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篇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是一種定義問題、搜尋、使用、辨識、統整及評估資訊，從中創造有用

知識的能力，涵蓋傳統素養（聽說讀寫的閱讀素養及圖書館素養）、電腦素養、媒體

素養、圖像素養、網路素養等。 

資訊素養是終身學習能力的核心，更是批判思考能力的養成。圖書館在資訊與學

習社會中，應培養學生「尋找與利用資訊的能力，以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石」。它是包

含數種能力的結合體，以培養學生如何學習的能力為其中心點。 

本單元採 BIG6 架構，以定義問題、尋找策略、取得資訊、使用資訊、統整資訊、

以及評估等六步驟，依內涵、學習目標、學習內容撰寫，並提供範例（學習單）以供

圖書館人員、學校教師在指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時參考。 

 

壹、定義問題 
一、內涵 
   （一）尋找適合的題材並擬定適當的題目 

   （二）理解及運用各種思考法 

 
二、學習目標 

（一）引導學生如何定義問題，並確定所需要的資訊 

（二）熟知研究題目產生的流程、步驟與方法 

（三）認識六何法（5W1H）、KWL、曼陀羅、心智圖（MindMap）、六頂思考帽與 

 
三、學習內容 

如何找出適合的問題，並將問題確認是本單元的主要學習內容。底下以選主題有哪

些原則？如何找題材？如何將題材變成題目？如何擬定題目的流程等面向加以說明。 

 

（一）選定主題的原則 

  1、有興趣的主題 

  2、標題簡潔明確 

  3、有能力取得資料 

  4、能在限定時間內完成 

 

（二）如何尋找題材 

可以指導學生從自己關心、好奇、疑惑、不解與在意的題材開始。提供以下幾個具

體建議： 

1、從日常生活出發，從已有的知識、生活經歷(課業學習、自然觀察、閱讀、興

趣、社團、家庭、社區…等)，或者透過學校校刊、地方刊物等發掘有興趣的題

目。 

2.從中學生網站搜尋，看歷年研究的小論文題目找素材。 

3.透過不同媒體如網站、雜誌，例如國內常見的雜誌：《商業週刊》、《親子天

下》、《張老師》、《科學人》。網站：獨立天下評論、報導者。資料庫：天

下雜誌群知識庫、聯合知識庫等都是尋找題目的來源。 

4.徵詢老師意見，尋找題材。 

 

（三）將題材變成題目 

選定題材後，接著用下面所建議的步驟將題材發展成可以研究的題目。（林從敏、



梁永焯，2011） 

 
研究階段 掌握題材 設定範圍 訂立題目 擬定焦點問題 

方法/工具 六何法(5W1H)、KWL、曼陀羅、心智圖(MindMap)、六頂思考帽、系統思考 

 

1、腦力激盪法或曼陀羅法：擬一主題，利用腦力激盪(自由聯想)想出 多的相關

題材、概念或事項；也可以利用曼陀羅以放射性(全方位思考法)或「の」(順時

鐘)方式寫出所有想到的相關概念、事項。 

2、概念圖組織法：將上述個別、分散的想法加以分類、歸納、組織與重整，並尋

找彼此之間的連結。 

3、KWL 法：確認已知的先備知識和還需要知道什麼與後續的作為，而這些未知的

事可以作為研究的問題。 

 
 
 

 

4、擬定出幾個關鍵詞，確認研究的方向和設定研究的範圍 

5、初擬題目：可利用六何法、六頂思考帽或系統思考想出更確切的(更多)題目。

底下將詳述六何法(5W1H)、KWL、曼陀羅、心智圖(MindMap)、六頂思考帽、

系統思考的概念與操作方式。 

6、確定探究方向(擬定焦點問題)。透過上述方法擬定了探究題目後，接著是擬定

焦點問題，使探究方向更加明確。「焦點問題」，就是在探究過程中所要回答、

解決的子問題，用以確定探究的方向，並輔助同學想想要搜集哪些資料、數據，

以及運用哪些工具來進行後續的研究。 

 

如何擬定子問題呢？上面提及的概念圖或曼陀羅(自由聯想)等方法有助於學生確

認設計子問題的有效工具。兩者的使用時機和題目的性質有關，概念圖和自由聯想

的差別在於，前者運用有條理的結構圖展示概念之間的關係；後者則主要配合自由

聯想的思考方法，從一個概念延展構思更多的概念。 

     
             根據上述的流程與方法，擬定出適合的題目。接下來進行資料的蒐集等步驟。

研究過程中有可能因為資料的取得、時間…等因素產生變動可以再回到焦點問題與題

目作修正。 

 

四、範例—思考法介紹 

 
  （一）六何法 (5W1H) 

 
六何法，又稱 6W 分析法或 5W1H 分析法，所謂六何即：何人（Who）、何事

（What）、何故（Why）、如何（hoW）、何時（When）、何地（Where）。運用

六何法針對選定的項目或主題提出六個面向的問題，進行思考，是一種提問策略也

是可使思考內容深化的方法。常用來分析文章、問題，也是擷取資訊的好方法。有

時「如何」不計在內，因為「如何」可以被「何事」、「何時」和「何地」描述，

變成「五何法」。 

 
 

What do I know？ 

（我知道些什麼？） 

What do I want to know？

（我想學些什麼？） 

What did I learn？ 

（我學過哪些東西？） 

   



5W1H  研究主題  範  例   

何人 （Who）  想要研究的主題對象是誰？ 
由青少年收視習慣看台灣電視

劇收視率下滑之原因 

何事 （What）  想要研究的主題是什麼？ 
由青少年收視習慣看台灣電視
劇收視率下滑之原因 

何故 （Why）  為何要研究這主題？動機？ 
探討韓劇、陸劇充斥，臺劇式

微的原因 

如何 （How）  要如何研究這主題？ 
採用分析法、問卷法或訪談法
等 

何時 （When）  研究主題的時間範圍？  2010 年至 2016 年間 

何地 （Where）  研究主題的區域或地點？ 
由青少年收視習慣看台灣電視

劇收視率下滑之原因 

 
（二）KWL 

 
KWL 教學法是由 Ogle 於 1986 年始創，以建構主義的理念為基礎，讓學生成為

主動的學習者，藉由聯結學生自己的新舊經驗，以探索和解決問題，進而吸收新的

知識。KWL 教學策略主要包含 K，  W，  L 三個元素。KWL 訓練學生結構、程序的思

考，不但有助於幫助學生自學，同時亦可讓他們習得如何製作一篇完整的報告。 

 
 

