的文獻回顧應能展現出研究者對於自己的博碩士論文主題的掌握

程度，文獻回顧應該做到超越摘要，而非只是總結相關文獻，在兩方面文獻回顧

應該做到超越摘要的工作：(一)對於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應具有批判性，採取

分析的觀點省思其組織、完整性、連貫性和一致性；(二)文獻回顧需要提出論證，

進而要求對文獻進行整合，而不僅僅是摘要(Punch, 2008/2009)。第一點已於上一

項回顧討論，第二點有關文獻的整合敘寫與論證建立，將於這一項討論，延續批

判性閱讀的議題，在文獻回顧的敘寫上，則是一個論證建立的批判性書寫過程。 

    文獻回顧需要提出論證，進而要求對文獻進行整合，Ridley(2008/2010)認為

在文獻回顧的敘寫上，研究者應保持批判性的態度，在文獻整合過程中，研究者

應該：(一)提出合乎邏輯的論證，導出結論；(二) 提供紮實的證據和理由來支持

論證；(三) 在文獻回顧中，對理論和發現加以評估、挑選、組織和分類，以提

供前後連貫的架構來構成的研究基礎。而相關學者也提出了一些策略，來幫助研

究者在文獻回顧敘寫中保持批判性的態度(Hart, 1998，引自 Ridley, 2008/2010；

Ridley, 2008/2010)： 

(一) 比較並對比來自相關文獻的不同理論、觀念和詞彙，並指出你自己的研

究將採取何種立場。 

(二) 策略性和選擇性地引用文獻，來支持構成你的研究基礎的論證。 

(三) 從兩個以上資料來源，來整合和重新塑造論證，以創造新的或更完整的

觀點。 

(四) 透過分析其優點和侷限，來同意、確認或辯護某個研究發現或觀點。 

(五) 承認現存觀念有其優點，但是藉由強調某些不足之處來為你的立場提供

辯解。 

(六) 反對某種觀點，並且為你的反對提出理由，例如：理由不充分、缺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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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論證或研究上出現謬誤。 

    研究者要將文獻回顧的結果透過資料的組織傳遞給讀者，正確的方法是將發

現或論點加以整理，並且充分概覽、摘要、批判，進而到整合並組織文獻內容。

文獻回顧的整合過程，涉及將發現、理論和其中蘊含的意義加以匯整，再進行抽

絲剝繭，穿針引線地編織在一起(Burton & Steane, 2004，引自 Punch, 2008/2009)。 

    學術寫作有賴於邏輯論證、概念的建立和互相連繫、以及內部一致性與連貫。

有鑑於此，學術寫作十分倚重以主題句建立有組織的段落，且段落之間又能彼此

互相連貫(Punch, 2008/2009)。在文獻回顧的組織上，好的文獻回顧將發現或論點

加以整理，透過資料的組織傳遞給讀者，組織的一致性是相當被重視的，包括邏

輯發展、重點之間的連繫等。一篇學術論文需要很好的邏輯和層次，包括在文獻

回顧部分，文獻回顧不僅僅是將文獻中的研究結果和觀點進行一個簡單的匯集，

作者還必須清晰地闡述這些研究結果和觀點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自己正在進

行研究之間的聯繫(張黎，2008)。 

    Ridley(2008/2010)提出在正文的組織上，研究者可透過幾點方式在增加批判

性，突顯研究者的聲音：(一)提出主張，後接引用文獻加以支持；(二)在引用文

獻之間建立明確的連結；(三)原始資料的摘要和評估；(四)段落和章節結束時的

總結。而於的一點上，Neuman(2000/2002)也提出了一樣的看法，他認為文獻回

顧的組織上，一種廣為接納的方法是先提出最重要的想法，依邏輯和陳述或發現

加以連結，最後指出研究不一致或缺點。此外，研究者的研究必須和文獻接軌，

這樣的文獻回顧才有意義，文獻回顧該如何收尾更是不容忽視，在

Ridley(2008/2010)提出的第四點上，Punch(2008/2009)也有一樣的看法，他認為文

獻回顧該的收尾能提供的妥善建議，再次回顧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同時指陳該

研究和分析過的文獻的關聯性。 

    在進行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研究者應該站在讀者的角度，給讀者一個很清晰

的論述線索，在一個段落中，一般應該對一個觀點、一個論題進行集中地論述，

一個段落的內容都圍繞這個主題思想進行論述(張黎，2008)。在這個過程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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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困難的是不同的研究在該問題上的觀點和結論來自不同的角度，不同學者表述

的方式也不盡相同，研究者應按照一個合理的線索將這些研究有邏輯次序地整合

起來，密切與研究者自身的研究相關，對研究各階段皆有幫助(Welman & Kruger, 

1999，引自張黎，2008)。 

    較好的線索應該按照所涉及的問題來安排，所謂的文獻回顧，關鍵的是要對

相關研究的觀點和研究結果進行綜合和歸納，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結果和觀點，而

不是作者，讀者需要了解的是相關學者的觀點和研究成果，而不是誰做了什麼研

究這個信息本身(張黎，2008)。按照學者的線索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沒有結合

所探討的問題進行文獻的安排，使得文獻綜述帶有明顯的文獻羅列、堆砌的痕跡，

段落中所討論的問題存在嚴重的重覆，這樣的線索是存在缺陷的，失去了文獻綜

述的意義和深度。 

    以批判和分析的觀點來閱讀的過程，有助於形成最終的文獻回顧，一方面能

找出主題，另一方面更能與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加以整合；經過整合和消化的文獻

通常能為文獻回顧提供撰寫的結構，而不僅僅是將他人的研究根據期數或是編年

的順序加以摘要；另一方面，批判性閱讀也讓研究者建構一個組織架構來處理文

獻，有助於建立研究的概念架構(Punch, 2008/2009)。 

建立研究概念性架構建立研究概念性架構建立研究概念性架構建立研究概念性架構 

    概念性架構(或概念性情境)是支持和貫穿你研究的概念、假設、期望、信念，

和理論的系統。一個概念性架構無論是用圖表或用敘述的形式來呈現，都是在解

釋被研究的主要事物—也就是關鍵因素、概念或變數，以及它們之間的假設關係

(Miles & Huberman, 1994，引自 Maxwell, 1996/2001)。Maxwell(1996/2001)將概念

性架構解釋為，是研究者對於研究現象中發生什麼，以及為何會發生的一項暫時

性理論，有時它也被稱為研究的理論架構。 

    概念性架構表現出研究的獨特性，因它是研究者所建立，而不是已經存在的

理論架構。Maxwell(1996/2001)認為概念性架構是「建構」而來的事物，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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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而來的，研究者將借自他處的片段納入，再建立起整體具連貫性的架構。

Becker(1986)認為，嘗試去將研究符合已經建立好的架構，不但弱化了研究邏輯、

使研究論證變形，也導致研究者忽略從文獻中得到的關鍵啟示，更難看到有可能

的新方向與貢獻。因而在建構研究的概念架構時，研究者不應該僅是總結某些實

徵性或理論性的作品而已，更要超越文獻文獻總合彙整，將相關研究加以具巧思

的結合，突顯研究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引自 Maxwell, 1996/2001）。 

    通徹而具有洞視性的文獻討論，有助於為研究建立起一個邏輯的架構，將研

究放置到某種探究的傳統，並界定相關研究的脈絡，文獻回顧提供研究架構，並

且確定研究意圖拓展的知識領域。Marshall & Rossman(1999/2006)指出，當研究

者探尋研究問題的概念架構時，他嘗試尋找可以鑲嵌研究問題的理論傳統與相關

研究，探索相關文獻，找尋可資接合該研究問題的某些理論架構，並且以該理論

架構來陳述研究問題的預設。而 Maxwell(1996/2001)也認為，研究者在建立概念

性架構時，並非歸納一個領域的研究，而是應該著眼於與自己研究相關的理論，

並將自己的研究與相關理論建立清晰的連結與論證，這也包含整合不同取向、研

究路線，或未曾有人將之連結的理論。 

    文獻回顧幫助研究者逐步整理出理論架構、關鍵概念、過往研究中有助於引

導發展新研究的各項發現，讓研究者找到可以重新界定研究問題的全新概念架構，

而這也仰賴對文獻的批判性回顧。Marshall & Rossman(1999/2006)認為，評論式

的文獻回顧使得研究問題更為精確，標示出尚未充分探索的領域，或是更為妥適

的研究設計，評論式的文獻回顧也揭示出某一研究層面的重要性，並將研究重要

性的界定與文獻回顧的各部分相互整合。Maxwell(1996/2001)也指出，建構一個

概念性情境時，研究者應具有批判性地去了解先前研究和理論有什麼問題、矛盾

或漏洞，以及研究者可以做出什麼貢獻。這也指出，批判性的文獻回顧引導研究

者找出新的可能的方向，不順服文獻權威，而是於文獻回顧的基礎上，建構新的

概念性架構。 

    研究者也可經由融合不同理論的觀點，以建立更為周延的概念性架構，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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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呈現文獻回顧的創意式整合。當運用一套理論所能開展出來的研究概念架構，

都不足以充分解釋研究的複雜性，則研究者整合多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以便建立

更為周延的研究概念架構。這樣的架構是單獨任何一種理論觀點無法提出的，透

過這種作法，研究者得以融合不同觀點，從而兼顧並釐定重要面向與構念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又或者當研究探索新的領域，過往的文獻與理

論可能有所不足，難以建構可供該研究參照的概念架構，則研究者透過巧思，融

合若干原本不甚相關領域的文獻，從而建立別出心裁的研究概念架構(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融合不同理論、或不同領域的文獻，呈現出研究概念性架

構的創新之處，將既有的知識以創新的方式予以連結，發展出新的概念架構。 

第四節 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 

    在探討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之前，本研究先回顧創造力的理論，以及閱讀的

層次，以這兩方面的知識作為解釋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的基礎。在此節先回顧創造

力的定義，瞭解創新思想產生的背景，以及創造力的運作，接下來回顧閱讀的層

次，第三部分則藉由瞭解創造力與閱讀的關係、閱讀層次與文獻回顧的關係，帶

出本研究對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的解釋。 

創造力的定義與創新思想的產生創造力的定義與創新思想的產生創造力的定義與創新思想的產生創造力的定義與創新思想的產生 

    當代英文大辭典將「創造」解釋為「賦予存在」（to bring into being），所以

創造乃是賦予某些新事物存在的能力（毛連塭等，2000）。大英百科全書對創造

力的解釋為「創造力，是一種創新的能力，所謂創新，可以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新

途徑、完成一項新設計或新方法」（大英百科全書，2005，引自毛連塭等，2000）。

由以上定義可得知，創造力乃創造的能力，創造即超越傳統，產生新事物的過程，

產生之新事物包括新概念、新方法、新形式、新設計、或新解釋等。 

    由於角度、立場、所持之觀點、以及研究導向與學派之不同，創造力被賦予

不同之定義。有些學者認為，創造力即是「融合已知，組成新知」，例如 Getz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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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son(1962)認為創造力乃在修正已知，探索未知，進而組成新知。此種認知

形式即為創造力(引自毛連塭，2000)；Guilford(1985)則認為創造乃是個體產生新

的觀念或產品，或融合現有的觀念或產品而改變成一種新穎的形式，這種能力也

就是創造力(引自毛連塭，2000)；Dennard(2000)則認為，創造力是一種能力，用

以產生或導入全新東西、已存在之未發覺現象或知識基礎的延伸，它是一種人類

於腦中運作的心智才能，唯有於專業知識及能力準備充分的人方能表現。 

    而從創造力連結論的角度來看，創造力是「將可連結的要素加以聯合或結合

成新的關係」，例如 Taylor(1959)認為創造力乃是將零碎或無關的訊息組合成新產

品的能力(引自葉錦燈，2002)；而 Mednick(1962)則認為，創造力乃是創造者為

特殊需要或有用目的，將可連結的要素加以結合而成新的關係之能力(引自毛連

塭，2000)；Koseler(1964)則認為，創造是把原先不相關的結構組合在一起，而產

生的事物比原先為組成的原料更豐富的一種能力 (引自葉錦燈，2002)；而

Wiles(1985)則認為，創造力乃是刻意把不同事物、觀點連結成一種新的關係的能

力(引自毛連塭，2000)。 

    由上述學者對創造力的定義可知，創造的活動乃是創造者在支持的環境下，

創作者經過一創造的歷程，產生創造成果。在創造的過程中，產生新的觀念或產

品，或在已有的知識、經驗基礎下，融合現有觀念或產品，超越既有經驗與習慣

之限制，產生嶄新的新概念、新方法、新形式、新設計、或新解釋等，以達成特

定的目標或用於解決問題。創造力是一種目標導向的活動，創造者有所構想或期

望，或為解決某些問題，因而有創造活動，以獲得有價值的、能解決問題的成果。

創造與其說是無中生有，不如說是「推陳出新」（毛連塭等，2000），在創造者的

知識範圍內，經由潛意識或前意識的釋放，經驗的重整或重組，將現有的事物改

良或組合而成新的事物。綜合以上所述，創造力即是創造者以目標為導向，經由

一創造歷程，產生具有「新穎」和「價值」的產物。在此歷程中，創造者基於已

有知識與經驗，連結可連結的要素，將知識與經驗重整或重組，推陳出新，形成

新關係或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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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層次與創新閱讀閱讀的層次與創新閱讀閱讀的層次與創新閱讀閱讀的層次與創新閱讀 

    艾德勒(Adler, M. A.)於 1940年寫了《如何閱讀一本書》，書中提到了閱讀的

四個層次：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主題閱讀。艾德勒(Adler, M. A.)有

感於傳播媒體的進步與普及之下，社會對於閱讀本質的認知起了很大的變化，以

及閱讀教育對於更高層次的閱讀訓練的欠缺，於 1972年與范多倫(Van Doren, C.)

合作，大幅增訂改寫《如何閱讀一本書》。新版的《如何閱讀一本書》增加了對

於「如何閱讀」這個問題的新觀點、對閱讀藝術更深的理解與更完整的分析、閱

讀規則的增訂、與如何運用基本規則於不同型態的閱讀與不同種類的讀物…等，

並對閱讀的第四個層次：主題閱讀，新增了更多的討論（艾德勒、范多倫，2003）。 

    基礎閱讀是最基本的閱讀技巧，這一層次的閱讀通常是在小學時學習完成，

一個人在小學畢業後，能習得閱讀的基本藝術，熟練閱讀的初步技巧，而能以初

步技巧來閱讀基本讀物。當一個人在閱讀以他不熟悉的語言寫的讀物時，他便需

要透過第一層次的基礎閱讀技巧，去了解此份讀物的文字、句子、以及內容所傳

達的意義，第一層次的基礎閱讀藝術，是一個人在閱讀時最基本的閱讀技巧（艾

德勒、范多倫，2003）。 

    檢視閱讀才算是真正進入閱讀的層次，當讀者於短時間內想要了解一本書的

主旨、作者的主張、掌握一本書的重點與整體架構時，檢視閱讀是很好的閱讀方

式。透過「系統性的略讀」(skimming systematically)，讀者保持主動與敏感，找

尋一本書的主題或思想的線索，了解這本書是否值得投注更多時間繼續閱讀以挖

掘更多的內容。在選擇閱讀一本困難的書時，先對全書作一個「粗淺的閱讀」，

先了解全書的脈絡與意義，並在閱讀第二遍時，就困難的部分進一步學習。當讀

者決定仔細分析閱讀一本書時，檢視閱讀的兩個步驟，也是在進行分析閱讀之初

所要使用的閱讀技巧，在閱讀一本書時先掌握整本書的主旨與架構，並抓出整本

書的重點與架構（艾德勒、范多倫，2003）。 

    分析閱讀是全盤、完整、有系統的閱讀，讀者進行分析閱讀是為了追尋理解，

仔細咀嚼消化一本書，直到能完全理解這本書。系統化的進行分析閱讀，讀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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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淺入深，理解整本書的內容，並且與作者對話，像溝通知識一樣對作者所提的

觀點和知識進行評論。進行分析閱讀，讀者先找出這本書的作者想要解決的問題

是什麼，以了解整本書的主旨；在詮釋一本書之後，了解作者解決了哪些問題，

還有哪些問題尚未解決；而接下來讀者檢視作者是否把問題說明清楚，是否解決

了所有的問題，作者的論述是否正確且完整（艾德勒、范多倫，2003）。 

    閱讀的第四個層次是「主題閱讀」，也是艾德勒(Adler, M. A.)和范多倫(Van 

Doren, C.) (2003) 所提之最高層次的閱讀，是四個層次中最複雜、最系統化的閱

讀。在進行主題閱讀時，讀者不只閱讀一本書，而是就某一個主題，將多本書籍

中與此主題相關之處擷取出來，並加以綜合、比較與評論，於是此一階段的閱讀

也可用另外的名稱來形容，例如「比較閱讀」(comparative reading)或「綜合閱讀」。

雖然在進行主題閱讀以前讀者已先決定一個主題，但換個角度來說，這個主題也

是跟著閱讀走的，在閱讀許多本書籍的過程當中經常有其他的問題浮現（艾德勒、

范多倫，2003）。 

    在最高層次的主題閱讀中，讀者要閱讀不只一本書籍，不同閱讀技巧之綜合

使用，可以讓讀者掌握不同層次閱讀之目的與不同之閱讀角度，在一定的時間內

選擇對的書籍，並微觀與綜覽這些書籍。檢視閱讀與分析閱讀，可以當作是進入

主題閱讀的前置作業與準備動作。檢視閱讀讓讀者對自己所要研究的主題有個清

晰的概念，並且能簡化讀者的書目到一個合理的程度。讀者能在短時間內分辨一

本書的內容是否與他所研究的主題有關，收集到相關之重要書籍，對這些書籍中

有關的章節做分析閱讀，進而做綜合性的主題閱讀（艾德勒、范多倫，2003）。 

    主題閱讀乃是讀者針對同一問題或主題去閱讀很多相關讀物，努力找出各種

觀點、想法，並做出理性地分析。透過主題閱讀，讀者將相關主題的不同讀物加

以比較、分析、綜合、評論，判斷哪些知識是與解決問題相關的，並能將表面上

不相干的讀物，擷取其中相關的部分，依一定的目的組織成有系統的知識。當讀

者在做主題閱讀時，是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為解決某些問題，重要的是思考與

解決問題，而不是對特別的讀物或作者感興趣，讀者必須廣泛閱讀相關的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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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判斷和組織相關的資訊、知識，以求得有用的啟發或解答。艾德勒(Adler, 

M. A.)和范多倫(Van Doren, C.) (2003) 在主題閱讀的最後提到：「當讀者對一個問

題完整的分析過後，便能將這個問題的各個層面顯現出來，並可清除一些障礙，

理出一條路，讓原創性的思考者能突破困境」。在此也意味著於是主題閱讀為接

下來的創新閱讀建立了基礎。 

    於前一點創造力的定義中討論到，「創造力」乃「創造」的能力，而「創造」

乃是在已有的知識、經驗基礎下，融合現有觀念或產品，超越既有經驗與習慣之

限制，產生嶄新的新概念、新方法、新形式、新設計、或新解釋等，以達成特定

的目標或用於解決問題。讀者為某一特定目的進行主題閱讀，廣泛閱讀相關的讀

物，分析、判斷和組織相關的資訊或知識，以求得新的、有用的啟發或解答，「主

題閱讀」為這些原創性的思考建立了基礎。而由「主題閱讀」延伸產生新的、有

價值的思想，並加以應用於解決問題，便是由「主題閱讀」進一步形成了「創新

閱讀」。「創新閱讀」是以「主題閱讀」為基礎，在綜合閱讀各讀物的過程中發揮

創造思考能力，看出概念之間的相關性，產生新觀點、新想法，並結合相關要素，

產生新關係、新組合、新論述、或新的知識架構，對讀者的思考和解決問題有重

大的啟發和幫助。於是在「創新閱讀」的過程中，「主題閱讀」與創造思考能力

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綜合上述，閱讀的方式決定於閱讀的目標，閱讀的效果則取決於閱讀者在閱

讀上所花的努力與技巧，只有掌握閱讀的技巧，知道如何去讀時，才能真正從閱

讀中得到收穫，而這些閱讀的技巧也可以應用在其他類型的「讀物」上（艾德勒、

范多倫，2003）。基礎閱讀、檢視閱讀、分析閱讀、主題閱讀、與創新閱讀各層

次之間並非互不相關，而是層層漸進，較高的層次也包含了較低層次的特性，也

須使用到較低層級的閱讀技巧。基礎閱讀是在進行所有閱讀時必須要使用到的基

本能力；檢視閱讀讓讀者能迅速了解一本書的主題與架構；分析閱讀讓讀者專注

地理解一本書的作者所欲解決的問題，並能做出評論；主題閱讀的讀者綜覽相關

的書籍章節，對某一特定主題的知識依一定的秩序加以綜合與歸納；而創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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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題閱讀加以延伸，可說是運用了所有閱讀層次的技巧，綜合不同的讀物、運

用創新思考，進而提出新觀點、新想法、新論述、或新的知識架構，所得之新知

識對讀者的思考和解決問題有重大的啟發和幫助。 

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 

    文獻回顧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搜尋、閱讀相關文獻，找出和研

究主題相關的部分，並思索和拼湊這些文獻間的關聯。文獻回顧的本質是論述的

建立，一步一步導向自己的重點，服務於自己的研究，利用文獻而不是被文獻利

用。因此每一篇文獻回顧皆是獨特的，是作者依著目的，而使用文獻建立論證，

來支持研究的重要性、提供理論背景...等。既然文獻回顧是獨特的，是有其目的

性的，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作者如何使用文獻，其背後經過了研究者的加工與

思考，重組、分類、比較、歸納以整合相關概念，重組論述邏輯，並依符合研究

主題的論述邏輯加以鋪陳、呈現與整合論述。這是一個新的、獨特的成果，建立

在固有文獻之上，而有新的論述方式。 

    從閱讀的層次來看，文獻回顧為一個「主題閱讀」的歷程與成果。艾德勒(Adler, 

M. A.)和范多倫(Van Doren, C.) (2003) 書中提到，主題閱讀即是：(一)綜合不同書

中和主題有關的部分；(二)釐清書本中所討論的問題；(三)於不同的表達與詞彙

中找到共識，並使用同一詞彙、統一的表達方式；(四)界定有哪些議題，找出不

同書本中不同意見的關聯，再根據作者的觀點加以分類；(五)最後建立一個分析

討論的順序，從不同書中找出書中所提出的不同的答案，並找出這些答案的關聯

和分類的依據（艾德勒、范多倫，2003）。艾德勒(Adler, M. A.)和范多倫(Van Doren, 

C.) (2003) 所提的這個「主題閱讀」的過程，皆是在文獻回顧的歷程中不斷進行

的活動。而主題閱讀的分析討論，讓問題的各個層面顯現出來，如此可提供一個

很好的研究基礎，清除一些障礙，理出一條路，讓一個原創性的思考者能突破困

境（艾德勒、范多倫，2003）。 

    從創造力的角度來看，創造本身是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不是憑空而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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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舊有知識之上，經過重組的過程而產生的成果，這個成果需要固有知識來

驗證和支持。創造的活動乃是經過一創造的歷程，在創造的過程中，產生新的觀

念或產品，或在已有的知識、經驗基礎下，融合現有觀念或產品，超越既有經驗

與習慣之限制，產生嶄新的新概念、新方法、新形式、新設計、或新解釋等，以

達成特定的目標或用於解決問題。創造是一個歷程，而且可發生在任何形體之上，

也包括閱讀，「主題閱讀」是一個歷程，而以「主題閱讀」為基礎，在綜合閱讀

各讀物的過程中發揮創造思考能力，看出概念之間的相關性，產生新觀點、新想

法，並結合相關要素，產生新關係、新組合、新論述、或新的知識架構，對讀者

的思考和解決問題有重大的啟發和幫助，在這過程中發揮創新思考，產生了閱讀

的創新現象。 

    文獻回顧是一個「主題閱讀」的活動，因此文獻回顧為一個創新思考的過程。

文獻回顧建立書目之間的關聯，針對同一主題，整合相關文獻，而於回顧的基礎

上，重新組織論述、整合、分類、歸納相關概念，指出從文獻回顧中得到的啟示，

支持研究的重要性，建立一個從研究角度出發的新的、符合研究需求的概念架構，

這些皆為創造的過程與成果呈現，研究者基於「主題閱讀」的過程，而達到文獻

回顧上的創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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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內容分為六個小節，首先簡述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第二節說明本研究之

研究方法；第三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與取樣；第四節描述本研究的研究工具、

與信度檢定；第五節說明研究之資料處理；第六節簡述本研究的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文獻回顧中論證成功的特色之一，就在於書目之間建立起關連，並且在這些

文獻與論文本身的研究之間建立明顯的連結(Ridley, 2008/2010)。本研究即在分析

碩士論文文獻回顧如何建立起文獻間、文獻與研究之間的關聯，透過文獻的連結

來呈現研究獨特的視角與關切，以及從文獻的思考和心智運作中，是否產生創新

閱讀現象。因此，本研究從三個面向，來觀察與分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的書寫：

文獻回顧的類型、文獻整理的心智策略、文獻論證建立的論述邏輯；此外，從文

獻回顧書寫的邏輯建立與心智運作，來觀察文獻閱讀是否有創新思想的產生。 

    本研究先從文獻中整理出四個面向的內涵，建立研究分析類目，並依此構成

編碼表，再對五篇碩士論文進行文獻回顧書寫的內容分析。研究分析各篇論文文

獻回顧中，論述的建立情形，依各面向來分析、歸納文獻回顧書寫的特性，提出

看法與解釋。在這過程中反覆修改分析類目，並針對各面向的觀察結果，加以說

明、舉例、比較不同書寫例子的差異，最後提出研究結果。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

圖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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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取樣 

    本研究以碩士論文的文獻回顧為研究對象，由於研究領域學科知識的限制，

本研究選取研究者能理解的，台灣圖書資訊學領域的碩士論文為研究對象。 

    由於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歷年產出的論文眾多，難以選擇，而本研究期望

能從分析的文獻回顧中，實例了解文獻書目之間關係的建立，於是期望選取有一

定品質的碩士論文作為研究樣本，因而從「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得獎的論文中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研究結果 

研究建議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舉舉舉舉

例與討論例與討論例與討論例與討論    

案例一至五文

本分析與討論 

各面向解釋與

舉例 

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

象象象象    

 
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    

重新塑造 

新概念架構 

其他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分析、評論、比較、分

類、歸納、總結、自己

立場、其他 

論述邏輯論述邏輯論述邏輯論述邏輯    

整合論述、文獻間缺乏

關聯、缺乏與主題的關

聯、文獻堆砌 

文獻回顧書寫邏輯文獻回顧書寫邏輯文獻回顧書寫邏輯文獻回顧書寫邏輯

建立與心智運作建立與心智運作建立與心智運作建立與心智運作    

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    

脈絡型、定義型、歷史

型、缺口型、方法論、

重要性、理論型、其他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圖書資訊學碩士圖書資訊學碩士圖書資訊學碩士圖書資訊學碩士

論文文獻回顧論文文獻回顧論文文獻回顧論文文獻回顧 

案例一至五 

共 106個分析單位 

(以一個主題的討

論為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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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樣本。「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

育學會，每年共同舉行之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活動，此活動為國內圖書資訊學相

關系所優秀學位論文發表之最主要平台，歷年獲獎之論文有一定品質的肯定。 

    本研究從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每年共同舉行之

「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活動之得獎論文中，取樣 2007-2011年獲獎論文共 32

篇(如附錄一)，選取其中有全文電子檔之論文共 21篇，並將這 21篇論文依研究

主題加以初步分類(如表 3-2-1)。接著考量不同學校與不同主題，選取不同主題之

研究各 1~2篇，初步選取 10篇論文，並對這 10篇論文加以分析，最後選取其中

心智策略明顯豐富與對照不太豐富的論文共 5 篇，作為研究分析樣本，如表

3-2-2。 

表 3-2-1 2007-2011年「圖書資訊學獎助論文」獲獎論文中有全文電子檔之論文 

 編

號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學校系所 

出版

年 

網站資訊架

構 

1 丁○○ 
以卡片分類法分析大學圖書

館網站架構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民 95 

2 洪○○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體

系之探討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7 

3 粘○○ 
Amazon.com圖書資料檢索結

果中所呈現之書目連結關係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8 

資訊標記 /

分類 

4 郭○○ 

中文圖書主題編目歷程之探

討－以北部四所學術圖書館

為例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9 

5 陳○○ 
層面分類結構應用於社會性

標記之研究：以圖書作品為例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8 

圖書館數位

服務 

6 毛○○ 
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

務之研究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與檔案學研究所 
民 97 

7 林○○ 

運用科技接受度模型和科技

準備度探討公共圖書館使用

者使用數位服務科技之意願

――以國立臺中圖書館為例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9 

8 許○○ 
虛擬博物館使用者之學習經

驗研究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6 

9 陳○○ 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學生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 民 97 

主題分類 

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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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位化藝術資源之研究 書資訊學研究所 

10 陳○○ 
大學圖書館部落格迴響之研

究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8 

11 游○○ 大學圖書館之 Blog建置研究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 
民 97 

資訊 /知識

管理研究 

12 王○○ 
國小高年級學童之網路資訊

相關判斷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民 98 

13 李○○ 
電腦與數位 3C專業虛擬社群

知識分享之影響因素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民 96 

14 陳○○ 
網路圖像使用者相關判斷之

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民 95 

15 楊○○ 
醫師個人資訊管理歷程之研

究~以臺大醫院為例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民 98 

圖書館營運 

16 王○○ 
國小圖書館空間規劃與使用

之評估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民 95 

17 李○○ 
台灣公共圖書館採購中文電

子書之探討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

書資訊學研究所 
民 99 

18 曹○○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營運模

式對國內大學圖書館館藏發

展之影響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8 

閱讀 

19 張○○○ 
小說閱讀對大學生之情緒療

癒效用分析研究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9 

20 陳○○ 奇幻小說迷閱讀行為研究 
台灣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 
民 97 

學術評鑑 21 王○○ 
台灣地區學術生產力之研

究：以 12所大學為例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與檔案學研究所 
民 95 

 

表 3-2-2 本研究取樣論文(依研究者姓氏筆劃排序) 

編號 研究者 論文名稱 學校 出版年 

案例一 丁○○ 以卡片分類法分析大學圖書館網站架

構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 

民 95 

案例二 毛○○ 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 民 97 

案例三 李○○ 電腦與數位 3C專業虛擬社群知識分享

之影響因素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 

民 96 

案例四 洪○○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體系之探討 國立台灣大學 民 97 

案例五 陳○○ 層面分類結構應用於社會性標記之研

究：以圖書作品為例 

國立台灣大學 民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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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內容分析法是透過量化

的技巧，以及質化的分析，以客觀、系統的態度對傳播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

以研究整個傳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推論產生該項傳播內容的環境背景和意義

（歐用生，1995）。內容分析法早期運用於分析大眾傳播媒介的訊息，現在的內

容分析已廣泛的應用在其他社會及行為科學中，成為一種主要的資料分析方法，

藉以描述信念、價值、意識型態或其他文化體系狀態（王石番，1992）。 

    內容分析法使用類目來作為分析的依據，以客觀的方式進行定量與定質分析，

類目(category)就是內容的分類，依據研究主題來選定與設計。類目可分為「說什

麼」 (what is said)和「如何說」 (how is said)兩種。「說什麼」類目用以測量內容

實質，包含主題、特徵、人物、權威、方法、來源等類；「如何說」類目測量內

容的形式，包括傳播類型、敘述形式、感情強度、策略等類（楊孝爃，1987）。     

    本研究觀察與描述碩士論文文獻回顧如何建立文獻的關係，包括使用什麼類

型的回顧、使用什麼心智策略，以及如何建立論述邏輯，並觀察文獻關係的建立

是否有創新閱讀現象的產生，是使用「如何說」的類目與分析方式。 

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 分析面向與類目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參考相關文獻回顧之結果，以及研究過程

中之反覆修訂，編製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架構(如表 3-4-1)，並以此編碼架

構構成觀察記錄表(如附錄三)，針對五篇碩士論文文獻回顧進行內容分析。碩士

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架構包含「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心智策略」、「論述

邏輯」、以及「創新閱讀」四個部分，以下針對研究工具之各面向類目及其內容

進行說明。 

1. 文獻回顧類型 

    因為不同的目的與使用，文獻回顧形成不同的類型，在文獻回顧的類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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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目的的意義存在，因為某個類型的使用，使該段落文獻的回顧與討論，有特

定的作用、功能與目的。因而本研究歸納整理學者所提之文獻回顧的目的與類型，

並統一使用「文獻回顧的類型」一詞，並將歸納之不同文獻回顧類型，作為研究

分析面向的構念。 

    綜合 Neuman(2000/2002)、與 Ridley(2008/2010)等學者的整理，文獻回顧的

目的包括：「介紹當代脈絡」、「澄清概念和定義」、「提供歷史背景」、「找出缺口」、

「評估研究方法」、「突顯理論上或實務上的重要性」、「探討相關理論與內涵」七

種，亦即文獻回顧的類型包括：「脈絡型」、「定義型」、「歷史型」、「缺口型」、「方

法論型」、「重要型」、「理論型」，本研究即以此七種類型，進行碩士論文文獻回

顧使用類型之分析。詳細構念內容見表 3-4-1之第一部分。 

2.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參照本研究文獻回顧的結果，以及從前導研究中反覆觀查的結果，歸納五種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並確定其順序，此五種心智策略為：分析/評論、比較、分

類/歸納、歸納/總結、自己研究的立場。詳細內容見表 3-4-1之第二部分。 

3. 論述邏輯 

    學術寫作有賴於邏輯論證、概念的建立和互相連繫、以及內部一致性與連貫。

有鑑於此，學術寫作十分倚重以主題句建立有組織的段落，且段落之間又能彼此

互相連貫(Punch, 2008/2009)。文獻回顧的收尾能提供的妥善建議，再次回顧研究

目的與研究問題，同時指陳該研究和分析過的文獻的關聯性，而研究者也可透過

段落和章節結束時的總結，來突顯研究者的聲音，表明研究與文獻的關連，以及

研究將採取的立場與角度(Punch, 2008/2009; Ridley, 2008/2010)。 

    在進行文獻綜述的過程中，綜述者應該站在讀者的角度，給讀者一個很清晰

的綜述線索，在一個段落中，一般應該對一個觀點、一個論題進行集中地論述，

一個段落的內容都圍繞這個主題思想進行論述(張黎，2008)。所謂的文獻回顧，

關鍵的是要對相關研究的觀點和研究結果進行綜合和歸納，因此重要的是研究結

果和觀點，而不是作者，讀者需要了解的是相關學者的觀點和研究成果，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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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做了什麼研究這個信息本身。按照學者的線索對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沒有結合

所探討的問題進行文獻的安排，使得文獻綜述帶有明顯的文獻羅列、堆砌的痕跡，

段落中所討論的問題存在嚴重的重覆，這樣的線索是存在缺陷的，失去了文獻綜

述的意義和深度(張黎，2008)。 

    基於相關文獻對文獻回顧論述邏輯與組織的討論，在加上筆者於前導研究中

所實際觀察的案例文獻回顧內文書寫，本研究將文獻回顧的論述邏輯分為四種層

次：整合論述、文獻間缺乏關聯、缺乏回扣論述主題、文獻堆砌。由文獻之間的

關聯建立，以及作者是否於段落和章節結束時，回扣該段論述主題，來觀察文獻

回顧的論述邏輯。詳細內容見表 3-4-1之第三部分。 

4. 文獻回顧創新閱讀 

    研究者在文獻回顧過程中找出理論或研究間的關聯，針對同一主題，整合相

關文獻，而於回顧的基礎上，重新組織論述、整合、分類、歸納相關概念，指出

從文獻回顧中得到的啟示、將概念重組，以得到更完整的觀點，或者建立一個從

研究角度出發的新的、符合研究需求的概念架構，這些皆為創造的過程與成果呈

現。參照本研究文獻回顧的結果，建立創新閱讀分析類目，包含「重新塑造」、「現

存文獻概念架構」兩方面。詳細內容見表 3-4-1之第四部分。 

表 3-4-1 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架構 

I. 文獻回顧類型 

代碼 代碼說明 代碼定義 

R_C 脈絡型(介紹

當代脈絡) 

(1) 聚集於當代該領域的議題、問題，或者最新研究方向，強調現在

的研究如何持續發展思索的脈絡，將研究安置於研究脈絡的大圖

像中，創造出和知識本體的關連性，例如文獻探討應用於緒論中，

旨在為研究的問題或議題的重要性，提供有力的說明(Hart, 1998，

引自Creswell, 2003/2007; Neuman, 2000/2002; Creswell, 2003/2007; 

Ridley, 2008/2010)。 

(2) 將研究放在過往研究之脈絡中，顯示其相關性，並且指出研究發

展的方向性。藉由檢視過去已有的研究或是已知的內容，以及過

去研究者所走的路徑、曾指出之重要的議題，進而說明所要執行

之研究將採取什麼樣的視角與立論點、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Neuman, 20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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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D 定義型(澄清

概念和定義) 

介紹相關的定義和概念，提供說明，以澄清該詞彙將如何運用在研究

的上下文之中(Ridley, 2008/2010)。 

R_H 歷史型(提供

歷史背景) 

提供研究的歷史背景，將研究定位在歷史的研究脈絡之中。對導致當

前研究之歷史事件、政策，或議題的演變提供說明。或者描述相關知

識進展，以及研究觀點如何改變的歷程(Neuman, 2000/2002; Ridley, 

2008/2010)。 

R_L 缺口型(找出

缺口) 

描述學術領域相關的研究，顯示自己研究對相關研究的延伸或反駁，

或指出該領域研究所出現的缺口，並以此作為自己研究的正當化基礎

(Ridley, 2008/2010)。 

R_M 方法論型(評

估研究方法) 

指出研究間方法論的差異，評估過去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優勢，描述衝

突的結果，並顯示不同的研究設計、樣本、測量等會造成怎樣不同的

結果(Neuman, 2000/2002)。 

R_S 重要型(突顯

重要性) 

針對自己的研究為何重要，以及為何值得進行，提出充分的理由，因

而突顯該研究的重要性(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1) 從相關理論和研究現存的問題、有關學者對於問題重要性的評述

等，來論述研究的重要性。並且描述研究將如何填補研究上的缺

乏(張黎，2008)。 

(2) 由現實問題的描述，來支持研究的重要性，並結合相關的觀點、

統計等文獻來佐證(張黎，2008)。 

R_T 理論型(探討

相關理論與

內涵) 

對於支持研究的相關理論加以討論，任何打算援引，為研究提供方

向，以及有助於讓資訊具有意義的理論，都有必要加以介紹和討論

(Neuman, 2000/2002; Ridley, 2008/2010)。 

其他   

II.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代碼 代碼說明 代碼定義 

S1 分析/評論 對相關文獻加以辨識，或詮釋該作者的立場與看法，分析出文章的中

心概念，並提出簡要評估，提出正面支持或負面評論，透過分析其優

點和侷限，來同意、確認某個理論、研究發現或觀點，或指出這些理

論、研究發現或觀點的不足之處。對單筆研究加以分析評論，或綜合

多筆研究加以總結和評論 (朱浤源，1999；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S2 比較 分析和比較不同的理論、思想學派、議題、研究發現或觀點，並找出

自己的立場、角度或詮釋。包括：不同詮釋的對比、不同理論的解釋

及其侷限、過去研究範圍之比較…等(朱浤源，1999；張黎，2008；

Ridley, 2008/2010)。 

S3 分類/歸納 依據探討的主題、採取的方法、理論和發現等，將文獻加以分類。並

將相關的文獻抽象出共同的特質並加以分類，將所回顧主題不同的角

度、面向或特性呈現出來 (朱浤源，1999；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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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歸納/總結 於一段落的最後，或整項文獻回顧的最後，透過相關文獻的分析，將

觀察到的具有意義的現象或結論加以總和敘述。文獻回顧該的收尾能

提供的妥善建議，再次回顧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同時指陳該研究和

分析過的文獻的關聯性(Punch, 2008/2009; Ridley, 2008/2010)。 

S5 自己研究立

場 

指出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有何關聯，說明研究者的

研究將採取何種立場。研究者總結文獻回顧所得，並決定自己研究的

議題、範圍、途徑等，確立自己的研究立場，並考量自己的研究是否

要修正(朱浤源，1999；張黎，2008)。 

其他   

III. 論述邏輯 

代碼 代碼說明 代碼定義 

L_A 整合論述 整合論述，文獻間相連結，有邏輯的論述，並得出相關結論，回應論

述段落的主題。 

L_B 文獻間缺乏

關聯 

得出相關結論，但對回顧的文獻缺乏加工整理，文獻間缺乏連結。 

L_C 缺乏回扣論

述主題 

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總結敘述，不知得出什麼結論。 

L_D 文獻堆砌 文獻間缺乏連結，亦無交代得出什麼結論、與回顧的段落主題有何相

關。 

IV. 文獻回顧創新閱讀 

代碼 代碼說明 代碼定義 

I_R 重新塑造 從兩個以上資料來源整合和重新塑造論證，以創造新的或更完整的觀

點(Ridley, 2008/2010)。 

I_F 新研究概念

性架構 

研究者著眼於與自己研究相關的理論，並將自己的研究與相關理論建

立清晰的連結與論證，將相關研究加以具巧思的結合，突顯研究的獨

特性與重要性，將既有的知識以創新的方式予以連結，從而發展出新

的概念架構(Maxwell, 1996/2001;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其他   

(二) 分析單位 

    分析單位是內容量化時，所依循的標準，其界定並非絕對，而是觀察者視經

驗事實、研究目的、和可行的方法條件，參酌實際觀察環境而定。分析單位有可

能是「字或符號」(words or symbols)、「主題」(themes)、「人物」(characters)、「項

目」(items)、「時間及空間單位」(space and time units)、「句子或段落」(sentences 

or paragraphs)、「頁」(pages)、「課」(chapter)等（王石番，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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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回顧的書寫論述是有「目的性」的，因這個目的而建立自己的論述，並

引用相關文獻加以佐證支持。本研究即在觀察此一目的性的書寫中，研究者如何

建立文獻間、文獻與研究間的關係，因而本研究以「一主題的討論」為一分析單

位。本研究觀察的碩士論文案例，文獻回顧範圍包含緒論與文獻回顧獨立章節，

論文的作者針對與其研究主題有關的重點加以分節、分項目、段落討論，因此本

研究的分析單位可能為一節、一討論項目、或者一討論段落，本研究以一個完整

的討論為一單位，並加以編號。編號表示法為：實例編號_文本編號，例如 03_1-1-1

則表示為案例三的第一章、第一節、第一項；03_2-3-2-1則表示為案例三的第二

章、第三節、第二項、第一點。舉例之文本原文，最後皆標註取自案例的頁碼和

行數。見表 3-5-1，03_2-3-1的舉例說明。 

    文本編號上，係依循章節的標題階層編號；若一節(項/段落)包含很多主題的

討論，則本研究將其分為數個分析單位，依討論主題為該段落加註標題並編號；

部分章(節)有「概述」與「小結」，但該段落缺乏標題，則筆者自行加入標題並

編號，「概述」之編碼為 P(Preface)，「小結」之編碼為 S(Summarize)。若為研究

者自行加註的論述段落之標題，以中括弧(如[  ])表示。見表 3-5-1，01_2-4-S的

舉例說明。有些前言或小結的討論，沒有回顧類型的使用，但有心智策略使用或

創新閱讀的現象，因此也加以編號與分析。 

    本研究文本章節與段落的編號共 106個，詳見附錄二「研究分析單元—案例

一至五文本章節和文本段落編號對照表」。案例一至五的編碼結果，詳見附錄四

「原始編碼次數分配表」。 

(三) 研究工具信度 

    本研究內容分析信度，採用編碼者間的信度分析(Intercoder reliability)，編碼

者間的信度為計算編碼者編碼的一致程度，瞭解信度是否達到一定水準，編碼者

間的歸類一致度越高，則表示信度越高，資料由研究者編碼後，抽取研究樣本數

之 10%進行信度檢驗（王石番，1992）。一般而言，內容分析的信度應在 0.8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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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楊孝爃，1987）。 

    本研究共同編碼者有兩位，一位是研究者本身，另一位是台灣師範大學圖書

資訊研究所的研究生，兩位皆上過研究方法的訓練課程。在正式編碼之前，研究

者與共同編碼者先針對一篇論文文獻回顧進行共同編碼的討論，經過討論後再選

取另一篇樣本進行共同編碼，並計算編碼者間的信度。共同編碼的結果，第一位

編碼者編碼的數目 94 個，第二位編碼者為 90 個；兩位編碼者編碼相同數目為

77個。 

    本研究採用傳播內容分析法編碼員間信度檢定公式來計算信度（王石番，

1992），公式與計算之步驟如下： 

1. 相互同意度：2M/(N1+N2) 

2×77/(94+90)=0.84 

2. 信度：n ×（平均相互同意度）/1+﹝ (n-1) × 平均相互同意度﹞ 

2×0.84/1+﹝(2-1) ×0.84﹞=0.91 

M＝編碼員編碼相同的數目 

N1=第一位編碼員編碼的數目；N2＝第二位編碼員編碼的數目 

n=參與編碼的人數 

    信度檢定結果顯示，兩位編碼員的相互同意度為 0.84，信度為 0.91，信度已

達楊孝嶸（1987）建議的 0.80 標準，顯示本研究工具—「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

究編碼架構」具有研究工具信度。編碼者針對編碼相異處進行討論後，取得共識，

再據此修訂編碼表，即進行正式的內容分析。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內容分析是以傳播內容「量」的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是一種「質」與

「量」並重的研究方法，其因研究角度而有偏向定量(quantity)分析或是偏向定質

(quality)分析的差異。定量分析是以頻率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為基礎，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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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的統計，強調傳播內容的本身，偏向純粹傳播內容中訊息的分析。定質分析

偏向低頻率或非頻率的研究，是一種敘述性的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其重點

不一定在於傳播內容本身，可能在於傳播者的動機或是傳播的效果（楊孝爃，

1987）。 

    本研究在定量的分析上，呈現編碼分析結果之敘述統計，根據統計結果描述

各篇案例、以及五篇案例整合來看之類型使用、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

現象之次數分配情形。本研究分析重點較放在內容的描述，觀察和解釋文本之內

容論述建立情形、如何建立、其中的關係和策略等，因此在分析上偏向定質分析。

檢定研究工具的信度後，即由筆者擔任所有分析工作，完成五篇碩士論文文獻回

顧內容的編碼和詮釋。筆者將五篇案例的分析單位加以編號，並依據編號次序在

觀察記錄表中，對分析單位作四方面的編碼與詮釋說明，原始編碼次數分配表見

附錄四。 

    本研究資料處理方式分為「量」和「質」二方面，量的分析採次數分配，分

析五篇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中，觀察到的回顧類型使用、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

新閱讀現象之次數分配情形，並製作分配表詳細呈現，如第四章與第五章統計圖

表的呈現部分。在質的分析方面，在第四章各案例分析結果的部分，分別對五篇

案例的文本分析結果作說明，述說從分析中歸納的觀察結果、文本特性等，此部

分輔助說明的呈現上，研究者引用案例文本中的原始書寫，並在旁加註研究者的

分析和詮釋說明，以案例三第二章第三節第一項回顧為例(03_2-3-1)，見表3-5-1；

在第五章資料分析結果的部分，針對各分析面向作解釋說明與歸納，並從文本中

舉實際的例子來說明與支持。 

表 3-5-1第四章文本分析舉例說明 

段落編號：03_2-3-1 

    作者首先提出論述主題，述說許多研究的結果，指出個人動機對虛擬社群願意分

享知識有重要的影響，接著從相關研究的觀點來說明研究發現與學者的解釋與看法，

這些觀點雖來自不同學說或研究，但作者從不同研究的結論，抽象出其主要意涵，從

更高一層角度，看出文獻所提結果，有何意涵和面向，比較並指出研究中相呼應的地

方，最後從文獻的討論中歸納兩點重要因素。文獻的概念分析與比較、討論有助於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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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向歸納，而這個歸納最後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子面向。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個人動機個人動機個人動機個人動機 

許多研究指出，虛擬社群成員之所以會在網路平台上分

享知識，往往是起因為使用者的個人動機。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觀點，認為人之所以進行社會互

動，主要是認為可以獲得認可、地位與尊敬(Blau,1964)，從

這樣的觀點出發，我們將可以對於為什麼虛擬社群的成員願

意在網際網路上向陌生人無償貢獻自己有用的知識做不同的

解讀。Wasko & Faraj(2005)曾指出，在實務電子網絡(electronic 

network of practice)上 分 享 個 人 知 識 ， 有 兩 個 矛 盾 的 地

方：……(部分內容省略) 

Davenport ＆ Prusak(1998)的「知識市場」與 Blau(1964)

的社會交換理論都強調，人與他人進行互動甚至分享，都在

於期待自己能透過這樣的行為而從中獲得某些利益，這樣的

觀點告訴我們，無私奉獻並不是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貢獻 

的唯一解答，或許透過貢獻個人有價值的知識，虛擬社群可

以從中換取到許多無形的資產。 

    Kankanhalli et al.(2005)的實證研究，證明個人會因為「樂

於幫助」與「知識自我效能」(Knowledge Self-Efficacy)，而

在知識分享系統平台上去分享自身的知識，其中「知識自我

效能」指的是藉由知識分享及解決他人問題來證明自身的能

力、並從中獲得自信，研究者認為 Kankanhalli等人所定義的

「知識自我效能」有「獲得良好名聲」及「自我認知為專家」

的意涵在裡頭；Wasko & Faraj(2005)認為使用者之所以去貢

獻知識，是因為察覺到貢獻知識可以提升其專業的形象與地

位，因此產生動機在網路上貢獻其有價值的個人知識。他們

的另一篇研究則指出，一個人有動機去貢獻知識，是因為對

智慧的追求與解決問題是有挑戰性或有趣的，所以他們喜歡

幫助他人(Wasko & Faraj, 2000)。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當中，本研究歸納出影響虛擬社群成

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個人動機因素有：  

一.聲譽：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及過去實證研究指出，聲譽

是一個重要因素促使個人極積參與虛擬社群，個人希望透過

分享個人有價值的知識，以便在虛擬社群當中提升自己的地

位及形象。 

二.樂於助人：個人願意在虛擬社群幫助他人，可能因為其本

性使然，又或者是認為解決他人的問題是有趣且富有挑戰性

的，因此促使他們願意在虛擬社群上與其他人進行知識交流。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作

者首先提出論述主題，接著針

對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個人

動機，整合相關研究討論，並

指出理論與實證研究中相呼

應的地方，最後歸納兩點重要

因素。 

歸納/總結，作者從各種理論

和實證研究結果的對比和討

論之後，研究者歸納出虛擬社

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個人

動機因素，主要分為「聲譽」

和「樂於助人」兩點。而從文

獻討論、比較、歸納的這兩點

因素，也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

探討面向。 

比較，從不同研究中得出的結

論，抽象出其主要意涵，從更

高一層角度，看出文獻所提結

果，有何相關的地方，有助於

概念的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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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旨在分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如何建立起文獻間、文獻與研究之間的關

聯，透過文獻的連結來呈現研究獨特的視角與關切，以及從文獻的思考和心智運

作中，是否產生創新閱讀現象。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首先依據文獻回顧的結

果建立編碼架構與編碼表，並在研究過程中反覆修正。研究以定量、定質的方式

進行內容分析，在定量方面，分析採次數分配，分析五篇碩士論文文獻回顧中，

觀察到的回顧類型使用、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現象之次數分配情形，

並製作分配表詳細呈現；在定質方面，第四章分析各篇論文文獻回顧中，論述的

建立情形，依各面向來歸納文獻回顧書寫的特性，提出看法與解釋，第五章針對

(p.17, lin.22~p.19, lin.1-10) 

段落編號：01_2-4-S 

    第二章第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的回顧，整節都是對相關實徵

研究的回顧，最後小結的部分，作者從國內外相關實徵研究中，歸納出國內外研究的

主要差異，並比較國內外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研究的差異，指出國內研究的深度不足，

在使用者組織網站內容與分類標籤命名的心智模式仍缺乏。如此，由相關實徵研究的

回顧，歸納、比較，帶出國內研究的缺乏，指出自己的研究將怎麼彌補研究缺口，支

持研究的重要性與合理性。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01_2-4-S)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 

歸納國內外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的研究，可看出國內外

研究的主要差異。國外研究多半採用卡片分類法瞭解網站使

用者對網站內容組織架構的心智模型及其分類標籤的命名方

式，且在部分研究中更進一步將受試者分為專家受試者與一

般使用受試者，以瞭解其中的差異。而國內對於圖書館網站

資訊架構的研究多採用使用性測試去瞭解使用者想法，在圖

書館網站組織與分類標籤系統上僅指出網站的問題或使用者

的滿意程度，而未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組織網站內容與分類

標籤命名的心智模式。故本研究擬從瞭解使用者組織與命名

的認知，透過卡片分類法調查圖書館網站使用者的心智模

式，以期能藉由瞭解使用者的認知來提高網站內部的尋獲

度，供圖書館網站重新規劃或改版時的參考。 

(p.59, lin.10-19) 

 

 歸納/總結，作者從國內外相關

實證研究中，歸納出國內外研究

的主要差異。 

比較，由國內外圖書館網站資訊

架構研究的差異，指出國內研究

的深度不足，在使用者組織網站

內容與分類標籤命名的心智模

式仍缺乏。 

創新閱讀：指出研究缺口，由相

關實證研究的回顧，歸納、比

較，帶出國內研究的缺乏。 

自己研究立場，指出自己的研究

將怎麼彌補研究缺口，文獻回顧

的結果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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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面向的觀察結果，加以歸納說明、解釋與舉例。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

建議。研究實施流程如圖 3-6-1所示。 

 

 

 

 

 

 

 

 

 

 

 

 

 

 

 

 

 

 

 

 

 

 

 

 

 

 

 

 

 

 

 

 

圖 3-6-1研究流程圖 

  

修正 

【研究工具信度檢定】 

編碼者間討論與共同編碼 

搜尋與選擇研究樣本 

【構製研究工具】 

構製「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架構」

與「觀察記錄表」 

【進行研究編碼】 

分析 5篇碩士論文文獻回顧、共 106個分析單位 

【研究分析撰寫】 

採定量、定質的內容分析 

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究觀察結果形成「碩士論文文獻回

顧研究編碼表」 

反覆修正 

擬定研究題目、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進行文獻收集與文獻回顧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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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各案例分析結果 

    本章分別說明各案例分析的結果，包括案例一至案例五文獻回顧類型的使用、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的運用、文獻回顧論述邏輯的情形、以及文獻回顧中是否產生

創新閱讀現象。對各案例結果的描述，佐以圖表呈現，並使用文本實例作說明與

驗證。 

第一節 案例一分析 

    案例一的研究題目為「以卡片分類法分析大學圖書館網站架構」，以下簡稱

案例一。案例一中，第一章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部分，作者使用一段「脈絡型」

的論述鋪陳，來闡述研究動機的合理性與重要性；第二章文獻分析的部分，第一

節與第二節大多數使用「定義型」的回顧，來對相關定義、概念與應用作描述與

解釋；第三節為卡片分類法的說明與做法回顧，作者使用的主要回顧類型為「方

法論」；第四節為對相關實徵研究的討論，本研究亦將此類文獻回顧，歸類為「脈

絡型」的回顧。案例一文獻回顧各面向次數分配簡表見表 4-1-1，各面向的關連

見表 4-1-2。 

    案例一第一章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部分，作者使用一段「脈絡型」的論述鋪

陳，來闡述研究動機的合理性與重要性，在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作者有

次序的鋪陳論述，由廣而小，先從研究背景的陳述，來描述研究背景的大圖像，

漸而指向自己研究的重點，並指出國內使用卡片分類法研究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

之缺乏，以支持進行以此方法研究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重要性，「脈絡型」的

論述鋪陳見表 4-1-3，「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01_1-1)。 

    案例一中「脈絡型」的文獻回顧除了第一章緒論的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之外，

還有第二章第一節的第四項「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01_2-1-4)的論述，以及

第二章第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01_2-4-1~9)的回顧。作者在

「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的討論中，使用「脈絡型」的回顧來對相關文獻中所

指出的問題與觀點，做論述說明，舉出許多相關學者的看法和實徵研究，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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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使用「歸納/總結」心智策略，總結觀察結果，並引用學者的觀點來加以述

說與支持。然而在此段論述中，論述方式以作者為線索，而非以概念為線索，如

此陳述呈現「文獻之間缺乏關聯」的現象，見表 4-1-4，「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

(01_2-1-4)。在第二章第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的回顧上，為

一節對相關實徵研究的回顧，本研究將之歸類為「脈絡型」，作者回顧國內外的

相關實徵研究，然而作者於每一個研究分別描述其對像、實施方法、研究結果等，

最後於第四節的小結才簡單地歸納、比較與總結，如此陳述方式，在文獻回顧過

程中，使相關文獻之間缺乏關聯，見表 4-1-4，「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

之舉例(01_2-4-1, 01_2-4-2, 01_2-4-8, 01_2-4-9)。 

    案例一第二章文獻分析的部分，「定義型」的回顧占多數，使用在以下幾部

分：第一節「資訊架構」一至三項，作者探討資訊架構的意義、網站組織架構、

分類標籤命名的方式，找尋相關學者提出之觀點和相關研究；第二節「資訊架構

研究」作者探討資訊架構研究的方式，針對網站資訊架構研究蒐集相關文獻，從

使用性和尋獲度兩方面對相關文獻加以敘述，提出了相關評估方式和面向；第三

節「卡片分類法」的前言部分，作者解釋卡片分類法的來源領域、目的與意義，

此亦為「定義型」回顧。然而這些「定義型」的回顧中，在論述邏輯上，以「文

獻堆砌」的回顧段落佔大多數，作者僅陳列相關文獻，並無加以整合與組織，亦

無說明與研究的關係。作者將相關文獻列出，各學者之間的觀點有何異同？可加

以分類嗎？歸納總結出什麼訊息？對研究有何幫助？這些作者並沒有思考。心智

策略上，缺乏對文獻的加工、思考整理，無分析、比較、分類、歸納之心智策略

運用，亦無說明從文獻中可總結出什麼與研究有關的訊息。案例一中呈現「文獻

堆砌」的「定義型」的回顧舉例見表 4-1-5，「資訊架構概述」(01_2-1-1)、「組織

結構」(01_2-1-2-2)、「分類標籤系統」(01_2-1-3)、「[從使用性(Usability)的概念

進行網站分析前言]」( 01_2-2-1-P)。而在第二章中，「網站內部尋獲度」(01_2-2-2-2)

這一段「定義型」回顧，為「整合論述」的「定義型」回顧，作者使用「分類/

歸納」的心智策略，從三方面聚集文獻說明，最後對相關文獻提到的方法加以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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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敘述(歸納/總結)，並說明自己研究的立場(自己研究立場)，見表 4-1-6。 

案例一第三節為卡片分類法的說明與做法回顧，作者使用的主要回顧類型為

「方法論」，作者解釋卡片分類法的來源領域、目的與意義，並從項目清單、受

試者、資料分析三方面去敘述卡片分類法的實施規劃。但作者僅聚集文獻陳列敘

述，在說明上呈現「文獻堆砌」現象，並無心智策略運用，亦無說明使用這些文

獻和研究有何相關，只在第三節的最後有一小結來簡述文獻回顧結果，見表 4-1-7

方法論回顧之舉例(01_2-3-1, 01_2-3-S)。 

在「創新閱讀」的觀察，第二章第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

的回顧，一整節為對相關實徵研究的「脈絡型」回顧，每一個研究分別描述，最

後作者使用一個小結，來歸納、比較回顧結果。作者從國內外相關實徵研究中，

歸納出國內外研究的主要差異，並比較國內外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研究的差異，

指出國內研究的深度不足，在「使用者組織網站內容與分類標籤命名」的心智模

式仍缺乏。如此，由相關實徵研究的回顧，歸納、比較，帶出國內研究的缺乏，

指出自己的研究將怎麼彌補研究缺口，支持研究的重要性與合理性。在此為經過

「脈絡型」回顧之後帶出的新想法，「指出新的研究缺口」，透過對相關實徵研究

的歸納、比較而產生，見表 4-1-4，「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01_2-4-S)。 

    總結來說，案例一使用的回顧類型以「定義型」最多(12/18次)，其次是「脈

絡型」(3/18次)，與「方法論」(3/18次)。在心智策略上使用較少(10次)，顯示

作者缺乏對文獻中心意義的思考，以及文獻之間的比較與整合，在文獻回顧中大

多聚集與陳列文獻，亦無說明使用這些文獻和研究有何相關。在此案例中，使用

最多次的心智策略為「歸納/總結」(4/10次)，並在一些總結之後說明「自己研究

立場」(4/10次)，此外「比較」與「分類/歸納」的策略各使用 1次。在論述邏輯

上，「文獻堆砌」的回顧段落站大多數(10/15段)，在這樣的回顧段落，作者聚集

相關學者提出之觀點和相關研究，但僅陳列出相關文獻提出了什麼，哪一位學者

的研究中說了什麼，論述次序以作者為線索，並非以概念為線索；有些回顧段落

最後有加以總結，但相關文獻間缺乏連結，內文組織上，有文獻陳列的現象，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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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獻間缺乏關聯」的回顧(2/15段)；「整合論述型」的回顧在案例一中有 1

段。各面向次數分配簡表見表 4-1-1。 

    「定義型」回顧為案例一中最多數的回顧類型，由圖 4-1-1「案例一中文獻

回顧類型、論述邏輯關係圖」中可見此分布情形，然而其中「文獻堆砌」的論述

邏輯占多數。由圖 4-1-2「案例一文獻回顧類型長條圖與次數分配」可見各類型

的分配情形，案例一中出現三種類型的回顧，最多的是「定義型」(11次)，其次

是「脈絡型」(3次)與「方法論」(3次)；而其中第一章緒論的部分使用了 1次「脈

絡型」回顧，其餘的類型皆為在第二章文獻分析所使用，回顧類型在文獻回顧章

節位置的分配，見圖 4-1-4。案例一中心智策略的使用較少，僅有 10次，其中「歸

納/總結」使用的最多(5次)，其次是「自己研究立場」(4次)，「比較」與「分類/

歸納」各使用 1次，由圖 4-1-3「案例一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可見心智策略分布情形。在論述邏輯上，案例一「文獻堆砌」的論述邏輯占多數

(10/16次)，由圖 4-1-4「案例一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可見論述

邏輯分布情形。 

表 4-1-1案例一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次數分配簡表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第

一

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

問題陳述 

脈絡型(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整合論述(1段)  

第

二

章 

 

文

獻

分

析 

第一節 

資訊架構 

脈絡型(1次) 

定義型(4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

(1段) 

文獻堆砌(4段) 

 

第二節 

資訊架構研

究 

定義型(7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整合論述(1段) 

缺乏回扣論述主

題(2段) 

文獻堆砌(2段) 

 

第三節 

卡片分類法 

定義型(1次) 

方法論(3次) 

歸納/總結(1次) 文獻堆砌(4段)  

分析面向 
回顧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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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圖

書館網站資

訊架構之相

關研究 

脈絡型(1次)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

(1段) 

指出新的研究

缺口(1次) 

面向總計 18次 10次 16段 1次 

 

表 4-1-2案例一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之關連 

 論述邏輯 段落 回顧主題 心智策略 創新閱讀 

脈絡型 

(3次) 

整合論述 

 

01_1-1 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文獻間缺乏

關聯 

 

01_2-1-4 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

戰 

歸納/總結(1次)  

01_2-4 

 

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

之相關研究 

  

前言/小結

部分 

01_2-4-S [圖書館網站資訊架

構之相關研究小結]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指出新的

研究缺口

(1次) 

定義型 

(12次) 

整合論述 

 

01_2-2-2-2 網站內部尋獲度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缺乏回扣論

述主題 

 

01_2-2-1-1 專家導向評估法   

01_2-2-1-2 使用者導向評估法   

文獻堆砌 

 

01_2-1-1  自己研究立場(1次)  

01_2-1-2-1 組織體系   

01_2-1-2-2 組織結構   

01_2-1-3 分類標籤系統   

01_2-2-1-P [從使用性的概念進

行網站分析前言] 

  

01_2-2-2-1 網站外部尋獲度   

01_2-3-P [卡片分類法前言]   

前言/小結

部分 

01_2-2-P [資訊架構研究前言]   

01_2-2-2-P [從尋獲度的概念進

行網站分析前言] 

  

方法論 

(3次) 

文獻堆砌 

 

01_2-3-1 項目清單   

01_2-3-2 受試者   

01_2-3-3 分析方式   

分析面向 

回顧類型 



 

前言/小結

部分 

01_2-

說明：部分章節有前言或小結段落，其中仍有心智策略使用現象

言/小結部分」表示。 

 

圖 4-1-1

 

圖 4-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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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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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脈絡型
定義型

2
2次

1次 1次

脈絡型, 3

定義型, 12

歷史型
0

2

4

6

8

10

12

14

文獻回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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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 [卡片分類法小結] 歸納/總結(1

其中仍有心智策略使用現象，但無法歸類於某一類型或論述邏輯

1案例一文獻回顧類型、論述邏輯關係圖 

 

