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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為「資訊社會與終身學習— 從小學生的資訊需求和資訊尋求行為看資訊網路

內容的選擇和介面的設計」研究計畫第三期，目的乃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網路資訊尋

求行為，以台北市河堤國小與市北師實小為 32 名高年級學生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包括

深度訪談法與關鍵事件回憶法。研究結果分為四方面：(一)學童最主要的網路搜尋動機

為「學校作業」；檢索問題為「學校作業」相關者；(二)學童主要的資訊資源管道為「網

路」與「父母」；最常利用「奇摩」搜尋引擎；(三)學童在資訊檢索過程較常利用「一次

檢索」來查找資料；(四) 學童以「一次檢索」之成功率較高；此外「方面好用」為學童

提出網路搜尋資訊之最大優點，「找不到資料」為最大缺點。

關鍵詞：國小高年級學生、資訊尋求行為、網路資訊尋求行為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Taipei Municipal He-Ti Primary School and The Affiliated Elementary 

School of Taipei Municipal Teachers College. Subjects are 32 senior grades students selected 

from the above two schools. Deep interview and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 are used as the 

primary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find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motivations of searching information by Internet；second, the primary and aided information 

channels；third, methods of information searching processes；the success rate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for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earching information by Internet. 

Keywords: Senior Grades of Elementary Schoo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Internet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在知識爆炸的資訊環境中，網路資源的豐富固然滿足人們的需求，但其所帶來的變

動性、擴張性與資訊壓力亦不容小覷，使用者若不當使用，很容易因不堪負荷而淹沒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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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洪流中，成年人或許可運用檢索技巧或憑藉豐富的經驗從容以對，兒童礙於知能發

展之不足與社會經驗之缺乏，乃成為資訊尋求過程之阻礙。根據文獻分析可知，目前國

內相關研究者甚少，再者國外文獻探討的對象均為國外兒童，由於語言文化背景之差

異，國內兒童的網路資訊尋求行為是否與國外兒童一致，非常值得進一步探討。基於此，

本計畫將乃以國內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網路資訊尋求行為，並著重了解

其上網搜尋資訊的動機及產生的檢索問題、資訊資源管道與搜尋引擎之利用、資訊檢索

過程以及檢索問題之成功率等方面，以期達本計畫之目的。

三、研究結果與綜合討論

本計畫以台北市立河堤國小 (簡稱河堤國小)與台北市立師院實小 (簡稱市北師實

小) 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 32 名，兩校各為 16 名，年級、性別均半。研究者先

透過文獻分析了解國內外相關研究之發展現況，再以深度訪談、關鍵事件回憶法等方式

蒐集資料，並經由歸納整理分析結果。

研究結果以網路搜尋資訊之動機、受訪對象之檢索問題、資訊資源管道之利用、搜

尋引擎/網站之利用、資訊檢索過程、檢索問題之成功率以及利用網路搜尋資訊之優缺

點等七大項目分述探討之。

(一)網路搜尋資訊之動機

網路搜尋資訊動機依產生頻率與優先次序可分為主要動機與次要動機。在主要動機

方面，由表 1 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搜尋資訊的主要動機包括學校作業、休閒娛樂

與瀏覽新知三項，「學校作業」方面，河堤國小有 12 位學童(75%)，市北師實小有 13 位

(81%)，顯示兩校均超過 2/3 的學童以「學校作業」為主要上網的動機；相較下「休閒

娛樂」與「瀏覽新知」的比例則少了許多，顯示學童均較少以「休閒娛樂」或「瀏覽新

知」為主要查找之動機。

表 1：學童網路搜尋資訊之主要動機

網 路 搜 尋 資 訊

之主要動機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學校作業 12 (75%) 13 (81%)

休閒娛樂 2 (13%) 3 (19%)

瀏覽新知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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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要動機方面，由表 2 可知，學童網路搜尋資訊的次要動機包括休閒娛樂、學校

