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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學教師的專業發展是學科專業知識及教學上的發展。一旦教師有此需求
後，則須要取得相關資訊來滿足及提升自身的專業需求。而此更攸關教師教學品
質之良窳及學校的競爭力，因此我們須要瞭解教師的資訊需求及尋求行為，才能
協助教師取得有效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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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質化方式，深度訪談24位開南大學專任教師（使用與不使用圖書
館之教授各2位、副教授各4位、助理教授各6位）。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開
南大學教師使用

不使用圖書館之原因、教師對於圖書館館藏資源的資訊需求及

資訊尋求行為；最後分析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除可提高教師對圖書館的依賴
程度並提供各大學與個案研究機構、圖書館和館員參考外，進一步增進圖書館服
務品質，以作為開南大學圖書館改進服務品質之參考。

Abstract
The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 has special needs in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knowledge updating to develop their academic procession. Therefore, it is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need of the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information and how they
seek th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hey need. The researcher adopte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have interviews with 24 faculty in Kainan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ulty’s needs in information and how they seek
information in Kainan university library. The results are further analyzed in order to
generate th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of the library.

關 鍵 詞：大學教師；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行為；服務品質
Keywords：college teacher；information needs；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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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57,224種，館藏數量逐步提升，此亦

壹、前言
大學是培育人才的重鎮，教師須要能

符合中華民國98年度圖書館年鑑所做的問

展現豐富的專業知識，學生與教師是學校

卷調查，其統計97年度全國163所大專校

教育的主體，面對資源及知識多元化，教

院圖書館，顯示97年度各館購置圖書資料

師除了必須要展現豐富多元的專業知識

總經費雖有正成長，但幅度已漸趨緩僅

外，還必須提升自身學術研究成果並協助

1.72%，平均為2,923餘萬元，主要館藏所

學生解決問題。無疑地，教學品質的優劣

佔經費比例分別為：電子資源佔

與大學的競爭力，教師扮演著舉足輕重的

40.01%、紙本圖書佔28.23%、紙本期刊

角色。教師是大學中主要的知識供應者，

佔27.29%，仍以電子資源經費居冠。整

圖書館的館藏資源是所有教師維持與開拓

體而言，紙本圖書所佔比例減少，電子資

知識的重要資產，因此大學圖書館需要不

源與紙本期刊所佔比例增加（國家圖書

斷地充實各類型資源以提供教師教學研究

館，民98）。然經開南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使用。植基與此，圖書館所建立的館藏資

的借閱記錄，統計2010年8月1日至2011年

源，是否真正能夠符合大學教師的實際需

7月31日止，254位專任教師於此一年內之

求？對大學圖書館而言，惟有瞭解教師的

借閱紙本圖書人數，顯示借閱紙本圖書1

真正需求及資訊行為特質，才能提供符合

冊（含1冊）以上的教師有76人（佔30%

使用者所需的資訊，而有助於提升教學品

比例），但未曾借閱（借閱冊數為0）的

質。因此，以使用者導向系統設計已是時

教師卻高達178人（佔70%比例），顯然

勢所趨，使用者永遠是系統的中心，使用

這些潛在讀者佔據極大比例。由此可知，

者的需求必須得到滿足（林珊如，民

大多數的教師是不進入圖書館的，究竟這

92）。因此，一個真正有價值的圖書館應

些潛在教師為何不來圖書館，是圖書館的

是和使用者行為習慣以及使用需求息息相

資源無法滿足呢？還是另有其他原因？而

關的。

其他常來圖書館的教師之使用需求為何？

開南管理學院圖書館成立於民國89

是值得深入進一步研究之課題。

年，初期成立尚未改制大學，於民國94年

臺灣的大學圖書館近年來因教育政策

改制為開南大學圖書館，截至2011年7月

的大幅改革，使得圖書館的任務增加許

底止，紙本圖書冊數已達298,378冊、電

多，對不斷調整中的使用者結構，應付出

子資料庫117種、電子書32,033冊、電子

更多的心力。因此，瞭解教師究竟為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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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資料？需要何種資料類型？如何取得資

開南大學教師對於圖書館館藏資源的資訊

訊以及取得的障礙為何？實為大學圖書館

需求及資訊尋求行為。具體而言，本文欲

所面臨的最大課題。尤其在以讀者需求為

達成之研究目的可歸納如次：

導向及市場區隔為訴求的圖書館經營管理

一、探討開南大學教師使用圖書館的原

理念下，圖書館如何針對不同讀者滿足不
同的資訊需求，是所有館員必須面對的問
題。為能瞭解使用者的需求，必須研究讀
者的資訊尋求行為，才能有助於圖書館提
供更適宜的服務及提升資源的使用率。
圖書館是學校文獻資訊中心，是教學
和研究服務的學術機構，大學圖書館的工
作也是學校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組
成部份。在圖書館學相關的文獻中，主要
的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圖書館使用者身
上，國內外針對圖書館非使用者之實徵研
究並不多見。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究
開南大學教師對於圖書館的資訊需求及資
訊尋求行為。本研究在汲取上述文獻研究
結果的基礎上，針對教師使用圖書館資訊
資源需求的傾向、使用

