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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管理解題講座（地特）】講義 

105年特方特考圖書資訊學解題班 

主題一：105年題衝班抓題重點 

 抓題重點 

三

四

等 

� 代表解題 時事/理論 

難易程度 

● 基礎 

●●簡單 

●●●適中 

●●●● 難 

●●●●● 艱深 

圖 

書 

資 

訊 

學 

主題一：圖書館法修正     

主題二：圖書館設立及營

運標準 

    

主題三：數位人文     

主題四：Altmetrics 與引

文資料庫 

三 �引文分析是有系統地

進行文獻及其所引用

資料特性之統計，在圖

書資訊學領域運用引

文分析可以進行那些

議題的研究？ 

時事 ●●●● 

主題五：圖書館創新服務 三    

主題六：圖書館績效評估     

主題七：學術傳播的新發

展 

四 何謂「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學術圖書館

作為資料的蒐集、傳

播、管理的機構，如何

提供有效的資料庋用

策略？ 

時事 ●●●● 

主題八：ORCID     

主題九：知能     

主題十：105特身考題 四 資訊需求與行為研究 理論 ●●●● 



 

 

鼎文文理補習班 2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歷來為圖書資訊領域

關注之議題，請解釋何

謂資訊需求與資訊尋

求行為？並請說明資

訊尋求行為歷程 

技 

術 

服 

務 

主題一：館藏發展的未來

趨勢分析 

三 館藏評鑑是了解館藏

是否滿足使用者需求

的手段，一般來說可以

分為「以館藏為基礎」

及「以使用為基礎」兩

種評鑑類別，試說明

「引文分析法」和「館

藏綱要法」分別屬於那

一類型？再進一步說

明此兩種評鑑方法的

內容與優缺點  

理論 ●●● 

主題二：學術記錄的進化

對圖書館聯盟的衝擊 

    

主題三：Linked Data & 

與語意網 

三 �關聯資料或稱鏈結資

料（Linked Data）是網

路「資源描述架構」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簡稱 RDF）

的應用實例，可用來描

述網路資源。試說明其

特性與在圖書館界的

應用狀況 

時事 ●●●● 

主題四：知識組織系統     

主題五：BIBFRAME 1.0 

& 2.0 

    

主題六：Open Access     

主題七：書目加值 四 圖書館員辛苦建立館

藏，就是希望可以將館

藏傳遞給使用者，滿足

其需求，而透過館藏行

時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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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似 可 達 成 此 一 目

標，試說明館藏行銷的

策略與方法。 

主題八：聯盟與電子資源 三 聯盟採購可以降低成

本、節省人力，是許多

圖書館購置電子書的

方法，惟購買少數的使

用權限，能讓多數圖書

館的讀者使用，對圖書

館而言，可說是具極大

優點的採購方法，但卻

有可能造成出版社與

作者的生存困境，針對

此一議題，試以不同視

角申論你的觀點 

時事 ●●●● 

主題九： 

DOI & FRBR&RDA 

    

主題十：VIAF     

讀 

者 

服 

務 

主題一：真人圖書館     

主題二：身心障礙讀者服

務 

四 資訊取用平等（equity 

of access）是圖書館專

業關心的核心議題，公

共圖書館應如何具體

落實此種理念於業務

中？試申述之。 

時事 ●●● 

主題三：服務設計     

主題四：書目療法 四 何謂讀者諮詢顧問服

務 （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其服務內容

為何？施行此項服務

的館員需具備的人格

特質與專業知能有那

些？試申述之。 

時事 ●●● 

主題五：學習共享空間評

鑑 

三 �圖書館空間從「資訊

共享空間」（information 

時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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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s）到「學習共

享 空 間 」 （ learning 

commons）的規劃理

念，繼而有「研究共享

空 間 」 （ research 

commons）的發展，請

說明前述三項空間經

營理念的意涵？並比

較三者在定義、使用對

象與空間設備上的差

異。 

主題六：生涯資訊服務     

主題七：隨興休閒     

主題八：閱讀素養 三 �網路資訊特性對於傳

統閱讀產生不同的影

響，請說明網路閱讀相

較於傳統紙本閱讀在

閱讀經驗上的差異 

時事 ●●● 

四 問 題 導 向 式 學 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強調，

學習內容應與學習者

的經驗互相連結，館員

在設計資訊素養教育

活動時，應如何運用

PBL 的理念？試舉實

例闡述之 

時事 ●●● 

四 早期閱讀對嬰幼兒有

何幫助？公共圖書館

在嬰幼兒閱讀服務方

面，可有那些具體作

為？試申述之 

時事 ●●● 

主題九：個人資料保護法

與圖書館 

 �資訊社會中，對個人

隱私保護的重視程度

日益升高，尤其對提供

時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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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的圖書館而

言，更是重要的倫理議

題。2012 年我國實施

「個人資料保護法」

後，對圖書館的服務造

成極大衝擊。請從圖書

館的服務以及管理兩

個面向，說明讀者可能

受到的隱私侵害，以及

相對應的保護措施 

主題十：環境管理五件事     

資

訊

系

統

與

資

訊

檢

索 

主題一：巨量資料、大數

據 (Big Data) 

    

主題二：使用者設計 

(UI) 與 使 用 者 經 驗 

(UX) 

    

主題三：服務導向架構 

(SOA) 與圖書館服務平

台 (LSP)& Open Source 

    

主題四：擴增實境(AR)      

主題五：行動通訊技術 

(iBeacon， NFC) 

    

主題六：Topic Map & 

RDF 

    

主題七：IoT 物聯網 vs 

圖書館 

    

主題八：引文資料庫     

主題九：資料科學     

主題十：易用性、資訊檢

索互動 

    

補

充

資

訊 

主題一：超商與圖書館之

間的戰爭 

三 媒體報導，臺北市立圖

書館與超商合作，推出

超商借還書的創新服

務，期能擴大圖書出借

效益，推廣閱讀，但卻

時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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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出版界的異議。請

就此案例，申述公共圖

書館在活絡閱讀風氣

的同時，如何在讀者的

便利性與出版產業的

發展之間取得平衡？ 

主題二：論文議題 

    

   

題衝班未抓題到的內容 

  

 

考題 (考試別) – 

� 代表解題 
三四等 時事/理論 

難易程度 

● 基礎 

●● 簡單 

●●● 適中 

●●●● 難 

●●●●● 艱深 

1 圖書館蒐藏的資源類型多樣化，為了讓使用

者方便查詢、辨識、選擇與獲取不同類型的

資源，館方通常會提供館藏目錄、整合檢索

工具或資源探索系統等，予以協助，試說明

其間的差異與適用時機 

三 理論 ●●●● 

2 �除了傳統的 Precision 及 Recall 之外，試

舉出兩個適用於評估系統排序（Ranking）效

能的新評估指標 

三 理論 ●●●●● 

3 �Gerard Salton 提 出 以 “Discrimination 

Value”來決定一個索引詞的重要性，並以 TF

（Term Frequency）* 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來計算詞的權重。試解釋 

“Discrimination Value”的意義及 TF * IDF 的

計算方式。 

三 理論 ●●●●● 

4 �相較於資訊檢索系統，推薦系統更適用於

何種資訊取用（Information Access）情境？

請從資訊需求及文件的特性進行申論之 

三 理論 ●●●●● 

5 �試解釋相關反饋的原理，並說明準相關反

饋（Pseudo Relevance Feedback）及隱式相關

三 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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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饋（Implicit Relevance Feedback）兩種取徑

的不同 

6 �圖書館不斷發展數位館藏，勢必面臨數位

保存與永續利用問題，請說明因應數位長期

保存（digital preservation）需求，圖書館可

以採取那些技術措施？並請解釋各項技術之

優劣 

三 理論 ●●●●● 

7 �由於社會中人口多元化的趨勢，對多元族

群提供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試以公共圖書

館為例，說明規劃多元族群資訊服務時，策

略思考的內容 

三 時事 ●●●● 

8 �衝突管理的能力常被視為管理者重要的管

理技能，美國管理協會對中高階經理的研究

甚至指出，平均每位管理者約花費百分之二

十的工作時間處理組織中的衝突。管理學者

Kenneth Thomas 曾提出從個人合作與堅持

己見的程度，可定義不同的衝突處理策略，

請說明這五種策略及其適用的時機。 

三 理論 ●●●● 

9 �變革對管理者而言，經常是個重大的威

脅，尤其當代圖書館這種以知識為基礎的組

織，以及本質為知識工作者的館員其職責變

化，均可充分體現因持續的典範轉移所形成

的變革壓力，及其所帶來的重大影響。請從

資源、服務與讀者三個面向分別說明圖書館

的典範轉移 

三 理論 ●●●● 

10 圖書館事業的典範由 systems-centered 演進

為 user-centered，再演進到 

Knowledge-constructioncentered，如此的典範

變遷對於參考服務有何影響？試申述之 

三 理論 ●●●● 

11 當代圖書館強調分眾行銷，關懷弱勢族群。

在高齡化與隔代教養社會背景下，祖父母與

孫子女相處時間增加，介入孫子女成長的影

響力亦增強，針對社區此種祖孫共處、隔代

活動的需求，國內外已有公共圖書館推出祖

孫共讀活動。祖孫共讀活動的益處為何？如

三 時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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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實施？試申述之 

12 令館員難以因應的讀者，相關文獻將其分為

「 problem patron 」 （ 問 題 讀 者 ） 與

「difficultpatron」（刁難讀者）等兩類。試

述此等讀者之行為類型有那些？又，館員該

運用那些溝通技巧，以降低對館務運作的負

面影響？ 

三 時事 ●●● 

13 數位時代中跨平台、跨資源、跨語言查詢的

需求日益增加，使得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工作更顯重要，但進行權威控制作

業相當費時、費力，依你之見，圖書館應如

何有效進行權威控制工作？ 

四 理論 ●●● 

14 說明階層式分類法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及分析綜合式分

類法（analytico-synthetic classification）的展

現方式有何不同？各有何優缺點？ 

四 理論 ●● 

15 何謂書目驗證（verifying）？其功能與步驟為

何？應該由那一個部門負責較為妥適？ 

四 理論 ●●● 

16 在使用控制辭彙進行人工索引的書目資料庫

（如 Medline）常有「延展查詢」（Explode） 

及「精準查詢」（Focus/Major）兩種進階檢

索功能，試解釋這兩種功能的作用及其對 

查準率及查全率的影響 

四 理論 ●●● 

17 試詳述 R.S. Taylor 的資訊需求階段理論。 四 理論 ●●●● 

18 試從使用者、文件屬性、索引方法及排序方

式等四個面向比較書目資料庫和網路搜 

尋引擎的異同。 

四 理論 ●●● 

19 試解釋互動式檢索（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評估與傳統資訊檢索評估方式 

有何不同？ 

四 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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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二：申論題解題技巧 

