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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科學教師資訊搜尋行為之研究(上)

廖叫氏

Infonn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R晶earchers

Yi-min Liso 

Imlructor 
Nal;01UJ.1 Chiayi h“tlluU of '1;.rhn%gy 
Chiayi. Taiwtm. R.O C. 

Abstrlf! 

The purpo~e 01 this r也earch was trying !O undersland the inlormation seek 

;nJ( b..havior deri\"cd f r.οm the studying and leaching information """",ds 01 those 

agnc叫tural r的何 rche rl!. Conduded from the phcnomcna 01 their informa !ion 

s~king behavior a們 d the faÇ!ors behind. ;1 might offcr Iht' libraries and other 

agricuhutal inlorm制1011 se' 巾，但nter aS a reFerence 10 improve their service 

The suhJCC拘 i 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were the agricu!tural t..llth...s 111 

National Chiayi )Ilsliwle 01 Agriculture. [n düs ."",earch. there were five que. 

!lons r8，"吋 By way 01 clari旬 these five queslions as lollowed. it Îs 凹的bl... 10 

reach \he purpose 01 Ihis rew3rch 

1. What 的 the current Sludying and leaching condi岫的 of Ihe le3ch"峙，

2. What kind of sludying and leachin~ 訓wauc 貓叫11 make Ih世 leach悶悶

have inforrna tion nt吋d

3. Whal are Ihe tritical ways for the teachers 10 gCI needed lileralu間，

4. How do Ihe te3cher苔 use formal iuformalion chann曲，

5. How do 巾e teachers use inforrna! inforrnation channels? 

T he data supporlin但也h旭 re....arch were gathert(]愉叭叭Jgh Ihe methods of;仔

terview and quest盼nnalTe 叫rvty. Th叫叫呵誼 were 酬 le3ch;ng. the major 

訓lual;on having in/ormation needs for lhe teachers occuπed when lhey were 

compi!ing lexlbook or handouts ; on s1Udyi嗯， il aJω happened when Ihey 

wanted 10 cornp!ele lhe 到udi閥割ubsidized by Ihe Nalional Sc;ence Council 

Council 0 1 Agric叫 tUTe Or Departmenl of Agricuhu.re : Taiwan Provincial Go、

ernmenl. The commonest 叫“r the teachers 10帥in inforrna lÍon rt ilOUT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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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 by way of tak ing pan in seminars. To the information lhal 00叫 d nol get 

in the locaJ lib rary, the teachers always asked for help from thei r Ir iend. living 

in Taiwan 

The teachers, either On s!udying 0< teaching , relied mosdy 011 per 吋 ical s.

To the ..,e 01 relT ieval lools, the references 01 literature were d叩ended a 101 

To the use 01 network , the WWW wa. ra nked 00 the 10p. To the use of CD. 

RQM dalabases. the AGR ICOLA was mωtly welcomedτne Agricuhural Sci 

ence Information Cenler w的 mo峙lly asked 10 loC<\w needed informatioll. The 

library 01 National T制wan University was the place where 00叫 d satisfy the in 

fonnation needs most. 

By interviewing , the distribution of invi.ible colleges and the inlormat的n

gMekeepers wllB shown. After analyzing lhe ;"vi.ibl" college., it found Ihat the 

t('acher, majo叫 m agr1叩ltural 呵呵 d.叫“ a lot 0 1'1訓fonnal infonnation 

chan""l$ to get infonnat旭 n. h happ納'"問問ially ",hen th... formal informa 

I;on channels were nOI suffîcient 10 satidy them. Th is re這ea r.: h aJso proposed a 

few Sl棺g觸I;ons when lhe aUlhor c棚內posed Ihe reaclions 01 the teachers 10 Ihe 

local Jibrary. û:mlinuous "，吋ies on lhe relevant i阻提 are proposed. 

K~y"，ords 

Infonnalion seeking; Infonnalion Sffking behaviof 

前 言

何回買賣動揖輿目的

近由年來 ，台厲的農藥單展有顯著進步 1994 年的農業產值苦1;). 1952 

年為基數，成長7454 倍 (1主一) 0 1995 年的農業體產 fli ll!: SU腫年新高 ， 為

4110 單元(組二)。在地狹人厲的台灣'.黨能轉有今天的蠶蠱實有輯於農業

科學研究人且在各個闡域的不斷研單，而台團對於農業科學的研究也相當重

誼 ， 以行雖說農藥'f;!員會為酬 ， 誼會ln84 會計年度補助的農業科瞌研究計

童聲多達 1201 揖(位三)。

研究工作需要實訊 ， 農藥科學的研究自點也不倒外 要提拱農樂科學研

究人且更適闊的實訊服務，以屆助其研究工作，必讀是7醉其實訊需01<國使

用的情形。雖然圍內在實訊使用研究上已有些許成果 ， 但迄今未針對農藥科

學研究人員，單行過任何研究，實在應屆對社-學衛社軍~花動心力去了解。

置也是實在者進行此研究的主要動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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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研究的目的，即在企圖7解且是聾科學教師因研究與數學之實訊需*而

產生之實訊檀略行為，並轉著對其實訊搜奪行為「現象J且其背後「因絮」立蝶

計 ， 回饋結農業實訊服葫單位及圖書館 ， 作為自陸實訊服務的書考 ， 叫期提

但更適切的服蹄。

ω冊質問題

本研究提出五萬研究問題，商以連成研究目的

I 農藥科學駐師目前研究與教學之現扭曲同。

2 農業科學教師因何種研究、教學之情揖因樂而產生實訊需*?

3 農業抖學歡師經常以何輯方式取得原抽主I!?

4 矗樂科學數師胡何使用正主史實訊管道(fomlal inforrnation chan 

nel)。其中包括下列問題

(1)對各種不同盟態覽訊的依輯程度如何?

(2)對各種不同被眾工具的依輯程度曲何 9

(的經常利用那些圖串館或實訊眼睛眼位<)1直取所需實訊 9

二寸，可 (4)對該校園蠻僻的單佳，以且司惚之建議為何 9

正 5 農業科學教師個問使用非正式實訊管道(jnformal informati曲 chan

neJ) ?其中包括下列問題

(1)當正式賢訊管道不能滿足其賢訊需束時，有何解決之道?