作業、瀏覽新知及收發電子郵件四項，以「休閒娛樂」比例最高，河堤國小有 2 位學童

(13%)，市北師實小有 6 位(38%)，顯示學童的次要動機多為查找休閒娛樂方面的資料。

表 2：學童網路搜尋資訊之次要動機

網 路 搜 尋 資 訊

之次要動機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學校作業 2 (13%) 6 (38%)

休閒娛樂 4 (25%) 3 (19%)

瀏覽新知 3 (19%) 3 (19%)

收發電子郵件 3 (19%) 3 (19%)

(二)受訪對象之檢索問題

由表 3 可知，河堤國小學童的檢索問題動機種類較市北師實小多元，其中兩校學童

多為「學校作業」相關的問題。進一步了解，「學校作業」以「自然」、「社會」與「國

語」等主題的問題數較多，自然科方面，河堤國小的自然科問題較多，涵蓋課堂作業與

科展報告，市北師實小則幾乎為課堂作業；社會科方面，兩校學童的問題數差不多，兩

校學童均常查找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地理資料，此外河堤國小偏重查找原住民、游牧民

族，市北師實小則偏重查找事物起源或人物傳記等；國語科方面，市北師實小的問題較

多，且偏重查找人物傳記、神話故事與天文現象等，河堤國小則著重查找幻想故事與鄉

土文化等主題。

除「學校作業」的檢索問題外，還包括「休閒娛樂」、「瀏覽新知」、「助人查找」等

動機，「休閒娛樂」以「卡通漫畫」與「線上遊戲」的問題數較多；「瀏覽新知」則多查

找「歷史文化」的問題。

表 3：學童之檢索問題

檢索問題動機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學校作業 22 (44%) 28 (56%)

休閒娛樂 10 (48%) 11 (52%)

瀏覽新知 4 (100%)

助人查找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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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資源管道之利用

資訊資源管道依利用頻率與優先次序可分為主要管道與輔助管道。主要管道方面，

由表 4 可知，兩校學童較常以「網路」與「父母」作為主要管道，河堤國小學童以「網

路」比例最高(56%)，市北師實小學童則以「父母」的比例最高(50%)。可知多數河堤國

小學童的主要管道為「網路」，市北師實小學童則多為「父母」，根據學童背景資料顯示，

市北師實小學童家長職業多為公教人員及大學教師，推測「學童家長的職業乃會影響學

童以「父母」為主要管道之可能性」。此外，兩校學童利用「圖書館」、「老師同學」與

「兄弟姊妹」之比例均偏低，其中河堤國小以「圖書館」比例較高，市北師實小則以「圖

書館」與「老師同學」比例較高。其中「網路」與「圖書館」屬於「非人際資源管道」，

而「父母」、「老師同學」與「兄弟姊妹」屬於「人際資源管道」，整體言之兩校學童較

常以「非人際資源管道」作為主要利用的管道，「人際資源管道」除「父母」較常利用

外，其他之使用比例均偏低。

表 4：學童主要利用之資訊資源管道

主 要 利 用 之 資

訊資源管道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網路 9 (56%) 3 (19%)

父母 3 (19%) 8 (50%)

圖書館 3 (19%) 2 (13%)

老師同學 1 (6%) 2 (13%)

兄弟姊妹 1 (6%)

在輔助管道方面，由表 5 可知，兩校學童最常以「圖書館」與「網路」作為輔助管

道。河堤國小學童以「圖書館」比例最高(70%)，市北師實小學童以「網路」比例最高

(81%)，可知河堤國小學童輔助利用的管道多為「圖書館」，市北師實小學童則多為「網

路」。

表 5：學童輔助利用之資訊資源管道

輔 助 利 用 之 資

訊資源管道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圖書館 11 (70%) 8 (50%)

網路 6 (38%) 13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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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3 (19%) 2 (13%)

老師同學 2 (13%) 3 (19%)

兄弟姊妹 1 (6%)