Q： 想請問老師如何解歷屆考古題？雖然老師課堂上有解部份考古題，但多數仍須學員

自己練習找解答，雖坊間有部份解題書籍，但老實說寫得很籠統，不似老師課堂解

題有條理清楚，尤其對非本科系考生很受用，老師有沒有什麼解題撇步可以建議我

們？ 

Step 1：拆解題幹 

題幹重點拆解，每個題幹中提及到的重點都要在申論中提及。 

Step 2：概念延伸 

加入申論時與此題相關概念、重點、背景、名句、研討會議題、實例運用等，此階段強調

延伸。若有參考文獻就是要能夠將文獻中的重點抽取。這一部分有兩個重點，一是找對文

獻，二是透過累積的知識背景抓出適合此題的重點，在讀者服務考科中很重要的就是舉出

實例，透過實例，建立與理論之間的連結點。老師建議用卡片做主題圖像重點整理。卡片

整理時可強迫自己閱讀文獻，考前做為快速記憶工具。 

Step 3：重組配分 

起承轉合還是老師一直強調的，將第二部分零散的概念重組成一篇脈絡，層次分明，論述

面面俱到。此階段強調收斂。把握起承轉合四大部分與五大原則。 

起，為背景鋪陳，或為直接破題。 

承與轉，需將題幹的所有問題有條理的論述，篇幅通常佔答題比率的 60-80%。為基本分數

的重要段落。 

合，為結論，為建議，為觀察，為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為呼應名句或經典文獻。這部分

為加分的亮點。篇幅不用多，約  200字左右。 

  

五大原則為 

組織性:  

重層次，重條理，重邏輯性。一方便可讓老師快速抓到申論的重點，加速評分，一方便對

考生而言，答題聚焦，不離題，不泛論。 

一致性:  

專業用詞前後一致。 

均衡性:  

答題比重配分均衡，不論是單題，還是整份試卷中的考題。切記，時間分配的重要性，不

要到最後沒有時間寫其他申論題。 

美觀性:  

字跡工整，字型大小，排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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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性:  

從背景，現況到建議。溯及既往，展望未來。 

 

圖資五大科每一科的考題透過三步驟，四段落，五原則，即可輕鬆應答各型申論題。 



 

 

鼎文文理補習班 11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主題三：三等圖書資訊學申論解題 

1.引文分析是有系統地進行文獻及其所引用資料特性之統計，在圖書資訊學領域運用引用文獻可

以進行哪些議題的研究?(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引文分析 

�圖書資訊學領域引文分析的研究 

�學術傳播 

�引文分析的方法 

�自我引用 

�文獻老化 

�布萊得福法則 

起(10%)：學術傳播中引用的重要性 

承(40%)：引文分析的定義與方法 

轉(40%)：圖資可運用的議題  

合( 10%)：ACRL 2016 趨勢 

參考書目 

�蔡明月 (2005)。引文索引與引文分析之探討。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1(1) ，45-53。 

�陳光華，江玉婷，莊雅蓁，許雅淑（1998）。引文分析研究發展現況。書府，18/19，15-47。 

Borgman 於1990年提出學術傳播指的是各領域學者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管道利用並傳播資訊的過程，

學術是專門領域的傳播成果。學者在學術傳播鏈中藉由引用文獻，表明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承認、借

鑒、繼承、修正、反駁、批判或是向讀者提供更進一步研究的參考線索等，於是學術研究與引文之

間建立起一種引證關係。 

 

引用文獻分析最重要的特徵是對大量的引文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研究。引文分析可廣泛地應用於使用

者的研究與各學科及各類型文獻的研究，並以此評估論文的學術表現，進一步更將其應用於在檢索

系統與圖書館館藏發展等領域。引文分析的方法很多，基本上，引文分析是利用各種數學以及統計

學的方法對科學期刊及文獻甚至作者等對象的引用與被引用現象，進行比較、歸納、抽象評斷，以

探索其數量特徵及內在價值。 

 

引文分析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如下。 

(一) 從引文數量上進行分析 

透過期刊、著者、論文、文獻類型、年代等分析面向的被引次數的排列及規律評定文獻的質量。

主要用於對期刊或著者或機構與研究單位進行質量評價，以研究文獻資訊流動的規律，例如文

獻的老化規律、集中與分散規律、核心期刊、引文的語文和類型的分布情形等。 

(二) 從引文的網狀系統進行分析 

引文系統是一種以文獻的引用和被引用所特有的相互關係所構成的文獻資訊體引用與被引用關

係形成了鏈、樹、網型結構。引文網路系統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網路 

甲、時序網路：在一組重要且有代表性的引文中，每篇文獻都作為節點，按時間先後標以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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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這些節點並以引用次數或其被引率為權值，即構成引文時序網路圖。 

乙、同引網路：當兩篇以上的文獻共同被後來的一篇或多篇文獻引用。 

丙、耦合網路：若兩篇文獻共同引用了一篇或多篇論文。 

引文網路圖可反映出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而且可以揭示引文網路中的重要節點，也就是分析學科

的核心文獻。 

 

圖書資訊學領域可進行的引文研究分析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項 

(一) 使用者引用行為分析 

 透過使用者引用行為分析，分析引用文獻分析的問題與防治之道。 引用時可能會有用而不

引、引用偏見、間接引用、自我引用或是引文錯誤的問題。透過分析，可藉由書目管理軟

體教育訓練以及利用推廣教育進行學者引註行為簡化。 

(二) 從文獻引用的網絡找出核心文獻 

 不僅僅可找出符合布萊得福法則的核心文獻做為館藏發展的方針，還可以協助使用者透過

引用文獻網路快速尋找學科領域中重要文獻。 

(三) 從文獻老化的速度找出可移往閉架書庫管理的書籍 

(四) 從引文分析衍生的書目計量學產出母機構與學者的競爭力分析報告，輔助學者與機構研究

服務項目。 

(五) 從引文資料庫的跨學門查詢增進學者跨域合作。 

(六) 從引文資料庫的核心期刊報告可協助學者篩選發表期刊。 

(七) 從引文分析觀察與預測學科學術傳播的趨勢與國際合作的學術擴散力表現。 

 

引文分析研究是一種工具，這樣的工具呼應了 ACRL 2016 年發表的學術圖書館的幾大趨勢，

包括專業的研究資料服務 Research Data Service (RDS) ，進行館藏評估的趨勢以及館員為了要

提供研究資料服務相對應需學習的技術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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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館空間從資訊共享空間 (Information Commons) 到學習共享空間 (Learning Commons) 

的規劃理念，繼而有研究共享空間 (Research Commons) 的發展，請說明前述三項空間經營理

念的意涵? 並比較三者在定義，使用對象與空間設備上的差異。(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資訊共享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 

�研究共享空間 

�經營理念 

�定義 

�使用對象差異 

�設備差異 

�實例 

�圖書館五律 

�ACRL 學術圖書館趨勢 

起(20%)：圖書館創新翻轉 

承(20%)：三種空間的基本說明 

轉(40%)：三種空間的比較 

合(20%)：呼應圖書館五律與 ACRL 趨勢 

參考書目 

�吳政叡（2008）。學習共享空間面面觀。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34（2），115-123。 

�楊婕 (2016)。從個案研究探討大學圖書館研究共享空間。大學圖書館，20(2)，56-75。  

圖書館的創新與翻轉是近年來圖書館界盛行的氛圍，其中，把空間還給讀者，透過空間的改造，

隨著資訊科技設備的導入，提供給圖書館讀者一個整合的數位環境，於是乎，資訊共享空間的

風氣從國外到國內逐漸風行。師範大學的 SMILE 與中興大學的興閱坊都是國內大學圖書館發

展資訊共享空間成功的實例。在資訊共享空間逐漸發展後，近年來學術圖書館一種新的思維開

始加入到資訊共享空間中，認為不應將重心放在 IT 技術或數位資料上，而應該將焦點放在如

何輔助教學和幫助學生學習，於是誕生了學習共享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是從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延伸演變而來，

資訊共享空間主要在提供圖書館讀者一個整合的數位環境，可以在一個地方（或場所）方便滿

足讀者的各種需求。學習共享空間則在此基礎上再加入「輔助學習」的元素。研究共享空間則

是將學習共享空間的概念繼續延伸，除了支援教學外，也支援研究產出。 

 

以下從經營理念、定義、使用對象、設備分析資訊共享空間、學習共享空間與研究共享空間之

比較。 

 資訊共享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 研究共享空間 

核心經營理念 

著重於硬體 

提供一整合的數位環境 

學習共享空間的核心

念是將「學生成功

（Student Success）」

融入資訊共享空間 

支援教學與研究 

定義 因 應 現 代 科 技 的 發 有時又被稱為資訊共 因應現代科技的發 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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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圖書館設置一個 提

供電子資源和各種  軟

體給學生使用的空 間 

享空間，但其將「學 

生成功」融入資訊共 

享空間之中，其核心 

理念以輔助教學和幫 

助學生學習為主，是 

可以進行團體討論及 

互動的場所 

書館設置提供  電子資

源、各種軟體、 與數位及

多媒體給教  師與研究人

員使用的 空間，涵蓋資訊

科技 和協同研究，也提供 

專業的學科服務來支  援

研究，以達到大學 圖書館

支援學術研究 的目的，其

精神在於  滿足研究人員

及教師  在這數位化且資

訊爆 炸時代下，給予精確 

的研究資訊 

使用對象 

大學生 大學生 大學生 

研究生 

教師 

設備空間 

學術／參考核心館 

藏  

電腦資源與器材  

自主學習、多媒體資

源  

學生休憩空間 

學術／參考核心館

藏  

電腦資源與器材 

討論、互動空間 

自主學習、多媒體

資源  

學生休憩空間  

可供安靜閱讀或自

習的空間 

電腦工作站  

複印設備  

個人研究小間 

研究討論空間 

休息區  

參考諮詢區  

常用現刊區  

專屬於此區的參考館員

或學科館員 

 