(2回答正式實訊管道中，無ID~但民\invisible college ) 的分佈狀扭曲何?

(3)實!R守鬥人(jnformatωn g.叫也eepers) 是那些?其形成因聚為何 9

自研究，實j!

l 本研究乃針對國立耳聾矗樂專科學位，康樂科學教師所進行立使用者

研究 ， 對其實訊嫂尋行為且使用狀扭進行接樹，研究成果可直接控棋作為語

世圖書館賢訊服務之星參考 。此外，並可作為其他學位進行同性質服蕩的參考

(iR控目前已故制為國立耳聽岐衡學院 ， 回來研究實施問卷且葫按期間尚未

改制 ， 本主的沿用舊制怯名) 。

2 車主立歐所且 ， 國內針對且是靠科佳人且賢訊扭轉行為立研究目前尚付闢

帥，對此-w樂學術祉宜之研究成果亦可雖阱其它圍串館草農業科學買訊服

溺單位作為實訊服務立參考。

3 克拉研究對非正式實訊管盟司，無形學院里買訊守鬥人身佈狀扭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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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惶拱圍內 111書館里買訊科學捍對此一研究領域之串考。

國研覽限制

1 本研究由於人力、經費的阻制，懂選擇國立事發農業專科學岐農業科

學專任教師作為問盡管直且訪談的對象。

2. :<字研究組目所惜之質訊搜尋行為，僅限於因教學E研究之實訊需"'而
產生立對訊搜等行為。其它因黨所產生之實訊搜尋行為不屬本研究之範閣。

3 本研究對酷無形學院5t佈:tJ;祖之揖尉 ， 團針對受訪敏師所謹及與其他

成且立雌向珊，體情形加以分析。

區}研究方撞

本研究叫訪設法為主， tJ問卷調查法為軸 ， 回收問卷J.;J. MS.Excel 軟體

扭計骨折。勤奮長蝶現場錄晉立記錄方式 ， 並將個別訪談揖晉賀科整理為文字

賢抖﹒以作為俟後骨折討論之主要對料。

閥名詞蟬釋

l 皇室訊 擋一切經使用者自行認定為對其研究、敘學具有意擾的訊息或

文獻。

2 賢訊需來 指西研究且教學立目的所產生立實訊需束。

3 賢訊續費，行為因質訊需眾所產生的外在有計JJ或獎賽計，間的哩，車行為 。

4 賢訊管道 指一切能指引賀訊出處直可直接鹽販賣訊的方式丑拱晶質

昂的單位單個人。

5 無陪學距 甚擁有共同研究興趣的研究人且 ， 值此造過各種聯輯方

式電話、信件、邱會、交換賀科、面對面的討昌衛)以掌握最新的研究質訊 ，

因而連結成的幫彎曲網路 。

6 寶訊守門人 在上述無形學院中 ， 與其立成員之研轄特別餌，.者 ， 是

最重要的賢訊傳播者 ， 但也可能把持並控制實訊的傳播。

二 、文獻

H當IR嫂，仟品聶生的暉茵一資IR需'"

質訊攪尋行為起帕抉賀訊需求 information needs}的產生。克制凱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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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mes K rikelas ) 。會指出 「賢訊需來」的控義比「賣訊」的定發更引起研究者

在壘，然而也沒有唯一的定鹽或揖;當一扭扭來，盡方面的生*1可歸屬肘兩

大顯別 有一些研究試圖確定需家 (need)的本質 ，其它的則試圖在詔軸的

程度上加以區毋(草四)。

立特肯 (Charles Atkin) 將實訊需袁定撞車為 「個人對外在重要單揖國

軍立目前確定程度，與希望達到的標聳立間所串覺到之差異性而產生的不確

定騁的認甜。 J(t主Á)換句話說 ，賢訊等'"乃起自對某人費醫覺到目前所揖有

的如識已不足以處理目前的問題聶困難時，而其過瞳結束Jn此種EZ如捐失時

(t主六)。此項定發乃基扭將「寶訊」說且也任何可圖眶木確定感的刺激，因社將

「需來」解釋真對本身、工作因絮 ，以直生活上現存不確定醋的一種認扭。然

而 ， 以另一種觀點多較量，反而司將實訊視為產生不確定感的刺激 ， 因冉有T

質訊才會使人們產生某種需求，因此可將賀訊的定義概括為 「使人們的不

確定恩屋匪產生變化的-種刺激。 J(t主-lc)

個果將實訊當成續刺激，乃革對「賢訊定有用」的體設甚至認為貴

~:;;~:..~ 訊的使用有其特定目的。事貪上，即使是使用主獻的行為，也可能代表7各
， λ! 

三、2 種不同的目的，一個人可且為7閱讀、查閱、寫東盟恩、鹽販背景賢料、單

她心情或為了撞到其它目的而利用文獻賢料。且所調「祖抵不罐趕路的刺激J

是一種內在的心智過程，是無法觀察的，依此理由 ， 應語強調的是在實訊的

鹽場上。至世什團是賢訊?如l應該留結實訊攪零者自行判斷(社八)。狄商

(Richard L. Derr) 即認為賢訊需主黨本身是 種心理狀態，是別人無法賣得

到的，但在需求者心中會確實地串受到它的存在(註九)。春勒 (R 5 

Taylor) 亦曾提出使用者導向模式 (user-driver modeD '亞為實訊價值是以

使用者為基縷，唯有使用各才能判斷賢訊的價值(t主+)。

且閣金 (Nic holas J. 8elkin) 認品質訊需三次骨頭自扭個人的蚵擺脫醋，對

酷傳統的賢訊線眾系統而言，使用者對軒間閣的陳述必讀符合系配內適的文

旬，否則將造成儉索的失敗。因且當一個人憲議到實訊需漿，卻不知什麼樣

的質訊可以滿足它，在詢問者缺乏對問題的個識之情配下，不可能明確地指

出何看可解決問題。因此且爾金主張放棄詢問使用者的賢訊需來，而以保討

;t軍團和目的凍了解其木盟刷的知T~總狀況 anomalo間 s!ate of knowledge

ASK (1主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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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 (Colin K. Mickl 、林茵的eorg N. Lindsey) 與買拉漢(Daniel