KWL  主  題  說 明 

K 
 know    What do I know？ 

（我知道些什麼？） 

   表學生的先備知識與舊經驗 

W 

 want        What do I want to 
know？（我想學些什

麼？） 

 鼓 勵學生主動提出問題，形成學習時關注的焦點與

具體任務，進一步找出問題的答案、 解決問題 

L 
  learn  What did I learn？            

（我學過哪些東西？）       

   學習自我評估，聯結新舊經驗，有意識回答自己於

前幾個階段的疑惑。 

 
（三）曼陀羅 

 
          曼陀羅(原文是梵語「Mandala」)，是 1500 年前藏傳佛教用於冥想與儀式中，它

是一種把知識變成智慧的一種工具。曼陀羅思考法又稱為「九宮格思考法」。 

 
                  曼陀羅思考法理論主要依據「放射型排列」和「順時鐘排列」二種思考技術來

進行學習層次提昇的思考策略，可以訓練大腦的幾種能力，如：聯想力(即水平思

考、垂直思考、多層次網絡思考)、邏輯力、創意力及圖像化思考。 

 
  放射型排列思考法：是一種多功能的擴散性思考策略，可激盪出無限創意。經由此

種訓練，藉由「點」==>「線」==>「面」的擴展出去，進而提昇思考力。 

 
                             
         順時鐘排列思考法：多用於有前因與後果的發展關係上，或者是做事的方法步驟、



事情的發生順序。以順時鐘方向推進思考，在獲得結論前需經過七個步驟。這種螺

旋狀曼陀羅思考法則，有助於思考的擴展與歸納，因此若想在開會場所舉手發言表

示個人意見，事前亦可以利用順時鐘曼陀羅思考法，整理及歸納自己的發言內容。

（胡雅茹，2017） 

    
 

 

（四）心智圖 

心智圖是英國的托∙博贊（Tony Buzan）於 1970 年代提出的一種輔助思考工具。

心智圖通過在平面上的一個主題出發畫出相關聯的對象，像一個心臟及其周邊的血

管圖，故稱為「心智圖」。由於這種表現方式比單純的文字更加接近人思考時的空

間性想像，所以越來越為大家用於創造性思維過程中。(維基百科) 

 
         以下茲引用孫易新先生的《心智圖法的理論與應用》做一說明：。 

心智圖的主要有四個核心概念，分別是「關鍵詞」(Key  Word)、「放射思考的

圖解結構」(Radiant Thinking) 、「色彩」(Color)與「圖像」(Picture)，簡述如下： 

 
1.關鍵詞─ 

(1)每一線條上的語詞以「一個」為原則。 

(2)詞性以名詞為主、動詞次之，加上必要的形容詞與副詞。 

 
2.放射思考的圖解結構─心智圖是由「樹狀結構」與「網狀脈絡」構成。樹狀結構

應用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內容意涵，兩者大致可區分為幾類：分類、因

果、聯想、網狀關係。 

(1)分類關係： 上層代表 大類的概念，次位是中類，餘此類推， 後一層是具體

事物名稱或描述。 

 
(2)因果關係：以樹狀結構來表示原因與結果的關係。例如在問題分析時， 上位階

代表問題本質或表徵，往下各位階則是造成該問題的原因或衍生的廣度與深度

的問題或影響；尋找問題解決方法時， 上位階是造成問題的原因，下一階是

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再下一階是該方案的各種具體方法。在因果關係的結構

中，原因結果的層面也會包含分類關係存在。 

 
(3)聯想脈絡：亞里斯多德將聯想分為對比(想到男人就想到女人、想到白天就想到

夜晚)、接近(想到樹木就想到花草、想到高山就想到河流)與相似(想到籃球就想

到地球、想到竹筷就想到竹竿)三種。從創意發想的觀點，可區分為根據主題

自由發揮的自由聯想特定方向思考的限制聯想(或稱強制聯想)，以及採用與主

題本質相似事物為提示進行發想的類比聯想。因此，心智圖樹狀結構 上位階



代表原始或抽象的主題，往次位階的各個階層是經由上述各種聯想所展開的思

維脈絡。 

 
(4)網狀脈絡：不同節點的關鍵詞之間若有關聯，可以單箭頭或雙箭頭的線條指出彼

此關係，亦可在線條上以文字說明兩者間的關聯性。 

 
 3.色彩─ 

 (1)用顏色來區分不同主題或類別的資訊。 

 (2)用顏色表達我們心中對該主題或類別資訊的感受。 

 
 4.圖像─ 

   (1)重要的地方才加插圖。 

   (2)插圖必須能夠明確表達代表的内容，或與該內容能夠產生聯想。 

    （孫易新，2014） 

 
心智圖可以畫在紙上，也可以用軟體來繪製，底下是以免費軟體 Xmind 來繪製的<

如何用七個步驟製作心智圖> 

 
 (資料來源：https://actsmind.com/blog/archives/4719 ) 

    利用這七個步驟來學習如何製作傳統心智圖，並運用心智圖原則來導引你進行。 

1. 從空白頁面中心開始 

2. 使用圖像或圖片作為中心思考主題 

3. 全面運用顏色 

4. 把主要分支連接到中心影像 

5. 作成彎曲的線條型式 

6. 每條上使用一個關鍵字詞 

7. 全面套用圖像效果 

Xmind 軟體免費下載：https://actsmind.com/blog/software/xmind3download 

 
（五）六頂思考帽 

 
六頂思考帽（Six  Thinking  Hats）是英國學者愛德華.狄波諾(Edward  de  Bono)博士

開發的思維訓練方法，也是一種平行思考的工具。用白、紅、黑、黃、綠、藍六個顏

色象徵六種思維方式，以求思考時可以客觀且面面俱到。各色思考帽清楚的界定思考



的範圍，主要功能在於透過界定的角色扮演打破思考時的自我防衛阻礙；簡化思考模

式，讓思考者一次只做一件事，並將注意力引導到主題或選定事項的六個層面；藉由

六頂思考帽的遊戲規則，方便的變換思考，解決主題或選定事項的深層問題，並提高

效能及創造力，是個強有力的思考工具。 

1. 清楚記得六頂帽子的特點和功用，以便多面向思考問題； 

2. 針對問題每次只戴上一種顏色的帽子； 

3. 戴上之後，只可使用這種帽子的方法來思考設定的問題； 

4. 針對問題思考沒有次序規定，也沒有時間限制； 

5. 問題思考過程中可以重覆戴上，或者交替使用，使用十分自由； 

6. 用完脫下即可換上另一頂，以思考問題的另一個面向。 

7. 過程中根據問題需要隨時取用，沒有必要每一頂思考都要使用，也可以連續使

用兩頂、三頂、四頂或者更多的思考帽。 

8. 謹記六頂思考帽子的特質，保持清晰思路思考問題，避免將六種特質混為一談。 
（Edward de Bono 著，劉慧玉譯：2010） 

 
 
 
 