不使用圖書館的

真正原因為何以及使用這些資源技術障礙

因。
二、探討開南大學教師不使用圖書館的原
因。
三、探討開南大學教師利用圖書館尋求資
訊之動機及其資訊需求類型影響資訊
尋求之行為。
四、調查開南大學教師的資訊尋求行為以
及最常利用之資訊尋求途徑。
五、探討開南大學教師對於內、外部資訊
尋求行為途徑與使用之關係。
六、探討開南大學教師在尋找資料過程中
面臨的困境及其解決途徑。
七、探討開南大學教師面臨困境時是否產
生新的資訊需求。
八、分析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增進圖書館
服務品質，以作為開南大學圖書館改
進服務品質之參考。

等方面的問題進行探究，期望發掘其中之
原因，做為圖書館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基於上述，研究者以服務機構之教師

茲整理與本研究相關之國內外文獻，

為調查對象進行使用者研究，對其資訊需

包括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理論探討、

求與資訊尋求行為進行探討。本研究採取

大學教師資訊需求動機及其資訊需求類

質化方式，採用深度訪談，讓教師陳述對

型、大學教師資訊尋求行為的來源及管

相關問題之看法。從使用者的角度，探討

道、影響大學教師的資訊尋求行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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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資訊尋求的困境及解決途徑。

源、外部資源、內部資源、記憶、直接的

一、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理論探討

（結構的觀察）、直接接觸（人際接

有關資訊行為的研究可追溯於1948年

觸）、紀錄性（文獻）、個人檔案；而資

Roya l So ciet y Scientif ic In for mation

訊搜尋行為會因個人情況不同而有所變

Conference，1960年以前的研究偏向於系

化。

統導向的研究，1970年以後，則以使用者

3 Leckie, Pettigrew & Sylvain專業工作者

為重心，從使用者的角度來探索其資訊需

資訊尋求模式 （A Mo del of t he

求與資訊尋求行為。Fisher與Jul ien

Informa-tion Seeking of Professionals）

（2009）指出，資訊行為的焦點在於人的

Leckie, Pettigrew & Sylvain（1996）

資訊需求及人如何尋求、管理、提供、使

提出專業工作者資訊尋求模式，該模式在

用資訊。

於探討律師、醫護人員和工程師等專業人

1 Wilson資訊需求模式（On User Studies

士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此模式主要由工
作角色、相關任務、資訊需求特性、資訊

and Information Needs）
Wilson（1999）於1981、1996、1999

察覺、資訊來源、資訊產出等六部份組

年所提出的，該研究範疇包含資訊需求、

成。闡述專業人員的工作角色及與工作角

資訊尋求行為、資訊使用三項議題。此模

色相關的工作任務，是影響專業人員資訊

式從資訊使用者角度出發，說明資訊使用

尋求的起點；而專業人員對於不同的工作

者尋求和使用資訊的整個過程。

角色及工作任務，會產生不同資訊需求與

2 Krikelas Model

尋求行為，在複雜的資訊搜索過程概念化

Krikelas（1983）認為資訊搜尋行為

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同時出現了模型的組成

產生是藉由平時已蒐集或接收的資訊，因

要件和變量，包括一個反饋機制。

事件或環境因素產生需求，是以尋求者的

4 Byström & Järvelin 資訊尋求模式

資訊蒐集及資訊給予為起點，將資訊需求

Byström & Järvelin（1995）認為許多

以處理時間先後與急迫性分為「延遲性」

因素制定工作者的資訊需求和尋求過程，

與「立即性」。此模式由十三個部份所組

包括：文化和政治環境、專業、參考團

成，包含：資訊蒐集、資訊給予、資訊需

體、無形院校、組織、工作群、性格…

求產生之事件/環境、延遲性的資訊需

等。任務的複雜性是多面的，提出工作的

求、立即性的資訊需求、偏好的資訊來

複雜程度會影響資訊需求、尋求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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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可以被看作是知覺（或主觀）任務或