 

脈絡型 

定義型 

歷史型 

缺口型 

方法論 

重要型 

理論型 

總計 

2案例一文獻回顧類型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整合論述

文獻間缺乏關聯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文獻堆砌

方法論

整合論述

文獻間缺乏關聯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文獻堆砌

7次

3次

2次

歷史型, 0
缺口型, 0

方法論, 3

重要型, 0
理論型, 0

文獻回顧類型

(1次)  

但無法歸類於某一類型或論述邏輯，則以「前

 

 

 3 次 

 12次 

 0 次 

 0 次 

 3 次 

 0 次 

 0 次 

18次 

 

整合論述

文獻間缺乏關聯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文獻堆砌



 

圖 4-1-3 案例一文獻回顧

 

圖 4-1-4 案例一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圖 4-1-5 案例一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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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型 定義型 歷史型

分析/評論, 
0

比較, 0

分類

0

1

2

3

4

5

6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整合論述, 
2

文獻間缺

乏關聯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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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1 
2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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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文獻回顧類型章節位置分配長條圖 

 

 

分析/評論

比較 

分類/歸納

歸納/總結

自己研究立場

總計 

案例一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整合論述 

文獻間缺乏關聯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文獻堆砌 

總計 

案例一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第一章

第二章

歷史型 缺口型 方法論 重要型
理論型

分類/歸納, 
1

歸納/總結, 
5

自己研究

立場, 4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文獻間缺

乏關聯, 2

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2

文獻堆砌, 
10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0 

0 
0 

0 0 
0 

0 
0 

0 

3 

 

 

評論 0次 

0 次 

歸納 1次 

總結 5次 

自己研究立場 4 次 

10次 

案例一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2 段 

文獻間缺乏關聯 2段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2 段 

 10段 

16段 

案例一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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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案例一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的論述鋪陳--脈絡型回顧 

段落編號：01_1-1 

    在第一章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的部分，為脈絡型的回顧，作者有次序的鋪陳論述，由廣而

小，先從研究背景的陳述，來描述研究背景的大圖像，漸而指向自己研究的重點，次序為：網

路普及與圖書館網路服務的重要性；圖書館網站上的資訊該如何分類、標示、及呈現等有關資

訊組織的思維之重要性；尋獲度概念的提出，以及網站尋獲度的意義與重要性；網站資訊架構

對網站建構品質的重要性；網站評估的研究中，使用者導向的方式可幫助評估，卡片分類法即

為使用者導向的一種方式；卡片分類法對網站資訊架構研究的適用性和重要性；指出國內使用

卡片分類法研究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缺乏，以支持進行以此方法研究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

重要性。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 

    大學圖書館是以服務大學師生為主要目的，其功能為支

援學術研究、教學及推廣服務，並適度地開放供社會大眾使

用，而各大學圖書館是依其學校之教育宗旨，蒐集、組織和

運用資料。伴隨著網際網路及電腦的發展，數位形式載體逐

漸取代紙本的今日，大學圖書館的服務已從實體延伸到了虛

擬世界，各大學圖書館莫不建立屬於自己的網站。透過網站

提供服務，讓使用者也能透過網際網路查取其所需的資料。

根據教育部大專院校名錄，扣除各學院及專科學校後，目前

國內公私立大學共有 94 所，其各校圖書館網站建置的比例已

達到 100%，顯示大學圖書館藉由網站作為其服務延伸的模

式，以極為普遍。此外，由周欣鶯(民 90)與林瑞玉(民 91)的

研究中也可發現讀者連上圖書館網站頻率已高於親自到館使

用頻率，顯示讀者透過圖書館網站使用其服務與資源之情形

已相當普遍。 

    在網際網路如此發達的今日，大學圖書館網站已經成為

圖書館與其使用者溝通的重要橋樑。圖書館網站的建立讓使

用者能不囿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而得以使用圖書館所提供的

資源。但一個優良的圖書館網站並不是塞滿資訊或服務即

可，更應讓每一網頁內容為使用者瞭解且易於使用。因此，

圖書館網站上的資訊該如何分類、標示、及呈現等有關資訊

組織的思維是相當重要的，這些也都是幫助圖書館圓滿達成

服務及溝通目的之重要關鍵。因為這不僅決定了使用者是否

能夠找到所需的資訊，更影響使用者對圖書館整體服務的滿

意程度，及再度利用圖書館網站的意願，亦影響使用者對大

學圖書館的整體評價。(謝寶煖，民 93) McGills與 Toms(2001)

也指出，在數位環境中，圖書館網站是虛擬的公眾代言人，

也相當於圖書館的大門、標誌、資源示意圖、館藏、服務和

 

 

透過實際統計數字，和實證研究，

證實圖書館網路服務之普及，以及

使用者透過圖書館網站使用服務與

資源之普遍情形。由使用之普及支

持圖書館網路服務研究之重要性。 

透過文獻，支持圖書館網站上的資

訊該如何分類、標示、及呈現等有

關資訊組織的思維之重要性。 

脈絡型回顧，作者有次序的鋪陳論

述，由廣而小，先從研究背景的陳

述，來描述研究背景的大圖像，漸

而指向自己研究的重點。 

論述邏輯上，論述的鋪陳有次序，

由廣泛而逐漸指向自己的研究，每

一段主題之間有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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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過電腦科技與網際網路，圖書館將其服務從實體延伸

至虛擬的世界，隨著資源與服務快速地增加，圖書館網站所

涵蓋的內容也不斷地擴充，圖書館網站已漸漸趨向一個資訊

種類繁多、特徵多樣、資訊異質性高且分佈廣泛的大型網站。

圖書館網站的內容就像實體的圖書館一樣豐富，在實體的圖

書館中，圖書館員利用分類編目來整理數以萬計的紙本資

料，而在虛擬的圖書館網站中為了要提供使用者快速地找到

所需資料，也需要規劃其網站的內容組織方式，讓使用者能

夠很快地找到所需的資訊。 

    Morville(2005a)提出尋獲度(Findability)的概念，他認為

在網路世界中，可以預期的是透過網網際網路，人們可以在

任何時間與地點找到任何人或資訊，所以網站尋獲度就會變

的相當重要。尋獲度係指被找到的能力，即網站被找到的能

力及網站提供使用者查找所需資訊的能力。所謂網站被找到

的能力是指使用者透過搜尋引擎查找資訊時，網站在網頁搜

尋排名的位置，排名越前面表示被點選的機率越高，即網站

尋獲度越高。而網站提供使用者查找所需資訊的能力是指使

用者在某網站中是否容易找到其所需的資訊，網站的組織分

類架構是否有助於使用者查找資訊。 

    為了幫助使用者能更便捷地找到所需的資訊，美國建築

師 Wurman 在 1976 年首次提出了資訊架構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的概念，他認為透過創建資訊架構或地圖的形

式，讓資訊能從複雜繁瑣到簡單明晰，使得資訊能更便捷地

被使用者使用。(戴玉美、劉元芳，民 94)圖書館學家 Rosenfeld 

和 Morville(2002)認為透過對資訊空間的結構性設計能讓任

務的完成更容易，且對資訊的存取更直接。而 Wang, Hawk 與 

Tenopir(2000)在研究使用者尋找網路資源的行為中，發現網

站設計者應該強化網站的組織架構，因為使用者掌握網站組

織方式與有效地找到所需資訊具有高度相關性。再者，藍素

華(民 90)針對大學圖書館網站的研究中也指出大學圖書館網

站使用者對於網站資訊架構和內容標示對建構優質網站之重

要性，有高度認同感。由此可知，資訊架構對網站而言是相

當重要的，因為有效的資訊架構可提高網站的尋獲度。大學

圖書館網站涵蓋內容豐富，且已是使用者使用圖書館一個很

重要的管道，故圖書館網站是否可以幫助其使用者快速地找

到所需資訊是圖書館應該重視的問題。對大學圖書館網站而

言，資訊架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除了在建置圖書館網

站時應規劃一個適用的資訊架構之外，圖書館為持續維持網

站的品質，更應該定期評估圖書館網站，以求能持續地提供

資訊架構概念的提出，以及相關學

者和實證研究指出，網站資訊架構

對網站建構品質的重要性，可提高

網站資訊的尋獲度。對大學圖書館

網站的建構和評估，網站資訊架構

是重要的關注議題。 

相關學者的觀點，以及相關實證研

究，證實資訊架構對網站而言是相

當重要的，有效的資訊架構可提高

網站的尋獲度。 

尋獲度概念的提出，以及網站尋

獲度的意義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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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最佳的服務。 

    在資訊架構的研究中，採行使用者導向的評估方式可瞭

解使用者的想法，並可幫助網站設計者消弭與使用者認知之

間的落差，建構出更符合使用者想法的網站。而其中透過卡

片分類法可以幫助網站設計者瞭解使用者的心智模式，揭開

使用者通常在腦中默默編組、排序及替內容訂名稱的方式。 

(Rosenfeld & Morville, 2002) Zimmerman(2002)指出卡片分類

法提供一個分析方式可提高網站整體性的組織架構，網站組

織與分類標籤應依據使用者想法進行規劃，透過有效的網站

組織與分類標籤可幫助網站導覽與檢索，可讓網站更容易使

用。Fuccella(1997)認為卡片分類法的分析結果可以作為網站

組 織 架 構 的 建 議 ， 並 作 為 調 整 架 構 的 依 據 。 再 者 ，

Deaton(2002)、Palmer(1988)、Hudson(2005)等學者也認為透

過卡片分類法可以瞭解使用者組織資訊的方式，並可做為規

劃網站架構重要的參考依據。一個符合使用者想法的網站架

構可幫助使用者快速地找到所需資料，而透過有效的網站組

織與分類標籤可幫助網站導覽與檢索，可讓網站更容易使

用、更容易查找資訊。 

    目前國內針對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的研究並不多見，也

未曾有研究者採行卡片分類法分析網站資訊架構。有鑑於

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文獻探討瞭解卡片分類法之實施過程、

成效及國外相關研究之成果，並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網站為例，實際執行卡片分類法研究，以深入瞭解使用者組

織網站內容及標籤命名的方式與現行網站架構之差異，並希

冀能透過卡片分類法可提高網站之尋獲度，且對現行圖書館

網站資訊架構提出改善建議。 

 

表 4-1-4 案例一脈絡型回顧的舉例，以及其中心智策略的運用 

段落編號：01_2-1-4 

   作者在「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的討論中，使用脈絡形的回顧來對相關文獻中所指出的問

題與提出的觀點做論述說明。作者舉出許多相關學者的看法和實徵研究，然而論述以作者為線

索，並非以概念為線索，如此陳述方式各文獻之間較缺乏關聯，有文獻陳列的現象。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 

    網站設計中最常出現的問題為設計者與使用者間的想法

存有落差，而讓使用者在使用網站時感到不便。以電子商務

網站為例，研究發現 62%的線上消費者會在一次查詢失敗後

就放棄，且有 42%會改到實體商店購買。同時許多調查也發

現公司員工若無法有效掌握其公司網站中的資訊，則會導致

 

 

網站評估的研究中，使用者導向的

方式可幫助評估，卡片分類法即為

使用者導向的一種方式。許多實證

研究也證實，卡片分類法在網站資

訊架構研究上的效度。 

提出使用者導向的評估方式，對資

訊架構研究的重要性，可幫助網站

設計者消弭設計者與使用者之間

認知的落差。卡片分類法即為使用

者導向的資訊架構研究方法，引以

文獻與許多學者之解釋，支持卡片

分類法對研究網站資訊架構的適

用性和重要性。 

指出國內使用卡片分類法研究圖

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缺乏，以支持

進行以此方法研究圖書館網站資

訊架構之重要性。 

然此處研究者的結論，並無引用相

關文獻或數據來支持和證明。在其

文獻回顧的第四節有指出國內分

析的缺乏，然研究者可在緒論的部

分提出，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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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下降、士氣低落等負面效應。(Toub, 2000)圖書館網站

可說是圖書館服務的延伸，幫佔使用者在網站中快速且便捷

地獲取其所需資訊是相當重要的。圖書館網站的組織與分類

標籤系統是否符合期待、是否是易於使用的，對於圖書館網

站的利用率是有影響深遠的。 

    顏端武與蔣琳(民 94)認為好的網站設計應結構合理、技

術先進、頁面簡單美觀、使用者使用方便，一個良好的結構

能使使用者者容易找到自己所需的資訊。杜佳與朱慶華(民

93)也指出網站的組織系統是網站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也

是建立導覽系統與標籤系統的基礎。分類體系為使用者提供

了一種對網站資訊進行全局瀏覽的頂層框架，其目標是將網

站內容分解成不同的範疇以方便使用者理解、認識，由此進

入其所感興趣的內容。一個好的分類體系可以幫佔使用者較

容易並快速地到其所需要的資訊。Faiks和 Hyland(2000)認為

一個有意義的組織架構在系統設計與使用者滿意程度上扮演

著重要角色，故瞭解使用者對組織資訊的心智模式是相當重

要的。藍素華(民 90)對國立臺灣大學網站資訊架構使用性與

使用者滿意度進行調查時，發現雖然七至八成的使用者認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網站架構尚稱易於使用，但仍有使用者

反應，網站的「架構繁複」、「細的分類不是很清楚」、「分類

多但不清楚」，使用者仍希望網站的「結構層次可再簡明親近

些」、「架構以簡馭繁」，讓「架構清楚」地呈現出來。而藍素

華更指出如何整合所有的資訊服務，讓使用者能直覺地知道

他要的服務或資源在哪裡，是所有網站設計者面臨的問題。 

    由上述諸多研究結果可知，網站組織系統及分類標籤系

統的成敗與滿足使用者需求及提高網站尋獲度高度相關，但

同時也指出建構出一個完善的組織系統與分類標籤系統相當

困難，Rosenfeld 與 Morville(2002)認為從四個角度可以瞭解

其困難度： 

1. 語言的模糊性(Ambiguity)：分類是以語言文字來表現

的，而語言具有模糊性、一字多義或一義多字的特性，

故相同的詞彙對於不同人而言會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2. 異質性(Heterogeneity)：異質性是指某一種東西或一群東

西是由不相同的部分所組成的。網站的高度異質性會造

成其不易被組織成結構化的架構。但大部分的網站都具

有高度異質性的特質，以圖書館網站為例，其中就包含

了資料查詢 Ε線上服務 Ε網路資源等不同資源或服務。 

3. 不同觀點的差異性(Differences in perspectives)：以每個人

為自己電腦內的文件夾命名為例，每個人都有一鞽自己

論述邏輯上，「文獻間缺乏關

聯」，於此段承接上一段的描述，

舉出許多相關學者的看法和實證

研究，然而論述以作者為線索，

並非以概念為線索，如此陳述方

式各文獻之間較缺乏關聯，有文

獻陳列的現象。 

歸納/總結，總結論述觀察結果，

並引用學者的觀點來加以述說從

哪些角度瞭解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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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命名方式，而且相同的東西在不同人的觀點

看來也有可能會放入不同的文件夾。以大學圖書館網站

為例，電子書在不同圖書館網站下被歸入不同的類別之

下，如表 2-1-3 所示。而網站建構者對於網站的組織與

分類標籤系統具有直接的影響力，若要設計出對使用者

可用且好用的組織與分類標籤系統，網站建構者必須跳

脫以自己為中心的模式，從使用者角度去思考。 

4. 內部的文化(Internal politics)：組織內的政治文化也有可

能會影響到組織架構的模式。 

(p.19, lin.3~p.20) 

段落編號：01_2-4-1, 01_2-4-2, 01_2-4-8, 01_2-4-9, 01_2-4-S 

   案例一的第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作者回顧國內外的相關實徵研究，為脈絡

型的回顧，然而作者於每一個研究分別描述其對像、實施方法、研究結果等，最後於第四節的

小結才簡單地歸納、比較與總結，如此陳述方式各文獻之間較缺乏關聯，有文獻陳列的現象。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第四節 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 

 

(01_2-4-1) 

一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一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一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一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Turnbow 等人(2005)於 2003年為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重

新規劃其圖書館網站。舊版圖書館網站問題在於標籤無法幫

佔使用者查找資訊、網頁用語不一致、圖書館各單位自行規

劃其網頁導致整個圖書館網站缺乏一致性。此外，舊版圖書

館網站是以圖書館組織架構來設計，而非以使用者查找資訊

的角度來設計。基於以上原因，該校圖書館欲將舊版網站進

行改版。除了在圖書館網站掛上問卷進行調查，以瞭解圖書

館網站的使用者的使用情形、遭遇的困難等之外，還採用卡

片分類法規劃其新版網站的組織架構。研究者將圖書館網站

的內容、服務詳細列於 76 張卡片，並邀請 40 位受試者進行

實驗。每位受試者必須在一個小時內，將 76 張卡片分類並給

予類目名稱。研究者將受試者分類結果輸入統計軟體 SPSS

進行資料分析，並將卡片分類法分析結果作為網站組織的初

始架構。在經過上述研究步驟，研究團隊依據初步調查結果

設計出圖書館網站的原型，用於進行最後一個調查研究。該

研究的最後步驟為給予使用者任務，並在其完成任務後進行

訪談，同時將受試者進行任務時的行動完全紀錄下來，這項

研究在於能夠獲得使用者立即的回饋，可瞭解潛在的問題。 

(p. 51, lin.18-24~p.52, lin.1-9) 

 

 

 

論述邏輯上，「文獻間缺乏關

聯」，作者於每一個研究分別描述

其對像、實施方法、研究結果等，

最後於第四節的小結才簡單地歸

納、比較與總結，如此陳述方式

各文獻之間較缺乏關聯，有文獻

陳列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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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_2-4-2) 

二二二二 康乃爾大學康乃爾大學康乃爾大學康乃爾大學 

    Faiks 與 Hyland(2000)在 1999 年為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CUL)網站進行評估規劃，康乃爾大學欲將圖書館網站的

Gateway Help重新規劃以期能夠更便於使用者查找利用。他

們認為一個有意義的組織架構在系統設計與使用者滿意程度

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故計畫以卡片分類法來瞭解使用者對

組織資訊的心智模型。透過卡片分類法的研究可以提供系統

或網站設計者在設計系統或網站前一個網站組織架構全面性

的思考，並且也可在實際規劃時做為參考的依據，以避免規

劃者自身的偏頗。 

    其研究步驟為邀請 12 位受試者將 50 張列出 Gateway 

Help 主題的卡片加以分類。研究者將受試者分類結果依據主

題彼此間的關係給予分數，0 分表示沒有分入同類、1 分表示

分入相關類目、2 分表示分入同類，但此類與其他類皆無相

關、3  分表示分入同類且與他類有相關性。透過群集分析，

將受試者分類結果進一步分析，並以樹狀圖呈現主題彼此間

的關係。透過此項研究，提供康乃爾大學圖書館規劃其

Gateway Help架構的參考。 

(p.52, lin.10~23) 

 

(01_2-4-8) 

八八八八、、、、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大學 

    藍素華(民 90)透過問卷調查法與網站 log 流量分析對國

立臺灣大學網站資訊架構使用性與使用者滿意度進行調查。

其從畫面設計、資訊架構、內容標示、瀏覽與檢索四個構面

來進行討論。在資訊架構方面，有七成八的使用者覺得臺大

圖書館網站的架構尚稱清楚簡明，七成七的使用者覺得臺大

圖書館網站資訊組織方式具邏輯性與層次感，八成左右的使

用者覺得臺大圖書館網站的架構讓人容易理解與使用。但仍

有使用者反應，網站的「架構繁複」、「細的分類不是很清楚」、

「分類多但不清楚」，使用者希望網站的「結構層次可再簡明

親近些」、「架構以簡馭繁」，讓「架構清楚」地呈現出來。從

該研究可知網站資源與資源、服務與服務之間沒有恰當的架

構以簡馭繁地將網站資訊內容完整呈現，有些較為特殊的服

務，深藏於各項服務之下，讀者不易推知網站內有哪些寶貴

的資源可供使用。她也認為如何整合所有資訊服務，讓使用

者很直覺地知道他要的服務或資源在哪裡，確實是所有網站

設計者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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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站內容標示使用者認知調查中，顯示使用者對臺大

圖書館網站資訊內容標示的經驗在「資訊內容遣詞用字簡明

易懂」、「服務項目名稱前後一致」、「網站服務項目名稱一看

就能明白」三大項中，給予較高評分。不過仍有使用者反應

希望網站畫面「文字要易懂」，最好能將「專有名詞換成淺顯

易懂一點的字」。在網站內容標示上，藍素華更進一步提出建

議，她認為網站資訊內容標示宜明確易懂，並建議網頁內容

標示以簡短為宜，因為使用者習躍於瀏覽資訊，而不是閱讀

資訊。 

    蔡維君(民 94)再度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網站進行使用

性評估，研究中發現網站內容的分類組織可再改善，讓使用

者能夠更直覺、更清楚地從首頁找到可選擇的路徑，以提高

使用者滿意度。研究顯示受試者之所以對圖書館網站感到相

當不滿意的原因在於臺大圖書館網站首頁項目過多，對於首

次使用的使用者而言，並不容易上手。受試者在使用性測試

過程中曾提及利用臺大圖書館網站查詢經驗多為失敗，而首

頁項目過多導致無法快速尋得所需項目，都可能是對圖書館

網站滿意度偏低之原因。在其對使用者進行使用性測試任務

之後，歸納出七大點對圖書館網站的意見，可提供圖書館網

站設計者參考。其中在組織系統中，她指出使用者認為首頁

設計舒適美觀，但項目過多會影響使用效率。首頁中項目過

多是受試者最常提及的缺點，受試者認為圖書館網站理應提

供相當豐富的資訊，但若能將相關項目歸納整理，簡化首頁

上的項目數量，將更有佔於網站使用者尋找所需資訊。 

(p.56, lin.20~p.58, lin.1-3) 

 

(01_2-4-9) 

九九九九、、、、國內大學圖書館網站國內大學圖書館網站國內大學圖書館網站國內大學圖書館網站 

蕭佳祥(民 92)透過問卷調查法針對國內 39所大學圖書館

網站進行使用者介面設計評估。透過文獻分析法收集使用者

介面之相關研究，並從中選擇出重要的設計要素，彙整出一

鞽適合大學圖書館網站使用者介面的設計原則及指引，以作

為網站使用者介面的評估表。同時針對國立中興大學的學生

進行問卷調查，了解使用者對網站使用者介面的使用滿意程

度。此外，為避免使用經驗造成認知及差異變因，該研究將

受試者分為兩組：有經驗的使用者及沒有經驗的使用者，並

分別比較兩組受試者的調查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大學圖書館

網站使用者介面符合設計原則的程度屬於中上程度，在各使

用者介面原則的得分大部分均達 3 分以上，顯示各大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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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網站之建置皆達普遍符合設計原則的水準，亦即大部分的

網站皆符合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而在使用者經驗上，僅有

部分大學圖書館網站使用者介面設計原則會因為使用者經驗

變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其歸納出的大學圖書館網站使用

者介面評估原則中，直覺性評估原則是指邏輯性組織，即邏

輯性的組織介面資訊，呈現給使用者組織良好的階層式資訊

架構，而不是隨便給連結的介面。另外，在簡單明瞭評估原

則中提到專業術語，他認為應避免使用難懂之設計隱喻或是

避免太多專業術語。 

(p.58, lin.4-20) 

 

(01_2-4-S)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圖書館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 

歸納國內外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的研究，可看出國內外

研究的主要差異。國外研究多半採用卡片分類法瞭解網站使

用者對網站內容組織架構的心智模型及其分類標籤的命名方

式，且在部分研究中更進一步將受試者分為專家受試者與一

般使用受試者，以瞭解其中的差異。而國內對於圖書館網站

資訊架構的研究多採用使用性測試去瞭解使用者想法，在圖

書館網站組織與分類標籤系統上僅指出網站的問題或使用者

的滿意程度，而未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組織網站內容與分類

標籤命名的心智模式。故本研究擬從瞭解使用者組織與命名

的認知，透過卡片分類法調查圖書館網站使用者的心智模

式，以期能藉由瞭解使用者的認知來提高網站內部的尋獲

度，供圖書館網站重新規劃或改版時的參考。 

(p.59, lin.10-19) 

 

表 4-1-5 案例一呈現文獻堆砌的定義型回顧 

    以下舉文本中四個定義型回顧的例子，來說明案例一中定義型回顧，並說明在這些回顧段

落中，作者較缺乏文獻的加工與思考，呈現文獻堆砌現象。 

段落編號：01_2-1-1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資訊架構概述資訊架構概述資訊架構概述資訊架構概述 

    資訊架構(Information Architecture)可譯為資訊結構(蔡維

君，民 95)、資訊建築(歐立偉，民 90)、信息構建、信息空

間構建、信息建築學、信息構築、信息空間構築、信息構築

體系(賈惠芳，民 95)，本研究採用資訊架構一詞。美國建築

師 Wurman 於 1976 年首次提出資訊架構的概念，他指出透

過資訊架構可將資訊簡單明晰地呈現給使用者，以便於使用

 

 

歸納/總結，作者從國內外相關實

證研究中，歸納出國內外研究的主

要差異。 

 

比較，由國內外圖書館網站資訊架

構研究的差異，指出國內研究的深

度不足，在使用者組織網站內容與

分類標籤命名的心智模式仍缺乏。 

 

創新閱讀—指出新的研究缺口，由

相關實證研究的回顧，歸納、比

較，帶出國內研究的缺乏，指出研

究上哪些部分可以再進一步研究。 

 

自己研究立場，指出自己的研究將

怎麼彌補研究缺口，文獻回顧的結

果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自己研究立場，指出文獻中的名詞

用法，並說明該研究中所統一採用

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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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快速地取用。(戴玉美、劉元芳，民 94)Wurman所提出

的資訊架構概念在其後二十多年間並未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

討論，直到 1996年 Rosenfeld與 Morville(2002)重新提出資訊

架構的概念，才被學術界逐漸重視。Rosenfeld和 Morville 為

資訊架構做了明確的定義，他們認為資訊架構為：  

1. 資訊系統中，組織、歸類、以及瀏覽體系的組合結構。 

2. 資訊空間的結構性設計，讓任務的完成更容易，對資訊

內容的存取更直接。 

3. 一種設計網站和企業網路結構分類與藝術的科學，可以

協佔尋找資訊並予以管理。 

4. 一種新興的實務學科和社群，目的是將設計與架構的原

則帶進數位領域中。 

    ……(部分內容省略)Balke(2007)認為一個擁有完整資訊

架構的網站就像一個編排良善的資料櫃，反之，則像一個堆

滿文件的書桌，需要耗費許多時間從中找到想要的文件，甚

至，根本不想花費時間去尋找。因此，如何讓使用者能在網

站中快速地找到其所需的有用資訊，便成為了網站設計者在

設計規劃一個網站時最重要的思考方向。 

    Rosenfeld 與 Morville(2002)將圖書館與網站相比較，他

們指出圖書館內收藏的資訊種類複雜且數量繁多，不過雖然

圖書館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但藉由訓練良好的專業人員運

作，去幫讀者選擇、評估、歸類、描述、架構、以及組織各

類書刊，可以幫佔讀者找到他們所需的資料。圖書館和圖書

館員為其館藏增加價值的方式，就是透過一個設計良好的組

織架構來管理這些資訊，如：杜威十進分類法、美國國會圖

書館分類法，透過這些組織架構來簡化使用者取得這些館藏

的途徑。為網站決定資訊組織方式的目的也類似於此，由網

站設計者規劃出一個良好的組織方式，幫佔簡化使用者取得

網站內容的途徑。雖然圖書館與網站在許多面向上有著相當

大的差異，如表 2-1-1 所示，但讓使用者快速找到所需資料

都是其主要的目標。 

    Toub(2000)認為資訊架構是建構與組織資訊環境以幫佔

人們有效地滿足其資訊需求的藝術與科學，他同時指出分析

及 評 估 網 站 資 訊 架 構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Institute(2006)則將資訊架構定義為：  

1. 資訊環境中的結構設計 

2. 組織與標示網站、企業網路、軟體的藝術與科學，用

以提高使用性與尋獲度  

3. 一個著重在設計與建構數位環境的實踐領域 

定義型回顧，舉出國內外相關學

者對資訊架構的定義，以及對網

站資訊架構重要性之說法。 

論述邏輯上，為「文獻堆砌」，僅

陳列相關文獻，並無加以整合與

組織，亦無說明與研究的關係。

作者將資訊架構定義的相關文獻

列出，各學者之間的觀點有何異

同？可加以分類嗎？歸納總結出

什麼訊息？對研究有何幫助？這

些作者並沒有思考。 

心智策略上，缺乏對文獻的加

工、思考整理，無分析、比較、

分類、歸納之心智策略運用，亦

無說明從文獻中可總結出什麼與

研究有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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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強和曾民族(民 92)認為資訊架構是關於如何組織資訊

以幫佔人們有效實現其資訊需求的一門藝術與科學，它是一

個包括調查、分析、設計和實施的應用領域，涉及資訊系統

的組織、瀏覽、標識和檢索機制，其目的是幫佔人們更成功

地找到和管理資訊。而周曉英(民 91)則認為資訊架構是組織 

資訊與設計資訊環境、資訊空間或資訊體系結構，以滿足需

求者的資訊需求的一門藝術與科學。馬費成與姜婷婷(民 92)

認為資訊架構是資訊系統內組織、分類標籤、導覽與檢索體

系設計的總和，為幫佔使用者查找資訊內容並完成任務而進

行的資訊空間結構設計、為幫佔人們查找、管理資訊而對網

站進行構造與分類的藝術和科學，並是一門將建築設計引入

電腦資訊領域的新興學科和行業。 

    再者，呂豔麗(民 95)也提出關於資訊架構的意見，她認

為資訊架構涉及的領域很廣，包括網站設計、圖書館與資訊

科學、使用性工程、市場營銷學、計算機科學等。除此之外，

她更提到資訊架構可提高圖書館網站資訊利用率、優化網站

點的資訊空間，維持網站資訊生態平衡、提高使用者與圖書 

館的交互性、加強使用者對圖書館的依賴性和信任感等方面

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p.8, lin.10~p.11, lin.1-7) 

段落編號：01_2-1-2-2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是定義使用者在瀏覽時的主要方式，一般而言

大型網站皆會混用多種組織結構，因為每一種組織結構都有

其優缺點，透過混用多種的互補方式，可以幫佔使用者更容

易地找到所需的資料。 

    Rosenfeld 與 Morville(2002)將組織結構區分為三種：階

層式、資料庫式、超文字式。由上而下的階層式結構提供簡

單且明瞭的方式來組織資訊，階層式結構之設計應讓使用者

能快速瀏覽所有類別並找到所需資訊，淺而寬或窄而深階層

式組織結構皆不利於使用者查找資訊，例如圖 2-1-1 為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舊版網站首頁，在設計上屬於寬而淺之結構，

對使用者而言必須從 20 個大類中選擇所需。窄而深的組織結

構則以圖 2-1-2 現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網站主要項目

區之圖書館導覽類別為例，對使用者而言必須點選五次才可

找到業務統計的資訊。資料庫式的架構則是採取類似關聯性

資料庫的設計方式，適用於內容結構性與同質性高的網站，

而資料庫式由下而上的組織方式更有利於資料的管理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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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超文字式結構則是高度非線性的，透過隱藏於文字段落

中之連結可幫佔使用者連接到相關資訊，一般而言，超文字

式通常並不是主要的組織結構，其多半用於補足階層式或資

料庫式在設計的不足之處，如圖 2-1-3 所示，在現行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網站中也採行超文字式幫佔使用者連結至

相關資訊。 

    Lynch 與 Horton(2002)將組織結構分成三種：循序式

(sequences)、階層式(hierarchies)、蛛網式(webs)，如圖 2-1-4

所示。組織資訊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循序式網站架構，循序式

可依資料的年代順序、字母順序、或從資訊的一般性到專業

性去組織資訊，其方式為透過固定且線性的組織方式。循序 

式組織結構經常用於教育訓練的網站，透過此種組織結構可

讓使用者瀏覽資訊的模式是從簡單到專業的資訊。而部分較

複雜的網站，雖然是採用循序式網站架構，但是其網頁也能

夠連結一個以上的網頁。階層式的組織結構適用於組織複雜

的資訊，依據某分類標準加以分類，可由主頁連接到許多的

子頁，且每個子頁可再各自連接到其子頁。對大部分的使用

者而言，階層式的組織結構是較熟悉的，類似超級市場排放

商品的方式，所以在瀏覽上較為方便。蛛網式的組織結構為

模仿人類聯想式的思考模式，允許使用者依據其獨特模式來

瀏覽網站。雖然這樣的架構方式在單一網頁有多種連結路

徑，但卻容易讓使用者迷失在網站中，故此種網站僅適用於

受過訓練的人士來使用。 

    Hunt(2006)則將網站組織結構區分為六種，分別為單一

界面模式(All-in-one)、扁平模式(Flat)、索引模式(Index)、軸

輻式(Hub-and-spoke pattern)、絕對階層式(Strict hierarchy)、

多維階層式(Multi-dimensional hierarchy)，如表 2-1-2 所示。 

    吳華閔(民 88)指出雖然有許多類型的網站架構，或是看

似複雜、似乎是屬於蛛網狀架構的網站，但是其基本架構仍

然是屬於線性式架構及階層式架構兩種。例如多重線性架構

便是由數個線性架構搭配一個階層架構而成；而蛛網式架構

雖然連結方式不規則，但是細分其各個部分，仍然可以將其

拆解成線性架構與階層架構的組合，只是組合方式較為複雜

而已。 

(p.12, lin.4~p.17, lin.1) 

段落編號：01_2-1-3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分類標籤系統分類標籤系統分類標籤系統分類標籤系統 

    分類標籤的命名是一種表達方式，網站設計者使用標籤

 

 

定義型回顧，舉出國內外相關學

者所提對組織結構的分類。 

論述邏輯上，為「文獻堆砌」，僅

陳列相關文獻，並無加以整合與

組織，亦無說明與研究的關係。

作者將資訊架構定義的相關文獻

列出，各學者之間的觀點有何異

同？可加以分類嗎？歸納總結出

什麼訊息？對研究有何幫助？這

些作者並沒有思考。 

心智策略上，缺乏對文獻的加

工、思考整理，無分析、比較、

分類、歸納之心智策略運用，亦

無說明從文獻中可總結出什麼與

研究有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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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代表網站上許多的資訊，並將其作為指引使用者到達所需

資訊的捷徑，在建構一個網站時，最困難的工程之一就是該

使用哪些詞彙來為分類標籤命名。Rosenfeld與 Morville(2002)

指出標籤之目的為有效地溝通訊息，並透過標籤將組織系統

和導覽系統清楚地展現給使用者。Rosenfeld和 Morville 認為

基於以下幾個原因，網站設計者應重視標籤命名：  

1. 使用者不喜歡浪費太多時間去猜測網站設計者標籤所代

表的意思，越簡單易懂越好。 

2. 標籤是網站設計者敘述或表達其組織、內容或產品的訊

息，如果網站標籤設計不夠專業或不清楚，會影響使用

者對此網站的信心或是造成使用者的誤會。 

3. 許多網站使用專業的行話或術語，並沒有以使用者為中

心，沒有從使用者的觀點來思考何種標籤對使用者而言

是易於瞭解使用的。 

    對網站而言，標籤形式共有兩種：文字型(Textual)和圖

示型(Iconic)。雖然網站的本質是以視覺為主，但文ڗ型標籤

較常被使用，其原因為圖示型標籤所要表現的意涵是否能夠

符合使用者想法是較困難的，故多數的網站並不會只依賴圖

示型標籤，而會出現圖示型標籤跟文字型標籤並存的情況。  

    Rosenfeld 和 Morville(2002)將文字型標籤細分為四種，

分述如下：  

1. 情境式連結(Link labels)：為指向其他網頁中大塊資訊的

超連結。例如圖書館網站中經常出現的「館藏資源」、「電

子資源」、「圖書館導覽」等。 

2. 導覽系統的標籤：常用的如 Main、Home、Search、News

等。作為導覽系統的標籤在同一網站中只能有一種意

思，不然容易造成使用者的混淆。此外，設計時需注意

網站中是否使用一致的標籤(Home v.s Home Page)。 

3. 標籤做為索引術語：網頁內容數量較大的網站經常會使

用索引術語做為其標籤。此方式的優點是支援瀏覽與幫

佔搜尋引擎增加文件的檢索效率，例如：Metadata、HTML 

的標籤。 

4. 將標籤作為標題：有時標籤也會被使用在文件之中，作

為一個文字的連結標籤，但必須注意的是標籤應為有意

義的，是能夠給予使用者線索的。而此種方式最大的缺

點為文件中的文ڗ連結是較不易被察覺的。 

    Toub(2000)認為標籤是內容物件的名稱或圖示，例如網

頁標題或是類別名稱。標籤應具有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與

有效性(Effectiveness)。不同的標籤可用於表達相同的概念，

定義型回顧，舉出國內外相關學

者所提對分類標籤系統的說明。 

論述邏輯上，為「文獻堆砌」，僅

陳列相關文獻，並無加以整合與

組織，亦無說明與研究的關係。

作者將資訊架構定義的相關文獻

列出，各學者之間的觀點有何異

同？可加以分類嗎？歸納總結出

什麼訊息？對研究有何幫助？這

些作者並沒有思考。 

心智策略上，缺乏對文獻的加

工、思考整理，無分析、比較、

分類、歸納之心智策略運用，亦

無說明從文獻中可總結出什麼與

研究有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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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設計者必須決定使用何種標籤才可切合使用者想法。再

者，呂豔麗(民 95)認為若要提高標籤的有效性，應考慮使用

者的語言偏好和作業習躍，使某個特定標籤有效地表達所代

表的含意。由於同一標籤在不同的情況下代表不同的資訊，

對某些標籤應配以簡短的文字描述和界定，讓使用者能正確

理解標籤的內容。杜佳與朱慶華(民 93)則認為在網站所有級

別的資訊組織中標籤是很重要的，因此對於它的使用需要 

給予特別關注。一般來說，一個標籤應既能提供大量的資訊，

又能透過簡明、清晰的文字來描述其所隱含的內容。此外，

他們更進一步指出可由三個面向來檢視分類標籤是否合適：  

1. 可理解性：標籤所表達的內容能讓使用者理解的程度。

可理解性直接影響使用者對網站的瞭解程度。  

2. 表達的準確性：標籤能否準確地反應其所指的內容。應

避免出現使用者點選某標籤進入頁面後發現根本不是標

籤所指示內容的情況。 

3. 一致性：在整個網站中表達同一內容所使用的標籤是否

保持一致。避免出現在網站中對於同一內容，用不同的

標籤表示。 

(p.17, lin.2~p.19, lin.2) 

段落編號：01_2-2-1-P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從使用性從使用性從使用性從使用性(Usability)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前言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前言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前言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前言] 

Shackel(1991)從使用者、任務、工具與環境四個面向來

解釋使用性，他認為使用性是系統能讓人們容易且有效地使

用的能力。而 Dumas與 Redish(1993)認為使用性是指使用者

使用產品時可以快速地、容易地完成任務。再者，國際標準

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1998)對使用性的定

義為一個產品被特定使用者在特定情境中，有效地、有效率

地、滿意地達到指定目標的程度。魏澤群(民 94)則認為網站

使用性(作品中譯為優使性)是一種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

念，其設計重點在於讓網站的設計能夠符合使用者的習躍與

需求，以期讓使用者在瀏覽的過程中不會產生壓力或感到挫

折，並能讓使用者在使用網站時，能用最少的努力發揮最大

的效能。 

    Dumas與 Redish(1993)認為使用性評估是指用系統性的

方法去觀察真正的使用者在使用系統或產品完成其任務時，

系統或產品的使用對於使用者而言是困難還是容易的。他們

認為在使用性評估中皆會包含以下幾個部分：  

1. 使用性評估的目的在於改善使用性 

 

 
定義型回顧，對什麼是從使用姓的概

念進行網站評估與分析進行說明。 

論述邏輯上，為「文獻堆砌」，僅陳

列相關文獻，並無加以整合與組織，

亦無說明與研究的關係。作者將資訊

架構定義的相關文獻列出，各學者之

間的觀點有何異同？可加以分類

嗎？歸納總結出什麼訊息？對研究

有何幫助？這些作者並沒有思考。 

心智策略上，缺乏對文獻的加工、思

考整理，無分析、比較、分類、歸納

之心智策略運用，亦無說明從文獻中

可總結出什麼與研究有關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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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試者應為系統真正的使用者 

3. 受試者應完成正式的任務  

4. 研究者必須觀察且紀錄下受試者的行為與言論  

5. 分析資料以找出使用性的問題，並且進一步提出改進的

建議  

    Genius(2004)指出網站經常使用的使用性評估方法可分

為專家導向評估與使用者導向評估兩種，其中包含了網站使

用紀錄分析(Analysis of site usage logs)、認知演練法(Cognitive  

walkthrough)、啟發式評估法(Cognitive walkthrough)、卡片分

類法(Card sorting)、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s)、問卷調查法

(Questionnaires)、使用者測試(Usability testing)。 

(p.22~p.23, lin1-9) 

 

表 4-1-6 案例一整合論述的定義型回顧 

段落編號：01_2-2-2-2 

   在「網站內部尋獲度」的回顧上，為「定義型」的回顧，作者於第一段先說明論述主題，並

舉出相關獻的說法。在評估網站組織系統與標籤系統的分析方式上，作者使用「分類/歸納」的

心智策略，由 Toub(2000)所提分析方式歸類分為三方面，並從這三方面聚集文獻說明。最後對

「網站內部尋獲度」的方法加以總結敘述，並說明自己研究的立場。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網站內部尋獲度網站內部尋獲度網站內部尋獲度網站內部尋獲度 

    對網站而言，網站內部尋獲度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因

為低尋獲度無法讓有用的資訊被發掘使用，而透過高結構性

的架構則可提升網站內部尋獲度。網站內部尋獲度是指當使

用者在某網站中，是否易於在該網站中找到所需的資訊，或

是網站幫佔使用者發掘資訊的能力。Rutkowski(2001)指出尋

獲度是指網站是否可以讓使用者找到其所需的。White(2003)

認為網站內部尋獲度在網站使用者介面設計中並不是一個明

顯 可 見 的 元 素 ， 而 且 也 經 常 被 遺 忘 。 但 網 頁 親 和 力

(Accessibility)與可移動性(Mobility) 卻是力基於尋獲度。此

外，Th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Institute(2006)在對資訊架構

的定義中也提到網站內部尋獲度的概念，該組織認為資訊架

構為組織與標示網站、企業網路、軟體的藝術與科學，其目

的是在增加使用性與尋獲度。再者，Warfel(2001)也認為好的

資訊架構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尋獲度。 

    網站內部尋獲度為系統或網站讓其使用者可以找到其所

需的能力，其增加的最佳方式為瞭解系統或網站目標使用者

的心智模式。系統或網站目標使用者的心智模式是使用者組

織 資 訊 的 心 智 模 式 以 及 所 瞭 解 的 詞 彙 的 綜 合 。

 

 

先說明論述主題，接著舉出文獻

中的說法。 

定義型回顧，列舉出文獻中所提

「網站內部尋獲度」的方法有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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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ville(2005b)指出人們會用許多不同的方式標示與組織網

站中的資訊，加上語意與結構的模糊性，故造成網站內部尋

獲度的困難。對使用者而言，網站內部尋獲度是在使用網站

尋找資訊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透過規劃一個有效的資訊架

構可以提高網站內部的尋獲度，而瞭解使用者組織與分類標

籤的想法則是提高網站內部尋獲度的方式。 

    Toub(2000)認為網站的組織系統與分類標籤系統的分析

方式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首先在網站組織系統上，他認為

可從網站內容分類或歸類是否有連貫性或完整性進行研究，

從相似的物件是否置於同一類目之下、類目重疊的程度、以

及子類目是否具有象徵性與代表性三個面向來分析網站組織

系統是否在尋獲度上對使用者而言是有利的。再者，他認為

情境式連結標籤是指用於表示概念的名稱或圖示，同樣的概

念可使用不同的名稱或圖示表示，對於使用者而言，標籤必

須具有可預測性與有效性，才可以引導使用者到其所需的資

訊，所以也必須瞭解使用者對於網站標籤的認知。綜合上述，

評估網站組織系統與標籤系統的分析方式有以下幾個方式：  

1. 相似的物件是否置於同一類目之下：卡片分類法(Card 

sorting)……(部分內容省略) 

2. 類 目 重 疊 的 程 度 (Problema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categories) ……(部分內容省略) 

3. 子類目是否具有象徵性與代表性……(部分內容省略) 

4. 使用者對情境式連結標籤的認知……(部分內容省略) 

    從以上文獻可發現網站內部的尋獲度是網站滿足其使用

者需求的一個重要概念。從資訊架構的角度來說，分析組織

系統與分類標籤系統是提高網站內部尋獲度的捷徑。另外從

文獻分析可知，卡片分類法除了可用於評估網站使用性，更

有多位學者認為卡片分類法是分析評估網站組織與分類標籤

系統最佳的研究方法，因為透過卡片分類法可以幫佔網站設

計者瞭解網站目標使用者心智模式，而網站設計者透過瞭解

網站目標使用者的心智模式，便可知道其查找與組織資訊的

方式，並可進一步藉此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網站資訊架

構。然後透過有效的資訊架構，便可以提高網站內部的尋獲

度。本研究目的在於提高大學圖書館網站內部的尋獲度，期

望可以幫佔使用者更有效地找到所需資訊，希望透過卡片分

類法進行網站組織系統與分類標籤的研究，以期能規劃出有

效的資訊架構，達到提高網站內部尋獲度的目標。 

(p.28, lin.8~p.32) 

 

分類/歸納，由 Toub(2000)所提分

析方式歸類分為三方面，並從這

三方面聚集文獻說明。 

歸納/總結，對「網站內部尋獲度」

的方法加以總結敘述。 

自己研究立場，指出與自己研

究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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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案例一方法論的回顧舉例 

段落編號：01_2-3-1, 01_2-3-S 

    在第三節，作者解釋卡片分類法的來源領域、目的與意義，並從項目清單、受試者、資料

分析三方面去敘述卡片分類法的實施規劃。但僅聚集陳列敘述，在說明上呈現文獻堆砌現象，

並無心智策略運用，亦無說明使用這些文獻和研究有何相關，只在第三節的最後有一小結總結

文獻回顧結果。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根據過去文獻可知依據不同目的、受試單位的需求，在

卡片分類法的實施規劃上皆有不同的方式，以下分為項目清

單、受試者、資料分析方式三個面向進行討論： 

 

(01_2-3-1)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items)清單清單清單清單 

卡片分類法的第一步驟為列出一份完整的項目清單。

Deaton(2002)認為過多的項目會造成使用者無法歸納出一個

有效的架構。Rugg與 McGeorge(2005)則認為若要以統計方式

分析，項目至少需要 8 個。再者，Maurer與 Warfel(2004)則

認為 30 至 100個項目較好，因為少於 30 個項目無法將架構

完整呈現，而多於 100 個項目則太過費時，且容易造成受試

者因疲倦而無法完整地完成；除此之外，他們提出當受試者

對於項目的每一個概念有深入地瞭解時，可以允許使用 200

個以上的項目。Hahsler & Simon(2001)指出項目不該超過 100 

個，再者 Akerelrea與 Zimmerman(2002)也認為應將項目控制

在 75 至 100 個之內。許多研究者同時也指出在進行時可以

準備一些空白的卡片，讓受試者填入他們認為缺少的項目。 

    Ahlstrom和 Allendoerfer(2004)建議項目名稱應採用正式

名稱或受試者團體內部通用的詞彙，而且僅標示名稱就好，

因為加上解釋性的敘述，除了會讓實驗進行的速度變躌，也

容易影響使用者判斷。Robertson(2001)認為項目名稱應選擇

使用者易於理解的詞彙，必須避免錯誤或偏頗的敘述，並且

在建立清單時，最好由多人合作較佳，因為多人合作可以重

複檢視以確保項目清單是有意義且有效的。項目必須能真正

代表網站的內容，且項目間必須有足夠的相似性讓受試者分

類。在如何規劃出一份詳細且有效的項目清單上，部分學者

提出了一些可採用的方法。Hahsler與 Simon(2001)認為在為

一 個 網 站 建 立 項 目 清 單 時 可 以 透 過 統 一 資 源 標 示 符 號

(Universal Resource Identifier)、流量分析(Log files analysis)、

檢索詞彙分析(Analysis of search engine queries)、使用者調查

(Users survey)等方式。另外，Fuccella 與 Pizzolato(1998)則從

 

 

方法論回顧，作者解釋卡片分類法

的來源領域、目的與意義，並從項

目清單、受試者、資料分析三方面

去敘述卡片分類法的實施規劃。 

 

論述邏輯上，僅聚集陳列敘述，在

說明上呈現文獻堆砌現象，並無心

智策略運用，亦無說明使用這些文

獻和研究有何相關，只在第三節的

最後有一小結總結文獻回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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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卡片分類法的研究目的提出意見，他們認為如果是對一

個現行網站進行研究，可由研究者透過徹底分析網站來定義

項目。如果是建立一個新網站或改版時會新加入資料時，則

可透過焦點團體法 Ε探索式調查(Exploratory survey)、情境推

導測驗 (Scenario building exercise)、競爭討論 (Competitive 

review)等方法，定義出項目清單。 

(p.35, lin.12-22~p.36, lin.1-16) 

 

(01_2-3-S)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卡片分類法小結卡片分類法小結卡片分類法小結卡片分類法小結] 

    卡片分類法的所得結果可與原先網站的分類架構做比

對，若比對之後，原先分類架構與受試者邏輯有所不同，且

多數的受試者皆傾向於某種分類方式與分類名稱，網站設計

者則應考量是否要以此作為修改的依據。不同的受試者對某

部分的分類想法有明顯地分發時，應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以找

出原因，是否是因為卡片名稱不夠明確造成的。網站設計者

並不一定要完全依照受試者的分類方式作為其網站最後的架

構，因為在設計網站中，仍有其他需要考量的部分。但這樣

的測試結果仍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依據，它可以幫佔網站設計

者設計出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組織架構。 

(p.51, lin.9-16) 

 

第二節 案例二分析 

    案例二的研究題目為「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以下簡稱案

例二。案例二中，第一章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作者使用了「脈絡型」、「缺口

型」、「重要型」的回顧類型，來闡述研究動機的合理性與重要性；第二章文獻探

討的部分，以「脈絡型」與「定義型」為多數，另有兩部分作者說明「實際現況」。

案例二文獻回顧各面向次數分配簡表，見表 4-2-1，各面向的關連見表 4-2-2。 

    案例二第一章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闡述上，作者先使用「脈絡型」的回顧，將

研究置於整個研究背景的大圖像中，由遠而近，逐步指向自己研究課題的重要性，

圖書館應用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提供參考服務乃時勢所趨；圖書館除了掌握參考

服務本質外，將新興科技應用於參考服務中，以創造符合現代使用者習慣的服務

總結/歸納，於第三節「卡片分類

法」的討論最後，有一個小結，

總結文獻中得到的相關發現與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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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務之急的課題。接著從從研究現況中指出研究的缺乏，以及文獻中值得注意

的現象，來支持研究的重要性，與要彌補什麼缺口。其中作者指出公共圖書館數

位參考服務研究的重要，而作者的研究可以彌補目前公共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研

究上的缺乏，在此為理論上的重要性回顧，見表 4-2-3，02_1-1。 

    案例二中以「脈絡型」回顧居多，除了第一章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為整

合論述的脈絡型回顧，其餘的脈絡型回顧缺乏整合的論述，有文獻間缺乏關聯，

或缺乏回扣論述主題，以及文獻堆砌的缺點，其中包含「文獻間缺乏關聯」(6

次)、「缺乏回扣論述主題」(1次)、「文獻堆砌」(3次)。以「數位參考服務概況

前言」為例，作者彙整相關文獻，從文獻中呈現數位參考服務的實施概況與統計

數字，作者舉出國內外相關研究調查結果，說明國內外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的概

況，並在最後說明觀察所得結論，論述步驟有條理順序，但內文組織上呈現文獻

陳列現象，文獻間缺乏關聯，見表 4-2-4，02_2-3-P。再以「數位參考服務興起

之因」為例，作者彙整相關文獻，找出支持數位參考服務興起的原因，包括電子

資源、遠距教學、數位環境、圖書館網路服務趨勢等層面，使用「分類/歸納」

策略，從不同面向的考量，舉出四個數位參考服務興起的背景因素，然而從這些

文獻中歸納總結出什麼結論？與自己的研究有什麼關聯？在這一段回顧中作者

並沒有總結論述的動作，也讓讀者無法確定作者從回顧中得出什麼與研究相關的

發現、與該段回顧的主題有何呼應，在論述邏輯上，缺乏回扣論述主題，見表

4-2-4，02_2-1-2。 

    「定義型」回顧有 8次，「整合論述」與「缺乏回扣論述主題」各 4次。以

「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為例，作者彙整相關學者與組織對「數位參考服務」的

定義，並加以整合，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對相關文獻加以歸納整理，歸

納出重要結論，作為研究定義認知的基礎，見表 4-2-5，02_2-1-1。又以「數位合

作參考服務的定義與模式」為例，在這一段回顧中，作者彙整相關學者與組織對

「合作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並舉出文獻中所提的七種模式，然而在論述邏輯

上，缺乏總結論述的動作，讓讀者無法確定作者從回顧中得出什麼與研究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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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與該段回顧的主題有何呼應，這樣的回顧呈現「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的缺

點，見表 4-2-5，02_2-4-1。 

    除了「脈絡型」與「定義型」回顧之外，案例二在第二章文獻探討的部分，

有二個部分針對研究領域的實際情形，進行分析與整理，而此種回顧的方式與目

的，不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文獻回顧類型之內，本研究將之定義為「實際現況」的

回顧類型。例如案例二中，「縣市圖書館網站內容現況分析」的回顧，作者實際

觀察各縣市圖書館的網頁，從中歸納整理出圖書館施行數位參考服務的形式，歸

納為通訊管道、網路資源兩方面，見表 4-2-6，02_2-3-1。又如在「數位合作參考

服務發展現況」的回顧上，作者從文獻中所舉的七種數位合作參考服務規模中的

五種為架構，在這五種模式下，分別舉國內外合作數位參考服務的實例，引用、

彙整文獻加以說明，見表 4-2-6，02_2-4-3，然而在論述邏輯上，作者分別列舉各

國的例子，最後使用一小結歸納所觀察結果，缺乏案例間的比較與關聯，如此回

顧方式呈現「文獻間缺乏關聯」的現象。 

    總結來說，案例二中，以「脈絡型」(11/23次)與「定義型」(8/23次)的文獻

回顧類型居多，而在心智策略的使用上，作者使用最多的為「歸納/總結」(10/16

次)策略，在論述的最後加以總結述說重要結論或觀點。然而許多回顧的討論上，

雖有總結論述，但文獻間的敘述上有文獻陳列的現象，如此的缺點為「文獻間缺

乏關聯」，案例二中有些回顧段落呈現「文獻間缺乏關聯」(7/21次)、「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5/21次)、或「文獻堆砌」(3/21次)的現象。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

略、論述邏輯的分布情形，見圖 4-2-1~4-2-4。 

表 4-2-1 案例二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次數分配簡表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第

一

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與動機 

脈絡型(1次) 

缺口型(1次) 

重要型(1次) 

 整合論述(1次)  

分析面向 
回顧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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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第一節 

數位參考

服務的發

展 

脈絡型(1次) 

定義型(2次) 

分析/評論(1次) 

分類/歸納(2次) 

歸納/總結(1次) 

整合論述(2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1次) 

 

第二節 

數位參考

服務的建

置 

脈絡型(5次) 

定義型(4次) 

分析/評論(1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7次) 

整合論述(2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3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3次) 

文獻堆砌(2次) 

 

第三節 

數位參考

服務概況 

脈絡型(2次) 

定義型(1次) 

其他：實際現況(1

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3次) 

整合論述(1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2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1次) 

 

第四節 

數位合作

參考服務 

脈絡型(2次) 

定義型(1次) 

其他：實際現況(1

次) 

歸納/總結(2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2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1次) 

文獻堆砌(1次) 

 

面向總計 23次 19次 22次 0次 

 

表 4-2-2 案例二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關連 

 
論述邏輯 段落 論述主題 心智策略 創新閱讀 

脈絡型 

(11次) 

整合論述 02_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己研究立場(1

次) 

 

文獻間缺

乏關聯 

02_2-2-3-1-2 電子郵件在數位參

考服務的應用與相

關研究 

分析/評論(1次) 

歸納/總結(1次) 

 

02_2-2-3-2-2 即時通訊在數位參

考服務的應用與相

關研究 

歸納/總結(1次)  

02_2-2-4 推廣與行銷   

02_2-3-P [數位參考服務概況

前言] 

歸納/總結(1次)  

02_2-3-3 參考服務館員對於

數位參考服務的看

法與態度 

歸納/總結(1次)  

02_2-4-4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的相關研究 

歸納/總結(1次)  

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02_2-1-2 數位參考服務興起

之因 

分類/歸納(1次)  

分析面向 

回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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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堆砌 02_2-2-1 服務政策   

02_2-2-2 參考館員的專業知

能 

  

02_2-4-2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的優勢與問題 

  

定義型 

(8次) 

整合論述 02_2-1-1 數位參考服務的定

義 

歸納/總結(1次)  

02_2-1-3 數位參考服務的運

作形式 

分析/評論(1次) 

分類/歸納(1次) 

 

02_2-2-3-1-1 電子郵件的意義 歸納/總結(1次)  

02_2-2-3-2-1 即時通訊的意義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02_2-2-3-3 行動服務   

02_2-2-3-4 Second Life   

02_2-3-2 公共圖書館數位參

考服務相關資源 

  

02_2-4-1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的定義與模式 

  

缺口型 

(1次) 

整合論述 02_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己研究立場(1

次) 

 

重要型 

(1次) 

整合論述 02_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己研究立場(1

次) 

 

其他：實際

現況 

(2次) 

整合論述 02_2-3-1 縣市圖書館網站內

容現況分析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文獻間缺

乏關聯 

02_2-4-3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發展現況 

歸納/總結(1次)  

 

 

 

脈絡型 11次 

定義型 8次 

歷史型 0次 

缺口型 1次 

方法論 0次 

重要型 1次 

理論型 0次 

其他：實際現況 2 次 

總計 23次 

圖 4-2-1 案例二文獻回顧類型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脈絡型, 11

定義型, 8

歷史型

, 0

缺口型, 1
方法論

, 0

重要型, 1
理論型

, 0

其他：實際

現況, 2

0

2

4

6

8

10

12

回顧類型



 

圖 4-2-2 案例

圖 4-2-3案例二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圖 4-2-4案例二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0

2

4

6

8

10

分析/評論, 
1

比較, 0

分類

0

2

4

6

8

10

12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整合論述, 
6

文獻間缺

乏關聯

0

1

2

3

4

5

6

7

8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1 

10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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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文獻回顧類型章節位置分配長條圖 

 

 

分析/評論

比較 

分類/歸納

歸納/總結

自己研究立場

總計 

案例二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整合論述 

文獻間缺乏關聯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文獻堆砌 

總計 

案例二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第一章

第二章

, 0

分類/歸納, 
4

歸納/總結, 
10

自己研究立

場, 1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文獻間缺

乏關聯, 7 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5

文獻堆砌, 
3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0 
 

0 1 0 

0 
0 

1 0 

0 

2 

0 

 

 

評論 1次 

0 次 

歸納 4次 

總結 10次 

自己研究立場 1 次 

16次 

案例二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6 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 7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5 次 

3 次 

21次 

案例二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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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案例二中研究背景與動機的論述鋪陳 

段落編號：02_1-1 

    在案例二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闡述上，作者先使用脈絡型的回顧，將研究置於整個研究背景

的大圖像中，由遠而近，逐步指向自己研究課題的重要性，圖書館應用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提

供參考服務乃時勢所趨；圖書館除了掌握參考服務本質外，將新興科技應用於參考服務中，以

創造符合現代使用者習慣的服務是當務之急的課題。接著從從研究現況中指出研究的缺乏，以

及文獻中值得注意的現象，來支持研究的重要性，與要彌補什麼缺口。其中作者指出公共圖書

館數位參考服務研究的重要，而作者的研究可以彌補目前公共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研究上的缺

乏，在此為理論上的重要性回顧。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參考服務是圖書館重點工作，其業務的社會屬性強，與

讀者間的互動性高；歐美圖書館都將參考服務視為圖書館服

務中的主要角色。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與網路興盛、電子資源

佔圖書館館藏量的比例越來越高、使用者資訊需求與尋求行

為的改變，加上圖書館界重視使用者個人服務的潮流等因

素，使得傳統參考服務受到挑戰。  

由於資訊科技的興起和網際網路的盛行，使用者在日常

生活中與電腦網路已密不可分。根據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

中心所作之 2008年臺灣地區寬頻網路使用狀況調查顯示：臺

灣地區 12 歲以上民眾整體上網比例為 68.51%；在上網情形

方面，57.48%為搜尋資訊、46.78%為瀏覽網頁資訊。(註 1)

可見透過網路與數位方式來提供參考服務的環境已漸形成。  

近年來，網路和電子資源充斥，使用者習慣透過網路搜

尋引擎解決問題，並希望立即取得完整資訊與電子全文。加

上網路知識與經驗分享的流行風潮，提供資訊問答服務的網

站也不斷成長，如：2004 年 12 月在臺灣推出的「Yahoo!奇

摩知識+」等現象顯示，使用者已習慣運用滑鼠鍵盤點選，就

可即時、快速獲得答案與資訊的查詢方式。  

網路的興起與搜尋引擎的蓬勃發展，逐漸改變圖書館參

考資源與服務形態。參考資源媒體類型由紙本轉為數位，資

源主題由單一轉向多元；透過網路，館員所掌握的資源，不

再侷限於館內，而是全球且多樣性的各種參考資源。使用者

在查找資料方面，已習慣經由網路搜尋引擎查找並獲得所需

資源，對於圖書館傳統服務中，只能獲得資源位置指引的

OPAC 檢索系統和透過參考館員引導僅能得到一筆書目資料

的服務方式，已不再有耐心等待，相對地對於圖書館館員的

 

 

脈絡型回顧，使用者網路尋求

的普及，圖書館將新興科技應

用於參考服務的重要性。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作者

將研究置入研究背景環境的

大圖像中，由遠而近，逐步指

向自己研究課題的重要性，圖

書館應用網際網路與數位科

技提供參考服務乃時勢所

趨；圖書館除了掌握參考服務

本質外，將新興科技應用於參

考服務中，以創造符合現代使

用者習慣的服務是當務之急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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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程度也逐漸降低。  

由資訊科技對圖書館服務的實際影響和網路資源不斷快

速增加的情況可見，圖書館應用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提供參

考服務乃時勢所趨。如何保有參考服務的本質並應用新科技

來推行服務，成為圖書館的重要議題。傳統圖書館參考服務

是被動地等待使用者前來詢問問題，而現代圖書館除了要以

使用者為中心，也需思考以使用需求為導向的服務為何？參

考館員也應主動整理品質參差不齊的網路資源，透過網路資

源瀏覽與傳輸便利的優勢，做為參考服務的資訊來源。 

另一方面，在 Google 搜尋引擎與一些問答服務系統當

道的時代，有些人已開始質疑圖書館參考服務存在的必要

性。但事實上，使用者利用網路搜尋引擎查找資料，多半只

為找尋指引型或事實型的解答，而圖書館的參考服務則是包

含指引型、事實型、主題型和研究型問題。使用者面在對研

究型問題的同時，若只透過搜尋引擎或相關連結建立的主題

脈絡，並不一定能夠獲得所需；讓專業的參考館員針對自己

熟悉的專長領域，為使用者解答專業領域問題，即是圖書館

參考服務的珍貴所在。因此，圖書館除了掌握參考服務本質

外，如何建立一套架構，將新興科技應用於參考服務中，以

創造符合現代使用者習慣的服務是當務之急的課題。  

綜合以上所述，數位參考服務是圖書館在服務經營上的

重要發展方向。然而從過去國內研究可發現，有關數位參考

服務的相關主題多集中於大學圖書館，如：蘇小鳳的<大學圖

書館即時數位參考諮詢服務之使用者需求與態度>、<大學圖

書館夜間參考服務及館員之態度>、<大學圖書館即時數位參

考諮詢服務使用者隱私權政策初探>、<大學圖書館合作式即

時數位參考諮詢服務>和蔡碧芳的<我國大學圖書館數位參考

服務發展之研究>等文獻。在公共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的相關

研究中，僅有陳育佑<公共圖書館即時數位參考服務之使用行

為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與黃斐籃<網路問答服務系

統之研究：以台北市立圖書館線上參考服務系統與 Yahoo!奇

摩知識+為例>的碩士論文。由此可知，相較於大學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方面的研究相對缺乏。  