Callahan) 將實訊需求分成應用的需求 (app l icat ion needs l 和補充的需*

(nutritional nee cl s l 。 前若是為了特定的問題去零求解售 1 而後者是為T雄

持自身能力而產生的需求(草十二)。

威爾森 (T.D . Wi lson ) 認品質訊需求的形成壺個人因繁 (心理、生理、認

扭上的需采)、角色因車 (工作的角色等) 以及外在大軍壇 (政治、經醋、社會

、文化等)的影書(位十三}。

戴宜 (8renda Oervin) 曾組提出質iI\需東興使用研究的替代陸具範。在

連個替代性的研究典範哩，實訊並非獨立世使用者之外，並且認為實訊乃是

使用者所創造(垃十四) .連個典範企圖7解讀者在何種情況下會產生實訊需

棠 ， 讀者個何縛著遺些需求到系統，與他們曲何使用盡些系統，並認為賢訊

需*與特定時空背景有很宙間的關係。貴訊行為是情揖1I向 (situa t ion

bOU I叫) 的 (1主十1i)。

口宜訊擻，擎的目的

不同簡體對同一事件的不確定恩程度，由於外在車撞以及內在認細的互

動，含有不同桔果，因此其質訊需主黨也不一定會相同。華勒昆為 個人所昆

甜的需買賣與其表達2句式是可能有單真的 1 還種說話指w質訊需眾的牽連方

式，受到個人對賢訊來源及問題來質之詔帥的影窩。因此必軍區別何時產生

實訊需求以及個何表適的軍合問題(泣十六)。戚關捶即眾持對訊科學的認個

觀點 cognitive viewpoint l 直接地著臨醉人額的賢訊行為上，並以理解

(u nderstanding ) 且車聲 (meaning) 為其觀點的中心概念。他指出個人與外

在車壇的互動聶衛爽，是以知覺中的理解lU:斤產生的監護區為目的。他並擅諧

， 賀訊噎縛行為以及賢訊使用的認個觀點，有輯針對人們生活中各種聾義之

間關係的7醉. );U!對國人們生活相關之寶訊的了解(位十七} 。 史暉茲 (A

Schutz ) 更指出，所謂「聾盤上不只是個人的，且是社會單體的，是的日常

生活所產生的連線，且舟象(社十八) • 

4起據伊克帕字骨 (Linus I kpaahindD 針對眾且利亞國家獸醫研究所

National Veterina叮 Research I nstitute l 獸醫科學家所進行的調查研究顯

示 其對訊嫂穹的主要目的依次為 l 研究 ; 2 保持新個。 3 出版論宜。 4

研討會且會謂的積講 ; 5 教學(垃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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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福克特 (Melvin j. Voigt) 劉丹麥科學家的調直研究指出科學軍

實訊搜穹的原因 ，最主要有三種 l 盟取新個 (current approach) ; 且 解決

日常問題 (everyday approach) 3 完盤收集特定主題的相關貿料

(exhaustive approach) (1主二十) 。

克服(Denis Grogon)時認同福克特扭扭外， 也扭出另外兩種目的 l 
鹽販背景賢訊 (background 叩p，帥ch ) ; 2 不具目的的賣訊需來(拉二一)。

自上可盟軍 ，科學控衛人員實訊搜駕車的 目 的往往與其工作有相當大的關

聯。個果賢訊的使用是情扭過車向，而貴訊搜要擎的目的是為7解決間題 ， 酷壓

大事教師蓋世其研究 、 教學的酷賀 ， 為解決其工作上{研究及教學)的問題所

產生的貴訊需東興惶苟行為是可以誼理解的。咕特 (Richard L. Hart) 更詔

品 ， 由於教學與研究管會產生使用各類實訊的需要役 ， 因此對於級學及研究上

的不同基攏，可能會造成實訊搜等行為上的蓋樂，開個社區學饒的教師可能

聶要來一學期要開多至五門課程 ， 而研究性大學 ( researc h university ) 的教

師則可能睡至一萬二鬥輯 ， 而研究酸構的人且在研究與體聾著作上貝1)最壘7

比較大的壓力(挂二三)。咕特更認為研究工作將導蠶質訊搜希行為的增加 ，

而教學及服務性工作則不貼(垃二三) 。

臼資 IK嫂，厚的管道

所謂賢訊管道 (jnformation channe l) 7;指觀念、 E且、事實以及詮釋輔

以吏流的媒介('主二四) 。 也可以單是晶鹽販賣訊以解決問題所揖用的方法或

進行的程序( ，主二 Á) 。 福特將質訊管道E甘為正式 (formal)與非正式

informal)兩蝠 ， 並認為要數絡圖至于還兩積管道是極為困難的 。

l 正式管道 容許且多使用者使用 ， 且不一定要在同-時間。如圖醋、

期刊、研究報告、幻燈丹、且是擂、聾音帶、影件等 。

2 非正式管道 此種管道的運作乃革軒個$11的人典人立間的革髓 。 祖輩

接討論、開幕r.. 1;1拉誼期會議、通信等 。 麗特還將實訊管迺區分為主要的

(pr imary ) 與訊:要的 secondary ì 兩種

l 主要管道 軍指輝有實際訊息的管道 。

2 次要管道 此種管道作用在指引使用者找到主要管道 ﹒ 剛與 1 密謀、

喝聲、索引導{垃二六) 。

露史聞單則將世抽煙縛管道依其祖等方式 ， 封為兩種頤盟(主主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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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質訊需東看獨立於實訊系統外 ， 自行儉章賣訊聲恆。