研究共享空間主要服務對象為研究生及大學教師，提供專業的學科服務來支援研究，以達到大

學圖書館支援學術研究的目的，其精神在於滿足研究人員及教師在這數位化且資訊爆炸時代

下，給予精確的研究資訊。而學習共享空間主要的服務對象為大學生，其精神在於鼓勵學生能

透過團體討論及協作來完成學習，學生能自由利用該空間的所有設備。兩者之間均針對不同讀

者群進行服務，且希望達到不同的服務成果，但不論是學習共享空間或是研究共享空間，主要

的目的都是要提供一個創新的空間來輔助學習和研究。從以上可看出圖書館空間是隨著服務使

用者的不斷進化，也呼應了圖書館五律之圖書館是一成長的有機體。而空間的反展也呼應的 

ACRL 2012年的持續導入資訊科技改善空間服務；ACRL 2014 年之協助學生成功到 2016 年的

研究資料服務的趨勢。 

 



 

 

鼎文文理補習班 15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3.網路資訊特性對於傳統閱讀產生不同的影響，請說明網路閱讀相較於傳統紙本閱讀在閱讀經驗

上的差異。(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網路資訊特性 

�閱讀經驗差異 

�網路世代 起(10%)：網路閱讀的定義 

承(40%)：網路世代的特質 

轉(40%)：閱讀經驗差異 

合(10%)：建議 

參考書目 

�技術服務小百科 http://techserviceslibrary.blogspot.tw/2013/04/e-reading.html 

�林珊如 (2010)。數位時代的閱讀：青少年網路閱讀的爭議與未來。圖書資訊學刊，8(2)，29-53。 

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與網路的高度發展，越來越多的資訊經由數位化的內容呈現，並透過網路

將其傳遞至全世界，讀者也得以藉此獲得許多資訊。過去在網路上的閱讀行為一般泛稱數位閱

讀或是網路閱讀；只要用數位媒介進行的閱讀活動，皆可稱之。狹義而言，數位閱讀是結合軟

體、硬體與服務三方，即將內容數位化後，透過不同形式之電子載具，以閱讀軟體來呈現。 

 

隨著資訊暴增、網路科技發展、使用者快速成長，產生所謂的網路世代。根據 Tapscott的研究，

出生於 1977至 1997年的網路世代具有以下特質： 

(一)具有全球視野與開放情感： 「科技」使他們愈來愈容易與「世界接軌」，而不受「族群與

地域」的限制。 「匿名」的本質也使他們「更願意發表」自己的看法。 

(二)強調獲取新知與學習的權利：傾向終身學習，強調每個人都有平等接受學習、獲取資訊和發

表意見的權利。 

(三)熱愛科技：對科技很有興趣，熱愛使用網路，以富創意的方式使用網路，喜歡網路的便利性，

喜歡搜尋帶來的控制感，勝過資訊傳遞與娛樂感。 

(四)嚮往表現成人般的成熟 

因應網路世代的特質，其處理資訊上有十項特徵：速度快；平行處理資訊能力強；傾向

以文釋圖；單向線性地取用資訊；習於連結性；主動性；以問題導向看事情；期望

立即性的獎勵（Immediate reward）；強調夢想的重要性；對新科技抱持正面看法。 

 

比較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在閱讀經驗上的差異可從文章、作者、讀者因素歸納如下： 

 網路閱讀 紙本閱讀 

文章結構 
網路篇章常見以短、小、精、幹的文字

呈現。 

傳統的書刊包含明顯的開頭、中間的文

本及結尾，並有明顯的章節與段落。 

作者角度 
網路上，人人可以是作者，網路寫作者

我手寫我口，比較不注重文法、拼字，

平面書刊作者常完整而有焦點的論說

或描述；因為出書費時費力，用字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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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常以片段的、夾帶動畫、圖像的

方式呈現。 

較為嚴謹。 

讀者角度 

透過超連結的方式，讀者可自行決定或

建構閱讀的起點與終點，是一種跳躍式 

的閱讀經驗。 

閱讀平面媒體是一種線性的經驗，通常

也要求較長的專注力。 

 

針對媒體特性分析，網路特性對傳統閱讀經驗產生不同影響的因素，可歸納如下： 

一、非線性：讀者可以隨著超連結獲得跳躍式的閱讀經驗，可以隨時進入有趣的閱 讀世界，補

充個人閱讀時所欠缺的背景知識。 

二、互動性：網路的互動性強，對讀者而言，此類閱讀經驗，可以產生參與感及控制感，並對

該社群產生歸屬感。 

三、立即性：網路上隨時隨地可以取用多元、即時、快速更新的資訊，也對閱讀經驗造成不同

的影響。 

四、匯集性：網路上同時可以運用文字、圖片、影像等多媒體呈現一個主題，讀者可以體驗閱

讀的生動性與活潑性。 

五、匿名性：在網路上可以無止境地變換身分，匿名性連同網路的即時性與連結性，使多元觀

點可以快速被取得與閱讀，是網路閱讀與傳統閱讀的主要 差異 

 

由於網路的科技特性，加上網路閱讀素材具免費性、全球性、易得性、可用性、新穎性與更新

性等特質，其創造出的閱讀經驗與閱讀結果便可能不同於紙本閱讀。就閱讀經驗而言，網路非

線性的文本結構及可互動的本質，使網路閱讀賦予讀者閱讀經驗上的主控性。網路上匿名性的

本質，使讀者在不同的社群中閱讀與發表時，經驗到自我身份的流動性。就閱讀結果而言，網

路閱讀除可創造休閒娛樂經驗外，也 因可互動性而強化了跨時空的溝通。網路閱讀也可針對疑

惑或感興趣的內容隨時進一步查詢，因此有經驗的讀者將培養出多元素養。 

 

另一方面，在紙本與網路環境中閱讀，對時間的流動感與閱讀經驗的期待可能是不同的。閱讀

書本時，讀者期待放鬆、安靜地 閱讀，經驗上時間流動是緩慢的。網路閱讀則可能是分秒必爭

的，使用者在互動中期待快速獲得回應，手指則忙於操作，時間的流動感是快速的。 

 

綜上所述，網路科技的特性對閱讀兼具正負面之影響。科技是中性的，端看人們 如何使用它，

是好是壞是一種社會建構，而非科技本身之責。林珊如老師於文獻中特別指出，即使網路閱讀與

紙本閱讀之閱讀經驗不同，但圖書資訊學界可在認知兩者差異後透過以下建議走向雙軌閱讀進

行。新型態的數位閱讀，應受重 視。多元素養是重要的，也應在各層級的教育體系內正確地

培養與傳授。其中，更應強調在數位環境中批判性閱讀的重要性。數位閱讀能力應受評估。2015 

年 PISA 測驗後閱讀素養滑落到 23 名，這是第一次以數位化方式評估閱讀素養。展寓教於樂

（Edutainment）的網路閱讀與學習之素材與模式，進而推展閱讀的動態性、自主性與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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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圖書館不斷發展數位館藏，勢必面臨數位保存與永續利用問題，請說明因應數位長期保存 

(Digital preservation) 的需求，圖書館可以採取那些技術措施? 並請解釋各項技術之優

劣。(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數位長期保存 

�技術措施 

�優劣 

�LOCKSS 起(10%)：圖書館是知識的儲藏所 

承(20%)：長期保存與數位保存的定義 

轉(60%)：技術與其優缺點 

合(10%)：LOCKSS 

參考書目 

�歐陽崇榮 (1992)。數位資訊保存之探討。檔案季刊，1(2)。 

�莊詒婷 (2010)。典藏機構電子資源長久保存計畫概述：以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為例。圖書館、

博物館與檔案館資源整合與分享研討會。 

儲存人類重要的知識以保證知識可以永久的被使用，是知識典藏機構責無旁貸的任務，但資訊

科技的發達 造成典藏的媒體不再侷限於紙張，且因電子資源易於 傳播、複製及再利用的特性，

已成為資訊網路時代下，知識傳播的新寵，甚至越來越多的原生資料僅單純以數位形式存在。

然而，數位媒體保存不易，甚至可能 因而永久遺失，也使得電子資源的知識保存機制受到嚴重

的挑戰。為了保存人類知識，知識典藏機構必須連接過去與未來的知識，且不因儲存媒體的改

變喪失其功能定位， 而若不能完整的存取人類過去及現在的資訊資源，知識不可能進步。然而，

在數位環境中，典藏機構對於知識保存的責任，可能更為艱辛。 

 

長期保存，英文 Long-term preservation，Verheuil於 2006年定義其至少需保存 5年，甚至更久，

對電子檔案而言，所謂「長期」是指檔案產生時間超過其產生系統（軟、硬體）之存在 時間，

以目前的電子科技發展狀況，大約是 5 年。數位保存是確保數位資 料的長期維護，並可被持

續檢索取用所不可獲缺的一連串管理活動。陳昭珍教授則認為電子資源的長久保存稱為 「數位

典藏」（Digital archiving），意指長期的儲存、保存及取用原生的數位資料或將原始資料數位

化後的資料。 

 

長期保存常見之技術方法有四種，分述如下： 

(一)系統保存(system preservation)：又名技術保存(Technology Preservation)，其做法是將資訊以

其最原始的格式儲存，並且將電腦系統保存起來，可只保存電腦硬體（含作業系統），或只

保存應用軟體（可能含資料庫系統或其他相關軟體），亦或是將電腦軟硬體皆保留下來。 

優點：最簡單的方式，只須保存電腦的系統就可以維持電子資源的可用性。 

缺點：必須持續保存過時或是快被淘汰的電腦系統，成本高且須大量存放空間。 

此策略適合短期目標或配合其他策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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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Refresh)：將電子資源在儲存媒體過時之前，複製到新的儲存媒 體。這種複製更新的

