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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中的圖書資訊支援與網路化的學術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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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術變革push的願景
資訊社會的特徵之一是資訊的急速生產和對資訊的大量使用，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當中迫切地需要各
種資訊管道，從百貨公司的折扣消息、道路交通導引，到股匯市交易行情、競爭公司的接單狀況…等
等，有效率的工作和生活，需要仰賴對關鍵資訊的掌握。如果我們聚焦到資訊社會的科研活動面向，對
專業資訊的需要和使用，早先可見於研究人員對於圖書館的依賴和使用，圖書館是資訊資料的儲藏庫，
儘管圖書館發展百餘年來已經成為一套複雜的圖書館學、圖書目錄學，但是圖書館之於學生或研究人
員，其扮演的最基本角色一直是在提供專業資訊內容的入口（Phipps & Maloney, 2005）；在過去，
圖書館以紙本印刷的方式儲存書籍、檔案和資料，而進入圖書館在一格格小抽屜中學習使用其目錄檢索
系統，就是在學習使用獲取重要專業資訊的入口（access），研究者再進一步將這些專業資訊組織起
來，使其成為他的專業知識。
然而資訊技術在過去十年的突飛猛進發展，各國政府在思考「研究活動的支援」之時，其對未來願景的
勾畫，已經遠遠超過了一般圖書館對資訊服務的想像，它們另外也規畫了研究人員之間的溝通系統的建
置。舉例來說，英國政府的「eScience Programme」，它規劃了一種大規模的研究活動，研究活動
將成為一種在由網路所連結分散在全球的合作事業，它需要一通路去連結到大型資料庫的叢集、非常大
規模的運算資源，能去支援個別的研究人員，而格網（Grid）就是用來實現這些願景的基礎建設 (U.K.
Research Councils, 2008)。荷蘭政府也研議了「eScience」方案，尋找研究活動電子化（e
Research）的可能:這些全球合作的科學家或研究人員多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他們共同有著問題解決
取向（solutionoriented）的目標，通常他們在線上搜尋電子資料或檔案之時，常常會在不同的工
具、資料和傳輸規定（protocol）之間感到困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種介面（interface）來解決此一
問題，透過這些介面在不同的資料庫或資訊資源之間進行轉譯，而該介面被稱為「middleware」，它
能協調技術規格的多樣性，進而保持資料追蹤的連貫性（圖1）（Berg, 2003）。另外，
Nentwich（2003）根據對研究人員的訪談調查以及相關文獻的整理，來描繪出在未來虛擬世界當中的
學術研究工作，他認為新的資訊技術首先將對學者的溝通系統產生衝擊，使得學術研究在方法論上、工
作模式上和研究表現方式上遠離了傳統的方式。
「eScience」的概念著重在電腦化的研究活動、大型資料庫的處理過程、視訊會議和數位化的溝通管
道，這樣的方案是著重在未來基礎建設和新的研究條件的創造，它連結到全球化研究環境和研究合作的
企圖。如此電子化的建設構想將會衝擊到研究人員的工作方式和研究過程，但是其可行性是要配合到研
究實務或研究實作（research practice）的需求，即使是我們討論到新近最切乎實際的「Web 2.0」
或是「Library 2.0」概念，Wallace（2007）認為它們也多缺乏實際的研究證據去支持或解釋這些概
念確實對於圖書館業務具有潛在的獲益或成長優勢；也就是說，我們不必過於執著在圖書館的概念或是
圖書館如何轉型的問題，而應去根本地思索:現今的研究人員需要甚麼樣的圖書資訊支援？我們應該去
實地觀察和瞭解研究人員怎麼樣去做研究？他們的知識創造過程為何？他們如何去反應新興技術的變
革？他們在未來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技術支援？

圖1 e化的研究活動
資料來源:Berg, 2003。
二、變遷中的研究行為
傳統地，研究實作經常是在圖書館進行的，圖書館在許多學科當中一直與研究實作密不可分:當學者或
研究生與同僚或師長討論一研究主題之後，他們手中拿著開列的書單的第一步，便是到圖書館找資料。
圖書館長期地儲存和管理了所有學科的各式研究紀錄，它作為一種研究工具對於研究人員的主要作用和
意義是:1、研究資訊「內容」的儲存庫；2、研究人員利用它（目錄索引、摘要期刊）來「找尋」資
料。另外，圖書館作為一個實體的「場所」，它另一隱藏的功能是能讓研究人員面對面的聚在一起，進
行意見的交流，這特別是在虛擬硬體建設（cyber infrastructure）中所無法提供的。
表1 圖書資訊在傳統與數位時代的對比
圖書資訊儲存方式
圖書資訊搜尋方式