調查圖書資訊學者查找資料的動機，主要

目標任務，以此作為解釋資訊需求的過

以教學、蒐集特定主題資料、保持新知、

程。

尋求某種資訊或解決問題、研究、個人興

二、大學教師資訊需求動機及其資訊需求

趣、演講為多，最少的是開會報告及行政
管理。

類型
當今時代被稱為“資訊時代”，因為

Popoola和Haliso（2009）在聯邦政府

資訊已成為最重要的元素，並在社會上取

的資助下，對奈及利亞的13所大學分層隨

得進展。在現代化的時代，無論個人在一

機抽樣650位社會科學家。研究發現，教

個領域或行業中是多麼精通，人們需要各

學成效與圖書館資訊資源的利用和圖書館

種不同的資訊，資訊對我們的專業和個人

服務是顯著的正相關，圖書館資訊佔

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們需要資訊才能

49.8%和圖書館服務佔38.5%。社會科學

夠正常工作於各自的領域（Tahir et. al.,

家建議，學術社會科學家應努力使用圖書

2008）。因此，不同的領域會有不同的資

館資源和服務，以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

訊需求動機。

促進教學與學習。

1 資訊需求動機

2 資訊需求類型

Miller（2008）以半結構方式深入訪

在資訊使用種類方面，對於科學家以

談三位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對於學術研究人

及工程領域之教師來說，期刊是科學家取

員在發展有關政策的研究問題上的資訊需

得所需資訊比例最高的，其他資源分別為

求為何？喜歡的資訊來源為何？及研究動

機構同事（幾乎與期刊一樣高）、圖書、

機為何？和降低使用資訊尋求行為為何？

技術報告、機構外人士、會議以及預印本

黃淑媛（民98）從教師備課歷程中的資訊

（King, et. al., 1994）。Mehta和Young

需求、資訊尋求行為與利用圖書館，將教

（1996）指出，科學與工程領域教師認為

師資訊需求動機區分為內部認知與外在刺

最重要的是期刊論文（97%）、其次依序

激兩大層面。教師之資訊需求因研究與教

為研討會論文（84%）、圖書（78%）、

學而產生（蔡惠菁，民99）。

政府技術報告（30%）、以及電子資源與

Kumar（2009）認為使用圖書館的目
的有讀書

學習、尋找圖書及期

Brown（1999）的調查顯示期刊文獻

刊、借書及其他等目的。王梅玲（民98）

是研究對象支援研究及創新與保持新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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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印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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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管道，而數學教師亦相當倚賴論文、

內請教專家”，其次是“與同事的談

非正式出版品及無形學院（出席會議、個

話”、使用“圖書館目錄”、“參加會

人溝通）的管道，紙本期刊文獻仍是科學

議”、參加“研討會及工作坊”（Ta hir

家們的最愛。

et. al., 2008）。

蔡惠菁（民99）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大多數人使用目錄，如書目、索引和

輔仁大學專任教師為研究調查對象，針對

摘要，並由目前的文獻使用書評。由於缺

資訊行為、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使用情

乏技能使得網路、電子期刊、CD-ROM則

形，以及對圖書館期刊館藏與服務的看法

屬於較低的排名。此外，也可使用研討會

等部份作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期刊（含

論文、同事、與原機關聯繫、信息

電子期刊）、圖書（含電子書）、電子資

中心和網路；或利用其他管道，如到當地

料庫為教師最常使用的資訊類型，教師使

的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用電子期刊的比例高於紙本期刊。

和政府圖書館以取得資訊來源管道

文獻

Niu et al.（2010）對美國五所大學所

（Kumar, 2009）。然而一些研究人員指

做的網路問卷調查顯示，研究人員在日常

出，若非電子形式他們也懶得去獲得文

工作中使用的主要資訊來源來自於期刊、

章，主要是因為他們已習慣使用電子出版

網頁、個人通訊，以支持其研究活動。

品。此外，研究人員亦聲稱他們避免館際

三、大學教師資訊尋求行為的來源及管道

互借的期刊文章，由於這是“模糊”期

Rafiq及Ameen（2009）在2007年對

刊，而且必須花費成本，因此認為它是不

國 家 紡 織 大 學 （ N a t io n a l T ex t i le

值得的（Haglund& Olsson, 2008）。

University）38位老師之尋求資料的態度

Niu et al.（2010）對美國五所大學所

和滿意度作調查，最常被使用的資訊依序

做的網路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北卡羅萊

為紙本資料、電子資源和數位化資源。經

納州（UNC）大學、佛羅里達州大學

常使用的電子資源為Internet，使用頻繁

（FL）、奧克拉荷馬大學（OU）、科羅

的有email及CD-ROM，偶爾使用的是多

拉多州大學（CSU）以及南佛羅里達大學

媒體；使用WEB搜尋大多數是Google，

（USF）五個大學之自然科學、工程、醫

其次為Yahoo及MSN。

學三個領域之2,063位研究人員。研究結

而從事教學和研究活動以獲取資訊渠

果顯示，圖書館的電子期刊是最常被使用

道使用的方法，首選方法為“在主題範圍

的資源，五所大學的研究人員其資訊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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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是相當類似的。由於方便、速度和網

源，例如教師選用電子書的主要原因為方

路的關係使得使用圖書館的電子資源佔

便取得與儲存便利。因此資料取得的便利

96.3%，紙本佔3.7%；從2002年開始，電

性及地點方便為影響使用圖書館之主要因

子資源愈來愈快速。

素（陳巧樺，民97；沈怡，民97）。

四、影響大學教師的資訊尋求行為因素

林珊如（民92）認為外部資源的選擇

就選擇資訊而言，人文學者使用電子

必須符合使用者之需求，通常使用者的需

資訊由內容、連線速度、親和性介面和費

求可以從平常的借閱、調查、訪談中得

用等構成影響使用的因素（Leh ma n n &

知，同時也可以邀請使用者代表參與資訊

Renfro, 1991）。資訊尋求行為會受到許

的選擇工作，如此才能取得符合其程度及

多因素的影響，其影響因素可能是單一抑

需求的資訊；並且注意資訊的品質，資訊

或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所造成的結果。影

的品質可從內容、作者的權威性、出版社

響專家學者搜尋資訊的因素有：經費、過

的聲譽、編排、外型、是否被其他資料的

去成功經驗、正確性、可靠性、便於取

索引收錄、書評等來判斷。

得、內容豐富、可用性、時效性、回應時

五、大學教師資訊尋求的困境及解決途徑

間、可得性、研究品質及資訊形式等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Leck & Pettigrew et. Al., 1996）。影響生