動作基本上需要 3~5年複製一次，至於更新時間的長短可是為媒體變化技術而定。 

缺點：僅單存儲存媒體並無法確保讀取內容軟體的相容。採用此策略一定要定期更新，不然

不能保證更新後的媒體可以繼續使用。 

(三)轉置(Migration)：轉置是將數位資訊的內容、架構與關連性都保存下來， 其目的是在保存

數位資訊的完整性，並確保使用者可以在不斷變遷的新科技中繼續檢索、取用。 

優點：可以保持數位文獻的原貌，並繼續提供往後的檢索使用。適用於經常需要使用的數位

資料。是現階段最常使用的保存方法之一。 

(四)模擬(Emulation)：於現有的技術環境下，將數位資料回復其原始作業環境，藉以呈現原有資

料。模擬技術是保存策略的一種，不但可以確保資料不會遺失，且數位資訊的外觀 （Look）、

感覺（Feel）和特有的行為（Behavior）都 將被一同模擬保存起來，因此，可以讓一個數位

資訊回復其最原始的狀態，使得數位資訊的功能在新的電腦上完全呈現。 

缺點：須對軟硬體十分孰悉，且因應長期保存，模擬器有再設計與轉置問題。 

(五)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標準化的重點在於數位技術的選擇需考慮符合標準， 通常與其他

保存策略配合。 

缺點：技術單位與典藏單位對標準的共識不易達成。且標準會隨時間改變。 

(六)封裝(Encapsulation)/詮釋資料(Metadata)：封裝策略其實融合了詮釋資料的內涵，是將被保

存的數位資料及相關的資訊如文件說明、組織活動資訊等包裹在一個封包裡，再透過翻譯、

模擬、轉換等方式，提供未來使用者解讀與瞭解。封裝重點在於詮釋資料，詮釋資料依其功

能可分為：描述的(Descriptive)、行政 的(Administrative)及結構的(Structural)。 

優點：之後可透過解譯、模擬、轉換等方式，提供使用之讀取與了解。 

(七)複製(Redundancy)/備份(Backup)：複製一份異地存放或是建立易地備援系統，是著眼於安全

問題或系統執行效能上，而非僅在數位資源的保存。異地備援的方式有三，分別是異地熱備

援，但成本最昂貴；異地暖備援，從備份媒體中復原資料，但有時間差；異地冷備援，不僅

會有時間差，也有資料漏失的問題。 

(八)印成紙張或其他可瀏覽的媒體(Converting to paper or another media)：將電子檔案列印成紙本

或輸出為其他類比形式的媒體 (如微縮片)。此方式為暫時因應之道。 

 

數位資訊的保存可從三個方面來看：實體保存(physical preservation) 、 功能保 存 (functional 

preservation)及組織保存 (organizational preservation) 。實體保存主要在關心儲存媒體的問題，

解決方案可採用更新方法。功能保存主要在保有原來軟體環境，可使用轉置或模擬的策略。組

織保存乃是關心是否有足夠資訊使得組織能使用該保存的資訊從事其組織活動。然而最好的方

法是應該發展一套與電腦硬體及軟體都無關的保存方法。各國圖書館界無不發展相關計畫以研

擬制定相關政策及標準供國內甚至是國際上使用，共同建置長期保存的平台，供機構長期保存

資源，也供使用者取用資源。其中又以 LOCKSS 計畫最為有名，對圖書館而言借助 LOCK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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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可以方便即時地完成館藏電子資源的檢索與取用， 建立自己的電子資源儲存系統。對出

版商而言，可實現電子資源發布服務的重要平台。對讀者而言，可以方便、快速地檢索到圖書

館原有和最新出版的期刊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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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三等資訊系統與資訊檢索申論解題 

1.除了傳統的 Precision 及 Recall 之外，試舉出兩個適用於評估系統排序 (Ranking) 效能的

新評估指標?(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資訊系統評估新評估指標 

 

�資訊檢索 

�AP 

�R-Precision 

起(10%)：資訊檢索 

承(40%)：資訊檢索評估傳統方法 

轉(40%)：資訊檢索評估新判斷指標  

合( 10%)：小結 

參考書目 

�陳光華 (2004)。資訊檢索的績效評估。2004現代資訊組織與檢索研討會。 

�相關判斷與評量，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017/ 

�資訊檢索系統評估與測試，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0704/ 

資訊檢索可定義為有選擇性、有系統性回收經過邏輯性貯存的資訊。早在 1960年代，便有學者

們試著去評估資訊檢索系統的執行能力，也陸續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測試形式，例如研究測試

(Research Tests)是一種沒有特定的應用目標，只是想擴展對資訊檢索系統相關認知的測試方

式；有的是在某個特定的作業環境下進行的測試，目的在於設立一套新的系統，故而往往產生

許多改進的建議；另外，則有些是有關操作系統方面的測試。進行各種評估測試的理由，主要

是在找出所謂成功檢索的意義層面，找出任何工具或技術的轉變對系統執行能力的影響，以及

做為資訊提供者的參考，有效的評估在設立一個資料庫或操作檢索上，會是一種很好的投資或

修正的參考。    

 

資訊檢索系統的評估，範圍的設計上可大到包含整個檢索環境，也可只針對某一部分來進行，

例如針對索引部分、資訊選粹服務(SDI)的功能或回溯檢索的部分來執行。而在做評估測試時，

選擇的參與者或使用者最好是找一群有真正資訊需求的對象，因為這樣的使用者才能了解自己

需要的資料是什麼，也才能有效地分析檢索的滿意度。至於評估的重點，傳統上是建立在回現

率(Recall Ratio)和精確度(Precision)的分析研究。所謂回現率是指所檢索到的相關文獻占潛在可

檢索到的文獻總數之比例，而精確度是指檢索到的相關文獻占此次所檢索到的文獻總數之比

例，回現率愈高，則精確度愈低。怎樣才算是有相關的文獻，則端視檢索者根據自己的資訊需

求所下的判斷了。所以，有真正資訊需求的使用者才能真實反映出問題的狀況，而文獻相關性

的判斷，則是使用者尋求資訊與解決問題的重點。當然這也是評估中最能引起討論的部分畢竟

相關與否是主觀的判斷，而非客觀的比較。 

 

然而在進行文件檢索的評分時，常採用的 recall（查全率）、precision（查準率）與結合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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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Measure 是一種適用於無排序之檢索結果（non-ranked retrieved list）的評量尺度。 

 

 

 

然而，多數的資訊檢索系統的檢索結果都是排序的，這也符合使用者的期待，畢竟第 1 篇文件

就是相關文件，與第 20篇文件才是相關文件，對使用者而言，感覺是截然不同的。對於有排序

檢索結果（ranked retrieved list）的評分尺度（scoring metrics），最常採用的是由 Buckley & Voorhee

提出的 average precision（AP）與 R-Precision。 

 

Average precision 是以下列方式計算而得，其意涵是平均每篇相關文件被檢索時的 Preciscion。 

 

 

 

 

R-Precision 則是表示在檢索出第 R 篇文件時的 Precision，R 是查詢問題真正相關的文件數。

以簡單的例子說明 P、R、AP 與 R-Precision。 

 

某次查詢 Q1 ，資料集中 60 篇中應有 10 篇相關文章，但系統傳回的 15 篇文章中，只有 5

篇是相關文章，而排序從高到低的 15 篇文章中，+ 表示相關，- 表示不相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 + - - + - - - + - - - - + 

 

P= 5 /(5+10) =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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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5/(5+5) = 0.5 

AP = (1/1+2/3+3/6+4/10+5/15) / 5= 0.58 

R = 4/10 =0.4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中，透過 Ranking 的排序方式優先顯示可提高使用者資訊檢索的效率。優化

使用者經驗，除了要從資訊檢索系統的資訊架構著手，更要從資訊檢索排序效能加以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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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rard Salton 提出以 Discrimination Value 來決定一個索引詞的重要性，並以 TF (Term 

Frequency ) *IDF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來計算詞的權重。試解釋 Discrimination 

Value 的意義及 TF*IDF 的計算方式。(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Discrimination Value 

�TF 

�IDF 

�TF*IDF 

 起(20%)：資訊檢索技術發展 

承(50%)：詞頻，逆向文件頻率 

轉(20%)：TF*IDF 與鑑別值之間的關係 

合(10%)：優點  

參考書目 

�逆向文件頻率，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000/ 

�詞頻，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993/ 

�黃雲龍 (2008) ，中文全文文件群集索引理論研究與實證，圖書與資訊學刊，24，44-68。 

�楊德倫 (2014)，文字探勘之前處理與 TF-IDF 介紹，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電

子報，31。 

資訊檢索技術的發展可分為以技術為導向的發展與以使用者為導向的發展模式，史派克瓊斯於 

1972 年提出了逆向文件頻率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簡稱 IDF），並進行一連串實驗，

發現使用 IDF 的檢索系統能夠產生比較有效的檢索結果。Salton 於 1973 年 至 1975 年之間

提出了數篇論文，進一步使用詞彙鑑別值（Term Discrimination Value，簡稱 TDV） 的觀念，

加強資訊檢索系統的效用。 

 

以下分別就詞頻、反向文件篇數與詞彙鑑別值 (或稱為索引詞區別值)  

詞頻（term frequency，簡稱 TF）是指文件中詞彙出現的頻率或是次數，是衡量一個詞彙重要性

的一種指標。在各種資訊檢索模型中，如向量空間模型、機率模型、語言模型，都會用到詞頻

的概念。 

 

一般而言，一個詞彙在某一篇文件中出現的次數越高，即詞頻越高，則其在該篇文件中的代表

性越重要。例外的情況，有虛詞、連接詞、代名詞等功能詞（function words），這些詞彙，經

常有高詞頻，卻不帶有任何內容意義，在文件的詞彙處理過程，常被特意地停用、過濾掉，因

而被稱為停用詞（stop words）。 

 