六頂思考帽是一種平行思考工具，平行思考的主旨在於將每個人的經驗和智慧都運

用到每個方向的思考之中。因此在思考、考察或解決問題時，在同一時間點上應該大家

同時帶上同一種顏色的思考帽進行思考，當需要進行下一種思考方式時再同時換上另一

種顏色的思考帽進行思考；在討論過程中指定某人戴特定顏色進行思考，是常犯的錯

誤。 



例如：三人小組以題目：「淺析大數據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套用六頂思考帽，討

論問題時可嘗試先三人同時戴上白帽，思考蒐集問題資料，繼而戴上各種顏色的帽子

來討論及檢核問題。 

帽子 問題思考點 討論及檢核 

 
資訊蒐集 

◆問題的實際狀況究竟如何？ 

◆目前我們有哪些資料？ 

◆我們還缺那些資料？ 

◆我們該如何找到適合的資料？ 

·何謂大數據？特性？如何構成？ 

·目前有多少關於大數據的資料？ 

·我們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合用的資

料？網路？期刊？書籍？ 

 
情緒認知 

◆問題這樣定義你感覺如何？ 你喜

歡？ 

◆用直覺告訴我問題這樣定義行的通？ 

·這是我們喜歡且有興趣的題目？ 

 
反面觀點 

◆問題的缺點和困境？ 

◆問題有何負面影響？  

◆問題這樣定義行得通？ 

◆問題這樣定義找得到建設性的建議？ 

◆問題能有清楚得論據與論證？ 

◆問題很具焦？ 

◆問題大小適中？ 

·大數據對日常生活的負面影響有哪

些？缺點？存在那些問題？ 

·過度仰賴大數據有何風險？ 

·目前題目定的夠聚焦？行得通？可

以順利完成？ 

·容易找到關於大數據對生活影響的

論據？可以找到有力的論證？ 

 
正面觀點 

◆問題有何利益和功能？Why？ 

◆問題的優點？ 

◆問題的正面影響？ 

·做這題目對我們可有好處？ 

·大數據對於日常生活的正面影響有

哪些？優點？ 

·可以給人們帶來多少好處和有哪些

便利？ 

 
創意思維 

◆針對問題有何新建議？新計畫？新構

想？  

◆問題能有另一種解釋？ 

◆問題能有不同的替代方案？ 

·可有大數據對日常生活影響的新建

議？ 

·能找到大數據對日常生活更有效的

運用？ 

 
思考管理 

◆針對問題我們現在思考進行到哪裡？

是否符合邏輯性及適切性？ 

◆下一步該怎麼進行？ 

◆針對問題作摘要、觀察、結論與評論 

·目前題目如此定義是否符合邏輯

性？題目適切？ 

·需要重複戴上何頂思考帽重新檢

核，或調整題目？ 

 
 
（六）系統思考 

 
  傳統處理問題的方式，只是尋找簡單的因果關係，然後個別處理其中每個單獨原

因。系統思考是一種跳出框架，以｢見樹又見林｣的方式綜觀全貌，化繁為簡、克服盲

點的整體性思考。網路的興起帶動資訊的氾濫及複雜度，系統思考將有助於我們發現

問題的根本原因，看到多種可能性，從而讓我們更好地管理、適應複雜性挑戰，把握

新的機會。就像冰山浮在水面之上的部分一樣，事件只是一個更為巨大的複雜系統中

為人可見的一小部分，但往往不是 主要的；難題多半只在世人面前浮現冰山一角，

當外在「徵兆」顯現，人們總是急於解決，卻忽視整體困境。但是當同一問題一再發

生，人們就應該警覺這不是「單一事件」，反而有可能是因為多重因素、結構，創造



了這個反覆發生的「徵兆」，這正是系統思考的原型。（邱昭良譯，2016） 

 
    任何一個系統都包括三種構成要件：要素、連接、功能（或目標）。它具有適

應性、動態性、目的性，並可以自成組織、自我保護與演進。 

 
要素：數據資訊是 重要的要素。 

連接：透過好的平台連接溝通。 

功能：用整體思考達成團隊共同目標。 

 
    問題發生時，善於進行系統思考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尋找資料，了解系統

的歷史情況以及行為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圖。系統思考是動態的、整體的、化繁為簡的

思考模式，讓管理者能以全面鳥瞰整個系統的癥結，讓決策者以深刻洞視的思考找到

問題根本，也可以整合不同的意見與內容的因果邏輯，繪製系統圖。 

 
    系統思考研究者有時將這些常見的、會引發特定行為的系統結構稱為系統基模

（archetypes），這些基本模型既是一些頑固、棘手和潛在危害性極大的問題的根

源，也是實現有效行為改變的槓桿點。只要懂得系統原理，就可以在恰當的地方施加

干預措施，從而獲得期望的轉變。 

   

        
 

      一所學校、一座城市、一家工廠、一個公司以及國家經濟等，都是系統。動物是一個

系統，樹也是一個系統，而森林則是一個更大的系統，包含很多樹木和動物等這些子

系統。 

 
         如果我們可以看到相關的事件是如何累積形成動態行為模式的，我們就不會感到太驚

訝。系統的行為就是它的表現或績效水準隨時間變化的趨勢，有可能成長、停滯、衰



退、振盪、隨機或進化。 

 
    系統是一組相互連接的事物，在一定時間內，以特定的行為模式相互影響，例

如人、細胞、分子等。系統可能受外力觸發、驅動、衝擊或限制，而系統對外力影響

的反饋方式就是系統的特徵。在真實的世界中，這些反饋往往是非常複雜的。 

 
     
 

五、定義問題檢核表： 

檢核項目  是 否  修訂是否完成 

1.題目文句用字正確、文法無誤？  □  □  □完成□未完成 

2.題目言簡意賅，用語清楚，顯示出研究特徵？  □  □  □完成□未完成 

3.題目設定切實可行？  □  □  □完成□未完成 

4.題目有意義（價值）？  □  □  □完成□未完成 

5.題目的研究主題很明確？  □  □  □完成□未完成 

6.題目符合小題大作精神？  □  □  □完成□未完成 

7.題目的深度和廣度適中？  □  □  □完成□未完成 

8.題目的研究涵蓋範圍適中？  □  □  □完成□未完成 

9.題目的問題意識清楚易懂？  □  □  □完成□未完成 

10.題目的研究成果具有參考價值？  □  □  □完成□未完成 

11.題目的研究成果富有發展性？  □  □  □完成□未完成 

12.研究題目與研究目的相契合？  □  □  □完成□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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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尋找策略 
一、內涵 
 （一）瞭解各種資訊類型及其來源 

 （二）找尋適合探究問題的參考資訊 

 （三）學會使用索引方式 

 

二、學習目標 
 （一）能利用館藏查詢系統搜尋並應用圖書資源 

 （二）能利用網路檢索相關的電子資源 

 （三）能選擇適宜的資訊 

 （四）能珍惜及善用公共資訊 

三、學習內容 

在研究過程中如能設定可行且有效的「資訊尋找策略」，將有助於後續的資料分

析、研究設計及報告之撰寫，本單元將「資訊尋找策略」之內容，依其資料類型、尋

找管道及尋找步驟分述如下： 

（一）資訊類型 

      不同研究主題，需要蒐集不同類型的資料，做為文獻探討及印證自己的論述。

隨著網路及傳播科技的發達，各種資料的取得越來越方便、快速且多元。若依資源取

得之途徑，資訊類型可分為「已出版品」如書籍、報章雜誌、期刊、學術論文、參考

書...等，另一類是「未出版品」，如信件、日記、合約書、法院判例、研究日誌…等。 

1.書籍 

     書籍是目前各校圖書館內最多的圖書資源，現在一般高中職都有數萬冊以上館藏

量，足可提供各類主題進行廣泛且深度的文獻探討，尤其是文史類之小論文更需要倚

賴圖書資源作為研究參考，師生可以透過圖書館藏系統中的標題(subject heading)