Pennsylvania）對於線上系統做了一項研

命科學家資訊來源選擇的重要因素依序是

究，研究結果顯示，人文學者比起科學家

方便獲取、容易使用和資訊品質（傅雅

更須要付費，大多數的人文學者在使用線

秀，民85）。

上系統的過程中是沒有時間、沒有興趣、

在選擇資訊的標準最常被提到的有：

沒有耐心的。人文學者使用電子資訊因內

即時性、可靠性、正確性、可用性、費

容、連線速度、親和性介面和費用等構成

用、容易使用。此外，尚有完整性、廣泛

影響使用的因素，因此建議資訊科技應依

性、可信性、品質性、相關性、真實性和

使用者之需求而發展，而館員使用系統應

有效性（Young & Seggern, 2001）。林彩

該詢問別人的看法，瞭解使用者的需求，

鳳（民97）則指出，資訊可得性是影響尋

而非如達爾文所提的「適者生存，不適者

求之主要因素。鄭麗美（民93）亦認為在

淘汰」的想法，強迫使用者適應系統環境

尋求資訊時最重視資訊取得的容易程度。

（Lehmann & Renfro, 1991）。因為圖書

此外，教師普遍會使用校內圖書館的資

館的本質在於使用科學方法採訪、組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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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存與維護各種媒體資料，並提供各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THB）

種查詢資訊的途徑，以便讀者利用，亦即

三所大學圖書館所做的質性研究，共有24

服務使用者，協助其取得資訊並滿足其資

位人員被觀察。研究結果顯示，人文/社

訊需求（張慧銖，民99）。

會科學研究人員與純科學研究人員，差異

Young和Segger n（2001）使用焦點

在於使用的資訊來源及使用圖書館的方

團體訪談法進行研究，對愛達荷州立大學

式，例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人員每星

（University of Idaho）所做的調查。研究

期會去圖書館幾次，醫學研究人員幾乎從

結果顯示，以前老師的困難是需要的書不

來沒有去過圖書館。研究人員並沒有理解

在架上或圖書館沒有典藏。而現今老師的

館員能力，或者他們的價值，這當然使他

困難則是演變為圖書館的預算問題、裝

們難以從圖書館請求幫助。研究人員認為

訂、期刊停訂，且由於網路關係導致資料

館員是造成他們不去使用圖書館的主要原

過多無法篩選。另外一個問題是不知如何

因，且館員的角色最終會被圖書館提供的

尋找資訊，因為藉由網路尋找的方式導致

資訊（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等）取代。

很多問題的產生，如：過多的廣告性資

圖書館的館員應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

料、電腦有問題、忘記密碼。

必須學會把使用者的問題納入其心目中的

Wang（2006）於2006年對一組研究

需求，由研究人員向館員提出真正的需

人員進行資訊尋求行為的跨文化研究，訪

求，而不是館員自認為研究人員想要的需

問65位中國和美國的研究人員資訊尋求行

求。

為和比較他們的資訊尋求行為。她發現中

Kuma r（2009）對印度喬杜里大學

國學者比美國學者較少使用數位資源，其

（Chaudhary Charan Singh）的研究學者

主要是因為電子資源的可用性，在美國可

和學院成員在圖書館尋求資料的困難與問

以比較容易獲得。她還指出，中國及美國

題作調查，隨機抽樣27個部門及63個學

都有科技和人文的“數位鴻溝”，文化則

院，共發放425份問卷，回收200份問卷。

相對較少有數位鴻溝。

研究結果顯示，對於資訊檢索的困難有：

Haglund & Olsson（2008）對瑞典卡

欠缺資訊檢索能力、資料不足、欠缺資訊

羅林斯卡學院（Ka rol i nska Instit ut et,

來源的知識、欠缺使用圖書館服務的知

KIB），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Stockholm

識。每個使用者都面臨著限制，大多數面

Un iversity, SUB）、瑞典皇家理工學院

臨相當大的問題，除了由資料庫中尋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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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花費的閱讀及時間外，還面臨圖書館缺

