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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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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去年的量化調查,今年我們進行一個質化研究,深入
瞭解新一代學者---博士研究生對資訊搜尋的需求, 探
索未來圖資服務發展, 提出可供參考的看法。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受訪者主要為以下大學的博士研究生: 

• 中央研究院

• 世新大學

• 淡江大學

• 國立政治大學

• 國立成功大學 (碩士)

• 國立交通大學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國立中山大學

• 國立清華大學

• 國立陽明大學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 國立臺灣大學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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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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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個人訪談3組座談會

質化訪談方式

城市: 臺北,新竹,臺南,高雄。
日期: 2010年7月7日至20日。



質化研究優點與限制:

 質化研究可探求受訪者深刻的想法與感受; 

 多名受訪者在座談會交流意見, 可激發起新意念;

 受訪人數一般較少, 未必可代表整個群體; 

 意見可能受到高資歷成員影響;*

 可能不會發表負面評論。

* Norman K. Denzin & Yvonna S. Lincol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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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學習階段與資源搜尋
Timeline for Information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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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修讀 年 圖資需求及關注事宜

博士 4 – 7 •必須時刻了解學科發展概況;
•找尋中文文獻困難也很大,臺灣的沒上網也難找;
•有不少人使用引文管理軟體;
•需要跑幾個圖書館找尋資料,希望館際互借

更快捷。

碩士 2 - 3 •去圖書館上培訓課程;
•找尋基本參考資料, 不需要深入了解。

學士 4 •必須上課學習圖資知識, 但很少應用 (到上研究所
時, 新東西已很多);
•當時不知道圖資知識對研究有大幫助, 如在搜索中
使用 “ * ” 。



具有影響力的人員 Influencers

人員 重要性 備註

教授 *** • 指出一個方向;
• 個別老師很熟悉怎麼找文獻及期刊來源;
• 他們推介可發表文章的期刊;
• 有少數教授不甚瞭解最新圖資情況,由助理
負責;
• 或者找外面的公司修正引文格式;

圖書館員 *** • 熱心並且可協助資料搜尋;
• 兼具專科知識的館員,對學生幫助更大。

學長/學姐 ** • 可以提供共同研究範圍的基礎資料;
• 個別學生仍必須找相關主題的圖資。

其他地區的同學/
朋友

* • 作為最後求援的方法;
• 找外國的同學把文件掃描,用電郵傳送。

對於學習資料搜尋,向相關人員請教,各有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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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懂圖資技術 .
我也知道有一位教授,
要求學生把讀過的書
目都放在社交網絡上,
這樣更有利於討論及

交流。

工程科博士生

估計老師不瞭解圖資
方面新資料,他靠同行,
人際網絡得知新的研

究方向。

看法分為兩方面…

我們很需要研討會的
消息,但有的教授只會
通知個別喜愛的學生,
希望圖書館有開放的

會議資訊。

教授 Professors

社會科學博士生

人文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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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有工作熱情, 
不斷學習新知識, 

提供很有用的參考
訊息給我。

法律科博士生

我自己找資料. 櫃檯服務
的多數是兼職學生, 幫不
了忙, 正式館員可能懂很

多, 但他們太忙了。

我一個月才去圖
書館一到兩趟, 

從來沒有必要咨
詢過館員。

圖書館員 Librarians

工程科博士生

物理科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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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曾替系裡老
師,找德國的朋友

幫忙查文獻。

有些舊資料,如唱片,
圖書館也沒有,只能
找收藏家,或者努力
賺錢,自己買一些。

對岸的同學好
“可愛”,會把善
本書弄成PDF檔,

放在網上。

人文科博士生

音樂科博士生

法律科博士生

其他有影響力的人員 Other Influen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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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博士生 人文社科博士生

經常花時間在研究室,用遠
端連線找圖資,只是偶爾去一
趟圖書館。

較多前往圖書館,查看紙本書刊及資料
庫 。

比較喜歡找尋資料庫,多於紙
本的書刊。

走到書庫,也會瀏覽附近的相關書刊 ;
相信大師級的教授,仍然會出版書籍。

採用系統查找方式, 一般先看
摘要,再定位到文章全文,仔細
閱讀。

廣泛閱讀書籍、報紙、期刊、論文的全文,
甚至找一些特藏古籍,文物。

如何使用圖書館Using Librar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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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博士生 人文社科博士生