公共圖書館為地方的知識門戶，服務一般社會大眾所需

的資訊和知識，提供個人及社團終身學習、獨立思考、文化

發展的環境，其扮演蒐集和提供社區民眾有關生活和學習資

訊的角色，讓民眾保有公平使用資訊的機會，並擁有閱讀和

缺口型回顧 

(1) 由過去國內的研究發現，

公共圖書館方面數位參考

服務研究的缺乏。 

重要型回顧，在此作者指出公

共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研究的

重要，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彌

補研究上的缺乏，在此為理論

上的重要性回顧。 

承接以上脈絡型回顧，以下作者

從研究現況中指出研究的缺乏，

以及值得注意的現象，主要為缺

口型的回顧，論述邏輯上承續前

面的論述鋪陳，屬整合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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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資料的能力。因此，在人們普遍使用網路科技尋求資訊

服務的時代，公共圖書館該如何推行數位參考服務，相較於

其他類型圖書館更顯重要。  

臺北市立圖書館自 2005年起開始使用即時通訊系統，設

置「參考服務視訊櫃檯」，提供線上諮詢服務；2007 年更推

出「My Librarian 個人化資訊服務」。(註 2)但在圖書館不斷

努力運用新科技來提供資訊諮詢服務的同時，參考諮詢問題

的數量卻逐漸減少，(註 3)這其中的原因為何，實值得進一步

關切與探討。  

2005 年陳育佑在<公共圖書館即時數位參考服務之使用

行為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研究中表示，使用數位參

考服務的使用者，以學生族群所占比例為高，但使用者在使

用即時數位參考服務時，多只因為想嘗試新服務而使用，並

非有諮詢服務的需求。(註 4)面對此情形，圖書館該如何讓嘗

試新服務的使用者，進一步成為服務的忠實使用者，是圖書

館推行服務上所該思考的問題。其在研究中也建議，圖書館

應進行使用者行為與態度調查、對於即時數位參考服務應訂

定簡潔易懂的服務名稱、建立標準化的文字服務流程與完善

的回報管道；而參考服務館員也應加強線上參考諮詢的溝通

技巧。由上述可知，圖書館在積極推行數位參考服務同時，

仍應注意服務流程與內容等方面的完善。  

公共圖書館肩負著促進民眾終身教育與保存推動地方文

化資源的任務。相較於鄉鎮圖書館經費資源與專業人員的短

缺，縣市圖書館擁有較多的相關資源，在服務發展上更具潛

力並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本研究擬以縣市圖書館為範圍，

進一步瞭解縣市圖書館在數位參考服務上的面貌。在需要以

使用者為中心進行服務的時代下，數位參考服務如何立足傳

統本質並進一步變革創新？圖書館該如何突破詢問與答覆的

傳統窠臼，創造因應網路時代的數位參考服務？專業參考服

務人員需要何種技能以及擔任何種角色？圖書館是否該運用

館員以外的資源與人力，如聘請學科專家或退休教師，來提

昇參考服務的品質？本研究擬歸納相關措施方案，以做為未

來縣市圖書館與其他公共圖書館在推展數位參考服務方面之

參考。(p.1-3) 

 

  

(2) 由文獻中所指出之現實狀

況，發現矛盾之處，及值得

進一步探討的地方。 

(3) 由文獻中發現的現象與建

議，指出公共圖書館的數位

參考服務，仍有了解、推行

和評估的空間。 

自己研究立場，指出與研究的

關聯，研究想回答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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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案例二中不同論述邏輯之「脈絡型」文獻回顧段落的舉例，及其中心智

策略的運用 

    案例二中除了第一章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為整合論述的脈絡型回顧，其餘的脈絡型回

顧包含「文獻間缺乏關聯」(6段)、「缺乏回扣論述主題」(1段)、「文獻堆砌」(3段)，以下各舉

幾個段落為例，並說明其中使用的心智策略。 

I.  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 (文獻間缺乏關聯文獻間缺乏關聯文獻間缺乏關聯文獻間缺乏關聯) 

(1) 段落編號：02_2-3-P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數位參考服務概況前言數位參考服務概況前言數位參考服務概況前言數位參考服務概況前言] 

    由國內外數位參考服務發展顯示，國外數位參考服務興

起 於 1980 年 代 較 國 內 早 。 1984 年 五 月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ealth Sciences Library，嘗試使用該校電子郵件

服務系統 Electronic Mail Service 的管道，提供讀者影印、館

際互借、線上檢索、預約、續借等服務。(註 56)同年九月，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ealth Science Library at Baltimore 啟

用該校 Electronic Access to Reference Service系統，允許使用

者利用該系統提出參考問題、申請資訊檢索、申請期刊文獻

或圖書複印，以及推薦圖書等服務。(註 57)  

    直到 2000年代，Janes在 2001年進行美國 648所公共與

學術圖書館如何提供參考服務的調查中，發現 78.8%的圖書

館已使用 Email 進行服務，使用網頁表單形式之 Email 服務

者佔 46.6%，提供即時數位參考服務的圖書館則有 12.3%。(註

58) 2004年 Jay與 Webber調查英國 50 所公共圖書館利用網

際網路提供參考服務的情形，發現 60%的公共圖書館皆有利

用網際網路提供參考服務。(註 59) 2009 年 Bertot 統計國外

公共圖書館截至 2007 年止，有 62.5%提供數位參考服務。

由此可知，國外在數位參考服務推行的普遍程度。(註 60)  

    在國內由涂曉晴 1996 年針對大學圖書館研究調查顯

示，43.3%的圖書館設有 Email 帳號接收與回答使用者提出

之參考問題。(註 61)而後蔡碧芳在 2003年研究調查 65 所國

內公、私立大學數位參考服務的發展，55 所回覆館中有 

94.5%的圖書館已提供 Email 形式之數位參考服務，另以網

頁表單形式提供者佔 34.6%。(註 62)近期由洪郁棠 2007年調

查國內 97 所大學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情況的研究顯示，

78.3%的圖書館有利 Email帳號或表單形式 Email提供參考服

務，更有三間大學提供了即時性的數位參考服務，分別為國

立交通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與崑山科技大學。(註 63)但

 

 脈絡型回顧，彙整相關文獻，從

相關研究與調查中，呈現數位參

考服務實施概況與統計數字，瞭

解數位參考服務的發展概況。作

者是從數位參考服務的相關文獻

中，找出其發展脈絡與現象，並

從文獻回顧中，些微歸納出一些

訊息。 

在論述邏輯上，文獻間缺乏關

聯，作者舉出國內外相關研究調

查結果，說明國內外圖書館數位

參考服務的概況，並在最後說明

觀察所得結論。作者論述步驟有

條理順序，但內文組織上呈現文

獻陳列現象，文獻間缺乏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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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究者 2009年 5月 2 日的網頁調查顯示至今仍持續提供即

時數位參考服務的大學圖書館僅剩交通大學一所，可見國內

圖書館在推行數位參考服務方面仍存在著一些困難。  

    部落格百世經綸在「交大圖書館的數位參考服務」一文

中指出交大圖書館自 96 年 8 月起採用 MSN 做為參考服務的

工具之一，而根據 96 年 8 月至 12 月的使用調查發現，使用 

MSN 服務的使用者比例有逐漸上升趨勢，另一方面傳統參考

服務與數位參考服務使用比例也有逐年成長的趨勢，但在數

位參考服務方式中，電子郵件仍是最多使用者的使用管道。

(註 64)由此可知，國內仍有推行數位參考服務的空間存在。 

    2004 年莊健國針對臺灣地區圖書館參考服務的發展情

況，列出五大現象：(註 65)  

1. 真正提供參考諮詢的圖書館並不多 

    ……(部分內容省略) 

2. 諮詢服務量並不多 

    ……(部分內容省略) 

3. 實體櫃檯諮詢者以研究生及社會人士居多 

    ……(部分內容省略) 

4. 虛擬服務櫃檯諮詢者以大專學生居多 

    ……(部分內容省略) 

5. 網路讀者諮詢行為分析 

    ……(部分內容省略) 

    網路諮詢者年齡層以 18~25歲者居多，教育程度為大學

生，諮詢問題的性質，包括事實型與研究型問題，主題涵蓋

面非常廣泛，但約略可看出有一半以上是與學校作業有關。  

    綜合國內外大學與公共圖書館發展數位參考服務之情況

發現，我國大學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的推展正處於成長期，

而在公共圖書館發展方面則處於起步階段。研究者藉由網站

進一步觀察判斷各縣市圖書館提供哪些參數位考服務管道與

資源供使用者諮詢與使用，以瞭解未來數位參考服務發展的

可能性。(p.30-31) 

(2) 段落編號：02_2-4-4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相關研究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相關研究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相關研究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相關研究  

網路時代的圖書館參考服務，單一機構服務時間與專業

 

 

歸納/總結，觀察結論出有意義

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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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專長都有一定的限制，往往不能滿足使用者的高標準

需求，唯有整合圖書館的人力資源與館藏資源，才能繼續在

網路環境下服務使用者，提供全天候與即時性的參考諮詢服

務。(註 106)  

柯皓仁於 2004 年指出，隨著資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

數位參考服務必定會成為圖書館參考服務中的重要一環，而

數位參考服務發展將是同步與非同步相輔相成同時進行：即

時數位參考服務運用即時對談與共同瀏覽，可進行參考晤談

與及時回答較為簡易問題；E-mail 與網頁表單詢答方式則能

夠彌補圖書館開館時間的不足，並讓館員較有組織與充分時

間地回答參考諮詢問題。作者同時對臺灣公共圖書館實施數

位參考服務的方向指出四項建議：(註 107)  

1. 循序漸進 

   ……(部分內容省略) 

2. 共同建置知識庫  

     ……(部分內容省略) 

3. 共同建置網路資源  

……(部分內容省略) 

4. 推動聯合數位參考服務，實行問題轉介  

     ……(部分內容省略) 

尹倬指出大陸天津圖書館在 2005 年加入廣東省中山圖

書館的聯合參考諮詢網後，每日提供 14 小時線上即時通訊服

務，使得參考諮詢數量成倍增長，但仍有部分問題存在。(註

108) 

1. 當地使用者註冊人數仍少，反應天津圖書館對於聯合參

考諮詢網的宣傳仍不足夠。  

2. 受時間限制，諮詢館員沒有充裕時間查找紙本文獻，只

能依靠各種數位資源，問題回覆相對減短，特別是對一些

綜合性、專業性諮詢回覆的完整性較差。  

3. 由於設立圖書館及諮詢館員排行榜，一些諮詢館員為了

爭搶答題數量採取不正當手段，使得回覆諮詢有數量沒質

量。  

4. 館員與使用者的認知差異，使得回覆答案與使用者所需

相差甚遠，加上資料庫收藏有限，有些使用者需求資源圖

書館沒有收藏，而讓使用者無法得到所需資源。  

針對上述問題，作者同時提出相關建議，認為建立完善

聯合參考諮詢網，應具備以下要點：(註 109)  

脈絡型回顧，列舉出數位合作參

考服務的相關實證研究，了解現

況實施情形與回應。 

在論述邏輯上，文獻間缺乏關

聯，作者舉出相關學者提出的觀

點，並在最後歸納總結，但內文

組織上呈現文獻陳列現象，文獻

間缺乏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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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制定規章制度  

……(部分內容省略) 

2. 擴大合作範圍  

     ……(部分內容省略) 

3. 擴大服務範圍，吸引更多使用者使用聯合參考諮詢網  

   ……(部分內容省略) 

4. 合理配置豐富的資料庫資源  

     ……(部分內容省略) 

5. 選拔優秀人員作為參考諮詢館員，定期培訓保障諮詢服

務質量  

   ……(部分內容省略) 

6. 主動展開服務  

     ……(部分內容省略) 

綜合上述而言，合作式數位參考服務的價值與推行是備

受肯定的，但在合作服務的共識與議題方面，仍存在相當多

的問題。如：該怎麼進行合作？專業人員訓練？使用者相關

議題？服務品質的管理？參考問題的配送處理？電子資源的

版權議題？合作的推廣與行銷？圖書館間在軟硬體方面與專

業人員間如何配合，合作式服務上的政策與施行方式，皆是

值得討論的問題。 

(p.53-54) 

II.  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段落編號：02_2-1-2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數位參考服務興起之因數位參考服務興起之因數位參考服務興起之因數位參考服務興起之因 

    參考服務早期為圖書館協助使用者尋求資訊的服務，參

考館員可利用各種媒體與方式，回覆使用者的詢問和進行諮

詢。伴隨科技進步與網路興盛，加上商業界與圖書館界重視

使用者個人服務的潮流，圖書館參考服務試圖在原有的服務

方式外，新增數位方式，數位參考服務因而興起。除上述原

因外，尚有以下幾點因素：  

1. 傳統參考服務受到挑戰，圖書館尋求改變  

隨著數位環境形成，使用者希望不受任何系統、資源、

地域限制來提出問題，並能夠在網路上搜尋及利用相關

的資源和服務，以獲得可靠答案。圖書館原有的參考服

務方式已不能滿足使用者需求，因此造成參考服務內容

與方式的轉變。加上一些統計數字顯示圖書館參考問題

已有下降趨勢，圖書館開始思考一些結構性改變，數位

 

 

歸納/總結，作者總結相關結論，

並歸納幾點合作數位參考服務值

得探討的問題。 

脈絡型回顧，彙整相關文獻，支

持數位參考服務興起的原因，包

括電子資源、遠距教學、數位環

境、圖書館網路服務趨勢等層面。 

分類/歸納，從不同面向的考量，

舉出四個數位參考服務興起的背

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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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服務因而興起。(註 5)  

2. 遠距教學課程的興起  

許多大學院校發展遠距教學課程，老師與學生都不需到

學校上課，有些學生甚至身處國外，他們既不會到學校，

更遑論利用實體的圖書館，然而他們仍有尋求資訊的需

求，也同時會遭遇困難。對他們而言，圖書館網站即是

圖書館，此時參考服務不再是面對面的參考晤談，還需

增加新的服務方式以滿足讀者需求。(註 6)  

3. 館藏資源電子化  

2003年 OCLC 在「資訊媒體發展趨勢」(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on media)中提到，未來印刷式的圖書會

越來越少，POD書籍會持續成長，E-book會最受歡迎，

E-journal的使用量也會越來越高，視聽資料的 Video 也

會繼續成長。加上圖書館經費限制，採購圖書的數量逐

漸下滑，電子資源一直不斷增加，(註 7)數位資源的充實

有助於數位參考服務的落實。  

4. 網路資源的成長和各種線上資訊服務產生  

1990年代後期，電子資源服務進入網際網路線上資源時

期，圖書館資訊服務面臨相當的革命性改變。從資訊的

出版、包裝到傳輸；網際網路的出現，不單是加速處理

程序，其可擴及的點線面也已超過可想像範圍。對於可

掌握通訊管道的使用者來說，各種有價或無價的資訊均

可透過線上連線方式取得。(註 8) 

5. 配合不同的使用者特質提供不同的服務  

對於一些問題內容較敏感的使用者，可透過利用網路進

行參考諮詢並保持其匿名性，讓諮詢者可暢言其真正的

資訊需求。另有一些習慣夜間工作的研究者，也可透過

數位參考服務來滿足需求。  

    在數位化的時代裡為滿足讀者需求，圖書館必須把在傳

統圖書館時代裡所擅長對實體館藏的採訪、技術與提供資訊

服務等特點，拓展至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資訊服務，以達

到無牆圖書館的境界。當圖書館順應網路潮流朝向數位化邁

進的同時，數位參考服務的推行為其中重要元素之一，為善

用網路環境資源提供讀者高品質服務，圖書館數位化參考服

務已是當前發展趨勢，原因如下：(註 9)  

1. 時代的趨勢與潮流  

全球有 3000~4000 個圖書館提供即時數位參考服務。  

2. 即時互動性佳  

論述邏輯上，缺乏回扣論述主

題，作者整理、加工相關文獻，

但是從這些文獻中歸納總結出什

麼結論？與自己的研究有什麼關

聯？在這一段回顧中作者並沒有

總結論述的動作，也讓讀者無法

確定作者從回顧中得出什麼與研

究相關的發現、與該段回顧的主

題有何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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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時解決讀者困惑，提供互動性極佳的服務介面。  

3. 找回流失的 E 世代讀者  

網際網路的普及，圖書館流失讀者，參考諮詢問題相對

減少，引進即時數位參考服務或許能改變這種現象，重

新找回流失的讀者。  

4. 超越圖書館服務極限  

數位參考服務將傳統圖書館的服務提升至另一個新的境

界，再度讓圖書館有機會成為數位資源中心或教學資源

中心或知識服務中心的地位。  

5. 縮短讀者與圖書館之距離  

透過交談式參考服務、網頁傳送服務、視訊服務等功能，

將重新拉近讀者與館員間的距離。  

6. 方便指導讀者資訊利用技巧  

利用「網頁共同瀏覽」對讀者一對一的資訊利用指導，

指導讀者如何檢索資訊。  

7. 讀者感受到圖書館的親切和快速服務  

當讀者在網路上遇到困難，需要有人給予指導時，而能

立刻想到圖書館所提供的即時服務，這便是圖書館經營

成功的時機。 

(p.9, lin4-36~p.10, lin1-32) 

註 5  蔡碧芳，「我國大學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發展之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民 91 年)，頁 22-23。  

註 6  Kwan-Yau Lam, “ Virtual Reference: What It Is and What 

It May Be.” VRD2001 Conference-The 3rd Annual Digital 

Reference Conference: Setting Standards and Making It Real, 

November 12-13, 2001. Orlando, FL.  

註 7  林呈潢，「從合作的觀點談電子資源服務的發展趨勢」，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14：3-4。  

註 8  羅思嘉，「從圖書館觀點談電子資源服務的發展」，國

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14：37-39。  

註 9  莊健國，圖書館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理論與實務(台北

市：文華，民 93 年)，頁 20-23。 

 

 

III.  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脈絡型回顧舉例 (文獻堆砌文獻堆砌文獻堆砌文獻堆砌) 

(1) 段落編號：02_2-2-1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服務政策服務政策服務政策服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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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Johnson研究調查發現，圖書館數位參考網頁

上所呈現資訊若不足，使用者會因無法確定該服務的內容與

相關細節而裹足不前不去利用該服務。(註 11)同年，Whitlatch 

強調，明確的政策及政策制定方針，在數位環境中是必要的，

因為它有助於全球化溝通與大量資訊存取和交流發展，其指

出數位參考服務政策的主要考量方向，包括答詢範圍、使用

者、隱私權聲明、合夥和合作關係、資源、成本和服務人員。

(註 12)  

Meola在 2002年的「即時虛擬參考服務實踐：圖書館員

手冊」(Starting and Operating Live 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A  

How-to do-it Manual for Librarians)，描述即時虛擬參考服務的

九大步驟中，將政策列為實施前的重要步驟，並從使用者、

服務層次和隱私三方面，對政策內容做闡述。(註 13) Lipow 

於 2003 年「虛擬參考諮詢館員手冊」(Th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ian’s Handbook)中，利用一整章節討論政策問題，分別

從對象的合適性、服務的保密性、參考諮詢來源的使用權、

使用者滿意度、後續服務等方面，引導圖書館員制定優質政

策。由上述可知，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政策的制定，是相當

重要且必要的。(註 14)  

Kern與 Gillie 曾對美國開發數位參考服務的 64家高中圖

書館、17 家公共圖書館、34 家聯盟組織與 21 家 Ask-A 服

務，做數位參考服務政策現狀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87.4%

的機構在網頁上公佈數位參考服務政策，其中 Ask-A 服務佔 

95.2%、公共圖書館佔 94.1%、聯盟組織佔 93.3%、高中圖

書館佔 79.9%。在政策內容方面，服務內容與使用者隱私是

國外數位參考服務最為關注的。(註 15)  

張奇於 2006年調查大陸 81 家推行數位參考服務的圖書

館，發現有 56.8%的圖書館有制定數位參考服務政策。其中，

高中圖書館佔 50%、公共圖書館佔 69%。在政策內容上，93.5%

圖書館制定提問內容、39.1%制定隱私條文、23.9%制定使用

行為、6.5%在政策中限制了服務對象。(註 16)。由上述國內

外研究調查顯示，大多數圖書館在施行數位參考服務時，皆

制定合適的服務政策。 

    蘇小鳳表示數位參考服務政策包含四大項：(註 17)  

1. 答詢範圍：一般數位參考問題粗略分為快速與研究參考問

題，圖書館選定答詢範圍時，應考慮使用者的偏好和期

盼，問題和解答的類型以及能提供協助的專業範圍。  

 
脈絡型回顧，彙整相關學者的觀

點，和實證研究，對數位參考服務

的服務政策加以說明。 

在論述邏輯上，呈現文獻堆砌現

象，作者列舉出國內外相關學者觀

點與實證研計發現，但是羅列出相

關文獻，卻沒有對文獻之間加以組

織整理，也沒有說明從這些文獻中

得出什麼結論、與自己的研究有何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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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權益：政策中須言明服務對象與範圍。  

3. 隱私權聲明：政策的實施除了要順利推行數位參考服務，

也要顧及保護使用者和館員的權益和感受。  

4. 合作關係：在什麼情況下，會將參考問題轉介，轉介給那

一個合作圖書館，可以與友館使用者共享的電子資源等議

題。  

    以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數

位參考服務政策為例，其數位參考服務政策之內涵如下：(註

18)  

(一) 答詢範圍  

……(部分內容省略) 

(二) 使用者權益  

……(部分內容省略) 

(三) 隱私權聲明  

……(部分內容省略) 

(p.18, lin.5-32~p.19, lin.1-32) 

(2) 段落編號：02_2-2-2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參考館員的專業知能參考館員的專業知能參考館員的專業知能參考館員的專業知能 

2003年，Berube 提出數位參考館員必備的知識技能需

求，包含：傳統的參考服務技能、基本的電腦技能、各種電

子資源及網路的專業知識、對於使用者的期許以及要求能夠

有效管理、多工處理(處理多個檢索視窗)、第二外國語言的

知識(註 19)。同年，Ronan也提出數位參考服務的核心服務

能力如下：(註 20) 

1. 對於紙本和電子資源有深度的了解和知識  

……(部分內容省略) 

2. 有能力以進階搜尋技巧進行檢索  

……(部分內容省略) 

3. 具有應用軟體的相關技能  

……(部分內容省略) 

4. 對目標使用者的特質與行為習性具深度了解  

 ……(部分內容省略) 

5. 館員須具有線上參考晤談的專才  

 ……(部分內容省略) 

6. 善用資源評鑑其權威性和偏差性  

……(部分內容省略) 

 

 
脈絡型回顧，彙整相關學者的觀

點，和實證研究，對數位參考館員

的專業知能加以說明。 

在論述邏輯上，呈現文獻堆砌現

象，作者列舉出國內外相關學者觀

點與實證研計發現，但是羅列出相

關文獻，卻沒有對文獻之間加以組

織整理，也沒有說明從這些文獻中

得出什麼結論、與自己的研究有何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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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王愛珠表示參考諮詢服務未來努力的方向包含加

強參考館員的專業知能。為因應瞬息多變的社會型態，必須

不斷地接受新知，努力充實自我，透過資訊檢索技巧的訓練，

才能讓參考諮詢服務更迅速完善地迎合時代需求。(註 21)  

2008年吳美美提出虛擬參考館員需要有硬技能(資訊科

技和網路科技技能、資料庫和網路檢索技能)和軟技能(同理

心、語言能力和人際溝通技能、建構社群的能力)。除上述外，

還需瞭解數位資訊資源的分布和特質以及具有正確評估資訊

的能力。(註 22) 

(p.19, lin.33-37~p.20) 

 

表 4-2-5 案例二中不同論述邏輯之「定義型」文獻回顧段落的舉例，及其中心智

策略的運用 

I. 定義型回顧舉例定義型回顧舉例定義型回顧舉例定義型回顧舉例 (整合論述整合論述整合論述整合論述) 

(1) 段落編號：02_2-1-1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 

    什麼是數位參考服務？根據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ALA) 中「參考和讀者服務協

會」(Reference and Users Services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RUSA)的定義，數位參考服務是一種可經由多種管道進行即 

時和同步溝通，如網路聊天(chat)、視訊(videoconferencing)、

共同瀏覽(co-browsing)、即時傳訊(instant messaging)、網路電

話(VoIP)或是電子郵件的參考服務。(註 1)  

    一般指的是線上諮詢、互動諮詢或是電子數位諮詢，涵

蓋很廣，包括：圖書館網站上建立的 FAQ 常問問題集；透

過電子郵件或網頁表單的問題回答；使用線上聊天軟體所提

供即時的諮詢服務等。(註 2)與數位參考服務相類似的名詞包

含：  

    電子參考服務(Electronic reference services)  

    互動式參考服務(Interactive reference services)  

    遠端參考服務(Remote services)  

    虛擬參考服務(Virtual reference services)  

    線上參考服務(Online reference services)  

    網路參考服務(Web-based reference)  

    即時參考服務(LRS)  

    數位參考服務說法眾多，Lankes 認為其共同點皆是指專

家在數位化的環境下，經由網際網路與軟體使用，由人扮演

 

 
定義型回顧，彙整相關學者、組

織對「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

並加以整合，最後加以總結綜述。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作者

對相關文獻加以歸納整理，整合

敘述，最後從文獻中歸納出重要

結論，作為研究定義認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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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問題中介者的協助角色。(註 3)各家定義歸納如表 2-1： 

    綜合上述定義，數位參考服務即是圖書館參考館員利用

電腦和網路，以數位化方式進行的服務，以協助使用者查詢

資訊或回答問題，提供使用者一種遠端的服務。 

    但隨著時代轉變，圖書館使用者的期待改變，ALA RUSA

在 2007年年底宣布了參考服務新定義，定義由「指引業務」

(directional transaction)的概念提出，內容為在使用一個或幾個

資訊資源或關於資訊資源的內容時，由參考人員或資訊人員

提供一種涉及使用、推薦、解釋或指導的資訊聯繫。(註 4) 

    由 RUSA Reference Services Section工作組提出的新定

義，將參考從本質上劃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資訊管理，另

一類是關於資訊共享。參考工作(Reference work)是創造、管

理、評估各種參考資源、工具和服務，而參考業務(reference 

transactions)是參考或資訊工作人員從事的介紹、解釋、評價、

使用或指導他人使用資訊資源的資訊諮詢工作。 

    因此，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除原先利用數位方式與使用

者進行的問答服務外，還包含透過數位環境推薦、解釋與指

導，讓使用者能與各類型資源間做聯結的服務。 

(p.7, lin.7-28~p.9, lin.1-3) 

(2) 段落編號：02_2-2-3-2-1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即時通訊即時通訊即時通訊即時通訊 

1. 即時通訊的意義 

    即時通訊(Instant messaging，簡稱 IM)是一個即時通訊系

統，允許兩人或多人即時的傳遞文字訊息、檔案、語音與視

訊交流。(註 29)即時通訊主要功能為提供同系統使用者一個

以 Internet為基礎的點對點或人對人的溝通環境。(註 30) 

2002年 Faulhaber將即時通訊定義為「在登入服務的使用者

間，提供一種以文字為基礎的即時溝通方式」。(註 31) 2005

年 Carmeron和 Webster則將即時通訊定義為「一種溝通科

技，可以讓使用者收發即時的文字訊息，並可以看到哪些人

目前在線上，且可以接受訊息」。(註 32)  

    簡單而言，即時通訊是一個提供使用者間交換傳遞訊息

和資訊的機制，其交談是即時的，使用者可建立聯絡人名單，

以達到與聯絡人間相互溝通、傳達訊息與分享的目的。今日

即時通訊隨著科技發展與使用者需求而改變，除原有文字傳

訊基礎功能外，逐漸朝向動態式、多媒體整合模式，呈現出

與以往不同的風格面貌。 

(p.23, lin.6-19) 

 

 

歸納/總結，對數位參考服務定義

的說明與重新陳述。 

歸納/總結，指出隨著時代改變，

相關組織對數位參考服務定義的

改變，並指出新定義的內容、角

度的改變，以及與先前的相較有

何不同，整合新舊定義，有更完

整的定義範圍。 

定義型回顧，對即時通訊在數位

參考服務使用的說明與意義。 

歸納/總結，對即時通訊定義加以

說明與重新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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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定義型回顧舉例定義型回顧舉例定義型回顧舉例定義型回顧舉例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段落編號：02_2-4-1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定義與模式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定義與模式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定義與模式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定義與模式 

    美 國 圖 書 館 協 會 的  Reference and Adult Service 

Division，於 1998 年將合作參考服務定義為「資訊協助的一

個過程，透過一個正式的協定系統，將讀者或讀者的問題轉

介到其他圖書館的一種服務。」(註 77)而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則是透過圖書館及相關機構的網路架構，對使用者提供不受

時間及空間限制的專業化參考服務。(註 78)這項服務不僅利

用新科技的優勢提供網際網路上成千上萬的資源，更將所有

合作館所典藏的非數位化諮詢也一併提供。  

    2001 年  Kreshu 指出數位合作參考服務是藉由圖書

館、機構透過網際網路互連，對研究者提供專業參考服務。(註

79)2004 年蘇小鳳則定義為，兩所或以上之圖書館以合作方

式提供即時數位參考服務，館際間安排學科主題領域整合、

一般下班時間後以及跨洲界和國際時區的輪值。(註 80)  

    一個合作組織的成立，必定有其合作目標與合作範圍，

圖書館現有數位合作參考服務模式大致可分為下列七種：(註

81)  

(一) 國際性  

目前國際性的合作參考服務組織，就是 OCLC 與美國

國 會 圖 書 館 共 同 合 作 研 發 的 全 球 性 數 位 參 考 諮 詢 系 統

“QuestionPoint”，參加的合作館可透過系統將讀者的問題轉介

給全球合作館的參考館員，分享各館的資源與學科專家，諮

詢問題可以經由人工轉介，也可透過電腦程式的運作，自動

轉介給其他適合回答的圖書館。  

(二)全國性  

以 一 個 國 家 為 單 位 的 合 作 聯 盟 ， Virtual  Reference  

Canada(加拿大虛擬參考服務)即是符合這一類型的合作參考

服務組織，它集合加拿大地區的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

檔案館、資料中心、學術機構等單位，共同服務加拿大地區

的國民，並提供英語、法語雙語服務。 

(三)區域性  

這類型因地緣關係而組成合作參考服務的模式，在美國

及 加 拿 大 地 區 相 當 普 遍 ， 如  AskUsQuestions 為  NOLA 

 

 

定義型回顧，彙整相關學者、

組織對「合作數位參考服務」

的定義，並舉出文獻中所提的

七種模式。 

論述邏輯上，缺乏回扣論述主

題，作者整理、加工相關文獻，

但是從這些文獻中歸納總結出

什麼結論？與自己的研究有什

麼關聯？在這一段回顧中作者

並沒有總結論述的動作，也讓

讀者無法確定作者從回顧中得

出什麼與研究相關的發現、與

該段回顧的主題有何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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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Library System 的 參 考 諮 詢 服 務 系 統 ， 是 由 

Northeastern Ohio Library Association 所組成的一個合作組

織，成員有公用圖書館、學術圖書館、學校圖書館和專門圖

書館等。還有以紐澤西州地區公共圖書館與學術圖書館組合

的合作聯盟  New  Jersey Library Network 的參考諮詢服務

系統“QandA NJ”。  

(四)主題性  

採用此方式的圖書館，通常以專門圖書館與學術圖書館

結盟關係，如：華盛頓州立法律圖書館(Washington State Law 

Library)，即以法律主題提供即時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五)圖書館類型  

以類型結盟的圖書館也相當多，通常學術圖書館會優先

考慮與性質相近的學術圖書館結盟，而公共圖書館的第一志

願是與學術圖書館結盟，來彌補自身館藏的弱點，也有與鄰

近的公共圖書館結盟。合作項目除了參考諮詢服務以外，還

包括圖書館聯合目錄、館際互借、合作館藏發展、合作典藏

書庫等。  

(六)企業性  

由企業主導非圖書館間的正常合作型態，以服務廣大的

網路讀者為對象，有些採取免費服務制度，有些採用收費制

度，提供者這項服務的單位，常是網路上的熱門服務網站。  

(七)綜合性  

採用兩種以上模式的服務型態，常見類型是以地區關係

再結合圖書館類型。 

(p.38, lin.7-31~p.39, lin.1-24) 

 

表 4-2-6 案例二中不同論述邏輯之「實際現況」文獻回顧段落的舉例，及其中心

智策略的運用 

I. 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 (整合論述整合論述整合論述整合論述) 

段落編號：02_2-3-1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縣市圖書館網站內容現況分析縣市圖書館網站內容現況分析縣市圖書館網站內容現況分析縣市圖書館網站內容現況分析 

數位參考服務包含了四大要素：網際網路、圖書館參考

人員、使用者以及數位參考諮詢所需要之相關軟、硬體資源。

(註 66)由國內縣市圖書館各網頁歸納發現，圖書館施行數位

參考服務提供了通訊管道與網路資源內容兩方面。  

 

 分類/歸納，將國內縣市圖書館

網頁實施數位參考服務管道加

以分類，分出兩方面，並歸納加

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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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管道上，90%的圖書館皆已推行數位形式的參考

服務，但仍侷限於非即時性的服務，形式多為電子郵件與留

言板。在電子郵件的部份包含讀者留言、意見交流、局長信

箱、服務信箱等，有些圖書館則是運用圖書館藏查詢系統原

有套件，如：讀者意見留言、讀者意見回覆等，做為數位參

考服務的管道，但這些管道多不專屬於數位參考服務。  

在資源方面，有線上參考資源與知識庫兩類型，線上參

考資源多為各網站連結，僅有部分圖書館有進行主題分類(表

格整理僅納入有主題分類之線上參考資源)，而知識庫方面僅

有 5%，52%則為問題選粹，無法進行分類查詢，且文化局

圖書館多依附於文化局網頁之常見問題集圖書資訊科內，並

非獨立建置於圖書館網頁中。(參見表 2-3) 

數位參考服務是利用電腦及網際網路為媒介進行，因此

數位參考服務網站設計的良莠成為影響使用者利用的原因之

一。就國內各縣市圖書館網站現況，除臺南市圖書館有清楚

標示並將數位參考服務設立專區外，其餘圖書館網頁在服務

管道的設置與標示上皆不清晰，有些數位參考服務管道則是

統整於組織單位的服務窗口，一部份則是利用圖書館藏查詢

系統中的套件做為服務管道，更有少數圖書館有多個服務管

道但皆不是專屬於數位參考服務，除此外有許多服務管道由

無法連結與久未維護的情況發生，以上的問題容易阻礙各縣

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發展，也可能同時影響到使用者對於

服務的使用意願。 

(p.32-33) 

II.  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實際現況文獻回顧舉例 (文獻間缺乏關聯文獻間缺乏關聯文獻間缺乏關聯文獻間缺乏關聯) 

段落編號：02_2-4-3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發展現況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發展現況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發展現況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發展現況 

(一)國際性合作模式  

1.  美國國會圖書館 QuestionPoint  

    全 球 性 合 作 參 考 服 務 系 統 “QuestionPoint Cooperative 

Virtual Reference”簡稱“QuestionPoint”，由美國國會圖書館與 

OCLC 合作開發，為國際上規模最大、最成功的系統，並通

過世界各地圖書館的共同參與，實現數位資源的共享。其先

導 計 畫 為  Collabo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簡 稱 

CDRS，於 2000年 1 月啟動，至 2002年 6 月計畫名稱改為

“QuestionPoint”，宗旨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為任何地點提出問

題的任何人提供專業的參考服務。至 2004年 6 月 OCLC 宣

佈與 24/7 Reference 公司合作，引進該公司數位參考服務技

 

 

實際現況型回顧，作者實際觀察

各縣市圖書館的網頁，從中歸納

整理出圖書館施行數位參考服

務，提供了兩方面的資源：通訊

管道、網路資源。 

實際現況型回顧，從文獻中所舉

的七種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規模

中的五種為架構，在五種模式下

分別列舉國內外合作數位參考服

務的例子，引用、彙整文獻加以

說明。 

歸納/總結，對縣市圖書館網站

內容現況，做一總結概述，並

做一個總合整理表格，方便統

整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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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加強 QuestionPoint 系統的交談式參考服務功能，持續

提 供 跨 國 性 的 圖 書 館 線 上 參 考 諮 詢 服 務 系 統 。 ( 註 86) 

QuestionPoint 的成員來自各個國家和地區，其來源類型廣

泛，目前成員類型分布情況如下圖所示：(註 87)(參見圖 2-15) 

……(部分內容省略) 

(二)全國性合作模式  

1. 英國 Ask A Librarian    

    EARL(Electronic Access to Resource in Libraries)的 Ask 

A Librarian 是英國公共圖書館線上合作系統。此為 1995年開

始的計畫，參與聯合系統的成員包含了英國 60%以上的公共

圖書館和一些組織機構。1997年 11 月，EARL 推出一個合作

諮詢系統，稱為 Ask A Librarian，其合作管理採用的是各圖

書館輪流值班制，規定某一天由某一館負責解答使用者的諮

詢問題，當使用者填寫網頁表單並送出問題後，系統自動將

使用者的問題分發給當天值班的圖書館，在規定的二天內給

予解答，並將答案以電子郵件回送給使用者。(註 91) 

……(部分內容省略) 

2. 澳洲 AskNow!  

    AskNow!是澳洲全國性公共圖書館即時線上參考服務系

統，自 2002年 9 月起，參與服務的公共圖書館成員，可透過

系統提供即時、與參考館員線上交談的服務。AskNow!的服

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自東岸標準時間早上九點至西岸標準

時間下午五點，並依時區來區分各地圖書館負責提供服務的

時段。 

……(部分內容省略) 

3.  臺灣『全國圖書館合作參考服務』  

    2002 年國家圖書館即委託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執行「全

國圖書館線上參考諮詢服務系統建置與服務」專案研究計

畫，借助 LC、OCLC 建置 QuestionPoint 的相關理論與經驗，

修改為符合台灣圖書館的需求，研發建置一個先導的「線上

參考諮詢網路合作系統 CDRS」供國內圖書館界使用。此計

劃於民國  2004  年結束後，系統功能未完全啟用，也僅有

部分圖書館參與試行諮詢服務，並未落實全國圖書館合作參

考服務之運作。(註 94) 

……(部分內容省略) 

(三)區域性合作模式  

1. 美國馬里蘭州 AskUsNow–Info Experts 24/7 AskUsNow為    

論述邏輯上，文獻間缺乏關聯，

作者從五種模式下分別列舉國內

外合作數位參考服務的例子加以

說明，最後歸納總結所觀察結

果。但是分別列舉各國的例子，

缺乏案例間的比較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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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國 馬 里 蘭 州 即 時 數 位 參 考 服 務 之 聯 合 系 統 ， 為

QuestionPoint 24/7 Reference 合作成員之一，由馬里蘭州的公

共圖書館與學術圖書館共同參與。自 2003年 3 月至今提供每

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的線上即時互動服務，主要服務對象包含

當地的居民與學生，由經過訓練的專業圖書館員(後稱資訊專

家)回覆使用者提出的相關問題，範圍涵蓋研究指引、網頁瀏

覽指導等，但對於法律及醫學相關問題，僅提供資源的找尋

方向。 

……(部分內容省略) 

2. 大陸上海圖書館「網上聯合知識導航站」  

    此服務是一種以專家服務為主的諮詢服務型態，在網站

上將專家的學科專長方式呈現於網頁上，讓使用者自己挑選

欲諮詢的專家。2001年 5 月 28 日上海圖書館聯合上海地區

公共、科研及高校圖書館與其他機構聯合推出這項服務。以

網路豐富資源和各種資訊搜尋技術為依據，並有來自各地圖

書資訊界的資深參考館員擔任網上知識導航員，通過加強特

色館藏資源和網路訊息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實現各類圖書館

網上參考諮詢服務的優勢互補，充分發揮圖書館在知識經濟

社會中為各行業服務的知識導航作用。主要目標是提供讀者

高品質的專業參考服務，實現上海市地區文獻資源的共建共

享。最初計劃只以結合上海地區的圖書資源為主，兩年後，

逐漸跨大合作範圍到香港、澳門、新加坡與美國。(參見圖 

2-20) 

……(部分內容省略) 

3.  廣東省數字參考服務中心聯合參考諮詢網  

    廣東省聯合參考諮詢網開始於 2004 年，由廣東省立中

山圖書館、超星數字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廣東省公共

圖書館、解放軍醫院圖書館等單位的參考館員以及網上知識

淵博、熱心參與的讀者共同組成，以數字圖書館館藏資源為

基礎，以網路的豐富訊息資源和各種訊息搜尋技術為依託，

為社會提供網上參考諮詢和文獻傳遞服務，並盡力於 24 小時

內為讀者解答，同時為實現即時線上的服務，中心安排參考

館員分時段上網提供服務。(註 99)(參見圖 2-21、圖 2-22) 

……(部分內容省略) 

(四)綜合型合作模式  

1. 美國華盛頓州公共圖書館 Ask a Librarian  

    此 為 美 國 西 岸 華 盛 頓 州 公 共 圖 書 館 事 業 體 (King  

County Library System)，現有 43 個圖書館成員，提供名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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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a Librarian”的線上即時交談參考服務，每週服務 7 

天，每天 24 小時。常規的服務時間由參考館員負責回覆問

題，其他時間則委託 Tutor.com 的專業館員回覆問題，服務

對象為合作系統內的辦證讀者，一次服務時間為 20 分鐘。(註

101) 

……(部分內容省略) 

2. 丹麥 Ask Olivia    

    Ask Olivia 由丹麥三家公共圖書館和丹麥廣播公司共同

為兒童所設立的問題諮詢服務網站，以 8-14歲的兒童為主要

服務對象，期望能回答這些兒童所提出的任何問題。兒童可

以 24 小時利用 E-mail 提問，或在 Ask Olivia 的聊天室開放時

間內以直接對話的方式提出問題，Ask Olivia 會以適合發問兒

童年齡的語彙回答問題，也會告知發問兒童和其問題相關的

資源或網站，藉以培養兒童的資訊素養能力。(註 103)(參見

圖 2-24) 

……(部分內容省略) 

(五)企業型合作模式  

1. Tutor.com  

    Tutor.com為一週七天、一天 24 小時線上課業諮詢服務

系統，由 300萬個教師會與成千上萬的教師組成，主要幫助

學生完成課業並提升學習成效。起先於 1998年，由一小群熱

心教育與高科技專業人士建立，最初招收約 100 名教師成立

線上互動是教室，除了提供給一般民眾外，也提供服務給圖

書館、社區學院、家庭等機構，(註 104)如：美國華盛頓州公

共圖書館 Ask A Librarian 在常規服務時 間外，就委託 

tutor.com的專業人員為 Ask A Librarian的使用者進行課業諮

詢回覆。(註 105)(參見圖 2-25) 

……(部分內容省略) 

    綜合上述各地數位參考服務不同模式的合作組織系統，

大多成立於 2000-2004年，由各類型圖書館共同參與組成，

提供服務的方式多為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在即時性的服務

時段上，因有時區分別使得組織能提供 24 小時線上服務，部

分即時性的服務則具有時段限制，而部份組織是利用電子郵

件為管道，提供 24 小時提問並於一至三天內回覆諮詢者問

題解答。在進行服務人員方面，多數經由專業培訓過的參考

館員擔任，為使用者提供良好且完善的個人化服務。(參見表 

2-4) 

(p.41, lin.27~p.52) 

歸納/總結，將各模式觀察到的

現象或特性加以歸納總合述

說，並以表格整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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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案例三分析 

    案例三的研究題目為「電腦與數位 3C專業虛擬社群知識分享之影響因素研

究」，在第一章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作者分四方面陳述，第一項先由「脈絡

型」與「實務重要性型」的回顧，界定知識分享在整個研究背景中的關係，以及

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由實務上來看為何重要；另外再從二項「缺口型」的回顧，和

一項「實務重要性型」的回顧，指出引發研究動機的原因，以及研究的重要性。

可見在研究背景與動機的論述部分，「脈絡型」、「缺口型」、「重要型」的回顧，

可突顯研究重要性，作研究背景論述的支持，而作者分別由四面向的回顧論述，

由研究脈絡、研究者自身經驗產生的疑惑、現實上的重要、研究與實際經驗的落

差與國內研究的缺口，充分說明其研究背景與動機。原文回顧內容，見表 4-3-3。 

    第二章文獻回顧的部分，第一節「虛擬社群之特性與類型」、第二節「虛擬

社群的知識特性與知識分享」，多使用「定義型」的回顧，見表 4-3-4的幾個例

子；而於第三節「知識分享理論與方法」作者擬就國內外學者曾提出影響虛擬社

群進行知識分享的因素進行探討，所探究的各項理論面向，為「理論型」的回顧，

見表 4-3-7。於第一節的第二項「何謂虛擬社群」的論述上，作者使用了「定義

型」與「歷史型」的回顧段落鋪陳，來陳述與解釋虛擬社群的定義與概念演進，

並歸納各學者的觀點，前半段作者先由「歷史型」的回顧，來論述「社群」概念

的改變，以及「虛擬社群」概念的形成，接下來則是「定義型」回顧的使用，作

者陳述許多學者對「虛擬社群」的定義，舉出許多學者對虛擬社群的看法，並加

以分類、歸納，最後真對不同的面向總合述說，見表 4-3-5。 

    於心智策略的部分，在第一節、第二節虛擬社群的定義、特性、類型與知識

方面的回顧上，作者基於對文獻充分的回顧，歸納出重要訊息，使用「歸納/總

結」策略，並多處的回顧最後提到自己的研究立場，為「自己研究立場」心智策

略的運用，而在文獻論述的段落中，亦有「分析/評論」、「比較」、或「分類/歸納」

策略的使用，這些策略的使用有助於作者總結結論與指出自己研究立場。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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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社群的類型」的回顧上，作者使用「分類/歸納」策略，依不同的角度，

提出不同學者對虛擬社群類型的分類，並說明其內涵，接著「比較」不同學者對

虛擬社群類型的分類，並指出哪一個學者的分類和定義，最符合該研究所要研究

的對象，對研究對象的選擇和定位加以解釋和支持，最後指出「自己研究立場」，

說明社群的類型和其分享的特質，該研究選擇以專業社群作為研究對象，以探討

其進行知識交流的因素，見表 4-3-4，03_2-1-3。 

    除了原有的心智策略外，本研究從案例三的文獻回顧中，觀察出另一種心智

策略的使用，筆者將這種策略定義為「延伸」。延伸意謂著使用其他領域的分類，

或知識特性、比喻等，來解釋所要描述的概念，亦即延伸使用其他學術領域的說

法、比喻等，來為自己的研究概念作更清楚的述說。例如在案例三中，在「何謂

社群」的回顧上，筆者觀察到作者對社群的解釋，使用社會學領域中許多學者的

說法，透過社會與社群的差異，來強調社群的特性，其中包括「結合體與共同體

的區分」、「農村與社會的比喻」、「社交性與地域性的差異」，強調「共同體」

是社群特性，有「共同意識」和「情感」是社群形成的原因，接著再由社群特性

的討論，延續到虛擬社群的形成因素，見表 4-3-6，03_2-1-1。另一部分使用「延

伸」策略的例子為，在「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的定義與解釋上，研究者引用學

者的觀點，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知識的特性，具有「公共財」的性

質；平台交流功能文字交流為主，與知識的兩種分型的特性相比，將虛擬社群所

分享之知識歸類為「外顯知識」，此兩種分類方法皆援引其他領域學者的分類，

以這些分類來定位和解釋，為「延伸」的心智策略使用，見表 4-3-6，03_2-2-3-1、

03_2-2-3-2。 

    案例三的第三節「知識分享理論與方法」，作者擬就國內外學者曾經提出影

響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因素，探討其定義，並據此作為研究設計的基礎。作者廣

泛採用各家學者的說法，蒐羅各種知識分享因素，充實研究構念和概念架構。這

一節相關理論的討論包括三項：「個人動機」、「社會資本」、「虛擬社群酬償機制」，

第四項的討論為「知識分享因素三種來源層次」，作者整合各概念面向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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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作者探討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相關因素，這部分的文獻回顧，最後歸納出知識

分享相關面向，作為研究概念架構的基礎。而這些面向的形成，是經由大量文獻

之間的比較、分類與歸納而來，由第三節「知識分享理論與方法」探討的書寫中，

本研究觀察到豐富心智策略的使用，可見作者閱讀文獻廣泛，並對文獻之間的關

係對應細心琢磨。於這一節相關理論的討論上，作者使用了 5次的「比較」、6

次「歸納/總結」，以及 2次「分類/歸納」策略。比較不同學者解釋的共同點與相

異點、分類重要面向或觀點以整合相關文獻探討、歸納出重要特性，而這些從文

獻的比較、分類、歸納出來的面向，則逐步形成研究概念架構。本研究將這些理

論概念的分合與連結，以及其中心智策略的使用，說明於下段，並示於表 4-3-7。 

    在「個人動機」因素的回顧上，作者從許多研究的結果，指出「個人動機」

對虛擬社群願意分享知識有重要的影響，這些觀點雖來自不同學說或研究，但作

者從不同研究的結論，抽象出其主要意涵，從更高一層角度，看出文獻所提結果

有何意涵和面向，「比較」並指出研究中相呼應的地方，最後使用「歸納/總結」

策略，從文獻的討論中總結出兩點重要因素—「聲譽」、「樂於助人」。文獻的概

念分析與比較、討論有助於重要面向歸納，而這個歸納最後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

子面向。 

    在「社會資本」理論的討論上，作者「比較」兩位學者的分類，「歸納/總結」

出文獻中提到「結構資本」、「關係資本」兩個概念。接著討論「社會資本」(即

社會鑲嵌)兩種分類的第一類—「結構資本」(即結構鑲嵌)，在「結構資本」之下，

作者「分類/歸納」出有「中心性」、「平等性」、以及「密度」三個子面向，在三

個子面向之下作者再繼續進行文獻整合論述、歸納等文獻的整理。在「社會資本」

下兩種分類的第二類—「關係資本」的討論上，作者「分類/歸納」出「承諾」

與「相互關係」兩個面向，接著分別從這兩種整合相關文獻來說明，而在「相互

關係」，作者又將其「歸納/總結」為「網站與成員的關係」及「成員及成員的關

係」兩方面。 

    「社會資本」理論的討論上，除了兩種觀點：「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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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學者提出第三種社會資本—「認知資本」，作者「歸納/總結」相關文獻，將

又「認知資本」分為兩個構念來探討：「專家認知」、「長期參與」。經由「比較」

之後，研究者「歸納/總結」出知識分享的四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本」、

「關係資本」、「認知資本」。由文獻的比較與結合，整合出更完整的構面，在此

研究者的比較涉及跨理論的比較，因而總結出四個面向，更為完整的解釋虛擬社

群知識分享的因素，也有助於研究概念架構和研究設計的形成。 

    最後一項討論為「虛擬社群的酬償機制」，作者結合「激勵理論」的觀點來

解釋酬償機制，而經過與之前討論的相關理論「比較」，作者認為從廣義來看激

勵理論的三大面向可涵蓋各種層面的影響因素，而「激勵裡論」觀點的引用，有

助於研究概念架構的形成。 

    在相關理論的討論中，觀察到三項「重新塑造」的「創新閱讀」現象，第一

項為理論觀點上的結合，在「社會資本定義」的討論上，作者結合「社會資本」

與「知識市場」的觀點，以更充分的角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行為和動機，

見表 4-3-7，03_2-3-2-1。第二項與第三項的「重新塑造」，為不同因素、觀點與

架構上的比較與歸納，最後擴充面向，形成更完整的結構，以解釋要討論的現象，

例如在「認知資本」的討論上，除上學者所提的兩種觀點：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

另有學者提出第三種社會資本：認知資本，經由比較之後，研究者歸納出知識分

享的四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本、關係資本、認知資本，因而擴充研究分析

面向，見表 4-3-7，03_2-3-2-5。另外在「虛擬社群的酬償機制」的討論上，作者

結合「激勵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酬償機制，而經過與之前討論的相關理論相比較，

作者認為從廣義來看，「激勵理論」的三大面向可涵蓋各種層面的影響因素，作

者引用、結合「激勵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酬償機制，亦將影響虛擬社群知識分

享的因素，分為這三大面向，而「激勵理論」觀點、面向之引用，有助於研究概

念架構的形成，見表 4-3-7，03_2-3-3。 

    在知識分享因素的相關理論回顧部分，案例三從三個面向的理論進行文獻回

顧：「個人動機」、「社會資本」、「虛擬社群酬償機制」，並將這三方面的理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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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類、比較、結合和歸納，釐清知識分享因素的來源層次，構成研究的概念架

構和細項的構念，並將相關理論的解釋和內涵，構成研究設計構項的描述。作者

探討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相關因素、整合各概念面向之間的關係，經由大量文獻之

間的比較、分類與歸納，最後整理出知識分享相關面向之間的關聯，作為研究概

念架構的基礎。比較不同學者解釋的共同點與相異點、分類重要面向或觀點以整

合相關文獻探討、歸納出重要特性，而這些從文獻的比較、分類、歸納出來的面

向，則逐步形成「新的研究概念性架構」，產生「創新閱讀」現象，見表 4-3-7，

03_2-3-4。 

表 4-3-1 案例三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次數分配簡表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第

一

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與動機 

脈絡型(1次) 

缺口型(2次) 

重要型(3次) 

 整合論述(4次)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第一節 

虛擬社群

之特性及

類型 

定義型(3次) 

歷史型(1次) 

比較(1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2次) 

自己研究立場(3次) 

其他：延伸(1次) 

整合論述(3次)  

第二節 

虛擬社群

的知識特

性與知識

分享 

定義型(4次) 分析/評論(1次) 

比較(1次) 

歸納/總結(3次) 

自己研究立場(2次) 

其他：延伸(2次) 

整合論述(4次)  

第三節 

知識分享

理論與方

法 

理論型(7次) 

其他：實際現況 

(1次) 

比較(5次) 

分類/歸納(2次) 

歸納/總結(6次) 

自己研究立場(3次) 

整合論述(7次) 重新塑造(3次) 

新概念架構(1次) 

面向總計 22次 35次 18次 4次 

 

 

 

回顧章節 

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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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案例三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關連 

 
論述邏輯 段落 論述主題 心智策略 創新閱讀 

脈絡型 

(1次) 

整合論述 03_1-1-1 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

的成功關鍵所在 

  

定義型 

(7次) 

整合論述 03_2-1-1 何謂社群 歸納/總結(1次) 

其他：延伸(1次) 

 

03_2-1-2 何謂虛擬社群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2次) 

 

03_2-1-3 虛擬社群的類型 比較(1次) 

分類/歸納(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03_2-2-1 知識 歸納/總結(2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03_2-2-2-1 公共財性質 其他：延伸(1次)  

03_2-2-2-2 外顯知識為主 其他：延伸(1次)  

03_2-2-3 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 分析/評論(2次)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歷史型 

(1次) 

整合論述 03_2-1-2 何謂虛擬社群   

缺口型 

(2次) 

整合論述 03_1-1-2 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

的拔河 

  

03_1-1-4 以本土研究與過去部

分相關研究作對照 

  

重要型 

(3次) 

整合論述 03_1-1-1 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

的成功關鍵所在 

  

03_1-1-3 虛擬社群間經營績效

有落差 

  

03_1-1-4 以本土研究與過去部

分相關研究作對照 

  

理論型 

(7次) 

整合論述 03_2-3-1 個人動機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03_2-3-2-1 [社會資本定義] 歸納/總結(1次) 重新塑造

(1次) 

03_2-3-2-2 [社會鑲嵌]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回顧類型 

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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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研究立場(1次) 

03_2-3-2-3 [結構資本] 比較(1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03_2-3-2-4 [關係資本]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03_2-3-2-5 [認知資本]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重新塑造

(1次) 

03_2-3-3 虛擬社群酬償機制 比較(1次) 重新塑造

(1次) 

其他：實

際現況 

(1次) 

整合論述 03_2-3-3 虛擬社群酬償機制   

總合概念

面向 

 03_2-3-4 知識分享因素三種來

源層次 

 新概念架

構(1次) 

 

 

 

脈絡型 1次 

定義型 7次 

歷史型 1次 

缺口型 2次 

方法論 0次 

重要型 3次 

理論型 7次 

其他：實際現況 1 次 

總計 22次 

圖 4-3-1 案例三文獻回顧類型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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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案例

圖 4-3-3案例三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圖 4-3-4案例三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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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文獻回顧類型章節位置分配長條圖 

 

 

分析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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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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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評論 2次 

比較 7次 

分類/歸納 4次 

歸納/總結 11次 

自己研究立場 8次 

其他：延伸 3次 

總計 35次 

案例三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18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 0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0 次 

0 次 

18次 

案例三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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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案例三研究背景與動機回顧段落與類型 

段落編號：03_1-1-1 

    第一項的回顧為脈絡型的使用，作者介紹當代脈絡，指出知識分享與知識管理的關係，知

識分享在知識管理研究中的位置。舉出知識管理的相關議題，找出共同點，由脈絡的分析，指

出知識分享是組織內知識創新的關鍵，帶出知識分享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段舉實際的例子，企業推行知識分享系統遇到的困難，最大問題是組織成員不願意去

分享知識，由實務上的重要性來支持知識分享研究的重要性。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的成功關鍵所在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的成功關鍵所在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的成功關鍵所在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的成功關鍵所在             

    管理學大師 Peter F. Drucker 曾說：「當前社會不是一場

技術、也不是一場軟體、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場觀念上的革

命。」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說法，直指了知識管理的困難所在。

過去有關知識管理的文獻，多數著重於組織內部的知識管

理，相關議題包含了學習型組織的營造(Garvin,1993)、組織

內部知識轉移(O’Dell,1998)、知識管理的策略(Hansen,1999)、

動態知識創造模式(Nonaka,2000)…等；雖然各家學者探討組

織知識管理所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卻都不約而同的指出，

唯有組織內的成員能夠體會知識分享的價值所在，並在組織

內具體實踐，才能真正達到知識管理的目的----創新知識。  

    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各種類型的知識分享交流平台如

網際論壇、電子佈告欄(BBS)、部落格(blog)與 Wiki 相繼出

現，使得知識分享活動得以跨越組織與地域的藩蘺，這也讓

我們對於透過網路資訊科技來達成知識共享的理想國有著無

限的想像。許多企業也嘗試透過知識分享系統的建置來加強

組織內部之知識分享交流，然而碰到的最大問題卻是組織內

的成員不願意分享其個人所擁有的知識(吳有順,2000)，擁有

成員認同優勢的組織尚且如此，更遑論成員可能來自世界各

個角落的虛擬社群，足見不論是真實或是虛擬的世界，知識

管理的重點始終在於如何推動知識分享上(Nonaka,1999)。

(p.1, lin.1-17) 

 

 

段落編號：03_1-1-2 

    這一段的論述為「缺口型」的回顧，傳統上知識分享的態度，與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態度

有落差，為何虛擬社群成員會一面倒向無私分享，這樣的落差讓作者產生研究興趣。實際社群

和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行為，在”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的不同趨向中，產生矛盾現象，而這

個現象尚無法從研究中獲得答案，驅使研究者對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利他主義現象產生疑問。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的拔河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的拔河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的拔河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的拔河 

    對於擁有獨特專業知識的人而言，對於知識分享躊躇不

前的態度來自於：分享專業知識將會影響其獨占專業知識的

 

 

實務重要性：舉實務上的情形，

來支持知識分享研究的重要性，

為實務重要性的說明。 

脈絡型回顧：指出知識管理相關

議題、知識分享與知識管理的關

係，並代出知識分享議題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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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甚至會因為喪失知識專有而使得個人在組織內升遷或

調漲薪資的機會受到影響；在此等情況下，即使部分組織針

對於知識分享行為訂有酬償機制，但許多人在權衡利益之

後，仍不願和他人分享其專有的知識。虛擬社群的組成，成

員彼此之間並不一定隸屬於相同的組織，也不一定有地緣的

關係，甚至彼此之間可能互不相識，更不像一般組織有明顯

的外部酬償誘因來鼓勵成員進行知識分享，何以這些虛擬社

群的成員還願意花費時間與精神來提供他人具有價值的知

識？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這種看似吃力而

不討好的利他行為展現，雖不能說完全違反人性，但確實與

我們日常生活經驗有著相當程度的落差，研究者雖不認為人

性本是自私自利，但卻認為無私的奉獻實屬於高尚的情操展

現，在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的拔河中，競賽結果一面倒的倒

向無私的利他主義，研究者對於這樣的結果無法毫不質疑的

全盤接受，因此引發了研究者對於虛擬社群成員利他行為背

後驅動力的濃厚研究興趣。(p.1, lin.18-20~p.2, lin.1-11) 

段落編號：03_1-1-3 

    此為由現實狀況來作為研究重要性的支持，研究者由虛擬社群實際經營狀況，指出虛擬社

群經營成功的關鍵在於知識的貢獻，並有學者的研究結果作為支持，因而更加支持虛擬社群成

貢獻知識意願背後因素的重要。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虛擬社群間經營績效有落差虛擬社群間經營績效有落差虛擬社群間經營績效有落差虛擬社群間經營績效有落差 

    在研究者實際參與網路虛擬社群經驗裡，觀察到的現象

是某些論壇網站不但參與的成員眾多，而且知識分享的氣氛

也相當熱絡，甚至單一發言就能獲得數百人次以上的討論與

迴響，反觀某些論壇經營狀況慘澹，甚至面臨了一整個星期

都無人發表與回饋的窘境。國內過去對於虛擬社群的研究，

也指出雖然虛擬社群成員多數肯定知識分享的價值，但卻鮮

少扮演「知識提供者」的角色(蔣佩真,2002)，可見虛擬社群

經營成功的關鍵仍在於如何使愈多的人願意貢獻其知識，這

也是虛擬社群存在最大的價值所在。因此研究者擬就虛擬社

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交流的原因進行研究探討，找出虛擬社

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背後的原因為何？希望透過此研究，讓

研究者心中的疑惑能夠得到解答，並進一步提供給虛擬社群

網站的經營者作為參考。(p.2, lin.12-22) 

 

 

段落編號：03_1-1-4 

    國外研究的結果，與作者自身經驗不符，因而許多知識分享因素，雖在國外進行過實徵研

究，但是否適用於解釋台灣本土的現象，尚有待研究。作者亦從相關研究中舉了一個實例，來

支持他對國外研究結果存有疑惑的說法。 

缺口型回顧：傳統組織與虛擬社群

知識分享態度的落差，導至研究者

產生質疑與研究動機。 

研究者由虛擬社群實際經營狀況，

指出虛擬社群經營成功的關鍵在於

知識的貢獻，並有學者的研究結果

作為支持。 

虛擬社群經營成功的關鍵在於促

使越多人分享知識，由實務狀況來

作為研究重要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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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以本土性研究與過去部分相關研究作對照以本土性研究與過去部分相關研究作對照以本土性研究與過去部分相關研究作對照以本土性研究與過去部分相關研究作對照     

    自從虛擬社群這個名詞出現以來，國內外有不少學者都

對這個依附在網際網路而產生的社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

什麼透過網際網路，一群彼此不認識的人願意彼此貢獻自己

的知識？這是許多關注虛擬社群的研究者心中共同的疑惑，

對此，不少學者都曾提出相對應的知識分享理論來解釋虛擬

社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原因，也有不少實證研究用來檢證

這些因素的效力，然而若干實證研究的結果，不但與研究者

參與虛擬社群的經驗不符，同時也讓研究者產生更多的疑

問。例如，有研究指出，「預期外在酬償」與「知識分享態度」

之間存在著負相關的關係(Bock, Zmud, & Kim,2005)，然而在

研究者實際參與虛擬社群的經驗裡，卻發現有不少人都是為

了能夠在網站中累積虛擬貨幣或者是獲得升級的回饋而不斷

的對於網站做出貢獻，因此研究者對於上述的研究結果便有

所存疑。是研究者平時參與虛擬社群的經驗有誤？或者是因

為各國國情、文化的不同以致於研究結果無法解釋臺灣本土

的情況，不得而知。因此，研究者認為雖然本研究所提出的 

知識分享因素，許多都曾在國外進行過實證研究，然而是否

國外的研究亦適於解釋臺灣本土的情況，這是有待考驗的。

因此，研究者也希望透過此一實證研究，能夠與過去國外的

相關研究作對照，而對於臺灣電腦與數位 3C 專業虛擬社群

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原因，提出較為合宜的解釋。 (p.2, 

lin.23-24~p.3, lin.1-15) 

 

 

 

表 4-3-4 案例三中定義型回顧的例子，以及其中心智策略的使用 

段落編號：03_2-1-3 

    依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學者對虛擬社群類型的分類，並指出哪一個學者的分類和定義，

最符合該研究所要研究的對象，對研究對象的選擇和定位加以解釋和支持。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虛擬社群的類型虛擬社群的類型虛擬社群的類型虛擬社群的類型 

    過去曾有多位學者以各種面向來分類虛擬社群，以下介

紹數種不同的分類方式，以及說明本研究為何以「專業型虛

擬社群」當作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一、依參與者需求區分：Armstrong & Hagel(1996)將虛擬社

群依據參與者的需求區分為以下四種： …..(部分內容省略) 

二、依關係或任務區分：Chaudhury et al. (2001)將虛擬社群區

分 為 關 係 中 心 (relationship-focused)社 群 和 任 務 中 心

(task-focused) 社群兩種：…..(部分內容省略) 

 

 