2 輔助寶訊系統來搜電質訊。其方式主可骨為

(l)請來扭續實訊中介者 (如館且)代品檢章實訊。

(2)自行使用或要託實訊中介者，刺用各種特定系統工具來進行，敵眾搜

穹的工作。

西絡 ( Ell叫R. SiegeJ)昆為正式實訊管道往往限制7寶訊的回饋行為，

並唐時署專繭的學備繪施，擇有缺乏自體性的特章 ， 通常U揖帽置備作為直

訊多裝置眼里買訊接收看之悶的蟬介!而非正式管道叩助畏並激單7買訊的回饋

，且通常請由面對面的傳播芳式來傳臨賢訊(t主二八) 。

電子買訊產品的血畏已逐漸改變了傳航的實訊理扭，對世以實訊。每應!i

務為主要任務的圖I!l館而言 ， 自然也造成7很大的衡擊 。 雖然闡開斯特

(F .W. Lancaster)所預害的「無組社會」至今未曾I!!鹽，然而由扭賈訊科盟的

單展、電腦網路迅速成畏、個人電腦的誓旦、賢訊儲存與檢索拉椅的雄關出

單詞，以及近年來先臨產品的成民和全球賢訊網 (WWW) 的應用 ， 不論圖書館

EF主 利用輯上實訊儉霏系觀眾服務讀者，現使F持者自行利用來進行實訊嫂零工作

i~~ ‘ 令品 ，已成為一普遍現象，並逐漸成為實訊哩憊的重要方玄之一 。

哈特認為，不論對個人、地方性，直全球性措訊賢揮使用而言 ，電子傳

播方式都可以問時誼觀譯為正式或非正式的 ， e甜甜使用電話較之於面對面溝通

，以及使用電子郵件較之對傳統信件，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而已。同t草地，

利用網際網路(Internet)或全球實訊網，通過檢索先酷賀科廊、連距圖書館

、全文賢盟(full-text resources ) 等方式，可將電子型式的正式貫訊買車加入

自己的私人館薇 。 咕特質彼此時縛統上把質訊管道，則分為正式且非式的方法

~ntJ贖克，加入實訊來源立距離因譯 (個人、地方性、全球性質訊) ，體展H.1

二艦 (two dimensìonall 的劃分積章，並包為此 概章可對實訊傳輸行為提

骷更鹽富的觀野，不但適用針傳統型式貴訊傳播，也適用於電子型式資訊傳

播(t主二九) 。

間，且當實訊擻，行為之因，實

曹操對科學研究人員的資訊扭轉行為，說必...對可能影睡其實訊搜等行

為之間車加以7解 ﹒ 從主獻對社方面立蝶討 可得到一些基本了解，科學

研究人n的fi而他呼行l;可能會哇到秤，內干笠、外有1問來的影響 . Jt問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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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且在一性 ， 而是由許多內外理攪因索及個人內在詔旬之間的E動所產生的誼

合性因索。

196B 年，保斯單 (William J. Paisley ) 器為下列因繁會影審科學家的實

訊需眾國使用(垃三十}

l 立化體系(cultural system) 科學東所矗立士化大理禮，其價值觀的

取向U且是否監視科學研究，其影響是相當深適的 。

2 政治體系 (political system) 科學研究是否得到政府的重酸、經費的

主置，施酷的理::ì:以及歐盟的制訂也會影種科學軍研究計葷的執行。

3 學會組織 (membership group) 專費醫學會飽線，就管研究成果的出

版與單行，並直是棋科學研究人員學衛亞麓的接會，學會成員之間的學街昆同

標單及研究典值也將在此建立 。

4 甜甜團體 <reference group) 是科學研究人且因共同興趣及專長所組

成的非正武國盤，可來自不問學會，沒有學科分際。它提拱7社會化的人際

講過管道。

5 無形學院 Onvisible college} 其成員較少，值此互相認識，關係也

扭曲間，是上通話詢團體的 種次系統，其成且大~因工作地點的關保且極

此研究的需要而匯集在起 ﹒

6 正式組觀 (formal organizationl 正式組織結合不同層組的人且，提

棋不開角色責任工作故伴之間的實訊史觀。

7 工作團隊 (work team ) 國相同研究計量而組肢，值此擁有相間的目

標，是工作土問題最先誼措詢的人 。

8 個人認個 ( his Qwn head ) 對價值觀、實訊價值的內在æ帥，各人的

心智歷程丑值備有所不同 。

9 法(:Il經擠因絮 Oegal/economic system ) 倒扭著作繼法律盟章 ，草

研單工作的聞樂觀寧等 s 對實訊焚就都會產生影囂 。

間正式聖賢訊系統(formal information system ) 圖書館、實訊中心等正

式組醋的服蹄成敏，到研究人晶的實訊搜尋且使用有直接影害。

自以上因素可體現 ， 科學萃的質訊搜尋行為與其工作有相當大的關係 ﹒

林 N. Lin 且莒戚 (W.D. Garveyl 除7血為科學家的工作形態是重要影皆因

素 ， 並認為「學抖背景」且「對訊可得世J (ac自由ibility ) 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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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背景對實訊扭轉行為的影響已得到許多研究的証實。倒曲園內螂凰

敏對人宜學者實訊哩導，行為的擇對(桂三三) ， 且關雅士針對台大工學駐亞文

學院教師所進行立輯查研究(訟三三) ;國外更有許~研究結果主持吐論點。

實訊可縛住關臨害為鹽取賀詞所遺揮各種極響遠置之「成本/擔責益」的考

量 更有研究指出賣訊的「可縛住JJt f品質JlI!壘實訊使用者宜說(註主四)。

由此可見 賢訊管遁的值和l姓也是重要影富因索之 。

傳雅秀教捏綜合 ARIST 士獸，認為所有學科均是寶雞的社會體系，各

使用不同的實訊來暉，費訊需來因學科個域與研究陪設而異 ， 且研究者的

研究:ñ法影審訊尊求行為(1主-'.Æ-) ， 並轄合出影攝賢訊哩電行為的一些因絮

(垃-六)