主要使用外文資料庫,如:  
IEEE, ProQuest, Web of 

Knowledge;

閱覽很多中外書籍、報紙、期刊、論
文;發現一些台灣文獻沒有上網,查找很困
難,歐洲語系的圖資也很少;

理工科學生認為所屬專科的
圖資,綜合整理得比較完備;
可在網上或通過館際合作借
閱;

需要查找不同資料,有些比較零碎,往往要
跑幾個圖書館,如:國家圖書館,台大圖書館,
中研院等; 例如南部有學生一個月需到臺
北一兩次,找尋圖資;

可以與其他同學合作發表文
章,學者之間的聯絡,資訊交
流非常重要。

合作發表文章不多,多數專注自己撰寫論
文;但也很想瞭解外國相同範疇學者的新
成果。

如何使用圖書館Using Library Information

14



 有些圖書館按系所分配預算;再落實到個別教授建議的圖資,
保證安排公平,而非考慮教授資歷,而影響資源分配;

 教授推薦的圖資,課程指定參考文獻,圖書館一定配合購買;

 有些館員會應教授邀請.到課堂為研究生講解圖資應用技巧,
介紹針對專科的數據庫及引文管理軟體。

互動關係:圖書館員-教授
Interactions: Librarians & Prof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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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圖資應用培訓; 相對較多人文社科系的研究生認為很有
幫助;

 有時到參考櫃檯, 只能找到兼任的館員, 希望較多機會找到資
深館員咨詢;

 有某一學科專長的館員, 應可以提供很寶貴的資料, 但他們工
作太忙, 人數又不多, 建議招募具體學科背景的館員。

互動關係:圖書館員-學生
Interactions: Librarians &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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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持續關注其自身專業領域的最新發展，並且有可能轉換研究課題；

 對最新資訊的需求不受特定格式或資料來源限制；

 要求快速、直接可得的資料；

 熟悉網際網路的運用；

 具有跨越地區的私人社交網絡；

 具有很強的閱讀、查找外語資料的能力；

 一些人通過在圖書館做兼職工作，或者甚至接受專業訓練，已經掌
握較複雜的圖書館、搜尋資料的知識。

新時代學者 New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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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輕學者的觀點與北美學者的觀點一致：

學者非常同意如下觀點的百分比：“如果我的圖書館取消訂閱了一份紙
本期刊，但保留電子版本，這沒有關係。”

* Source: Roger C. Schonfeld & Ross Housewright, Faculty Survey 2009: Key Strategic 

Insights for Libraries, Publishers and Societies, ITHAKA S+R 

新時代學者 New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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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期望:

 需求新資訊; 要求圖書館提供會議及國際學術發展資訊；

 希望有快捷的方法查找非英語的數據(歐洲/台灣本土集成化不足夠)；

 期望台灣圖書館各自建立專門化館藏,運用新技術共享；

 按照台灣的地理特性, 把資源合理, 有效地分配到各院校。

新時代學者 New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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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處理圖書館資源時，需要引入 “知識管理”的概念；主動把新的
研究方向與成果, 介紹給研究生;

 圖書館與大學電腦服務處的角色及服務, 重新考量, 更好去整合; 

 建議100多所臺灣大學圖書館各自成為某科系的專門圖資中心 ,然後
開放給其他研究生使用;

 圖書館員的專業化已經被廣泛地認同, 期待有一些可以掌握特定專科
的知識；

 教授與圖書館員合作, 給予新的博士研究生訓練，以獲得資料查找、
發表論文的技巧, 以及使用引文管理軟體等方面的綜合知識。

總結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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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服務 Products and Services

假設
(論文)

經費
COS Funding Opportunities

研究& 分析
RefAware, ProQuest 

互動 & 参與
COS Scholar Universe

引文管理

RefWorks

合作
RefShare

監測 & 建議
RefAware

正式發表

PQDT

公布研究成果

Papers Invited

提交
ETD Administrator

文獻綜述
PQ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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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

聯繫方式:

Boe.Horton@Proquest.com

電話: (852) 2836 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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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結束 End of Pres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