或分類號進行圖書檢索，即時查找研究所需之圖書資源；隨著科技的發達，近年來出

版商陸續推出多媒體電子書，各高中職圖書館亦開始典藏數位電子資源，可提供讀者

更豐富、多元、即時的圖書服務。 

2.新聞報紙 

      新聞報紙可分為中文及外文報紙，國內中文報紙大部分有國際版、全國版及地

方版，內容以報導某一特定事件之人、事、地、物及事件始末為主，部分內容及圖片

或可做為研究案例之佐證，但仍需注意新聞報社及主編對事件描述是否具有客觀性，

部分學校有訂閱外文報紙，仍可提供有別於國內報紙不同觀點之探討。 

3.學術論文 

     學術論文係由碩、博士班學生所撰寫之學位論文，其內容對高中生可能稍難，但

在老師指導閱讀之下，仍有許多文獻、圖表或研究數據可作為小論文之文獻探討，師

生可透過「全國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下載點閱；對於初次參加小論文研究同學



則可先透過「中學生」網站，觀摩歷屆得獎小論文作品，了解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

但仍請注意需提醒同學尊重著作權，不得抄襲他人著作。 

4.參考工具書 

    常用的參考工具書有針對特定主題做深入解說的「百科全書」，用以查檢特定字辭、

定義及解釋的「字典、辭典」，提供一年間所發生之重要事件及發展的「年鑑」…等，

這類參考書常對特定研究主題會有深入探討及文獻回顧。 

5. 期刊、雜誌 

     刊物分為定期和不定期發行刊物，包括雜誌、專刊、電子刊物、學術期刊…等，

其中學術性期刊通常都經過專家學者嚴格的審稿，內容是相當值得信賴的研究資源，

尤以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常會需要使用學術期刊之資訊。 

6.電子媒體 

      包括磁帶、唱片、VCD、DVD、光碟、電子書籍、電子辭典、影視作品…等。 

7.其他未出版品 

     包含信件、日記、合約書、法院判例、研究日誌…等未出版的資料，這部分大部

分是私人收藏第一手、原創未公開資訊，取得途徑可能有些困難，但有時對學生撰寫

小論文卻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例如文史類小論文可參考歷史人物的信件、日記、手稿；

法商類小論文可參考各種合約書或法院判例；自然類科可參考學長姐在實驗室的實驗

數據…等，這些資訊或許未經出版，但對學生小論文或專題研究應該都會有幫助。 

（二）資訊尋找管道 

1. 圖書館 

      臺灣目前之圖書館分為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中小學圖書

館及專門圖書館五大類型，其中學校圖書館是教師教學資源中心及學生自主學習中心，

也是師生專題研究的知識寶庫，透過學校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之書籍、期刊、電子資

料庫、政府出版品、報紙、論文、網路、百科全書、研討會報告、視聽媒體，學生可

以便利、有效及快速的獲得研究所需資訊，是研究者最佳的資訊尋找管道。在尋找資

訊時，學校圖書館如無法滿足，亦可利用其他類型之圖書館來蒐集資料。 

2.博物館、文史館 

    博物館、文史館以典藏具有科學、藝術、人文或歷史的文物為主，具有典藏、研究、

展示、教育之功能，各縣市都設有各類型的博物館及文史館，對於文史、藝術、考古

或語文類之專題研究者而言，亦提供一個不錯的資訊尋找管道。 

3.網路資源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網路資源越來越豐富，研究者可以透過電子資料庫、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教師教學資源網、部落格…等網站，快速且便利的找到研



究所需資訊，然而有些網路上的資訊參差不齊，最好選擇官方或具公信力之網站，研

究者亦須注意網站資訊與其研究主題是否具有相關性(Relevance)、時效性

(Currency)、可靠性(Reliability)、正確性(Accuracy)。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豐富多元的數位資源，包含電子資料庫、電子書、電子

報紙、電子期刊、新聞知識庫等，如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華藝線上圖書館）、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經由註冊即可免費使用，是學生

在進行自主學習時的好幫手。 

4.其他資源 

     除了上述資訊尋找管道，亦可安排參觀、踏查、訪問…等活動，或安排專家學者

辦理專案研習，讓學生獲得所需的研究資訊。 

 

 

 

 

 

 

 

 

 

 

 

 

 

 

 

 



 

四、範例 

範例１、資訊尋找策略 

          以小論文為例，在指導過程中常會發現，學生因未建立明確的查找策略，或因時

間管控不當，致使投稿時程有所延誤，因此建議學生於小論文研究時，思考所有的資

訊可能來源及 適合的資訊來源，做出多方面思考判斷，並採用如範例中之檢核表，

進行資訊來源及研究程序之管控，再由教師協助檢視其研究時程。 

       舉例如下： 

   XX 高中高一電子商務科學生擬參加 1070331 梯次商業類小論文寫作競賽，已與指導

教師確認研究題目為「探討胖老爹及肯德基經營之差異與消費者之滿意度分析」，教

師即可指導學生腦力激盪討論研究所需資源，確認後建立如下之紀錄表。 

 

資訊尋找策略紀錄表 

指導教師：周冠軍 

參賽學生：張三、李四、王五 

參加類別：商業類 

參賽題目：探討胖老爹及肯德基經營之差異與消費者之滿意度分析 

尋找策略： 

1.紙本資料 

■圖書   ■ 期刊   □ 報紙   □政府出版品 □ 地圖 □其他 

2.電子資源 

■搜尋關鍵字:__肯德基、胖老爹、炸雞____ 

■電子資料庫     ■電子期刊    □電子書 

■新聞知識庫     □影音(youtube)    

□其他 

3.實地考察 

■地點:(__ 肯德基台南店、胖老爹麻豆店___) 

4.其他 

■(__台灣高中問卷調查___) 

註：選擇上方適合的來源，在□中打 V 

 

 

 

 



 

 

範例２、認識圖書館資源  

圖書館是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時的重要場所，在圖書館利用教育時，可利用本表協助學 

學生認識圖書館資源 

拜訪的圖書館：   學校圖書館 (請選擇一個圖書館拜訪) 

資源類別 位置 如何搜尋 可否外借 備註 

例：商業周刊 1 樓 圖書館 1 樓查詢台輸入關鍵字 否 ※當月不外借。

          

          

          

 

 

五、尋找策略檢核表 
檢核者：                   

檢核項目  是 否  修訂是否完成 

1.已確認研究主題  □  □  □完成□未完成 

2.已選擇適合的資料類型  □  □  □完成□未完成 

3.已建立明確的尋找策略  □  □  □完成□未完成 

4.已完成尋找修正策略  □  □  □完成□未完成 

5.已篩選應用資訊  □  □  □完成□未完成 

 
 
 
 
 
 
 
 
 
 
 
 
 



 
 

參、 取得資訊 

一、內涵 

（一） 認識資料的性質來源 

（二） 瞭解獲得資料的方法 

（三） 掌握取得資料的工具 

（四）熟悉取得資料的流程 

（五）運用取得資訊的技巧 

（六）有效評估取得的資訊 

（七）自主操作中學生網站 
 

二、學習目標 
 （一）能找到資訊的資源所在，並取得資訊。 

（二） 能認識資料的來源， 

（三）能運用適當的方法及工具取得資料 

（四）能掌握取得資料的流程 

（五）能熟用取得資料的技巧 

（六）能有效評估取得的資訊。 

 