此外，詞彙的重要性，也會考慮到這個詞彙出現在所有文件中的篇數，亦即其文件篇數（document 

frequency，簡稱 DF）。若其出現在越多篇文件中，即 DF越高，則表示該詞彙可能為常用字，

故而重要性越低，相對於其反向文件篇數（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簡稱 IDF）也低。因此，

詞彙的重要性，經常以詞頻（TF）以及反向文件篇數（IDF）這兩個概念，一起考慮，TF-I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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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用於資訊檢索與文字探勘的常用加權技術，為一種統計方法，用來評估單詞對於文件的

集合或詞庫中一份文件的重要程度 

 

 TF（Term Frequency）： 

假設 j是「某一特定文件」，i是該文件中所使用單詞或單字的「其中一種」，n(i,j)就是 i在

j當中的「出現次數」，那麼 tf(i,j)的算法就是 n(i,j) / (n(1,j)+n(2,j)+n(3,j)+…+n(i,j))。例如第一

篇文件中，被我們篩選出兩個重要名詞，分別為「健康」、「富有」，「健康」在該篇文件

中出現 70次，「富有」出現 30次，那「健康」的 tf=70/(70+30)=70/100=0.7，而「富有」的

tf=30/(70+30)=30/100=0.3；在第二篇文件裡，同樣篩選出兩個名詞，分別為「健康」、「富

有」，「健康」在該篇文件中出現 40 次，「富有」出現 60 次，那「健康」的

tf=40/(40+60)=40/100=0.4，「富有」的 tf=60/(40+60)=60/100=0.6，tf值愈高，其單詞愈重要。 

 

 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換個角度來看，假設 D 是「所有的文件總數」，i 是網頁中所使用的單詞，t(i)是該單詞在所

有文件總數中出現的「文件數」，那麼 idf(i)的算法就是 log(D/t(i))=log D–logt(i)。例如有 100

個網頁，「健康」出現在 10個網頁當中，而「富有」出現在 100個網頁當中，那麼「健康」

的 idf=log(100/10)=log100–log10=2–1=1，而「富有」的 idf=log(100/100)=log100–1og100=2–2=0。 

所以，「健康」出現的機會小，與出現機會很大的「富有」比較起來，便顯得非常重要。 

 

最後，將 tf(i,j)*idf(i)（例如：i=「健康」一詞）來進行計算，以某一特定文件內的高單詞頻率，

乘上該單詞在文件總數中的低文件頻率，便可以產生 TF-IDF權重值，且 TF-IDF傾向於過濾掉

常見的單詞，保留重要的單詞，如此一來，「富有」便不重要了。 

 

傳統上，資訊檢索的研究通常使用詞頻（Term Frequency，簡稱 TF）作為選擇索引詞彙的標準， 

認為排除所謂的功能詞彙（Function Word）之後， 文件中出現越多次的詞彙越能夠代表該文件

的特性。然而，若是相同的詞彙在許多文件都出現，則其代表性會比較不可靠，因為其鑑別性 

（Discriminativity）比較低。根據 Salton 實驗，詞彙的鑑別性、詞彙頻率與文件頻率之間有一

些關係存在，隨著詞彙頻率與文件頻率的增加，詞彙鑑別性會從 0 到正值，然後逆轉到負值。

詞彙的鑑別值與詞彙頻率之間的現象，提供深入於語言學構詞分析的思考方向，而文件頻率的

增加也不全然代表內容訊息的增加，因此 Salton 建議，將頻率低的詞彙以詞組 (Phrase) 方式，

改善系統的檢出率。然後將頻率高的詞彙以索引典的方式，改善系統的精確率。 

 

Salton 提出文件的向量空間模型所建構起來的群集索引的優點就是減少傳統反轉索引方式的龐

大索引空間，同時提升資訊檢索系統的效率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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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較於資訊檢索系統，推薦系統更適用於何種資訊取用 (Information Access) 情境，請從資

訊需求及文件的特性進行申論之。(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推薦系統 

�從資訊需求及文件的特性 

�互動式資訊檢索技術 

�資訊過濾 

起(10%)：互動資訊系統的產生背景 

承(40%)：互動型資訊檢索技術的種類 

轉(40%)：從資訊需求及文件特性申論 

合(10%)：建議 

參考書目 

�卜小蝶，2006。「應用檢索記錄於網路術語推薦之研究」。Workshop of Recent Advance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台北分會。 

隨著網路的普及與資源的快速成長，有愈來愈多使用者依賴搜尋引擎來查詢資 訊。但由於網路

資源數量龐大，往往輸入任一檢索詞彙，都會得到數以百萬計的 檢索結果，造成使用者不少資

訊負擔。再者，當使用者因某種資訊需求而產生資 訊尋求行為時，其當下既有之知識狀態其實

並不足以明確表達其需求，常常無法輸入適切的檢索詞彙。 

 

為了克服上述資訊超載、認知負擔、及資訊不足等問題，已有不少互動式資訊檢索技術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iques）的發展。這類技術主要是藉由使用者與系統間的

互動來提昇檢索效益。相關技術包括相似性回饋（Relevance Feedback）、詞彙擴展（Query 

Expansion）、及術語推薦（Term Suggestion）等。相似性回饋的作法為系統將前一階段所檢索

出的文件，提供使用者選取後，系統再由這些文件中抽取重要特徵進行檢索，以尋得更多相關

文件。其中抽取比對的特徵如果是文件本身，則稱為相似性回饋功能；若為文件中的相關詞彙，

則稱為術語推薦（或是相關詞提示）。而詞彙擴展其實與術語推薦的作法相似，只是前者為系

統自動將相關詞彙進行擴展，後者則由使用者自行選取。過去有關相似性回饋技術應用，以文

件回饋較為常見，但使用者必須判斷那些文件相關，一來造成認知負擔，二來由於回饋的文件

包含資訊相當多元，回饋結果不一定符合檢索需求。換言之，術語推薦較不需額外資訊，同時

對使用者而言，也較易判斷，因此是互動式資訊檢索中比較可行的作法。 

 

從資訊取用時的資訊需求而言，使用者會從資訊物件本身的主題、個人推薦產生的個人興趣檔、

瀏覽次數、下載次數、點擊次數作為推薦系統推薦時的判斷依據，除了系統紀錄檔產生的紀錄 

(ex: 瀏覽次數  ) 以及透過資訊過濾系統更強調建立使用者對資訊需求與偏好的描述資料

（profile），透過此描述資料，過濾系統才能自動地協助使用者篩選不相關與不值得注意的資訊。

資訊過濾的方式基本上分為三種：基於內容特徵的過濾方式，基於個人認知與偏好的過濾方式，

以及基於社會性、多人協同（social/collaborative filtering）的過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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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資訊文件內容為文字型資料居多，則需要透過關鍵詞自動抽取的方法進行。基本上關鍵詞的

抽取方法約分三類：一是統計分析法，這也是資訊檢索領域中最常使用的方法，其主要是分析

文件中詞彙的統計特性，如分析詞彙出現的頻率及位置，若符合預先設定的門檻值，即被視為

關鍵詞。這類方法由於未使用任何控制字彙，因此較不受語文的限制，且所抽取的詞彙其新穎

性較高，也可抽取到控制字彙未收錄的詞彙。但其缺點是所抽取詞彙常有錯誤組合或無意義的

情形。第二種方法是詞庫比對法，即利用事先已建立的控制字彙表或詞庫，與文件來進行比對。

這類方法雖然簡便，但詞庫無法收錄所有詞彙，同時也需人力維護，此外未知詞（Unknown Term）

一般也不會被詞庫所收錄。第三種方法則是文法剖析法，即利用自然語言處理技術對文件進行

文法剖析，所獲得的詞彙雖較有意義，但仍需詞庫的配合，此外，在文句的文法並不完整的情

況下，這類方法的成效其實不太明顯。上述關鍵詞自動抽取技術基本上多以文件作為抽取來源，

而所抽取出的詞彙，也多作為系統的索引詞彙依據。然而在實際的資訊檢索環境中，使用者所 

使用的檢索詞彙經常與系統所使用的索引詞彙不一致。詞彙抽取後為了讓使用者能有效瀏覽所

推薦之相關詞彙，系統需要進行概念的分群。概念的分群可用樹狀架構或是放射狀知識圖譜的

方式展現，現在有許多資訊視覺化的技術可以補強這方面的呈現效果，有利於使用者利用界面

上的功能選取系統推薦詞彙。 

 

術語推薦能藉由提示與使用者查詢相關的詞彙，幫助其釐清問題及需求，以獲得 更完整精確的

檢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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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試解釋相關反饋的原理，並說明準相關回饋 (Pesudo Relevance Feedback) 及隱式相關反饋 

(Implicit Relevance Feedback) 兩種取徑的不同。(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相關回饋原理 

�準相關回饋 

�隱式相關回饋 

�Google Map 與 Google 查詢的相關回饋 起(30%)：直接破題闡述原理 

承(30%)：準相關回饋 

轉(30%)：隱式相關回饋 

合(10%)：小結 

參考書目 

�相關回饋，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9018/ 

相關回饋意指以初次檢索結果為基礎，透過使用者或是系統自動回饋額外的訊息，以利二次檢

索。相關回饋的目的是為了進行二次檢索，由原始之查詢問句透過相關回饋產生修正之查詢問

句，這個過程被稱為「查詢問句擴展」（query expansion）。因此，相關回饋通常僅是查詢問句

的擴展的一種作法。 

 

利用相關回饋在原始查詢問句中追加額外詞彙的作法，是查詢問句擴展常見的技術，且具有相

當的效益。然而，對於大部分使用者而言，要提供相關回饋所需之額外詞彙並不容易，或是不

願意花費額外的時間，勾選初次檢索結果中的相關文件，在這種情況下，經常採用準相關回饋

（pseudo relevance feedback）。準相關回饋並非實際要求使用者回饋有用的資訊，而是利用初

次的檢索結果，不經使用者判斷即假定所有文件（或是前 20篇）皆為相關，再將這些假定的相

關文件經由相關回饋的程序建構新的查詢問句，從而利用其做進一步的檢索。此方法有一明顯

的缺點，若假定之相關文件清單中，實際上不相關的文件占大部分，那麼加入原始查詢問句的

擴展詞彙與原檢索主題並不相關，則擴展後查詢問句的檢索品質會變差。 

 

