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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分析光碟資料庫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
索者問題認知、檢索概念、檢索詞彙、詞彙選用心
智模型及檢索結果之差異，以探討檢索問題、檢索
詞彙以及心智模型對資訊尋求和資訊檢索之影
響。本計畫蒐集 10 位資訊需求者之檢索問題，經
由 31 位計畫檢索者，對此 10 個指定的問題進行 59
次檢索。本研究將從問題的複雜性、專指性和前提
假定三方面分析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問題認
知上之差異，同時分析兩者對於檢索概念、檢索詞
彙、詞彙選用心智模型與檢索結果的一致性，以建
立使用者導向資訊尋求行為的本土實證研究資
料，期能將研究結果應用於資訊系統的設計與訓練
上。

關鍵詞：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資訊檢索、問題、
使用者、檢索詞彙、檢索概念、心智模
型、一致性

Abstract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information retrieval of college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en they are
using PsycLIT database. This project collects 10 real
search questions from end-users. After instructions, 31
project searchers were assigned to search the above 10
questions, doing 59 searche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d-users and project searchers
concerning search concepts, search terms, and mental
models. It also attempts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between questions and the above factors.

Keywords: Information Need, Information Seek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Questions, Users,
Search Terms, Search Concepts, Mental
Models, Consistency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是一為期三年的大型實證研究，重點
在於研究檢索問題、檢索詞彙及心智模型對資訊尋
求和資訊檢索之影響。本計畫已於第一年度和第二
年度計畫中分別分析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之
檢索問題認知、檢索概念、檢索詞彙、詞彙選用之
心智模型以及檢索結果，至於本年度的研究重點在
透過比較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對於檢索問題
認知、檢索概念、檢索詞彙、詞彙選用心智模型及
檢索結果之差異，探討資訊需求在檢索行為中的角
色，並綜合歸納檢索問題、檢索詞彙與個人心智模
型對資訊尋求和資訊檢索之影響。

本計畫欲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對於檢索問

題認知之差異。
二、 探討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檢索概念之

差異。
三、 探討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檢索詞彙之

差異。
四、 探討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詞彙選用心

智模型之差異。
五、 探討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檢索結果之

差異。
六、 綜合歸納檢索問題、檢索詞彙與心智模型

對資訊尋求和資訊檢索之影響。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彙整所指定之 10 個檢索問題的資訊需
求者和計畫檢索者對問題認知、檢索概念、檢索詞
彙、詞彙選用心智模型及檢索結果等資料，進行系
統化的分析比較，所得結果討論如下：
1.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對於檢索問題
認知之差異

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對於檢索問題認知
差異的分析，可分為複雜性、專指性和前提假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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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複雜性方面，有八成的計畫檢索者對問題
複雜性認知的平均值高於資訊需求者，原因在於計
畫檢索者對於問題的掌握程度不及資訊需求者，對
問題和資訊需求者的需求無法深入瞭解，比較容易
將問題複雜化，此與相關研究中次判斷者所進行的
相關判斷較為鬆散有異曲同工之妙。深入探討各問
題之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對問題複雜性認知
之一致性，發現一致性達八成以上的只有一個檢索
問題，另有 6 個檢索問題之各計畫檢索者對於問題
複雜性認知與資訊需求者完全不一致（共佔 60
％），而其它 3 個問題的一致性亦不高。至於一致
性較高的 2 個問題皆具備陳述較為簡單而明確，且
不包含前提假定的特質，可知需求者對於問題陳述
的愈明確，甚至說出其檢索概念和詞彙時，則模擬
的計畫檢索者愈能提高對於問題本身掌控程度。

在專指性方面，將各計畫檢索者對問題專指
度認知與資訊需求者相比，發現有 39%（21 位）
的計畫檢索者之專指度較資訊需求者低。再整合從
各問題來看，10 個問題中有 4 個問題之計畫檢索者
問題專指性平均值低於該資訊需求者之分析。而差
距最小的兩個問題在語意和語法上皆十分清楚，故
其專指性平均值差距較小。