三、學習內容 

（一）資料的來源： 

資料蒐集是進行小論文研究或專題研究的基本能力。網際網路應用層面普及，以

及電子資料庫的技術純熟，在資料蒐集時，除了能夠消除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之外，也

大大降低了資料蒐集的門檻，使資料蒐集快速又便捷。 

從資料的取得來看，可以分為三種類別，分別是初級資料（primary data）、次級

資料（secondary data）以及中介資料（Metadata），本章僅介紹初級及次級資料。 

1、初級資料（primary data）： 

初級資料（primary  data）是指由研究者自己主動收集的第一手資料，例如：針對

研究題目所進行的市場調查。舉例來說，一般社會科學研究中常會調查受試者的喜好、

態度、認知、意圖、動機或行為。常見的初級資料蒐集方法包括：調查、訪談、觀察、

實驗等。初級資料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來收集資料，收集資料的過程也會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 

(1) 調查 

透過調查，研究者可以擁有第一手的資料。調查方法的種類眾多，小至舉手調

查，大至數以千計的問卷填答，都可以通稱為調查。問卷調查是目前 為普遍的實

證資料的蒐集方式。透過問卷調查，從事研究的人員可以在 短的時間之內，了解

一群人對於某些事件或觀念的看法、意見或態度。因此在考量經濟效益與時間效益

的情況下，選擇用問卷調查來蒐集資料，是 經濟實惠的作法。 

(2) 訪談 



相對於調查，訪談是比較耗費時間的資料蒐集方式。運用訪談的方式，受訪者

的數量往往不會太多，每一次的訪談，也會占用某種程度時間，所以受訪者可以依

據被訪談的議題，進行較為深入的說明，而研究者也可以依據訪問大綱，廣為收納

眾多受訪者的意見與看法。 

運用訪談的優點在於訪問者與受訪者能彼此交流，根據議題相互探討，所以可

以從中獲得不少創新的看法，或者對研究有用的意見。不過受訪者往往良莠不齊，

有些想法較為極端的受訪者看法可能有偏差，或者受訪者岔開話題自顧自的聊，都

有可能影響研究的可信度。所以事前必須要有周全的因應對策。 

(3) 觀察 

觀察，就是在既定的實驗場域中，透過視聽覺進行資料的蒐集。從事觀察，

困難的部分莫過於觀察者必須要一面觀察、一面記錄，所以經驗不足的觀察者往往

會手忙腳亂，顧此失彼。因此，如果透過觀察法進行資料蒐集，一定要事先準備好

觀察紀錄表，了解觀察的重點與觀察的項目，這樣比較容易在觀察當時有效的記錄，

並且減少緊張感。此外，透過架設攝影機進行觀察的拍攝，也可以有效的協助觀察

者事後再次觀察現場沒有注意到的發生事實。所以在進行觀察研究時，可以充分考

量數位攝影技術的使用可行性。 

(4) 實驗 

進行實驗法蒐集資料，需要較為複雜的撰寫方式，必須包含實驗操弄與實證資

料的蒐集方法等，實驗操弄要描述實驗地點、實驗設計與實驗過程。實證資料的蒐

集則需有調查或測量的方法。常見的實驗規劃，時間長度長則 2‐3 個月，短則 4‐6

周，但獲得實驗數據資料後，仍得審慎評估其是否為理想之數據資料。因此，事先

充分了解實驗特質與實驗限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  

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是指研究者透過其他管道而得到的資料，例如：引

用別人的文獻資料、政府開放資料等等。次級資料的來源包括圖書、使用手冊、期

刊論文、研討會論文、雜誌文章、政府技術報告、網站資料、公司報告等等。 

次級資料是現成的資料，因此取得的時間不需花費太多，也可以節省成本。次

級資料主要是用於研究中文獻探討的部分，因此次級資料是支持研究論文相當重要

的要素。 

次級資料經有效的整理分析後也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尤其是圖書、期刊論

文、政府技術報告等，研究者經過長時間的淬鍊，並且歷經審稿、修訂文章，因此

獲得刊出的資料內容較具有參考的價值。 

（二） 取得資訊的工具： 

1、圖書館館藏目錄 

OPAC（全名為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又稱線上公用目錄，是圖書館自

動化的產品。將圖書館館藏書目紀錄儲存於電腦，使用者透過載具或個人電腦，線

上即時查詢圖書館書目資料庫中的書目資料。由於電腦能儲存大量資料，又能提供

富有彈性的檢索方式，使得線上目錄普遍受到歡迎，成為國內外圖書館 主要的目

錄形式。線上公用目錄可與圖書館其他作業(例如編目、採購及流通系統)，整合成



整合性線上系統。透過此系統，使用者可查之圖書館是否藏有某一圖書，目前是編

目中、已被外借或預約等等。（王梅玲，2011）  

2、參考工具書 

在學習或研究中，作為工具使用的書籍，且依某種特定方式編排，以便利查詢，

如百科全書、字典、辭典、書目、索引、摘要、手冊、名錄、指南、年表、地理資

料、傳記資料、法規、統計資料等等，統稱之為參考工具書。（東吳大學圖書館，

2018） 

3、數位資源 

數位資源在圖書館應用上較具體的產品形式，依資料內容性質可歸納為五大類： 

(1) 電子書：是作者或專業出版者透過電子數位系統，將出版內容經過編輯排版產生的

數位內容，存放於各式電子儲存媒介，可經由傳統的通路來流通這些電子媒體，或是

透過網際網路把數位內容傳送到讀者的數位閱讀設備。  

(2) 電子期刊：是以電子形式出版的連續性出版品，不論是以光碟方式、網路通訊或者

是直接連線，在資料出版上是 連續性、有計畫性的長期出版者，都可視為電子期刊。  

(3) 電子資料庫：是將特定收錄範圍資訊，經過整理並鍵入資料庫系統，設計使用介面

提供查詢書目或內容資訊之資 訊系統。  

(4) 電子報：是指任何利用電子訊號傳輸的新聞報導內容媒體。  

(5) 網路資源：是指存在於網際網路的各種資訊資源。 

由於數位資源擁有可及性、傳送快速、便於檢索、可提供超連結、具有多媒體

及儲存上的優勢，特別能符合學術傳播對於資訊分享便利性與及時性的要求，加上

經費及學術傳播環境生態的改變，使得圖書館徵集電子資源成為主要的發展趨勢。

（林巧敏，2008） 因各校資源多寡不一，數位資源的使用，可鼓勵學生利用公共資

訊圖書館之數位資源。 

（三） 取得資訊的流程 

自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人類在各領域的知識都是突飛猛進，儼然成為知識爆炸的

時代，在今天，任何人只要利網路查詢工具，幾乎都可以找到成千上萬條的訊息。但

是，那麼多的訊息，都是我們所要的嗎？如何能夠在 短的時間內，運用 有效的方

法及工具，找到我們所要的資訊？應該是我們要培養的重要能力，而瞭解取得資訊的

流程，可以讓我們掌握取得資訊的門徑。 

1、取得資訊流程圖 



 