準相關回饋屬於明確回饋，系統必須由使用者提供明確的回饋資訊並付出額外的時間。因此，

系統如何自動化偵測到使用者的真正資訊需求，例如使用者曾查詢過的關鍵字或是點選過的相

關網頁，這種透過隱含的資訊提供相關回饋功能的方法稱之為隱式相關回饋。 

 

隱式相關回饋可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為短期情境用，指的是在目前使用者使用的查詢期間中，

有助於了解使用者資訊需求的立即情境資訊。第二大類所利用的資訊則是長期情境，代表全部

使用者所有的查詢期間中，使用者與搜尋系統之間所有的互動歷史，包括查詢歷史或點選連結

的歷史。 

 

以 Google Map為例，準相關回饋與隱式相關回饋的資料取徑方式就有所不同，Google Map 的

準相關回饋會利用簡單的詢問要求使用者田輸入問題的回答，而 Google Map 隱式相關回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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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則是透過記錄定位位置與行事曆結合，判斷與提供相關資訊給使用者參考。 

 

雖然相關回饋能顯示驚人的效果，但是相關回饋的效益隨原始查詢問句、排序的公式及相關詞

彙的數量、初次檢索結果品質而改變。許多研究指出加入太多擴展詞彙之後所導致的失敗；隨

著文件資料庫的不同或是文件清單排序方式的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結果；對於利用相關回饋資

訊進行的自動查詢問句擴展，新加入詞彙的數目亦是決定檢索效益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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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五：三等圖書館管理申論解題 

1.由於社會中人口多元化的趨勢，對多元族群提供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試以公共圖書館為例，

說明規畫多元族群資訊服務時，策略思考的內容。(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多元文化 

�策略思考 

�公共圖書館 

�IFLA 多元文化宣言 

�圖書館權利宣言精神的落實 

�IFLA 多元文化服務的十大

理由 

起(20%)：IFLA 多元文化宣言的理念 

承(20%)：公共圖書館多元文化指引 

轉(50%)：策略思考的面向  

合( 10%)： IFLA 多元文化服務的十大理由 

參考書目 

�國家圖書館 (2014)。臺灣公共圖書館多元文化服務指引。台北市，國家圖書館。 

IFLA 多元文化宣言中的內容第一段話即明確指出，多元文化圖書館通往多元文化社會對話的

門戶。公共圖書館應服務社區中的所有族群，要尊重各族群的語言與文化，並以適合的語言和

文字提供資訊，所提供之服務要能反映多元文化族群的需求，服務人員宜具有多元文化背景並

有服務不同族群的能力。公共圖書館在規劃多元族群資訊服務時，要先擬定策略規劃的使命。

以 IFLA 多元文化宣言使命原則為例，即表明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裡，側重點應放在與資訊、

掃盲、教育及文化有關的如下關鍵使命上： 

_ 促進對文化多樣性的積極價值的認識，推動文化對話； 

_ 鼓勵語言多元化和對母語的尊重； 

_ 促進多種語言的和諧共存，包括自幼開始學習多種語言； 

_ 保護語言和文化遺產，支援使用各有關語言進行表達、創作和傳播； 

_ 支持口頭傳統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_ 支持來自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與團體的融入和參與； 

_ 在數位化時代，鼓勵資訊掃盲和掌握資訊與傳播技術； 

_ 促進電子空間的語言多元化； 

_ 鼓勵電子空間的普及利用； 

_ 支持有關文化多元性的知識與最佳實踐的交流。 

 

我國國家圖書館於 103 年也因應國內多元文化族群的需求，擬定公共圖書館多元文化服務指

引，除了明確定義圖書館多元文化服務的定義與原則之外，也明定公共圖書館在服務多元文化

族群時，要發揮學習中心，文化中心，資訊中心和休閒中心的角色與功能。為了達成以上四種

角色與功能，須從以下幾點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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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與經費依據：政府應廣設公共圖書館，並提供充足的經費，為多元文化族群提供免費的

圖書資訊服務。 

(二)滿足多元文化族群資訊需求：社區分析與需求評估是公共圖書館規劃多元文化服務的重要元

素，根據社區調查和需求研究的結果，整合到圖書館的目標與使命中，並將目標轉變為具體

的政策、計畫、活動，進而用來衡量將來工作的進展；更可以調查結果為基礎，作為未來發

展的參考。第二，多元文化使用者服務應為圖書館發展規畫的一部分，可作為館員的指引何

使用的工具，並以明確的政策提供平等的服務。第三，合作與資源分享，透過合作，大型公

共圖書館在多元文化資源之建置與組織整理方面，可扮演集中管理與輔導的角色，可避免重

複人力的浪費之外，並減輕小型圖書館獲取其他語言資源的困難。第四，數位資源的提供，

包括多語言入口網頁、多語言圖書館系統、多語言電子資源服務與線上互動工具。 

(三)館藏建置與維護：公共圖書館應滿足各種文化族群需求的資源，包括圖書、期刊、報紙、故

事書、視聽資料和網路資源等，因此圖書館應進行社區調查了解受歡迎的資源形式和主題，

並確定館藏發展的優先順序，以滿足多元文化族群的需求。書籍是圖書館多語言館藏資源的

基本形式，應以多元文化族群使用的語言來提供，在分類編目與資源整理方面，也應以平等

服務的精神，圖書館宜提供與維護印刷或電子式的多元文化族群語言資源之聯合目錄。 

(四)圖書館工作人員之知能：透過訓練課程提升圖書館館員對多元文化讀者的認知。 

(五)推廣服務：透過對多元文化族群的資訊素養課程、對本國使用者推廣多元文化的內涵、圖書

館服務之推廣、多語環境與指引的建置，並與其他社會資源合作，都是透過推廣利用教育服

務的方式推展多元文化的資訊服務。 

 

多元文化服務推展落實了圖書館權利法案的內涵，IFLA 明確指出多元文化導入圖書館的十大優點

有：服務社群：在很多情況下，圖書館的使命本就在服務社群，包括越來越多的多元文化多元語

言社群。平等：多元文化與多元語言的圖書館服務能確保服務和獲取資訊的平等。擴展體驗：

在全球化與跨國界的交流和旅行更為方便的時代裡，個體需要瞭解其他文化，語言和民族，這有助

於提高對於不同的體驗的審美水準，拓寬對於人生的認識。民主參與：通過多種語言和通過各種

管道進入到不同使用者群體的資訊，促進他們在民間社會的民主參與。文化：資訊在人類的遺產

以及其他方面加強了人類的文化，並促進其他經驗和觀點的理解，分別來看，也為社會的和諧發展

作出了貢獻。平等：不同的語言資訊和通過不同使用者社區推進不同程度知識活動的管道，有利

於新知識和新技能的傳播，以確保社會所有領域獲得平等的機會。世界知識，創新表達形式，文

化習俗都以不同的格式和語言記錄著，因此，多元文化的收集應為所有人的訪問提供便利。學習

中的創造性，表達工作和解決問題方式的不同產生新的見解和意見，這可能導致新的創新方式，行

為方式和對問題的解決方式出現。資訊和圖書館的多元文化社會表明社區成員和他們的文化是有

價值的。形成社會空間：圖書館是知識和娛樂共同參與的空間，也是提供文化和多語種服務的空

間，集合成為一個社會空間，使人們團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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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衝突管理的能力常被視為管理重要的管理技能，美國管理協會對中高階經理的研究甚至指出，

平均每位管理者花費百分之二十的工作時間處理組織中的工作衝突。管理學者 Kenneth 

Thomas 曾提出從個人合作與堅持己見的程度，可定義不同的衝突處理策略，請說明這五種策

略及其適用的時機。(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衝突管理 

�五種處理策略與使用的

時機 

 起(20%)：圖書館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 

承(20%)：衝突的定義與原因 

轉(40%)：衝突的策略與適用時機 

合(20%)：衝突管理是可以對組織有正向的效益 

參考書目 

�劉採瓊（2003）。組織衝突對圖書館管理之啟發。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刊，9（2），

49-57。 

�廖又生 (2008)。衝突管理：圖書館中高階人員的管理素養。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4(1)，5-14。 

圖書館是一個由人而形成的組織，在組織中，衝突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了解衝突產生的

原因、衝突管理的處理策略則是圖書館高階人員在處理衝突管理時需要面對的課題。 

 

衝突係指人們為了達成不同的目標與滿足相對的利益所形成的某種形式的鬥爭。衝突管理是現

代化管理中的一項人本思維和科學化處理問題的程序與方法。優良的衝突管理可以將不同的負

向能量轉換為正向的推進能量，以逐步完成各階段的客戶管理、業務管理、預算執行管理、政

策管理、短中長程目標管理、和可持續長遠發展管理。因此，衝突管理是有層階性的、有層次

性的，不同層階的管理都可能面臨到衝突的問題。 

 

衝突的原因以內容可分為以下類型： 

(一)理念衝突：基於發展管理、可持續性管理、永續經營管理的不同理念、不同創新、不同環境

風險評估等因素，所形成的理念衝突因素。 

(二)目標衝突：目標衝突又可以稱為「政策制定衝突」。在相同或相仿的理念之下，針對短程、

中程、中長程、長程目標政策所產生的衝突，即為 這個層階的衝突。 

(三)工作計畫衝突：基於按照政策執行工作計畫時，不同的策略安排、不同的優先順位、不同的

團隊（Team and Partners）組合、不同的資源分配與到位等經營管理因素， 所形成的工作

計畫執行的衝突。 

(四)時程衝突：基於在一項工作計畫之內的事業時程進度，因預算執行速度的不同、人力 調度

重點的不同、時程管理檢核點建立的不同、以及計畫總時程推進的預定度 不同等行政管理

因素，所形成的時程管理衝突因素，或者是年度預算執行的衝突因素。 

(五)業務衝突：日常性的業務推動工作，包括內部行政管理作業和外部客服作業，是最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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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可能發生衝突的。 

 