l 貴訊搜等行為依使用者的經鹽、工作頭型國工作任輯而有所不同 。

2 寶訊可得性和使用的書品程度影富貴訊來酷的軍擇。

3 控術人且常僅同攝幣，內的同事鹽販賣訊，科學家則較常與研究間主題

的同行女換貴訊 ， 而不措地酷的過近。

4 使用士II!較多看，較少量託別人代品搜零零賈訊 ， 因此科學軍當自己檢

素質訊 ， 而技術人員則較常香託別人代搜尋賢訊。

回國內外相闕.1iE研究

在 ARIST' 自 1966 年至 1978 且 1986 年 ， 以「置訊需求與使用」為題

的薯作誰有十篇(訟三三七)。其中除7振斯括主要在保肘影曹科學富貴訊需索

與使用立因醋 ， 其骷貝'1綜合聲理他人的調查報告 ， 摘述當時科技實訊需索與

使用的情形。至於圍內外相關實証研究 ， 基於本研究的對象且問題?茲m享

樂學科背景、大學教師，且非正式賀訊傳播立貨証研究至于述個字

l 以特定專業績域、學科背景人士禹對象的相闕，即世研究

國內外以特定專車個坡、學科背最為對象的相關研究也相當多 ， 其中仍

以科佳人員最受研究岩畫觀。

1979 年，替自耐迪斯 (Ann E. Pren tice ) 在望國某社區揖置五矗木同專輩

人士的居民進行訪說，以7解其面對本身工作需求時 ， 個何進行實訊嫂苟。

盡五種行黨分別是程式設計師或芽、航骨折圍) 、律師、企司計盟主持人、電

做工程師及退伍軍人諦詢服務且 。 結果顛示 ' <1:常使用的資訊效觀是同事之



:;p~主持

玄共辛苦，
可可

帽，以" 晨，奧科學..飾，蟹，現嫂，行品之研究ct l >15 

間的人際哥悔過，其次是特定行業的朋刊(草三八)。

1985 年，奈及利亞國軍獸醫研究所圍密士獻部門針對其間內的獸醫學

家進行開車研究，主要單現如下(1主三九}

(1)就索盈利亞獸醫學家日常工作霄，最需要的是臨床實訊直接商報告。

(2)他們的實訊需*只能惆闡撞得滿足 。

(3)其賢訊攪輯主要目的依次是品7研究、保持新個、噩噩誼士、參加

研討會、數學。

(4)最先使用段寫實料的三方式是主題目錄、攝要且紫引 、諮詢館且、國

覽串架、卡片目錄，以及向同事詣斂。

(5)最有效的實訊來幫依序10描要、期刊、研討會、醋且。

1988 年，傳韓秀數控以間壘調直台闡水產斜拉人且的實訊蟬鳴行為。

討搗賢訊貴醋、實訊需索、常用語言'll.書尋找賢訊的困難等，並劉貴訊服務

體出建議。囂研究單現個下(垃四十)

(1)年賢、職位等國彈和實訊收集行為有相關性

(2)噩噩聾的水產實訊質體是期刊，

(3)最常閥割的詩書是其宜。

(4 )在做實臨時比在教學上更需要實訊。

1996 年，傳雅霄教扭針對中研龍生命科學專軍事貴訊搜等行為立研究 ，

以科學傳播的觀點來加U攝制。其研究主要買現個下(1主由一)

(1)(扣研接生命科學專蜜的郡的科學傳播國實訊毒尋求行為和職扭、所別

且年齡有顛哥相闕，

(2)大部的研究人且包鳥在未來網路車攬中 ，團9民瀏覽、區本圍宙間刊

、同行評審、面對面淌過 ， 且學會活動的其重要性可

(3)該研究結合研究結果，歸納出-中研院生命科學專車的科學傳播輿

賢訊導來模式，強調生命科學家是實訊生產者，問時亦是實訊使用者，通過

正式與非正式的實訊管道 ， 一方面型車科學費訊， 方面看"'賢訊!

(4 )該研究並歸納出對中研院生命科學研究人且、 圖省醋、中研院祖毒

者和政府袂饋單位的建議，並躍出未來研究方向的迎讀 。

2 以大學教師局對象之相闕，實值研究

大學數師主要在世事「研究」興「數學J工作，與科學軍的工作有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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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但 因 科學研究人且兼級轍，萬教師起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情悟也相當普遍。

國內外叫大學教師品對象所進行對訊瘦弱行為之實置研究也相當今。

19師 竿，布羅本 (Elaine Broadbentl 因美國猶他大學的 Marriott 圍E餐

館計劃進行牌上目錄的盟劃 z 為7能設計出適合大學教師需眾的輯上目錄 ，

乃以該扭士學民做師為研究對象 ， 進行實訊蒐賽車行為研究，該研究選擇丈學

說敘師為研究對象，是由於士學說教師傳統上的國醫館高使用車 。 該研究主

要酷現1m干(草四二)

0)士學位教師最常用的三種質暉 ， 依次為 a所閱讀省籍士獻之春考

宜獻 b 主題目嗶 ， C 印刷式多位引、自聾以及研究拍薇。而團覽則且已重要的

第四顧位。樣配計顯示 ， 終身(tenured)與非終身 (non.tenured) 教師所需用

的質訊來源並無顛哥薑興。

(2)與使外圍吉普館目聾載自終端機查詢賢料庫來比較 ， 文學院教師較虛

設本世圍直酷的館醋。

(3)有 97.2% 的教師表示在目前還一季 (quarter ) 至少利用過一次區醫

暉，其中有 4.6% 曾重託他人去圖書館洛英鹽販賣輯。

(4)l!'缸計顯示 ， 終身教師比年輕的非終身教師更常使用電路輔助參考

工具 ， 布單本對此結果表示鵬訝。因以往研究顧示，對於非正式傳播個峙的

使用較個向針對蟬的偕眉 ， 而覺漫的講師比教授更喜歡使用圈也館的盟施 。

(5昨者列出三種價毀性自蟬，哥哥家教師在其中作選擇。統計顯示歡師

詔為第一種目擇最為有用

a 一種古TrIIU:l所有館諧的自矗 不只但括圍聾，還包括期刊、立件

、小冊于、手輔導。

b 一種可軍讀者自終端揖查得其它主要研究團由館目錄的騙上自

錄 。

C. -種訂單讀者自終端體畫得目前可用騙上目蟑實料庫立線上目錄

s 並可也做且臨曲，還過電腦輔助串考查詢 。

(6)統計顧示，有 77%教師表示闢ÆJ;l付費克式來增J革實訊的!i銜 。

1四0 年，關雅士對台大丈學院且工學說教師買訊搜尊行為之比較研究

，主要酷現有{拉回三)

0 )兩位教師大部帥的賢訊等放行局撞聶哥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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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院教師大郡的的實訊尊東行為無顧署蓋異，

(3)南民教師對電腦檢罪責料庫的興趣不高，但工學駐華全國的使用比倒

高齡士學院教師甚多，

(4)無法迅速撞得資料及己如有該實料卻誰不到 ， 是兩院數師常有的問

題。

1993 年，輯鼎揖教盟主實証研究，主要目的在7解台聞地區私立大學

教師的實訊蟬鳴行為 ， 及揮間有那些因絮與社立大學數師的圖直館使用量相

關。其研究單現如下(註白白)