(四)搜尋引擎/網站之利用

搜尋引擎/網站之利用依使用頻率與優先次序可分為主要利用與輔助利用。主要搜

尋引擎/網站方面，由表 6 可知，「奇摩」為學童最主要利用的搜尋引擎，其次為「蕃薯

藤」(13%)，再者為「Pchome」與「NBA 地下籃球雜誌」(各佔 6%)。

表 6：學童主要利用之搜尋引擎/網站

主 要 利 用 之 搜

尋引擎/網站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奇摩(Kimo) 12 (75%) 12 (75%)

蕃薯藤(Yam) 4 (25%) 2 (13%)

Pchome 1 (6%)

NBA 地下籃球

雜誌

1 (6%)

在輔助利用的搜尋引擎方面，由表 7 可知，輔助搜尋引擎的種類相當多元，以「蕃

薯藤」、「新浪網」、「學校網站」等為學童較常利用，且由兩校學童可發現，河堤國小

學童較常使用特定或專科性網站，市北師實小學童則較偏好利用綜合性搜尋引擎

表 7：學童輔助利用之搜尋引擎/網站

輔 助 利 用 之 搜

尋引擎/網站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蕃薯藤(Yam) 7 (44%) 7 (44%)

新浪網(Sina) 6 (38%) 3 (19%)

學校網站 5 (31%) 2 (13%)

奇摩(Kimo) 2 (13%) 4 (25%)

蓋世 (Gais) 4 (25%)

Pchome 2 (13%)

其他 6 (38%)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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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檢索過程

依檢索方式可將資訊檢索過程分為「一次檢索」與「多次檢索」，河堤國小學童常

利用「一次檢索」，市北師實小則較常利用「多次檢索」來查找問題。「一次檢索」又可

分為「直接輸入檢索問題」、「擷取關鍵詞輸入」、「直接輸入網址」與「點選搜尋引擎之

分類目錄」四項，由表 8 可知，兩校學童較常利用「直接輸入檢索問題」與「擷取關鍵

詞輸入」來查找問題，而「直接輸入網址」與「點選搜尋引擎之分類目錄」使用比例較

低。

表 8：學童之一次檢索方式

一次檢索方式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直 接 輸 入 檢 索

問題
11 (44%) 6 (40%)

擷 取 關 鍵 詞 輸

入
10 (40%) 7 (47%)

直接輸入網址 3 (12%) 2 (14%)

點 選 搜 尋 引 擎

之分類目錄

1 (4%)

「多次檢索」可分為「改變關鍵詞」與「更換搜尋引擎/網站」兩項，由表 9 可知，

市北師實小學童較常利用「改變關鍵詞」，河堤國小學童較常利用「更換搜尋引擎/網站」

來查找資料，且利用多次檢索查找的資料多為學校作業相關者。

表 9：學童之多次檢索方式

多次檢索方式 河堤國小 (人/百

分比)

市北師實小(人/

百分比)

改變關鍵詞 11 (73%) 22 (79%)

更換搜尋引擎/

網站

5 (43%) 9 (32%)

(六)檢索問題之成功率

整體言之，市北師實小學童不管在「一次檢索」或「多次檢索」的成功率均較河堤

國小高。一次檢索方面，以「直接輸入網址」與「點選搜尋引擎之分類目錄」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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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多次檢索方面，河堤國小以「更換搜尋引擎/網站」的成功率較高，市北師實小