當衝突表面化後，衝突管理學家 K. W. Thomas 在自信和互助兩個構面中，發展出一般人在面

對衝突時，化解衝突的五種策略。其中，自信度是指試圖滿足自己需求的程度，互助性是指試

圖滿足對方需求的程度。 

 

五種策略分述如下 

(一)競爭策略 

追求滿足已方知目標與私利，而不顧對方利益的犧牲，反映出堅定自信而非互助的行為。這

種做法常導致關係破裂、敵意升高，甚至模糊了原有的衝突原因，無法就事論事，而變成一

種非贏即輸的生存競爭。此法雖有奇效，但往往只是將危機展延，衝突的各方也會耗盡所有

的力量。 

有時候，呈現過度合作並非好現象，適度的競爭往往帶來更好的績效，但必須強化君子之爭

與合作競爭，以取代個體間的惡性競爭，才不會使功能性衝突變成破壞性衝突。 

(二)迴避策略 

未能將衝突議題提出檯面做公開的討論，只是隱忍不舒服的感受，也拒絕傾聽他方的想法。

此種型態可說是一種退縮、推諉的行為，反映出非自信非互助的行為，對衝突原因的解決無

所助益，只能避開明顯的爭執，將問題擱延，激化未來的衝擊，雙方都不能得到好處。 

使用時機是行政人員遇到雙方衝突時，就是不作任何決定，採取拖延戰術，等待時間慢慢解

決。 

(三)妥協策略 

反映出自信與互助的相互調解行為。妥協可當作合作和競爭策略失效時的替代方案。 

使用時機是衝突雙方皆沒有完全的優勢，並且無法脫離彼此互相依賴的關 係，因而彼此做

某種程度的讓步，以減輕雙方衝突可能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四)順應策略 

此種型態在衝突情境中，為企圖減少差異，強調大我以滿足他方的利益。這種策略會因為情

緒壓抑太久，或有爆發臨界點的問題，另一方面，退縮屈從有時候會更激怒對方，成為另一

種衝突的爆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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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機往往是透過訴諸上級的方式，藉由上級的權威、知識及智慧，來處理雙方衝突問題。

優點在於非常有效率，可以迅速的確定結果，同時對於維護組織的權力體系有較佳的效果；

不過，它的缺點在於僅處理衝突的現象，未能消除衝突的癥結。 

(五)合作策略 

各方坦誠交換資訊，並檢視彼此差異所在，相互思考解決問題的所有方案，已取得目標一致，

藉此尋求對參與者都有利的解答。其結果往往為雙贏的巨面，此型態反映出堅定自信及互助

的行為。 

使用時機是藉由高層次目標的訂定，使雙方各拋出己見，共同為目標而努力。它的主要優點

在於發展相互依賴和合作的潛在力量。 

 

衝突，不見得是一件壞事，管理者需肯定組織衝突的正向功能並有效的管理衝突。下圖為組織

衝突的正面與負面功能： 

 

圖書館是一個互動頻率高的組織，依互動觀點而言，適度的衝突反而有利於圖書館組織。從衝

突管理的過程來看，可以發現衝突是可以預防與管理的，如果願意在各個不同階段了解與包容

彼此的差異、溝通彼此的見解、願意採正向的歸因並學習以雙贏的策略來面對，衝突往往有建

設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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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訊社會中，對個人隱私保護的重視程度日益升高，尤其對提供資訊服務的圖書館而言，更是

重要的倫理議題。2012 年國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後，對圖書館服務造成極大衝擊。請從圖書

館服務以及管理的兩個面向，說明讀者可能受到的隱私侵害，以及相對應的保護措施。(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隱私權保護 

�個人資料保護法 

�服務面向 

�管理面向 

�圖書館法 

�圖書館法專業倫理守則 

起(20%)：個資法背景概述 

承(20%)：個資法中的分類 

轉(40%)：服務與管理面向與法條的對應，舉

出實際的作法 

合(20%)：小結 

參考書目 

�林呈潢、陳虹碩 (2011) 。「我國大學圖書館隱私權政策探討」，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37 (2) ，

94-110。  

�王惠華 (2013)，淺談個人資料保護法與圖書館作業，全國高中圖書職圖書館電子報。115期。 

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99 年 5 月 26 日修正公佈，前身是「電腦處理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前只保護

電腦中的個人資料，現在修法後，適用的層面、損害賠償的程度都更大。 民國104年12月份修正法

案，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一條揭示的立法目的為，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理及利用，避免人

格權受侵害，並促進  

個人資料之合理利用。故本法對個人資料的蒐集、處理或利用，係兼顧「個人的隱私權保護」及「合

理利用」的平衡。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架構中，明確地將個人資訊分成下列三種。 

(一)一般個資：包括姓名、出生年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

教育、職業、病歷、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這部分的個人資訊是可以蒐集、處理與

利用。 

(二)特別個資：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這部分的個資是不可蒐集、處理與利

用。 

(三)其他個資：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的資料。可以蒐集、處理與利用。 

 

圖書館相關法律與倫理守則規範與個人隱私權保護的相關條文包括圖書館法第八條，圖書館辦理圖

書資訊之閱覽、 參考諮詢、資訊檢索、文獻傳遞等項服務，得基於 使用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訂

定相關規定，以及圖書館專業倫理守則第十條館員執行職務時，應嚴守業務機密、維護讀者隱私，

不圖利自己或加損害他人。這表示，館員在執行職務時，對於所知悉或持有之機密應予嚴守，對於

讀者之隱私並應確實保護，此外，執行職務應以提供神聖之社會服務自加期許，不得有絲毫藉故刁

難，圖利自己甚或損害他人之行為，俾樹立館員清新守分之典範。 



 

 

鼎文文理補習班 35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圖書館的影響可從管理的面向與服務的面向說明，就管理的面相而言，對圖書館

有下幾點影響 

1.影響圖書館的分工： 個資法於 18 條與27 條指出，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辦

理安全維護事項，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

案者，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因此在整個圖

書館管理制度上應設定專人處理個資相關業務範圍。 

2.對圖書館業務管理與館藏管理方面：個資法第5條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

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

合理之關聯。圖書館的特定目的在於其業務管理的需求與出版品管理的需求，因此可適度進行個人

資料的蒐集處理或利用。 

 

對服務的面向，個資法的實施一定對圖書館的服務造成直接的影響，尤其是讀者服務是最直接影響

的部分。包括新生入學時是否可以利用學生資料寄相關通知? 讀者想要調閱其他讀者的借閱紀錄，是

否可以提供? 明明是想要凸顯學生的借閱績效，排行榜卻因為個資法變成圈圈榜? 館員面對讀者服務

與法規的兩難之下，文獻指出圖書館在保障使用者隱私權可利用以下管理作法。 

一、不予告知：在透過館方要求借閱記錄、讀者檔、監視記錄或校外人士入 館申請記錄的情況下會

對於非特別情況拒絕提供使用者資訊。  

二、減少蒐集資訊：讀者檔、紙本申請單/通知單和校外人士入館申請記錄， 使一開始不蒐集不需要

的資訊。  

三、減少公開資訊：減少雙面螢幕出現的資訊、以等待線減少他人透過雙面 螢幕看到使用者個人資

訊等。  

四、人員權限控管：以人事管理控制能接觸與處理使用者資訊的人員。  

五、系統防護：以帳號密碼保障使用者借閱記錄、讀者檔與防火牆等科技的技術來防堵隱私侵害。 

六、告知讀者資料的蒐集與處理：預先告知讀者違規將公告或監視錄影中，預先對使用者盡告知之

責。  

七、與第三方的約定：約定廠商不能有識別特定個人的資訊，以保護使用者。  

八、建立標準流程：針對監視器調閱建立一套的標準流程。  

九、教育使用者：提醒讀者保護自己帳號密碼，以保障自己的隱私。  

十、使用者自行抉擇：讓使用者選擇匿名，以控制自己的資訊。  

十一、對圖書館人員的要求：要求圖書館人員在收集、處理與利用使用者資訊，都必須保障使用者

隱私。  

十二、 居中協調：圖書館會居中幫忙溝通，不洩露使用者資料，但可以幫 助使用者尋求其所需資訊。 

 

在個資法施行後，無論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的承辦人員，在個人資料的處理上無不戒慎恐懼，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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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一個不小心即觸法。但不要因嬮廢食，須注意四個重點。第一，千萬不要讓個資法， 影響組織的

營運績效；第二，善用法律例外條件，減少個人資料蒐集處理程序； 第三，慎選特定目的範圍，擴

大個人資料利用彈性；第四，採行有效控制措施，減少紀錄軌跡留存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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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革對圖書館而言，經常是個重大的威脅，尤其當代圖書館這種以知識為基礎的組織，以及本

質為知識工作者的館員其職責變化，可充分體現因持續的典範轉移所形成的變革壓力，及其所

帶來的重大影響。請從資源，服務與讀者的三個面向分別說明圖書館的典範轉移。(25 分) 

 

Step 1：拆解題幹 Step 2：概念延伸 Step 3：重組配分 

�典範轉移 

�變革 

�資源面向 

�服務面向 

�讀者面向 

�變革 4R 

�圖書館五律翻轉 

�真人圖書館 

起(10%)：從系統到使用者到知識創建者 

承(20%)：變革管理與變革 4R 

轉(60%)：就資源、服務與讀者面向分析典範轉移 

合(10%)：小結 

參考書目 

�王愉文，程蘊嘉 (2008)。淺談數位時代的圖書館變革，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4(4)。 

圖書館事業的典範由 systems-centered 演進為 user-centered，再演進到 

knowledge-construction-centered，典範的轉移代表圖書館必須要執行變革，進而創造新服務與優勢。

首先我們先就變革管理的意義說明，進而應用於圖書館三大面向。 

 