國外研究的結果，與研究者自身經

驗不符，這個落差形成作者的研究

動機之一。此亦為「缺口型」回顧

的運用。 

許多知識分享因素，雖在國外進行

過實證研究，但是否適用於解釋台

灣本土的現象，尚有待研究。因民

情不同，國外研究是否適用於解釋

國內現象，這形成待研究的「研究

缺口」。 

分類/歸納，依不同的角度，提出

不同學者對虛擬社群類型的分

類，並說明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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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社群成員特質區分：Adler & Christopher (1999)  將虛

擬社群區分成：…..(部分內容省略) 

四、虛擬社群的特質區：丁耀民(2005)於其研究中歸納虛擬

社群具有五項特質，並依此五項特質來對虛擬社群進行區

分：…..(部分內容省略) 

五 、 以 消 費 性 質 與 商 業 性 質 進 行 區 分 (Hagel & 

Armstrong ,1997)：…..(部分內容省略)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探討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研究者

認為在上述諸位學者對於虛擬社群的分類當中，Adler 與 

Christopher 所提出的專業型虛擬社群最符合知識交流分享

的定義；其他類型的虛擬社群如人口特質型或個人興趣型，

其性質比較接近資訊交流，而與所謂的知識交流有著相當程

度差異；因此，本研究將以專業型虛擬社群為主要的研究對

象，探討影響其進行知識交流的因素。另外，關於知識與資

訊的差別，將在下一節再進一步說明。(p.11, lin.2-25~p.13, 

lin.1-5) 

段落編號：03_2-2-1 

    呈現不同學者或組織對知識的定義；由各學者所提知識與資訊的差異，來區辨知識與資訊

的不同。綜合各種定義和說法，研究者提出他對知識的簡述，以及總結出知識的特性。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對於「知識」，眾多學者分別由不同的觀點來加以闡述。

柏拉圖式之定義，知識乃是合理、可接受的真實信仰。而西

方哲學知識理論的兩大源流：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是站在

認知主體與被認知客體之兩端，來探索知識起源與知識為何

物之問題。理性主義認為，「知識」乃是人類理性心智過程的

產物，源之於推理，並應用於具體事物與具體經驗；經驗主

為則主張「知識」乃是根據經驗而建立，源之於發現與驗證。

而牛津、韋氏大辭典對於「知識」的定義則可歸納為：……(部

分內容省略)。 

    根據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1996)的定義，知識

可以用下列 4W 概念來說明：……(部分內容省略) 

    Nonaka」1994)定義「知識」為一種有價值的智慧結晶(智

價)，可以用資訊、經驗心得、抽象的概念、標準作業程序、

系統化的文件、具體的技術等方式呈現。 

    綜合上述各種「知識」的定義，研究者對於「知識」簡

述如下：「知識是由理性推理及個人經驗累積而來，是個人行

動決策思考的依據。」然而，從上述各家學者對於「知識」

的定義當中，研究者認為難以去區分「知識」與「資訊」有 

 

 

比較，依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學

者對虛擬社群類型的分類，並指出

哪一個學者的分類和定義，最符合

該研究所要研究的對象，對研究對

象的選擇和定位加以解釋和支持。 

指出自己研究立場，說明社群的類

型和其分享的特質，該研究選擇以

專業社群作為研究對象，以探討其

進行知識交流的因素。 

作者綜合「知識」的定義後，對知

識的簡述。(歸納/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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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同？對此，Harris(1996)曾對資料(data)、資訊(information)

與知識「knowledge」作出區辨，他認為資料意指彼此間無關

聯，且本質上不具任何意義的事實和觀察；當資料經過整理

分類、分析與詮釋後，即成為資訊；而結合資訊與經驗，即

成為知識。Nonaka & Takeuchi(1995)進一步說明資訊與知識

的差異，認為資訊與知識的第一個差異是，知識涉及信仰與

承諾，它關係著某一特定立場、看法或意圖；第二個差異是，

知識涉及行為，它通常隱含某種目的；第三個差異是，知識

涉及意義，它會和特定情境相互呼應。尤克強(2001)則認為

「 知 識 是 人 類 思 考 資 訊 的 能 力 」， 而  Davenport & 

Prusak(1998)則認為，人類思考資訊的方法(將資訊轉換分析

成知識)包括下述 4C： ……(部分內容省略) 

    由以上論述，我們得知「知識」與「資訊」不同的地方

在於，「知識」往往結合個人所在的情境與經驗，使人可以判

別與思考「資訊」，以作為決策參考與轉化為實際行動。而 

Drucker(1993)所言：「知識乃是將資訊有效地運用於行動中。」

或許更言簡意賅的說明了資訊與知識的不同。  

    本研究以電腦與數位 3C 專業虛擬社群為研究對象，主

要的考量在於其他類型的虛擬社群，或者以情感交流為目

的，或者以交換彼此感興趣的資訊為目的，唯有專業型虛擬

社群以某種領域的專業知識作為交流對象，較符合本研究探

討「知識分享」的目的。(p.13~14) 

段落編號：03_2-2-3 

    描述不同學者對知識分享的解釋，並評論他們看法的侷限，能否解是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特

質，比較後選擇Davenport & Prusak的觀點來解釋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 

    關於知識分享，許多學者都曾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詮

釋，Nonaka ＆ Takeuchi(1995)從知識互動的觀點，指出內隱

知識與外顯知識並非分離，而是相輔相成的實體，也就是說，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的互動過程就是知識分享的過程。然而

Nonaka ＆Takeuchi 這種知識分享的觀點只適合說明一般組

織與真實社群間的知識分享，對於虛擬社群成員間的知識分

享過程卻不太適用。  

    Kollock(1999)認為在論壇上被張貼的資訊構成「公共

財」，網際網路降低進入取得資訊的成本，而且任何在網際網

路上的人都可以參與。然而，這也產生了所謂的社會兩難

(social dilemma)，因為虛擬社群存在著「潛水者」(lurker)，

也就是不做任何貢獻卻可以獲利的人；社群中每個人的滿足

 

 

論述邏輯上，針對知識與資訊的

差異，作者綜合相關學者的說法

加以敘說，以「知識」作為線索

來說明。 

歸納/總結，綜合各種知識的定

義，研究者提出他對知識的簡述；

綜合各學者所述，研究者總結知識

與資訊不同的地方，突顯知識的特

性，抓出知識的特點，總結出知識

的特性，作為該研究的理解和用

法，並提出一位學者所言，來對研

究者所作的綜合定義作支持。 

與研究的關聯，提出自己的研究立

場，由資訊與知識的差異，研究者

區分和確認他要研究知識分享而非

資訊分享，因而影響到研究對象的

選擇，研究者選擇以知識分享為目

的，而非資訊交流或情感分享為目

的的虛擬社群為研究對象。 

分析/評論，作者提出不同學者的角

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並

對各說法的侷限，以及為何不適用

於解釋虛擬社群知識分享作評論和

說明。 

分析/評論，作者提出不同學者的角

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並

對各說法的侷限，以及為何不適用

於解釋虛擬社群知識分享作評論和

說明。 



116 

 

是因為獲得彼此的信任與支持，而不只是因為獲得資訊，資

訊只是一個到達目的的方法。 

    Davenport ＆  Prusak(1998)以 知 識 市 場 (knowledge 

markets)的觀點來看知識分享，他們認為知識受到市場力量的

推動，因此其運作的方式與實質的商品類似，因此知識分享

猶如知識的交易一般，在知識的市場裡頭，知識的買方便是

知識需求者，知識的賣方便是知識擁有者，知識買方與知識

賣方進行交易，獲取各自所需；而他們認為這種知識交易之

所以會達成，是因為買方與賣方都在這個交易過程中獲得好

處。研究者認為 Davenport ＆ Prusak的觀點，不但適用於說

明組織間的知識分享交流，同時也相當程度地說明了虛擬社

群成員之間為何要進行知識分享交流。在一般組織裡面，成

員之間進行知識分享交流，貢獻知識的人所能獲得的，是在

組織中獲得聲譽、好評，同時也能藉此累積人脈，更可能獲

得組織額外的報酬與職務的拔擢。虛擬社群雖是指人與人在

網際網路的虛擬空間進行交流，卻不代表人渴望獲得良好形

象、希望獲得相對應的報酬、還有與人互助共存的習性與需

求就會因而消失，因此藉由知識貢獻，虛擬社群成員得以滿

足上述的需求，也因此更願意在虛擬社群當中貢獻自己的知

識。(p.16, lin.18-25~p.17, lin.1-16) 

 

表 4-3-5 案例三中「定義型」與「歷史型」回顧結合的討論 

段落編號：03_2-1-2 

    在何謂虛擬社群的回顧中，前半段作者先由「歷史型」的回顧，來論述「社群」概念的改

變，以及「虛擬社群」概念的形成。接下來則是「定義型」回顧的使用，作者陳述許多學者對

「虛擬社群」的定義，舉出許多學者對虛擬社群的看法，並加以分類、歸納，最後真對不同的

面向總合述說。在定義的回顧部分，作者使用了「分類/歸納」心智策略，將共同特徵抽像出來，

作為分類定義的項目。將相關學者對虛擬社群的定義加以分類歸納，虛擬社群的定義可從某些

特性來描述；最後作「歸納/總結」，總合敘述虛擬社群的定義，並說明自己研究立場，說明自

己研究中所使用的定義，作為該研究的依據，並說明該研究統一使用的名稱。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何謂虛擬社群何謂虛擬社群何謂虛擬社群何謂虛擬社群 

    網際網路的不斷擴充，代表著虛擬文化對真實文化的滲

透，也意味著人們再也無法把虛擬世界與現實生活進行嚴格

區分(翟本瑞,2001)。隨著科技的進展，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交流，並不一定要透過面對面的直接溝通才能達成，這也

意味著關於社群「地區性」的定義也正逐漸的改變，當人們

在網際網路上進行互動與聯繫，即使身處於不同的國家城

市、不同的地理區域，人們仍可以進行知識、行為、情感上

 

 

比較，作者比較不同學者對虛擬社

群知識分享的解釋後，認為

Davenport & Prusak的解釋最適於

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 

自己研究立場，解釋 Davenport & 

Prusak的理論適用於解釋虛擬社

群知識分享研究的原因。 

歸納/總結，總結 Davenport & 

Prusak的解釋為何、有何特性。 

承接上一段敘述，社群破除地區性

的限制，社交性的互動在網際網路

的平台上仍得以成形，在網際網路

平台上進行知識與情感交流互動

的一群人，稱之為虛擬社群。並從

當代社會學對社群研究的觀點的

改變，來支持這樣研究者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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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這也就是說，突尼斯所定義的「社交性」的互動，

即使在網際網路的平台上面仍然得以實現，在這樣的前提底

下，或許我們可以把「地區性」的定義，延伸到使用相同網

路系統平台的一群人，像這樣透過網際網路而在同一系統平

台上進行知識與情感交流互動的一群人，我們就稱之為「虛

擬社群」。而 Turner & Dolch (1996)在探討古典社會學理論對

於重新思考「社群」研究的相關性時，也指出「社群」不不

是一個「地方」(place)，而是「一個象徵體系」(a system of 

symbols)，這也就是說，目前社會學觀點在看社群，已經不是

純粹從「地域」的觀點在探討社群，而是會從社會人群的互

動、情感、結構上去看社群。 

    許多學者都曾就「虛擬社群」下過定義，Rheingold(1993)

定義「虛擬社群是社會的集合體，當有了足夠數量的群眾，

在網路上進行了足夠的質與量的討論，並付出了足夠的情感

而得以發展人際關係的網路時，虛擬社群就因而成型。」

Komito(1998)指出網路虛擬社群通常是經由線上群組成員分

享某行為或某主題，試圖找到一個群體，使群體內部的成員

能夠共存，以及使彼此之間更加的親近。……(部分內容省略) 

    綜合學者所述，研究者歸納出虛擬社群的特質如下表： 

表 2-1-1 

虛擬社群特質 

 

    透過以上六點虛擬社群特質的分析，本研究也對虛擬社

群下了如下定義：虛擬社群是依賴網際網路而聚合在一起的

一群人，這些人可能因為擁有共同的興趣與喜好，或有相類

在何謂虛擬社群的回顧中，前半

段作者先由歷史型的回顧，來論

述「社群」概念的改變，以及「虛

擬社群」概念的形成。 

(1) 研究者提出，由於資訊科技

的改變，人們的互動和連繫不限

於直接面對面，這樣的改變，讓

社交性的互動，在網路平台上仍

然可行，社群的特性和定義隨著

時代的改變，可將地域延伸到網

路平台上。 

(2) 研究者也提出許多學者的觀

點，說明在歷史脈絡上，學者重

新思考社群研究的相關性，指出

社群研究已從一個地方延伸到

一個象徵體系。 

分類/歸納，舉出許多學者對虛

擬社群的看法和定義，並加以分

類、歸納，最後真對不同的面向

總合述說。將共同特徵抽像出

來，作為分類定義的項目。將相

關學者對虛擬社群的定義加以

分類歸納，虛擬社群的定義可從

某些特性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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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個人背景與專長，因此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相互的討論、

交流，並因而形成具有資訊、知識與情感交流性質的人際網

絡。由以上的討論可知，無論是現實的社群或是虛擬社群，

皆是由社會網絡所建構而成，社群內的成員透過彼此之間的

網絡連結，彼此支持、分享與交換資訊、知識，並因而產生

相當程度的認同和歸屬感。 

    在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對於虛擬社群所使用名稱有很

多種，包含了「Virtual Community」、「Online Community」、

「Electronic Community」、「Intrenet Community」、「線上社

群」、「電子社群」…等(丁耀民,2005)。在本研究當中，研究

者 統 一 採 用 相 關 研 究 最 常 使 用 的 「 虛 擬 社 群 」 (Virtual 

community) 來作為代表。 

(p.8, lin.21-25~p.11, lin.1) 

 

表 4-3-6 案例三中「延伸」心智策略的使用 

段落編號：03_2-1-1 

    除了原有的心智策略外，筆者從案例 3的文獻回顧中，觀察出另一種心智策略的使用，筆

者將這種策略定義為「延伸」。延伸意謂著使用其他領域的分類，或知識特性、比喻等，來解釋

所要描述的概念，亦即延伸使用其他學術領域的說法、比喻等，來為自己的研究概念作更清楚

的述說。例如在案例 3中，筆者觀察到作者對社群的解釋，使用社會學領域中許多學者的說法，

透過社會與社群的差異，來強調社群的特性，其中包括「結合體與共同體的區分」、「農村與

社會的比喻」、「社交性與地域性的差異」，強調「共同體」是社群特性，有「共同意識」和

「情感」是社群形成的原因。接著再由社群特性的討論，延續到虛擬社群的形成因素。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何為社群何為社群何為社群何為社群 

    社群(community)與社會(society)有何不同，許多學者都曾

提及從社群的特徵來加以區辨，其中，研究者認為最能分別

這二者不同的，是 Tönnies(1988)從結合體(gesellschaft)與共同

體 (gemeinsschaft)的 概 念 來 區 分 社 會 (society)與 社 群

(community)：社會亦即結合體，一群人聚集在人造的建物中，

為了特定的目的而聚集起來，平日雖相處在一起，但每個人

都有私利的心態存在，對於團體之間的認同感比較薄弱；而

社群為共同體，是指一群具有共同血緣、或共同長成在同一

區域裡的人，分享著彼此的生活經驗，有著共同的態度，所

以彼此之間的認同感高。 

    在「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nternet」(Thurlow, Lengel & Tomic,2004)一書裡面針對以

結合體與共同體來區辨社會及社群，曾提及德國社會學家突

尼 斯 (Ferdinand Tönnies)指 出 社 群 與 社 會 的 區 別 ： 社 群

 

 
從社群與社會的區別，來強調與

突顯「社群」的特性。在此研究

者的焦點環繞社群與社會的差

別，引用相關文獻來敘說。並將

理解作總結敘述。 

 

從社會學者突尼斯「結合體」與

「共同體」的概念區分，以及「農

村」與「都會」的比喻，讓讀者

更了解何謂社群、社群的特性是

什麼，也為下一項虛擬社群的討

論作鋪陳。 

歸納/總結，作者綜合敘述虛擬社

群的定義。 

自己研究立場，與自己研究關

係，作者說出了該研究所下的定

義，作為該研究的依據；作者並

列舉對虛擬社群所使用的名稱，

並說明該研究統一使用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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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inschaft)代 表 著 小 型 的 、 農 村 的 、 親 密 的 社 群

(Communities)；而社會(Gesellschaft)與之相反，代表著是大型

的、都會的、冷漠的社會(Societies)。突尼斯以農村與都會來

對比社群與社會，研究者認為相當程度能與我們日常生活的 

經驗相結合；一般我們總認為，都市的人們比較起生活在農

村裡的人，是較為冷漠與較不常互相來往，而生活在農村裡

面的每個人，或多或少都知悉其他生活在同一個農村裡面的

人，而此農村也是人們每天邂逅彼此的地方。從突尼斯的比

喻裡我們可以得知，為什麼同在一個社會裡頭，某一些人的

聚合會被稱之為社群，而其他人則不是，其中最大的區辨特

徵是在於社交性(socialility)與地域性(locality)的差異，這表

示，或許我們可以透過社區成員所共享的社會互動----社交

性 ， 與 成 員 所 共 享 的 地 理 位 置 ----地 域 性 ， 來 界 定 社 群

(Thurlow, Lengel ,& Tomic,2004)。 

    Tönnies(1988)認 為 共 同 體 有 三 ： 血 緣 共 同 體

(Gemeinschaft by blood)、地緣共同體(Gemeinschaft by locality)

及精神共同體(Gemeinschaft by mind)。血緣共同體代表著共

同體並非只是公共的建築或生活領域，還有集體的意識與歷

史記憶的共同情感，地緣的共同體則是基於具有相同的風俗

習慣，而最後衍生出精神共同體，代表團體中的人彼此間具

有歸屬感，且團體認同感很強(廖鐿鈤,2001)。社群根源於血

統、情感或空間連結，成員間具備某種相同的特質，不但規

範社群行為，更匯集內部力量來形成社群意識。由此可知，

社群(或共同體)的元素有：血統(或歷史、時間)、空間及情感。

曾武清(2004)進一步認為社群之所以成為可能，「想像」其實

是重要因素。如果社群是想像的，則可藉由象徵等方式來傳

達群體之所以成為共同體的特性，而不必然以群體內部的社

會關係或組織的形式來呈現。這樣的觀點，跳脫「社群」在

地域上是孤立、封閉的限制。關於社群地域性性質的討論，

目前社群研究的研究者偏向將 community 譯為「社群」而不

是「社區」，乃是基於「社區」一詞具有「地域性」的意涵。

相較之下，「社群」不但避開這種空間指涉的侷限，進而回應 

1980 年代以來強烈批評以往 community 的用法乃預設了領

域化(territorialization)以及封閉性(closedness)的論點，同時也

更能面對全球化新社會文化情境下所呈現的問題(陳文德與

黃應貴，2002)。  

    Anderson(1991)曾提及民族是一想像共同體，被想像為本

質上有限，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的

出現，另外一種的想像也正慢慢成型。 

在論述邏輯上，「社群與社會的區

別」，「共同體」，「想像」的元素，

「想像共同體」與虛擬社群的形

成，形成了有脈絡的鋪陳和整合論

述，並且論述中引用相關文獻的觀

點作為支持，以討論的「觀點」為

重點，而不是將文獻列舉陳述。 

接著從共同體的概念，延續到「想

像」的元素，並舉相關文獻觀點的

支持，呼應了一些學者或研究的觀

點。 

而「想像共同體」也是虛擬社群

能夠在網際網路平台形成的重

要因素。 

歸納/總結，作者的理解和總結，

社群與社會的差異，最大的區辨

特徵是「社交性」與「地域性」

的差異。 

從「社群與社會的區別」，延伸

到「共同體」的討論，由共同體

的概念對社群的特性作進一步

的理解。 



120 

 

(p.7~p.8, lin.1-20) 

段落編號：03_2-2-3-1、03_2-2-3-2 

    研究者引用學者的觀點，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知識的特性，具有公共財的性

質；平台交流功能文字交流為主，與知識的兩種分型的特性相比，將虛擬社群所分享之知識歸

類為外顯性的知識。此兩種分類方法皆援引其他領域學者的分類，以這些分類來定位和解釋，

為「延伸」的心智策略使用。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 

一. 公共財性質：  

    Kollock(1999)認為虛擬空間中的資源普遍皆有公共財

(public goods)的特質，任何人都能輕易地透過網路來分享利

益，不論其是否曾經貢獻過一己之力。公共財的意義是相對

於私有財而言；在我們生活中所消費的物品或勞務，大都具

有獨享(rival)及可排他(exclusive)兩種特性，稱之為私有財。

獨享是指東西讓個人消費後，即無法讓他人使用；可排他指

的是可以防止他人坐享其成。而相對於私有財的公共財，本

身即具有共享(nonrival)及無法排他(nonexclusive)兩種特質

(張清溪等,2000)。首先，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共享的，共享指

的是可以讓多人共用而不損害到其中任何人的利益，例如 A 

君前往海邊欣賞日落，B 君聽聞後也同時前往海邊欣賞到日

落，即使如此，A 君也不會因為 B 君一同欣賞而減損了日

落的美麗。第二種是無法排他，亦即無法禁止他人不付代價，

坐享其成。  

    虛擬社群的知識不但具有「共享」的特性，同時也「無

法排他」，任何的社群成員都能共享知識累積的成果，因此具

有公共財的性質。Wasko & Faraj(2005)則認為，透過電子網絡

(electronic networks)可以取得正式組織無法獲得的知識，電子

網 絡 不 但 維 繫 著 分 散 的 同 儕 間 的 組 織 知 識 (Constant et 

al.1996)，也維繫著分散著的研究與發展的努力(Ahuja et al. 

2003)。 

 

二. 外顯知識為主：  

透過虛擬社群平台所提供知識交流的功能，我們可以了解虛

擬社群所具有的知識特性。莊雅婷(2001)指出虛擬社群的平台

功能有：  

(一) 原始的出版內容：指社群網站主動提供的文章內容及相

關討論議題。 

(二) 資源目錄：為社群為彌補原始出版內容不足的一種方

式，這裡指的資源是社群網站的外部資源，這些資源必須分

 

 

論述邏輯上，從公共財與私有財、

外顯知識與內隱知識兩種不同的

分類類型，來解釋虛擬社群的知識

特性，並引用相關學者的解釋來描

述與支持。 

Kollock這位學者曾提出，虛擬社群

中的資源皆有公共財的特質，以公

共財和私有財的分類來解釋，相較

於生活中的消費品或勞務，大多數

是私有財，虛擬社群中的資源具有

公共財的特性。研究者另援引經濟

學者的定義，來解釋公共財的特

性，清楚定義公共財的特性，並作

為此一觀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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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網站適當的目錄中，來提升資訊蒐尋的便利性。 

(三) 電子報：許多社群都會提供社群成員或訪客訂閱定期發

行的電子報，而電子報中會放入社群所產生的知識內容或是

相關訊息。 

(四) 回應機制：指的是社群成員向社群經營者傳達想法、問

題的溝通管道，例如電子郵件地址等。  

(五) 討論工具：網路上的討論工具包含下列幾種：…..(部分

內容省略) 

    從上述的虛擬社群平台功能及討論工具的探討中，我們

知道虛擬社群成員的知識交流仍是以文字可以傳達的知識為

主 。Polanyi(1960)將 知 識 分 為 內隱 知 識 (tacit)及 外 顯 知 識

(explicit)；內隱知識指的是個人的、難以形式化與溝通的知 

識，而外顯知識指的是可形式化、可用言語傳達的知識。以 

Polanyi 對於知識的分類方式來看，虛擬社群所能傳達的知識

內容應是以外顯知識為主。 

 

表 4-3-7 案例三理論型回顧中，概念的比較、分類與歸納 

段落編號：03_2-3-1 

    作者首先提出論述主題，述說許多研究的結果，指出個人動機對虛擬社群願意分享知識有

重要的影響，接著從相關研究的觀點來說明研究發現與學者的解釋與看法，這些觀點雖來自不

同學說或研究，但作者從不同研究的結論，抽象出其主要意涵，從更高一層角度，看出文獻所

提結果，有何意涵和面向，比較並指出研究中相呼應的地方，最後從文獻的討論中歸納兩點重

要因素。文獻的概念分析與比較、討論有助於重要面向歸納，而這個歸納最後形成研究概念架

構的子面向。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個人動機個人動機個人動機個人動機 

許多研究指出，虛擬社群成員之所以會在網路平台上分

享知識，往往是起因為使用者的個人動機。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的觀點，認為人之所以進行社會互

動，主要是認為可以獲得認可、地位與尊敬(Blau,1964)，從

這樣的觀點出發，我們將可以對於為什麼虛擬社群的成員願

意在網際網路上向陌生人無償貢獻自己有用的知識做不同的

解讀。Wasko & Faraj(2005)曾指出，在實務電子網絡(electronic 

network of practice)上 分 享 個 人 知 識 ， 有 兩 個 矛 盾 的 地

方：……(部分內容省略) 

Davenport ＆ Prusak(1998)的「知識市場」與 Blau(1964)

的社會交換理論都強調，人與他人進行互動甚至分享，都在

於期待自己能透過這樣的行為而從中獲得某些利益，這樣的

觀點告訴我們，無私奉獻並不是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貢獻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作者首

先提出論述主題，接著針對虛擬社

群知識分享的個人動機，整合相關

研究討論，並指出理論與實證研究

中相呼應的地方，最後歸納兩點重

要因素。 

首先提出論述主題 

Polanyi這位學者將知識分為內

引知識和外顯知識，研究者從此

一分類，來解釋和定位虛擬社群

知識的特性。由學者所提虛擬社

群平台的功能，研究者分析出虛

擬社群內成員的交流仍是以文字

可傳達的知識，此乃屬於外顯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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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解答，或許透過貢獻個人有價值的知識，虛擬社群可

以從中換取到許多無形的資產。 

    Kankanhalli et al.(2005)的實證研究，證明個人會因為「樂

於幫助」與「知識自我效能」(Knowledge Self-Efficacy)，而

在知識分享系統平台上去分享自身的知識，其中「知識自我

效能」指的是藉由知識分享及解決他人問題來證明自身的能

力、並從中獲得自信，研究者認為 Kankanhalli等人所定義的

「知識自我效能」有「獲得良好名聲」及「自我認知為專家」

的意涵在裡頭；Wasko & Faraj(2005)認為使用者之所以去貢獻

知識，是因為察覺到貢獻知識可以提升其專業的形象與地

位，因此產生動機在網路上貢獻其有價值的個人知識。他們

的另一篇研究則指出，一個人有動機去貢獻知識，是因為對

智慧的追求與解決問題是有挑戰性或有趣的，所以他們喜歡

幫助他人(Wasko & Faraj, 2000)。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當中，本研究歸納出影響虛擬社群成

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個人動機因素有：  

一.聲譽：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及過去實證研究指出，聲譽

是一個重要因素促使個人極積參與虛擬社群，個人希望透過

分享個人有價值的知識，以便在虛擬社群當中提升自己的地

位及形象。 

二.樂於助人：個人願意在虛擬社群幫助他人，可能因為其本

性使然，又或者是認為解決他人的問題是有趣且富有挑戰性

的，因此促使他們願意在虛擬社群上與其他人進行知識交流。 

(p.17, lin.22~p.19, lin.1-10) 

段落編號：03_2-3-2-1 

    在「社會資本」理論的討論這一項，作者將理論涵蓋的許多類別與內容細項聚集於一個項

目討論。本研究分析碩士論文作者於文獻回顧與討論中，針對一個主題(重點/概念)的討論，使

用了那些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為何，為了使內容分析較清楚的呈現不致混淆，筆者將案

例 3第二章、第三節的第二項「社會資本」理論的討論，又分成幾個點來分析，並就回顧的重

點給予一個標題，筆者將自行加入的標題，框中括弧表示，並於每一個分析的點，給予一個文

本編號。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社會資本定義社會資本定義社會資本定義社會資本定義] 

    社會資本理論，指出無論是個人或團體的行動，都是由

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所驅動，促使其與其他行動者互動，

以便取得其他行動者的資源，達成獲得較佳成果的目的；而

這樣的命題在於取得的資源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中的，並因社

會 關 係 達 致 較 佳 效 果 ， 因 而 稱 為 社 會 資 本 (social 

capital)(Lin,2001)。Burt(1992)則以社會結構觀點，認為在既定

 

 

比較，從不同研究中得出的結

論，抽象出其主要意涵，從更高

一層角度，看出文獻所提結果，

有何相關的地方，有助於概念的

歸納。 

論述邏輯上，作者整合論述社會資

本的定義。不同的觀點來解釋同一

個概念。 

歸納/總結，作者從各種理論和

實證研究結果的對比和討論之

後，研究者歸納出虛擬社群成員

進行知識分享的個人動機因

素，主要分為「聲譽」和「樂於

助人」兩點。而從文獻討論、比

較、歸納的這兩點因素，也形成

研究概念架構的探討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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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結構、關係與制度的鑲嵌下，所有關係人必須在一定

的規範下共同參與，始能創造社會共同財富與價值。任何一

方之破壞與退出，將或多或少地影響任一關係人創造價值之

生產力。而這些鑲嵌在社會結構、制度、關係上面的所有人

事物，就是所謂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簡單的說，隱藏

在社會資本概念背後的前提其實是簡單而直接的：對於社會

關係的投資，並期望藉此在市場中獲得回報。若與 Davenport 

＆ Prusak(1998)所提出的知識市場做結合，我們便可以解釋

虛擬社群成員的知識分享行為，是透過知識的分享來獲取個

人社會資本的累積，我們可以將知識分享視為是虛擬社群成

員的投資行為，而其預期的獲利，便是可以在社群裡面累積

社會關係的資產(亦即社會資本)，而此種社會關係的資產是鑲

嵌在社會網絡當中，也因此唯有透過與其他人的社會互動方

能獲得。(p.19, lin.12-26) 

段落編號：03_2-3-2-2 

    在案例 3研究中，「社會鑲嵌」可視為與「社會資本」同義，作者於註釋中解釋：「本處使

用『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一詞乃為忠於原文之故，意指社會資源鑲嵌在社會關係的

網絡當中，在本研究中，『社會鑲嵌』可視為與『社會資本』同義」。因此接下來的段落討論的

「社會鑲嵌」以及其分類與面向，即為「社會資本」的理論內含討論。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社會鑲嵌社會鑲嵌社會鑲嵌社會鑲嵌] 

    Granovetter(1985)提出「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ness)

的概念，他認為經濟行為是鑲嵌在具體的、持續性的社會關

係之上，而他將網絡中鑲嵌分成關係性與結構性兩類：結構

性鑲嵌(structural embeddedness)指經由正式交易關係所形成

之網絡；關係性鑲嵌(relational embeddedness)指意圖掌握對等

交換(dyadic exchange)的品質，進一步形成非正式的個人網

絡，強調交易成員間的信任與承諾關係。Coleman(1990)也認

為，社會資本包含兩部分：社會資本是某種社會結構，而社

會資本也有助於處於結構之內的個人的特定行為；社會資本

是一種關係中取得的資源，無論是實際或是潛在的資源。從

上述學者的說法上，我們知道社會資本包含了鑲嵌在社會結

構與社會關係的資源，在本研究中，也分別以「結構資本」

與「關係資本」來描述這兩類的資源。(p.20, lin.25-26~p.21, 

lin.1-8) 

 

 

 

 

 

 

研究者的理解和簡述。 

比較，比較 Granovetter與 Coleman

這兩位學者的分類，可歸納出結構

資本和關係資本的概念，研究者分

析出這兩個面向，並且以結構資本

和關係資本來描述這兩類的資源。 

歸納/總結，整理出文獻中提到結

構資本、關係資本兩個概念，之後

的討論分別從這二方面結合相關

的文獻來解釋。 

與研究的關係，自己研究立場，研

究也分別以「結構資本」與「關係

資本」來描述這兩類的資源。 

論述邏輯上，從不同學者、不同

名詞，但表達的是同一概念，加

以整合敘述和比較。 

結合，重新塑造，「社會資本」

結合「知識市場」的觀點，以

更充分的角度來解釋虛擬社群

知識分享的行為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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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03_2-3-2-3 

    此部分討論「社會鑲嵌」下兩種分類的第一類，「結構鑲嵌」。作者從不同學者、不同名詞，

但表達的是同一概念，加以整合敘述和比較。在「結構鑲嵌」之下，作者又歸納出有中心性、

平等性、以及密度三個子面向，在三個子面向之下作者再繼續進行文獻整合論述、歸納等文獻

的整理。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結構鑲嵌結構鑲嵌結構鑲嵌結構鑲嵌] 

Devi & Ravindranath(2001)提出結構鑲嵌的概念，將網絡

結構分成個體層級、組成層級及網絡層級，並分別說明每個

層級的關係特質。其中個體層級以個體所處的中心性及自主

權描述;組成層級以網絡組成分子中每個個體間的權力情形

描述;在網絡層級方面則以整個網絡的密度來描述，蘊涵網絡

規模及資源流動情形。Whetten(1982)也認為網絡結構可由三

種面向來分析：中心性(centrality)、複雜性(complexity)及密度

(density)，若與 Devi & Ravindranath(2001)的結構鑲嵌相對

照，網絡結構的個體層級我們可以以個體在網絡中的「中心

性」來描述，即參與虛擬社群的個人與他人連結的程度；而

組成層級描述的則是網絡組成間的權力情形，若套用在虛擬

社群當中，亦即描述虛擬社群成員之間的組成是否具「平等

性」，而網絡層級要描述的則是整個虛擬社群網絡的「密度」。

以下分別就結構資本的「中心性」、「平等性」、「密度」，個別

進行探討：……(p.21, lin.9-20) 

……(部分內容省略) 

「密度」指的是社會網絡相互連結的程度。Devi & 

Ravindranath(2001)指出，密度(density)是一個關鍵的網絡屬

性，談論到網絡內成員相互連接的程度，互相連結者愈多，

密度則愈高。假如在一個網絡裡面，每一個人都認識其他人，

就是一個非常密集的網絡，而密度高的網絡對於參與者來

說，會產生下列幾種影響：  

一.因為許多的相互連結與分享，促使資訊及資源快速且有效

率的流動。(Coleman,1990)。  

二.因為密集的網絡像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所以就容易發展信

任關係、行為規範及一般行為模式。(Burt,1998；Coleman,1990) 

三.密集的社會網絡，會使得成員之間具有較強的約束力

(Burt,1998)。 

 

 

 

段落編號：03_2-3-2-4 

    此部分討論「社會鑲嵌」下兩種分類的第二類，「關係資本」。在關係資本下，作者從文獻

中看出關係資本分成承諾與相互關係兩種，分別從這兩種整合相關文獻來說明。最後透過相關

論述邏輯上，從不同學者、不同名

詞，但表達的是同一概念，加以整

合敘述和比較。 

比較，研究者比較 Devi & 

Ravindranath以及 Whetten所提對

結構鑲嵌概念的分類內涵，發現這

兩位學者所提的分類有共同點，皆

在解釋結構鑲嵌的中心性、平等

性、以及密度，因此研究者總結這

三個面向，並分別進行探討。 

結構鑲嵌之下，分別從「中心性」、

「平等性」、「密度」，個別進行探

討。在「密度」這一點，從不同學

者、不同名詞和說法，但表達的是

同一概念，加以整合敘述。整合「密

度」這個概念的解釋。 

歸納/總結，作者從相關文獻歸納

出高密度的網絡產生的幾種影

響。從文獻中歸納出三點，並非

一一列出什麼文獻提到哪個觀

點，而是以概念整合，指出相關

的觀點有哪些，並註明哪些學者

有同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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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的討論，作者歸納出從兩方面來看關係資本，並說明研究中使用這兩方面的意義。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關係資本關係資本關係資本關係資本] 

    在關係資本方面，Wasko & Faraj(2005)認為，當成員對集

體有很強的認同感、信任集體裡的其他成員、感受到對這個

集體有義務，了解與遵守這個集體裡的共同規範時，就會產

生關係資本。而他們認為實務電子網絡有關的關係資本有兩

種：承諾與(commitment)與相互關係(reciprocity)。  

Coleman(1990)認為，承諾是一種責任與義務的呈現，使

得個體未來不斷的參與互動。Wasko & Faraj(2005)的實證研究

也證明，參與實務電子網絡且對於這個網絡有較強承諾感的

人，比較傾向於認為自己有義務去幫助其他人並且也比較會

去分享知識。 

相互關係指的是網絡成員的關係，是建立在一種期待互

惠的關係之上。Shumaker & Brownell (1984)指出，基本的相

互關係是一種互惠，所以人通常會回報他人，並且不間斷的

彼此支援。Wasko & Faraj(2005)則認為，當在一個集體中有很

強的互惠規範，個人就會相信他們的知識貢獻會獲得回報，

個人的努力有了回報，就會繼續貢獻知識。Bock(2005)則相

信透過知識分享可以改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而基於渴

望公平與互惠基礎的人，較可能擁有積極的態度去進行知識

分享。透過上述學者的說法，研究者認為在虛擬社群上，相

互關係可以分成兩方面來看：「網站與成員的關係」及「成員

及成員的關係」。在本研究的定義中，「網站與成員的關係」

意指網站與成員的連結強度，網站與成員之間倘若具有較強

之連結強度，網站與成員間就能有良好的信任與互動，並因

而促使成員較易去分享知識；「成員及成員的關係」指的則是

成員間的連結強度，成員間的連結強度較高，表現出來的便

是成員之間有相當好的信任感、相互瞭解，甚至發展出類似

友誼的情感，成員間關係較好的社群，傾向於相信自己的付

出將會獲得同儕的回報。(p.24, lin.16-26~p.25, lin.1-11) 

 

 

段落編號：03_2-3-2-5 

    經由比較之後，研究者歸納出知識分享的四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本、關係資本、認

知資本。其中認知資本的內含，經作者整合歸納相關文獻後，又分為兩個構念來探討：專家認

知、長期參與。由文獻的比較與結合，整合出更完整的構面。在此研究者的比較涉及跨理論的

比較，因而總結出四個面向，更為完整的解釋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因素。也有助於研究概念架

構和研究設計的形成。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認知資本]  

分類/歸納，從「承諾」、「相互關

係」兩方面，整合相關文獻加以

敘述。 

歸納/總結，研究者將回顧相關文

獻，並將「相互關係」歸納為「網

站與成員的關係」及「成員及成

員的關係」兩方面來看。 

自己研究立場，與研究的關係，

研究中也以這兩種關係來解釋相

互關係，研究者在此說明研究中

的理解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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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Nahapiet & Ghoshal(1998)認

為還有第三種形式的社會資本存在：認知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他們認為這三種形式的社會資本是一個整體的架

構，可以了解組織如何創造與分享知識。而知識的結合與交

換將會發生在： 

一. 個體有動機去從事交換。 

二. 個體間有結構的連結或連接。 

三. 他們的關係具有強而明確的特徵。 

四. 個人有認知的能力去了解與應用知識。 

    上述「個體有動機去從事交換」，研究者認為可與本研究

的「個人動機」因素相呼應；而「個體間有結構的連結或連

接」指的則是「結構資本」；「他們的關係具有強而明確的特

徵」指的是「關係資本」；最後，「個人有認知的能力去了解

與運用知識」則是所謂的「認知資本」。 

    Wasko & Faraj(2005)指出，雖然 Nahapiet & Ghoshal 提

出社會資本的影響是以社會性的因素解釋組織的知識創造，

但是他們強調，社會資本也可以用於解釋實務電子網絡的個

人層次的知識貢獻，他們隨後也透過實證研究，證實三種社

會資本會促使實務電子網絡上的個人去分享知識。 

    那麼，認知資本的意涵是什麼呢？簡單的說，一個人如

果沒有認知資本，基本上是沒有辦法貢獻知識的，更進一步

說，當一個人專業知識不足的時候，就比較不可能去貢獻知

識，而一個人掌握的知識與技能愈多，就有愈高的可能性去

貢獻知識。換言之，當一個擁有專業知識，並因而認知自己

是這一方面的專家時，這樣的自我價值感將會促使人去分享

知識(Bock,2005)。 

社會資訊程序理論指出，CMC(電腦中介傳播)同樣能夠

達成面對面溝通所形成之正向人際關係及形象，但由於缺乏

非口語線索之特質，使得 CMC 須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熟悉他

人，故 CMC 係以較慢的速度發展社會關係(曾真真、黃經智，

2004)。Wasko & Faraj(2005)則認為，當社群成員參與社群愈

久，對於社群愈了解，也愈會去分享知識；這樣的假定是基

於其認為認知資本是由熟練專業知識的運用而構成的，而那

種熟練需要經驗的累積。當個人較長期在這個知識分享的場

所，比較可能去了解到他們那些專業知識是相關的，也因此

比較容易去分享知識。 

    Armstrong & Hagel(1997)曾對於虛擬社群追求臨界數量

提出三階段理論：  

一. 創造交通：吸引目標成員進入虛擬社群。 

 
重新塑造，結合第三種類別，除

上述學者所提的兩種觀點：結構

資本和關係資本，另有學者提出

第三種社會資本：認知資本。擴

充研究分析面向。 

比較，Nahapiet & Ghoshal 提出

知識結合與交換將會發生在四種

情況，研究者將此四種情況與先前

分析過的因素相比較，發現其中有

相呼應的地方，因此歸納出知識分

享的四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

本、關係資本、認知資本。 

接下來討論文獻中提到的認知資

本的概念，論述邏輯上，作者針對

「認知資本」這一個概念，研究者

整合相關理論來解釋和支持。找出

不同理論、相關學者的解釋，找出

共同的看法，作為整合論述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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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中交通：增加成員在社群裡花費的時間。 

三. 鎖住交通：鼓勵成員創作、發展其人際關係，讓成員捨不

得離開。 

    在其理論當中，認為當虛擬社群試圖使得成員在社群停

留的時間加長，進而在虛擬社群中發展出人際關係時，將會

使得虛擬社群成員數量不斷成長累積；此理論同樣的提到社

群成員長期參與的重要性，並說明了長期參與社群活動將會

使得個人的在社群裡的社會資本不斷累積。 

    透過對認知資本的探討，本研究將「認知資本」分為兩

種構念來探討：  

一. 專家認知。 

二. 長期參與。 

    本研究以「專業型虛擬社群」為對象，由於專業型虛擬

社群入門的門檻會比一般虛擬社群要高(指的是對專業知識

的要求)，因此本研究預期剛加入虛擬社群的新手，「認知資

本 」 的 缺 乏 將 會 是 他 們 分 享 知 識 最 大 的 障 礙 。 (p.25, 

lin.12-27~p.27, lin.1) 

段落編號：03_2-3-3 

    這一項討論虛擬社群的酬償機制，作者結合激勵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酬償機制，而經過與之

前討論的相關理論比較，作者認為從廣義來看激勵理論的三大面向可涵蓋各種層面的影響因

素，因而最後這一項討論到虛擬社群的酬償機制，激勵理論的三大面向有助於研究概念架構的

形成。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虛擬社群酬償機制虛擬社群酬償機制虛擬社群酬償機制虛擬社群酬償機制 

另一個會影響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因素，即虛

擬社群網站所提供的酬償機制。當參與者分享知識能獲得社

群網站的酬償，參與者就更有意願去分享知識。 

從酬償的機制來刺激虛擬社群參與者去進行知識分享，

這樣的觀點與激勵理論相同，研究激勵理論的學者 Greenberg 

& Liebman (1990)曾將激勵機制分為三大類：  

一. 物質型報酬：包括所有財務性質之報酬，可滿足個人的生

存需求，例如提供獎金、旅遊等獎品。  

二. 社會型報酬：此類型的激勵機制主要在滿足人際關係和受

人尊重的需求，例如表揚活動。 

三. 活動型報酬：此類型的激勵機制能滿足成就感和自我成長

的需求，例如競賽活動與教育訓練機制。  

    研究者認為物質型報酬與本研究之組織酬償因素類似；

而社會型報酬與社會資本的觀念接近；活動型報酬則與前述

滿足個人動機的知識分享因素接近；所以如果若以激勵理論

 

 

歸納/總結，經過相關文獻的討

論，作者將「認知資本」歸納為

兩個構念，並在研究中透過這兩

個構念來探討。 

自己研究立場，作者將「認知資

本」分為兩個構念來探討，並預

期此構念與研究對向的關係。 

重新塑造，引用、結合激勵理論

的觀點，來解釋酬償機制。研究

者從激勵機制的觀點的三大面

向，亦將影響虛擬社群知識分享

的因素，分為這三個面向，並影

響到研究架構的分類。 

比較，激勵理論的學者將激勵機

制分為三大類，研究者將此三大

類的面向與前述影響虛擬社群成

員分享的因素相較，有相符合的

地方，從廣義上來看，虛擬社群

分享的原因皆是一種酬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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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來看，無論是個人性、社會性、或者是組織性之知識

分享因素，廣義上來說都是一種酬償。 

    Kankanhalli et al.(2005)研究證實，組織所提供的報酬越

高，使用者越願意去分享知識。Bock(2005)在其實證研究的

假定中，也認為預期的外在酬償，會使人的態度更傾向於知

識分享。……(部分內容省略) 

    西門子的 Share Net 計畫是一個透過組織酬償而促使員

工在網站上進行知識分享的成功案例。……(部分內容省略) 

    研究者整理目前臺灣的虛擬社群常見的酬償機制有： 

一. 等級制度：等級區分大多是由虛擬社群經營者(大多是站

長)設定，每個社群都會有所不同。……(部分內容省略) 

二. 權限制度：大部分的社群裡，等級與權限的設置仍然受社

群經營者對社群之設定而異。……(部分內容省略) 

三. 酬勞(虛擬貨幣)：大多數虛擬社群都會紀錄成員發表、回

覆 文 章 數 量 ， 再 根 據 設 定 給 予 不 同 的 積 分 、 虛 擬 貨

幣。……(部分內容省略) 

四. 職務：部分虛擬社群會透過各種方式讓社群成員有擔任職

務的機會，例如成為討論版的版主；……(部分內容省略) 

(p.27, lin.2-25~p.29, lin.1-7) 

段落編號：03_2-3-4 

    在知識分享因素的相關理論回顧部分，研究從三個面向的理論進行文獻回顧：個人動機、

社會資本、虛擬社群酬償機制，並將這三方面的理論內涵，作分類、比較、結合和歸納，釐清

知識分享因素的來源層次，構成研究的概念架構和細項的構念，並將相關理論的解釋和內涵，

構成研究設計構項的描述。 

文本內容節取 

知識分享因素三種來源層次知識分享因素三種來源層次知識分享因素三種來源層次知識分享因素三種來源層次 

綜合以上討論，研究者將可能影響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因素整理如表 2-3-1： 

表 2-3-1 本研究知識分享概念因素 

 

其他回顧類型，「實際現況型」，

研究者自己的實際觀察和分類。 

三個實證研究來支持虛擬社群

受償機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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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1中可以看出過去學者曾經提出過的影響知識分享的因素，本研究為求嚴謹，以免遺漏部分可能影響

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因素，因此廣泛採用各家學者曾經提出的知識分享因素做為本研究知識分享因素量

表的概念變項；同時將影響知識分享的因素依據其影響的來源進一步區分為個人因素、社會因素與組織因素，後

續分析時，將各別從此三大因素中抽取本研究知識分享因素之研究變項進行各種分析。  

    雖然上述因素，在國外學者的研究裡，部分已透過實證研究證明與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並沒有很大的

關係，甚至在「酬償」這個因素上，還曾有研究呈現出負相關，但因為每一國的國情、文化不太相同，是否國外

的研究能夠適用於台灣，在沒有本土性的實證研究前都還是個未知數，因此研究者認為仍有必要將所有的因素都

再進行一次實證研究，以檢證其對臺灣的虛擬社群是否具有影響力。 

……(部分內容省略) 

 

第四節 案例四分析 

    案例四的研究題目為「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體系之探討」。第一章第一

節為問題陳述，作者先於前言的部分，使用「脈絡型」的回顧，從數位音樂興起

的背景，帶出研究議題探討的重要性，接著從三方面來闡述研究背景，彰顯研究

動機的適切性，這三方面的討論為：「音樂分類之重要性」、「目前音樂分類架構

之缺失」、「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第一項「音樂分類之重要性」

的討論，作者使用了「理論型」、「實務重要型」的回顧來鋪陳，從相關研究、理

論的發現與解釋，來說明音樂分類之重要性，並從實際上的音樂瀏覽經驗，來論

述實務上音樂分類安排的影響及重要性，見表 4-4-3，04_1-1-1。 第二項「目前

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的論述，作者從現階段線上音樂之缺失，彰顯研究之重要

性，為「缺口型」回顧的使用，作者從文獻中歸結出三點缺失，並分別就這三點

整合相關文獻論述，見表 4-4-3，04_1-1-2。第三項「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

重要性」，在此作者說明切入探討音樂分類的角度，作者使用「定義型」的回顧

來說明「通俗分類」與「使用者導向研究」的意義、使用「歷史型」的回顧，說

明研究取向典範的變遷，以支持研究所採用的取向、作者也使用了「缺口型」的

回顧，從實務上的缺乏與重要性、研究的缺乏，來指出研究缺口，帶出研究的重

要性，見表 4-4-3，04_1-1-3。 

    案例四第二章文獻回顧之部分，分二節探討，第一節為分類架構相關概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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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第二節為音樂資訊行為實徵研究。第一節分類架構相關概念之探討，包括

七項：「人類的分類架構」、「分類架構之意涵」、「分類架構之類型」、「分類結構

之類型」、「通俗分類對分類架構之衝擊」、「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

構之比較」、「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第一節主要為分類架構相關概念之

探討，除了第七項「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為「方法論型」之回顧外，其

餘六項為「定義型」的回顧，討論分類架構的概念、意涵、類型、特性等。「定

義型」與「方法論型」回顧的舉例，見表 4-4-4、4-4-5。 

    案例四第二章第二節，回顧音樂資訊行為實徵研究，作者綜覽音樂資訊行為

相關之實徵研究，歸結與音樂資訊組織相關的研究發現，作者從相關實徵研究觀

察、歸結出五項結果與發現，並分別從這五項重點，聚集相關研究進行探討，這

五項討論皆為「脈絡型」的回顧，探討從目前研究當中得到什麼有意義的結論。

而於五項回顧之後，第六項為「音樂資訊行為實徵研究小結」，作者述說相關實

徵研究的回顧之後(脈絡型回顧)，指出什麼發現，支持研究的重要性、印證研究

動機；而相關實徵研究脈絡型回顧的結果，也促發作者思考層面的擴張，作者再

從研究取向與焦點的演變(歷史型)，以及相關學者說法(脈絡型)，對思考層面的

擴張作解釋，並促使創新思考的形成。相關實徵研究「脈絡型」回顧舉例，以及

第六項「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小節」，見表 4-4-6。 

表 4-4-1 案例四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次數分配簡表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第

一

章 

 

緒

論 

第一節  

問題陳述 

脈絡型(1次) 

定義型(2次) 

缺口型(2次) 

重要型(2次) 

理論型(3次)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2次) 

整合論述(4次)  

第

二

章 

 

第一節 

分類架構相

關概念之探

討 

定義型(13次) 

方法論型(1次) 

分析/評論(8次) 

比較(6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2次) 

整合論述(12

次) 

缺乏回扣論述

主題(1次) 

 

分析面向 

回顧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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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獻

分

析 

自己研究立場(3次) 

第二節 

音樂資訊行

為實證研究 

脈絡型(6次) 

歷史型(1次) 

分類/歸納(1次) 

自己研究立場(3次) 

整合論述(6次) 

文獻間缺乏關

聯(1次) 

其他：帶出研究

重要性(1次) 

其他：思考層面

擴張(1次) 

面向總計 31次 37次 24段 2次 

表 4-4-2 案例四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關連 

 
論述邏輯 段落 論述主題 心智策略 創新閱讀 

脈絡型 

 

整合論述 04_1-1-P [問題陳述前言] 自己研究立場

(1次) 

 

04_2-2-1 非音樂專家之一般使用者

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

需求 

  

04_2-2-2 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

要策略之一 

  

04_2-2-3 音樂資訊尋求過程具有社

會性與共享性 

  

04_2-2-4 階層式結構對無特定目標

之瀏覽行為產生限制 

  

04_2-2-6-2 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

擴張 

自己研究立場

(2次) 

思考層面

擴張(1次) 

文獻間缺

乏關聯 

04_2-2-5 貼近音樂使用行為應加強

情境式詮釋資料 

自己研究立場

(1次) 

 

定義型 

 

整合論述 04_1-1-3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

之重要性 

歸納/總結(2次)  

04_2-1-1 人類的分類架構 歸納/總結(1次)  

04_2-1-2-1 分類架構之定義 比較(1次) 

自己研究立場

(1次) 

 

04_2-1-2-2 分類架構在知識組織系統

及資訊架構中的定位 

歸納/總結(1次) 

自己研究立場

(1次) 

 

04_2-1-4-1 序列式分類結構 分析/評論(1次)  

04_2-1-4-2 超文本模式分類結構 分析/評論(1次) 

歸納/總結(1次) 

 

04_2-1-4-3 方格式分類結構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分析面向 

回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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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2-1-4-4 階層式/樹狀分類結構 分析/評論(1次)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04_2-1-4-5 資料庫式分類結構 歸納/總結(1次)  

04_2-1-4-6 層面式分類結構 分析/評論(1次) 

歸納/總結(1次) 

 

04_2-1-5 通俗分類對分類架構之衝

擊 

分析/評論(2次) 

歸納/總結(2次) 

 

04_2-1-6 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

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 

比較(1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04_2-1-3 分類架構之類型 比較(1次)  

前言/小結

部分 

04_2-1-4-P [分類結構之類型前言]   

歷史型 

 

整合論述 04_1-1-3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

之重要性 

  

04_2-2-6-2 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

擴張 

  

缺口型 

 

整合論述 04_1-1-2 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   

方法論 

 

文獻間缺

乏關聯 

04_2-1-7 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

究 

比較(1次) 

歸納/總結(1次) 

 

重要性 

 

整合論述 04_1-1-1 音樂分類之重要性 自己研究立場

(1次) 

 

04_1-1-3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

之重要性 

  

理論型 

 

整合論述 04_1-1-1 音樂分類之重要性 自己研究立場

(1次) 

 

04_1-1-2 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   

前言/小結部分 04_2-1-4-S [分類結構之類型小結] 歸納/總結(1次)  

04_2-2-P [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前

言] 

分類/歸納(1次)  

04_2-2-6-1 研究動機的再印證 自己研究立場

(1次) 

其他：帶

出研究重

要性(1次) 

說明：部分章節有前言或小結段落，其中仍有心智策略使用現象，但無法歸類於某一類型或論述邏輯，則以「前

言/小結部分」表示。 

 



 

圖 4-4-1 

 

圖 4-4-2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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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四文獻回顧類型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案例四文獻回顧類型章節位置分配長條圖 

 

歷史型

缺口型

, 2 方法論

, 1

重要型

, 2

理論型

, 3

回顧類型

第一章

第二章
歷史型 缺口型 方法論

重要型
理論型

0 

1 
2 

0 

0 1 
2 0 3 

0 

脈絡型 7次 

定義型 15次 

歷史型 1次 

缺口型 2次 

方法論 1次 

重要型 2次 

理論型 3次 

總計 31次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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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評論 8次 

比較 6次 

分類/歸納 2次 

歸納/總結 13次 

自己研究立場 8次 

總計 37次 

圖 4-4-3案例四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整合論述 22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 1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1 次 

文獻堆砌 0次 

總計 24次 

圖 4-4-4案例四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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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6

分類/歸納,
2

歸納/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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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整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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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間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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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1

文獻堆砌,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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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25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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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案例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的鋪陳 

段落編號：04_1-1-P 

    問題陳述的前言部分，作者由「脈絡型」回顧論述數位環境改變、數位音樂興起的背景。

有脈絡的展開線上音樂環境的發展現況，並佐以相關統計資料支持。最後帶出數位音樂數量龐

大，以及數位音樂分類的重要性。問題脈絡陳述，並連接到自己研究的重點。脈絡型的回顧帶

出研究重要性。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問題陳述前言問題陳述前言問題陳述前言問題陳述前言] 

近年來，隨著數位音樂的普及，使用者聆聽音樂、消費

音樂、收藏音樂的行為及型態，漸漸有了轉變。根據 2004年

到 2005 年北美民眾收聽音樂行為調查，「利用電腦進行之音

樂檔案分享」、「線上數位廣播」以及「免費線上串流音樂」

三項調查項目之統計數字，成長速度最驚人（朱澔偉，2005）。

2005 年網路音樂下載大調查指出，有 85%的消費者曾經使

用過網路下載音樂的服務、78%的消費者主要使用 MP3 音樂

播放器或電腦聽音樂。（台北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2005）。

2006 年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網 路 資 訊 中 心 （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以下簡稱 TWNIC）的調查發現，

使用寬頻上網之受訪者，其使用寬頻付費之行為以「網路音

樂」為最高，為 35.36%（線上遊戲  33.33%、網路電話 

23.35%、網路金融 16.72%、線上學習及遠距教學 15.01%、

網路電視電影 13.40%）；而尚未使用寬頻提供之付費服務者

中，願意付費的項目「網路音樂」也達 25.87%（TWNIC，

2006）。  

數位音樂硬體限制低，不論影音多媒體電腦、MP3 播放

器、手機等，都可支援數位音樂的播放；與傳統的音樂聆聽

方式相較，數位音樂更容易滿足消費者隨時聽音樂的渴望，

深具未來發展潛力。2003年 4 月，美國 Apple公司首開先例，

透過 iTunes Store提供線上音樂下載服務。iTunes Store創新

的經營模式，不僅樹立成功典範，也帶動美國數位音樂市場

之發展（劉忠陽、黃穗斌，2006）。根據美國市場調查研究公

司 NPD 之報告，2005年 iTunes已晉身全美前十大音樂商品

零售商（謝璦竹，2006）。網路成為音樂銷售的主要通路之一，

線上音樂服務業者亦方興未艾；2005 年到 2006 年間，全球

合法的線上音樂服務業者，從 355 家增加至約 500 家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  

[IFPI], 2006; IFPI, 2007）。數位內容產業的匯聚，也使得數位

音樂的市場版圖朝更多方面延伸。IFPI（2006）的報告指出，

iPod  所掀起隨身音樂播放器的風潮與行動電話的普及，徹

 

 
脈絡型的回顧，回顧相關文獻，

指出數位環境改變，以及數位音

樂興起的背景。有脈絡的展開線

上音樂環境的發展現況，並佐以

相關統計資料支持。最後帶出數

位音樂數量龐大，以及數位音樂

分類的重要性。問題脈絡陳述，

並連接到自己研究的重點。 

論述邏輯上，有次序的由廣而

小、遠而近的論述，逐步帶出研

究的意義與重要性。 

內文的組織上先提出論述要點，

再舉相關文獻、調查與統計資料

作為論點的支持。論點與論點間

環環相扣，層層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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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轉變過去消費者享受音樂樂趣的經驗，並創造更龐大的商

機。估計行動通訊內容之收益將有 50%以上來自於音樂服

務。數位音樂的應用不僅可在行動通訊市場上發揮，在許多

資訊大廠高度重視的數位家庭市場上，數位音樂更是最大之

主流應用（朱澔偉，2005）。數位音樂市場正蓬勃、穩定地發

展，數位音樂的應用層面趨於多元，而市場發展、應用服務

之基礎—合法授權的數位音樂之數量也逐漸地累積，至 2006 

年，全球線上合法授權數位音樂曲目的總量，已達四百萬首

（IFPI, 2007）。線上音樂服務業者如何將上百萬首曲目分類

組織，呈現在使用者面前，讓使用者可以有效率地從上百萬

首曲目中找到符合需求的音樂，即成為值得探討的課題。以

下將進一步說明音樂分類的重要性、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

失，以及本研究切入探討音樂分類的角度，透過研究背景的

闡述，彰顯本研究動機的適切性。 

(p.1, lin.10-25~p.2, lin.1-16) 

段落編號：04_1-1-1 

    作者在「音樂分類之重要性」的論述鋪陳上，先從理論面來解釋，相關研究與理論的使用，

為下一段實務面的說明，提供很有力的基礎與支持。相關理論觀點的鋪陳由廣而小，具有次序，

由音樂的特質、音樂尋求歷程上表達需求的困難的理論，接續「瀏覽」能夠釐清使用者面對問

題的不確定感，進而是瀏覽與心智模式的相關理論說明，這些理論的鋪陳，最後指向「線上音

樂分類架構之優劣，會影響使用者在線上音樂資訊檢索系統資訊空間中的瀏覽經驗」，並連結至

下一段實務上重要性的論述--「線上音樂分類架構是構築瀏覽環境，創造瀏覽經驗的關鍵」。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音樂分類之重要性音樂分類之重要性音樂分類之重要性音樂分類之重要性 

音樂與文字、影像、視訊等視覺媒體不同，人們透過聽

覺感知音樂，在缺乏視覺經驗的前提下，音樂對人們而言是

抽象、沒有形體的。因此，在音樂尋求的歷程中，要覺察音

樂需求，並以具體的方式表達需求，並非易事。音樂需求的

表達，除了音樂的抽象難以言述以外，使用者也容易被本身

的音感或音樂訓練背景所限制（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2006）。舉例而言，要歌唱五音不全的使用者，以哼唱的方式

表達其尋求的音樂旋律，或是要求沒受過音樂專業訓練的使

用者，以節拍、音色、曲式等語彙表達音樂需求，都是有困

難的。從資訊行為研究的觀點來看，當使用者資訊需求模糊、

未能明確描述所欲解決的問題時，「瀏覽」（browsing）能夠

有限度地釐清使用者面對問題的不確定感，並輔助使用者之

探索活動。對使用者來說，瀏覽是一種「探索性的、隨機發

生的資訊尋求策略」，「尤其適合用在問題尚未定義清楚、或

是在接觸新領域資訊的時候」（Marchionini & Shneiderman, 

 

 

論述指向自己研究，與自己研究

連結，由問題背景陳述，逐步帶

出進行此研究的重要性。 

理論型的回顧，作者在「音樂分類

之重要性」的論述鋪陳上，先從理

論面來解釋，相關研究與理論的使

用，為下一段實務面的說明，提供

很有力的基礎與支持。 

論述邏輯上，相關理論觀點的鋪陳

由廣而小，具有次序，這些理論的

鋪陳，最後指向分類架構建立對使

用者瀏覽經驗的影響，並連結至下

一段實務上重要性的論述。在實務

上重要性的說明，作者的組織方式

亦為先提出重點，再舉實例支持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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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此外，相較於搜尋策略，當使用者瀏覽時，不需要從

記憶中回想搜尋詞彙，認知負荷較輕。換句話說，對大部分

的音樂使用者而言，如能透過分類架構的安排，架構出良好

的瀏覽環境，應能降低其無法順利表達音樂搜尋條件的挫折

感，並且增加探索的動力。  

    就本質來說，瀏覽是探索資訊空間（information spaces）

及其中內容組織和架構的活動。當使用者接觸新的或未知的

資訊空間時，經常採用瀏覽策略。在進行探索時，使用者會

依賴既有與資訊組織相關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心智

模式為「對一個問題狀態或系統的認知表達」（Marchionini &  

Shneiderman, 1988），在資訊空間中，心智模式可幫助使用者

表達資訊的內容、架構和關係；亦即幫助使用者瞭解空間組

織，讓使用者在空間探索過程中進行推論，並且可對探索過

程中發生的狀況做出回應。在網路環境中，使用者透過網站

自構的網路資訊瀏覽服務及搜尋工具之原始架構，發展其心

智瀏覽模式（Chen, Houston, Sewell, & Schatz, 1998;  Nielsen,  

2000）。也就是說，電子型錄（electronic catalogs）、分類目錄 

（directories/categories）、階層式選單（hierarchical  menus），

這些線上音樂分類架構（classification schemes/taxonomies）

之優劣，會影響使用者在線上音樂資訊檢索系統（如：線上

音樂商店、音樂網站、音樂資料庫等）資訊空間中的瀏覽經

驗。  

    對音樂使用者而言，瀏覽可以降低其探索的挫折感，因

而提高其探索的樂趣，增加其黏性；而線上音樂分類架構是

構築瀏覽環境，創造瀏覽經驗的關鍵。此外，音樂分類之依

據與類目的安排，亦可能影響線上音樂商店之行銷效益。在

電子商務環境中，將行銷層面納入分類架構設計之考量，善

用瀏覽意外發現（serendipity）之特性，觸發使用者資訊需求，

啟動其接觸意願，則可能產生超越想像的溝通效益，進而刺

激消費行為。就如同安德森（2006╱李明、周宜芳、胡瑋珊、

楊美齡譯，2006，p. 203）在長尾理論：打破 80/20 法則的

新經濟學一書中所提：「當網路零售業日新月異，人們發現，

商品分類若能隨時洗牌、改變排列方式，更能釋放商品真正

的價值。……聰明的商品排列法也能刺激需求，甚至讓原本

沒在尋找這項商品的人一時興起，把商品丟入購物車。」；莫

維里（2007／蔡學鏞譯，2007，p. 110）也有相似的觀察，在

隨意搜尋書中描述到：「我們知道，即使只是多冒出幾個次分

類 標 籤 ， 都 可 以 戲 劇 性 地 加 強 資 訊 嗅 覺 （ information  

scent）。」換句話說，線上音樂分類架構應該要構築出好的瀏

歸納/總結，作者的理解與重新論

述，總結文獻，帶出有意義的訊

息，與研究的關切重點。 

理論型回顧，承接上一段，此段

為瀏覽與心智模式的理論說明。 

歸納/總結，作者的理解與重新

論述，總結文獻，帶出有意義的

訊息，與研究的關切重點。 

實務上重要性回顧，承接上一

段，由理論面來看，「瀏覽可以降

低其探索的挫折感，因而提高其

探索的樂趣，增加其黏性」，因而

帶至實務面上，好的分類架構能

構築瀏覽環境、創造瀏覽經驗，

並對實務上線上音樂之銷售有影

響。作者並舉文獻中的實例來支

持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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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環境，在設計上應考量使用者可能的分類架構，以使用者