書館之教師各12人。不使用圖書館之

乏自動化的問題。最常見的資訊尋求問題

教師係以借閱記錄為依據（統計期間

是無法獲得所需的資料（Tahir, 2008）。

為99年8月1日至100年7月31日止），
統計這一年內未曾至圖書館借閱圖書

參、研究方法
瞭解讀者需求其前提就是必須對讀者
和館藏文獻資訊的動態指標有相當的瞭

者（借閱冊數為0冊）；使用圖書館之
教師為統計這一年內至圖書館借閱圖
書者（借閱冊數為1冊以上）。

解，而各項數據指標是通過流通、閱覽、

2 以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為抽樣對

讀者諮詢及資訊服務等統計而得到的。圖

象，不包含講師（不在本文取樣之範

書館可以透過對借閱、讀者諮詢及發展各

圍）。抽樣24位專任教師，並平均分

種資訊服務等方面工作情況的統計資料進

配，使用與不使用圖書館之教授各2

行分析研究（陳佩芬，民97）。因此，本

位、副教授各4位、助理教授各6位。

研究以個案作為研究對象，藉由讀者借閱

3 抽樣原則為各系（所）一位具有代表

記錄以作為瞭解讀者資訊需求的依據。深

性的教師，依專任教師職級之不同分

度訪談開南大學專任教師，並區分為使用

配於24位名額中。

圖書館及不使用圖書館的教師，茲敘述訪
談抽樣方式如下：
本研究考量研究的目的、研究問題、
現有資源採取小樣本進行調查。選擇以任

上述抽樣對象若具有兼任行政職務者
則再優先列入（因大多數教授兼任行政
職），如：教授兼任系主任或教授兼任圖
書館館長。

教於開南大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用立意

本研究依據「一般系統模式（General

抽樣法選取研究樣本，立意抽樣的效力在

Systems Model）」，以系統理論觀點的

於選擇資訊豐富的個案進行深度研究。依

研究分析模式，推演轉化為本研究分析架

據研究問題及實際狀況並配合受訪者的方

構，建立本研究架構圖。在此模式中，從

式進行訪談。本研究之訪談時間自民國

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行為（內、外部）→

100年8月15日至12月15日止，共計訪談24

成功（滿意）或失敗（不滿意）→面臨的

位專任教師。研究取樣原則如下：

困境→回饋至資訊需求而不斷循環，如圖

1 本研究抽樣對象方式以借閱記錄方式

一所示。

區分為使用圖書館之教師及不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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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架構圖

佔33.3%、60-69歲：2位，佔8.3%。

肆、訪談結果分析
本研究係實徵研究，以深度訪談法方

2 職級：教授4位，佔16.7%、副教授：8

式進行，使之深入瞭解大學教師對於圖書

位，佔33.3%、助理教授：12位，佔

館的資訊需求與尋求行為。本章為二十四

50%。

位受訪者之訪談結果，分析其背景資料、

3 兼任行政職務：有兼任行政職位18

資訊需求動機、資訊需求類型、資訊需求

位，佔75%、無兼任行政職位6位，佔

管道、資訊尋求困境、資訊尋求解決途徑

25%。

及教師資訊尋求困境對資訊需求之影響。

4 任教年資：1-5年：6位，佔25%、6-10
年：5位，佔20.8%、11-20年：8位，

一、受訪對象分析
本段說明受訪者之背景資料，如年
齡、學歷、職級、兼任行政職務、任教年

佔33.3%、21-30年：4位，佔16.7%、
31年以上：1位，佔4.2%。

資、任教之院別及系（所）並分析老師主

5 使用╱不使用：使用12位，佔50%、

要的教學或是有興趣的研究領域。受訪對

不使用12位，佔50%。使用╱不使用

象共有24人，皆具博士學位。分為使用與

圖書館係以借閱圖書冊數為依據。使

不使用圖書館各12人，含教授2位、副教

用：表示借閱紙本圖書1冊（含1冊）

授4位、助理教授6位。

者；不使用：表示未曾借閱紙本圖書

1 年齡：30-39歲：5位，佔20.8%、40-49

（借閱冊數為0）者。

歲：9位，佔37.5%、50-59歲：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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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資訊需求動機

標之一（15位）。尤其校方要求教師三年

大學圖書館主要的服務對象是教師與

必須有一篇著作及六年升等的條款，故在

學生，隨著教育政策的改變，大學圖書館

此壓力下老師莫不戰戰兢兢從事研究工

已逐漸從靜態、被動的角色蛻變為支援學

作，以提升自己的研究能量，進而加入跨

校教育目標與教師教學的單位，提供教師

學科領域的團隊合作。

需要的教學資源。從文獻分析中可知教師

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

的資訊需求與從事之學術研究工作息息相

工作，各大學皆明訂大學專任教師升等審

關。

查之相關規定，以提升學術水平。對教師
大多數的教師對於資訊需求的動機依

而言升等是攸關自己之學術地位，每位教

序為從事教學工作、從事研究工作、尋求

師都希望儘快升等。

日常生活資訊、休閒娛樂、個人興趣、掌

3 尋求日常生活資訊

握專業領域新知、行政工作上的需求等七

對於資訊所產生的需求，可能來自日

項層面，以下分別敘述之。

常生活當中，例如：醫療病症的資料、旅

1 從事教學工作

遊資訊、休閒娛樂等（4位），教師善用

對於資訊的需要是因為教學及備課上

資訊能力並冀用最短時間解決日常生活中

的需要，備課是教師課前準備的工作之

的瑣碎問題。

一，故備課是教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4 休閒娛樂

步驟。尤其教學上必須更多元化，讓教師

圖書館具有休閒娛樂功能，尤其舒適

的教學課程融入數位化科技，易察覺教師

的硬體設備往往成為吸引師生前往的因素

需求的能力，不斷進修與學習新科技，如

之一。傳統的報章雜誌，品質份量有限但

使用DVD影音資料做為教學，則此時教

卻容易閱讀，透過閱讀報章雜誌教師亦可

師就會使用圖書館資源（16位）。

以進行自我學習（3位）。此外，本校設

2 從事研究工作

有資訊傳播及創意產業與數位整合學系，

研究佔據老師大多數的時間，教師大
多有研究上的立即需求，常去使用圖書館

故老師因本身所學專業領域及授課之需求
所以對於數位資料相當重視。

的原因是因為需要發表文章，長期以來發

另外，由於圖書館多媒體視聽區設備

表文章是教師不可或缺的能力，因學術研

完善，所以教師喜歡至視聽區瀏覽、欣賞

究機構將發表論文數量當做科研評價的指

影片，並將外借影片做為教學使用，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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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借影片規定最多只能借三部影片，故教