在前提假定方面，本研究所選擇的 10 個檢索
問題中，有 5 個問題包含前提假定，研究結果發現
當問題中以「X 在 Y 上之應用」以及「X 和 Y 之
關係」來表達其資訊需求時，不論資訊需求者或是
各計畫檢索者皆不將此前提假定直接用來檢索，而
將數個概念用交集的方式進行檢索。至於問題中包
含與「時間」相關的前提假定時，計畫檢索者對問
題陳述中之“近期”和“1980 年以後”認知不
同，造成採取的檢索策略不同，因此檢索結果便有
相當差異。同時也發現當問題陳述中有「X 對 Y 之
影響」方面的前提假定時，計畫檢索者會直接將
“影響”用來檢索，但是資訊需求者是將數個概念
用交集的方式進行檢索，檢索結果的差異便由此產
生。此外，研究發現與資訊需求者比較，計畫檢索
者由於處於較不確定的情況下，對於問題的掌控程
度較低，因此傾向將前提假定直接用來檢索。

綜合來看，不論從問題之複雜性、專指性或
前提假定進行比較，可發現個人對於問題認知之有
很大的差異，而此認知上之差異便對於資訊尋求行
為造成影響。此外，可歸納出由於計畫檢索者處於
較不確定的情況下，對於問題掌握程度不及需求
者，因此對於問題認知較為複雜，同時傾向直接將
前提假定用來檢索。至於專指性方面，計畫檢索者
則略高於資訊需求者。
2.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檢索概念之差
異

研究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針對相同問題
檢索時，檢索概念的一致性，發現一致性較高的問
題，具備陳述十分清楚，且將關鍵的查詢詞彙明確
地表達出來之特質，因此計畫檢索者在模擬檢索
時，很容易掌握住檢索的中心概念。此外，分三個
層次分析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檢索概念之一
致性，發現在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檢索概念一
致性上，從第一層次到第三層次，由於比對標準的

漸次放寬，計算出的一致性呈現提高的現象，但是
並沒有任一計畫檢索者與該問題之資訊需求者所
列之檢索概念完全相同，與 Saracevic 和 Baxter 的
研究結果相反（其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檢索者之檢索
概念一致性高達 78%），而儘管比對層次放寬到第
三層次，一致性達六成以上的仍不多，僅佔 26.7%
（14 組），可見兩者之檢索概念差異很大。
3.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檢索詞彙之差
異

在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檢索詞彙研究方
面，首先說明各個問題之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
採用的檢索詞彙數之分析結果，發現 10 個問題中
有8個問題之計畫檢索者平均使用的檢索詞彙數皆
多於該問題之資訊需求者，原因在於資訊需求者對
題目較能掌握，而計畫檢索者對於資訊需求的瞭解
程度有限，因此傾向使用較多檢索詞彙嘗試檢索。
再說明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檢索詞彙一致性
的分析結果，發現檢索詞彙選用一致性比對由第一
到第三層次，並無任一計畫檢索者與該問題之資訊
需求者的檢索詞彙完全一樣，但由於比對標準的漸
次放寬，計出的一致性呈現增高的現象。然而儘管
已將比對標準放寬至兩詞彙間有廣狹義與相關關
係者皆視為一致，亦只有一成（6 組，佔 10.2%）
的計畫檢索者與其資訊需求者採用一致的檢索詞
彙，可見兩者的差異極大，此與 Saracevic 和 Baxter
的研究結果（不同檢索者間之檢索詞彙差異很大）
相同。
4.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詞彙選用心智
模型之差異

在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詞彙選用心智模
型方面，在 10 個問題中，一致性較高的問題有 2
個，一致性皆為 33.33%；一致性為 20％的有 1 個，
一致性為 16.67％者有 4 個，至於其它 2 個檢索問
題之各計畫檢索者對於詞彙選用的心智模型皆與
其資訊需求者完全不一致。詳細分析一致性較高的
2 個檢索問題，發現其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之
檢索概念及檢索詞彙一致性皆低，但其詞彙選用的
心智模型一致性偏高。事實上，歸納本研究結果，
發現各計畫檢索者與其問題需求者詞彙選用的心
智模型一致性整體來說並不高（最高者為
33.33%），也就是說個人差異在詞彙選用的心智模
型上有相當的影響，而此差異便對於資訊尋求行為
造成影響。
5.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檢索結果之差
異