2、取得資訊流程說明 

 

步驟  說明 

確定目的及主題  當我們要取得資料的時候， 好是先確定所要找的主題是什麼？同

時，也要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找這些資料。 

例如，我們要找有關「流行文化」的資料，那麼，我們是要想知道什

麼是「流行文化」呢？還是「流行文化」的內容？或是為什麼會有

「流行文化」？不同地區的「流行文化」有什麼差別？ 

而我們為什麼要找這些資料呢？是為了解決疑問？同學間引起的討

論？還是要做作業，要寫報告？或是其他的目的？因為不同的目的，

也會影響到我們後續找資料的範圍、資料的來源及資料的深度及對資

料質量的要求。 

掌握關鍵字  在確認我們要取得資訊的主題及目的之後，我們就要根據這個主題，

找到一些關鍵字(Keyword)，作為查詢時的脈絡。關鍵字是我們在查詢

資料時，所要所用的單字或詞句。例如：我們要查字典辭典時，所查

的單字或詞語，就是關鍵字。又如：我們要查有關「流行文化」的資

料，除了「流行文化」本身可以是個關鍵字之外，與其相關的，如：

「次文化」、「青少年文化」等，都可以用來查詢資料的相關關鍵字

用詞。 

當然，我們沒辦法一起就能掌握所有要用的關鍵字，可能很多的關鍵

字，都是在查詢資料的過程中發現的。 

選擇資料的來源

及類型 

不同的參考工具或網路資料，都有他們的特性，例如：報紙資料搜集

的主要是新聞事件及新聞評論為主，因此，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發生事

件的經過及相關的評論。期刊資料則以針對某一專題，提供較為深入

的敘述說明、分析及評論，如果我們要對某一專題作深入的探討，我

們就要多找一些期刊資料。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只是想知道某一主題

的定義或背景知識，那麼，百科全書型的資料就是 好的選擇。我們

要瞭解一個單字或詞語的意義，就去查字典或辭典吧，一定會有滿意

的答案。所以，在我們找資料之前，認識各種參考資料的屬性及功



用，在我們找資料的時候，自然可以水到渠成。 

瞭解工具的使用  不同的工具，都有不同的編排及查詢的方式。除了關鍵字查詢之外，

字典是以部首筆畫來排列的，因此，要查一個中文字的時候， 好是

先知道它的部首是什麼。也有些資料，是以時間或地區來編排，如：

歷史資料，或大事記資料，就會用年代來編排；地圖資料或旅遊指

南，就會以地區來編排，因此，當我們要使用這資料時， 好能瞭解

這些工具的編排及查詢的方式，使用起來就能得心應手。 

運用搜尋策略蒐

集資料 

掌握了關鍵字，瞭解了參考工具的性質及使用方法，我們就要開始動

起來，上窮碧落下黃泉了。過去，我們要找資料自然就是到圖書館

去，因為圖書館裡有我們所需要的圖書資料、期刊資料及參考資料

等。但隨著資訊網路的發展，我們現在幾乎只要利用電腦上網，幾乎

就可以找到我們所要的資訊。因此，如何利用網路搜尋工具，如：

Google、Yahoo、Bing 等搜尋引擎，便又是另一個要學習的課題了。

同時，在網路世界裡，也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資料庫及搜尋網站，是為

了得定目的與對象而設計的，如果我們也能掌握這些不同的資料庫及

網站，對於我們尋找有效資料，會有很大的幫助。例如：如果我要找

期刊論文的資料，我們只要到「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就會找到

豐富的成果。要找過去及現行的法律條文，到「立法院法律系統」，

也一定可以讓人不虛此行。 

確認資料是否足

夠 

資料內容千千萬萬，有時候，我們會一無所獲，更多的時候，我們找

到的資料，會超乎我們想像的多。因此，我們什麼時候要停止，以免

浪費時間，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如果我們只是想知道「流行文

化」的定義，那麼，我們只要找百科全書或辭典類的資料就可以。但

是，我們如果要以此主題寫作論文，那要搜集的資料，可能就要更為

廣泛。因此，我們在盡力充足搜集資料的同時，也是要考慮時間、人

力及能力、報告或研究的規模等因素，知道適可而止。 

擴大搜尋  當我們發現所訂的關鍵字，能找到的資料有限，我們就要使用一些搜

尋策略來擴大搜尋的範圍。如：利用同義詞、上層詞、下層詞及相關

詞，作為查詢的詞彙，例如：「流行文化」，它的上層詞可以用「文

化」、「流行」等；下層詞如「流行音樂」、「流行服裝」等；相關

詞如：「次文化」、「在地文化」、「流行時尚」等。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擴大資料查尋的內容，如：除了百科全書之

外，我們也可以查一下其他的參考工具，或網路資料庫、統計資料

等，就會有不同的收獲。 

有時候，在文獻資料的 後，會有該篇文章的參考或引用資料，我們

可以用滾雪球般追踪的方式，找到更多的文獻資料。 

有些查詢工具，可以讓我們用切截法(truncation)或拆解關鍵字的方

式，來擴大檢索的範圍，如：我們只要輸入 comput?，就可以查詢：

compute、computer、coumputation 等字彙。我們也可以將「流行文

化」拆成「流行 文化」兩個詞來搜詞，也可以擴大我們的搜尋成

果。 

縮小搜尋  有時候，我們會為了找到太多資料而煩惱，我們可以進一步增加查詢

的條件，來篩選出更有用的時資料，如：使用更精確的下層詞、限制

資料出版的時間、使用的語言、出版地點及出版者等；如「流行文

化」的主題，我們可以用「台灣流行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來

進一步限定我們的主題；有些搜尋工具可以讓我們依出版時間的先後



順序或只挑選某種語文內容來呈現資料，善用這些排序或篩選條件設

定。我們將會找到更適合使用的資料。 

延伸搜尋  為了讓我們的報告內容更加的豐富，或運用不同的角度，對研究主題

作不同層次的探討，我們在搜集資料過程中，也可以作進一步的延伸

搜尋。如：在研究「流行文化」的主題時，我們可以再對「大眾傳

播」、「群眾心理」等主題作瞭解，讓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視野，檢視

我們研究的內容。 

延伸搜尋的主要方式，基本上就是利用擴大關鍵字的搜尋及利用既有

的文獻，找到再多相關的關鍵字，以為搜尋的依據。在搜尋的過程

中，當然也要記「適可而止」的原則，否則也會有浪費時間的疑慮。

資料整理  由於我們搜集到資料形式各有不同，可能是一個報表、一堆數據、一

整本書、幾頁的期刊報告、一個網址或是一個電子檔案，如果沒有事

先規劃整理的模式，不單只會讓辛苦找來的資料不翼而飛，也會讓我

們在資料運用時不知所措。因此，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 好能養成

一個良好的資料整理的習慣，讓我們在資料的保存及運用上，更加得

心應手。 

 