為導向，使資訊發現及獲取更加有效率，在功能與形式上除

了達到易於使用之目的，也應將樂於使用的概念納入考量（林

珮雯，2004），創造更具意義的使用者經驗。而當商店對於音

樂類型類目的設計、安排與命名，與消費者個人觀點相符時，

消費者會感到滿意，進而刺激消費。  

(p.2, lin.17-28~p.4, lin.1-4) 

段落編號：04_1-1-2 

    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及潛在的問題，都可能讓使用者與音樂之間產生隔閡，在問題陳述的

第二項「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作者就音樂分類架構之發展現況，所顯現的問題及潛在的

問題整合相關文獻加以說明，為缺口型的回顧。在論述邏輯上，作者從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現

況抓出重要現象，聚集相關文獻論述，以文獻支持或以理論加以解釋。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 

音樂類型（genres）（如：饒舌、流行及搖滾、老歌等）

是描述音樂最常見的方式。絕大多數實體音樂販售通路或視

聽中心，是依照音樂類型分類、陳列音樂商品（諸如音樂光

碟、錄音帶等），以提供使用者瀏覽、查找。音樂類型可讓使

用者預期某些音樂特性，所以依照音樂類型進行分類，有助

於使用者尋找有興趣的音樂（Vignoli, 2004）。然而，按音樂

類型分類的方式，仍有其潛在的問題及限制。首先，使用者

若要依據音樂類型進行探索性瀏覽，需深層瞭解音樂類型是

如何被定義、理解及描述，這項前提，對大部分未受過音樂

專業訓練的使用者而言，已然產生限制（Cunningham, Reeves, 

& Britland, 2003）。再者，音樂類型並不具有一般性的定義

（Pachet & Cazaly, 2000）。音樂類型類目之總數、音樂 類型

類目的命名、音樂類型類目階層的深度與結構、音樂類型的

定義，以及在特定音樂類型中，音樂所共有的屬性等，都缺

乏 共通的標準及一致性的作法。舉例而言，流行音樂（pop） 

應該如何界定？搖滾樂、饒舌、藍調等等音樂類型，如果暢

銷一時、蔚為流行，能否歸類於流行音樂？在以音樂類型分

類的分類架構中，經常性地出現此類見仁見智的問題，如此

莫衷一是的現象，容易造成使用上的困擾。Pachet 與 Cazaly

（2000）比較 allmusic.com（531 個類目）、Amazon.com（719 

個類目）以及 MP3.com（430個類目）三個音樂網站的音樂

分類架構。結果顯示，上述三個網站的音樂分類架構，在分

類命名上所用詞彙並不一致，三個音樂分類架構中，只有 70 

個類目是使用相同的命名，而這 70 個類目，在整體階層的

位置並不一樣，同樣的音樂項目，也不見得會在名稱相同的

 

 

歸納/總結，作者的理解與重新

論述，總結文獻，帶出有意義的

訊息，與研究的關切重點。 

缺口型的回顧，作者就音樂分類

架構之發展現況，所顯現的問題

及潛在的問題整合相關文獻加以

說明。 

第一點論述音樂類型為音樂分

類、陳列的基礎，所產生的許多

問題，作者指出文獻中所提到的

幾個問題，並引用文獻以支持。 

除了相關學者的觀點，作者還舉實

證研究作為論點的支持，實證研究

的結果支持以音樂類型為基礎的

分類架構，造成使用者許多混淆，

實證此種分類架構存有缺失。 

在論述邏輯上，作者從目前音樂

分類架構之現況抓出重要現象，

聚集相關文獻論述，以文獻支持

或以理論加以解釋。 

有脈絡的鋪陳，從文獻的回顧中

歸結出三個重點，並以此三項問

題為重點陳述，而不是以作者/

研究提出什麼來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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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目之下。這項研究亦指出  allmusic.com、Amazon.com以

及 MP3.com 三個網站的音樂分類架構在結構上並不一致；

除此之外，音樂分類架構並沒有持續、固定的語意。以 

Amazon.com 之分類架構為例，在其中有依照年代、主題、

國家、語言、舞蹈類型、歌手類型等等分類，分類往往在不

同的闡釋中搖擺不定。分類架構中，語意的混淆易導致分類

架構的冗餘。  

    凡是聽覺器官正常的人都能「感覺」音樂，但卻不一定

能「知覺」音樂；感覺是靠感覺器官覺察到刺激的存在（音

樂訊息），並能立即分辨出刺激特徵（如快樂、悲傷）的歷程。

知覺則覺察到刺激（音樂訊息）的存在及其重要屬性、特徵

（如節奏、旋律），並且經腦的統合作用，將感覺所傳來的訊

息加以選擇、組織並做出解釋的歷程。人們使用音樂的過程，

可以只透過「感覺」，而不需具備完整的「知覺」。換句話說，

一個不明白樂理、音樂史的聽者，他也可以純粹感覺音樂，

發展出屬於他的音樂聆賞經驗。既然不是每個音樂使用者都

能有完整的音樂知覺，透過音樂類型分類的音樂檢索系統，

以音樂「知覺」為基本操作前提，對「感覺」音樂的使用者

而言，將構成阻礙（王次炤，1997）。  

    除了以音樂類型為基礎的分類架構會對使用者造成限制

及困擾外，階層式分類結構對無特定目標之瀏覽行為也有可

能構成阻礙。現今音樂檢索系統、音樂播放軟體常見的使用

者 介 面 ， 是 以 資 料 夾 為 主 或 是 階 層 式 的 結 構 （ Vignoli,  

2004）。階層式的結構提供曲目資訊，協助使用者找尋特定物

件，像是專輯、歌曲或歌手等。在使用者要找特定歌曲或歌

手時，階層式結構確實是可支援需求的，但當使用者面對大

量數位音樂，沒有特定要搜尋的歌曲時，就難以透過曲目資

訊的階層結構找到「對的」歌曲，像是適合某種場合或符合

心情高低起伏的音樂（van Gulik, Vignoli, & van de Wetering, 

2004）。  

    此外，大部分音樂相關的分類主題表都隱含著分類音樂

曲目的適用性問題。音樂產業過去大多數販售專輯，而非單

首歌曲，這種情形明顯地影響分類架構的結構，使其為專輯

導向（album-oriented）。但是，專輯往往包含了許多不同類型

的音樂曲目，用專輯導向的分類架構來分類單首歌曲，並不

是完全適用（Aucouturier & Pachet, 2003）。  

(p.4, lin.8-28~p.5) 

段落編號：04_1-1-3 

    作者於問題陳述的第三項，闡述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說明此研究擬從使用

延續上一段的論述，作者提到一

個相關的理論，來作為作者論述

的支持。理論解釋問題現象背後

的原因，成為第一項缺失論述的

有力支持。 

第二項缺失為階層式分類所造

成的阻礙。 

第三項缺失為專輯導向分類方

式適用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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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度進一步探討音樂分類架構既有之缺失如何改善。作者闡明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

內涵、說明理論上與實務上分類現況的缺口、研究的缺乏、以及使用者導向的意義。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 

    使用者導向分類之體現可以通俗分類（folksonomy）為

代表。2004 年，O’Reilly 創辦人暨執行長 O’Reilly（2005）

提出 Web 2.0的概念，關注使用者層面，讓使用者擁有網站

的主導權；而資訊的分類，在 Web 2.0中也有了不同的樣貌，

例如：相片分享社群網站－Flickr、線上共用書籤服務社群網

站－del.icio.us及影音分享社群網站－YouTube等網站皆採用

一種由使用者參與、主導的資訊分類方法；資訊分類不再是

少數內容管理者的專利，通俗分類成為資訊分類的另一種選

擇。通俗分類是 2004 年在資訊架構網路論壇中，由 Vander 

Wal 提出，為“folk” 及“taxonomy”二字的結合（Smith, 2004），

是指使用者透過協同分類活動所形成的自由標籤（ free 

tagging）聚合分類系統，有別於傳統以知識為中心的分類方

式（如杜威十進分類法），通俗分類由使用者自行創建，在某

些方面（如標籤的命名）更貼近使用者認知（卜小蝶，2006）。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最大網路書店 Amazon.com 也採用通俗 

分類，將標籤整合至商品頁面（參見圖 1-1），並且提供熱門

標籤供使用者瀏覽。Amazon.com 很重視通俗分類，甚至將

標籤置於自構的預設分類之前（安德森，2006╱李明、周宜

芳、胡瑋珊、楊美齡譯，2006）。通俗分類所受重視及青睞的

程度，再一次地突顯「使用者導向（user-oriented）」之重要

性，也反映出現行分類架構仍需改善，以拉近與使用者之間

的距離，讓分類同時兼具實用性與正確性，發揮最大效益。 

    理論上，透過音樂分類架構建立瀏覽之輔助架構，支援

探索活動，藉以降低搜尋音樂時可能會有的挫折感，可拉近

音 樂 與 使 用 者 的 距 離 ， 讓 音 樂 資 訊 檢 索 系 統 （ music 

information retrieval systems）更親和。然而，實務上，已上

線提供服務的音樂資訊檢索系統，主要依據「音樂類型（music 

genres）」分類（Aucouturier & Pachet, 2003）；而這類型組織

方式儼然與使用者複合且抽象的音樂需求及尋求行為有所差

距。  

    在線上音樂產業蓬勃發展的同時，音樂資訊檢索系統是

否有善用網路環境的特點，擺脫音樂在實體商店架位固定的

限制，在分類上創造更多不同的可能性以支援使用者瀏覽行

為及種種需求，是提升服務滿意度及系統品質所需探討的重

要課題。縱然如此，目前音樂分類架構在音樂資訊檢索領域

 

 

定義型回顧，作者說明使用者導向

分類之意義、由來與實際應用。 

歸納/總結，作者總結述說使用者

導向分類所帶來的意義與影響。 

缺口型回顧，作者透過理論上較

佳的音樂分類架構建立，於實務

上分類架構現況兩者之間的落

差，指出現行音樂分類架構的缺

失；作者並透過使用者導向之分

類架構設計、評估研究之缺乏，

指出研究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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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是尚待研究的缺口，而使用者導向之分類架構設計、評

估之探討，亦付之闕如。 

    圖書資訊科學對於人類資訊尋求、檢索、組織及使用相

關資訊行為之研究已有一段歷史。二次大戰後，為了定義資

訊行為，使用者研究漸趨盛行。早期資訊行為研究為系統導

向，強調資料的重要性，預設資訊使用的充分及必要條件是

資料必須存在，而使用者為被動的。1976 年，Dervin 提出

情境導向的替代性研究典範，認為資訊是否有意義是由使用

者來定義的，唯有在資訊對使用者而言有意義的情況下，資

訊才能發揮其功能（葉乃靜，1998）。在此替代性的典範之後，

1986 年 Dervin 與 Nilan 在美國資訊科學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SIS）每年綜評當年資訊科學

領域重要主題的年度刊物－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發表了“Information needs and 

uses”一文，正式將資訊行為研究取向分為系統導向與使用者

導向（Pettigrew, Fidel, & Bruce, 2001）。  

    使用者導向（user-oriented）強調以使用者角度，思考資

訊組織、系統或服務的設計；使用者導向的系統設計與評估，

可強化系統的使用性。「使用者導向」並非以使用者為絕對標

準，完全依照使用者的想法、行為、建議來進行各項作業； 

若然，蒐集的資源可能偏頗，設計也不盡然周全（卜小蝶，

2007；林珊如，2003）。如何具體落實使用者導向之概念呢？

Wilson（2000）提到：「電腦科學及資訊系統領域將使用者的

「資訊需求（information requirements）」與使用者在系統中

的行為等同視之。換句話說，電腦科學及資訊系統領域在資

訊需求的探索上，幾乎是使用者如何在既有的系統進行探

索，探討使用者能利用系統提供的資料做些什麼。」Pettigrew 

et  al.（2001）則認為大部分概念化的資訊行為模式及架構，

並不直接導向設計建議及詳細說明。假如人們相信資訊系統

及服務應該是設計來支援資訊行為，而設計資訊系統及服

務，應該建立在資訊行為的基礎上，則將人類與系統加以區

隔的資訊行為研究就顯得不是那麼有用。整合以上兩者論

點，資訊行為研究應該是資訊系統設計與評估之基礎，理論

與應用的結合，將提升理論的價值並鞏固應用的基礎；而資

訊系統在進行設計與評估時，應納入資訊行為的概念，畢竟

資訊行為是連續的，若將資訊行為囿於既存系統的框架中，

將難以展現使用者真正的需求及尋求行為，所獲得之結果將

有可能失之偏頗或流於形式。承襲以上想法，筆者認為使用

者導向應該整合資訊行為整體脈絡，及資訊系統與特定資訊

歸納/總結，作者整合說明從文獻

中所得到的有意義的結論。 

定義型回顧，作者再透過定義型回

顧，述說使用者導向研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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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間的關係，以確保資訊系統設計、評估的完整性及應用

性。  

    資訊行為與個人、社群、資訊等層面有所關聯，而使用

者經驗又是連續不可分割的，是故本研究不直接切入「分類

行為」進行訪問，像是詢問使用者「如何使用網站上的分

類？」，或是「如何將音樂分類？（如：卡片分類技術）」。取

而代之的，筆者是從使用者的音樂使用歷程中抽取分類、歸

類之概念（如資訊尋求的層面、描述音樂的詞彙、蒐藏音樂

的方式等），進而瞭解使用者的行為及期許，從使用者觀點，

提出線上音樂分類架構具體改善建議，讓線上音樂商店、音

樂資料庫、數位音樂圖書館等規劃音樂分類架構時，能加以

參考，提供更具效益之介面及輔助。 

(p.6~p.8, lin.1-22) 

 

表 4-4-4 案例四中定義型回顧的舉例，以及其中心智策略的使用 

段落編號：04_2-1-2-1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分類架構之定義分類架構之定義分類架構之定義分類架構之定義 

    在圖書資訊學領域，classification schemes被定義為一組

彼此互斥且不重複的類目，其以階層架構排列，並反映出真

實世界中已決定的次序（Jacob, 2004）。Classification schemes 

讓每一個物件歸屬在一個類目下，因此透過類目有系統、有

原 則 的 順 序 安 排 ， 可 提 供 有 意 義 的 溝 通 資 訊 。 此 外 ，

classification schemes建立並強化參照互見的穩定性，讓每一

個類目有特定的屬性標籤，該標籤連結該類目中個別物件到

該類目之定義。像是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杜威十進分類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 國 際 十 進 分 類 法 （ Univer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皆是典型的 classification schemes。承上， 

classification schemes為分類之工具或方式。在網路環境中， 

圖書資訊學 classification schemes的分類概念亦被運用於組

織網站內容。 

……(部分內容省略) 

    從以上 classification schemes與 taxonomies個別的定義及

演進可知，二者在網站內容組織的脈絡中被視為同義字。從

功能面看來，classification schemes及 taxonomies皆是協助人

們區分物件的方法，可讓物件在廣大的主題範疇中有其定

位，兩者的功能難以明確區隔（van Rees, 2003）。但在網路內

容組織的脈絡之外，classification schemes與 taxonomies仍有

 

 

自己研究立場，與自己研究的關

聯，相關文獻回顧對自己研究的啟

示與研究將採行的取向與做法。 

定義型回顧，分別對「分類架構」

的兩個常用名詞「classification 

schemes」、「taxonomies」加以定

義和探討，以澄清這兩個名詞的

定義、演進、應用、以及在網站

內容之應用。 

比較，「classification schemes」、

「taxonomies」兩者之比較，指出

兩者在網站內容組織的脈絡中被

視為同義字，但在網站內容組織

的脈絡之外，然有些差異，作者

比較兩者的差異，並指出

taxonomies相較之下的優點。 

論述邏輯上，以概念為線索，有

脈絡的論述，並聚集、連結相關

文獻以解釋和支持。程序為分別

對兩個名詞定義，再加以比較、

並說明本研究的用法。陳述過程

以概念為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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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差異。一般說來，classification schemes的產生是由上而

下（top-down），根據主題（物件外在、非本質的屬性）向下

複分，所以是「主動的」，分類的主要目的是要指引使用者到

資訊的主體。而 taxonomies是由下而上（bottom-up），從各

種學問的實際內容被產生，是根據實體物件之間的關係（物

件內在、本質的屬性）分類，比起 classification schemes 它

是更簡明且可多次使用的（楊雅婷、阮明淑，2006；van Rees, 

2003）。 

本研究為了讓行文陳述及溝通更加流暢具體，也為了界

定並突顯研究主題，遂沿用 Rosenfeld & Morville（2002）的

看法，將 classification schemes及 taxonomies視為同義字，並

且統一 譯為 分類 架構 。分類 架構 意指 常用 語（preferred  

terms）的階層式排法（Rosenfeld & Morville, 2002）。分類架

構透過詞彙組織大量資訊內容。在分類架構中詞彙跟詞彙間

可以有許多關係，可以是層級的（如，樹狀）、聯想的（如，

相關詞或參見）或是等同的（如，縮寫字）。詞彙關係可以加

強使用者在瀏覽及資訊發現之經驗；換句話說，透過分類架

構，使用者進行探索將會更容易，並且可在探索的路徑當中

學習（Peters, 2004）。 

(p.14, lin.22-25~p.16, lin.1-23) 

 

段落編號：04_2-1-4-1~04_2-1-4-6, 04_2-1-4-S 

    作者於第四項說明六種分類結構之類型，這些說明皆是「定義型」的回顧。每一種類型的

說明有一定次序，先對要討論的分類結構類型整合相關文獻敘述，再對該分類結構類型加以分

析/評論或比較，最後總結說明作者對該分類結構類型的看法，有的分析/評論、比較或總結引

用相關學者的觀點，對作者的論述有支持性。作者以概念為脈絡，整合性的敘述，對相關文獻

加以整理後陳述出來，而不是僅將文獻陳列，從作者的論述邏輯與心智策略的使用，可見作者

對相關文獻加工整理的功夫。以下舉第四到六種類型的分類結構來舉例說明。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04_2-1-4-1~04_2-1-4-6) 

四四四四、、、、分類結構之類型分類結構之類型分類結構之類型分類結構之類型 

 (四四四四) 階層式階層式階層式階層式／／／／樹狀分類結構樹狀分類結構樹狀分類結構樹狀分類結構 

    Kwasnik（1999）認為階層式分類結構是呈現理論知識領

域（如健康科學中的病原理論或是生物學中的進化論）之最

佳分類結構。階層式分類結構結構嚴謹，需要符合總括性

（ inclusiveness）、 種 差 性 （ species/differentia）、 繼 承 性

（inheritance）、移轉性（transitivity）、關聯與區別上的系統

性 和 可 預 測 性 規 則 （ systematic and predictable rules for 

association and distinction）、互斥性（mutual exclusivity）以及

 

 

自己研究立場，與自己研究的關

聯，說明本研究的看法和用法。 

定義型回顧，對階層式／樹狀分

類結構的定義和描述，並加以評

論、比較和結論。 

論述邏輯上，作者整合式的敘

述，內文組織以概念為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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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與充分之標準（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riteria）七項要

求（轉引自邱子恆，2002）。 

    與階層式分類結構相同，樹狀分類結構依據特定的規則

來區分與細分其類別。但在物件關係的展現上，階層式分類

結構中大類和子類之間有屬性繼承關係，能展現種屬（is-a）

關係；而樹狀分類結構其展現的是物件之間一對一（vis-a-vis） 

的關係，或是部分／整體（part/whole）的關係。在結構上，

樹狀分類結構必須符合三項要求：完整而整體的資訊、系統

性與可預測性的區辨規則以及需預先決定類目建構的順序

（轉引自邱子恆，2002）。 

    事實上，表現種屬關係的階層式分類結構，以及表現部

分／整體關係的樹狀分類結構，其排列皆是由一般到特殊，

因此許多分類法並未將這兩種分類結構加以區分（Kwasnik, 

1999）。在網站設計中，也是將二者皆視為階層式分類結構，

但應用於網站設計的階層式分類結構，其結構要求不如以上

所述那般嚴謹（Lamar, 2005; Lynch & Horton, 1999; Maurer, 

2006; Rosenfeld & Morville, 2002），在展現物件間關係上，則

更加有彈性。換句話說，採用階層式分類結構的網站，其資

料內容分類後是依照種屬關係或是部分／整體關係，從一般

到專指，依序安排層次（參見圖 2-8）。 

    階層式分類結構在結構要求上，需注意類別之間必須要

彼此互斥以及整體結構深度及寬度之平衡，茲分述於下

（Rosenfeld & Morville, 2002）： 

1. 階層式類別之間彼此互斥……(部分內容省略) 

2. 寬度和深度之間的平衡……(部分內容省略) 

    根據 Hick’s Law（1952），使用者的反應時間與需要處理

的資訊量成直線關係，因此太深或太廣的階層，皆會導致使

用者處理資訊時間成本增加（轉引自莊裕澤、吳玲玲，2006）。

考慮寬度時，應考量一般人的視覺能力以及心智認知限制。

一般的看法是超連結選項的數目要在使用者視覺掃瞄頁面的

能力之內，而不是以短期記憶作為依據。考慮深度時，應該

更加謹慎，如果使用者被強迫點選的層次超過兩三層，可能

會直接放棄，並離開網站（Rosenfeld & Morville, 2002）。 

    階層式分類結構是組織複雜資訊很好的方式；結構中互

斥的分枝以及上下從屬關係簡單且明瞭。一直以來，階層式

分類結構就常用以組織資訊。使用者可以根據階層式組織模

式的網站結構發展心智模式，並瞭解他們在此結構中的位置， 

降低使用障礙（Lynch & Horton，1999; Rosenfeld & Morville, 

2002）。 

比較，階層式與樹狀分類結構的

比較。在此引用學者的說法作為

比較的支持。 

歸納/總結，對階層式分類結構

的特徵、優點和適用性做個總

結。引用學者的觀點作為支持。 

分析/評論，對階層式網站寬度

和深度使用的評論。轉引學者的

觀點作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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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資料庫模式分類結構資料庫模式分類結構資料庫模式分類結構資料庫模式分類結構 

    資料庫的定義是「安排一群資料，使能便捷的搜尋和取

出它們。」詮釋資料（metadata）是連結網站分類結構與資料

庫結構的主要關鍵，可以將關聯式資料庫的結構和可發揮的

效能運用到異質性的、非結構化的網站環境和企業網路環境

中。用控制詞彙建立的詮釋資料替文件和其他資訊物件加以

標籤，可加強搜尋和瀏覽。資料庫模式適用於大型分散式環

境裡，資料內容同質性高的子網站中，像是產品型錄以及員

工名冊。企業內部的控制詞彙可以提供跨網站之序列式或超

文本模式平行結構，而再針對特定部門、主旨或使用者分別

建立階層式垂直結構（參見圖 2-12）；混合其它結構類型有效

管理異質系統的資料庫模式也被稱為混合（hybrid）模式

（Danaher et al., 2005）。 

 

(六六六六) 層面式分類結構層面式分類結構層面式分類結構層面式分類結構 

    層面分析的想法是根源於相信人類是以不同的角度來看

這個世界。層面式（faceted）分類結構基本上不算是一種不

同的呈現結構，而是在分類過程上採取了不同的作法，其最

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能有彈性地包容不斷出現的新現象。印度

圖書館學家 Ranganathan 是最早提出層面分析理論的人，他

認為由上往下單一分類法有其問題和限制，於是根據文件和

物體都有多維度或面向的觀念，來建立分類系統。他提出的

五個基本層面就是主體（personalities）、物質（matters）、能

力（energies）、空間（spaces）和時間（time）。雖然之後的

層面式分類並非採用 Ranganathan 所提的五個層面，但層面

分析再組合的步驟大致是相同的（Kwasnik, 1999；轉引自邱

子恆，2002）。層面式分類結構將同一主題以多個層面呈現，

其一點對多點的概念（參見圖 2-13），也被稱為輻軸模式

（spoke-and-hub model）（Lowery, 2006）。 

    層面式分類結構提供了多種觀點分類資訊。不同的使用

者可能會有不同的需求，且其資訊分類的理解程度也有所差

異，因此使用者可能會選擇與其自身需求最相符的觀點，層

面式與其它分類結構相對說來，較可滿足不同使用者的多元

觀點。然而，層面式分類結構仍有些限制，例如：難以建立

適當層面、層面間缺乏關聯性，以及視覺表現困難（Kwasnik, 

1999；轉引自邱子恆，2002）。但在網路環境中，超文本的特

性讓層面式分類結構可以視覺呈現，再加上層面式分類結構

具有不需要完整的知識、包容力強、有彈性、表達力強、不

定義型回顧，對資料庫模式分類

結構的定義和描述。 

論述邏輯上，作者整合式的敘

述，內文組織以概念為脈絡。 

歸納/總結，對資料庫模式適用

的環境加以敘述。引用學者的觀

點作為支持。 

定義型回顧，對層面式分類結構

的定義和描述。 

論述邏輯上，作者整合式的敘

述，內文組織以概念為脈絡。 

分析/評論，層面式分類法的

優、缺點，引用不同學者的觀點

來說明與支持。 

歸納/總結，層面式分類法的適

用性。引用作為支持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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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堅實的理論、可以同時表現多種理論結構與模型、以及

可呈現多重的視角等特性，越來越多網站應用層面式分類結

構（Adkisson, 2005；轉引自 Su, 2004）。 

 

(04_2-1-4-S) 

[分類結構之類型小結分類結構之類型小結分類結構之類型小結分類結構之類型小結] 

    以上所述六種網站分類結構基本類型可同時併用，策略

性地兼採不同分類結構，也可以滿足不同的使用行為及需

求。譬如在結構程度高、提供單一瀏覽路徑的序列式結構中，

運用超文本模式，可讓使用者在網站頁面移動時較有彈性。

Lynch 與 Horton（1999）將序列式、超文本模式、方格式及

階層式四種網站分類結構，依據其敘事的線性程度及內容的

複雜程度，以圖 2-14 表示；可依照網站使用者需求及內容

特性採用最適合的分類結構。 

(p.25, lin.6-19~p.30) 

段落編號：04_2-1-5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通俗分類對分類架構之衝擊通俗分類對分類架構之衝擊通俗分類對分類架構之衝擊通俗分類對分類架構之衝擊 

    通俗分類（folksonomy）中文翻譯目前尚未統一，尚有

俗民分類、民眾分類、群眾分類等說法，這些翻譯中「俗」、

「民」、「眾」等字眼，不僅突顯通俗分類自由、草根的特色，

更揭示了通俗分類還權於民、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運作模式。  

    通俗分類並未具備階層結構，詞彙之間也沒有直接特定

的父項子項或繼承關係。透過 URL 可聚集相關聯的標籤，然 

而這類聚集並非正式的「分類（classifying）」，而是「歸類

（categorizing）」；換言之，通俗分類與 taxonomy並沒有直接

的關係（Mathes, 2004）。通俗分類是由網站使用者透過 social 

tagging合作參與而產生。使用者使用自然語言自行分類編目

資料內容，在未有任何規範的情況下，通俗分類難以顧及精

確性（specificity）及一致性（consistency），在資訊可尋性

（findability）上，較分類架構（taxonomies）表現為差。縱

然通俗分類在使用上有所限制，其仍具備許多傳統分類架構

所不及的優勢。舉例來說，在交叉連結的相關標籤中進行瀏

覽，未預期地發現事物（serendipity）、與具備相同興趣之社

群連結，對使用者而言就是具吸引力的經驗（Uddin et al., 

2006）；換言之通俗分類所產生的歸類，不僅是對資料內容及

使用情境進行描述或聚集，更重要的是透過歸類達到溝通及

互動。 

    此外，通俗分類具有分類成本低、具彈性、標籤用字符

 

 

歸納/總結，對六個分類結構的

總結，並引用學者對分類結構的

比較，來加以支持和說明。 

定義型回顧，通俗分類的概念說

明和澄清。 

論述邏輯上，作者整合式的敘

述，內文組織以概念為脈絡。 

分析/評論，通俗分類的缺點和

侷限；優點和重要特徵，補足

傳統分類不足的地方。引用學

者的觀點來說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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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用者認知、突顯分眾需求、展現使用者的語言與文化豐

富度等優點及特色。Rosenfeld（2005）甚至認為通俗分類的

崛起對傳統以控制詞彙為主的資訊結構是種挑戰，傳統資訊

結構應整合通俗分類的概念，否則將會漸漸地被邊緣化。  

    事實上，通俗分類並不嚴謹，其內容是依據個人所好、

自由發揮，品質參差不齊。反觀傳統分類法有專責單位（如

學科專家或圖書資訊專業人員等）負責制訂與維護，其分類

具嚴謹結構，所產生的內容也較為權威精確。通俗分類具有

彈性及新穎性，而傳統分類法則具有品質及可靠性，兩者各

有優缺，都有存在必要，應當關注瞭解兩者如何相輔相成，

讓分類同時兼具實用性與正確性，發揮最大效益（張淇龍，

2006；卜小蝶，2006）。 

(p.31, lin.12-16~p.32, lin.1-21) 

段落編號：04_2-1-6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 

網站中分類架構中的超連結代表類目，使用者可點擊超

連結，在分類結構中進行瀏覽。超文本的特性，使得所有的

類目可被安排到網站分類架構裡多個位置；此外，網路環境

無儲存空間之限制、視覺呈現方式多元等特性，皆使網站分

類架構可以更有彈性。比較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

類架構可發現以下差異（呂春嬌，2002；Chan, 2000; Su, 

2004）： 

（一） 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欲涵蓋的範圍為人類整體知

識，而網站分類架構之分類範圍則以網站中的資訊為

主。 

（二） 傳 統 分 類 架 構 組 織 的 是 定 型 化 的 資 訊 ， 有 完 備

（self-contained）、定義明確及相對穩定等特質；反

之。網站分類架構則是將數位化檔案格式加以組織。 

（三） 傳統的分類架構將資訊視為目標，並未將使用者及資

訊尋求過程的情境考量到設計中，這樣的分類是系統

導向的；Kwasnik（1991）之研究發現情境因素（如

該文獻的用途）在使用上佔有某種程度上的重要性。

這個發現的啟示是，掌握資訊被使用的情境脈絡，對

於分類架構之設計將有很大的助益（呂春嬌，2002）。

與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不同，網站分類架構之設計

即是傾向以使用者及情境為中心。 

（四） 傳統分類架構主要為控制語言，網站分類架構則是控

制語言、自然語言並用。 

 

 

歸納/總結，通俗分類和傳統分類

的比較，兩者的優缺點和特徵，

並加以總結。引用學者的觀點。 

定義型回顧，傳統圖書文獻分類

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從

八個面向區辨這兩者的差異。 

論述邏輯上，作者整合式的敘

述，內文組織以概念為脈絡。在

此分類/歸納策略的使用，作者分

成八個面向來比較與說明。 

分類/歸納、比較 

整合文獻並提出八個比較的面

向，從這八個面向去整合文獻，

比較、支持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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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分類結構上，傳統分類架構主要為階層式和列舉

式；網站分類架構主要為層面式。 

（六） 傳統分類架構中類目不可重複，但網站分類架構同一

類目可以在不同處出現。 

（七） 良好的圖書分類架構，至少應具備的幾項要件包括體

系周延、層次分明、解釋清楚、符號簡單、有複分表、

相關索引、適用彈性（胡述兆、吳祖善，1991）。而  網

站 分 類 架 構 以 能 達 到 網 站 目 標 為 最 佳 設 計 。 以 

Amazon.com 為例，該網站主要目標就是販賣書籍，

因此其分類架構之設計盡可能地提供書籍的檢索管道

以加強銷售（Kwasnik, 2002）。 

（八） 在功能上，傳統圖書分類架構的基本功能為排架、瀏

覽與主題分析；而網站分類架構則可歸納出以下基本

功能（呂春嬌，2002）：  

1. 透過超連結找到資源所在位置（locations）；  

2. 瀏覽（browsing）；  

3. 提供階層式移動（hierarchical movements）；  

4. 提供主題檢索功能；  

5. 識別（identifications）：Java 是電腦程式語言、咖

啡還是群島？透過分類可以提供類屬相關脈絡，協

助識別；  

6. 限制／區分（limiting/partitioning）：分類可以限制

或區分搜尋結果，協助排序； 

7. 特徵分析（profiling）：藉由使用者分析，可瞭解使

用者特徵與類目之關係，提供個人化服務之依據。 

比較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可發現網

站分類架構更能體現傳統圖書文獻分類的概念（如；階層式

結構、層面分析分類方法、參照互見之功能、詞彙關係等）

及指引使用者到其所需的資源之目的。然而，要在結構與彈

性間取得平衡，將是網站分類架構所需面對的一大挑戰。 

(p.32, lin.22-28~p.34, lin.1-7) 

 

表 4-4-5 案例四中「方法論」的回顧 

段落編號：04_2-1-7, 04_2-1-7-S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04_2-1-7) 

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 

林珊如（2001）、Kwasnik（2002）及 Farnum（2002）

分別利用「瀏覽行為模式」、「好用性準則」以及「卡片分類

 

 

歸納/總結，對比較做一個總結

論述。 

方法論回顧，從三種評估網站分

類架構的方式，來介紹研究方法

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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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三種方式，評估電子商務網站分類架構，並提出改善

建議。以下將分別介紹這三個研究之方法及結果。 

（一）利用「瀏覽行為模式」評估線上分類架構 

……(部分內容省略) 

（二）利用「好用性準則」評估線上分類架構 

……(部分內容省略) 

（三）利用「卡片分類技術」評估線上分類架構 

……(部分內容省略) 

    上述研究，林珊如（2001）藉由「瀏覽行為模式」分析

網站分類架構，以及 Kwasnik（2002）依據「好用性準則」

評估網站分類架構，皆是屬於專家導向的評估方法；而 

Farnum（2002）所採用的卡片分類法為，則為使用者導向的

評估方法。專家導向評估方法較具經濟效益，且考量層面較

為全面，但缺乏真實使用者的經驗支持，評估結果可能無法

揭露所有的使用問題。使用者導向的卡片分類法，若是受訪

者人數不足，或提供資料不夠豐富，則有可能流於形式，在

受訪者的取樣，以及資料蒐集的技巧上都需要注意。 

 

(04_2-1-7-S) 

[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小結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小結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小結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小結]  

    上述三種網站分類架構評估方法，以使用者導向的卡片

分類法最適合應用於本研究，是故筆者借用卡片分類法的概

念，請參與研究的使用者於音樂日誌中描寫「對音樂的描

述」，從日誌及訪談所獲得的音樂歷程中，抽取與分類相關的

概念及行為，為評估的依據，以避免使用者侷限於「音樂分

類」的思維裡，依照自己對音樂分類的想法，或是臆測研究

者所需結果，提供研究者「處理過」的資料。 

(p.34, lin.8~p.39) 

 

表 4-4-6 案例四中相關實徵研究的脈絡型回顧，以及回顧所帶出的回應與影響 

段落編號：04_2-2-1~04_2-2-2 

    在第二節「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的部分，作者綜覽音樂資訊行為相關之實徵研究，歸

結與音樂與音樂資訊組織相關的研究發現。從相關實徵研究的結果，歸結出五項重點，並從這

五項觀察發現進行相關文獻的歸納、整合敘述和討論。於此節作者歸結出的項目包括：「非音樂

專家之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需求」、「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要策略之一」、「音

樂資訊尋求過程具有社會性與共享性」、「階層式結構對無特定目標之瀏覽行為產生限制」、「貼

近音樂使用行為應加強情境式詮釋資料」，這五項皆為脈絡型的回顧，以下舉第一至二項作為例

子。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歸納/總結，歸納結論出是屬於

哪一種導向的評估方法。 

比較，對這三種評估方法的比較。 

自己研究立場，與自己研究的關

聯，說明哪一種導向的評估方法

適用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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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2-2-1) 

非音樂專家之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需求非音樂專家之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需求非音樂專家之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需求非音樂專家之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需求 

    Taheri-Panah 與 MacFarlane（2004）透過問卷及訪談瞭

解並非音樂專家或不具備音樂專業知能之音樂資訊檢索系統

使用者的需求。該研究請受訪者在點對點的音樂檢索系統—  

Kazaa 中，完成所指派搜尋音樂之任務，並訪問他們使用 

Kazza之經驗。使用者發現 Kazaa 系統在操作上符合直覺且

易於使用。 

    在 Kazaa 系統中，使用者利用歌曲曲名及歌詞來找尋相

關音樂項目。事實上，雖然有經驗的音樂尋求者以及音樂專

業人士確實可以進行較為精確的搜尋，像是利用音樂的音調

及 節 奏 ， 但 一 般 使 用 者 會 發 現 使 用 這 些 方 式 是 困 難 的

（Taheri-Panah & MacFarlane, 2004；Vignoli, 2004）。運用歌

曲曲名或是一般符合直覺的描述來搜尋，對於一般使用者而

言是能降低使用障礙的。Kazaa 系統可以連結要找尋某首特 

定歌曲的人以及擁有該歌曲的人，他們以同樣的文字描述歌

曲；也就是說搜尋時不需要用運專業知識，只要查詢詞與提

供歌曲者之描述文字相符即可。有些時候人們在進行已知項

目搜尋，但卻不知道或無法正確地記住或描述其想要的項目

（Cunningham, Reeves, & Britland, 2003）、某首特定歌曲的細

節資訊，就會使用歌曲中的歌詞搜尋特定歌曲。換句話說，

使用者不是每次都能明確說明他們在找什麼，甚至他們不是

每 次 都 知 道 自 己 要 找 什 麼 （ Pachet, Laburthe, Zils, & 

Jean-Julien, 2003）。 

 

(04_2-2-2) 

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要策略之一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要策略之一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要策略之一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要策略之一 

    人們在尋求音樂資訊時，並不一定持有單一特定目標或

答案。更確切地說，音樂資訊尋求過程是一個彈性且缺乏指

引的探索過程（Lee & Downie, 2004）。Cunningham et al.

（2002）觀察人們在實體販售音樂光碟的音樂商店中之行

為，發現人們除了進行已知項目搜尋外，許多時候是在進行

無特定目的之瀏覽行為。 

    瀏覽是有意義的活動。人類學中，關於購物的文獻區別

出選購物品（shopping for）（搜尋特定的、想要的項目）以及

逛看採買（shopping around）（沒有目的的選購，其中包含了

娛樂及樂趣成分）。音樂購買根本上是屬於逛看採買，因此通

常在音樂購買活動中會併入資訊瀏覽。瀏覽涉及半結構式的

資訊資源探尋，與搜尋相較，瀏覽更為探索式且非目標導向

 

 

脈絡型回顧，綜覽音樂資訊行為

相關實證研究，歸結與音樂資訊

組織相關的研究發現。以第一項

為例，作者從實證研究中歸結出

一個現象--「非音樂專家之一般

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

需求」，並整合相關文獻加以論

述，以支持這個觀點的提出。 

脈絡型回顧，綜覽音樂資訊行為

相關實證研究，歸結與音樂資訊

組織相關的研究發現。以第一項

為例，作者從實證研究中歸結出

一個現象--「瀏覽為音樂尋求行

為的主要策略之一」，並整合相關

文獻加以論述，以支持這個觀點

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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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nningham et al., 2003）。 

    大部分購物網站都有提供搜尋功能讓搜尋者可以聚焦於

想要的商品。相反地，針對一般沒有特定搜尋目標，並以探

索方式進行發現的瀏覽者，購物網站提供的輔助相較下就相

當不足。在音樂資訊檢索系統中存在相同的問題，絕大多數 

音樂資訊檢索系統並未提供良好的瀏覽功能，與搜尋功能相

較，更突顯出瀏覽功能的不足。然而，瀏覽可以讓音樂喚起

人們的注意並產生可能的購買行為，善加利用瀏覽特性，規

劃支援瀏覽行為的功能及系統，對於音樂商店或音樂資訊檢

索系統是有益的策略。 

    事實上，瀏覽與搜尋兩種策略並非絕對獨立、完全區隔。

Cunningham et al.（2003）利用民族誌學的方法，研究使用者

在公共圖書館以及音樂光碟商店情境中的資訊行為。研究發

現使用者尋求音樂時會交叉使用搜尋及瀏覽兩種策略。使用

者在瀏覽之後可以很快地進行已知項目搜尋，亦即瀏覽可以

觸發搜尋。然而，現今大部分網站提供音樂服務只支援類目

為主的瀏覽（category-based browsing）或以文字為主的搜尋

（Chai & Vercoe, 2000），這樣明確地區別搜尋與瀏覽兩項功 

能，驅使使用者要運用其中的一種策略，也讓使用者在搜尋

及瀏覽兩種策略中變換顯得不便；可同時支援搜尋及瀏覽兩

種策略的介面才能更加貼近使用行為。 

(p.40, lin.15-27~p.42, lin.1) 

段落編號：04_2-2-6-1~04_2-2-6-2 

    第二節的第六項，為前五項相關實徵研究脈絡型回顧帶來的結果與影響說明，脈絡型回顧

指出目前研究現況、研究缺口、帶出研究重要性，印證研究動機的適切性，並引發研究者思想

的擴充，為研究的面向與取徑帶來影響。於第六項的部分，作者即提出兩點論述，以回應相關

實徵研究結果帶來的影響，這兩點論述為：「研究動機的再印證」、「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擴

張」。 

    相關實徵研究的第一、二、四、五項發現，再次「印證研究動機」，指出音樂分類有待加強，

支持作者研究的重要性，並且也激發作者想要探索的面向。第三項發現呼應了當代研究的發展

取向，以及其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所重視的角度，也促發作者「思考層面的擴張」，對研究的取

徑、研究面向產生影響。作者採取「脈絡型」的回顧，敘述實徵研究發現與使用者導向資訊行

為研究呼應的地方、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究的發展取向、以及人機互動領域的發展逐漸重視

的角度，闡述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究在當代研究脈絡中的重視與發展，並述說對作者研究的

影響與思考層面的擴張。其中資訊行為研究的取向發展一小段，作者使用了「歷史型」的回顧，

說明取向的發展、關注焦點的轉變，這段歷史型回顧的使用，為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究的發

展作了說明和支持。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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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2-2-6-1) 

研究動機的再印證研究動機的再印證研究動機的再印證研究動機的再印證 

「非音樂專家之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需

求」、「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要策略之一」、「瀏覽行為產

生限制」以及「貼近音樂使用行為應加強情境式詮釋資料」

等研究發現，再一次地印證音樂分類仍有待加強，以因應使

用者各種不同的尋求方式，並呼應使用者對於音樂的描述方

式。此外，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亦點明了音樂複雜、多元

且抽象的特徵（如：情緒、情境、色彩等），這些特徵解釋了

音樂分類的困難及不可能完善的限制，也激發筆者進一步思

考音樂分類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嘗試探索使用者最需要、最

想要，但仍未在分類上被突顯的音樂特性。 

 

(04_2-2-6-2) 

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擴張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擴張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擴張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擴張 

    本節音樂資訊行為研究發現中，「音樂資訊尋求過程具有

社會性與共享性」也讓筆者瞭解到音樂聆賞歷程的探索，需

要考量「社會層面」，而不僅僅探究使用者個人的內在認知與

外在行動。音樂資訊尋求過程的社會性，也呼應了使用者導

向資訊行為的發展取向。Pettigrew, Fidel與 Bruce（2001）將

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之研究取向分為認知取向、社會取向及

多層面取向。1980 年代中期，Dervin 與 Nilan（1986）發表

“Information needs and uses”一文，認為資訊需求與使用應該

著重在認知行為或是發展認知取向的研究，開啟了認知觀點

的資訊行為研究。1990年代，社會取向的資訊行為逐漸興起，

以社會情境為關注焦點，注重資訊行為與社會、社會文化以

及社會語言學層面相關聯的意義與價值。社會取向研究之發

展豐富了人類認知架構範疇外的資訊行為現象。然而，有越

來越多研究者，認知到人類資訊行為的複雜性需要利用多元

觀點加以捕捉。所以，在 1990年代初期，多層面取向的資訊

行為研究開始廣被應用。 

    不僅如此，人機互動領域的發展亦逐漸重視社會互動。

Gay 與 Hembrooke（2003）指出人機互動設計研究已從以使

用者中心的設計（user-centered），轉移到以情境為基礎的設

計（context-based），即指科技的使用、設計與評估為社會所

共同建構，也以人們之間的溝通與互動為媒介。作者所要強

調的是從心理學轉向社會學的研究，特別是特定情境下的社

會互動；即情境導向之設計思考。情境導向設計乃是「架構

在以人為中心的設計之上，讓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及仲介工具

 

 

脈絡型回顧，闡述使用者導向資訊

行為研究在當代研究脈絡中的重

視與發展，並述說對作者研究的影

響與思考層面的擴張。 

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之發現，呼

應資訊行為的研究取向發展。 

歷史型回顧，由一段歷史型的回

顧，敘述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之發

展，這一段研究取向發展與演變的

說明，作為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

究重要性之支持。 

人機互動領域的發展也逐漸重視

社會互動，特定情境下的社會互動

逐漸受重視。 

相關實證研究第三項發現與影響。 

創新閱讀—帶出研究重要性，相關

實證研究第一、二、四、五項再次

印證研究動機，支持音樂分類仍有

待加強，帶出研究缺口與重要性，

也對作者研究面向帶來一些啟

示。相關實證研究的脈絡型回顧，

帶出研究重要性，也為創新閱讀的

產生打下基礎，研究者從相關文獻

脈絡中啟發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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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在使用者的動機、社群、規則、歷史與文化之內」（轉引

自林珊如，2006）。從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之發現、資訊行

為與人機互動領域的發展取向，都提醒筆者「社會」與「情

境」在使用者音樂聆賞歷程中的重要性，在研究中，需考量

社會與情境，在使用者分類相關資訊行為上可能會產生的關

聯或影響，以獲得更接近使用者行為，且更具參考性的資料。 

    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彰顯本研究動機的適宜性，並

加強筆者對於音樂資訊需求、音樂資訊尋求、音樂資訊使用

等面向的理解與思考，對於研究能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p.46, lin7~p.47) 

 

  

創新閱讀—研究思考層面擴張， 

「實證研究發現」與「使用者導向

資訊行為研究」呼應，人機互動領

域的發展也作為支持與呼應，這些

發現與呼應，促使作者研究的思考

層面擴張，對研究面向的理解與思

考產生影響。 

 

自己研究立場，與自己研究的關

聯，彰顯研究動機的適宜性，並對

研究的面向有不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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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案例五分析 

    案例五研究題目是「層面分類結構應用於社會性標記之研究：以圖書作品為

例」，以下簡稱「案例五」。案例五研究旨在探討層面分類結構的提供與文類差異

(小說或非小說)這兩項因素對於標籤建立結果的影響，並試圖以層面分類結構改

善圖書標記品質的應用效益和可行性。第一章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作者闡述

研究的當代背景脈絡、從相關文獻的歸納指出目前研究的缺口，以支持研究的重

要性。第二章文獻分析共分四節討論：第一節「社會性標記」，提供對於社會性

標記的整體瞭解；第二節「標籤品質的改善」與第三節「層面分類結構」，著重

在標籤品質的改善與層面分類結構的探討，以瞭解標籤品質的評估和評估準則；

第四節「圖書作品與使用者標籤」著重在圖書作品的資訊組織方式與相關應用。

以下針對案例五使用的文獻回顧類型作說明，並說明這些回顧內容中有哪些心智

策略的使用，以及文獻回顧的論述邏輯為何。案例五各章節文獻回顧類型、心智

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次數分配簡表，見表 4-5-1。 

    在第一章緒論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作者用了兩段論述來說明與支持研究

的重要性。第一段論述為「脈絡型」的回顧，作者首先闡述當代環境的背景，社

會性標記興起對圖資領域的意義；接著第二段使用「缺口型」的回顧，從文獻的

歸納中，指出目前研究領域尚有代釐清的研究缺口。當代脈絡的回顧部分，作者

首先從網路環境使用者需求變化的背景說起，新一波網路趨勢帶動使用者參與、

互動的需求，再來則接到社會性標記的興起、社會性標記的特色與優點，論述方

式由廣而小，最後指向社會性記於圖書資訊應用議題的重要性。「脈絡型」的文

獻擺佈，圍繞同一線索、同一論述主題，要點間環環相扣，最後帶出、支持研究

的重要性。論述要點環環相扣，由遠而近，直指此項研究的重要性，作者使用相

關文獻的擺佈，指出了當代環境背景，以及社會性標記於圖資領域應用為何重要。

目前研究領域缺口的回顧部分，研究者使用了「分類/歸納」的心智策略，從目

前的文獻中揭示了什麼訊息？作者將這些訊息分成三點來闡述，這三點的闡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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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聚集、援引了相關文獻來支持。「分類/歸納」心智策略的使用，也使這一部

分的陳述更有條理，文獻的使用更有目的性，成為論述的有力支持，而缺口型的

回顧也帶出了研究還有待進行的重要性。「脈絡型」接到「缺口型」的回顧，中

間也有很好的銜接，整體的鋪陳最後帶出研究的重要性，最後指出此研究要彌補

什麼缺口。見表 4-5-3之段落 05_1-1。 

    案例五第二章作者使用的回顧類型大多是脈絡型的回顧(13/21 次)，針對一

個討論的要點，歸納整合從文獻中得出什麼重要訊息。以第二章第一節的第三

項—「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為例，作者在前言的部分簡述相關實徵研究

的取徑，並將相關實徵研究探討議題分成三方面來進行探討，如此呈現相關實徵

研究的分布情形，讓讀者看到相關研究的大圖像，並說明接下來要探討的是大圖

像的哪一部分，見表 4-5-4之段落 05_2-1-3-P。又如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二項文獻

討論，作者回顧「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的相關文獻，這一整項的文獻回

顧，圍繞著標籤品質提升與改善這一主題，作者整理呈現了文獻中提出的觀點和

看法，此為脈絡型的文獻回顧，見表 4-5-4之段落 05_2-2-2。 

    在案例五中，作者也使用了許多定義型的回顧(6次/21次)，在解釋、描述、

區辨重要概念，或者解釋相關要素的運作與應用。例如第二章第一節的第一項，

作者討論社會性標記之意涵，第一段針對什麼是社會性標記做了說明與解釋，為

定義型的回顧段落，見表 4-5-5，段落 05_2-1-1。又如第二章第三節的第一項討

論，「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一整項為定義型的文獻回顧，作者先說明層

面分類的由來與應用，接著下一段對什麼是層面分類做了仔細的解釋，最後一段

則對層面分類的特性做一個整合與歸納，見表 4-5-5，段落 05_2-3-1。 

    除了脈絡型與定義型之外，案例五中見到一次缺口型的回顧(1/21次)，於緒

論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作為研究重要性的支持，見表 4-5-3；另有一次「實

際現況型」(1/21次)，在第二章第四節的部分，作者說明社會性標記在圖書作品

的應用，於此事屬於實際現況型的回顧，見表 4-5-7，段落 05_2-4-3。 

    一個標題回顧的鋪陳，可能針對同一個主題，有不同段落的陳述，每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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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皆有一個論述的重點，因此一個論述標題的各回顧段落，可能使用同一類型

的文獻回顧，也可能使用不同類型的回顧，而段落之間連貫結合。例如案例五在

研究背景與動機的論述上，作者使用了「脈絡型」與「缺口型」，來作整體研究

背景與動機的鋪陳，中間也有很好的銜接，整體的鋪陳最後帶出研究的重要性，

最後指出此研究要彌補什麼缺口，見表 4-5-3，段落 05_1-1。而在第二章文獻回

顧的內文部分，作者最常見的類型聯結是「定義型」與「脈絡型」的搭配使用。

以第二章第四節的第一項「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的回顧為例，在這項回顧

的論述中，共有七個段落：第一段回顧小說、小說與非小說的差別，為定義型的

回顧；第二段討論不同資訊組織方式造成的問題；第三段說明小說主題索引的困

難；第四段述說學者們試圖發展出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系統；第五與六段說明小

說檢索系統，以及現有的小說檢索系統；第七段總結重點。第一段為定義型的回

顧，二至六段為脈絡型的回顧，第七段為相關文獻的討論與推導後得出的重要結

論，見表 4-5-6，段落 05_2-4-1。又如第二章第四節的第一項回顧主題為「社會

性標記在圖書作品的應用」，於第一段作者先整合論述社會性標記應用於圖書資

源的意義，為「定義型」的回顧；第二段說明結合圖書書目資源的相關標記應用

網站，為「實際現況型」的回顧，見表 4-5-7，段落 05_2-4-3。 

    在文獻回顧心智策略的使用上，作者最常使用的分別為「歸納/總結」(14/22

次)、「分類/歸納」(7/22次)。於回顧段落中使用「分類/歸納」策略，使相關文獻

的論述與呈現，更提綱挈領，案例五的文獻回顧中，作者擅用的論述為先說明該

段論述主題，再使用「分類/歸納」的策略，分類說明並將相關研究結果或學者

觀點歸納於各點之下，以支持其論點。例如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二項文獻討論，作

者回顧「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的相關文獻，在此的回顧呈現，作者使用

了「分類/歸納」策略，將觀察到的文獻結果分成四個方面探討，並依據這四類

將文獻聚集討論和作為分類論述的支持，見表 4-5-4，段落 05_2-2-2。又如第二

章第一節第一項「社會性標記之意涵」，第二段回顧社會性標記成為新興網路資

源組織方式的原因，作者從相關文獻歸納出重點、原因，並以相關文獻引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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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分類/歸納」心智策略的使用，作者將相關文獻歸類、聚集，由這些文獻

的說明中歸結出共同點，並述說從這些得出什麼特點，而相關文獻又包含哪幾類

的特點，形成社會性標記成為新興網路資源組織方式的原因，見表 4-5-8，段落

05_2-1-1。又如第二章第一節第四項「使用者標記行為與標籤選擇因素」，此段

回顧人們建立或選擇標籤的影響因素，在此作者並非一篇一篇指出哪篇研究指出

什麼因素，或哪篇研究的學者說了什麼影響因素，而是將相關文獻提出的影響因

素先加以分類，再由分類後的這五方面影響因素，加以敘述，並將提出同樣看法

的學者或研究引用於後，引用的文獻即作了該點因素論述的支持，在此作者使用

了「分類/歸納」的心智策略，見表 4-5-8，段落 05_2-1-4。分類的背後，顯示了

作者對相關文獻做了思考與加工，分類歸納相關文獻的陳述方式，提綱挈領，使

讀者讀起來清楚明白作者想述說的，即影響因素有哪些，有哪些學者提出同樣的

看法。 

    「歸納/總結」策略的使用，在此篇案例中有兩種情形，一種為在論述段落

中的使用，呈現作者對相關文獻的思考與加工，並且讓讀者清楚理解作者如何看

待這些相關文獻；另一種「歸納/總結」策略的使用，為一個主題的文獻回顧最

後的總結，在此部分作者歸納文獻回顧的結果，並在總結重點，再度闡述一次這

一個主題回顧的要點，在此篇案例中，作者於每段回顧大多有一個「歸納/總結」

收尾。以第二章第一節第一項「社會性標記之意涵」之第四段為例，本段論述於

相關文獻回顧段落之後，將至此為止的討論作一個小結論述，先述說明從文獻中

歸納的結果，接著將相關文獻背後的意涵，歸納為兩個基本面向，再分別述說這

兩個面向，並將此二面向的相關學者引述於後，此為論述段落中「歸納/總結」

策略的使用，見表 4-5-9，段落 05_2-1-1。另如二章第二節的第二項文獻討論，

作者回顧「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的相關文獻，於分類討論的最後，作者

再將回顧的相關文獻，歸納出三項趨勢，此為論述結尾「歸納/總結」策略的使

用，作者總結了這段回顧的發現，引用相關學者的觀點，作為這三項歸納的支持，

見表 4-5-4，段落 05_2-2-2。又如第三節的第一項討論，「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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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一整項為定義型的文獻回顧，最後一段的論述，使用了「歸納/總結」的

心智策略，於論述上亦有邏輯性，先提出文獻中所述層面分類的特性與優勢，接

著將文獻歸納，從檢索、導覽兩方面來述說層面分類適用於網路資源環境的原因，

此為論述結尾「歸納/總結」策略的使用，見表 4-5-5，段落 05_2-3-1。「歸納/總

結」心智策略的使用，顯示出作者將文獻加以思索與加工，將文獻歸納、聚集以

總述並支持，呈現出文獻中雖然各學者的表述不同，但提高一個層次來看，他們

各是從什麼角度來看同一個問題？有什麼共通點？可以怎麼將這些相關文獻聚

集整裡？ 「歸納/總結」的心智策略則呈現了作者文獻整理的思考，提高一個層

次，抽像出共同的概念，並重新加以歸納、總結論述與呈現，並不是被文獻所用，

而是使用這些文獻來支持相關觀點的陳述。 

    於論述邏輯上，屬「整合論述」的回顧段落占大多數(12/14 次)，而僅一個

段落有文獻間缺乏關聯的現象(05_2-2-1)、一個段落缺乏回扣論述主題(05_2-1-4)。

案例五中的文獻回顧，大多數的段落充分表現了作者的加工、組織與鋪陳。於一

段落中的描述，作者大多以概念為主軸作討論，有層次的論述，而不是一篇一篇

文獻的陳列，有些段落見作者使用「分類/歸納」或「歸納/總結」的策略，將文

獻加工整理，亦為很好的整合論述與呈現，使回顧更提綱挈領；而在一個主題的

整體論述上，段落與段落間的討論主題間有連接，環環相扣，作者於大多數的回

顧討論鋪陳最後，會作歸納與總結來收尾，回扣該標題討論的重點。無論是整體

鋪陳，或是段落中的論述，作者擅用的論述邏輯為先說明該項目(段落)要討論的

主題，再將相關文獻整合論述(分段論述，或分類論述)於後，作為討論觀點的支

持。以下分別說明段落之中、段落與段落之間的組織。 

    在段落之中的組織上，以第二章第一節的第三項「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

性」的第一點討論—「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為例，在論述邏輯上，作者先陳

述此段回顧重點與意義，接著說明從文獻中得到什麼結論，接著將各篇相關研究

發現陳述於後，見表 4-5-4，段落 05_2-1-3-1。又如第一節的第一項，作者討論

社會性標記之意涵，作者以概念為線索，依序說明什麼是社會性標記、本質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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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由來與應用，整段論述有層次的排序，由一線索來引導，而不是以文獻作

者說了什麼來引導，見表 4-5-5，段落 05_2-1-1。整合相關文獻中得到的訊息，

先作整合敘述，並將相關文獻引用附註於描述之後，作為該段描述的支持，此為

較佳的呈現方式，將回顧的重點、意義和相關文獻得到什麼結論作清楚的表達，

讀者較能明白此段落回顧的重點，而不是閱讀一大推相關研究的文獻陳列。 

    段落與段落之間的鋪陳論述上，以第三節的第一項討論，「層面分類之概念

與相關應用」為例，在此一整項為定義型的文獻回顧，由整體來看，這一整項的

回顧段落與段落之間的討論有關聯，由廣而小的鋪陳、聚歛，最後的歸納結尾，

說明層面分類應用於網路資源環境的優勢，將這一整項的回顧帶至層面分類的應

用與優勢，與研究主題相連結，見表 4-5-5，段落 05_2-3-1。又如第二章第四節

的第一項回顧主題為「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在這項回顧的論述中，共有

七個段落，每一個段落有一個論述重點，而七個段落之間的重點並非不相關，從

整體來看，為環環相接的線索，從小說與非小說的特性，到資訊組織、小說主題

索引，再到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系統，一段一段的回顧與推導，最後於第七段總

結整個回顧的重點，指出小說的特質與建立檢索系統的重要面向，見表 4-5-6，

段落 05_2-4-1。從相關文獻的討論與推導，最後得出重要結論，指出研究的重要

性，也為研究的價值作了有力的支持。 

    作者從文獻的推導後，總結相關研究發現，進而帶出進一步的新的看法。此

案例中，有的文獻的推導帶出研究主題的重要性(1/3 次)，作者總結了回顧文獻

之後得到的要點，進而從文獻回顧的總結中，看出延伸的意義，從更高一層的角

度來看，文獻回顧的結論表達了什麼，如此文獻的回顧與使用，支持的研究的重

要性。以第二章第四節第一項「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為例，在此段論述中，

作者總結了回顧文獻之後得到的要點，進而從文獻回顧的總結中，看出延伸的意

義，從更高一層的角度來看，文獻回顧的結論表達了什麼，作者總結文獻中對小

說分類架構的發現，發掘掌握多面向、提供層面式的搜尋，為目前諸多文獻中所

注意的，而此項總結與發現，回應了作者研究的重點，指出與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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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 4-5-10，段落 05_2-4-1。 

    有的文獻的段落論述推導，最後指出目前研究的缺口(2/3 次)，作者總結論

述了文獻回顧的發現，進而指出目前相關文獻的研究多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

還缺少哪方面的研究，如此指出研究的缺口，與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面向，而若這

些角度與面向亦有許多學者認同，亦為作者導出這樣的觀點做了有力的支持。指

出研究的缺口，亦帶出研究的進行可以彌補怎麼樣的缺口，也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以第二章第三節第二項「層面分類結構與標記系統的結合」為例，作者總結論述

文獻回顧的發現，進而指出目前相關文獻的研究多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還缺

少哪方面的研究，如此指出研究的缺口，亦帶出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例中，作者

指出當前的相關研究多從資源檢索或是瀏覽的角度來說明層面分類的價值，僅有

少數是從標籤建立的方式來探討，因而支持了作者從標籤建立的方式來研究的重

要性，表明作者的研究能彌補怎麼樣的缺口，見表 4-5-10，段落 05_2-3-2。 

表 4-5-1 案例五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次數分配簡表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第

一

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與動機 

脈絡型(1次) 

缺口型(1次) 

 

分類/歸納(1次) 

自己研究立場(1次) 

整合論述(1次)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第一節 

社會性標

記 

脈絡型(7次) 

定義型(3次) 

 

分類/歸納(3次) 

歸納/總結(7次) 

整合論述(5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

題(1次) 

 

第二節 

數位參考

服務的建

置 

脈絡型(2次)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2次) 

整合論述(1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

(1次) 

 

第三節 

數位參考

服務概況 

脈絡型(1次) 

定義型(1次) 

歸納/總結(2次) 整合論述(2次) 指出新的研究

缺口(1次) 

第四節 脈絡型(2次) 分類/歸納(2次) 整合論述(3次) 指出研究重要

分析面向 

回顧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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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合作

參考服務 

定義型(2次) 

其他：實際現

況(1次) 

歸納/總結(3次) 性(1次) 

指出新的研究

缺口(1次) 

面向總計 21次 22次 14次 3次 

 

表 4-5-2 案例五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關連 

 
論述邏輯 段落 論述主題 心智策略 創新閱讀 

脈絡型 

 

整合論述 05_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分類/歸納(1次) 

自己研究立場(1

次) 

 

05_2-1-1 社會性標記之意涵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3次) 

 

05_2-1-3-1 標籤詞彙的聚集與

分布 

  

05_2-1-3-2 標籤詞彙之使用類

型 

歸納/總結(1次)  

05_2-1-3-3 標籤詞彙與控制詞

彙之比較 

  

05_2-2-2 標籤品質的提升與

改善方法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05_2-3-2 層面分類結構與標

記系統的結合 

歸納/總結(1次) 指出新的研

究缺口(1次) 

05_2-4-1 小說與非小說的資

訊組織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指出研究重

要性(1次) 

05_2-4-2 使用者導向的圖書

資訊組織 

歸納/總結(1次)  

文獻間缺

乏關聯 

05_2-2-1 標籤的品質評估 歸納/總結(1次)  

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05_2-1-4 使用者標記行為與

標籤選擇因素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1次) 

 

前言/小結

部分 

05_2-1-3-P [標籤詞彙的使用模

式與特性前言] 

分類/歸納(1次)  

定義型 

 

整合論述 05_2-1-1 社會性標記之意涵 分類/歸納(1次) 

歸納/總結(3次) 

 

05_2-1-2 標記系統的運作與

要素 

歸納/總結(1次)  

05_2-3-1 層面分類之概念與 歸納/總結(1次)  

分析面向 

回顧類型 



 

05_2

05_2

缺口型 整合論述 05_1

其他：實

際現況 

整合論述 05_2

前言/小結

部分 

 05_2

說明：部分章節有前言或小結段落

「前言/小結部分」表示。 

 

圖 4-5-1 

圖 4-5-2案例四文獻回顧類型章節位置分配長條圖

脈絡型, 12

定義型, 5

歷史型

, 0

缺口型

0

2

4

6

8

10

12

14

0
2
4
6
8

10
12

1 

11 

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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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應用 