變革一詞的英文為change，管理學大師Peter Senge認為，變革一字的本質已具備豐富的意涵，包括科

學技術、市場結構、社會氛圍、政治環境等外在變化，以及為了調適環境改變而產生的內部變化（如

策略）等。組織變革是為達成企業或組織的永續發展，掌握社會、環境的脈動，不斷地變換思維模

式，重新設計經營事業的流程及相關活動。組織是處在一個不停變動的環境之中，為了維持生存與

發展，必須經歷自我調整的過程來與外界環境達到動態平衡。 基本上，組織變革是由四個R所組成

的觀念架構，分述如下： 

(一)觀念變革（Refram）：包括組織的思維邏輯改變、危機或機會的確認、願景的創 造與組織使命

的重新定義。 

(二)結構變革（Restructure）：主要是針對組織結構的基本要素，以及組織的整體設計所進行的改變。 

(三)策略變革（Revitalize）：策略是指為了達成目標，謹慎尋求行動方案，提升競爭優勢的一整套活

動。組織面對環境的衝擊與挑戰，勢必要透過策 略的改變，為組織找到更有利基的新政策方案

與發展空間，才有能力與競爭對手進行抗衡。 

(四)文化與能力變革（Renew）：針對組織環境中各種的信念、核心價值、氣氛、工作規範、 行為模

式之改變，目的在於維持組織內部的共識，提升組織的效能與生產力。 

 

因為圖書館典範的轉移，不再以館藏為中心，而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前提下，資源的分配必須回歸使

用者需求為主，例如學術圖書館專注於研究者資料服務，並致力於資料庋用系統保存組織知識。館

藏的活化，真人圖書館在國內的逐漸風行，館藏資源的發展逐漸朝向組織差異化與共享合作的方式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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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典藏各類型的資料資源，若無人使用，則圖書館沒有存在的價值，如何將資源充分讓使用者

利用是變革需要面對的課題。館員將圖書館資源和使用者分享與互動，在變革中，館員的能力態度、

資源的呈現方式、分享與互動的歷程都可能需要調整，以下就不同的服務面向做進一步的說明。 

(一)人文服務：隨著數位館藏的發展，如 何找到實體館藏變得不那麼重要，使 用者對館員服務的期

待也有所改變， 他們希望服務的重心是人，而不是資 料或圖書。 

(二)服務態度：以往使用者需自行檢索系統、查詢並取得所需要的資料，而館員只是在使用者有困難

時才予以協助，但未來的館員有必要主動提供資訊及差異化服務，化被動為主動是服務態度上最

大的改變。 

(三)差異服務：了解使用者特性及需求後，再考量本身的特色資源與人力結構，先從較容易成功的一、

兩項新服務做起，待獲得肯定與口碑後，再加以發 揮或擴大。 

(四)服務人才：在圖書館第一線服務的館 員，應該具備個性積極、待人熱情、 知識豐富等特質。 

(五)服務對象：新時代圖書館的服務對 象，包含圖書館認可範圍內的所有使 用者，不必拘泥於使用

者是利用何種 媒介使用圖書館 

(六)服務時間：整合資訊科技與技術，提供虛實整合的24*7服務。 

(七)服務方式：可以是面對面的服務，也可以是虛擬的服務，重點在於服務是 否滿足使用者的資訊

需求，服務應重質也重量。 

(八)館際交流，標竿學習。 

 

讀者面向的變革，非常明顯的是圖書館五律的翻轉，OCLC 於2014 年6月的報告<<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 重新解構與排序阮甘納桑 (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於1931年所創之「圖書館學五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圖書

是為利用而存在（books are for use）」、讀者有書（every reader has book）、書有讀者（every book 

its reader）、節省讀者時間（save the time of the reader）、圖書館為成長中的有機體（library a growing 

organism），此五大法則被普遍運用於闡釋圖書館採訪、分類、參考服務及評鑑業務等機能，堪稱為

圖書館學中之首要定律。在報告中先從傳統的圖書館五律出發，並將使用者與目前資訊環境下新的

概念納入，將圖書館五律重新解構與排序。經過重構後之圖書館五律前兩律都是與讀者息息相關，

分別為節省讀者時間 與每個讀者有其書。 

 

節省讀者時間，可從四方面著手，分別是：告知 (Inform) 讀者，透過圖書館行銷，提供工具與排

除發現與檢索資訊時的障礙著手。服務無縫接軌。積極主動與前瞻。 

 

每個讀者有其書，認為瞭圖書館對此定律的最佳運用就是瞭解你的社群與其需求。報告中的建議方

式為：透過各種管道去了解圖書館社群，包括傳統的學科服務館員、進行使用者研究、與讀者發

展共同合作與針對大數據進行分析。瞭解研究社群與其需求：包括定義社群中未能滿足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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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反應需求。 

 

當然，組織變革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在服務的過程中，館員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在面對變革時，館

員需要具備的知能擴展，除了個人服務方式的改變之外，還須面對技術所帶來資源的千變萬化與爆

炸的知識。圖書館亙古不變的存在價值就是提供有意義的資訊，協助使用者參與創造知識。提供讀

者滿滿的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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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五等中文圖書分類與編目說明 

 

題號 解題內容 

6 25.2.3.2 作品之語文若與原文不同，則在劃一題名標目中加註作品語文名稱，但作品

語文為中文者，則不須加註。 

例：水滸傳. 日文 

（說明） 作品語文為日文，原文為中文，劃一題名 

標目應加註作品語文之名稱。 

哈姆雷特 

（說明） 作品語文為中文，原文為英文，劃一題名 

標目不須加註作品語文之名稱。 

8 1.2.1 版本敘述 

版次：依作品中所載版次敘述著錄。 

版本：版本名稱如原刊本、補刊本、初刊本…等，均照原書所載著錄之。但本版、

這一版、該版、革新版等，均不必著錄。 

10 2.5.1.1 

單冊作品著錄其面（葉）數，正反皆印者記其「面」數，「面」數即俗稱之頁數，僅

印一面者記其「葉」數，書內分欄不載面（葉）數而僅載欄數者，記其欄數。卷子記

其軸數。散葉之書記其面（葉）數。書中含較優紙張精印且未列入正文頁碼之圖版，

記「圖版xx 面（葉）於面（葉）數之後，隔以逗點。面（葉）數、冊數或其他單位均

以阿拉伯數字著錄之。 

例：中國通史 / 李方晨著 

[20], 767 面 

曝書雜記 三卷 / (清)錢泰吉撰 

[116]葉 

滿蒙喇嘛教美術圖版 / 逸見梅榮, 仲野半四郎著 

125 葉 

（說明）散葉 

我們正在寫歷史 : 方勵之自選集 / 方勵之著 

32, 366 面, 圖版 8 面 

11 22.1.7.1 外國著者已取用中文名字者，以其中文名字為標目，如中文名字不止一個，

依22.1.1 至22.1.4 各款擇定。如無中文名字，則採用較為著稱之中文譯名為標目；若

無著稱之譯名，則採用作品中之譯名；若作品中無譯名，則依參考資料翻譯之；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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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查得，則自行翻譯之。 

例：雨果 

不用囂俄。 

海明威 

不用漢明威。 

何瑞元 

不用哈特瑞 

（說明）本名為Richard W. Hartzell，何瑞元為其中文姓名。 

12 1.5.4 附件 

依下列三種方式擇一著錄。 

視為另一作品著錄。 

著錄於附註項。 

例：註云：本書附有教師手冊及習題解答各一冊 

著錄於稽核項末。 

例：1. 321 面 : 彩圖 ; 23 公分 ＋ 1 冊教師手冊 

2. 11 面 ; 21 公分 ＋ 1 捲錄音帶 

附件若須詳細著錄稽核事項，參閱本規則1.5.1、1.5.2 及1.5.3各款。 

例： 321 面 : 彩圖 ; 23 公分 ＋ 1 冊教師手冊(20 面 :地圖 ; 20 公分) 

13 5.3 製圖細節項 

目 次 

5.3.0 序則 

5.3.1 比例尺 

5.3.2 投影法 

5.3.3 經緯度及晝夜平分點 

14 3.1.1.4.1 連續性出版品 

正題名若有更易，應另行編目（參見 21.1.1.2 款） 

15 24.1.2 團體名稱如有變更，採用其作品所載之名稱。新舊名稱分立「參見」（見26.2.2 

款）或「說明參照」款目（見26.2.3.2款）。 

例：世界傳播學院 

參見舊標目：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參見新標目：世界傳播學院 

16 1.1.3 並列題名 

主要著錄來源載有與正題名不同語文之其他題名或符號（如 

羅馬拼音、國語注音等），視為並列題名。依主要著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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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順序著錄，並列題名前冠以等號（﹦）。 

例： 中華民國經濟年鑑 = Economic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1.3.1 第一著錄層次不必著錄並列題名；第二著錄層次只著錄第一個並列題名；第三

著錄層次應一一依次著錄所有並列題名。 

1.1.3.2 翻譯作品附原文（全部或部分），且原題名載於主要著錄來源，其原題名以並

列題名著錄。 

翻譯作品未附原文，其原題名一律著錄於附註項，並以前導用語「譯自：」引出。 

1.1.3.3 並列題名非得自主要著錄來源則著錄於附註項。 

例：中國童玩 

註云：書背題名 : Games Chinese children play 

18 22.3.1 中國人名 

朝代相同者，加註其西元生卒年、籍貫、專長、職稱等於姓名之後，置於圓括弧內 。 

例：(漢)蔡邕(圉人) 

(漢)蔡邕(上虞人) 

(明)王相(1470-1518) 

(明)王相(1488-1524) 

林明德(文學) 

林明德(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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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七：五等圖書館學大意說明 

題號 解題內容 

44 控制單元負責讀取指令到解譯指令成為機械微指令，包含指令提取、指令解碼、時序控

制等，算術邏輯單元負責運算，如運算執行。 

49 Since 2005, Creative Commons has undertaken projects to build commons-based 

infrastructure for science through identifying and lowering unnecessary barriers to research, 

crafting policy guidelines and legal agreements, and developing technology to make 

research, data and materials easier to find and use. 

Science Commons (SC)於 2005年年初成立。SC是創用 CC的一部份──讀者們可以把

我們視為一個完全設於 CC之下的附屬機構──並且借重於 CC授權條款推出後，尤其

在 CC 社群及 iCommons 所獲得的成功。不過我們也有不同之處。CC 關注的是個人創

作者以及這些創作者的著作權，而 SC則因組織宗旨的需要而有比較大的關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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