檢索結果分為檢索行數、檢出筆數、相關筆
數和檢索精確率來看，先就檢索行數而言，有 74%
（37 位）之計畫檢索者的檢索行數少於資訊需求
者，若從檢索問題來看，10 個問題中有 8 個問題之
各計畫檢索者檢索行數的平均值皆少於該問題之
資訊需求者，由此可知，資訊需求者在進行檢索
時，較努力嘗試從各個角度進行檢索，以滿足其資
訊需求。再比較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的檢出筆
數，發現 54%（共 27 位）的計畫檢索者所檢出的
筆數少於資訊需求者，應是由於計畫檢索者對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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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不確定較大，因此檢索到的書目較少。而相關
筆數方面，有 62%（共 31 位）的計畫檢索者所判
斷的相關書目少於該問題之需求者，若以問題來
看，有 5 個問題之各計畫檢索者判斷相關的筆數平
均值明顯少於需求者，此 5 個問題的複雜性較高、
專指性較低，可能由於如此，計畫檢索者進行相關
判斷時較困難，因此判斷相關的書目筆數少於資訊
需求者。此外，再就精確率來看，有 62%（共 31
位）的計畫檢索者之檢索精確率低於資訊需求者。
同時發現當問題較為複雜且專指時，計畫檢索者的
檢索精確率才會較資訊需求者高。

深入分析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之檢索結
果的重覆性，發現有 84%（共 42 次）之檢索結果
重覆性在 0 和 4.99%間，其中 37 次（74%）檢索之
檢出書目是完全不重覆的，可見檢出書目的重覆性
極低。而有 5 次檢索之檢索結果經比對之後重覆性
在 5%和 9.99%間（佔 10%），有 2 次檢索之重覆性
為 35%至 39.99%間（佔 4%），重覆性最高的是 43%
（僅佔 2%）。從檢索結果分析來看，儘管計畫檢索
者與資訊需求者具備相同的學科背景，同時模擬需
求者的檢索行為，但是檢索到的書目重覆性極低，
有七成以上是完全不重覆的，與 Saracevic 和 Kantor
的研究結果：不同檢索者之檢索結果重覆性不高相
同。
6.檢索問題、檢索詞彙與心智模型對資訊尋
求和資訊檢索之影響

在本研究結果中，發現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
索者不論在檢索問題認知、檢索概念、檢索結果、
檢索詞彙和詞彙選用心智模型上的差異皆很大，但
是仍能從異中求同，而這些相同點則是系統設計時
的重要參考：

綜合歸納檢索問題、檢索詞彙與心智模型對
資訊尋求和資訊檢索之影響，可知當資訊需求者和
計畫檢索者對問題認知一致性高時，則選用之檢索
詞彙一致性高；而當兩者的檢索概念一致性高時，
則檢索結果重覆性高。至於當檢索概念一致性高
時，則選用檢索詞彙一致性高。此外，由於計畫檢
索者處於較不確定的情況下，較無法充分地掌握檢
索問題，因此對於問題認知較為複雜，但是專指性
較高，且傾向直接將前提假定用來檢索。同時分析
資訊需求者與計畫檢索者檢索概念及檢索詞彙之
差異，發現兩者之檢索概念和檢索詞彙並沒有完全
一致的，但是彼此間有單複數、同義、廣狹義及相
關等關係。而當需求者之問題陳述十分清楚，尤其
是將關鍵的查詢詞彙明確地表達出來時，計畫檢索
者較容易掌握住檢索的中心概念，因此其檢索概念
及檢索詞彙與資訊需求者較一致。

深入探討檢索問題認知、檢索概念、檢索詞
彙、詞彙選用心智模型和檢索結果一致性間的關
係，從一連串有系統的分析，可發現其中有 3 個檢
索問題的複雜性高且專指性低，而此 3 個問題之資
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之檢索概念、檢索詞彙及檢
索結果的一致性皆較低、詞彙選用的心智模型一致
性較高，也就是說當問題的複雜性高、專指性低
時，資訊需求者和計畫檢索者之檢索概念、檢索詞
彙和檢索結果一致性低，而詞彙選用心智模型一致

性高。

四、計畫成果自評

目前在國內非常缺乏有關資訊尋求與資訊檢
索的大型實證研究。由於人類行為受語言、社會文
化及教育等影響甚鉅，因此很難將歐美各國的研究
成果，全盤移植到國內的系統設計上，所以更凸顯
以國人為實際研究對象之研究的重要性。而本計畫
是以國人為研究對象，並從使用者的角度系統化地
研究國人的資訊檢索過程及資訊尋求行為，其研究
結果將是設計高品質資訊系統的最佳參考依據。此
外，因西文資料庫檢索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持續作
為國人資訊檢索的主流，本計畫亦提供一研究國人
於非母語資訊系統之資訊尋求行為的絕佳機會，其
結果可作為西文資料庫引進國內時，界面修改或利
用指導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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