料庫、紙本圖書、電子期刊、網路資源、

師深感不便。

視聽資料、會議論文等六種類型，茲分述

5 個人興趣

如下。

到圖書館的原因是因為個人興趣，分
析此原因可能是因為圖書館可讓老師休
憩，亦有老師感興趣的資源，尤其是報章

1 電子資料庫
1全文資料庫
多數教師使用全文資料庫，也會

雜誌。

向圖書館推薦購買電子資料庫，全文

6 行政工作上的需求

資料庫為教師常使用的資料庫型態之

大學體制由於職員編制人數有限及職

一。近年來電子資料庫因不受時空限

務性質的關係，大部分行政工作仍須由教

制、取用容易等因素而頗受重視且被

師兼任，尤其一級與二級主管大都由教師

大量使用（9位）。訪談結果顯示大

兼任，以建立兼辦行政業務之完善實施制

多數的教師使用西文電子資料庫下載

度。

電子全文，是因為電子資料庫具有查
有教師因行政工作上的需求，所以必

須經常帶外賓至圖書館進行參訪，尤其以
國際事務中心進行的次數最多。此外，因
為陪學生做作業，故有教學上之必要而影

詢快速及使用方便之優點，十分符合
大專教師或研究機構人員之需求。
2數據型資料庫
因本校設有商學院，商學院教師

印資料，教師也可補充資料給學生。

本身的需求多屬數據資料，所以大多

7 掌握專業領域新知

數的老師必須使用數據型資料庫以提

有老師認為利用圖書館的目的在於獲

升教學效能，而數據型資料庫可提供

取新知，尤其學校很重視專長，所以必須

教師蒐集資訊及研究的便利途徑，尤

增加自己專業上的條件，具備符合自身專

其與經濟主題相關的資料庫，如TEJ

長的專業知能，才能與開課科目相符合。

台灣經濟新報即是屬商學院系所不可

尤其教授不同科目的老師更須尋求與專業

或缺工具。

上相關的主題新知及教學知識以確保教學
內容的品質。

2 紙本圖書
尋求資訊類型最多的是紙本圖書，因
為紙本圖書是知識的延伸。大多數圖書館

三、教師資訊需求類型
大多數老師尋求資訊之類型有電子資

的紙本館藏量都呈穩定成長，圖書館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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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書為學術傳播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因

文獻可能會修改會議論文的部分內容，或

為基本知識並非期刊能夠取代的，所以紙

對會議論文進行更深入的發展探討。由此

本圖書可作為教師研究的起始點（7

可知會議論文還是頗重要的，有部份教師

位）。

亦相當重視（2位）。

3 電子期刊

四、教師使用圖書館之原因

搜尋資料時最重視的資料類型是電子

大多數老師皆表示，使用與不使用圖

期刊，電子期刊逐漸成為學術傳播中的媒

書館是有階段性的不同，使用圖書館的原

介之一。教師平時使用電子期刊的比例高

因最主要為借閱圖書及休閒娛樂因素，以

於紙本期刊，顯示教師使用電子期刊的情

下敘述之。

形相當普遍（7位）。

1 借閱圖書

4 網路資源

自認是常去使用圖書館的人，使用的

經常使用網路資源尋找資料，如

原因是去圖書館找一些書，有時候可能是

Google、Google Scholar、YouTube。分析

上課的需要，尤其要做研究寫文章時就會

此原因多為網路資源豐富，各種網路資源

很勤快的跑圖書館（8位）。

紛紛出爐，有許多免費的學術文獻之全文

2 休閒娛樂

可供下載（6位）。

喜歡閱讀紙本報章雜誌。分析此原因

對使用者而言，網路除可節省成本

為網路、影視等聲光媒體發展快速，已改

外，使用上亦相當便利，網路是無國界

變閱讀習慣，接觸平面媒體報章雜誌的機

的，可隨時隨地擷取任何網路資源。

會減少，導致閱讀報章雜誌的人越來越

5 視聽資料

少。但圖書館保存各種的報章雜誌，也成

使用視聽資料的原因是因為與所做的
研究是有關連的。而使用影音方式從事教
學較活潑、生動，除可融入情境外，並可

為吸引少數教師前來圖書館的原因。
五、教師不使用圖書館之原因
有部份教師表示自己是不使用圖書館

減少對某些課程的恐懼感（3位）。

的，但是這有階段性的不同：

6 會議論文

1 館藏不符所需

學術會議上所發表的內容常是最新的

不使用圖書館的原因是因為圖書館的

學術研究成果，會議發表過的文獻可能稍

館藏不符所需，館藏質量並未提升。倘若

後會在期刊上再次發表，在期刊上發表的

透過其他方式反而是比較快的（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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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兼任行政職務