(1)弘立大學數師對本世圖書酷的精聾匪 ， 在圖醫芳面只有 47% '在

期刊方面則只有 46 % ' 均不且 半 ， 顯然幅恆。

(2)在實科找等1;式1;面 ， 以自己動手技實科者最鈔 ， 其次才是聶煩助

理，要來圖書館員代按老甚少。

(3)對於無益扭本投圍\11臨睡悍的實訊 ， 其解決方式依次為

a 自行動l位外圓圈館tIt尊貴料。

b 通過11店或代理商購得。

c 噩過閣外主人購買草影印。

d 通過館際互惜，向他館借閱單影印。

e 向國內的同事、同行盟軍人來赦。

f 利用網路資醋。

(4 )本侵圖書館無告欄足賢訊需束時，他們通常前往國立大學圖告，直零

曲。而其最常使用的外投團唱館與實訊恥心 ， 叫還鐸台大圖書館為最多 ， 其

次品國立中央圈圈甜、中央研究院。

(5)有 59.2% 的，fI.立大學教師未曾使用過網品實源 ， 使用過者貝1) 1;

38% 。車E使用過者的調查顯示，最常使用的功能以查詢國外貿料庫者最多

(24.1%) ，其次為通信 05.7 % ) ， 直體討撞車少 ( 1.7 % ) 。

(6)該研究配計單現 ， 影壇教師圖書館使用的最佳預制簣，獸，依其重要

性 ， 依序曲 F

a 閱讀學術性實軒的時間。

b 閱讀專樂朋刊的績，致﹒

c 參加研討會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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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對圍直傲的繭聾ll!"

e 進行研究計畫數量

f 學歷。

3. j 正式資訊傳繪的相關研究

拉關(Jean Poland) 詔為 錯誤的嘗試且過於強調具體可見的傳播方式

， 是叫住科控傳播方面著作覺到限制的兩個因繁。許多非正式傳播是通過非

正式會談以及對論士原稿的討論而進行的可它誼生於著作正式出版單產生其

它方〈久性主獻記錄之梢。但非正式傳播草木一定會導致正式出版 ， 尤其在工

業部門的理喔 ， 置陸的值3展往往只是一團設計成品(t主四五}。

1971 年，盟勃 (A.O.H . Roberts ) 、垃聶 O.K. La rson) 對 200 位心理健

康酸憎工作人且進行之回顧性調查研究單現(位四六)

(1)大要多數人對對改進心理體庸君草工作的槍想，來自針本身的工作或

其他醫生的經轍 ， 多於外部的來源 (個研究性出版品) ;而大多數的改革盟軍

明乃冉自其工作經醋 ， 並非冉自針刻意研究 。

(2)創新單明憐想的主要來觀是人際的接暉，並非正式的傳播管道，木

站直接或利用盟面與他人接觸，比正式宜件更受歡迎 ﹒

(3)與消息靈通的同事草守門人 (gatekeeper) 的早已人接觸是相當重要的

。 同事間的溝通主要通過工作會譜、諦甜甜晶晶、相E拜訪、研討會以且日常

會話來進行的 。

1972 年，克爾 (Diana Crane )針對科學團間內部且其間互動之揖壺，對

無形學院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 。 抽的研究以農村社會學車間廣樂單間的傳你

為Jt研究基腫，認為非正式傳播是對新買訊傳輸特別重要的一種方式 ，且E盜

走當共同研究圈體存在，傳播行為使讀生在還些團體內1;(&團體之間，當團

體的研究著手'"新的或未姐的研究峙 ， 非正式傳播行1>便會增加 (t主喝令)。

1974 年 ， 艾倫 Thomas Allen)時十年的研究結果噩噩，將 些相關研

究盤合單一個傳播過程理詣 。 他體展出抖植守門人 ( technological gate 

keepers) 的觀意 與團體i且具有最多接觸的人便成為非正式實訊的主要傳播

者(t主四八) 。 艾倫理瞳現當組臨的結合力增強，傳播的可行性亦隨立增高 。

他研究的另一郡的貝1)暗示非正式的占區主~主要是包括單位內部及外部的控

衛報告，並指明還顯賀科最常 fl1 li:i)事處借來，正早已人收醋的檔章 很少出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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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民 n科學..筒，使."實滑行"之研究(主} '" 
書館借來('主四九)。

凱茲 (Ralph Ka tz ) >>艾倫曾儉設置期成員對研究計，但目小姐的影響，撞

車當研設團體的成且超過雖年不變動的話 ， 不站成且立問聶典團體外同事的

傳播行為都會減少{位五十)。

1983 年，曾西 (Will i am Lacy) 及布希 (Lawrence Busch) 曾研究不同系

所農業科學軍之間的實訊斐暉 ， 費現大多數互動是在系所內部草生，與其它

系所的科學草草非且是樂科學領單人們的直流則相當少 。 他們也儉親什麼綠的

來幫會影富農業科學軍決定其研究方訟，結果顧示，其它科系問馨的影單比

同科系多一些。作者值觀與非都鬥內同擎的實訊吏ì5tî是體生在耳樂會議主的

(，主A一)。

沒有任何針對實訊耳零零行為的研究指出圖書館是研究者最先寫!'<資訊的

場所，團省館對正式實訊傳遞居影聾的地位 ， 然就其本身而霄 ，由是科學家

里工程師投場實訊的最後一個地方(拉Á二) 。

胡某圓型醫館且且其它實訊棋聽著能持對其組織內立實訊守門人懿語情鐘

， 便可將其角色功能扭曲的更好 。 要對組織內實訊守門人進行了解國主動 ，

E書館且要能揖車專注掛非正式之寶訊傳播惘 。

三 、研究設計與實施

2位研究以訪談及間聲調查為主要研究芳怯。為蝶討前通研究問題以連成

研究 a 曲 ， 所揖行之研究設計與實施方式，本士叫研究步腹、研究實料之蒐

樂、間善之設計餌，實施、訪設立設計興，實!Ii四個盟的單間如下。

HiJ!覽步鹿

三位研究主要揖行以下立研究步摸

1 前導研究 也扭圍內世主針對農藥科學研究人員的使用者研究 ， 相關

丈獻多島國外之研究聶士?因此在設計問曹興訪談內容前，利用訪談進行前

ilJ研究 ( 20 位教師J .以避免囡囡內外不同研究的時空差距而造成問卷旦前

談內容「適用世」的問題。

2 問卷且正式，車被設計 被告奮研究目的亞研究問題 ， 並串考前導研究訪

談所得且其他相關研究來設計問卷 (閱攝一J ll.訪談內容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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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 .J佳 木研究針對閣立耳聾.黨專科學世農業科學教師進行問者