（四）取得資訊的技巧 

目前的我們確實處在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時代，只要你有意願、透過網路你幾乎可

以接觸到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原則」，過量的資訊

還真讓人焦慮。因為光是每天打開社交網站，朋友轉貼的各類文章、照片、新聞、資

訊就讀不完了。若還想把這些資訊完整的分析、理解、吸收可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時間應專注在哪些訊息上。 

1、 主題與關鍵字 

使用主題與關鍵字是取得資訊時 常用的方法，找出的主題概念的詞彙應包含同

義詞、廣義詞、狹義詞、翻譯詞及相關詞，以提高檢索查全率。以宦官為例， 

同義詞：太監、奄（閹）人、宦者、宦寺、寺（侍）人、中人。 

廣義詞：宮人、椓人。 

相關詞：詹事、將行、長信少府、大長秋。 

翻譯詞：eunuch、castrated man。（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參考組，2018） 

 

2、布林邏輯查詢 

布林邏輯查詢是利用布林運算式（Boolean  Expression），將所要查詢的範圍明

確地加以縮小或擴大，使查詢出來的結果更加準確。換句話說，當上網找資料時，

要輸入兩個以上的關鍵字做為查詢字串時，就應該考慮是不是可以加入『AND』、

『OR』、『NOT』的運算元，以增加查詢的精確度。 

 
表三之一：布林邏輯‐‐AND、OR、NOT 使用時機說明 

項目  使用時機  例子' 



 

AND，是「且」的意思。 

在兩個關鍵字中加上 AND，可以縮小檢

索範圍，得到較精確的結果。當所要查

詢的關鍵字或是概念，在不同學域或行

業有不同的意義時，可以用 AND 來界

定範圍。 

例如：花木蘭 AND 迪士

尼，可以找到與迪士尼電

影花木蘭相關的資訊；

dogs and cats，可以找到同

時介紹貓和狗的資訊。 

 

OR，是「或」的意思。在兩個關鍵字

中加上 OR，可以擴大檢索範圍，得到

較多、較廣泛的結果。 

如果希望輸入的兩個關鍵字是要同時出

現在網頁或索引中，應該用 OR 連接。

通常為了將相關資料一網打盡，我們會

在同義詞之間加上 OR 來查詢 

例如：綠島 OR 蘭嶼，可以

找到與綠島有關的資訊，

也可以找到與蘭嶼有關的

資訊，更可以找到同時介

紹綠島和蘭嶼的資訊。 

 

NOT，是「非」的意思。關鍵字之前加

上 NOT，表示要剔除有關該關鍵字的資

料。當兩個關鍵字或是概念經常並列談

論，但如果只想研究其中一個概念時，

也可以用 NOT 來剔除沒有興趣或不相

關的概念 

例如：台灣 NOT 台北，會

找到台北以外的有關台灣

的資料。 

資料來源：謝寶煖（2018）資訊與網路利用網站：網際網路。2018 年 5 月取自

https://www.lis.ntu.edu.tw/~pnhsieh/courses/informationpower/internet/technology.htm 
 
 

3、圖書館館藏查詢 

(1) 連結各圖書館館藏查詢網站，可利用「所有欄位」同時查詢書刊名、作者、主題、

出版者、附註等欄位資料，或選擇「書刊名關鍵字」、「作者關鍵字」、「主題關鍵

字」個別查詢。 

(2) 請輸入所欲查詢資料中部份字詞或全部名稱。如： 

紅樓夢    曹雪芹     物理    微積分    global warming    Dan Brown 

(3) 關鍵字查詢系統預設以布林邏輯算字元”and”串連查詢字彙。如： 

「行銷」會查詢到有「行」和「銷」兩個字的紀錄，而非僅有「行銷」一詞的

紀錄。 

(4) 欲同時限定查詢特定館藏地、資料類型、語言、年代或出版者，可利用進階查詢。

（成功大學圖書館，2018） 

4、 參考工具的使用 

        因為參考工具書有其特殊的性質，因此圖書館通常會設 立參考室，專門陳列各種

中西文參考工具書，並有專業的圖書館參考館員，來教導讀者利用各種參考工具書，

協助查詢資料。 

         參考工具的常用的查詢方式：參考工具書的編排有利於讀者的查詢方式，一般可

用筆畫、注音、部首、類別、字母等方式查詢。 

 
        

 