則以「改變關鍵詞」的成功率較高，可見兩校對於不同檢索方式之偏好與成功率仍有差

異。

(七)利用網路搜尋資訊之優缺點

學童針對利用網路搜尋資訊提出的優點包括「方便好用」、「內容豐富」、「容易找到

資料」、「回應速度快」、「溝通便利」、「資料印出較整齊」、「可獲取知識」以及「資料精

確性」等 8 項，以「方便好用」比例最高(81%)，其他「內容豐富」、「容易找到資料」

與「回應速度快」亦有許多人提出。

在缺點方面，包括「找不到資料」、「連線速度慢」、「當機」、「資料篩選性低」、「熟悉

度不高」與「不確定性」等 6 項，其中以「找不到資料」比例最高(50%)，顯示學童對

於網路找不到資料的感受最為深刻，指出為期最大的缺點。儘管如此，多數學童表示，

未來仍會以網路為主要利用的管道來查找資料，可見電腦網路已成為普及性的資源查找

工具。

四、建議

根據訪談資料與觀察資料之分析結果，研究者針對學校教師與家長、學校圖書館以

及網站設計者等三方面提出若干建議。

(一)對學校教師與家長的建議

國小高年級學生利用網路查找資訊的動機多為「學校作業」，學校教師為目前學童

查找動機的主要來源之一，而研究發現「父母」為學童常利用的資訊資源管道，可見學

童對於父母在知識的獲取上有相當程度的依賴性，因此學校教師與家長應加強學童之資

訊素養能力，並推薦適合學童使用的搜尋引擎或網站，此外學童在碰到問題時很少去請

教老師，學校教師與學童較缺乏交流與討論的互動，因此加強與學童間之互動性乃是必

要的。當然學校教師與父母對於本身資訊素養之充實與提升也是協助學童成功取得資料

的重要因素。

(二)對學校圖書館的建議

圖書館在學童心目中雖非主要利用的資訊資源管道，但卻為居輔助利用比例之首

位，顯示圖書館之重要性與價值，因此身負「支援教學」使命的學校圖書館應加強資訊

服務，提供網路資源利用教育，以協助學童適時找到所需資料。而推廣學校圖書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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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的重要媒介即為圖書館網站，本研究顯示學童利用學校圖書館網站之頻率並不

高，且多半為收發電子郵件或連結至其他網路資源而利用，圖書館若能加強圖書館網站

的設計並主動推廣，在未來成為學童方便好用之檢索工具並非不可能的事。

(三)對網站設計者的建議

一個優良的搜尋引擎或網站，在使用上應具有彈性，導引使用者至正確的資訊中，

滿足其資訊需求，但根據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受多數學童歡迎的奇摩、蕃薯藤等搜尋引

擎，但並非針對兒童所設計，多半未考量兒童的特性與知能發展程度，在資料呈現上，

由於網路資源的篩選度不佳，因此檢得的資料過多不相關者與雜訊。此外學童對於搜尋

引擎的利用有時會因關鍵詞選用不當、拼字錯誤或缺乏檢索技巧而導致誤引或找不到資

料，且學童對於檢索技巧的運用不甚熟悉，如布林邏輯運算元、關鍵詞的修正等，因此

建議應加強輔助功能，如線上提示、容錯查詢等，以提高學童之檢索效率。此外加強優

質搜尋引擎/網站的推廣與行銷乃為提升網站使用率與之重要步驟，網站設計者可透過

圖書館、學校或教育單位等，加強宣導及推廣，如舉辦網站利用教育之訓練課程、資料

查找比賽或優良網站的評選認證等，使更多學童能充分利用網站資源，滿足其資訊需求

並擴大資源查找之視野。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目的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網路資訊尋求行為，研究結果顯示，國小高

年級學生最常以「學校作業」為網路搜尋資訊的動機；而檢索問題多為學校作業相關者；

且學童多以「網路」及「父母」為主要利用的資訊資源管道；另外他們最常利用的搜尋

引擎為「奇摩」；在資訊檢索過程方面，學童較常以「一次檢索」來查找資料，且「一

次檢索」的成功率亦較高；而學童一致認為網路搜尋資訊的最大優點為「方便好用」，

缺點則為「找不到資料」，此可反映網路之特性與其未來改進之方向。研究結果已充分

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網路資訊尋求行為，達到該計畫預定之目標，未來亦會將研究成

果發表於學術期刊中，以促進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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