普查。回收閑書J;I. MS-Exce l 歌間進行統計分析，聶以了解其實訊搜軍車行為

的「現象J ﹒

4 正式訪較 本研究依德曼調者之研究領域，盡揮近三年內研究計量數

量大於盟等1It 3 立且是槃科學教師進行訪談 ， 以7解產生現象主背佳「因索」。

5 資科分析 骨折間醬普查且訪談所得實料，傑討研究問題 ， μ達成研

究目的。

ω開寶貴料立搜集

'"研究主要通過下列三種方式來扭集研究所需賀科

l 正式，面資料

(l)該設歡臨之「基本質科」。因此在問卷內容不知j入此類問題。

(2)該使近三年內教師接受世外隨槍聲託研究計制于1)表團目。此明賀科

有助軒本研究對受調老研究狀祖立了解 ， 及訪談對象之還揮。

2 利用問卷普查

針對研究問題，對許農藥科學教師費訊哩，行為「現象J :方面的質軒，克拉

研究採問卷普查方式來扭樂?並希望聶由對遭些盟員長的至于折與探肘 ， 以輔助

設所得賀科立不見。

3 利用深入前餃

本研究以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挂 ， 盡是為7避免「置的研究J昕悍的概的佐

'"績 ， 對酷現象背峰之深層因絮解脅力不旦的問題。學覽，章是一項針對特定

專業學衛社軍所做的專車研究，概括性結論盟許可幫助7解「 艦讀者」的行

為換武，但並不能巨應個別讀者的特殊狀扭。

對計「一般讀者」的實訊扭轉行為的了解，雖可提怯圍11館實訊服獨立參

考 ， 然而現行團會館買訊服路系統下的「置珠Jy.有多少呢 9 置些使用者為何

揖聾現行的實訊服務系統 (聶者為向現行的實訊服輔系統揖聾T他們) 。因此

本研究希望能甜苦暉入訪談的方益加以保肘。

自問卷設計與寶路

交往研究立輯查問卷乃針對研究問題 ， 並參考國內外文獻以E前導研究立

訪談記錄，以進行問卷之設計。問卷內容，且附錄一 「良英科學教師貴訊

J理電行為調查問學」 。 問卷之設計圈，實施個下所述



眉，以Ii'; :A樂科學徵師資訊，...行..之研究止、 '" 
1.r，Ji卷設計

2時可譽之內容至于為四部的

(1)揖-盟的是覺調者「目前研究、教學之現祖J .其中包括壘揖者畢加

研討會、執行研究計畫、聶士撞車、專圈出版嚀。此 前的世括問卷第

5-10 題。

(2)揖二郡的是受調者因何種研究、教學情攬而產生實訊需漿。且其最

常使用的實訊型態毋別是什麼 9 此一部盼但括問卷第 1-4 題。

(3)單三部份旨在7解其盟常使用的「賢訊搜尋管道j以及「實訊服務單

位J是那些?此都帥包括間喜聞 1卜22 題。

(4)第四郡的旨在了解壘詢者的「圖書館使用現祖J 。此部的包括問卷揮

23-30 題。

2 問卷調傘，實施

本研究問卷調查揖普查芳式，於民國 86 年 4 月 6 日寄質問者四5 帥，

至預直被止日同年 4 月 19 日止，共回收問卷 96 帥， 回故率 46.8% 。隨後即

~:~~:f-' 進行愷嘿，至同年 4 月 22 日止盟共回收問卷 123 帥，回牧草 60% 。回收悶

, hl 卷中 ， 有 借填害極為不主，因而作鹽 1 故有教間譽為 l泣的，可用率為

59.5% 。

個助設設計與實施

l 紡核酸針

本研究對軒具有下列特性的問題，採用訪談方式來保肘，訪談內容且附

錄二 「農業科學教師貴訊搜等行為訪談內容」。

(1)較抽象的問題 對按此輯問題，查訪者必讀先醒自站設者加以解棚

，才能正確而完聖地回答 ﹒個個對受訪者目前所處，學黨科學實訊單揖下的無

形學院直覺訊守門人毋佈賦祖之揖肘 ， 必讀經由暉入訪談才能體掘有價值的

研究線索。

(2)較敏醋的問題 倒如對世盟使團會館的看法，其中但括會官員服務體

E 、校方對圈圈館的主持度、使用圖書館的挫折感等。由於壘調者皆屬高級
如鐵骨子，對世問卷具有較高聾覺性 ， 此頤問題若能還過較輕聶動談束了解

， 撞得受訪教師的信任，曲此才能多句鹽如其內心其實巨型壺，深入問題居心。

(3)較深入的問題 有關實訊揖尊行..產生的背佳因索。開個為何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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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單不願使用某些實訊管道?為何獨矗某些E會館車費訊服務單位?

(. )個別覺間者的特殊問題 研師為何現有的正式實訊管道不能楠且其

質訊需家 9 他們有何獨特的解決之道?他們卸車那些特別方式草管道可鹽販

所需的實訊 9

2 訪，爽，實施

本研究原預定訪誼之教師為 5 1 人。自民國 85 年 8 月 26 日起進行話殼

， 至 86 年 4 月 19 日止，由於其中三位教師不在國內 ， 一位不頤接壘訪談 ，

實際訪談敘師共計 .7 位，佔全部研究對象之 23% 0 持續)

附 註

拉- 11;雄， (台灣A樂科錢與且是難發展) ，海峽兩岸，t奪研討會會錄 (台北 財

團法人逸仙文數基金會，民國 84 年 12 月 18 日 ) ，其 180 ' 
拉三台，四省政府A休，哩，台灣農零年報民國臨年版(台中散，且開行 ， 民

圍 8的年 ) . 實 6'