05_2-4-1 小說與非小說的資

訊組織 

分類/歸納(1

歸納/總結(1

05_2-4-3 社會性標記在圖書

作品的應用 

分類/歸納(1

歸納/總結(1

05_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分類/歸納(1

自己研究立場

次) 

05_2-4-3 社會性標記在圖書

作品的應用 

分類/歸納(1

歸納/總結(1

05_2-1-3-S [標籤詞彙的使用模

式與特性小結] 

歸納/總結(1

部分章節有前言或小結段落，其中仍有心智策略使用現象，但無法歸類於某一類型或論述邏輯

 

 

脈絡型

定義型

歷史型

缺口型

方法論

重要型

理論型

其他：

總計 

 案例五文獻回顧類型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案例四文獻回顧類型章節位置分配長條圖 

缺口型

, 1 方法論

, 0

重要型

, 0 理論型

, 0

其他：實際

現況, 1

回顧類型

第一章
第二章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1次) 

(1次) 

指出研究重

要性(1次) 

(1次) 

(1次) 

指出新的研

究缺口(1次) 

(1次) 

自己研究立場(1

 

(1次) 

(1次) 

指出新的研

究缺口(1次) 

(1次)  

但無法歸類於某一類型或論述邏輯，則以

脈絡型 12次 

定義型 5次 

歷史型 0次 

缺口型 1次 

方法論 0次 

重要型 0次 

理論型 0次 

：實際現況 1次 

 19次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文獻探討



163 

 

 

 

 

分析/評論 0次 

比較 0次 

分類/歸納 7次 

歸納/總結 14次 

自己研究立場 1 次 

總計 22次 

圖 4-5-3案例五文獻回顧心智策略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整合論述 11次 

文獻間缺乏關聯 1次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1 次 

文獻堆砌 0次 

總計 13次 

圖 4-5-4案例五文獻回顧論述邏輯長條圖與次數分配 

  

分析/評論, 
0 比較, 0

分類/歸納, 
7

歸納/總結, 
14

自己研究立

場, 1

0

2

4

6

8

10

12

14

16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整合論述, 
11

文獻間缺

乏關聯, 1

缺乏回扣

論述主題, 
1 文獻堆砌, 

0
0

2

4

6

8

10

12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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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案例五研究背景與動機論述與其中回顧類型、心智策略使用 

段落編號：05_1-1 

    這篇案例於第一章緒論的部分，使用了「脈絡型」與「缺口型」兩段回顧類型，來作整體

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鋪陳。在心智策略上，於第二段「缺口型」回顧的部分，作者使用「分類/

歸納」的心智策略，將相關文獻歸納成三點來闡述。在論述邏輯上，「脈絡型」的文獻擺佈，圍

繞同一線索、同一論述主題，要點間環環相扣；「缺口型」的回顧部分，將訊息分成三點來闡述，

也分聚集、援引了相關文獻來支持，揭示目前研究領域中的缺乏。「脈絡型」接到「缺口型」的

回顧，中間也有很好的銜接，整體的鋪陳最後帶出研究的重要性，最後指出此研究要彌補什麼

缺口。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網路資訊環境與使用者需求的變化，帶動了新

一代的網路發展趨勢。這一波新興趨勢的主要理念強調了使

用者的參與、互動、與社群分享，換言之，現今的網路使用

者已經不再只是被動的觀看者或瀏覽者，而是能夠主動自訂

想要的資訊，並公開地貢獻資源內容或個人想法 1（O'Reilly, 

2005）。其中，社會性標記（social tagging）的發展正是這一

代網路趨勢的重要特徵之一，相關的網站應用或服務也陸續

於 2004 年開始興起，並受到各界關注（Sen, Lam, Rashid, 

Cosley, Frankowski, Osterhouse, Harper, & Riedl, 2006）。社會

性標記最大的特色即在於它允許大眾對網路資源給予各種

標籤（tag）或關鍵字，讓使用者有機會依照自身需要或以自

己的方式來管理資源。這樣的概念與傳統資訊中介者（如圖

書館）所提供的主題索引或分類表等資訊組織方式有明顯的

不同：一方面，社會性標記節省了專家建置的人力成本；另

一方面，標籤的產生能呈現更多元的使用者觀點。因此，對

於圖資領域而言，暸解使用者標籤在圖書資訊服務上的應

用，並且探討如何利用這種自由標記的模式來提昇資訊組

織、和資訊檢索效益，成為今日亟需重視和研究的議題（卜

小蝶，2006; Angus, Thelwall, & Stuart, 2008）。  

然而，根據目前社會性標記的發展現況以及既有的相關

文獻，揭示出有以下幾點現象是仍待釐清和探究的：  

（一）現有標記系統並未有效支援瀏覽與檢索  

由於現存的許多社會性標記系統並未以資訊發現與檢

索 (information discovery and retrieval)的理念來設計（Golub, 

Jones,  Matthews, Puzoń, Lykke Nielsen, Moon, & Tudhope, 

2009），在此情況下，使用者可以不需遵照任何規範而自由

標記，所產生的標籤也大多是缺乏結構化與組織的結果。這

些未經組織整理與加值的標籤往往存在著語意不明確、語法

 

缺口型回顧，第二段使用缺口型的

回顧，從文獻的歸納中，指出目前

研究領域尚有代釐清的研究缺口。 

分類/歸納的心智策略，從目前的

文獻中揭示了什麼訊息？作者將

這些訊息分成三點來闡述，這三點

的闡述也分別聚集、援引了相關文

獻來支持。 

脈絡型回顧，第一段論述為當代脈

絡的回顧，作者首先闡述當代環境

的背景，社會性標記興起對圖資領

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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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不一致、混亂、詞彙間關係不清楚等問題，因而可能難

以提供具語意結構的、多面向的資訊，無法有效支援標籤的

瀏 覽 或 檢 索 （ Mathes, 2004; Peterson, 2006;  Bar-Ilan, 

Shoham, Idan, Miller, & Shachak, 2008）。  

（二）社會性標記與知識組織系統的結合  

為了解決現有標籤所存在的問題，許多計畫嘗試透過以

傳統的資訊組織原則或是知識組織系統來解決，例如層面分

類、索引典、詮釋資料(metadata)、控制詞彙等方法（Campbell 

& Fast, 2006; Peters & Weller, 2008）。這些知識組織系統在圖

書館和資訊服務中，被設計用來減低自然語言在描述和檢索

文件上的模糊性(ambiguity)，並且作為資訊瀏覽與檢索的工

具 （ Golub et al., 2009; Matthews, Jones, Puzoń, Moon, 

Tudhope, Golub, & Lykke Nielsen, 2009）。然而，有關社會性

標記與知識組織系統的結合成果與效益，至今所發現的相關

文獻仍相當稀少。  

（三）層面分類結構於標記的應用效益  

將層面分類的概念運用在標記系統中，已被數個學者認

為有助於欄位化的檢索和多面向的瀏覽功能（Campbell & 

Fast, 2006; Van  Dijck, 2006; Quintarelli, Resmini & Rosati, 

2007）。但是這些應用大多關注在標籤呈現結果的瀏覽和檢

索，尚未有實證研究從使用者建立標籤的角度去探討層面分

類結構應用於社會性標記中的成效和可行性如何。 

(p.1-2) 

 

表 4-5-4 案例五中脈絡型的回顧舉例 

段落編號：05_2-1-3-P 

    在第二章第一節的第三項，作者回顧主題為「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在前言的部分

簡述相關實徵研究的取徑，接著說明多數學者的取徑，並將相關實徵研究探討議題分成三方面

來進行探討。作者如此的描述，呈現相關實徵研究的分布情形，讓讀者看到相關研究的大圖像，

並說明接下來要探討的是大圖像的哪一部分，有何關係，為脈絡型的文獻回顧。 

    而對於要回顧的文獻，作者使用了「分類/歸納」的策略，將文獻分類討論並聚集。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前言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前言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前言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前言] 

    回顧過去有關標籤使用的實證研究，大略可以劃分為兩

種取徑：第一種是針對標籤詞彙進行有系統的分析和檢視，

藉此觀察標籤詞彙本身的特性與整體分佈情形；第二種是以

標籤使用者的角度出發，關注使用者的標記行為、建立標籤

的動機和影響因素等。  

    其中，第一種取徑算是目前多數學者所採取的分析方

 

 
脈絡型回顧，讓讀者看到相關研

究的大圖像，並說明接下來要探

討的是大圖像的哪一部分，有何

關係。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脈絡

型」的文獻擺佈，圍繞同一線索、

同一論述主題，要點間環環相扣；

「缺口型」的回顧部分，將訊息分

成三點來闡述，也分聚集、援引了

相關文獻來支持，揭示目前研究領

域中的缺乏。「脈絡型」接到「缺口

型」的回顧，中間也有很好的銜接，

整體的鋪陳最後帶出研究的重要

性，最後指出此研究要彌補什麼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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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探討的議題包括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情形、標籤詞彙

的使用類型與特性、標籤與控制詞彙的比較。茲將這些相關

研究發現陳述如下。 

(p.17, lin.1-7) 

段落編號：05_2-1-3-1 

    此為第二章第一節的第三項「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的第一點討論—「標籤詞彙的

聚集與分佈」。此段為以「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為探討主題的脈絡型文獻回顧。圍繞著這一

重點，作者說明透過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帶來什麼意義、相關實徵研究的結果是什麼，並指

出相關實徵研究的進行和發現。 

    在論述邏輯上，作者先陳述此段回顧重點與意義，接著說明從文獻中得到什麼結論，接著

將各篇相關研究發現陳述於後。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 

    透過標籤出現次數、或標籤使用頻率的計量分析，可以

得 知 標 籤 在 特 定 系 統 中 的 分 佈 情 形 與 使 用 的 熱 門 程 度

(popularity)如 何 ， 瞭 解 其 是 否 會 形 成 詞 彙 的 聚 集

(convergence)。迄今相關研究結果，都顯示標籤的分佈會依

循「冪次法則(power laws)」，亦即少數標籤被多數人使用，

而多數標籤被少數人所使用（Mathes, 2004; Munk & Mørk, 

2007b）。例如 Guy & Tonkin（2006）從 Del.icio.us與 Flickr

網站蒐集約 3000個標籤來檢視標籤使用的分佈狀況，發現隨

著標籤數量的增加，其出現的次數亦逐漸下降。Golder & 

Huberman（2006）分析 Del.icio.us網站上 229位使用者的標

籤使用情形也發現，詞彙的聚集呈現一種穩定模式：那些經

常被使用的、較一般性的標籤佔相當高比例，其他則是較多

樣的、個人化的標籤。同樣，Lin 等人（2006）針對 Del.icio.us

網站的 93 個標籤進行統計後，指出某些特定標籤會相對地較

受歡迎或較熱門，導致少數核心標籤的形成與聚集。Bar-Ilan, 

Zhitomirsky-Geffet , Miller, Shoham（2010）更透過實驗研究

發現，標記者之間會因為看到彼此的標籤等社會互動而增加

標籤的集中程度，使得熱門標籤持續被更多人所使用。 

(p.17, lin.8-22) 

 

 

段落編號：05_2-2-2 

    於第二章第二節的第二項文獻討論，作者回顧「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的相關文獻，

這一整項的文獻回顧，圍繞著標籤品質提升與改善這一主題，作者整理呈現了文獻中提出的觀

點和看法，此為脈絡型的文獻回顧。 

    在此的回顧呈現，作者使用了「分類/歸納」策略，將觀察到的文獻結果分成四個方面探討，

並依據這四類將文獻聚集討論和作為分類論述的支持。 

    於分類討論的最後，作者再將回顧的相關文獻，歸納出三項趨勢，此為「歸納/總結」策略

分類/歸納，總結相關議題，將

文獻分類討論並聚集。 

脈絡型回顧，作者說明透過標籤詞

彙的聚集與分佈帶來什麼意義、相

關實證研究的結果是什麼，並指出

相關實證研究的進行和發現。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有邏輯

次序，作者先陳述此段回顧重點與

意義，接著說明從文獻中得到什麼

結論，接著將各篇相關研究發現陳

述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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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作者總結了這段回顧的發現，引用相關學者的觀點，作為這三項歸納的支持，並將讀

者帶到更高一層次的角度來看這段回顧的議題。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 

    為了改善現有標籤的問題並增進標籤的品質，過去相關

研究分別嘗試提出各種改善建議與解決方法，大致包括自動

化分群、輔助標記功能、使用者協助、或是結合知識組織系

統等途徑。  

    （一）標籤自動分群：就自動化技術的取向而言，有些

學者應用分群技術(clustering techniques)於標記系統中，依據

相似性的計算以自動聚集、組織相關標籤，或是計算出不同

標籤之間的語意關係強度，形成有意義的標籤群集(clusters)

（如游子賢，2005; Begelman, Keller, & Smadja, 2006; Brooks 

& Montanez, 2006）。  

    （二）系統輔助標記：例如自動化建議標籤的提供，透

過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ly filtering)技術以辨識高品質標籤，

並以一套評估準則自動產生標籤（Xu et al., 2006）；或是根據

物件內容，以自動演算機制即時地提供標籤建議（Song, 

Zhuang, Li, Zhao, Li, Lee, & Giles, 2008），以增進標籤使用的

一致性。此外，標記系統也可提供使用者一套清楚的規範指

引，為標籤的選擇及形式提供建議；例如在建立標籤的過程

中加入字典或維基百科等參考資源的連結，以幫助使用者釐

清歧義字詞（Spiteri, 2007）。  

    （三）使用者參與協助：透過使用者社群的參與以聚集

相關語意的標籤詞彙，例如 LibraryThing 網站允許使用者結

合那些具同等關係的標籤(tag equivalency)，只選擇較常被眾

人使用的詞彙做為敘述詞(preferred term)，達到控制詞彙的效

果（Smith,  2008a）。另外，亦有主張加強使用者的「標籤素

養（tag literacy）」，意指在標記的過程中所應注意的禮節規矩

和具備的能力：包括遵守詞彙使用的規範，如避免錯誤用字

或暗喻，以增進眾人所能理解的社會意義（Mejias, 2005）；

同時也包括學習成為更好的標記者(tagger)，願意投注更多的

時間與心力在選擇標籤上，呈現真正有價值的多元觀點

（Munk & Mørk, 2007a）。  

    （四）與知識組織概念相結合：亦即以傳統的資訊組織

原則或是知識組織系統來增進標籤品質，像是結合分類結

構、索引典、詮釋資料(metadata)、控制詞彙等方式，可藉此

相互補充彼此優缺點（Campbell & Fast, 2006）。例如，將各

種標籤依照層面特性加以分類，有助於提供標籤的脈絡資

 

 脈絡型回顧，圍繞著標籤品質提升

與改善這一主題，作者整理呈現了

文獻中提出的觀點和看法。 

分類/歸納，將觀察到的文獻結果

分成四個方面探討，並依據這四類

將文獻聚集討論和作為分類論述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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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降低語意的模糊程度，透過額外的層面結構與類別標

示以區辨不同的標籤特質，讓使用者能更有效地根據各種面

向來查找或瀏覽相關資訊（Quintarelli, Resmini, & Rosati, 

2007; Peters & Weller, 2008）。……(第四點部分內容省略) 

    總之，就社會性標記的目前發展而言，在提升標籤品質

方面有以下幾個趨勢：其一是更加結構化，特別是增加標籤

的語意結構，以支援有效的資訊檢索和瀏覽經驗。其二是運

用使用者社群的力量，藉助社群參與以共同改善他們所建的

標籤集合。其三是與層面分類和階層組織相互結合，以呈現

更有意義的、有價值的標籤內容（Bar-Ilan et al., 2008; Smith, 

2008a）。 

(p.27~29) 

 

表 4-5-5 案例五中定義型的回顧舉例 

段落編號：05_2-1-1 (第一段) 

    於第一節的第一項，作者討論社會性標記之意涵，第一段針對什麼是社會性標記做了說明

與解釋，為定義型的回顧段落。 

    作者以概念為線索，依序說明什麼是社會性標記、本質上的意義、由來與應用，整段論述

有層次的排序，由一線索來引導，而不是以文獻作者說了什麼來引導。整合相關文獻中得到的

訊息，做很好的整合論述，並將相關文獻引用附註於描述之後，作為該段描述的支持。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社會性標記（social tagging）是指由使用者透過標籤

（tag），共同為網路資源或物件內容給予註解和標記；換言

之，這是一種集合眾多個人對網路資源進行自由標記的新興

資訊組織方式（Golder & Huberman, 2006；卜小蝶，2006）。

本質上，標籤是一組自由選擇的關鍵字詞，是用以標記物件

內容的描述性詞彙；使用者可以在網路上公開地將網頁書

籤、照片、影音、書目等資源內容建立標籤，以便於日後的

保存、瀏覽、管理、或搜尋取用，並且和其他使用者分享

（Golder & Huberman, 2006; Guy & Tonkin, 2006）。這種以協

作形式完成的標記概念，最初源自於社會書籤（Social 

Bookmarking）共享網站，泛指提供個人儲存與分享網站連結

的服務，即個人將所收藏的網頁書籤置於網路上與人分享，

並可對這些連結給予標籤或關鍵詞（卜小蝶，2006）。而隨著

社會性標記在網路服務中的日漸發展，除了書籤共享網站之

外，現今也有多種網站應用服務，使用者還可以針對圖片、

影音、文章書目、圖書書目、部落格等其它類型資源建立標

籤。 

(p.8, lin.6-17) 

 

 
定義型回顧，作者討論社會性標記

之意涵，針對什麼是社會性標記做

了說明與解釋。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以概

念為線索，依序說明什麼是社會性

標記、本質上的意義、由來與應

用，整段論述有層次的排序，由一

線索來引導，而不是以文獻作者說

了什麼來引導。 

歸納/總結，於分類討論的最後，

作者再將回顧的相關文獻，歸納

出三項趨勢，此為「歸納/總結」

策略的使用，作者總結了這段回

顧的發現，引用相關學者的觀

點，作為這三項歸納的支持，並

將讀者帶到更高一層次的角度來

看這段回顧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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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編號：05_2-3-1 

    於第三節的第一項討論，「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一整項為定義型的文獻回顧，作

者先說明層面分類的由來與應用，接著下一段對什麼是層面分類做了仔細的解釋，最後一段則

對層面分類的特性做一個整合與歸納。由整體來看，這一整項的回顧段落與段落之間的討論有

關聯，由廣而小的鋪陳、聚歛，最後的歸納結尾，說明層面分類應用於網路資源環境的優勢，

將這一整項的回顧帶至層面分類的應用與優勢，與研究主題相連結。 

    最後一段的論述，使用了「歸納/總結」的心智策略，於論述上亦有邏輯性，先提出文獻中

所述層面分類的特性與優勢，接著將文獻歸納，從檢索、導覽兩方面來述說層面分類適用於網

路資源環境的原因。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 

    有關層面分類(faceted classification) 的概念由來已久，

早在 1930 年代 Ranganathan 的冒號分類法即完全採用層面

分類的概念；至今更被廣泛運用在圖資領域的各種主題索引

工具，如分類法、標題表、索引典等（Broughton, 2006）。近

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商業網站採用層面分類的概念，透過層

面分析(facet analysis)區辨各類網路資源，再以層面分類的結

構加以呈現，以增進使用者搜尋資訊的效率和導覽功能（林

雯瑤，2006；Nasir Uddin & Janecek, 2007）。  

    一般來說，層面分類與傳統列舉式分類相異之處在於，

層面分類不會給主題或類別指定一個固定的位置，而是用清

楚的定義、互斥性、互無遺漏的角度、特質、特徵來分析主

題，這些角度、特質、特徵就是所謂的「層面(facet)」，包含

了共享某些相似特性的同質概念。而層面分類的建立是由下

而上(bottom-up)的，是一種分析與組合的過程，它可結合來

自不同面向的詞彙，藉由不同層面之間、以及層面內不同詞

彙間的關係，創造出多種概念組合（Olson  & Boll, 2001; 

Broughton, 2006; 林雯瑤，2006）。……(此段部分內容省略) 

    有鑑於層面分類具備了彈性、可延展性(extensible)、可

相容性、一致性、與邏輯的結構等優勢（Anderson & Hofmann, 

2006; Broughton, 2006），它除了適用在新興領域、和多種觀

點的跨學科領域之外，亦特別適用於今日的網路資源環境。

將層面分類的概念運用在網路環境，可從檢索以及導覽/瀏覽

這兩方面來看（林雯瑤，2006）。就檢索而言，層面可以幫助

傳達正確的語意資訊，進而釐清不同詞彙之間的關聯；例如，

以層面為基礎的檢索可以讓人辨識一本書是由莎士比亞所作

的、還是關於莎士比亞的主題。同時，多面向、結構化的檢

索點，有助於提升檢索的精確率，且能進一步根據不同屬性

面向來修正檢索結果（Broughton, 2006; Travis, 2006;  林雯

 

定義型的回顧，作者先說明層面分

類的由來與應用，接著下一段對什

麼是層面分類做了仔細的解釋，最

後一段則對層面分類的特性做一

個整合與歸納。 

論述邏輯為「整合論述」，一整項

的回顧段落與段落之間的討論有

關聯，由廣而小的鋪陳、聚歛，最

後的歸納結尾，說明層面分類應用

於網路資源環境的優勢，將這一整

項的回顧帶至層面分類的應用與

優勢，與研究主題相連結。 

歸納/總結，於總結部分，先提出

文獻中所述層面分類的特性與優

勢，接著將文獻歸納，從檢索、導

覽兩方面來述說層面分類適用於

網路資源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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瑤，2006）。就導覽/瀏覽而言，透過層面分類結構的指引能

夠達到較精確的導覽效果。過去相關研究亦指出，在網站介

面呈現層面導覽結構，使用者對於網站內容通常會有較正解

的理解，且可以有效辨識物件屬性之間的關係（Hearst, 2006a; 

2006b; Nasir Uddin & Janecek, 2007）。 

(p.30-31) 

 

表 4-5-6 案例五結合定義型、脈絡型回顧的舉例 

段落編號：05_2-4-1 

    第四節的第一項回顧主題為「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在這項回顧的論述中，共有七個

段落，每一個段落有一個論述重點，而七個段落之間的重點並非不相關，從整體來看，為環環

相接的線索。第一段回顧什麼是小說、小說與非小說的差別，這一段落為定義型的回顧；第二

段討論不同資訊組織方式造成的問題；第三段說明小說主題索引的困難；第四段述說學者們試

圖發展出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系統；第五與六段說明小說檢索系統，以及現有的小說檢索系統；

第七段總結重點。第一段為定義型的回顧，二至六段為脈絡型的回顧。 

    從小說與非小說的特性，到資訊組織、小說主題索引，再到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系統，一

段一段的回顧與推導，最後於第七段總結整個回顧的重點，指出小說的特質與建立檢索系統的

重要面向。而從相關文獻的討論與推導，最後作者得出重要結論，即「掌握多面向的小說內容

要素，並提供層面式的搜尋」，為建立檢索系統的重要考量，從文獻整合和推導得出的結論，亦

回扣了研究主題，指出研究的重要性，也為研究的價值作了有力的支持。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  

    小說(fiction)和非小說(non-fiction)這兩種圖書作品類型，

在其創作目的與功能上有明顯的區別。基本上，非小說作品是

用來作為一種溝通、傳達事實性資訊的工具，屬於實在性作品

(substantive  works)，其敘事(narrative)經常是基於事實的；儘

管書中也會出現價值判斷，但是這些通常是與客觀事實相關

的，而非出自私人目的（Pejtersen & Austin, 1983-1984; Beghtol, 

1994; Lancaster, 2003）。反之，小說作品是以敘事散文(narrative 

prose)寫成、源自於創作者想像的作品（Beghtol, 1994），其敘

事大多是非事實的、虛構的，且其主要目的並非直接以文字呈

現概念或主題，而是慢慢透過故事角色、情節、場景來表達

（DeZelar-Tiedman, 1996）。……(此段部分內容省略) 

    這些小說和非小說之間的差異，除了產生不同的讀者需求

之外，更重要的是影響了這兩類作品的不同資訊組織方式。例

如 ， 早 期 小 說 作 品 經 常 是 「 依 創 作 者 分 類

(classification-by-creator)」，而不是一般非小說作品採用的「依

主題分類(classification-by-subject)」；甚至早期的一些小說分類

系統，往往也只是直接修訂舊有的非小說分類系統，或者僅從

 

脈絡型回顧，二至六段為脈絡型

的回顧，從資訊組織、小說主題

索引，再到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

系統，一段一段的回顧與推導，

最後於第七段總結整個回顧的重

點，指出小說的特質與建立檢索

系統的重要面向。 

定義型回顧，第一段回顧什麼是

小說、小說與非小說的差別，這

一段落為定義型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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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類來進行分類，因此小說常無法有效地按照類似主題加以聚

集（Beghtol, 1989-1990）。……(此段部分內容省略) 

    關於小說主題索引的困難，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多數小說作品缺乏書後索引、摘要、目次、和章節標題，

甚至書名往往無法像非小說那樣可以正確反映書中內容

（DeZelar-Tiedman, 1996; Lancaster, 2003）；再加上對小說的 

草草略讀(skim)或僅依賴書籍封面來判斷，通常不太能夠找出

書中真正描繪的主題（Down,1995; Lancaster, 2003），因此，小

說編目者在缺乏足夠判斷的編目線索，以及時間成本的限制

下，很難選用適合的標題或索引詞彙。其次……(此段部分內

容省略) 

    為了改善過去小說作品的分類組織方式，並加強其主題內

容的辨識和聚集，學者們試圖發展出適當的小說分類架構與檢

索系統。Beghtol（1989-1990）就指出，基於小說內容要素及

主題分析所發展的分類系統，有助於增進使用者對小說的內容

檢索(content access)。例如，Walker運用層面分類來設計小說

系統，包括：(1)作者/題名、(2)小說的主題、(3)小說的敘事風

格（如形式、情節、風格）、(4)語言、(5)作者的文學年代（時

間）這些面向；其中，小說的主題又包含以下幾個子層

面：……(此段部分內容省略) 

    至於在小說檢索系統方面，雖然圖書館曾經以一般檢索系

統提供小說搜尋，但多數系統設計是以書名、作者、主題、書

名關鍵字來檢索，這種系統在搜尋小說內容上是不足夠的

（Choi,  2002）。為此，Saarti（1999）認為應先區分小說作品

索引中的兩個要素：指示的(denotative)或事實的(factual)要

素、與隱含的(connotative)或想像的(imaginative)要素。……(此

段部分內容省略) 

    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技與網路的發達，亦出現相關的線上

小說檢索系統，例如 OCLC FictionFinder、FictionConnection

等網站，提供層面式的瀏覽與檢索功能，讓使用者得以尋找類

似特性的書籍，像是文類、主題、人物角色、時間範圍、場景

或地理區域（其網站介面分別如圖 2-2、圖 2-3 所示） 

    綜合言之，由於小說與非小說這兩種作品類型在本質上的

差異，進而影響了編目索引者的處理方式，以及使用者的資訊

檢索需求。對於非小說而言，主題經常是最重要的檢索點；但

對小說而言，卻可能有各種不同面向的檢索需求。尤其小說作

品的多樣性(variety)、主觀詮釋、與多面向(multifacetedness)

特質，更 加反 映小說 需求的複 雜性 （Pejtersen & Austin, 

1983-1984; Saarti, 2002）。而從上述這些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在這

項回顧的論述中，共有七個段落，

每一個段落有一個論述重點，而七

個段落之間的重點並非不相關，從

整體來看，為環環相接的線索。 

歸納/總結，從相關文獻的討論

與推導，最後作者得出重要結

論，即「掌握多面向的小說內容

要素，並提供層面式的搜尋」，

為建立檢索系統的重要考量，從

文獻整合和推導得出的結論，亦

回扣了研究主題，指出研究的重

要性，也為研究的價值作了有力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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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發展也可以發現，它們都試圖掌握多面向的小說內容要

素，並提供層面式的搜尋。這種結構化的小說分類與索引，最

大的好處在於它允許特定欄位的精確檢索，所以讀者可以根據

故事場景、主題、或情感經驗…等特徵來尋找類似的書籍。

(p.34-39) 

 

表 4-5-7 案例五結合定義型、實際現況型回顧的舉例 

段落編號：05_2-4-3 

    第四節的第一項回顧主題為「社會性標記在圖書作品的應用」，於第一段作者先整合論述社

會性標記應用於圖書資源的意義，為「定義型」的回顧；第二段說明結合圖書書目資源的相關

標記應用網站，為「實際現況型」的回顧，作者使用了「分類/歸納」的心智策略，將這類的網

站分成三種類型，再舉例述說這三種類型的網站各有那些例子，和他們的特性為何。 

    作者於最後一段總結這一項回顧的主要結論，並也指出目前研究的缺口，尚有待進一步研

究的地方，由文獻的回顧，導出重要啟示，以及研究的缺乏，每一段落的論述與鋪陳，皆引用

相關文獻支持，最後帶出研究缺口與進行此研究的重要性，為進行這項回顧討論的收穫與啟示。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社會性標在圖書作品作品作品作品的應用社會性標在圖書作品作品作品作品的應用社會性標在圖書作品作品作品作品的應用社會性標在圖書作品作品作品作品的應用         

    社會性標記的概念應用於圖書資源，可以視為一種使用

者導向的圖書資訊組織，因為是由使用者依其需要來為每一

本書目建立標籤，並開放不同讀者的詮釋和參與（卜小蝶，

2007；陳光華，2008）。這種應用與傳統圖書的編目或索引

雖然都是針對書目資源進行描述和管理，但是兩者在組織目

的、運作情境、和組織架構等方面卻有明顯的差異（Tennis, 

2006）。一般來說，傳統的圖書編目/索引是運作在圖書館、

館藏、及使用者的情境中，由專業的編目員或索引者按照機

構政策與既定的規則而建立，因此其組織架構大多是階層式

的、固定的；反之，讀者或使用者所創造的標籤，其主要目

的在於個人任務管理、資訊分享和互動，它並不需要依循特

定的規則或結構，所以也相對地較彈性、省力、個人化（卜

小蝶，2006; Tennis, 2006; Peterson, 2008）。由此可知，讀者

所產生的標籤與圖書館所提供的編目或索引兩者的立足點

不同，且各有其優缺點與適用的資訊需求情境，如果能彼此

相互補充、結合，將有助於資訊組織與主題檢索的效益（卜

小蝶，2006; Macgregor & McCulloch, 2006; Peterson, 2008）。 

    實際上，目前已有一些結合圖書書目資源的相關標記應

用網站（見表 2-7），允許讀者在線上為書目加入標籤。這些

應用網站大致可區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提供使用者

建立其個人網路書櫃或是線上書房的網站，它除了讓使用者

管理自己的藏書之外，也強調閱讀社群分享的功能，像是國

 

其他：實際現況回顧，第二段說明

結合圖書書目資源的相關標記應

用網站，為「實際現況型」的回顧。 

定義型回顧，第一段作者先整合論

述社會性標記應用於圖書資源的

意義，為定義型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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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 LibraryThing、支援中文介面的 aNobii 書櫃、以及國內

的松鼠窩等新興商業網站。第二種是從既有的網路書店或圖

書館網站當中新增標籤的應用，讓使用者協助輸入標籤以提

升資源檢索，例如 Amazon.com 提供的「tag it for Amazon 

search」功能；或是美國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賓

州大學圖書館）所開發的 PennTags服務，鼓勵讀者對館藏書

目進行標記。第三種是傳統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OPAC)與標

籤的結合，主要是直接嵌入外部網站的標籤結果，並且可在

介面中同時呈現使用者標籤與圖書館標題，藉此增進圖書館

目錄的品質，例如 Danbury Public Library就將 LibraryThing

的標籤雲(tag cloud)整合到其圖書館目錄中，利用標籤來產生

相關書籍的連結。 

    總之，從這些社會性標記應用於圖書作品及其書目資源

的實例中，顯示了使用者所產生的標籤與傳統的圖書編目/

索引確實有共存(coexist)與相容的可能。然而，目前對於這

種結合運用所帶來的效益和結果如何，以及讀者是否能夠為

資源提供有用的描述，仍然缺乏有系統地研究和評估，仍需

要更多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的探討（Macgregor & McCulloch, 

2006; Wenzler, 2007; Peterson, 2008）。 

(p.41-43) 

 

表 4-5-8 案例五使用「分類/歸納」策略回顧的舉例 

段落編號：05_2-1-1 (第二段) 

    此段落回顧社會性標記成為新興網路資源組織方式的原因，作者從相關文獻歸納出重點、

原因，並以相關文獻引用支持，此為「分類/歸納」心智策略的使用，作者將相關文獻歸類、聚

集，由這些文獻的說明中歸結出共同點，並述說從這些得出什麼特點，而相關文獻又包含哪幾

類的特點，形成社會性標記成為新興網路資源組織方式的原因。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社會性標記的概念之所以在近年來成為新興的網路資源

組織方式，並受到網路使用者的歡迎，一般認為有以下特點：

首先，社會性標記增加了使用者參與機會，由於允許使用自

己的語言詞彙，而不需要依賴專家所建立的權威體系，因此

能反映使用者本身的需要和想法，同時社會性標記也允許、

包容不同的意見與觀點存在（Weinberger, 2005; Peterson, 

2006; Spiteri, 2007; Smith, 2008b）。其次，相較於嚴謹的分類

體系，標籤的建立相對地就簡單許多，因為它不需要涉及太

多決策認知過程（Sinha, 2005），而且容易操作和學習，所花

費 的 時 間 和 心 力 成 本 相 對 較 少 （ Mathes, 2004; Smith, 

2008b）。再者，標記提供了彈性的、便宜的方式來組織個人

 

歸納/總結，作者於最後一段總結這

一項回顧的主要結論，並也指出目

前研究的缺口，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的地方，由文獻的回顧，導出重要

啟示，以及研究的缺乏。 

分類/歸納，作者將相關文獻歸

類、聚集，由這些文獻的說明中歸

結出共同點，並述說從這些得出什

麼特點，而相關文獻又包含哪幾類

的特點，形成社會性標記成為新興

網路資源組織方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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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藏 ， 使 用 者 得 以 透 過 標 籤 來 管 理 或 存 取 相 關 資 訊

（Weinberger,  2005; Furner, 2007）。而標記除了用在個人資

訊組織上，還包含了社群分享的活動，使用者可以透過其他

人所建立的標籤找出有相同興趣的人、推薦相關資源、或是

得知目前熱門的資源或主題（Mathes, 2004; Furner, 2007; 

Smith, 2008b）。另外，社會性標記的創新、有趣、和提供娛

樂，也可能是吸引使用者的特色之一（Furner, 2007; Smith, 

2008b）。(p.8, lin.19-24~p.9,1-8) 

段落編號：05_2-1-4 (第二段) 

    此段回顧人們建立或選擇標籤的影響因素，作者並非一篇一篇指出哪篇研究指出什麼因

素，或哪篇研究的學者說了什麼影響因素，而是將相關文獻提出的影響因素先加以分類，再由

分類後的這五方面影響因素，加以敘述，並將提出同樣看法的學者或研究引用於後，引用的文

獻即作了該點因素論述的支持，在此作者使用了「分類/歸納」的心智策略。 

文本內容節取 說明 

大體而言，有以下幾個因素影響人們如何建立或選擇標

籤。第一，使用者建立標籤的過程，通常只涉及單一階段的

認知活動（Sinha, 2005），也就是它不需要經過正式的決策判

斷，甚至可以很直覺地直接進行標記（楊雅婷，2007）。而且

基於最小努力和認知節省(cognitive economizing)的原則，人

們只花費很少的認知成本(cognitive cost)在選擇標籤或最適

當的關鍵字，因此多數使用者常採用過於廣泛的、粗淺的類

別 關 鍵 字來 涵 蓋 許多不 同 的 資源 內 容 （Munk & Mørk, 

2007a）。其次，人們會依照個人的傾向(personal tendency)來

建立標籤，這些傾向包括過去標記行為的習慣、使用標籤的

偏好與信仰、對系統的使用經驗、背景知識、個人興趣等因

素（Sen et al., 2006）。第三，人們會受到其他使用者標記行

為的社群影響(community influence)，這種社群影響是依據社

會保證原則(social proof)的理論，描述人們會依他們觀察別人

行動的方式來跟著行動，因為他們相信這是正確的（Sen et al., 

2006）。因此如果可以看到其他人已建立過的標籤，使用者便

能據以選擇並參考仿效，可能也會為相關資源下類似的標籤

詞彙（Golder & Huberman, 2006; Bar-Ilan et al., 2010）。楊雅

婷（2007）即透過實驗法探究社會保證原則（提供建議標籤）

之影響，結果發現網路資源使用者標記行為確實受社會保證

原則之影響，尤其使用者標記不熟悉的網路資源時，社會保

證原則影響更鉅。第四，使用者對於所標記資源或物件的瞭

解程度，會決定其標記的結果；例如當有提供關於該資源的

額外背景資訊(background Information)時，標記者也較容易建

立相關標籤（Bar-Ilan et al., 2010）。第五，標記系統對於允許

 

分類/歸納，作者將相關文獻提出

的影響因素先加以分類，再由分

類後的這五方面影響因素，加以

敘述，並將提出同樣看法的學者

或研究引用於後，引用的文獻即

作了該點因素論述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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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方式的設計、以及系統決定如何呈現標籤的介面，也是

影響人 們如何 選擇 標 籤的因 素（Hammond et al., 2005; 

Marlow et al.,  2006; Heckner, Mühlbacher, & Wolff, 2008）。

如楊雅婷（2007）的研究指出，隨著系統的功能和特性不同，

使用者標記行為的程度也受到影響。在某些系統中，使用者

可能較著重在資源分享，反而不建立任何標籤、或是盡量選

用較普遍、通用的詞彙；而在某些較著重個人收藏的系統中，

使用者傾向為個人使用目的而標記，甚至會出現個人化定義

的詞彙或符號。(p.22, lin.9-23~p.23, lin.1-11) 

 

表 4-5-9 案例五使用「歸納/總結」策略回顧的舉例 

I. 回顧段落中的歸納 

(1) 段落編號：05_2-1-1 (第四段) 

    本段論述於相關文獻回顧段落之後，將至此為止的討論作一個小結論述，先述說明從文獻

中歸納的結果，接著將相關文獻背後的意涵，歸納為兩個基本面向，再分別述說這兩個面向，

並將此二面向的相關學者引述於後。此為「歸納/總結」心智策略的使用。 

文本內容節取 

    由此可見，隨著各研究者切入的角度或是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就衍生出各式各樣的相關

說法。這種名稱的歧異性在中文譯名上也是未有定論，常見的包括「標籤」、「標記」等說法（卜

小蝶，2006）。然而不論最終採用什麼名稱，這些學者所闡述的概念，其實都包含社會性標記的

兩個基本面向：社會的、共享的面向，以及個人的、組織的面向。一方面，使用者可以公開地

建立標籤、並且瀏覽或分享其他人的標籤內容，藉由標記所產生的立即回饋得以促進高度的社

群互動，甚至有助於形成社群共識（Golder & Huberman, 2006; Rafferty & Hidderley, 2007）。另

一方面，標記是因應個人化的資訊管理需求，每位使用者依照其本身的動機和需求來創造標籤，

以自己的詞彙和語言來組織其資源（Mathes, 2004）。(p.10, lin.12-20) 

(2) 段落編號：05_2-1-1 (第五段) 

    此段論述接續上面的論述，再進一步看出文獻上反映的意義，社會性標記在資訊組織上的

優勢與弱勢。作者接著歸納相關文獻，分別就優勢與弱勢進行述說。此為「歸納/總結」心智策

略的使用。 

文本內容節取 

同時，這兩種面向也反映了社會性標記在資訊組織意義上的優勢與弱勢。就資訊組織而言，

因為標籤是由使用者產生的，因此在資訊資源的搜尋上，更能夠貼近使用者或是資訊檢索者的

語言，直接反映使用者的措詞或用語習慣；而且由於大量使用者的貢獻，使得標籤具備多元觀

點和多樣性，有利於瀏覽和意外發現(serendipity)（Mathes, 2004; Weinberger, 2005; Peterson, 2006; 

Sinclair & Cardew-Hall, 2008）。但是相對地，社會性標記目前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其缺乏字彙控

制與使用規範，因而降低檢索上的精確率，無法像控制詞彙般支援有效的檢索機制，較不利於

特定目標的資訊搜尋（Guy & Tonkin, 2006; Munk & Mørk, 2007a）。例如，缺乏對同義字詞的控

制會導致不同標籤表達相同概念的情形；而且字詞表達形式的歧異，如縮寫字、標點符號、拼

字差異等，將使相關詞彙難以聚集；歧義字(polysemy)或同形異義字(homographs)會造成語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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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ambiguity)；甚至有可能出現過度個人化、不易為人理解的標籤（Mathes, 2004; Peterson, 200; 

Spiteri, 2007）。(p.10, lin.2-25~p.11, lin.1-8) 

(3) 段落編號：05_2-1-3-2 (第二段) 

    本段論述總結歸納相關文獻中所提及之「標籤詞彙使用類型」，作者先總述所歸納的發現，

接著指出文獻中以哪種類型的標籤詞彙占多數，但也從歸納中發現不同於傳統標籤的「新面

向」。作者在此段落的回顧中使用「歸納/總結」的心智策略，彙整出大多數文獻的看法，而還

有哪些新的、不同於多數的聲音，這些新聲音與大多數文獻相比，又帶來什麼新的意義，這是

文獻的歸納總結所帶出的啟示與思考。 

文本內容節取 

    從表 2-4 所列的各種標籤使用類型可以發現，標籤除了用以描述資源所屬的類別和主題內

容之外，還能夠表達使用者對資源的主觀評價或情緒反應，甚至是供個人參考用的任務相關標

籤。雖然相關研究顯示，使用類型的分佈比例仍然以指出資源內容的相關標籤佔多數（Sen et al., 

2006; Angus, Thelwall, & Stuart, 2008; Heckner, Mühlbacher, & Wolff, 2008）；不過，這些發現還是

為傳統分類組織帶來了新的面向，亦即使用者不僅是以資源的屬性或主題來進行標記，還包括

主觀情感的、個人任務相關的非主題標籤。乍看之下，這些非主題標籤（如“ToRead”、“Favorite”

等）似乎只具有個人意義，但如果能藉此作為類似興趣或類似書籍的推薦，亦具有其潛在價值

（Kipp & Campbell, 2006; Kipp, 2007）。(p.18, lin.9-17) 

II.  結尾總結論述 

    於以下幾段從文獻中節取的段落，皆表示作者對相關文獻回顧結尾的總結論述，有的論述

總結了有意義的發現，有的歸納總結相關重點。於結尾的總結論述，再一次將文獻回顧的線索

連結至回顧的主題，由更高一層次的角度，來陳述這些相關文獻回顧帶來的意義，而這些與回

顧主題、研究主題有什麼關聯，有什麼幫助。 

(1) 段落編號：05_2-1-1 (第六段) 

文本內容節取 

    總而言之，由於社會性標記至今的發展歷程還太短，目前尚難以預測其未來發展方向（溫

柏格著，2007/周宜芳譯，2008）。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性標記作為一種新興的概念和趨勢，

它既與圖書資訊學專業中的分類與索引等概念相似（卜小蝶，2006），卻又有別於以專家為基礎

的資訊組織方式；它的興起一方面挑戰了傳統分類架構和控制詞彙索引，一方面也可能帶來新

的契機。(p.11, lin.9-13) 

(2) 段落編號：05_2-2-1 (第四段) 

文本內容節取 

    由上所述，文獻中對於所謂「好的標籤」或是「高品質的標籤」，大致而言都認為應該減少

過度個人化的意義、並發揮其社會共享的語意價值；同時，也應考量到標籤結果的一致性、多

面向、廣泛性，以及詞彙的多樣性、正確性、和適當的辨識能力等，以提升檢索上的精確率與

回收率。(p.26, lin.23-24~p.27, lin.1-2) 

(3) 段落編號：05_2-2-2 (第六段) 

文本內容節取 

    總之，就社會性標記的目前發展而言，在提升標籤品質方面有以下幾個趨勢：其一是更加

結構化，特別是增加標籤的語意結構，以支援有效的資訊檢索和瀏覽經驗。其二是運用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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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力量，藉助社群參與以共同改善他們所建的標籤集合。其三是與層面分類和階層組織相

互結合，以呈現更有意義的、有價值的標籤內容（Bar-Ilan et al., 2008; Smith, 2008a）。(p.29, lin.1-5) 

 

表 4-5-10 案例五導出創新閱讀現象的舉例 

I. 導出研究主題重要性 

段落編號：05_2-4-1 

    在此段論述，作者一一總結了回顧文獻之後得到的要點，有層次邏輯的描述，進而從文獻

回顧的總結中，看出延伸的意義，從更高一層的角度來看，文獻回顧的結論表達了什麼。在此

研究中，作者總結文獻中對小說分類架構的發現，發掘掌握多面向、提供層面式的搜尋，為目

前諸多文獻中所注意的，而此項總結與發現，回應了作者研究的重點，指出與支持研究的重要

性。 

文本內容節取 

    綜合言之，由於小說與非小說這兩種作品類型在本質上的差異，進而影響了編目索引者的

處理方式，以及使用者的資訊檢索需求。對於非小說而言，主題經常是最重要的檢索點；但對

小說而言，卻可能有各種不同面向的檢索需求。尤其小說作品的多樣性(variety)、主觀詮釋、與

多面向(multifacetedness)特質，更加反映小說需求的複雜性（Pejtersen & Austin, 1983-1984; Saarti, 

2002）。而從上述這些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系統的發展也可以發現，它們都試圖掌握多面向的小

說內容要素，並提供層面式的搜尋。這種結構化的小說分類與索引，最大的好處在於它允許特

定欄位的精確檢索，所以讀者可以根據故事場景、主題、或情感經驗…等特徵來尋找類似的書

籍。(p.39, lin.1-9) 

II.  導出目前研究缺口 

(1) 段落編號：05_2-3-2 

    此段論述為該項回顧的結尾段落，作者總結論述了文獻回顧的發現，進而指出目前相關文

獻的研究多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還缺少哪方面的研究，如此指出研究的缺口，亦帶出研究

的重要性。在此例中，作者指出當前的相關研究多從資源檢索或是瀏覽的角度來說明層面分類

的價值，僅有少數是從標籤建立的方式來探討，因而支持了作者從標籤建立的方式來研究的重

要性，表明作者的研究能彌補怎麼樣的缺口。 

文本內容節取 

    總之，從過去相關文獻發現，為標籤建立層面分類結構有以下幾個好處：首先，層面有助

於釐清標籤的意義，給予更多的語境脈絡(contextualization)，解決目前關於同形多義詞、同義

詞、和基本層級差異(basic level variations)的標籤問題；因而幫助標籤更精確，能以欄位化的檢

索增加資源的可尋性（Quintarelli, Resmini & Rosati, 2007; Smith, 2008b）。同時，層面具有清楚、

一致的語意結構，透過層面分類將相關標籤加以聚集呈現，可讓瀏覽更為容易，並能暸解各種

標籤之間的關係（Campbell & Fast, 2006; Van Dijck, 2006; Quintarelli, Resmini & Rosati, 2007）。

然而，這些文獻大多是從資源檢索或是瀏覽的角度來說明層面分類的價值，僅有少數是從標籤

建立的方式來探討（如 Weaver, 2007; Bar-Ilan et al., 2008），也就是說，若能要求使用者依據層

面結構有計畫的輸入各類型標籤，將有助於使用者依其需求選擇所要建立的標籤情境，反映資

源的多面向描述。因此，關於層面分類結構的提供對於標記的影響為何，以及能否作為使用者

建立標籤的規範指引，仍有待更多後續研究。(p.33, lin.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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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段落編號：05_2-4-3 

    此段總結文獻回顧的發現，述說文獻回顧帶來的意義與結論，進而指出研究還有什麼缺乏，

還有什麼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在此研究者指出目前研究的缺口，與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角度與

面向，而這些角度與面向亦有許多學者認同，因此作者引用了相關學者的觀點作為支持，如此

也為作者要進行的研究主體作了有力的支持。 

文本內容節取 

    總之，從這些社會性標記應用於圖書作品及其書目資源的實例中，顯示了使用者所產生的

標籤與傳統的圖書編目/索引確實有共存(coexist)與相容的可能。然而，目前對於這種結合運用

所帶來的效益和結果如何，以及讀者是否能夠為資源提供有用的描述，仍然缺乏有系統地研究

和評估，仍需要更多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的探討（Macgregor & McCulloch, 2006; Wenzler, 2007; 

Peterson, 2008）。(p.43, li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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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各面向分析結果 

    本章總結各類面向類目觀察的結果，將本研究所觀察到的結果加以歸納，並

舉案例中的例子加以說明與驗證。本研究反覆檢核編碼表和文本，修改編碼架構

與內容，本章將對所觀察到的面向加以歸納，並將觀察後的、基於文獻整理並加

以增加與分類的編碼架構，形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表(表 5-5-1)。本章第

一節說明本研究分析之文獻回顧七種類型，以及案例中與之呼應的觀察結果，並

說明案例中有哪些文獻中沒有特別提到的類型；第二節說明各種文獻回顧心智策

略的使用，以及心智策略之使用所產生的影響；第三節說明文獻回顧論述邏輯，

從分析的案例中舉例，並指出不同論述邏輯之間的差異；第四節說明案例分析中

觀察到的創新閱讀現象；第五節則說明四個面向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文獻回顧類型方面 

    此節整理從案例中觀察到的文獻回顧類型，與文獻中所提的內容作呼應，

並歸納本研究所觀察到的結果，將觀察到的面向分別敘述，以案例中的實例作說

明與支持。 

文獻回顧類型說明文獻回顧類型說明文獻回顧類型說明文獻回顧類型說明 

(一) 脈絡型文獻回顧(R_C) 

    在脈絡型文獻回顧方面，本研究將案例中觀察到的脈絡型回顧，細分為三種

不同回顧目的，說明如下： 

1. 持續發展研究思索脈絡(R_C_1) 

    脈絡型回顧聚集於當代該領域的議題、問題，或者最新研究方向，強調現在

的研究如何持續發展思索的脈絡，將研究安置於研究脈絡的大圖像中，創造出和

知識本體的關連性，例如文獻探討應用於緒論中，旨在為研究的問題或議題的重

要性，提供有力的說明(Hart, 1998，引自 Creswell, 2003/2007; Neuman, 2000/2002; 

Creswell, 2003/2007; Ridley, 2008/2010)。例如案例三中，作者於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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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紹當代背景脈絡，指出知識管理相關議題、知識分享與知識管理的關係，

並代出知識分享議題的重要性，見表 4-3-3，03_1-1-1；案例四中，作者於研究背

景與動機部分，首先指出數位環境改變，以及數位音樂興起的背景，有脈絡的展

開線上音樂環境的發展現況，並佐以相關統計資料支持，最後帶出數位音樂數量

龐大，以及數位音樂分類的重要性，見表 4-4-3，04_1-1-P；又如案例五當中，

於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作者首先闡述當代環境背景，社會性標記興起對圖資

領域的意義，來作為研究動機適切性的支持，見表 4-5-3，05_1-1。 

    在研究之初始最常使用的文獻回顧類型為脈絡型的回顧，通常置於研究的開

端，為研究之理由及重要性展現有力的說明(Neuman, 2000/2002)。本研究的觀察

案例中，這類型的脈絡型回顧，大部分在緒論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透過文獻

之間的鋪陳與連結，將研究置於學術領域現況的大圖像中，並且透過文獻間的關

連，為研究重要性作很好的支持。在論述邏輯上多為由遠而近、由大而小的層層

推進，指出研究與學術領域的連結，以及研究的重要性。 

2. 檢視相關研究發現、觀點或重要議題(R_C_2) 

    脈絡型回顧藉由檢視過去已有的研究或是已知的內容，以及過去研究者所走

的路徑、曾指出之重要的議題，進而說明所要執行之研究將採取什麼樣的視角與

立論點、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Neuman, 2000/2002)。以案例五中「標籤詞彙的聚

集與分佈」為例，此段以「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為探討主題的脈絡型文獻回

顧，圍繞著這一重點，作者說明透過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帶來什麼意義、相關

實徵研究的結果是什麼，並指出相關實徵研究的進行和發現，見表 4-5-4，

05_2-1-3-1。另外，案例五中作者回顧「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的相關文

獻，圍繞著標籤品質提升與改善這一主題，作者整理呈現了文獻中提出的觀點和

看法，見表 4-5-4，05_2-2-2。 

    在本研究觀察中，此種類型的脈絡型回顧，經常出現於第二章文獻回顧中，

例如研究主題所屬領域之探討範圍、探討要點、重要議題、面向、實施方式、學

者建議…等，為本研究案例觀察中最多的回顧類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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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顧相關實徵研究(R_C_3) 

    從案例中亦觀察到作者對相關實徵研究進行回顧，作者可從實徵研究中歸結

出結論和指引研究方向，本研究將這類回顧亦歸為脈絡型回顧。例如案例一的第

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作者回顧國內外的相關實徵研究，見

表 4-1-4，01_2-4-1~01_2-4-S；案例二中，作者整理「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相關

研究」，見表 4-2-4，02_2-4-4；案例四中，在第二節「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

的部分，作者綜覽音樂資訊行為相關之實徵研究，歸結與音樂資訊組織相關的研

究發現，見表 4-4-6，04_2-2-1~04_2-2-2。 

(二) 定義型文獻回顧(R_D) 

    本研究中依案例觀察的結果，將定義型文獻回顧細分為二種目的，第一種介

紹相關的定義和概念，提供說明並加以澄清；第二種定義型回顧，則說明與解釋

相關概念、涵蓋要素、運作方式…等。將這二種定義型回顧說明、舉例如下： 

1. 介紹定義(R_D_1) 

    定義型回顧介紹相關的定義和概念，提供說明，以澄清該詞彙將如何運用在

研究的上下文之中(Ridley, 2010)。例如案例一中，對「資訊架構」的定義與解釋，

見表 4-1-5，01_2-1-1；案例二中，對「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見表 4-2-5，02_2-1-1；

案例五中，對「社會性標記」的定義做了解釋和說明，見表 4-5-5，05_2-1-1。 

    在本研究案例的觀察中，介紹名詞與定義的定義型回顧，通常使用在文獻回

顧初始的部分，研究者先對相關名詞概念作澄清與區辨，並在介紹與比較相關名

詞與概念之後，述說研究立場，說明該研究所使用的名詞與定義。 

2. 解釋內涵與應用(R_D_2) 

    在文獻回顧中，說明、解釋或歸納相關概念之意義、由來、特性、內涵、要

素、運作方式…等，較廣義來說，這一方面的回顧目的亦為介紹、定義與解釋相

關內涵與要素，本研究將此種回顧亦歸類為定義型的文獻回顧。在本研究案例的

觀察中，解釋內涵與應用的定義型文獻回顧，為使用次數最多的文獻回顧類型。

例如案例四中，作者說明六種「分類結構之類型」，並對每一種類型進行回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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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見表 4-4-4，04_2-1-4-1~04_2-1-4-6；案例五中「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

用」之討論，作者先說明層面分類的由來、應用，並歸納層面分類的特性，見表

4-5-5，05_2-3-1。 

(三) 歷史型文獻回顧(R_H) 

    歷史型回顧提供研究的歷史背景，將研究定位在歷史的研究脈絡之中。對導

致當前研究之歷史事件、政策，或議題的演變提供說明。或者描述相關知識進展，

以及研究觀點如何改變的歷程(Neuman, 2000/2002; Ridley, 2008/2010)。本研究觀

察到的歷史型回顧有以下二方面文獻使用目的： 

1. 描述概念的發展與議題的演變(R_H_1) 

    例如在案例三「何謂虛擬社群」的回顧中，作者先由歷史型的回顧，來論述

「社群」概念的改變，以及「虛擬社群」概念的形成。作者提出由於資訊科技的

改變，人們的互動和連繫不限於直接面對面，這樣的改變，讓社交性的互動在網

路平台上仍然可行，社群的特性和定義隨著時代的改變，可將地域延伸到網路平

台上。作者也提出許多學者的觀點，說明在歷史脈絡上，學者重新思考社群研究

的相關性，指出社群研究已從一個地方延伸到一個象徵體系，見表 4-3-5，

03_2-1-2。 

2. 說明研究取向的演變與發展(R_H_2) 

    例如案例四中，作者由一段歷史型的回顧，敘述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之發展，

這一段研究取向發展與演變的說明，作為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究重要性之支持，

見表 4-4-6，04_2-2-6-2。 

    將研究定位在歷史的研究脈絡之中，無論是描述概念的發展與議題的演變，

或者說明研究取向的演變與發展，皆有助於延續過去的傳統，而支持新的議題、

研究視角、研究對象或研究取向的重要性。在本研究的觀察中，歷史型的回顧使

用次數較少，僅觀察到二方面的使用，而文獻中所提，對導致當前研究之歷史事

件、政策，或議題的演變提供說明，在這一方面則沒有在本研究的案例中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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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缺口型文獻回顧(R_L) 

    文獻回顧描述學術領域相關的研究，顯示自己研究對相關研究的延伸或反駁，

或指出該領域研究所出現的缺口，並以此作為自己研究的正當化基礎(Ridley, 

2008/2010)。本研究將指出研究缺口的文獻回顧，歸類為「缺口型」的回顧，以

此為目的的回顧，利用文獻的整合與論述鋪陳，來顯示目前該研究領域之現況，

指出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議題，並且指出研究可以如何彌補或延伸，以此作為研究

重要性的有力支持。本延究的案例分析中，觀察到的缺口型回顧，有以下幾種文

獻使用方式： 

1. 指出尚有待進一步釐清的研究議題(R_L_1) 

    從目前研究領域現況中，歸結出尚待進一步釐清的研究議題，揭示目前相關

研究的缺口，與還有待探討與評估的現象。例如案例五中，於研究背景與動機的

部分，作者從目前研究領域現況中，歸結出三項尚待進一步釐清的研究議題，揭

示目前相關研究的缺口，見表 4-5-3，05_1-1。又如案例二中，作者從過去的研

究結果中，發現還有待進一步釐清、探討與評估的現象，見表 4-2-3，02_1-1。 

2. 指出目前研究的缺乏(R_L_2) 

    檢視過去研究，指出相關研究的缺乏，說明自己的研究可以彌補什麼缺口，

也支持了研究的重要性。例如案例二中，作者檢視過去國內的研究，發現國內公

共圖書館方面數位參考服務研究的缺乏，見表 4-2-3，02_1-1。 

3. 指出目前實務上的缺失(R_L_3) 

    檢視相關文獻，對目前實務上發展所顯現的問題及潛在的問題，整合歸納相

關文獻加以說明，作為進一步探究的支持。例如案例四中，在問題陳述的第二項

「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作者就音樂分類架構之發展現況，所顯現的問題

及潛在的問題整合相關文獻加以說明，見表 4-4-3，04_1-1-2。 

4. 指出理論上與實務上的落差(R_L_4) 

    透過理論上較佳的做法，與實務上實行現況的落差，指出可進一步探究的缺

口，並透過這一部分相關研究的缺乏，指出這方面研究的重要性。例如在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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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作者透過理論上較佳的音樂分類架構建立，於實務上分類架構現況兩者之間

的落差，指出現行音樂分類架構的缺失；作者並透過使用者導向之分類架構設計

與評估研究之缺乏，指出研究之缺口，見表 4-4-3，04_1-1-3。 

5. 指出不符與矛盾之處(R_L_5) 

    指出文獻中所述與實際現況的不符與矛盾之處，或者文獻中相互矛盾之處，

作為進一步釐清的支持。例如案例三中，傳統組織與虛擬社群知識分享態度的落

差，導至研究者產生質疑與研究動機，見表 4-3-3，03_1-1-2。 

6. 國外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解釋國內現象(R_L_6) 

    因民情不同，國外研究是否適用於解釋國內現象，形成待研究的缺口，雖在

國外進行過實徵研究，但是否適用於解釋台灣本土的現象，尚有待研究。例如案

例三中，作者指出許多知識分享因素，雖在國外進行過實徵研究，但是否適用於

解釋台灣本土的現象，尚有待研究。因民情不同，國外研究是否適用於解釋國內

現象，這形成待研究的研究缺口，見表 4-3-3，03_1-1-3。 

(五) 方法論文獻回顧(R_M) 

    方法論文獻回顧指出研究間方法論的差異，評估過去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優勢，

描述衝突的結果，並顯示不同的研究設計、樣本、測量等會造成怎樣不同的結果

(Neuman, 2000/2002)。本研究案例觀察中，方法論的回顧較少，分為以下二方面： 

1. 評估適合研究方法(R_M_1) 

    介紹相關研究方法與其研究發現，並找出適合該研究的評估方法。例如案例

四中，作者從三個評估「網站分類架構」的相關研究，來介紹相關研究方法與其

研究發現，並找出適合該研究的評估方法，見表 4-4-5，04_2-1-7、04_2-1-7-S。 

2. 解釋研究方法的實施與規劃(R_M_2) 

    解釋研究方法的來源領域、目的與意義，並從研究工具、受試者、資料分析

等方面去敘述實施規劃。例如案例一中，作者解釋「卡片分類法」的來源領域、

目的與意義，並從項目清單、受試者、資料分析三方面去敘述卡片分類法的實施

規劃，見表 4-1-7，01_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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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要型文獻回顧(R_S) 

    文獻回顧中，研究者針對自己的研究為何重要，以及為何值得進行，提出充

分的理由，因而突顯該研究的重要性(Ridley, 2008/2010)。本研究將利用文獻作為

研究重要性支持的文獻回顧，歸類為「重要型」回顧，重要型文獻回顧又分為理

論上重要性的支持，以及實務上重要性的支持。在本研究的案例觀察中，重要型

回顧主要使用在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實務性重要型回顧較理論性重要型多，

以下分別述說對兩者的觀察： 

1. 突顯研究在理論上的重要性(R_S_1) 

    理論上重要性的文獻回顧，從相關理論和研究現存的問題、有關學者對於問

題重要性的評述等，來論述研究的重要性。並且描述研究將如何填補研究上的缺

乏(張黎，2008)。例如案例二中，作者指出「公共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的研究

為何重要，並且指出這方面研究的缺乏，而該研究可以彌補相關研究上的缺乏，

為理論上的重要性，見表 4-2-3，02_1-1。又如案例四中，作者說明「使用者導

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在此作者由理論上得到支持的結論，但在實務上的

作法與理論上較佳的作法有差距，並且也缺乏相關的研究，因而作者透過文獻回

顧呈現研究於理論上的貢獻與重要性，見表 4-4-3，04_1-1-3。 

    理論上重要性的回顧，通常與缺口型回顧相連，研究者除了指出研究缺口之

外，還要對研究為何重要、為何值得研究、該研究可以怎樣彌補研究的缺乏等，

進行充分的說明，以此作為研究動機適切性的支持。 

2. 突顯研究在實務上的重要性(R_S_2) 

    實務上重要性的文獻回顧由現實問題的描述，來支持研究的重要性，並結合

相關的觀點、統計等文獻來佐證(張黎，2008)。例如案例三中，作者舉實際的例

子，由文獻中指出企業推行知識分享系統遇到的困難，最大問題是組織成員不願

意去分享知識，由實務上的重要性來支持知識分享研究的重要性，見表 4-3-3，

03_1-1-1。案例三中的另一個例子為，作者由虛擬社群實際經營狀況，指出虛擬

社群經營成功的關鍵在於知識的貢獻，並有學者的研究結果作為支持，因而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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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虛擬社群貢獻知識意願因素的重要，由實務上的重要性來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和正當性，見表 4-3-3，03_1-1-3。又如案例四中，作者陳述在實務面上，好的分

類架構能構築瀏覽環境、創造瀏覽經驗，並對實務上線上音樂之銷售有影響，並

舉文獻中的實例來支持與說明，為實務上重要性的支持，見表 4-4-3，04_1-1-1。 

     實務上重要性的回顧，使研究與實際上的問題有所連結，指出要解決的問

題，以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並顯示研究將會對這個議題有什麼貢獻。 

(七) 理論型文獻回顧(R_T) 

    研究者應對於支持研究的相關理論加以討論，任何打算援引，為研究提供方

向，以及有助於讓資訊具有意義的理論，都有必要加以介紹和討論(Neuman, 

2000/2002; Ridley, 2008/2010)。在案例中觀察的理論型回顧使用有二種： 

1. 對於支持研究的相關理論加以討論(R_T_1) 

在理論型的文獻回顧中，研究者對相關重要理論加以討論，以作為研究的理

論基礎，並有助於形成概念架構。研究者了解與研究主題相關的理論與研究，呈

現解釋同一件事的不同理論，比較其解釋範圍、邏輯與預測的一致性(Neuman, 

2000/2002; Cooper,1989/1999)。相關理論回顧與整合，有助於建構研究概念架構，

研究者有時候是將不同理論的抽象概念重組或整合，融合成研究概念架構，得以

適用於闡明該研究議題(Neuman, 2000/2002; Cooper, 1989/1999;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Maxwell, 1996/2001)。例如案例三中，在知識分享因素的相

關理論回顧部分，作者從三個面向的理論進行文獻回顧：個人動機、社會資本、

虛擬社群酬償機制，並將這三方面的理論內涵，作分類、比較、結合和歸納，最

後有助於研究架構的建立，見表 4-3-7。 

2. 對於有助於讓資訊具有意義的理論加以討論(R_T_2) 