無法有多餘時間向外尋求資源，只好以館

由於兼任行政職務業務的關係，所以
並不會去使用圖書館（4位）。
3 視聽資料借閱欠缺便利性

內資源為主。
2 外部途徑之資訊尋求行為（向他館尋
求協助）

到圖書館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外借視

大多數受訪者其尋求行為是透過館際

聽資料的期限能夠放寬，但圖書館並未延

合作或到其他學校方式，通常是自行到他

長借閱時間，所以影響教師借閱視聽資料

校，如台大圖書館、台大醫學圖書館、政

的意願。

治大學圖書館、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央研

4 線上查詢方便

究院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台北市立圖書

由於現在尋找資料的習慣為使用線上

館、文化大學圖書館找資料。分析此原

方式，使用線上的電子資料庫查詢即可，

因，因大部份老師都是留學國外，長期待

因此已較少到圖書館。

在國外因素，國內並無熟識朋友可提供協

5 缺乏研究工作

助。

因從事研究工作，若需要發表論文就
會到圖書館，倘若沒有做研究時就會比較

3 教師查找資料的方法主要是以自己找
資料為主，其次才委請朋友代為尋找
教師查找資料的方式有直接方式及間

少去圖書館。
6 遺失教職員證

接方式，主要是以自己尋找為主，其次才

因故遺失教職員證所以並未到過開南

委請朋友代為尋找。大多數的受訪者皆表

圖書館，此案例係屬特例，可視為特殊狀

示，因開南大學的學生並未具備搜尋資料

況。

的能力，所以寧可自己親自到他校圖書館

六、教師資訊尋求管道

去找資料或透過朋友方式。分析此問題原

大多數的教師利用各種正式或非正式

因有二：第一、可能是因為開南大學只有

管道來取得解決其問題的資訊。

大學部及碩士生，並沒有博士生，大學部

1 內部途徑之資訊尋求行為（使用圖書

及碩士生的程度無法滿足老師的期待，長
期以來對學生缺乏信心，因此欠缺培植學

館館藏資源）
利用圖書館館藏目錄及電子資源尋找

生的興趣，對於帶領學生從事學術研究工

資料。分析教師使用館藏目錄尋求資料的

作顯得意興闌珊；第二、老師還是比較相

原因，部份是因老師兼任行政職務關係，

信自己的專業能力，自己親自找比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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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時間上較具彈性。

不僅不受時間影響且大多為免費資

4 教師對於尋求資料的順序偏好雙軌方

源，所以喜歡使用網路方式（3位）。

式，採用電子資源與紙本館藏方式同

5 教師認為最具權威且可信賴性的資訊

時 倂 進，但有部份教師是透過參考文

來源依序為電子期刊、紙本圖書、電

獻或網路資源方式進行

子資料庫

大多數受訪者尋求資料的偏好大都採

圖書館經費大宗投入電子資源，電子

用電子資源與紙本館藏雙軌方式進行。教

資源的多樣化與快速成長與日劇增，涵蓋

師對於尋求資料的順序偏好不外乎是電子

的資訊包含多學科的多樣性資源。其內容

資源、紙本館藏、參考文獻及網路資源尋

之豐富性與擷取之方便性，別具獨特性及

找。分析其原因，便利性及免付費應是最

延續性，圖書館所提供具權威性的電子資

主要因素，且由於網路愈臻重要，加上使

源，如電子期刊、電子書…等。因此，實

用者對於網路資源要求的改變，網路的檢

體圖書館在以往所扮演的「藏書樓」角

索精確度日益提高，如Google、Yahoo在

色，已逐漸的被具權威性的資訊所取代。

檢索上亦可獲致極高的檢索成效，因此透

訪談結果顯示，最具權威且可信賴性

過網路亦成為不可獲缺的方式。

的資訊來源依序為電子期刊、紙本圖書、

1 雙軌方式：電子資源與紙本館藏同時

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獲致極高的評價，
由圖書館的電子資源經費逐年遞增即可窺

併進
同步使用電子資源與紙本館藏進

知。分析此結果可知，受訪者大多使用英

行尋求，認為電子資源與紙本館藏同

文電子期刊，因檢索容易，故使用上非常

時進行是較有效率的（8位）。

頻繁。但由於電子期刊多為短篇文章，欠

2 先從參考文獻
會先從文章後面的參考文獻開始

缺學理知識，故部份教師還是以紙本圖書
為主，因為圖書具有完整的概念介紹，較

尋找（4位）。

具理論基礎及延續性，同時書後所附的參

3 先從網路資源尋找

考書目可提供更多的參考訊息，有異於電

專業資源網、入口網站、搜尋引

子期刊及電子資料庫之功能，相對具有可

擎等各式各樣網站豐富多元，網路資

信賴度。

源已逐漸成為教師不可或缺的蒐尋工

6 教師認為尋求資訊時最重視的因素依

具。尤其網路很方便並可隨時下載，

序為新穎性、主題相關性、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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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性、資訊取得的難易程度、即時