主主三 行ilc !iéA委會，八+四牟皮，t會科彼研究計貪，先行成果摘要報告 (台北

學禪 師晰，肺等) ，恥 。

FTJ主 拉回 Ames Krikel鉤，“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Pattems and Con 
cepts," Dnxel Library Quarurly, 19(5pring 1983) : 7 

這主五 Charles Atkin , "Instrumental Utilities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in 
N間I M odeú for M，晶晶mm酬ication Resean;h, Peter Clarke ed (Sage Annual Re 

views of Communic泌的 1 Research , '101. 2: ßeverly H ill丸 CA : Sage Publica!ions , 

1973) , p 欽)6
拉夫向位白， Krikelas '頁 7 ' 
1益壯同位詞， Krikel鉤，頁 6 '頁 18 ' 
拉入同位凹， Krikelas '頁 7 '

這主丸 Richard D帥，“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Need，~ lnformll 

tion Processing and M anagement, 19: 5 (1983} : 276 
位十 R.S. T叮lor. Va/ue.Added Proc，帥'e5 in l nfonnation Sy~tems <Norwood, 

N. J. : Ablex. 1986) , p.3 
位+- N.J. BeJkin. R.N. Oddy & H.M 扭曲". “ASK for Inform甜on Re 

trieval: pt. 1. ßackground and Theory," Journal of品圳1entdÚon， 380un~ 1982) 
61-65 
主主十二 Cokin K. Mick, Georg N. Linds叮， & Daniel Callhan, 'Toward Us 

able User Studies," JASl 5, 31 (September 1980) : 349 
拉十五 T.D. Wilson, "On User Stud間 and Information Needs," 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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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tntati酬， 37 (March 1981 ) : 8-11 
ti十四 個州飾，國會，官司戶的哲學 (台北女孽，民圓 82 年) ，其制。

位十五 ßrenda Oervin, & M時hael Nilan, "Information Needs and Uses," ìn 
Annual R l!TIie1V 0/ In[QrmatiQlI Scitnct and Technofogy, vol. 21 吋 Martha E 
Winiams (Chicago: Knowledge I nd間try Pub!ications, 1986) , p.16 

重主十六 Robert S. T叮lor， "Question.Negotiation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in 
Libraries." 品lù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9 (May 1峙8) : 178-194 

1垃益+<令1::" T.D. Wi沮ils咀οo吭】丸， "The Congn叫』山t缸削ive Approach tωo ' 0】forma】旭'"昀。on.Seek‘叫叫'"司glle

havi刷。刺ur and In叫.0=官n闡1羽削削"甜"岫岫2盼間叫。m叫o u，賦e氣V'J" 品叩1&缸f附開叫κ肘"t: ln吶/βQrma帥lwn

拉+入 N附icholas 1. Belkin “The Cognitive Viewpoint in InfonnatÎon Sd 
ence," Journal 01 lnformation Sci飢餓 16(}9曲) : 13. 

電車十九 Linus lkpaahindi, “ Information Gathering Methods of Nigerian 
Veterinary S<:ient間5，" Libmry and lnfonnation Scù:nu Reseorch, 7 2Ü咽5)

153, 

位二十 M，)圳n J. Voigt. "The Research and His Sources of Scientific In 
formation," Libri, 9(}959) 的3-186

拉二一 Denis Grogan, &ience cmd T t'Chnology ; An lmtruction to 的e

Literatu ,-e(London: Redwood Bum, 1982) , pp.21-22 
位二二 Richard L. Han “ Information Gathering among the Facu!ty of a 

Comprehensive College : Fonnality and Globa!ity ," The }ournal oJ Academic Li. 
brarianshφ23 (January 1, 1997) : 21 
拉二三間位二二， Hartι 

拉二四 Geoffrey Ford , "Progress in Doc‘Jmentation Res個rch in User Be 
haviour in Univel$ity Lihrarie!l," Journal oJ Do叫menωtion， 29 (March 1973) : 87 

註三:.Ji Saul Hemer, & Mary Hemer “Information Needs and Use包 in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 in Annual Revietv oJ /nJormaúQn 缸ence and Technology, 

叫 2， 吋 Carlos A. Cuadra (New York: Interscience Puhlishers, 1時7) ， p.3 
當真二步τ 岡草二旬 ， Ford,j'{ 87 0 

位二-< 向位十三 ， Wilson，真 6 '

社三八 Elliot R. Siegel “Transfer of Information to Health Practitioners," In 
h吋ress in CommunicaúO>l !Xùmce, voL 3, ed. 8renda Dervin , & Melvin J 
VoigdNew Jersey: Norwood, 19811 , p.312 

這主二IL Hater , 26 

金主三十 W.J , Paisley, “ Infonnation Needs and Uses ," in Annual Re切棚， 01 
InJorm仙'on &ience and TechnQwgy， 叫 3， ed. Carios A. Cuadra (New York 
Knowledge Industry , 1968) , p.5 

t垃主三一 同這垃主三十. Pai昀isl叫)，叮y

註三三已三 鄭聽敏， (人艾學司考島搜零鴉尋賢訊行'"包的傑究) ，教育賢抖，典略樹 t含tf館宮司學~'2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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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國 81 年) :403 0 

拉乏主陳雅文 ， r固立台灣大學工學院與文學院教師資訊，學*行治之開盒研

究J '國立台灣大學~齒，會學研究所碩士111女 ， 民國 79年，直 103 0

"三四 T.j. Allen. Managing th t' Ffow o[ Technoloιy(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7) , p.273 
tì. -=-Ã 傳耀秀， r從科學傳緝的1!Il越探討中央研究臨生命科學專家的資訊搜買車

行J.J ' 國立台灣大學圈，館學研究所博士111女，民國目竿 ，頁 49 .

社三六同詮三丘 ，哪種秀，頁 48-49 0

拉三三七 Herbert Menzel , "Infonnation Needs and Uses in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Annual Review o/lnfonnat酬品ence and Techrwlogy, vol. l (New York 

Interscience, 1966}, pp.4 1-69 
S. Herner, & M. Herner “ Infonnation Nee<\s and Uses in Sc ience 

and Technol。軒 " .4nnual Revi叫 o[ Infonnation 缸削'1' Qnd Tech叫'ogy， yoL 2 
New York: Intersdence, 19671, pp.I-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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