    理論型回顧的使用，有助於讓資訊具有意義，或者作為研究者要解釋的現象

或概念的有力支持。例如案例四中，作者在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論述「音樂

分類之重要性」，以作為研究動機適切性的支持，而在論述與鋪陳上，提出對相

關概念的理論上的解釋，相關研究與理論的使用，對實務面的說明提供很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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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與支持，見表 4-4-3，04_1-1-1中第一段「音樂需求表達」、第二段「瀏覽是

探索資訊空間及其中內容組織和架構的活動」的探討，以及 04_1-1-2中第二段

「音樂的感覺與知覺」的探討。 

(八) 其他：實際現況型文獻回顧(R_N) 

    除了以上文獻中所提到的七種文獻回顧類型，本研究觀察文獻回顧案例中，

尚發現許多研究者探討研究領域的「實際現況」，以作為研究調查的參考、概念

面向的支持、以及研究探究可行性的支持。例如案例二中，作者實際觀察各縣市

圖書館的網頁，從中歸納整理出圖書館施行數位參考服務的情形，見表 4-2-6，

02_2-3-1。又如案例三中，作者整理目前台灣的虛擬社群常見的酬償機制，見表

4-3-7，03_2-3-3。此外，案例五中，說明結合圖書書目資源的相關標記應用網站，

為實際現況的回顧，而此回顧也作為此方面研究探究的可行性支持，見表 4-5-7，

05_2-4-3。 

文獻回顧類型小結文獻回顧類型小結文獻回顧類型小結文獻回顧類型小結 

    文獻回顧因為不同焦點、目的，而有不同的書寫、位置與應用，而其功能皆

是整合研究發現，建立相關研究的橋梁，確認中心議題，並支持自己研究問題的

重要性與方法的適切性等。Cooper(1989/1999)認為，文獻回顧能將焦點放在研究

結果、研究方法、理論或應用上，有不同的焦點、目的、涵蓋範圍等，而不同位

置的文獻回顧具有不同的意義和功能； Creswell(2003/2007)與Hart(1998)亦認為，

文獻回顧主要應用於研究中的緒論、獨立章節之文獻探討、以及研究結果與討論

等章節，各有不同的功能。文獻回顧為了某一焦點或目的而建立論述，呈現現有

相關的知識狀態、釐清與界定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與領域範圍，並突顯研究問題的

重要性與適切性等，因著不同的目的與使用，文獻回顧可有不同之類型，使該段

落文獻的回顧與討論，有特定的作用、功能與目的。對於案例中所觀察到的文獻

回顧類型之使用，以及使用的不同目的與面向，在本節中分別敘述與舉例，並歸

納呈現如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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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案例的觀察，整體而言以定義型(47/113次)與脈絡型(34/113次)的回

顧佔大多數(見圖 5-1-1)，而因著每一篇研究著重討論的主題不同，而有不同的文

獻類型使用分配，與文獻使用豐富度。案例一、案例五使用類型種類較少，案例

一以定義型為多數，案例五以脈絡型佔多數，定義型次之；案例二使用脈絡型與

定義型為主，在緒論的部分使用脈絡型、缺口型、重要型來作研究重要性的支持；

案例三著重定義型與理論型的回顧，還有歷史型與實際現況回顧，在緒論的部分

使用脈絡型、缺口型、重要型回顧來鋪陳；案例四定義型為多數，脈絡形次之，

歷史型、方法論各一，而在緒論的部分，使用脈絡型、缺口型、重要型、理論型，

來為研究動機與重要性作鋪陳和支持，使用類型豐富。各案例使用類型分配，見

表 5-1-1與圖 5-1-2。 

    背景或脈絡回顧，通常出現在研究報告或文章的開端，介紹研究報告的其他

部分，並建立其重要性和與研究問題的相關性(Neuman, 2000/2002)。文獻回顧應

用於緒論中，旨在為研究的問題或議題的重要性，提供有力的說明(Hart, 1998，

引自鈕文英，2006；Creswell, 2003/2007)。就文獻回顧類型章節的分部而言，於

緒論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常見脈絡型、缺口型、重要型文獻回顧的使用，來

作研究正當化、研究動機適切性的基礎；第二章文獻回顧獨立章節部分，以定義

型與脈絡型回顧佔多數，各類型章節分布情形見圖 5-1-3。 

    一個標題回顧的鋪陳，可能針對同一個主題，有不同段落的陳述，每個論述

段落皆有一個論述的重點，因此一個論述標題的各回顧段落，可能使用同一類型

的文獻回顧，也可能使用不同類型的回顧，而段落之間連貫結合。例如案例三中，

「何謂虛擬社群」的論述上，作者使用了「定義型」與「歷史型」的回顧段落鋪

陳，來陳述與解釋虛擬社群的定義與概念演進，並歸納各學者的觀點，前半段作

者先由「歷史型」的回顧，來論述「社群」概念的改變，以及「虛擬社群」概念

的形成，接下來則是「定義型」回顧的使用，作者陳述許多學者對「虛擬社群」

的定義，舉出許多學者對虛擬社群的看法，並加以分類、歸納，最後真對不同的

面向總合述說，見表 4-3-5。又如案例五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作者使用了「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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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型」與「缺口型」兩段回顧類型，來作整體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鋪陳。作者首先

闡述當代環境的背景，社會性標記興起對圖資領域的意義，接著從文獻的歸納中，

指出目前研究領域尚有代釐清的研究缺口。「脈絡型」接到「缺口型」的回顧，

中間也有很好的銜接，整體的鋪陳最後帶出研究的重要性，最後指出此研究要彌

補什麼缺口。見表 4-5-3之段落 05_1-1。 

  表 5-1-1 各案例回獻回顧類型次數分配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總計 

脈絡型 3 11 1 7 12 34 

定義型 12 8 7 15 5 47 

歷史型 0 0 1 1 0 2 

缺口型 0 1 2 2 1 6 

方法論型 3 0 0 1 0 4 

重要型 0 1 3 2 0 6 

理論型 0 0 7 3 0 10 

其他：實際現況 0 2 1 0 1 4 

總計 18 23 22 31 1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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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本研究歸納之文獻回顧類型與定義 

R-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 

代碼 次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R_C 

脈絡型 

(介紹當代

脈絡) 

R_C_1 持續發展研究思索脈絡 強調現在的研究如何持續發展思索的脈絡，將

研究安置於研究脈絡的大圖像中，創造出和知

識本體的關連性。 

R_C_2 檢視相關研究發現、觀

點或重要議題 

檢視過去已有的研究或是已知的內容與重要

議題，進而說明所要執行之研究將採取什麼樣

的角度與立場，例如回顧研究主題所屬領域之

探討範圍、探討要點、重要議題、實施內涵、

學者建議…等。 

R_C_3 回顧相關實徵研究 對相關實徵研究進行回顧，從實徵研究中歸結

出結論並進而指引研究方向。 

R_D 

定義型 

(澄清概念

和定義) 

R_D_1 介紹定義 介紹相關的定義和概念，提供說明並加以澄

清。 

R_D_2 解釋內涵與應用 說明、解釋或歸納相關概念之意義、由來、特

性、內涵、要素、運作方式…等。 

R_H 

歷史型 

(提供歷史

背景) 

R_H_1 描述概念的發展與議題

的演變 

描述相關概念的發展，或研究觀點或議題的演

變，並為此發展或演變提供歷史背景的說明。 

R_H_2 說明研究取向的演變與

發展 

解釋不同研究取向，並對該領域重要研究取向

的演變發展提供歷史背景的說明。 

R_L 

缺口型 

(找出缺

口) 

R_L_1 指出尚有待進一步釐清

的研究議題 

從目前研究領域現況中，歸結出尚待進一步釐

清的研究議題，揭示目前相關研究的缺口，與

還有待探討與評估的現象。 

R_L_2 指出目前研究的缺乏 檢視過去研究，指出相關研究的缺乏，說明自

己的研究可以彌補什麼缺口。 

R_L_3 指出目前實務上的缺失 檢視相關文獻，對目前實務上發展所顯現的問

題及潛在的問題，整合歸納相關文獻加以說

明，作為進一步探究的支持。 

R_L_4 指出理論上與實務上的

落差 

透過理論上較佳的做法，與實務上實行現況的

落差，指出可進一步探究的缺口，並透過這一

部分相關研究的缺乏，指出這方面研究的重要

性。 

R_L_5 指出不符與矛盾之處 指出文獻中所述與實際現況的不符與矛盾之

處，或者文獻中相互矛盾之處，作為進一步釐

清的支持。 

R_L_6 國外研究結果是否適用

於解釋國內現象 

因民情不同，國外研究是否適用於解釋國內現

象，形成待研究的缺口，雖在國外進行過實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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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是否適用於解釋台灣本土的現象，尚

有待研究。 

R_M 

方法論 

(評估研究

方法) 

R_M_1 評估適合研究方法 介紹相關研究方法與其研究發現，並找出適合

該研究的評估方法。 

R_M_2 解釋研究方法的實施與

規劃 

解釋研究方法的來源領域、目的與意義，並從

研究工具、受試者、資料分析等方面去敘述實

施規劃。 

R_S 

重要型 

(突顯重要

性) 

R_S_1 突顯研究在理論上的重

要性 

從相關理論和研究現存的問題、有關學者對於

問題重要性的評述等，來論述研究的重要性，

並且描述研究將如何填補研究上的缺乏。 

R_S_2 突顯研究在實務上的重

要性 

由現實狀況的描述，或者實際的問題，來突顯

研究的重要性，並結合相關的研究觀點、實徵

研究、統計資料等文獻來支持。 

R_T 

理論型 

(探討相關

理論與內

涵) 

R_T_1 對於支持研究的相關理

論加以討論 

對相關重要理論加以討論，以作為研究的理論

基礎，並有助於形成概念架構。 

R_T_2 對於有助於讓資訊具有

意義的理論加以討論 

提出相關理論的解釋與看法，有助於讓資訊具

有意義，並對研究者要解釋的現象或概念作有

力的支持。 

R_N 

實際現況型 

(觀察實際現況) 

觀察並歸納實際現況 探討研究領域的「實際現況」，歸納呈現觀察

結果，以作為研究調查的參考、概念面向的支

持、以及研究探究可行性的支持。 

 

第二節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方面 

    此節整理從案例中觀察到的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之使用，與文獻中所提的內容

作呼應，並歸納本研究所觀察到的結果，將觀察到的面向分別敘述，以案例中的

實例作說明與支持。 

(一) 分析/評論(S1) 

透過分析/評論，研究者對相關文獻加以辨識，或詮釋該作者的立場與看法，

分析出文章的中心概念，並提出簡要評估，提出正面支持或負面評論，透過分析

其優點和侷限，來同意、確認某個理論、研究發現或觀點，或指出這些理論、研

究發現或觀點的不足之處。對單筆研究加以分析評論，或綜合多筆研究加以總結

和評論(朱浤源，1999；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 

例如在案例三中，於「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討論上，作者描述不同學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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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的解釋，並評論他們看法的侷限，能否解釋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特質，比

較後選擇 Davenport & Prusak的觀點來解釋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見表 4-3-4，

03_2-2-3。又如案例四中，對六種「分類結構」之類型的討論，每一種類型的說

明有一定次序，先對要討論的分類結構類型整合相關文獻敘述，再對該分類結構

類型加以「分析/評論」或「比較」，最後總結說明作者對該分類結構類型的看法，

有的「分析/評論」、「比較」或總結引用相關學者的觀點，對作者的論述有支持

性，見表 4-4-4，04_2-1-4-1~04_2-1-4-6。另外，同樣是在案例四中，「通俗分類

對分類架構之衝擊」的討論上，作者使用「分析/評論」的策略，指出通俗分類

的缺點和侷限、優點和重要特徵，以及通俗分類法補足傳統分類不足的地方，並

引用學者的觀點來說明和支持，見表 4-4-4，04_2-1-5。 

「分析/評論」策略的使用，研究者對相關文獻加以辨識、分析與評估，指

出相關概念或研究的優缺點與侷限，有的引相關文獻作分析觀點的支持。而「分

析/評論」也可為研究者的選擇作有力的支持，或者作為比較與研究定位的基礎。 

(二) 比較(S2) 

透過「比較」策略的使用，研究者分析和比較不同的理論、思想學派、議題、

研究發現或觀點，並找出自己的立場、角度或詮釋。包括：不同詮釋的對比、不

同理論的解釋及其侷限、過去研究範圍之比較…等(朱浤源，1999；張黎，2008；

Ridley, 2008/2010)。本研究「比較」的策略只在案例三、四中觀察到，將從案例

中觀察到的「比較」策略用法分為以下四種： 

1. 比較以澄清概念(S2_1) 

對相關名詞或概念加以探討與比較，以澄清定義、演進、應用範圍等。例如

案例四中「分類架構之定義」的討論上，作者分別對「分類架構」的兩個常用名

詞「classification schemes」、「taxonomies」加以定義和探討，以澄清這兩個名詞

的定義、演進、應用、以及在網站內容之應用。並且比較「classification schemes」、

「taxonomies」兩者之異同，指出兩者在網站內容組織的脈絡中被視為同義字，

但在網站內容組織的脈絡之外，然有些差異，作者並指出 taxonomies相較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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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見表 4-4-4，04_2-1-2-1。又如同樣也是案例四的討論，在「階層式/樹狀

分類結構」的回顧上，作者對階層式、樹狀分類結構加以定義和描述，並評論、

比較和結論，見表 4-4-4，04_2-1-4-1。 

2. 比較相關功能與特性，以突顯優缺點與差異(S2_2) 

區辨功能與特性，比較和說明，整合文獻並從不同面向去突顯差異與優缺點。

例如案例四中，「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上，作者從從

八個面向區辨兩者的差異，從這八個面向去整合文獻，比較、支持和說明，以從

不同面向去突顯兩者差異與優缺點，見表 4-4-4，04_2-1-6。 

3. 比較不同解釋與角度，找到適用於研究的立場(S2_3) 

依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學者對相關概念的分類，並說明與比較其內涵，指

出哪一個分類和定義，最符合研究需求，對研究定位加以解釋和支持。例如案例

三中，在「虛擬社群的類型」的討論上，作者依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學者對虛

擬社群類型的分類，並說明其內涵。比較不同學者對虛擬社群類型的分類，並指

出哪一個學者的分類和定義，最符合該研究所要研究的對象，對研究對象的選擇

和定位加以解釋和支持，見表 4-3-4，03_2-1-3。又如同樣是案例三中，在「虛擬

社群的知識分享」的討論上，作者提出不同學者的角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的知識分

享，比較不同學者對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解釋後，認為 Davenport & Prusak的解

釋最適於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見表 4-3-4，03_2-2-3。 

4. 比較理論面向、解釋與內涵(S2_4) 

從各文獻中抽象出主要意涵，比較並指出各研究中相呼應的地方，最後歸納

整合重要因素，或擴充面向，有助於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分類與子面向。例如案

例三中，在知識分享相關理論的討論過程中，作者對於不同面向的討論(例如「個

人動機」、「社會資本」等)，舉出相關研究的觀點，來說明研究發現與學者的解

釋和看法。這些觀點雖來自不同學說或研究，但作者從不同研究的說法與結論，

抽象出主要意涵，從更高一層角度，看出文獻的意涵和面向，比較並指出各研究

中相呼應的地方，最後歸納整合重要因素。文獻的概念分析與比較、討論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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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面向歸納，而這個歸納最後有助於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子面向。 

例如在「社會鑲嵌」的討論上，作者比較 Granovetter與 Coleman這兩位學

者的分類，可歸納出「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的概念，研究者分析出這兩個

面向，並且以「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來描述這兩類的資源，見表 4-3-7，

03_2-3-2-2。另外，理論概念的比較也有助於擴充面向，重新塑造概念架構，例

如在「認知資本」的討論上，Nahapiet & Ghoshal提出知識結合與交換將會發生

在四種情況，研究者將此四種情況與先前分析過的因素相比較，發現其中有相呼

應的地方，因此歸納出知識分享的四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本、關係資本、

認知資本，見表 4-3-7，03_2-3-2-5。 

概念的比較與澄清，以及不同角度學者看法的比較，有助於研究者為自己研

究定位，說明自身研究的看法和用法，將文獻與自己研究相連繫。理論面向、解

釋與內涵的比較，研究者從各文獻中抽象出主要意涵，比較並指出各研究中相呼

應的地方，最後歸納整合重要因素，或擴充面向，有助於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分

類與子面向。 

(三) 分類/歸納(S3) 

研究者依據探討的主題、採取的方法、理論和發現等，將文獻加以分類。並

將相關的文獻抽象出共同的特質並加以分類，將所回顧主題不同的角度、面向或

特性呈現出來(朱浤源，1999；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將本研究案例中

所觀察的「分類/歸納」現象，分別說明與舉例如下： 

1. 分類彙整現象或訊息(S3_1) 

根據目前研究發展現況以及既有的相關文獻，分類揭示出有待釐清和探究的

現象，歸結出重點，將訊息分類闡述，並匯集相關文獻、實徵研究、理論或統計

資料加以支持。例如案例四中，在研究背景與動機的討論上，作者就「目前音樂

分類架構之缺失」進行回顧討論，作者就音樂分類架構之發展現況，所顯現的問

題及潛在的問題整合相關文獻加以說明。從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現況抓出重要現

象，歸結出三個重點，並聚集相關文獻論述，以文獻支持或以理論加以解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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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04_1-1-2。又如案例五中，作者根據目前社會性標記的發展現況以及既

有的相關文獻，分類揭示出有待釐清和探究的現象，將訊息分成三點來闡述，見

表 4-5-3，05_1-1。 

2. 概念或定義的分類、歸納與整合(S3_2) 

舉出不同學者的看法和定義，並加以分類、歸納，最後針對不同的面向總合

述說，將共同特徵抽像出來，作為分類定義的項目，並將相關學者所提出的定義

依據項目加以分類與歸納，從不同面向來描述與呈現。例如案例三中，對虛擬社

群定義的回顧上，作者舉出許多學者對虛擬社群的看法和定義，並加以分類、歸

納，最後真對不同的面向總合述說，將共同特徵抽像出來，作為分類定義的項目，

並將相關學者對虛擬社群的定義加以分類歸納，從不同面向來描述虛擬社群的定

義，見表 4-3-5，03_2-1-2。 

3. 將段落內概念具組織性地分項陳述(S3_3) 

將相關文獻提出的影響因素先加以分類，再依據分類後的各方面影響因素分

別闡述，並將提出同樣看法的學者或研究引用於後，所引用的文獻即作了該點因

素論述的支持。例如在案例五中，作者回顧「社會性標記成為新興網路資源組織

方式的原因」，作者從相關文獻歸納出重點、原因，並以相關文獻引用支持，將

相關文獻歸類、聚集，由這些文獻的說明中歸結出共同點，並述說從這些得出什

麼特點，而相關文獻又包含哪幾類的特點，分項陳述社會性標記成為新興網路資

源組織方式的原因，見表 4-5-8，05_2-1-1。又如同樣在案例五中，作者討論「影

響人們建立或選擇標籤的因素」，作者並非一篇一篇指出哪篇研究指出什麼因素，

或哪篇研究的學者說了什麼影響因素，而是將相關文獻提出的影響因素先加以分

類，再由分類後的這五方面影響因素，加以敘述，並將提出同樣看法的學者或研

究引用於後，引用的文獻即作了該點因素論述的支持，見表 4-5-8，05_2-1-4。 

4. 分項探討(S3_4) 

將觀察到的文獻結果分成不同方面探討，並依據分類項目，將文獻聚集討論，

作為分類論述的支持。分類項目可能是研究者依據文獻內容分類，或者沿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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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類別，將相關研究加以分類論述。例如案例三中，對「關係資本」概念

的探討下，作者從文獻中得知關係資本分成「承諾」與「相互關係」兩種，並分

別從這兩種面向整合相關文獻來探討，見表 4-3-7，03_2-3-2-4。又如案例五中，

作者回顧「標籤品質的提升與改善方法」，將觀察到的文獻結果分成四個方面探

討，並依據這四類將文獻聚集討論和作為分類論述的支持，見表 4-5-4，05_2-2-2。 

分類的背後，顯示了作者對相關文獻間的關係做了思考與整理，並且加以分

類歸納與陳述，使論述能提綱挈領，讀者亦較能清楚明白作者想述說的重點，以

及有哪些學者提出同樣的看法。 

(四) 歸納/總結(S4) 

透過相關文獻的分析，將觀察到的具有意義的現象或結論加以總和敘述。文

獻回顧的收尾能提供妥善建議，再次回顧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同時指陳該研究

和分析過的文獻的關聯性 (Punch, 2008/2009; Ridley, 2008/2010)。將本研究案例

中所觀察的「歸納/總結」策略使用現象分別說明如下，並舉案例原文說明(見表

5-2-1)： 

1. 作者以自己的理解加以重新詮釋敘述(S4_1) 

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研究者將已了解到的意義或概念，以自己的理解加以

重新詮釋敘述。例如在案例二中，作者在數位參考服務的討論之後，對數位參考

服務的定義，以自己的理解重新陳述，見表 5-2-1，02_2-1-1。又如案例四中，在

「音樂分類之重要性」的討論上，作者對相關理論或實務現況的討論後，以自己

的理解總結述說有意義的訊息，連繫到自己研究關切的重點，見表 5-2-1，

04_1-1-1。 

2. 段落組織中歸結要點敘述(S4_2) 

「歸納/總結」策略在論述段落中的使用，作者將相關文獻回顧與討論做一

個小結論述，歸納出重要現象與訊息，並對歸納出的項目進行說明，進一步看出

文獻上反映的意義，呈現研究者對相關議題的思考。以案例五「社會性標記之意

涵」之第五段述說為例，此段論述將至此為止的討論作一個小結論述，接續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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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進一步看出文獻上反映的意義，社會性標記在資訊組織上的優勢與弱勢，

作者接著歸納相關文獻，分別就優勢與弱勢進行述說，此為論述段落中「歸納/

總結」策略的使用，見表 5-2-1，05_2-1-1。 

3. 歸納重要概念面向(S4_3) 

在比較或分類探討相關概念後，總結歸納出重要概念面向。從文獻討論、比

較、歸納的面向與因素，也有助於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子面向。在案例三理論型

的回顧中，作者使用很多「歸納/總結」的策略，在比較或分類探討相關概念後，

總結歸納出重要概念面向，進而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子面向。舉例而言，案例三

中「個人動機」的討論上，作者歸納出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分享的個人動機因

素，主要分為「聲譽」和「樂於助人」兩點；在「關係資本」的討論中，歸納出

「承諾」、「相互關係」兩方面；在「認知資本」的文獻回顧後，將其歸納為「專

家認知」與「長期參與」兩個構念。見表 5-2-1，03_2-3-1、03_2-3-2-4、03_2-3-2-5。 

4. 論述結尾歸納現象與訊息(S4_4) 

綜合相關文獻和研究現況，指出研究發現中大致呈現的現象或規律的訊息，

總結歸納出有意義的結論。例如案例二中，作者綜合國內外數位參考服務知情況，

並總結歸納出有意義的訊息，見表 5-2-1，02_2-3-P。又如案例二中對觀察的數

位合作參考服務現況，作一個歸納總結，見表 5-2-1，02_2-4-3。 

5. 論述結尾總結述說，再次強調(S4_5) 

對相關文獻回顧結尾的總結論述，總結了有意義的發現，並歸納相關重點，

再一次將文獻回顧的線索連結至回顧的主題，由更高一層次的角度，來陳述這些

相關文獻回顧帶來的意義。例如案例五中的幾個例子，作者對相關文獻回顧結尾

的總結論述，有的論述總結了有意義的發現，有的歸納總結相關重點。於結尾的

總結論述，再一次將文獻回顧的線索連結至回顧的主題，由更高一層次的角度，

來陳述這些相關文獻回顧帶來的意義，而這些與回顧主題、研究主題有什麼關聯，

有什麼幫助，見表 5-2-1，05_2-1-1、05_2-2-1、05_2-2-2。 

「歸納/總結」心智策略的使用，顯示出作者將文獻加以思索與整合，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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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歸納、聚集、總述，作觀點的支持，呈現出文獻中雖然各學者的表述不同，但

提高一個層次來看，他們各是從什麼角度來看同一個問題？有什麼共通點？可以

怎麼將這些相關文獻聚集整理？ 「歸納/總結」的心智策略呈現了作者文獻整理

的思考，提高一個層次，對相關概念加以整合或批判，並重新歸納、總結論述與

呈現，並不是被文獻所用，而是使用這些文獻來支持相關觀點的論述。 

表 5-2-1 案例觀察中「歸納/總結」心智策略使用現象舉例 

I. 作者以自己的理解加以重新詮釋敘述 

段落編號 文本內容節取 

02_2-1-1 綜合上述定義，數位參考服務即是圖書館參考館員利用電腦和網

路，以數位化方式進行的服務，以協助使用者查詢資訊或回答問題，提

供使用者一種遠端的服務。(p.8, lin.1-3) 

04_1-1-1 換句話說，對大部分的音樂使用者而言，如能透過分類架構的安

排，架構出良好的瀏覽環境，應能降低其無法順利表達音樂搜尋條件的

挫折感，並且增加探索的動力。(p.3, lin.2-4) 

也 就 是 說 ， 電 子 型 錄 （ electronic catalogs）、 分 類 目 錄

（directories/categories）、階層式選單（hierarchical  menus），這些線上

音樂分類架構（classification schemes/taxonomies）之優劣，會影響使用

者在線上音樂資訊檢索系統（如：線上音樂商店、音樂網站、音樂資料

庫等）資訊空間中的瀏覽經驗。(p.3, lin.13-16) 

換句話說，線上音樂分類架構應該要構築出好的瀏覽環境，在設計

上應考量使用者可能的分類架構，以使用者為導向，使資訊發現及獲取

更加有效率，在功能與形式上除了達到易於使用之目的，也應將樂於使

用的概念納入考量（林珮雯，2004），創造更具意義的使用者經驗。而

當商店對於音樂類型類目的設計、安排與命名，與消費者個人觀點相符

時，消費者會感到滿意，進而刺激消費。(p.3, lin.28-29~p.4, lin.1-4) 

II.  段落組織中歸結要點敘述 

段落編號 文本內容節取 

05_2-1-1 

(第五段) 

同時，這兩種面向也反映了社會性標記在資訊組織意義上的優勢與

弱勢。就資訊組織而言，因為標籤是由使用者產生的，因此在資訊資源

的搜尋上，更能夠貼近使用者或是資訊檢索者的語言，直接反映使用者

的措詞或用語習慣；而且由於大量使用者的貢獻，使得標籤具備多元觀

點 和 多 樣 性 ， 有 利 於 瀏 覽 和 意 外 發 現 (serendipity)（ Mathes, 2004; 

Weinberger, 2005; Peterson, 2006; Sinclair & Cardew-Hall, 2008）。但是相

對地，社會性標記目前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其缺乏字彙控制與使用規範，

因而降低檢索上的精確率，無法像控制詞彙般支援有效的檢索機制，較

不利於特定目標的資訊搜尋（Guy & Tonkin, 2006; Munk & Mø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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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a）。例如，缺乏對同義字詞的控制會導致不同標籤表達相同概念的

情形；而且字詞表達形式的歧異，如縮寫字、標點符號、拼字差異等，

將使相關詞彙難以聚集；歧義字(polysemy)或同形異義字(homographs)

會造成語意的混淆(ambiguity)；甚至有可能出現過度個人化、不易為人

理 解 的 標 籤 （ Mathes, 2004; Peterson, 200; Spiteri, 2007）。 (p.10, 

lin.2-25~p.11, lin.1-8) 

III.  歸納重要概念面向 

段落編號 文本內容節取 

03_2-3-1 從以上的文獻探討當中，本研究歸納出影響虛擬社群成員進行知識

分享的個人動機因素有：  

一.聲譽：從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及過去實證研究指出，聲譽是一個重要

因素促使個人極積參與虛擬社群，個人希望透過分享個人有價值的知

識，以便在虛擬社群當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及形象。 

二.樂於助人：個人願意在虛擬社群幫助他人，可能因為其本性使然，又

或者是認為解決他人的問題是有趣且富有挑戰性的，因此促使他們願意

在虛擬社群上與其他人進行知識交流。 

(p.17, lin.22~p.19, lin.1-10) 

03_2-3-2-4     在關係資本方面，Wasko & Faraj(2005)認為，當成員對集體有很強

的認同感、信任集體裡的其他成員、感受到對這個集體有義務，了解與

遵守這個集體裡的共同規範時，就會產生關係資本。而他們認為實務電

子 網 絡 有 關 的 關 係 資 本 有 兩 種 ： 承 諾 與 (commitment)與 相 互 關 係

(reciprocity)。 

(p.24, lin.16-19) 

03_2-3-2-5 透過對認知資本的探討，本研究將「認知資本」分為兩種構念來探

討：  

一. 專家認知。 

二. 長期參與。 

(p.26, lin.22-24) 

IV.  論述結尾歸納現象與訊息 

段落編號 文本內容節取 

02_2-3-P 綜合國內外大學與公共圖書館發展數位參考服務之情況發現，我國

大學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的推展正處於成長期，而在公共圖書館發展方

面則處於起步階段。研究者藉由網站進一步觀察判斷各縣市圖書館提供

哪些參數位考服務管道與資源供使用者諮詢與使用，以瞭解未來數位參

考服務發展的可能性。(p.31, lin.31-35) 

02_2-4-3 綜合上述各地數位參考服務不同模式的合作組織系統，大多成立於

2000-2004年，由各類型圖書館共同參與組成，提供服務的方式多為電

子郵件與即時通訊。在即時性的服務時段上，因有時區分別使得組織能

提供 24 小時線上服務，部分即時性的服務則具有時段限制，而部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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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是利用電子郵件為管道，提供 24 小時提問並於一至三天內回覆諮詢

者問題解答。在進行服務人員方面，多數經由專業培訓過的參考館員擔

任，為使用者提供良好且完善的個人化服務。(p.54, lin.34-39) 

V. 論述結尾總結述說，再次強調 

段落編號 文本內容節取 

05_2-1-1 

(第六段) 

    總而言之，由於社會性標記至今的發展歷程還太短，目前尚難以預

測其未來發展方向（溫柏格著，2007/周宜芳譯，2008）。但可以肯定的

是，社會性標記作為一種新興的概念和趨勢，它既與圖書資訊學專業中

的分類與索引等概念相似（卜小蝶，2006），卻又有別於以專家為基礎

的資訊組織方式；它的興起一方面挑戰了傳統分類架構和控制詞彙索

引，一方面也可能帶來新的契機。(p.11, lin.9-13) 

05_2-2-1 

(第四段) 

    由上所述，文獻中對於所謂「好的標籤」或是「高品質的標籤」，

大致而言都認為應該減少過度個人化的意義、並發揮其社會共享的語意

價值；同時，也應考量到標籤結果的一致性、多面向、廣泛性，以及詞

彙的多樣性、正確性、和適當的辨識能力等，以提升檢索上的精確率與

回收率。(p.26, lin.23-24~p.27, lin.1-2) 

05_2-2-2     總之，就社會性標記的目前發展而言，在提升標籤品質方面有以下

幾個趨勢：其一是更加結構化，特別是增加標籤的語意結構，以支援有

效的資訊檢索和瀏覽經驗。其二是運用使用者社群的力量，藉助社群參

與以共同改善他們所建的標籤集合。其三是與層面分類和階層組織相互

結合，以呈現更有意義的、有價值的標籤內容（Bar-Ilan et al., 2008; Smith, 

2008a）。(p.29, lin.1-5) 

(五) 自己研究立場(S5) 

自己研究立場的說明，作者指出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有何

關聯，說明研究者的研究將採取何種立場。研究者總結文獻回顧所得，並決定自

己研究的議題、範圍、途徑等，確立自己的研究立場，並考量自己的研究是否要

修正(朱浤源，1999；張黎，2008)。例如在案例三中，作者由資訊與知識的差異，

研究者區分和確認他要研究知識分享而非資訊分享，因而影響到研究對象的選擇，

研究者選擇以知識分享為目的，而非資訊交流或情感分享為目的的虛擬社群為研

究對象，說明與研究的關聯，提出自己的研究立場，見表 4-3-4，03_2-2-1。 

(六) 其他：延伸(S6) 

延伸意謂著使用其他領域的分類，或知識特性、比喻等，來解釋所要描述的

概念，亦即延伸使用其他學術領域的說法、比喻等，來為自己的研究概念作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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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述說。例如在案例三中，在「何謂社群」的回顧上，筆者觀察到作者對社群

的解釋，使用社會學領域中許多學者的說法，透過社會與社群的差異，來強調社

群的特性，其中包括「結合體與共同體的區分」、「農村與社會的比喻」、「社

交性與地域性的差異」，強調「共同體」是社群特性，有「共同意識」和「情感」

是社群形成的原因，接著再由社群特性的討論，延續到虛擬社群的形成因素，見

表 4-3-6，03_2-1-1。 

另一部分使用「延伸」策略的例子為，在「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的定義與

解釋上，研究者引用學者的觀點，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知識的特性，

具有「公共財」的性質；平台交流功能文字交流為主，與知識的兩種分型的特性

相比，將虛擬社群所分享之知識歸類為「外顯知識」，此兩種分類方法皆援引其

他領域學者的分類，以這些分類來定位和解釋，為「延伸」的心智策略使用，見

表 4-3-6，03_2-2-3-1、03_2-2-3-2。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小結文獻回顧心智策略小結文獻回顧心智策略小結文獻回顧心智策略小結 

    文獻閱讀與探析可以幫助研究者發展出獨特見解，探究該領域中不同的觀點，

並為自己的研究定位。研究者應以主動且分析的心態進行文獻閱讀，將內容融會

貫通，並且對相關文獻加以評估，在閱讀時保持一個批判性態度，呈現研究者對

不同文獻的觀點和看法，也使文獻回顧具有價值。 

    一篇優秀的文獻回顧應該做到超越摘要，而非只是總結相關文獻，對於相關

研究文獻的回顧，應具有批判性，採取分析的觀點省思其組織、完整性、連貫性

和一致性；而在敘寫上，文獻回顧需要提出論證，進而要求對文獻進行整合，而

不僅僅是摘要(Punch, 2008/2009)。因此文獻回顧不僅是做表面的閱讀和描述，而

是要做到批判性閱讀，在分類、摘要之上，有比較和批判文獻，並從文獻評論之

後陳述自己研究的考量，在這個過程中讓自己對相關研究議題，以及研究現況的

理解，提昇到另外一個層次上，以展現出研究者對於自己研究主題的掌握程度。 

    本研究從五篇案例的文獻回顧中，觀察作者對文獻的整合與論述建立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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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閱讀與敘寫的心智運作痕跡。文獻之間有何共同點，又有什麼原因使這些文

獻有共同或不同的看法，可以如何分類歸納、比較和總結歸納這些文獻，心智策

略的運用，幫助作者呈現出對於文獻的批判性思考，也使文獻的表現有邏輯、有

組織性和整合性。 

    「分析/評論」策略的使用，研究者指出相關概念或研究的優缺點與侷限，

有的引相關文獻作分析觀點的支持。而「分析/評論」也可為研究者的選擇作有

力的支持，或者作為比較與研究定位的基礎。 

    「比較」的策略使用，使作者找出文獻之間相呼應的概念或觀點，即使原始

文獻可能不是直接和作者的研究主題相關，但作者能從更提高一層的層次來分析

概念背後的意義。概念的比較與澄清，以及不同角度學者看法的比較，有助於研

究者為自己研究定位，說明自身研究的看法和用法，將文獻與自己研究相連繫。

理論面向、解釋與內涵的比較，研究者從各文獻中抽象出主要意涵，比較並指出

各研究中相呼應的地方，最後歸納整合重要因素，或擴充面向，有助於形成研究

概念架構的分類與子面向。 

    「分類/歸納」策略的使用，作者將相關的文獻抽象出共同的特質，並加以

分類，將所回顧主題不同的角度、面向或特性呈現出來，如此顯現了作者對相關

文獻做了思考與加工。分類歸納相關文獻的陳述方式，提綱挈領，使讀者讀起來

清楚明白作者想述說的，即影響因素有哪些，有哪些學者提出同樣的看法。 

    「歸納/總結」策略的使用，告訴讀者相關文獻得出什麼結論、作者看出什

麼重點，和研究主題有什麼關聯。這個策略的使用最常見，通常作者在一段落或

整體論述之後，總結論述或歸納所看到的重點，將研究的鋪陳帶往有意義、更高

一層的層次，與研究主題相呼應，或者帶出作者的創新想法。 

    「自己研究立場」的說明，作者在總結相關文獻後，利用文獻回顧的結果，

指出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有何關聯，說明研究者的研究將採取

何種立場。 

    另外本研究觀察出「延伸」策略的使用，作者可能使用其他領域的分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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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特性、比喻等，來解釋所要描述的概念，亦即延伸使用其他學術領域的說法、

比喻等，來為自己的研究概念作更清楚的說明。 

    本研究案例觀察之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以「歸納/總結」使用的次數最多，

其次為「自己研究立場」，心智策略及其使用次數依序為：「歸納/總結」(53次)、

「自己研究立場」(22次)、「分類/歸納」(18次)、「比較」(13次)、「分析/評論」

(11次)。另外從案例三中觀察出一個其他的心智策略為「延伸」(3次)。文獻回

顧心智策略次數分配情形，見表 5-2-2，與圖 5-2-1。 

    而從各個案例的心智策略使用情形來看，案例一使用的心智策略在種類與次

數上皆較單薄；案例二使用的心智策略較少，並且著重在「歸納/總結」；案例三、

案例四心智策略的使用，在種類與次數上皆較豐富；案例五著重在對文獻「分類

/歸納」與「歸納/總結」的策略使用。各案例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次數分配見表5-2-3，

與圖 5-2-2。而對於案例中所觀察到的心智策略之使用，以及使用的不同方式與

面向，在本節中分別敘述與舉例，並歸納呈現如表 5-2-3。 

  表 5-2-2 各案例回獻回顧類型次數分配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總計 

分析/評論 0 1 2 8 0 11 

比較 0 0 7 6 0 13 

分類/歸納 1 4 4 2 7 18 

歸納/總結 5 10 11 13 14 53 

自己研究立場 4 1 8 8 1 22 

其他：延伸 0 0 3 0 0 3 

總計 10 16 35 37 22 120 

案例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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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次數分配長條圖 

 

圖 5-2-2各案例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次數分配長條圖 

表 5-2-3本研究歸納之文獻回顧心智策略與定義 

S-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代碼 次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S1 

分析/評論 

對相關文獻加以

辨識、分析與評估 

指出相關觀點或研究的優缺點與侷限，作為比較與研究

定位的基礎，也為研究者的選擇作有力的支持。 

S2 

比較 

S2_1 比較以澄清概念 對相關名詞或概念加以探討與比較，以澄清定義、演

進、應用範圍等。 

S2_2 比較相關功能與

特性，以突顯優缺

點與差異 

區辨功能與特性，比較和說明，整合文獻並從不同面向

去突顯差異與優缺點。 

S2_3 比較不同解釋與 依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學者對相關概念的分類，並說

分析/評論 比較 分類/歸納 歸納/總結
自己研究

立場
延伸

案例一 0 0 1 5 4 0

案例二 1 0 4 10 1 0

案例三 2 7 4 11 8 3

案例四 8 6 2 13 8 0

案例五 0 0 7 14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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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分析/評論 0 1 2 8 0

比較 0 0 7 6 0

分類/歸納 1 4 4 2 7

歸納/總結 5 10 11 13 14

自己研究立場 4 1 8 8 1

延伸 0 0 3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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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找到適用於

研究的立場 

明與比較其內涵，指出哪一個分類和定義，最符合研究

需求，對研究定位加以解釋和支持。 

S2_4 比較理論面向、解

釋與內涵 

從各文獻中抽象出主要意涵，比較並指出各研究中相呼

應的地方，最後歸納整合重要因素，或擴充面向，有助

於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分類與子面向。 

S3 

分類/

歸納 

S3_1 分類彙整現象或

訊息 

根據目前研究發展現況以及既有的相關文獻，分類揭示

出有待釐清和探究的現象，歸結出重點，將訊息分類闡

述，並匯集相關文獻、實徵研究、理論或統計資料加以

支持。 

S3_2 概念或定義的分

類、歸納與整合 

舉出不同學者的看法和定義，並加以分類、歸納，最後

針對不同的面向總合述說，將共同特徵抽像出來，作為

分類定義的項目，並將相關學者所提出的定義依據項目

加以分類與歸納，從不同面向來描述與呈現。 

S3_3 將段落內概念具

組織性地分項陳

述 

將相關文獻提出的影響因素先加以分類，再依據分類後

的各方面影響因素分別闡述，並將提出同樣看法的學者

或研究引用於後，所引用的文獻即作了該點因素論述的

支持。 

S3_4 分項探討 將觀察到的文獻結果分成不同方面探討，並依據分類項

目，將文獻聚集討論，作為分類論述的支持。分類項目

可能是研究者依據文獻內容分類，或者沿用文獻中提出

的類別，將相關研究加以分類論述。 

S4 

歸納/

總結 

S4_1 作者以自己的理

解加以重新詮釋

敘述 

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研究者將已了解到的意義或概

念，以自己的理解加以重新詮釋敘述，總結述說有意義

的訊息，連繫到自己研究關切的重點。 

S4_2 段落組織中歸結

要點敘述 

將相關文獻回顧與討論做一個小結論述，歸納出重要現

象與訊息，並對歸納出的項目進行說明，進一步看出文

獻上反映的意義，呈現研究者對相關議題的思考。 

S4_3 歸納重要概念面

向 

在比較或分類探討相關概念後，總結歸納出重要概念面

向。從文獻討論、比較、歸納的面向與因素，也有助於

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子面向。 

S4_4 論述結尾歸納現

象與訊息 

綜合相關文獻和研究現況，指出研究發現中大致呈現的

現象或規律的訊息，總結歸納出有意義的結論。 

S4_5 論述結尾總結述

說，再次強調 

對相關文獻回顧結尾的總結論述，總結了有意義的發

現，並歸納相關重點，再一次將文獻回顧的線索連結至

回顧的主題，由更高一層次的角度，來陳述這些相關文

獻回顧帶來的意義。 

S5 

自己研究立場 

指出自己研究的

定位與立場 

指出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有何關聯，

說明研究的定位、選擇的視角或方法，以及研究將採取

何種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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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延伸 

延伸使用其他領

域的知識來說明 

使用其他領域的分類，或知識特性、比喻等，來解釋所

要描述的概念，為自己的研究概念作更清楚的解釋。 

第三節 論述邏輯方面 

    此節整理從案例中觀察到的文獻回顧論述邏輯，與文獻中所提的內容作呼應，

並歸納本研究所觀察到的結果，將觀察到的面向分別敘述，以案例中的實例作說

明與支持。 

各層次論述邏輯述說各層次論述邏輯述說各層次論述邏輯述說各層次論述邏輯述說 

1. 整合論述(L_A) 

整合論述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相連結，有邏輯的論述，並得出相關結論，回

應論述段落的主題。於一段落中的描述，以概念為主軸作討論，有邏輯層次的論

述，而不是一篇一篇文獻的陳列；而在一個主題的整體論述上，段落與段落間的

討論主題間有連接，環環相扣、依要呈現的邏輯次序推進，作者於大多數的回顧

討論鋪陳最後，會作歸納與總結來收尾，回扣該標題討論的重點。 

Neuman(2000/2002)認為文獻回顧的組織上，一種廣為接納的方法是先提出

最重要的想法，依邏輯和陳述或發現加以連結，最後指出研究不一致或缺點；而

Ridley(2008/2010)也認為，在正文的組織上，提出主張，後接引用文獻加以支持，

如此可增加批判性，突顯研究者的聲音。在段落內文組織的建立上，整合相關文

獻中得到的訊息，先作整合敘述，並將相關文獻引用附註於描述之後，作為該段

描述的支持，此為較佳的呈現方式，將回顧的重點、意義和相關文獻得到什麼結

論作清楚的表達，讀者較能明白此段落回顧的重點，而不是閱讀一大推相關研究

的文獻陳列。 

例如案例五中「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的討論，在論述邏輯上，作者先陳

述此段回顧重點與意義，接著說明從文獻中得到什麼結論，接著將各篇相關研究

發現陳述於後，見表 4-5-4，05_2-1-3-1。又如案例五第二章第一節的第一項，作

者討論社會性標記之意涵，作者以概念為線索，依序說明什麼是社會性標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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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的意義、由來與應用，整段論述有層次的排序，由一線索來引導，而不是以

文獻作者說了什麼來引導，見表 4-5-5，段落 05_2-1-1。 

此外，心智策略的使用，有助於作者建立段落內的組織，呈現作者對文獻回

顧的思考與整合，與文獻間關聯建立。以「分類/歸納」的心智策略為例，分類

歸納相關文獻的陳述方式，提綱挈領，使讀者讀起來清楚明白作者想述說的，即

影響因素有哪些，有哪些學者提出同樣的看法。此外，「歸納/總結」的心智策略

呈現了作者文獻整理的思考，提高一個層次，抽像出共同的概念，並重新加以歸

納、總結論述與呈現，並不是被文獻所用，而是使用這些文獻來支持相關觀點的

陳述。在論述段落內的組織上，也有助於作者建立整合性的文獻回顧，而不是呈

現文獻陳列、缺乏關聯的現象。 

段落與段落之間的鋪陳論述上，整合論述的回顧，呈現段落間論述主題或概

念的連貫性與層次性，並且論述的鋪陳最後帶出要關切的重點，與自己的研究重

點相連。以案例五「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為例，在此一整項為定義型的

文獻回顧，由整體來看，這一整項的回顧段落與段落之間的討論有關聯，由廣而

小的鋪陳、聚歛，最後的歸納結尾，說明層面分類應用於網路資源環境的優勢，

將這一整項的回顧帶至層面分類的應用與優勢，與研究主題相連結，見表 4-5-5，

段落 05_2-3-1。 

2. 文獻間缺乏關聯(L_B) 

文獻間缺乏關聯的文獻回顧，作者彙整相關研究，得出結論，但對所回顧的

文獻缺乏整合，文獻間缺乏連結。以案例二「數位參考服務概況前言」為例，作

者彙整相關文獻，從文獻中呈現數位參考服務的實施概況與統計數字，作者舉出

國內外相關研究調查結果，說明國內外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的概況，並在最後說

明觀察所得結論，論述步驟有條理順序，但內文組織上呈現文獻陳列現象，文獻

間缺乏關聯，見表 4-2-4，02_2-3-P。 

3.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L_C)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總結敘述，不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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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結論。以案例二「數位參考服務興起之因」為例，作者彙整相關文獻，找出

支持數位參考服務興起的原因，包括電子資源、遠距教學、數位環境、圖書館網

路服務趨勢等層面，使用「分類/歸納」策略，從不同面向的考量，舉出四個數

位參考服務興起的背景因素，然而從這些文獻中歸納總結出什麼結論？與自己的

研究有什麼關聯？在這一段回顧中作者並沒有總結論述的動作，也讓讀者無法確

定作者從回顧中得出什麼與研究相關的發現、與該段回顧的主題有何呼應，在論

述邏輯上，缺乏回扣論述主題，見表 4-2-4，02_2-1-2。 

4. 文獻堆砌(L_D) 

呈文獻堆砌現象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缺乏連結，亦無交代得出什麼結論、與

回顧的段落主題有何相關。這些回顧段落中，作者較缺乏文獻的加工與思考，呈

現文獻堆砌現象。以案例一「資訊架構概述」為例，作者僅陳列相關文獻，並無

加以整合與組織，亦無說明與研究的關係。作者將相關文獻列出，各學者之間的

觀點有何異同？可加以分類嗎？歸納總結出什麼訊息？對研究有何幫助？這些

作者並沒有進一步的思考與整理，見表 4-1-5，01_2-1-1。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小結文獻回顧論述邏輯小結文獻回顧論述邏輯小結文獻回顧論述邏輯小結 

    學術寫作有賴於邏輯論證、概念的建立和互相連繫、以及內部一致性與連貫。

有鑑於此，學術寫作十分倚重以主題句建立有組織的段落，且段落之間又能彼此

互相連貫(Punch, 2008/2009)。在文獻回顧的組織上，好的文獻回顧將發現或論點

加以整理，透過資料的組織傳遞給讀者，將發現或論點加以整理，並且充分概覽、

摘要、批判相關文獻之後，整合並組織文獻內容，並且重視邏輯發展和重點之間

的連繫和一致性。 

    所謂的文獻回顧，關鍵的是要對相關研究的觀點和研究結果進行綜合和歸納，

讀者需要了解的是相關學者的觀點和研究成果，而不是誰做了什麼研究這個信息

本身，因此較好的線索應該按照所涉及的問題來安排，而不是按照學者的線索，

使得文獻回顧帶有文獻羅列、堆砌的痕跡(張黎，2008)。因此在論述邏輯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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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簡單給出了不同學者的觀點，則容易出現文獻堆砌現象，研究者缺乏對於相

關文獻的總結和歸納，這樣就完全失去了文獻綜述的意義，變成了對相關學者觀

點的羅列和堆積。 

    文獻回顧的組織上，一種廣為接納的方法是先提出最重要的想法，依邏輯和

陳述或發現加以連結，最後指出研究不一致或缺點(Neuman，2000/2002)。無論

是整體上，或段落上，先述說該項/段重點，接著有次序地陳述文獻，為較佳的

文獻論述邏輯。研究者可先提出論述重點，再將文獻聚集回顧，此外，心智策略

的使用，有助於研究者找出文獻間的關聯，建立較佳的論述次序，例如研究者可

使用「分類/歸納」策略，將文獻分類後聚集討論，或者使用「歸納/總結」策略，

將文獻歸納出重點後分項論述。 

    「整合論述」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相連結，有邏輯的論述，並得出相關結論，

回應論述段落的主題；「文獻間缺乏關聯」的文獻回顧，作者彙整相關研究，得

出結論，但對所回顧的文獻缺乏整合，文獻間缺乏連結；「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總結敘述，不知得出什麼結論；呈「文獻堆

砌」現象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缺乏連結，亦無交代得出什麼結論、與回顧的段落

主題有何相關，這些回顧段落中，作者較缺乏對文獻的整合與思考，呈現文獻堆

砌現象。本研究觀察與歸納之不同層次論述邏輯，於本節分別陳述，並歸納呈現

如表 5-3-2。 

    在本研究的案例分析中，從整體上來看，以「整合論述」的文獻回顧最多(59/92

次)，然而分別從各案例來看，案例三~五大部分為「整合論述」的回顧，案例一

中「文獻堆砌」現象的文獻回顧佔了很大比例(10/16次)，案例二中則是呈現「文

獻間缺乏關聯」、「缺乏回扣論述主題」、「文獻堆砌」現象的文獻回顧皆有，許多

段落缺乏文獻間的連結，或回應論述主題。而此現象也表示，作者對於「文獻回

顧的認知」，會影響其書寫與組織文獻回顧的方式，若有正確的認知，則在所有

文獻回顧段落中，作者皆會注意內文組織與整體論述的關聯。整體論述邏輯次數

分配見表 5-3-1，與圖 5-3-1，各案例論述邏輯次數分配見圖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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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各案例回獻回顧論述邏輯次數分配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總計 

整合論述 2 6 18 22 11 59 

文獻間缺乏關聯 2 7 0 1 1 11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2 5 0 1 1 9 

文獻堆砌 10 3 0 0 0 13 

總計 16 21 18 24 13 92 

 

圖 5-3-1文獻回顧論述邏輯次數分配長條圖 

 

圖 5-3-2 各案例文獻回顧論述邏輯次數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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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本研究歸納之文獻回顧論述邏輯與定義 

L-論述邏輯 

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L_A 

整合論述 

文獻間有邏輯的論

述，並回應論述主題 

於一段落中的描述，以概念為主軸作討論，有

邏輯層次的論述，而不是一篇一篇文獻的陳

列；於一個主題的整體論述上，段落與段落間

的討論主題環環相扣，依邏輯次序推進，並於

回顧討論最後，以歸納總結來收尾，回扣該主

題討論的重點。 

L_B 

文獻間缺乏關聯 

得出相關結論，但文獻

間缺乏連結 

研究者彙整相關文獻，得出結論，但對所回顧

的文獻缺乏整合，文獻間缺乏連結，呈現文獻

陳列現象。 

L_C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

總結與回應論述主題 

所回顧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總結敘述，沒有

說明從文獻中歸納總結出什麼結論，與自己的

研究有什麼關聯。 

L_D 

文獻堆砌 

文獻間缺乏連結，亦無

說明與主題的關聯 

研究者缺乏對文獻的整合與思考，僅陳列相關

文獻，並無加以整合與組織，亦無說明與研究

的關係，呈現文獻堆砌現象。 

 

第四節 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方面 

    在此節整理從案例中觀察到的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與文獻中所提的內容

作呼應，並歸納本研究所觀察到的結果，將觀察到的面向分別敘述，並舉案例中

的實例作說明與支持。 

(一) 重新塑造(I_R) 

從兩個以上資料來源整合和重新塑造論證，以創造新的或更完整的觀點

(Ridley, 2008/2010)。在這一方面的創新閱讀現象，在案例中看到兩方面： 

1. 理論觀點上的結合，以更充分解釋(I_R_1) 

例如案例三中，在「社會資本定義」的討論上，作者結合「社會資本」與「知

識市場」的觀點，以更充分的角度來解釋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行為和動機，見表

4-3-7，03_2-3-2-1。 

2. 比較、歸納、結合並擴充面向(I_R_2) 

不同因素、觀點與架構上的比較與歸納，最後擴充面向，形成更完整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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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釋要討論的現象。例如案例三中，在「認知資本」的討論上，除上學者所提

的兩種觀點：結構資本和關係資本，另有學者提出第三種社會資本：認知資本，

經由比較之後，研究者歸納出知識分享的四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本、關係

資本、認知資本，因而擴充研究分析面向，見表 4-3-7，03_2-3-2-5。又如在案例

三「虛擬社群的酬償機制」的討論上，作者結合「激勵理論」的觀點來解釋酬償

機制，而經過與之前討論的相關理論比較，作者認為從廣義來看，「激勵理論」

的三大面向可涵蓋各種層面的影響因素，作者引用、結合「激勵理論」的觀點，

來解釋酬償機制，從激勵機制的觀點的三大面向，將影響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因

素，分為這三個面向，有助於研究概念架構的形成，見表 4-3-7，03_2-3-3。 

(二) 新研究概念性架構(I_F) 

研究者著眼於與自己研究相關的理論，並將自己的研究與相關理論建立清晰

的連結與論證，將相關研究加以具巧思的結合，突顯研究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將

既有的知識以創新的方式予以連結，從而發展出新的概念架構(Maxwell, 

1996/2001;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例如在案例三中，在知識分享因素

的相關理論回顧部分，研究從三個面向的理論進行文獻回顧：「個人動機」、「社

會資本」、「虛擬社群酬償機制」，並將這三方面的理論內涵，作分類、比較、結

合和歸納，釐清知識分享因素的來源層次，構成研究的概念架構和細項的構念，

並將相關理論的解釋和內涵，構成研究設計構項的描述。作者探討虛擬社群知識

分享相關因素、整合各概念面向之間的關係，經由大量文獻之間的比較、分類與

歸納，最後整理出知識分享相關面向之間的關聯，作為研究概念架構的基礎。比

較不同學者解釋的共同點與相異點、分類重要面向或觀點以整合相關文獻探討、

歸納出重要特性，而這些從文獻的比較、分類、歸納出來的面向，則逐步形成「新

的研究概念性架構」，見表 4-3-7，03_2-3-4。 

(三) 其他：思考層面的擴張(I_E) 

案例四中「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的部分，作者綜覽音樂資訊行為相關之

實徵研究，歸結與音樂與音樂資訊組織相關的研究發現，從相關實徵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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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出五項重點，並從這五項觀察發現進行相關文獻的歸納、整合敘述和討論。

相關實徵研究的回顧歸結發現出重要現象，呼應了當代研究的發展取向，以及其

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所重視的角度，也促發作者「思考層面的擴張」，對研究的

取徑、研究面向產生影響。作者採取「脈絡型」的回顧，敘述實徵研究發現與使

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究呼應的地方、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究的發展取向、以及

人機互動領域的發展逐漸重視的角度，闡述使用者導向資訊行為研究在當代研究

脈絡中的重視與發展，並述說對作者研究的影響與思考層面的擴張。見表 4-4-6，

04_2-2-6-2。 

(四) 其他：帶出研究的重要性(I_S) 

文獻回顧的推導帶出研究議題的重要性，作者總結了回顧文獻之後得到的要

點，進而從文獻回顧的總結中，看出延伸的意義，從更高一層的角度來看，文獻

回顧的結論表達了什麼，進而帶出進一步的新的看法，支持研究的重要性。與「重

要型」文獻回顧不同，作者並非以相關文獻作研究重要性的論述鋪陳，而是從文

獻的邏輯論述中，基於對相關研究的總結，而看出新的、延伸的意義。 

以案例四中「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的討論為例，在此段論述中，作者

總結了回顧文獻之後得到的要點，進而從文獻回顧的總結中，看出延伸的意義，

從更高一層的角度來看，文獻回顧的結論表達了什麼，作者總結文獻中對小說分

類架構的發現，發掘掌握多面向、提供層面式的搜尋，為目前諸多文獻中所注意

的，而此項總結與發現，回應了作者研究的重點，指出與支持研究的重要性，見

表 4-5-10，段落 05_2-4-1。 

(五) 其他：指出相關研究缺口(I_L) 

文獻的回顧與推導，也可揭示目前研究現況與研究缺口，作者總結論述了文

獻回顧的發現，進而指出目前相關文獻的研究多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還缺少

哪方面的研究，如此指出研究的缺口，與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面向，說明研究的進

行可以彌補怎麼樣的缺口，也支持研究的重要性。在此「指出相關研究缺口」也

與「缺口型」的文獻回顧不同，作者從相關文獻的整合中，看出研究有待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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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釐清的地方。而若這些角度與面向亦有許多學者認同，亦為作者導出這樣

的觀點做了有力的支持。 

以案例五「層面分類結構與標記系統的結合」的討論為例，作者總結論述文

獻回顧的發現，進而指出目前相關文獻的研究多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還缺少

哪方面的研究，如此指出研究的缺口，亦帶出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例中，作者指

出當前的相關研究多從資源檢索或是瀏覽的角度來說明層面分類的價值，僅有少

數是從標籤建立的方式來探討，因而支持了作者從標籤建立的方式來研究的重要

性，表明作者的研究能彌補怎麼樣的缺口，見表 4-5-10，段落 05_2-3-2。 

案例一中也有類似的創新閱讀現象，案例一的第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

相關研究，作者回顧國內外的相關實徵研究，為脈絡型的回顧，作者於最後小結

的部分，從國內外相關實徵研究中，歸納出國內外研究的主要差異，並比較國內

外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研究的差異，指出國內研究的深度不足，由相關實徵研究

的回顧，歸納、比較，帶出國內研究的缺乏。作者也指出自己的研究將怎麼彌補

研究缺口，文獻回顧的結果支持研究的重要性，見表 4-1-4，01_2-4-S。 

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小結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小結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小結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小結    

本研究案例觀察中發現的創新閱讀現象，共有五種，其中「重新塑造」與「新

概念架構」為原本文獻回顧中所提到的，本研究將案例中與這兩種創新閱讀現象

相呼應的回顧段落，提出來分析與探討；而「思考層面擴張」、「帶出研究重要性」、

「指出新的研究缺口」則在本研究案例分析過程中發現而指出。在本研究案例分

析中，「重新塑造」有 3次，「新概念架構」1次，「思考層面擴張」1次，「帶出

研究重要性」2次，「指出新的研究缺口」3次，共觀察出 10次文獻回顧創新閱

讀現象，其次數分配與在各案例的分佈，如表 5-4-1，及圖 5-4-1所示；這些創新

閱讀現象，出現的段落、類型、心智策略、與論述邏輯，則顯示如表 5-4-2；而

本研究觀察之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歸納呈現如表 5-4-3。 

    「重新塑造」與「新研究概念架構」現象皆在案例三中理論型的回顧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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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塑造」為研究者經由不同因素、觀點與架構上的比較與歸納，最後擴充面

向，形成更完整的結構，以解釋要討論的現象，在這過程中，包含理論或概念間

的「比較」、「歸納/總結」等心智策略的使用(如表 5-4-2所表示)，如此將不同的

要素結合，以產生新的結構或結果，為創造力的過程與呈現，而「重新塑造」所

產生的結果，也有助於研究概念架構的形成，包含在整個研究概念架構之中。 

    案例三「新研究概念架構」的產生，為相關理論回顧與整合的結果，作者探

討國內外學者曾經提出影響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因素，廣泛採用各家學者的說法，

蒐羅各種知識分享因素，充實研究構念和概念架構，整合各概念面向之間的關係，

據此作為研究設計的基礎。而這些面向的形成，是經由大量文獻之間的比較、分

類與歸納而來，由案例三「知識分享理論與方法」探討的書寫中，本研究觀察到

豐富心智策略的使用(如表 5-4-2所表示)，作者比較不同學者解釋的共同點與相

異點、分類重要面向或觀點以整合相關文獻、以及歸納出重要特性，而這些從文

獻的比較、分類、歸納出來的面向，則逐步形成研究概念架構。 

    理論型的文獻回顧，幫助研究者建構研究概念架構，研究者有時候是將不同

理論的抽象概念重組或整合，融合成研究概念架構，得以適用於闡明該研究議題

(Neuman, 2000/2002; Cooper, 1989/1999; 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 Maxwell, 

1996/2001)。本研究在案例三「新研究概念架構」形成的過程中，觀察出豐富文

獻回顧心智策略的使用，而這些心智策略的使用，也幫助研究者，抽象出不同文

獻的中心概念，比較、分類、歸納並重組，重新整合而成適用於該研究的概念架

構。而這些形成概念架構的理論，並非來自同一篇文獻，研究者經由融合不同理

論的觀點，以建立更為周延的概念性架構，而這也呈現文獻回顧的創意式整合。 

    在建立概念性架構時，並非歸納一個領域的研究，而是應該著眼於與自己研

究相關的理論，並將自己的研究與相關理論建立清晰的連結與論證，這也包含整

合不同取向、研究路線，或未曾有人將之連結的理論(Maxwell, 1996/2001)；當運

用一套理論所能開展出來的研究概念架構，都不足以充分解釋研究的複雜性，則

研究者整合多種不同的理論觀點，以便建立更為周延的研究概念架構。這樣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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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是單獨任何一種理論觀點無法提出的，透過這種作法，研究者得以融合不同觀

點，從而兼顧並釐定重要面向與構念(Marshall & Rossman, 1999/2006)。文獻批判

性回顧幫助研究者逐步整理出理論觀點、關鍵概念、過往研究中有助於引導發展

新研究的各項發現，讓研究者可以重新建立符合研究主題的新概念架構。 

    案例四中，第二章第二節為相關實徵研究的脈絡型回顧，作者綜覽音樂資訊

行為相關之實徵研究，歸結與音樂與音樂資訊組織相關的研究發現，從相關實徵

研究的結果，歸結出五項重點，並從這五項觀察發現進行相關文獻的歸納、整合

敘述和討論。作者在對相關實徵研究的脈絡型回顧上，不逐篇將相關文獻陳列堆

疊，而是以經過思考與整合後產生的面向來作論述主軸，在此使用「分類/歸納」

的心智策略，先將從實徵研究中歸結出的重點分類，並將相關文獻整合論述，以

支持和回應作者所歸結出的重點。 

    而以相關文獻充分的整合與思考為基礎，第二節的第六項，為前五項相關實

徵研究脈絡型回顧帶來的結果與影響說明，作者即提出兩點論述，以回應相關實

徵研究結果帶來的影響，這兩點論述為：「研究動機的再印證」、「音樂資訊行為

思考層面的擴張」。相關實徵研究的第一、二、四、五項發現，再次「印證研究

動機」，指出音樂分類有待加強，支持作者研究的重要性，並且也激發作者想要

探索的面向，為「帶出研究重要性」的創新閱讀。第三項發現呼應了當代研究的

發展取向，以及其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所重視的角度，也促發作者「思考層面的

擴張」，對研究的取徑、研究面向產生影響。 

    文獻回顧整合並摘要該領域已知的知識，將不同的結果拉在一起，加以綜合，

呈現相關的知識，強調以往研究所沒有解決的重要議題，並且指導未來的研究方

向，因而文獻的整合會產生大量新資訊，讓研究者能從其他研究中學習，刺激新

的概念並獲得新的內在洞察。(Cooper, 1989/1999；Neuman, 2000/2002)。在相關

文獻充分回顧與整合的基礎上，文獻回顧的結論激發研究者進一步思考目前研究

的缺口，或者從文獻的整合歸結出的結論，又再一次呼應與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文獻回顧的推導，讓研究者看出延伸的意義，帶出研究的重要性，或者進一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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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研究缺口，因而產生「帶出研究重要性」、「指出新的研究缺口」的創新閱

讀現象。在案例一與案例五中，創新閱讀現象皆是在心智策略的充分使用下所產

生，心智策略的使用，幫助研究者從相關文獻中整合並歸結出重要結論，進而能

從文獻的比較或整合中看出新的訊息。 

表 5-4-1各案例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次數分配表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總計 