（五）資料整理 

資料如果沒有經過整理，在使用上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當我們要做的報告或研究規

模越大，蒐集到的資料便越多，如果，沒有先作系統化的整理，等到真的要引用參考

時，簡直就是災難。 

1、資料數位化 

由於蒐集到的形形式式，有可能是一本書，一篇報告，幾頁期刊、幾幀圖片；

即使是電子檔，也有可能是文字檔、圖片檔、影音檔。為了保存方便，易於攜帶，

收納整理。在尊重智慧財產權及不違反著作權法的前提下，我們非常建議，只要蒐

集到的資料，都儘量將之數位化。 

如果是紙本的報告或期刊資料，可以藉由掃瞄器、照相機（手機）等工具，將

資料轉成 PDF 檔，若能配合文字辨識系統，將資料轉成文字檔，則未來寫作報告運

用時，會更加方便。如果是一本書，雖然無法整本影印，但至少可將封面或重點內

容掃瞄下來，並作重點摘要，以便日後整理使用。如果是圖片或實物，建議也能拍

成數檔案，以便歸檔保存。 

由於不同的數位資料，可能會存成不同的檔案格式，為了檔案的相容性及可以

在不同載具（如手機、平板或個人電腦）上閱讀，除了影音資料外，建議均儘量轉

成 PDF 等通用文件格式。 

2、資料分類 

資料分類的方式，先是依據主題的內容性質，建立一個的類別系統，然後依資

料的內容性質，將資料歸入各類別之中。如：圖書館將圖書分成十大類，便是依據

圖書的內容性質，將圖書歸入十個不同的類別之中，然後，我們就可以依照類號，

找到我們所要的圖書。 

資料分類的目的，主要是區隔不同性質的資料，給予編碼，再依編碼排列，當

我們要尋找資料時，即以性質之編碼順序，找到所要的資料。 

一般資料的分類，都會先以內容主題為主，若有相同主題的資料，則可再依作

者、出版年、語文等性質排列順序。因此，當我們要為研究報告蒐集主題時，也可

依據研究報告的主題分章辨節，並建立一個簡單的類別編碼，然後，將蒐集到的篇

文獻資料，依其內容歸入各編碼之中。編碼相同時，可再依作者、出版年份（發表

日期）、語文等因素作排列。資料經過分類整理後，內容性質的資料已經排在一起，

使用起來，自然大分方便。 

資料分類的繁簡，可以依據學習及研究的規模而調整，如果只是要瞭解觀念，

解決簡單的問題，也就不必麻煩了。 

3、檔案管理 

經過分類的資料，我們可以用檔案管理的方式，加以排列整理，並建立檔案目

錄。檔案目錄的作用除了可以方便我們查詢之外，也可以幫助我在研究報告 後列

出相關的參考文獻。 

當我們取得一份文件資料時， 好是就先依其內容性質分別歸類，並經予編號。

相同性質的文件，再依作者、出版年份（發表日期）、語文等編碼排列。同時，可

利用文書處理軟體或試算表軟體，建立一個檔案資料表，分別紀錄該文件的基本資

料，包括：編號、篇名、作者、出版地、出版者、期刊名（刊期）、出版年（發表



日期）等。 

如果是數位檔案，檔案的命名也是很重要，目前的檔案格式都允許以中文命名，

因此， 好用自己能夠辨識的文字來為檔案命名。如果有分類，可以先以分類代碼

開頭，然後是出版／出刊日期、作者、篇名 (如果太長，就只取 10 個字）。 

（六）資料評估 

在取得許多資料之後，其實 擔心的是資料是否正確？是否合用？因此在取得資

料的過程中，我們都應該隨時作辨識及評估，以免引用錯誤，也浪費時間。 

1、評估原則： 

       (1)資料範圍： 

            在我們使用參考工具或網路資料時，我們要先瞭解該資料的相關範圍，包

括：蒐集資料的範圍、主題的範圍，還有時間、地區、語言、媒體形式等。還

有內容性質是學術性、新聞性或是娛樂休閒性？否則，會讓我們找錯方向或找

不到符合需要的資料。 

        (2)權威性： 

             權威性的判斷，其實是一種可信賴度的判斷，除了是資料作者的身份地

位，更重要的是作者專業與在該領域的地位。除了作者之外，出版者及網站架

設者的權威性也是很重要，我們相信好的出版者對其商譽是十分珍惜的，因此，

對其出版品也會作嚴謹的審核。 

         (3)正確性： 

             要辨識資料來源的內容是否正確十分重要，但我們可能不容易從資料本

身去判斷是正確。一般而言，我們會先從資料的提供者開始判斷，提供者是否

值徥信賴或具有專業的權威性？還有，資料內容所依據的資料來源又是什麼？

與其他資料或文獻的比對的差異程度又如何？尤其不同的資料之間內容有差異

時，資料是否可以被驗證判斷？是資料正確與否的重要判斷。 

         (4)適用性： 

             在使用資料時，我們也要瞭解資料的適用性，如：撰寫的動機、對象等，

有些資料可能一開始就預設立場或是為了某一目的而撰寫，如：置入性的廣告

資料，我們在引用或使用時，就應該要注意。 

         (5)完整性： 

             資料的完整的判斷包括對主題的定義是否明確？資料來源是否有所依據？

是否能兼顧不同角度的觀點？對事實或現象是否有完整的陳述？對可能的影響

或發展是否有進一步的延伸或分析？對於蒐集到的資料，我們固然希望它能達

到完整性的要求，但當我們發現資料的不完整時，也正是我們進一步探索的方

向。 

        (6)有效性： 

            無論是書籍或期刊，都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的整理才出版發行。即使是

網路上的資料，也可能因為不是即時性的資料而會有過期的問題。因此，我們

在閱讀資料時，一定要特別注意撰寫及發行出版的時間，如果是過久以前的資

料，則 好再作進一步的追踪求證。而適時的更新，是維持資料的有效性的方

法之一。因此，我們也可以注意資料的更版或更新情形，來作判斷。 

2、資訊評估工具 

依據上述的評估原則，我們可以用以下表格，來作為資訊評估的簡單工具： 

評估原則  評估說明  符合 



1.資料範圍  1‐1 主題是否符合我的需要？ 

1‐2 資料內容的性質 (學術性、新聞性、政治

性、娛樂休閒性等) 是否符合我的需要? 

1‐2 資料蒐集的時間範圍是否符合我的需要? 

1‐3 資料蒐集的地區範圍是否符合我的需要?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權威性  2‐1 創作或撰稿者是否該學科領域的專業? 

2‐2 刊物或網站是否該學科領域的專業權威? 

2‐3 出版發行者或網站負責人信譽是否良好? 

2‐4 是否說明資料來源? 

2‐5 作品是否常被別人引用? 

2‐6 有關作者的資料(姓名、學經歷、聯絡資

訊)是否有呈現？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正確性  3‐1 提供的資料的來源是否有可靠? 

3‐2 與其他文獻或資料是否有明顯差異性或矛

盾? 

3‐3 提供的資料是否能被驗證? 

3‐4 其他人對該作品的評論如何?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4.適用性  4‐1 資料的寫作對象是誰？ 

4‐2 資料觀點是否有預設立場？ 

是□  否□ 

是□  否□ 

5.完整性  5‐1 對於關鍵名詞的定義是否明確? 

5‐2 文體或內容結構是否完整? 

5‐3 是否提供延伸主題的內容? 

5‐4 是否提供進一步探索的方向?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6.有效性  6‐1 文辭內容是否文句流暢, 語意清晰? 

6‐2 提供資料是否具有時效性? 

6‐3 資料是否有更新?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網路資料可信度評估表： 

符合  檢核項目 

 

□ 

□ 

1、合理懷疑資訊的安全性及正當性（Safety/Righteousness） 

這個網站提供的訊息是安全的嗎？ 

這個網站所呈現的資料具合理性及正當性嗎？ 

 

□ 

□ 

□ 

□ 

□ 

□ 

2、思考資料的可信度及權威性（Reliability/Authority） 

這個網站的類型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這個網站的負責人或組織具權威性嗎？ 

網頁創作者或作者具可信度嗎？ 

網頁創作者或作者具權威性嗎？ 

網頁創作者或作者是這個領域中的專家嗎？ 

網頁上有網站負責人的連絡資料嗎？ 

 

□ 

□ 

□ 

□ 

3、網頁內容的時效性（Currency） 

網頁上有標示這個網站是何時製作的嗎？ 

網頁上有標示 近修訂更新內容的日期嗎？ 

網頁上有呈現 新的訊息嗎？ 

網頁上呈現資訊的時效性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 

4、報導範圍（Coverage） 

網頁上呈現資訊的報導深度與你的需求符合嗎？ 



□ 

□ 

□ 

□ 

網頁上有呈現符合你需要的統計數字或圖表嗎？ 

網頁上有呈現獨特的資訊嗎？ 

相連的網站有經過評鑑或加以註解嗎？ 

可經由這個網站連結其他可信度高的網站嗎？ 

 

□ 

□ 

□ 

□ 

□ 

□ 

5、尋找設計細節的部份（Design） 

這個網站的組織架構清楚明白嗎？ 

這個網站沒有錯別字或錯誤的語法嗎？ 

這個網站的圖形動畫清楚嗎？ 

這個網站有適當地融入多媒體嗎？ 

這個網站有適切的互動性嗎？ 

這個網站有必要的安全性以保障你的隱私嗎？ 

 

□ 

□ 

6、分辨「網頁」與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頁」 

你覺得這個網頁是專為網站設計的嗎？ 

網路上找到的「資料頁」有標示源自於何處嗎？ 

   資料來源：許益財總編輯（103）。網路資料蒐集與識讀：資訊素養與倫理（高

中職版，第三版第三單元。頁 3 之 11‐12。 

 

（七）中學生網站 

1、如何註冊? 

1、進入中學生網站：

www.shs.edu.tw 

 

2、點選【中學生網站會員註

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