2 未曾遭遇困難
有5位受訪者表示資訊尋求進行過程

性、正確性、費用
尋求資訊最重視的因素依序為新穎

中並未遭遇困難，因為最常使用的就是特

性、主題相關性、權威性、方便性、資訊

定幾個資料庫，所以似乎不會有太大影

取得的難易程度、即時性、正確性、費

響；亦或是很少到圖書館，故並未有任何

用，大多數老師儘可能自 行 搜尋資訊 來

困難。

源。分析此問題，係由於大學院校快速變

3 不知道有無困難

遷，學術研究工作的知識迅速累積，教師

有1位受訪者表示因從未使用過開南

兼負教學及研究使命必須時常閱讀文獻，

圖書館資源，所以不知道有無困難。

故時間對他們而言是很重要因素。而在浩

八、教師資訊尋求解決途徑

翰的資訊下對於資訊品質的良窳之選擇勢

教師希望透過有效的資訊仲介單位尋

必更為精確，若透過館際合作有可能找到

求解決，大學圖書館及學術研究機構的館

的並非所需文章，且又必須支付費用，老

藏因較具專業性，通常是被列為優先選擇

師通常會覺得不划算。因此館員應瞭解教

的對象；此外，亦會透過人際關係之方式

師的偏好和使用模式等，並且應該讓圖書

尋求解決。就尋求解決途徑方面，包含使

館的資訊更加容易取得。

用他人帳號（8位）、自己到他館尋找（6

七、教師資訊尋求困境

位）、透過他人協助（4位）、請求館員

1 遭遇困難

幫忙（3位）、透過館際合作（2位）、向

教師在尋求資訊所遭遇到的困難或挫

他館或向本館推薦購買紙本圖書（2

折，依序為經費及藏書不足（9位）、欠

位）、使用iPad（2位）、自行購買圖書

缺電子資料庫（5位）、不知如何著手尋

（1位）等八種方式。

求資料（3位）、書架上的圖書凌亂不堪

九、教師資訊尋求困境對資訊需求之影響

（3位）、校外連線不穩定（3位）、欠缺

教師在尋求資訊資源遭遇到困難時，

視聽資料（2位）、藏書內容品質不符所

必須瞭解到自己的資訊需求是什麼？要如

需（2位）、諮商管道不足（2位）、資料

何地解決面臨的資訊問題，才能進一步發

過於老舊（1位）、館際合作費用過高（1

展資訊尋求方式。本節探討教師資訊尋求

位）、欠缺專業館員（1位）。

困境對資訊需求造成的影響，在遭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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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否對本校圖書館產生新的需求，教

2 放棄使用

師是否因此而放棄使用館內資源或是進而

4位受訪者指出，因為時間上的

向外尋求資源。並將探討開南大學圖書館

問題所以迫切需要資料，因此會到

館藏所欠缺的資料類型。

其他的地方。

1 遭遇困難後，是否產生對本校圖書館

2 開南大學圖書館欠缺的資料類型有那
些？

新的需求？
1 繼續使用

16位受訪者表示，圖書館欠缺的資料

有7位受訪者表示，在遭遇到困

類型有電子書、紙本圖書、電子資料庫、

難後不會因此放棄，還是會再重新

電子期刊、視聽資料，大多為電子化類型

試試看館內的館藏，因為畢竟是開

的資料。分析此原因可知，教師蒐集資訊

南的教師，還是以學校圖書館為優

的方式已從以往紙本型式逐漸改變為電子

先，使用上比較便利。分析此原因

型式。

可能是因為館藏因素無法滿足教
師，故導致教師另覓途徑，亦可能

承上述，茲將研究本文所做研究結果
彙整如圖二之研究結果架構圖。

因教師使用習慣所以會持續使用。

圖二 研究結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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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電子資源館藏的質與量，而非以試用

伍、建議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對分析研究結果
提出建議。圖書館除了必須重視服務，進

電子資料庫替代。
2 積極向政府機關增取經費補助

而增進圖書館服務品質，更須協助所有的

當整體經濟環境繁榮時，圖書館便能

教師有效利用圖書館的資源，提高教師對

有足夠的經費購置圖書資源。然而隨著少

圖書館的依賴程度，以作為圖書館改進服

子化的到來，圖書經費的縮減是必然趨

務品質之參考。茲將建議說明如下：

勢。故建議有專人或逐步培訓專業館員負

一、對教師之建議

責撰寫研究計畫，向政府機構如國科會或

1 鼓勵教師積極推薦圖書

民間企業等單位爭取經費補助，也可提升

少數教師未積極推薦圖書，故圖書館
應結合系所相互配合，鼓勵教師積極推薦

圖書館能見度。
3 圖書館首頁建立各系所免費網路資源
目前網網際網路資源充斥著無用、錯

圖書。
2 建立個人檔案，累積教學研究資源

誤資訊，許多資料未經整理，所以應優先

館藏無法滿足教師所需是為事實，所

蒐集、篩選與系所有關的資料，有系統地

以建議教師可自費買書、藏書，累積個人

組織整理網路資源，並建置與各系所相

教學研究所需學術資源。

關、完整且具權威性的網路資源供教師參

3 建議教師參與圖書館資源建設

考，以節省教師尋找資料摸索的時間，進

鼓勵教師參與圖書館資源建設，如參
與選書、參與試用電子資料庫、評估電子

而提升網路資源利用率。
4 提供教師適用易讀的簡易說明手冊

資源等，與圖書館形成互動關係，圖書館

如何充分利用圖書館的各項設備，有

的優化才能得以實現，教師才會更加依賴

賴於圖書館對不同程度的使用者，提供適

圖書館。

用易讀的各項說明手冊及指南。教師使用

二、對圖書館之建議

資源的困難，除了館藏不符所需外，亦有

1 強化電子資源館藏

缺少時間等因素，故此時有賴圖書館提供

教師蒐集資訊的方式已從以往紙本型

進一步的服務，透過推廣各種電子資源利

式逐漸改變為電子型式，電子資源的質與

用指導活動，教導教師各種資訊檢索技

量愈來愈受到使用者的重視。然而本校圖

巧，提升教師資訊素養。

書館大多為試用電子資料庫，故圖書館應

5 建立使用者資訊需求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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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的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行為

來可採合作購買電子資源方式，以節省成

隨時改變，圖書館應隨時做「滿意度調

本，藉由聯盟結合各館力量，與供應商談

查」。惟有瞭解教師的資訊需求、教師對

判締造有利圖書館的新方案。

資訊資源的認知及其尋求資訊的困擾，找
出其間的差異性及共同性，針對不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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