重新塑造 0 0 3 0 0 3 

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0 0 1 0 0 1 

其他：思考層面擴充 0 0 0 1 0 1 

其他：帶出研究重要性 0 0 0 1 1 2 

其他：指出新的研究缺口 1 0 0 0 2 3 

總計 1 0 4 2 3 10 

    

    
圖 5-4-1各案例文獻回顧論述邏輯次數分配長條圖 

 

表 5-4-2 產生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的段落、類型、心智策略、與論述邏輯 

 
段落 論述主題 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

邏輯 
創新閱讀 

案例三 03_2-3-1 個人動機 理論型 

 

比較(1) 

歸納/總結(1) 

整合

論述 

 

03_2-3-2-1 [社會資本定義] 理論型 

 

歸納/總結(1) 整合

論述 

重新塑造(1)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重新塑造 0 0 3 0 0

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0 0 1 0 0

思考層面擴充 0 0 0 1 0

帶出研究重要性 0 0 0 1 1

指出研究缺口 1 0 0 0 2

3

1 1 1 11

2

0

0.5

1

1.5

2

2.5

3

3.5
重新塑造

新研究概

念性架構

思考層面

擴充

帶出研究

重要性

指出研究

缺口

創新閱讀 
案例 

案例 

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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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_2-3-2-2 [社會鑲嵌] 理論型 

 

比較(1) 

歸納/總結(1) 

自己研究立場(1) 

整合

論述 

 

03_2-3-2-3 [結構資本] 理論型 

 

比較(1) 

分類/歸納(1) 

歸納/總結(1) 

整合

論述 

 

03_2-3-2-4 [關係資本] 理論型 

 

分類/歸納(1) 

歸納/總結(1) 

自己研究立場(1) 

整合

論述 

 

03_2-3-2-5 [認知資本] 理論型 

 

比較(1) 

歸納/總結(1) 

自己研究立場(1) 

整合

論述 

重新塑造(1) 

03_2-3-3 虛擬社群酬償機

制 

理論型 

 

比較(1) 整合

論述 

重新塑造(1) 

03_2-3-4 知識分享因素三

種來源層次 

理論型回

顧，總合概

念面向 

  新研究概念

架構(1) 

案例一 01_2-4-S [圖書館網站資訊

架構之相關研究

小結] 

脈絡型回顧

小結部分 

比較(1) 

歸納/總結(1) 

自己研究立場(1) 

文獻

間缺

乏關

聯 

指出新的研

究缺口(1) 

案例四 04_2-2-P [音樂資訊行為實

證研究前言] 

脈絡型回顧

前言部分 

分類/歸納(1)   

04_2-2-1 非音樂專家之一

般使用者可能會

難以表達音樂資

訊需求 

脈絡型  整合

論述 

 

04_2-2-2 瀏覽為音樂尋求

行為的主要策略

之一 

脈絡型  整合

論述 

 

04_2-2-3 音樂資訊尋求過

程具有社會性與

共享性 

脈絡型  整合

論述 

 

04_2-2-4 階層式結構對無

特定目標之瀏覽

行為產生限制 

脈絡型  整合

論述 

 

04_2-2-5 貼近音樂使用行

為應加強情境式

詮釋資料 

脈絡型 自己研究立場(1) 文獻

間缺

乏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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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04_2-2-6-1 研究動機的再印

證 

脈絡型回顧

小結部分 

自己研究立場(1)  帶出研究重

要性(1) 

04_2-2-6-2 音樂資訊行為思

考層面的擴張 

脈絡型 自己研究立場(1) 整合

論述 

思考層面擴

張(1) 

案例五 05_2-3-2 層面分類結構與

標記系統的結合 

脈絡型 歸納/總結(1) 整合

論述 

指出新的研

究缺口(1) 

05_2-4-1 小說與非小說的

資訊組織 

脈絡型與定

義型 

分類/歸納(1) 

歸納/總結(1) 

整合

論述 

指出研究重

要性(1) 

05_2-4-3 社會性標記在圖

書作品的應用 

定義型與實

際現況型 

分類/歸納(1) 

歸納/總結(1) 

整合

論述 

指出新的研

究缺口(1) 

說明：部分章節之前言或小結段落，其中仍有心智策略使用現象，但無法歸類於某一類型，則加註前言或小結表示。 

 

表 5-4-3 本研究歸納之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與定義 

I-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 

代碼 次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I_R 

重新塑造 

I_R_1 結合 結合理論上的觀點，以更充分地解釋現象。 

I_R_2 擴充概念面向 不同因素、觀點與架構上的比較與歸納，最後擴

充面向，形成更完整的結構，以解釋要討論的現

象，或作為研究概念性架構的基礎。 

I_F 

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建立新的研究概念

性架構 

研究者著眼於與自己研究相關的理論，並將自己

的研究與相關理論建立清晰的連結，將既有的理

論或知識以創新的方式予以連結，從而發展出新

的概念架構。 

I_E 

思考層面擴張 

促使研究者思考層

面的擴張 

文獻回顧中歸結發現出重要現象，呼應了當代研

究的發展取向，或者其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所重

視的角度，促使作者思考層面的擴張，對研究的

取徑、研究面向產生影響。 

I_S 

帶出重要性 

帶出研究的重要性 總結回顧文獻之後得到的要點，進而從文獻回顧

的總結中，看出延伸的意義，從更高一層的角度

來看文獻回顧的結論表達了什麼，進而帶出進一

步的新的看法，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I_L 

指出新的研究缺口 

指出新的相關研究

缺口 

揭示目前研究現況與研究缺口，總結論述文獻回

顧的發現，進而指出目前相關文獻的研究多是從

什麼樣的角度出發，還缺少哪方面的研究，如此

指出研究的缺口，與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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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文獻回顧各面向之關係 

    文獻回顧本質上是論述的建立，引相關的文獻，支持自己的主張，在這個思

維的過程中，研究者透過閱讀與書寫，將相關研究的不同觀點、結論和不同角度

的看法整合起來。文獻回顧中論證成功的特色之一，就在於書目之間建立起關連，

並且在這些文獻與論文本身的研究之間建立明顯的連結(何春蕤，1989；Welman 

& Kruger, 1999，引自張黎，2008；Ridley, 2008/2010)。因此文獻回顧的角色在於

呈現文獻間的關聯，並將研究定位於學術領域的脈絡中，而兩個層面關聯的表達，

其本質在於建立論證，並援引相關文獻加以支持。 

    文獻回顧的成果有賴於前後一致的論證的建立，將相關文獻連結起來，並

也闡述了自己的研究的定位，而這樣的論證建立，則有賴於廣泛文獻閱讀與書寫

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研究者須具有批判性的態度。在文獻回顧的敘寫與整

合過程中，保持批判性的態度意謂著：(一)提出合乎邏輯的論證，導出結論；(二) 

提供紮實的證據和理由來支持論證；(三) 在文獻回顧中，對理論和發現加以評

估、挑選、組織和分類，以提供前後連貫的架構來構成的研究基礎(Ridley, 

2008/2010)。 

    研究者可思考文獻回顧的目的，並記下與研究有關的要點與參考書目，以此

來思考與組織文獻回顧論證的建立。研究者可視文獻回顧要討論的目的，以及想

要呈現的結果，選擇文獻回顧書寫的類型，或者建立一個文獻回顧的步驟與架構

(Ridley, 2008/2010)。文獻回顧因為不同焦點、目的，而有不同的書寫、位置與應

用，而其功能皆是整合研究發現，因著某一焦點或目的建立論述，呈現現有相關

的知識狀態、釐清與界定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與領域範圍、並突顯研究問題的重要

性與適切性等。因著不同的目的與使用，文獻回顧可有不同之類型，使該段落文

獻的回顧與討論，有特定的作用、功能與目的。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的運用，幫助作者對相關研究議題以及研究現況的理解，

提昇到另外一個層次上，以展現出研究者對於自己研究主題的掌握程度，並呈現

出對於文獻的批判性思考，使文獻的論述與呈現有邏輯、有組織性和整合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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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策略的使用，展現出作者抽象思考概念與概念間的關係，碩士論文的文獻回顧

好比一個主題閱讀的過程，作者閱讀很多不同的書或文獻資料，每份文獻的述說

方式不同，原始所討論的主題也不直接相關，但心智策略的使用能幫助作者在這

過程中，找出其中相關的概念，並將這些概念分類、歸納，應用於自己的研究當

中，建立獨特的研究概念性架構。 

    文獻回顧論述邏輯的考量，則幫助研究者建立概念相互連繫，具一致性與連

貫性的論述鋪陳，妥善引用與整合文獻來為自己的研究作支持。文獻回顧內容的

組織與整合，表現出作者對文獻的思索程度，也表現出作者如何利用文獻產述回

顧的主題和發現，表現出研究的獨特視角，論述邏輯為作者思考如何呈現文獻回

顧的表現。 

    文獻回顧的類型、文獻回顧的心智策略、文獻回顧論述邏輯，三個面向的使

用與考量，幫助作者建立成功的文獻敘寫與整合，建立起文獻間的關連，並且在

這些文獻與論文本身的研究之間建立明顯的連結，表示出作者對文獻的理解和掌

握。回顧的類型為作者論述的焦點，作者想使用文獻來達成的目的；心智策略的

使用表現出作者對文獻內容的理解，與文獻之間連結的思考；論述邏輯表現出作

者對文獻的思索程度，也表現出作者如何利用文獻，而不是被文獻所利用；而在

文獻充分的理解與掌握之上，創新的思想得以產生，支持研究的重要性，激發研

究者新的洞察，並且有助於產生新的研究概念架構。本研究反覆檢核編碼表和文

本，修改編碼架構與內容，對所觀察到的面向加以歸納，將觀察後的、基於文獻

整理並加以增加與分類的編碼架構，形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表，見表

5-5-1。 

表 5-5-1 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編碼表 

R-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 

代碼 次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R_C 

脈絡型 

(介紹當代

脈絡) 

R_C_1 持續發展研究思索脈絡 強調現在的研究如何持續發展思索的脈絡，將

研究安置於研究脈絡的大圖像中，創造出和知

識本體的關連性。 

R_C_2 檢視相關研究發現、觀 檢視過去已有的研究或是已知的內容與重要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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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或重要議題 題，進而說明所要執行之研究將採取什麼樣的

角度與立場，例如回顧研究主題所屬領域之探

討範圍、探討要點、重要議題、實施內涵、學

者建議…等。 

R_C_3 回顧相關實徵研究 對相關實徵研究進行回顧，從實徵研究中歸結

出結論並進而指引研究方向。 

R_D 

定義型 

(澄清概念

和定義) 

R_D_1 介紹定義 介紹相關的定義和概念，提供說明並加以澄清。 

R_D_2 解釋內涵與應用 說明、解釋或歸納相關概念之意義、由來、特

性、內涵、要素、運作方式…等。 

R_H 

歷史型 

(提供歷史

背景) 

R_H_1 描述概念的發展與議題

的演變 

描述相關概念的發展，或研究觀點或議題的演

變，並為此發展或演變提供歷史背景的說明。 

R_H_2 說明研究取向的演變與

發展 

解釋不同研究取向，並對該領域重要研究取向

的演變發展提供歷史背景的說明。 

R_L 

缺口型 

(找出缺口) 

R_L_1 指出尚有待進一步釐清

的研究議題 

從目前研究領域現況中，歸結出尚待進一步釐

清的研究議題，揭示目前相關研究的缺口，與

還有待探討與評估的現象。 

R_L_2 指出目前研究的缺乏 檢視過去研究，指出相關研究的缺乏，說明自

己的研究可以彌補什麼缺口。 

R_L_3 指出目前實務上的缺失 檢視相關文獻，對目前實務上發展所顯現的問

題及潛在的問題，整合歸納相關文獻加以說

明，作為進一步探究的支持。 

R_L_4 指出理論上與實務上的

落差 

透過理論上較佳的做法，與實務上實行現況的

落差，指出可進一步探究的缺口，並透過這一

部分相關研究的缺乏，指出這方面研究的重要

性。 

R_L_5 指出不符與矛盾之處 指出文獻中所述與實際現況的不符與矛盾之

處，或者文獻中相互矛盾之處，作為進一步釐

清的支持。 

R_L_6 國外研究結果是否適用

於解釋國內現象 

因民情不同，國外研究是否適用於解釋國內現

象，形成待研究的缺口，雖在國外進行過實徵

研究，但是否適用於解釋台灣本土的現象，尚

有待研究。 

R_M 

方法論 

(評估研究

方法) 

R_M_1 評估適合研究方法 介紹相關研究方法與其研究發現，並找出適合

該研究的評估方法。 

R_M_2 解釋研究方法的實施與

規劃 

解釋研究方法的來源領域、目的與意義，並從

研究工具、受試者、資料分析等方面去敘述實

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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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S 

重要型 

(突顯重要

性) 

R_S_1 突顯研究在理論上的重

要性 

從相關理論和研究現存的問題、有關學者對於

問題重要性的評述等，來論述研究的重要性，

並且描述研究將如何填補研究上的缺乏。 

R_S_2 突顯研究在實務上的重

要性 

由現實狀況的描述，或者實際的問題，來突顯

研究的重要性，並結合相關的研究觀點、實徵

研究、統計資料等文獻來支持。 

R_T 

理論型 

(探討相關

理論與內

涵) 

R_T_1 對於支持研究的相關理

論加以討論 

對相關重要理論加以討論，以作為研究的理論

基礎，並有助於形成概念架構。 

R_T_2 對於有助於讓資訊具有

意義的理論加以討論 

提出相關理論的解釋與看法，有助於讓資訊具

有意義，並對研究者要解釋的現象或概念作有

力的支持。 

R_N 

實際現況型 

(觀察實際現況) 

觀察並歸納實際現況 探討研究領域的「實際現況」，歸納呈現觀察結

果，以作為研究調查的參考、概念面向的支持、

以及研究探究可行性的支持。 

S-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文獻回顧心智策略 

代碼 次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S1 

分析/評論 

對相關文獻加以辨識、

分析與評估 

指出相關觀點或研究的優缺點與侷限，作為比

較與研究定位的基礎，也為研究者的選擇作有

力的支持。 

S2 

比較 

S2_1 比較以澄清概念 對相關名詞或概念加以探討與比較，以澄清定

義、演進、應用範圍等。 

S2_2 比較相關功能與特性，

以突顯優缺點與差異 

區辨功能與特性，比較和說明，整合文獻並從

不同面向去突顯差異與優缺點。 

S2_3 比較不同解釋與角度，

找到適用於研究的立場 

依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學者對相關概念的分

類，並說明與比較其內涵，指出哪一個分類和

定義，最符合研究需求，對研究定位加以解釋

和支持。 

S2_4 比較理論面向、解釋與

內涵 

從各文獻中抽象出主要意涵，比較並指出各研

究中相呼應的地方，最後歸納整合重要因素，

或擴充面向，有助於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分類

與子面向。 

S3 

分類/歸納 

S3_1 分類彙整現象或訊息 根據目前研究發展現況以及既有的相關文獻，

分類揭示出有待釐清和探究的現象，歸結出重

點，將訊息分類闡述，並匯集相關文獻、實徵

研究、理論或統計資料加以支持。 

S3_2 概念或定義的分類、歸

納與整合 

舉出不同學者的看法和定義，並加以分類、歸

納，最後針對不同的面向總合述說，將共同特

徵抽像出來，作為分類定義的項目，並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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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所提出的定義依據項目加以分類與歸納，

從不同面向來描述與呈現。 

S3_3 將段落內概念具組織性

地分項陳述 

將相關文獻提出的影響因素先加以分類，再依

據分類後的各方面影響因素分別闡述，並將提

出同樣看法的學者或研究引用於後，所引用的

文獻即作了該點因素論述的支持。 

S3_4 分項探討 將觀察到的文獻結果分成不同方面探討，並依

據分類項目，將文獻聚集討論，作為分類論述

的支持。分類項目可能是研究者依據文獻內容

分類，或者沿用文獻中提出的類別，將相關研

究加以分類論述。 

S4 

歸納/總結 

S4_1 作者以自己的理解加以

重新詮釋敘述 

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研究者將已了解到的意

義或概念，以自己的理解加以重新詮釋敘述，

總結述說有意義的訊息，連繫到自己研究關切

的重點。 

S4_2 段落組織中歸結要點敘

述 

將相關文獻回顧與討論做一個小結論述，歸納

出重要現象與訊息，並對歸納出的項目進行說

明，進一步看出文獻上反映的意義，呈現研究

者對相關議題的思考。 

S4_3 歸納重要概念面向 在比較或分類探討相關概念後，總結歸納出重

要概念面向。從文獻討論、比較、歸納的面向

與因素，也有助於形成研究概念架構的子面向。 

S4_4 論述結尾歸納現象與訊

息 

綜合相關文獻和研究現況，指出研究發現中大

致呈現的現象或規律的訊息，總結歸納出有意

義的結論。 

S4_5 論述結尾總結述說，再

次強調 

對相關文獻回顧結尾的總結論述，總結了有意

義的發現，並歸納相關重點，再一次將文獻回

顧的線索連結至回顧的主題，由更高一層次的

角度，來陳述這些相關文獻回顧帶來的意義。 

S5 

自己研究的立場 

指出自己研究的定位與

立場 

指出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有

何關聯，說明研究的定位、選擇的視角或方法，

以及研究將採取何種立場。 

S6 

延伸 

延伸使用其他領域的知

識來說明 

使用其他領域的分類，或知識特性、比喻等，

來解釋所要描述的概念，為自己的研究概念作

更清楚的解釋。 

L-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論述邏輯論述邏輯論述邏輯論述邏輯 

代碼 次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L_A 

整合論述 

文獻間有邏輯的論述，

並回應論述主題 

於一段落中的描述，以概念為主軸作討論，有

邏輯層次的論述，而不是一篇一篇文獻的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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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於一個主題的整體論述上，段落與段落間

的討論主題環環相扣，依邏輯次序推進，並於

回顧討論最後，以歸納總結來收尾，回扣該主

題討論的重點。 

L_B 

文獻間缺乏關聯 

得出相關結論，但文獻

間缺乏連結 

研究者彙整相關文獻，得出結論，但對所回顧

的文獻缺乏整合，文獻間缺乏連結，呈現文獻

陳列現象。 

L_C 

缺乏回扣論述主題 

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

總結與回應論述主題 

所回顧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總結敘述，沒有

說明從文獻中歸納總結出什麼結論，與自己的

研究有什麼關聯。 

L_D 

文獻堆砌 

文獻間缺乏連結，亦無

說明與主題的關聯 

研究者缺乏對文獻的整合與思考，僅陳列相關

文獻，並無加以整合與組織，亦無說明與研究

的關係，呈現文獻堆砌現象。 

I-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 

代碼 次代碼 代碼說明 編碼定義 

I_R 

重新塑造 

I_R_1 結合 結合理論上的觀點，以更充分地解釋現象。 

I_R_2 擴充概念面向 不同因素、觀點與架構上的比較與歸納，最後

擴充面向，形成更完整的結構，以解釋要討論

的現象，或作為研究概念性架構的基礎。 

I_F 

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建立新的研究概念性架

構 

研究者著眼於與自己研究相關的理論，並將自

己的研究與相關理論建立清晰的連結，將既有

的理論或知識以創新的方式予以連結，從而發

展出新的概念架構。 

I_E 

思考層面擴張 

促使研究者思考層面的

擴張 

文獻回顧中歸結發現出重要現象，呼應了當代

研究的發展取向，或者其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

所重視的角度，促使作者思考層面的擴張，對

研究的取徑、研究面向產生影響。 

I_S 

帶出重要性 

帶出研究的重要性 總結回顧文獻之後得到的要點，進而從文獻回

顧的總結中，看出延伸的意義，從更高一層的

角度來看文獻回顧的結論表達了什麼，進而帶

出進一步的新的看法，支持研究的重要性。 

I_L 

指出新的研究缺口 

指出新的相關研究缺口 揭示目前研究現況與研究缺口，總結論述文獻

回顧的發現，進而指出目前相關文獻的研究多

是從什麼樣的角度出發，還缺少哪方面的研

究，如此指出研究的缺口，與值得進一步探究

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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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分析碩士論文文獻回顧如何建立起文獻間、文獻與研究之間的關聯，

透過文獻的連結來呈現研究獨特的視角與關切，以及從文獻的思考和心智運作中，

是否產生創新閱讀現象。因此，本研究從三個面向，來觀察與分析碩士論文文獻

回顧的書寫：文獻回顧的類型、文獻整理的心智策略、文獻論證建立的論述邏輯；

此外，從文獻回顧書寫的邏輯建立與心智運作，來觀察文獻閱讀是否有創新思想

的產生。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說明，第二節在說明本研究的

建議與出後續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文獻回顧類型的使用與特性文獻回顧類型的使用與特性文獻回顧類型的使用與特性文獻回顧類型的使用與特性 

    文獻回顧的各種類型於分析中皆有觀察到，而其中以定義型與脈絡型的文獻

回顧佔大多數，回顧類型及其使用次數依序為：定義型(47次)、脈絡型(34次)、

理論型(10次)、缺口型(6次)、重要型(6次)、方法論型(4次)、歷史型(2次)。另

外從案例中觀察出有些作者從實際現況中整理相關資訊，以提供研究重要資訊或

作為研究設計的支持，因此本研究將此觀察到的類型定義為「實際現況」，在案

例分析中出現 4次。 

    文獻回顧為了某一焦點或目的而建立論述，因著不同的目的與使用，文獻回

顧可有不同之類型，使該段落文獻的回顧與討論，有特定的作用、功能與目的。

本研究案例的觀察，整體而言以定義型(47/113次)與脈絡型(34/113次)的回顧佔

大多數，而因著每一篇研究著重討論的主題不同，而有不同的文獻回顧類型使用

分配與豐富度。就文獻回顧類型章節分部而言，於緒論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

常見脈絡型、缺口型、重要型文獻回顧的使用，來作研究正當化、研究動機適切

性的基礎；第二章文獻回顧獨立章節部分，以定義型與脈絡型回顧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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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回顧的類型為論述的重點(焦點)，作者使用不同類型的回顧方式，來闡

述相關文獻的發現和結果；一個標題(主題)的回顧，可能由不同段落組成，這些

段落可能整體來說是同一類型的回顧，也可能使用不同回顧類型的結合，以幫助

論述的建立。在本研究案例觀察中，發現許多於同一回顧主題，結合不同回顧類

型來鋪陳論述的例子，例如案例三中，「何謂虛擬社群」的論述上，作者使用了

「歷史型」與「定義型」的回顧段落鋪陳，來陳述與解釋虛擬社群的定義與概念

演進，並歸納各學者的觀點；又如案例五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部分，作者使用了「脈

絡型」與「缺口型」兩段回顧類型，來作整體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鋪陳。 

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使用情形與特性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使用情形與特性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使用情形與特性文獻回顧心智策略使用情形與特性 

    在文獻閱讀與整合的過程中，研究者應持以主動且分析的心態，將文獻內容

融會貫通，呈現研究者對不同文獻的觀點和看法，也使文獻回顧具有價值。一篇

優秀的文獻回顧，對於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應具有批判性，並對文獻進行整合。

心智策略的使用，表現出作者對相關文獻的思索與整合，也使文獻的表現有邏輯、

有組織性和整合性。本研究從五篇案例中，觀察出心智策略使用的痕跡，並將這

些策略的使用目的與方式加以歸納。 

    「分析/評論」策略的使用，研究者指出相關概念或研究的優缺點與侷限，

並為研究者的選擇作有力的支持，或者作為比較與研究定位的基礎；「比較」的

策略使用，使作者找出文獻之間相呼應的概念或觀點，從更提高一層的抽象層次

來分析概念背後的意義，有助於研究者為自己研究定位，並將自己研究與文獻相

連繫，或者有助於理論與概念中要素、面向之歸納整合，最後形成研究概念架構

的分類與子面向。 

    「分類/歸納」策略的使用，作者將相關的文獻抽象出共同的特質，並加以

分類，將所回顧主題不同的角度、面向或特性呈現出來；「歸納/總結」策略的使

用，告訴讀者相關文獻得出什麼結論、作者看出什麼重點，和研究主題有什麼關

聯，總結論述或歸納所看到的重點，將研究的鋪陳帶往有意義、更高一層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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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主題相呼應，或者帶出作者的創新想法。 

    「自己研究立場」的說明，作者在總結相關文獻後，利用文獻回顧的結果，

指出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有何關聯，說明研究者的研究將採取

何種立場；另外本研究觀察出「延伸」策略的使用，作者可能使用其他領域的分

類，或知識特性、比喻等，來解釋所要描述的概念，亦即延伸使用其他學術領域

的說法、比喻等，來為自己的研究概念作更清楚的說明。 

    在本研究的案例觀察中，文獻回顧的心智策略以「歸納/總結」使用的次數

最多，其次為「自己研究立場」，心智策略及其使用次數依序為：「歸納/總結」(53

次)、「自己研究立場」(22次)、「分類/歸納」(18次)、「比較」(13次)、「分析/評

論」(11次)。另外從案例三中觀察出一個其他的心智策略為「延伸」(3次)。每

一篇案例使用的心智策略，在種類與次數的分布上不相同，案例一使用的心智策

略在種類與次數上皆較單薄；案例二使用的心智策略較少，並且著重在「歸納/

總結」；案例三、案例四心智策略的使用，在種類與次數上皆較豐富；案例五著

重在對文獻「分類/歸納」與「歸納/總結」的策略使用。 

論述邏輯上的使用情形論述邏輯上的使用情形論述邏輯上的使用情形論述邏輯上的使用情形 

    文獻回顧內容的組織與整合，表現出作者對文獻的思索程度，也表現出作

者如何利用文獻回顧的主題和發現，表現出研究的獨特視角。好的文獻回顧將發

現或論點加以整理，透過資料的組織傳遞給讀者，將發現或論點加以整理，並且

充分概覽、摘要、批判相關文獻之後，整合並組織文獻內容，並且重視邏輯發展

和重點之間的連繫和一致性。「整合論述」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相連結，有邏輯

的論述，並得出相關結論，回應論述段落的主題；「文獻間缺乏關聯」的文獻回

顧，作者彙整相關研究，得出結論，但文獻缺乏整合與連結；「缺乏回扣論述主

題」的文獻回顧，文獻間相連結，但缺乏總結與回應主題；呈「文獻堆砌」現象

的文獻回顧，作者缺乏對文獻的整合與思考，呈現文獻陳列現象。 

    在本研究案例觀察中，「整合論述」佔大多數，各種論述邏輯以及其使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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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依序為：「整合論述」(59次)、「文獻間缺乏關聯」(11次)、「缺乏回扣論述主

題」(9次)、「文獻堆砌」(13次)。然而就本研究的觀察，59次的「整合論述」大

多數為案例三~五的回顧段落，案例一中「文獻堆砌」現象的文獻回顧佔了很大

比例(10/16次)，案例二中則是許多段落缺乏文獻間的連結，或回應論述主題。

亦即文獻整合情形具有一致性，案例三~五幾乎都是「整合論述」的使用，而案

例一則出現不少「文獻堆砌」的情形，而這也表示作者對於「文獻回顧的認知」，

會影響其書寫與組織文獻回顧的方式。 

    無論是整體上，或段落上，先述說該項/段重點，接著有次序地陳述文獻，

為較佳的文獻論述邏輯。心智策略的使用，有助於研究者找出文獻間的關聯，建

立較佳的論述次序，例如使用「分類/歸納」策略將文獻分類後聚集討論，或者

使用「歸納/總結」策略，將文獻歸納出重點後分點論述。 

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現象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現象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現象文獻回顧的創新閱讀現象 

    在創新閱讀現象上，案例中觀察到的結果為「重新塑造」(3次)、「新研究概

念性架構」(1次)。另外，本研究認為文獻回顧的鋪陳論述，導出什麼有意義的

重要性結論，或不同於以往的新想法，皆屬創新閱讀現象的產生，在本研究中有

「思考層面擴充」(1次)、「帶出研究重要性」(1次)、「指出新的研究缺口」(3次)。 

    在「重新塑造」上，理論觀點上的「結合」，可以更充分解釋概念或現象，

理論要素的比較、歸納、結合，可擴充概念面向。而心智策略的使用，有助於作

者將相關概念抽象出共同的中心意義加以比較、分類、歸納與整合。概念擴充的

思考也有助於形成新研究性概念架構。 

    在新研究概念性架構上，本研究觀察出於案例三中有這樣的現象，作者透過

大量心智策略的使用，反覆檢閱文獻，找出相關理論面向之間的關連，並重新建

立符合研究目的的邏輯架構。比較不同學者解釋的共同點與相異點、分類重要面

向或觀點以整合相關文獻探討、歸納出重要特性，而這些從文獻的比較、分類、

歸納出來的面向，則逐步形成「新的研究概念性架構」。心智策略的使用，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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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抽象出不同文獻的中心概念，比較、分類、歸納並重組，而這些形成新

研究概念架構的理論，並非來自同一篇文獻，研究者融合不同理論的觀點，以建

立更為周延的概念性架構，而這也呈現文獻回顧的創意與整合。 

    案例四中，第二章第二節為相關實徵研究的脈絡型回顧，以相關文獻充分的

整合與思考為基礎，再次「印證研究動機」，指出音樂分類有待加強，支持作者

研究的重要性，並且也激發作者想要探索的面向，為「帶出研究重要性」的創新

閱讀；此外，由相關實徵研究的回顧歸結發現出重要現象，呼應了當代研究的發

展取向，以及其他相關研究領域發展所重視的角度，促發作者「思想層面的擴張」。

在此作者不逐篇將相關文獻陳列堆疊，而是以經過思考與整合後產生的面向來作

論述主軸，使用「分類/歸納」的心智策略，先將從實徵研究中歸結出的重點分

類，並將相關文獻整合論述，以支持和回應作者所歸結出的重點。 

    文獻回顧的推導，讓研究者看出延伸的意義，帶出研究的重要性，或者進一

步看出新的研究缺口，因而產生「帶出研究重要性」、「指出新的研究缺口」的創

新閱讀現象。在案例一與案例五中，創新閱讀現象皆是在心智策略的充分使用下

所產生，心智策略的使用，幫助研究者從相關文獻中整合並歸結出重要結論，進

而能從文獻的比較或整合中看出新的訊息。 

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心智策略心智策略心智策略、、、、論述邏輯論述邏輯論述邏輯論述邏輯、、、、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創新閱讀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 

    文獻回顧的角色在於呈現文獻間的關聯，並將研究定位於學術領域的脈絡中，

而文獻回顧的成果有賴於前後一致的論證的建立，將相關文獻連結起來。在文獻

回顧的敘寫與整合過程中，研究者應保持批判性的態度，對相關文獻加以評估、

挑選、組織和分類，以提供前後連貫的論證來構成的研究基礎。 

    文獻回顧因為不同焦點、目的，而有不同的書寫、位置與應用，而其功能皆

是整合研究發現，研究者可思考文獻回顧的目的，選擇文獻回顧書寫的類型，或

者建立一個文獻回顧的步驟與架構；文獻回顧心智策略的運用，幫助作者對相關

研究議題以及研究現況的理解，提昇到另外一個層次上，以展現出研究者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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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研究主題的掌握程度，並呈現出對於文獻的批判性思考，使文獻的論述與呈現

有邏輯、有組織性和整合性；而文獻回顧論述邏輯的考量，則幫助研究者建立概

念相互連繫，具一致性與連貫性的論述鋪陳，妥善引用與整合文獻來為自己的研

究作支持。文獻回顧的類型、文獻回顧的心智策略、文獻回顧論述邏輯，為從三

個面向來進行文獻回顧的整合與思考，三個面向的使用，幫助作者一步一步建立

論述，表示出作者對文獻的理解和掌握，呈現研究的獨特視角。 

    在對文獻充分的理解、掌握與整合之上，創新的思想得以產生，文獻回顧創

新閱讀的成果，支持研究的重要性，擴充思考層面，或建立新的文獻間的關聯。

在本研究的觀察中，心智策略的使用，幫助研究者，抽象出不同文獻的中心概念，

比較、分類、歸納並重組，結合文獻而產生新的觀點或解釋，或者研究者融合不

同理論的觀點，以建立更為周延的概念性架構，呈現文獻回顧的創意與整合。此

外，「整合論述」的回顧中，不逐篇將相關文獻陳列堆疊，而以經過思考與整合

後產生的面向來作論述主軸，從相關研究中歸結出重點，整合文獻以支持和回應，

進而能從文獻的比較與整合中看出新的意義，促使新的看見與新思想產生。 

    從本研究所觀察的文獻回顧創新閱讀現象中，可得知充分的心智策略使用，

以及整合論述的文獻回顧論述邏輯，能建立文獻之間的關聯，以及研究與文獻的

關聯，並作為創新閱讀產生的基礎，促使研究者產生新的看見，或建立新的研究

概念性架構。然而從整體來看，本研究觀察之 106個個分析單元裡，只有 10個

單元表現出創新閱讀現象，因為案例較少，以及分析出的創新閱讀現象較少，有

實際上的限制，難以從量化的角度，將創新閱讀現象與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之間的關係明顯呈顯，值得未來研究繼續探討。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對論文文獻回顧書寫者的建議對論文文獻回顧書寫者的建議對論文文獻回顧書寫者的建議對論文文獻回顧書寫者的建議 

(一) 研究者可視文獻回顧要討論的目的，再建立一個文獻回顧的步驟與架構，研

究者可視想要呈現什麼結果，選擇文獻回顧書寫的類型。如 Ridley(2008/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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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書中所建議，研究者可思考文獻回顧的目的，並記下與研究有關的要

點與參考書目，以此來思考與組織文獻回顧論證的建立。 

(二) 在文獻的關係建立上，可參考本研究的五項心智策略，來幫助研究者逐步思

考，建立文獻間的關係，將相關概念連結在一起，並思考如何突顯自己的研

究立場。 

(三) 論述邏輯與內文組織上，研究者應考量重點與重點間的次序與組織，心智策

略的使用，有助於研究者將相關文獻抽像出共同概念，並重新整合論述，有

助於研究書寫上的重組。如 Neuman(2000/2002)所建議，文獻回顧的組織上，

一種廣為接納的方法是先提出最重要的想法，依邏輯和陳述或發現加以連結，

最後指出研究不一致或缺點。對文獻概念的思考與重整，有助於研究者依探

討的重點建立文獻回顧。 

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 

(一) 對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組織方式的繼續探討，除了本研究所發現的面

向之外，還有什麼類型、策略、及較佳的文獻整合方式？後續研究可繼續探

討。 

(二) 文獻回顧書寫展現研究者的批判性態度，在書寫上除了本研究所提及之方式

與面向外，還有什麼方式可幫助研究者建立批判性的書寫？如

Ridley(2008/2010)從正文的組織、人稱代名詞、引用文獻、引語動詞、以及

撰寫語態上，說明如何突顯研究者的聲音，展現文獻回顧的批判性。本研究

僅就文獻回顧的書寫建立上進行分析，還有其他的面向值得進一步探究。 

(三) 本研究從文獻回顧的「成果」來探討文獻回顧的建立，後續研究可從「歷程」

面來探究文獻回顧的過程中，創新思想是如何產生，以建立符合研究中心思

想的、有獨特視角的文獻回顧。如 Maxwell(1996/2001)所提，促使研究者建

立新的研究概念性架構，有四方面的來元可運用：研究者的經驗性知識、現

存的理論和研究、測試性和探索性研究、以及思維實驗。這四方面的來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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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運用來探討研究者創新性概念性架構的建立，以了解研究者創新思想

的產生來源與組成因素，而這也需要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來探究。 

(四) 本研究因案例較少，分析出來的創新閱讀現象較少，有實際上的限制，無法

從次數統計中將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與創新閱讀之關係明顯

呈現出來。然而從這 106個分析單元的各面次數統計中，看出論述邏輯，以

及文獻回顧類型與心智策略的豐富度，與創新閱讀現象有點微弱的關係，這

點跡象值得未來繼續研究。未來研究增加案例數與分析單元，從量化的角度

來了解與呈顯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與創新閱讀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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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2007-2011年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年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年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年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 

序號 得獎年份 論文 

1 2007 林佳葦（民 95）。大學圖書館網站多媒體特性與使用者操作滿意度之關聯

性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市。 

2 2007 許凱琳（民 96）。虛擬博物館使用者之學習經驗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3 2007 王丹怡（民 95）。國小圖書館空間規劃與使用之評估研究（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4 2007 陳慧珍（民 95）。網路圖像使用者相關判斷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5 2007 王亦勤（民 95）。台灣地區學術生產力之研究：以 12所大學為例（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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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08 粘芸蓁（民 98）。Amazon.com圖書資料檢索結果中所呈現之書目連結關

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8 2008 王盈智（民 98）。國小高年級學童之網路資訊相關判斷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9 2008 張博雅（民 98）。從意義建構理論探討公共圖書館視障者服務：個案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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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17 2009 楊雅勛（民 98）。醫師個人資訊管理歷程之研究-以臺大醫院為例（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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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09 江明柏（民？）。以「資訊視域」概念探討在職碩士生學習歷程中的資訊

尋求行為（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世新大學，台北市。 

  I. 國立臺中圖書館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學位論文 

19 2010 毛明雯（民 97）。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政治大學，台北市。 

20 2010 陳盈蓁（民 98）。大學圖書館部落格迴響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21 2010 曹淑娟（民 98）。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營運模式對國內大學圖書館館藏發

展之影響。國立中興大學，台中市。 

  II.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 

22 2010 林浩欣（民 98）。知識管理系統導入的知識主張研究－以軟體公司顧問師

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23 2010 洪元元（民 97）。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體系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24 2010 李珮漪（民 98）。老年人參與公共圖書館志願服務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圖

書館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25 2010 高靜吟（民 98）。化學機械研磨墊專利發展趨勢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 

26 2010 張簡碧芬（民 99）。小說閱讀對大學生之情緒療癒效用分析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I. 國立臺中圖書館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圖書資訊學位論文 

27 2011 吳志豪（民 99）。基於數位閱讀標註行為探勘影響閱讀焦慮因素提升閱讀

成效（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台北市。 

28 2011 李錦姿（民 99）。台灣公共圖書館採購中文電子書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天主教輔仁大學，新北市。 

29 2011 林靖文（民 99）。運用科技接受度模型和科技準備度探討公共圖書館使用

者使用數位服務科技之意願―以國立臺中圖書館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II.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獎助圖書資訊學優秀學位論文 

30 2011 陳勇汀（民 99）。合作式閱讀標註之知識萃取機制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政治大學，台北市。 

31 2011 郭妮娜（民 99）。中文圖書主題編目歷程之探討－以北部四所學術圖書館

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32 2011 蕭雅鴻（民 99）。從教師觀點探究圖書資訊學研究方法課程之教學現況與

影響因素（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資料來源：https://sites.google.com/site/listheses/home，上網日期：2012年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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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研究分析單研究分析單研究分析單研究分析單—案例一至五文本章節和文本段落編號對照表案例一至五文本章節和文本段落編號對照表案例一至五文本章節和文本段落編號對照表案例一至五文本章節和文本段落編號對照表 

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  研究題目：「以卡片分類法分析大學圖書館網站架構」 

序號

(連續) 

序號

(單篇) 
文本編號 文本章節 

   第一章 緒論 

1 1 01_1-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陳述 

   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資訊架構 

2 2 01_2-1-1 一 資訊架構概述 

   二 組織系統之組成要素 

3 3 01_2-1-2-1 1. 組織體系 

4 4 01_2-1-2-2 2. 組織結構 

5 5 01_2-1-3 三 分類標籤系統 

6 6 01_2-1-4 四 資訊架構的困難與挑戰 

   第二節 資訊架構研究 

7 7 01_2-2-P [第二節概述] 

   一 從使用性(Usability)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 

8 8 01_2-2-1-P [從使用性(Usability)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前言] 

9 9 01_2-2-1-1 (一) 專家導向評估法 

10 10 01_2-2-1-2 (二) 使用者導向評估法 

   二 從尋獲度(Findability)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 

11 11 01_2-2-2-P [從尋獲度(Findability)的概念進行網站分析前言] 

12 12 01_2-2-2-1 (一) 網站外部尋獲度 

13 13 01_2-2-2-2 (二) 網站內部尋獲度 

   第三節 卡片分類法 

14 14 01_2-3-P [第三節卡片分類法概述] 

15 15 01_2-3-1 一 項目(items)清單 

16 16 01_2-3-2 二 受試者 

17 17 01_2-3-3 三 分析方式 

18 18 01_2-3-S [第三節卡片分類法小結] 

19 19 01_2-4 第四節 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 

   一 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二 康乃爾大學 

   三 華盛頓大學 

   四 麻省理工學院 

   五 紐西蘭大學圖書館線上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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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美國國家科技暨標準局 

   七 William J. Hughes Technical Center(WJHTC) 

   八 國立臺灣大學 

   九 國內大學圖書館網站 

   十 大陸圖書館網站 

20 20 01_2-4-S [第四節圖書館網站資訊架構之相關研究小結] 

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  研究題目：「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研究」 

序號

(連續) 

序號

(單篇) 
文本編號 文本章節 

   第一章  緒論 

21 1 02_1-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數位參考服務的發展 

22 2 02_2-1-1 一、數位參考服務的定義 

23 3 02_2-1-2 二、數位參考服務興起之因 

24 4 02_2-1-3 三、數位參考服務的運作形式 

   (一)非即時數位參考服務 

   (二)即時數位參考服務 

   第二節  數位參考服務的建置 

25 5 02_2-2-1 一、服務政策 

26 6 02_2-2-2 二、參考館員的專業知能 

   三、軟體應用 

27 7 02_2-2-3-1-1 (一)電子郵件 

28 8 02_2-2-3-1-2 [電子郵件在數位參考服務的應用與相關研究] 

29 9 02_2-2-3-2-1 (二)即時通訊 

30 10 02_2-2-3-2-2 [即時通訊在數位參考服務的相關研究] 

31 11 02_2-2-3-3 (三)行動服務 

32 12 02_2-2-3-4 (四)Second Life 

33 13 02_2-2-3-S [第三項小結] 

34 14 02_2-2-4 四、推廣與行銷 

35 15 02_2-2-S [第二節小結] 

   第三節  數位參考服務概況 

36 16 02_2-3-P [參考服務現況概述] 

37 17 02_2-3-1 一、縣市圖書館網站內容現況分析 

38 18 02_2-3-2 二、公共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相關資源 

39 19 02_2-3-3 三、參考服務館員對於數位參考服務的看法與態度 

   第四節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40 20 02_2-4-1 一、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定義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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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1 02_2-4-2 二、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優勢與問題 

42 22 02_2-4-3 三、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發展現況 

43 23 02_2-4-4 四、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相關研究 

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  研究題目：「電腦與數位 3C專業虛擬社群知識分享之影響因素研究」 

序號

(連續) 

序號

(單篇) 
文本編號 文本章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44 1 03_1-1-1 知識分享是知識管理的成功關鍵所在 

45 2 03_1-1-2 個人利益與利他主義的拔河 

46 3 03_1-1-3 虛擬社群間經營績效有落差 

47 4 03_1-1-4 以本土研究與過去部分相關研究作對照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虛擬社群之特性及類型 

48 5 03_2-1-1 何謂社群 

49 6 03_2-1-2 何謂虛擬社群    

50 7 03_2-1-3 虛擬社群的類型 

   第二節 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與知識分享 

51 8 03_2-2-1 知識 

   虛擬社群的知識特性 

52 9 03_2-2-2-1 公共財 

53 10 03_2-2-2-2 外顯知識 

54 11 03_2-2-3 虛擬社群的知識分享 

   第三節 知識分享理論與方法 

55 12 03_2-3-1 個人動機 

   社會資本 

56 13 03_2-3-2-1 [社會資本定義] 

57 14 03_2-3-2-2 [社會鑲嵌] 

58 15 03_2-3-2-3 [結構資本] 

59 16 03_2-3-2-4 [關係資本] 

60 17 03_2-3-2-5 [認知資本] 

61 18 03_2-3-3 虛擬社群酬償機制 

62 19 03_2-3-4 知識分享因素三種來源層次 

案例四案例四案例四案例四  研究題目：「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體系之探討」 

序號

(連續) 

序號

(單篇) 
文本編號 文本章節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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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 04_1-1-P [第一節概述] 

64 2 04_1-1-1 一、 音樂分類之重要性 

65 3 04_1-1-2 二、 目前音樂分類架構之缺失 

66 4 04_1-1-3 三、 使用者導向線上音樂分類之重要性 

   第貳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分類架構相關概念之探討 

67 5 04_2-1-1 一、 人類的分類架構 

   二、 分類架構之意涵 

68 6 04_2-1-2-1 （一） 分類架構之定義 

69 7 04_2-1-2-2 （二） 分類架構在知識組織系統及資訊架構中的定位 

70 8 04_2-1-3 三、 分類架構之類型 

   （一） 精確型分類架構 

   （二） 模糊型分類架構 

   （三） 混用型分類架構 

   四、 分類結構之類型 

71 9 04_2-1-4-P [分類結構之類型概述] 

72 10 04_2-1-4-1 （一） 序列式分類結構 

73 11 04_2-1-4-2 （二） 超文本模式分類結構 

74 12 04_2-1-4-3 （三） 方格式分類結構 

75 13 04_2-1-4-4 （四） 階層式／樹狀分類結構 

76 14 04_2-1-4-5 （五） 資料庫模式分類結構 

77 15 04_2-1-4-6 （六） 層面式分類結構 

78 16 04_2-1-4-S  [分類結構之類型小結] 

79 17 04_2-1-5 五、 通俗分類對分類架構之衝擊 

80 18 04_2-1-6 六、 傳統圖書文獻分類架構與網站分類架構之比較 

81 19 04_2-1-7 七、 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 

   （一） 利用「瀏覽行為模式」評估線上分類架構 

   （二） 利用「好用性準則」評估線上分類架構 

   （三） 利用「卡片分類技術」評估線上分類架構 

82 20 04_2-1-7-S  [線上分類架構相關評估研究小結] 

   第二節 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 

83 21 04_2-2-P [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概述] 

84 22 04_2-2-1 一、 非音樂專家之一般使用者可能會難以表達音樂資訊

需求 

85 23 04_2-2-2 二、 瀏覽為音樂尋求行為的主要策略之一 

86 24 04_2-2-3 三、 音樂資訊尋求過程具有社會性與共享性 

87 25 04_2-2-4 四、 階層式結構對無特定目標之瀏覽行為產生限制 

88 26 04_2-2-5 五、 貼近音樂使用行為應加強情境式詮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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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音樂資訊行為實證研究小結 

89 27 04_2-2-6-1 （一） 研究動機的再印證 

90 28 04_2-2-6-2 （二） 音樂資訊行為思考層面的擴張 

案例五案例五案例五案例五  研究題目：「層面分類結構應用於社會性標記之研究：以圖書作品為例」 

序號

(連續) 

序號

(單篇) 
文本編號 文本章節 

   第一章 緒論 

91 1 05_1-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章 文獻分析 

   第一節 社會性標記 

92 2 05_2-1-1 一、社會性標記之意涵 

93 3 05_2-1-2 二、標記系統的運作與要素 

   三、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 

94 4 05_2-1-3-P [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前言] 

95 5 05_2-1-3-1 (一) 標籤詞彙的聚集與分佈 

96 6 05_2-1-3-2 (二) 標籤詞彙之使用類型 

97 7 05_2-1-3-3 (三) 標籤詞彙與控制詞彙之比較 

98 8 05_2-1-3-S [標籤詞彙的使用模式與特性小結] 

99 9 05_2-1-4 四、使用者標記行為與標籤選擇因素 

   第二節 標籤品質的改善 

100 10 05_2-2-1 一、標籤的品質評估 

101 11 05_2-2-2 二、標籤品質提升與改善方法 

   第三節 層面分類結構 

102 12 05_2-3-1 一、層面分類之概念與相關應用 

103 13 05_2-3-2 二、層面分類結構與標記系統的結合 

   第四節 圖書作品與使用者標籤 

104 14 05_2-4-1 一、小說與非小說的資訊組織 

105 15 05_2-4-2 二、使用者導向的圖書資訊組織 

106 16 05_2-4-3 三、社會性標記在圖書作品的應用 

說明： 

1. 文本係依循章節的標題階層編號。 

2. 若為研究者自行加註的論述段落之標題，以中括弧(如[  ])表示。 

3. 若一節(項/段落)包含很多主題的討論，則本研究將其分為數個分析單位，依討論主題為

該段落加註標題，並以中括弧(如[  ])表示。 

4. 部分章(節)有「概述」與「小結」，但該段落缺乏標題，則筆者自行加入標題，並以中括

弧(如[  ])表示。「概述」之編碼為 P(Preface)，「小結」之編碼為 S(Summa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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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碩士論文文獻回顧研究觀察記錄表 

案例編號：     編碼員：     編碼日期： 

文獻回顧類型、心智策略、論述邏輯、創新閱讀編碼記錄 

流

水

號 

文本編號 文本主題 編碼 文本內容觀察與詮釋 

1 02_2-2-2 

(舉例) 

參考館員的專業

知能 

回顧類型 R_C 彙整相關學者的觀點，和實徵研究，加以說明。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L_D 在論述邏輯上，呈現文獻堆砌現象，作者列舉出國內外相關學者觀點與實徵研計發

現，但是羅列出相關文獻，卻沒有對文獻之間加以組織整理，也沒有說明從這些文

獻中得出什麼結論、與自己的研究有何關聯。 

創新閱讀   

3 03_2-3-2-8 

(舉例) 

[認知資本] 回顧類型 R_T 回顧認知資本的相關理論，與之前學者提出的知識分享影響因素相比較，擴充概念

面向，並歸納出子構念，作為研究概念性架構的基礎。 

心智策略 S2 Nahapiet & Ghoshal提出知識結合與交換將會發生在四種情況，研究者將此四種情況

與先前分析過的因素相比較，發現其中有相呼應的地方，因此歸納出知識分享的四

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本、關係資本、認知資本。比較不同理論、相關學者的

解釋，找出共同的看法，作為整合論述的支持。 

 S3 將「認知資本」分為兩個構念來探討。 

 S5 將「認知資本」分為兩個構念來探討。並預期此構念與研究對向的關係。 

論述邏輯 L_A 整合敘述，針對「認知資本」這一個概念，研究者整合相關理論來解釋和支持。 

創新閱讀 I_R 經由比較之後，作者歸納出知識分享的四類因素：個人動機、結構資本、關係資本、

認知資本，其中認知資本又分出兩個構念來探討：專家認知、長期參與。由文獻的

比較與結合，整合出更完整的構面，在此作者的比較涉及跨理論的比較，因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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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四個面向，更為完整地解釋虛擬社群知識分享的因素，擴充研究分析面向，也有

助於研究概念架構和的形成。 

4 04_1-1-P 

(舉例) 

[第一節概述] 回顧類型 R_C 回顧相關文獻，指出數位環境改變，以及數位音樂興起的背景。有脈絡的展開線上

音樂環境的發展現況，並佐以相關統計資料支持。最後帶出數位音樂數量龐大，以

及數位音樂分類的重要性。問題脈絡陳述，並連接到自己研究的重點。 

心智策略 S5 論述指向自己研究，與自己研究連結，由問題背景陳述，逐步帶出進行此研究的重

要性。 

論述邏輯 L_A 1. 有次序的由廣而小、遠而近的論述，逐步帶出研究的意義與重要性。 

2. 內文的組織上先提出論述要點，再舉相關文獻、調查與統計資料作為論點的支

持。論點與論點間環環相扣，層層論述。 

創新閱讀   

5 05_2-4-1 

(舉例) 

小說與非小說的

資訊組織 

回顧類型 R_D 第一段回顧什麼是小說、小說與非小說的差別，這一段落為定義型的回顧。 

 R_C 二至六段為脈絡型的回顧，從資訊組織、小說主題索引，再到小說分類架構與檢索

系統，一段一段的回顧與推導，最後於第七段總結整個回顧的重點，指出小說的特

質與建立檢索系統的重要面向。 

心智策略 S4 從相關文獻的討論與推導，最後作者得出重要結論，即「掌握多面向的小說內容要

素，並提供層面式的搜尋」，為建立檢索系統的重要考量。 

論述邏輯 L_A 論述邏輯上為整合論述，在這項回顧的論述中，共有七個段落，每一個段落有一個

論述重點，而七個段落之間的重點並非不相關，從整體來看，為環環相接的線索。 

創新閱讀 其他：指出

重要性 

從文獻整合和推導得出的結論，指出研究的重要性，也為研究的價值作了有力的支

持。 

6 … …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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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原始編碼次數分配表(案例一至五) 

序

號 
文本編號 文本標題 

編碼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R_C R_D R_H R_L R_M R_S R_T 其他 S1 S2 S3 S4 S5 其他 L_A L_B L_C L_D I_R I_F 其他 

1 01_1-1 研究動機與問

題陳述 
1            1  1       

2 01_2-1-1 資訊架構概述  1           1     1    

3 01_2-1-2-1 組織體系  1                    

4 01_2-1-2-2 組織結構  1                1    

5 01_2-1-3 分類標籤系統  1                1    

6 01_2-1-4 資訊架構的困

難與挑戰 
1           1    1      

7 01_2-2-P [第二節資訊架

構研究概述] 
 1                    

8 01_2-2-1-P [從使用性

(Usability)的概

念進行網站分

析前言] 

 1                1    

9 01_2-2-1-1 專家導向評估

法 
 1               1     

10 01_2-2-1-2 使用者導向評

估法 
 1               1     

11 01_2-2-2-P [從尋獲度

(Findability)的

概念進行網站

 1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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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R_C(脈絡型)、R_D(定義型)、R_H(歷史型)、R_L(缺口型)、R_M(方法論型)、R_S(重要型)、R_T(理論型)；S1(分析/評論)、S2(比較)、S3(分類/歸納)、S4(歸納/總結)、S5(自

己研究立場)；L_A(整合論述)、L_B(文獻間缺乏關聯)、L_C(缺乏回扣研究主題)、L_D(文獻堆砌)；I_R(重新塑造)、I_F(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分析前言] 

12 01_2-2-2-1 網站外部尋獲

度 
 1                1    

13 01_2-2-2-2 網站內部尋獲

度 
 1         1 1 1  1       

14 01_2-3-P [第三節卡片分

類法概述] 
 1                1    

15 01_2-3-1 項目(items)清

單 
    1             1    

16 01_2-3-2 受試者     1             1    

17 01_2-3-3 分析方式     1             1    

18 01_2-3-S [第三節卡片分

類法小結] 
           1          

19 01_2-4 圖書館網站資

訊架構之相關

研究 

1               1      

20 01_2-4-S [第四節小結] 
         1  1 1        

指出

缺口 

次數總計 3 12 0 0 3 0 0 0 0 1 1 4 4 0 2 2 2 10 0 0 1 

面向總計 18 10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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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文本編號 文本標題 

編碼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R_C R_D R_H R_L R_M R_S R_T 其他 S1 S2 S3 S4 S5 其他 L_A L_B L_C L_D I_R I_F 其他 

1 02_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1  1         1       

2 02_2-1-1 數位參考服務的定

義 
 1          1   1       

3 02_2-1-2 數位參考服務興起

之因 
1          1      1     

4 02_2-1-3 數位參考服務的運

作形式 
 1       1  1    1       

5 02_2-2-1 服務政策 1                 1    

6 02_2-2-2 參考館員的專業知

能 
1                 1    

7 02_2-2-3-

1-1 

電子郵件的意義 
 1          1   1       

8 02_2-2-3-

1-2 

電子郵件在數位參

考服務的應用與相

關研究 

1        1   1    1      

9 02_2-2-3-

2-1 

即時通訊的意義 
 1         1 1   1       

10 02_2-2-3-

2-2 

即時通訊在數位參

考服務的相關研究 
1           1    1      

11 02_2-2-3-

3 

行動服務 
 1               1     

12 02_2-2-3-

4 

Second Life 
 1               1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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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R_C(脈絡型)、R_D(定義型)、R_H(歷史型)、R_L(缺口型)、R_M(方法論型)、R_S(重要型)、R_T(理論型)；S1(分析/評論)、S2(比較)、S3(分類/歸納)、S4(歸納/總結)、S5(自

己研究立場)；L_A(整合論述)、L_B(文獻間缺乏關聯)、L_C(缺乏回扣研究主題)、L_D(文獻堆砌)；I_R(重新塑造)、I_F(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13 02_2-2-3-

S 

[第三項小結] 
           1          

14 02_2-2-4 推廣與行銷 1           1    1      

15 02_2-2-S [第二節小結]            1          

16 02_2-3-P [數位參考服務概

況概述] 
1           1    1      

17 02_2-3-1 縣市圖書館網站內

容現況分析 
       

實際

現況 
  1 1   1       

18 02_2-3-2 公共圖書館數位參

考服務相關資源 
 1               1     

19 02_2-3-3 參考服務館員對於

數位參考服務的看

法與態度 

1           1    1      

20 02_2-4-1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的定義與模式 
 1               1     

21 02_2-4-2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的優勢與問題 
1                 1    

22 02_2-4-3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發展現況 
       

實際

現況 
   1    1      

23 02_2-4-4 數位合作參考服務

的相關研究 
1           1    1      

次數總計 11 8 0 1 0 1 0 2 2 0 4 13 0 0 6 7 6 3 0 0 0 

面向總計 23 19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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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文本編號 文本標題 

編碼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R_C R_D R_H R_L R_M R_S R_T 其他 S1 S2 S3 S4 S5 其他 L_A L_B L_C L_D I_R I_F 其他 

1 03_1-1-1 知識分享是知

識管理的成功

關鍵所在 

1     1         1       

2 03_1-1-2 個人利益與利

他主義的拔河 
   1           1       

3 03_1-1-3 虛擬社群間經

營績效有落差 
     1         1       

4 03_1-1-4 以本土研究與

過去部分相關

研究作對照 

   1  1         1       

5 03_2-1-1 何謂社群  1          1  延伸 1       

6 03_2-1-2 何謂虛擬社群  1 1        1 1 2  1       

7 03_2-1-3 虛擬社群的類

型 
 1        1 1  1  1       

8 03_2-2-1 知識  1          2 1  1       

9 03_2-2-2-1 公共財性質  1            延伸 1       

10 03_2-2-2-2 外顯知識為主  1            延伸 1       

11 03_2-2-3 虛擬社群的知

識分享 
 1       2 1  1 1  1       

12 03_2-3-1 個人動機       1   1  1   1       

13 03_2-3-2-1 [社會資本定義]       1     1   1    1   

14 03_2-3-2-2 [社會鑲嵌]       1   1  1 1  1       

案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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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R_C(脈絡型)、R_D(定義型)、R_H(歷史型)、R_L(缺口型)、R_M(方法論型)、R_S(重要型)、R_T(理論型)；S1(分析/評論)、S2(比較)、S3(分類/歸納)、S4(歸納/總結)、S5(自

己研究立場)；L_A(整合論述)、L_B(文獻間缺乏關聯)、L_C(缺乏回扣研究主題)、L_D(文獻堆砌)；I_R(重新塑造)、I_F(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15 03_2-3-2-3 [結構鑲嵌]       1   1 1 1   1       

16 03_2-3-2-4 [關係資本]       1   1 1 1   1       

17 03_2-3-2-5 [認知資本]       1   1  1 1  1    1   

18 03_2-3-3 虛擬社群酬償

機制 
      1 

實際

現況 
 1     1    1   

19 03_2-3-4 知識分享因素

三種來源層次 
       

綜合

面向 
           1  

次數總計 1 7 1 2 0 3 7 1 2 7 4 11 8 3 18 0 0 0 3 1 0 

面向總計 23 35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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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文本編號 文本標題 

編碼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R_C R_D R_H R_L R_M R_S R_T 其他 S1 S2 S3 S4 S5 其他 L_A L_B L_C L_D I_R I_F 其他 

1 04_1-1-P [第一節概述] 1              1       

2 04_1-1-1 音樂分類之重要

性 
     1 2      1  1       

3 04_1-1-2 目前音樂分類架

構之缺失 
   1   1        1       

4 04_1-1-3 使用者導向線上

音樂分類之重要

性 

 2  1        1 1  1       

5 04_2-1-1 人類的分類架構  1          1   1       

6 04_2-1-2-

1 

分類架構之定義 
 1        1   1  1       

7 04_2-1-2-

2 

分類架構在知識

組織系統及資訊

架構中的定位 

 1          1 1  1       

8 04_2-1-3 分類架構之類型  1       2 1       1     

9 04_2-1-4-

P 

分類結構之類型 
 1                    

10 04_2-1-4-

1 

序列式分類結構 
 1       1      1       

11 04_2-1-4-

2 

超文本模式分類

結構 
 1       1   1   1       

12 04_2-1-4-

3 

方格式分類結構 
 1        1  1   1       

案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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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4_2-1-4-

4 

階層式／樹狀分

類結構 
 1       1 1  1   1       

14 04_2-1-4-

5 

資料庫模式分類

結構 
 1          1   1       

15 04_2-1-4-

6 

層面式分類結構 
 1       1   1   1       

16 04_2-1-4-

S 

[分類結構之類型

小結] 
           1          

17 04_2-1-5 通俗分類對分類

架構之衝擊 
 1       2   2   1       

18 04_2-1-6 傳統圖書文獻分

類架構與網站分

類架構之比較 

 1        1 1 1   1       

19 04_2-1-7 線上分類架構相

關評估研究 
    1     1  1    1      

20 04_2-1-7-

S 

[線上分類架構相

關評估研究小結] 
           1          

21 04_2-2-P 音樂資訊行為實

證研究 
          1           

22 04_2-2-1 非音樂專家之一

般使用者可能會

難以表達音樂資

訊需求 

1              1       

23 04_2-2-2 瀏覽為音樂尋求

行為的主要策略

之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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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R_C(脈絡型)、R_D(定義型)、R_H(歷史型)、R_L(缺口型)、R_M(方法論型)、R_S(重要型)、R_T(理論型)；S1(分析/評論)、S2(比較)、S3(分類/歸納)、S4(歸納/總結)、S5(自

己研究立場)；L_A(整合論述)、L_B(文獻間缺乏關聯)、L_C(缺乏回扣研究主題)、L_D(文獻堆砌)；I_R(重新塑造)、I_F(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24 04_2-2-3 音樂資訊尋求過

程具有社會性與

共享性 

1              1       

25 04_2-2-4 階層式結構對無

特定目標之瀏覽

行為產生限制 

1              1       

26 04_2-2-5 貼近音樂使用行

為應加強情境式

詮釋資料 

1            1   1      

27 04_2-2-6-

1 

研究動機的再印

證             1  1      

帶出

重要

性 

28 04_2-2-6-

2 

音樂資訊行為思

考層面的擴張 1  1          1  1      

思考

層面

擴張 

次數總計 7 15 1 2 1 1 3 0 8 6 2 13 8 0 22 1 1 1 0 0 2 

面向總計 30 37 2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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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文本編號 文本標題 

編碼 

回顧類型 心智策略 論述邏輯 創新閱讀 

R_C R_D R_H R_L R_M R_S R_T 其他 S1 S2 S3 S4 S5 其他 L_A L_B L_C L_D I_R I_F 其他 

1 05_1-1 研究背景與動

機 
1   1       1  1  1       

2 05_2-1-1 社會性標記之

意涵 
2 2         1 3   1       

3 05_2-1-2 標記系統的運

作與要素 
 1          1   1       

4 05_2-1-3-P [標籤詞彙的使

用模式與特性

前言] 

1          1           

5 05_2-1-3-1 標籤詞彙的聚

集與分佈 
1              1       

6 05_2-1-3-2 標籤詞彙之使

用類型 
1           1   1       

7 05_2-1-3-3 標籤詞彙與控

制詞彙之比較 
1              1       

8 05_2-1-3-S [標籤詞彙的使

用模式與特性

小結] 

           1          

9 05_2-1-4 使用者標記行

為與標籤選擇

因素 

          1 1     1     

10 05_2-2-1 標籤的品質評

估 
1           1    1      

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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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R_C(脈絡型)、R_D(定義型)、R_H(歷史型)、R_L(缺口型)、R_M(方法論型)、R_S(重要型)、R_T(理論型)；S1(分析/評論)、S2(比較)、S3(分類/歸納)、S4(歸納/總結)、S5(自

己研究立場)；L_A(整合論述)、L_B(文獻間缺乏關聯)、L_C(缺乏回扣研究主題)、L_D(文獻堆砌)；I_R(重新塑造)、I_F(新研究概念性架構) 

 

11 05_2-2-2 標籤品質提升

與改善方法 
1          1 1   1       

12 05_2-3-1 層面分類之概

念與相關應用 
 1          1   1       

13 05_2-3-2 層面分類結構

與標記系統的

結合 

1           1   1      
指出

缺口 

14 05_2-4-1 小說與非小說

的資訊組織 1 1         1 1   1      

帶出

重要

性 

15 05_2-4-2 使用者導向的

圖書資訊組織 
1           1   1       

16 05_2-4-3 社會性標記在

圖書作品的應

用 

 1      
實際

現況 
  1 1   1      

指出

缺口 

次數總計 13 6 0 1 0 0 0 1 0 0 7 14 1 0 12 1 1 0 0 0 3 

面向總計 21 22 1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