傳統時代
紙本印刷、實體儲存
師長、同僚、人際網絡、圖書館軟硬體的
支援

數位時代
數位格式、網路儲存（混合未數位化的紙本
印刷）
電子與網路線上搜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本文所指涉的研究工作、圖書資訊或圖書館皆指與學術的或學院式研究（scholarly research）相關
者。表1我們約略整理了圖書資訊在傳統紙本時代以及新興浮現的數位時代之間的差異，這樣的區分是
相當武斷的，但是因為歷史的發展是動態連續的，圖書館的電子搜索目錄或電子期刊一直是摻雜在所謂
的傳統「紙本」時代當中在發展，為了指認出目前轉變中混合狀態的新與舊的成分，以便於對觀察點進
行說明，我們做出了表1的區分。依據表1，研究人員工作方式的變遷可以從下面兩個層面來觀察:
（觀察一）：研究人員的閱讀和儲存圖書資訊的習慣，是否從紙本印刷品，轉而偏向數位化格式的方
式? 先就閱讀行為來看，紙本印刷品有其翻閱和速寫作註的便利性；數位內容是在大量資料在做摘要讀
取之時，有其便利性；這亦是一種類似人機介面（HMI）操作上的不同心理認知經驗。在資料儲存上，
數位化的儲存是較占優勢的，不占空間、耐久、可轉換成紙本印刷，另外舊的檔案格式必須定時進行升
級的轉檔。關於閱讀行為變遷之經驗調查研究，我們列舉一相關的研究：2001年至2002年美國喬治亞
大學系所成員每周至少閱讀一篇紙本期刊者高達95%，每周至少閱讀一篇電子期刊者為74%，其中閱
讀電子期刊者來自自然科學系所的略高於社會科學，助理教授比例明顯高於正教授（Smith, 2003）；

我們可以說，即使在數位化程度最廣泛的專業期刊上（相較於書籍類），大部分的學術研究人員仍然保
持著紙本期刊閱讀習慣。
（觀察二）：研究人員搜尋圖書資訊的方式，是否從人際網絡的支援和圖書館搜尋系統的方式，轉而偏
向以網際網路搜尋引擎的方式去搜尋資料? 傳統上，研究者是透過人際網絡的面對面互動去瞭解某一陌
生研究領域的關鍵文獻或重要作者群聚概況，例如透過專業同僚的認識或是學生透過老師，他也有可能
透過逛書店、閱讀出版品目錄、根據圖書館分類架構去逛圖書館，或是閱讀新一期專業期刊的方式，去
探索新知。而新的搜尋方式則是偏向於依賴網際網路或是各種電子式的搜尋引擎，特別是Google以及
Google Scholar在近幾年來對於學生搜尋資料的影響，這種資訊搜尋行為的新傾向，已經將單純被動
式的literature review推向較為主動的新資訊的搜尋，研究人員可以相當獨立地自行操作搜尋的工作，
搜尋到大量的和雖然有時是相當混雜的文獻。關於大學生或學術研究人員的搜尋行為之經驗調查研究，
一項間接相關的研究資料顯示，隨著年齡、性別、學術職位高低和所屬學科的不同，會表現出不同的資
料搜尋模式，一般性的結論是：年長、女性、人文社會科學者較不偏向網路式的搜尋，年輕助理教授、
男性、工程和自然科學者較喜愛網路式的搜尋方式（Rowlands & Nicholas, 2008）。
三、Google資料搜尋的啟示
能夠突顯出圖書館在數位新時代的窘態的，莫過於Google近年來對學術研究活動的影響。圖書館在過
去並未充分地著力於搜尋介面的設計，而Google的成功也突顯了圖書館在搜尋資訊能力上的不足，另
一方面也顯示了圖書館以外的數位資訊內容在全球急速的增加，這也是圖書館的搜尋介面所無法觸及到
（即使是Metaseraching服務）。Google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eScience的理想，統一到單一介面對
超文本（Hypertext）進行搜尋，缺點是搜尋到的資料常是未組織化的、流行通俗的或是未經品質控制
的網頁資料。以下我們整理了Phipps & Maloney (2005)、Anderson (2005) 和York (2005)的看
法，歸結出Google搜尋引擎在用於資料搜尋時的幾項特點：1、簡易和直覺的資訊發現方式:不同於圖
書館入口網站複雜的搜尋和調借服務，使用Google完全不需要閱讀使用說明，就能讓使用者直接連結
到相關的資訊內容；2、精確的目標搜尋:不同於其它的網路搜尋引擎，Google是以網頁排序演算的方
式（page ranking algorithm），根據過去使用者關鍵字搜尋和點閱次數的累積計算，來導引到欲搜
尋的目標資料，以眾人的使用經驗來提升Google自身的搜尋能力（Anderson, 2006）；3、以使用者
的資訊需求為導向，打破圖書分類的搜尋方式：Google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eScience跨資料庫搜尋
的理想，儘管內容侷限在網際網路的資訊；而它也適合做跨學科或跨學門式的搜尋；4、個人化的資訊
搜尋模式:電子化的搜尋通常較不需人際網絡的支援，特別是當我們對一新主題感到興趣之時，Google
相當適合作為一個起始點，去搜尋相關的資訊和瞭解相關的見解和觀念。
Google挾帶著技術創新的優勢，影響著學術研究活動，更多進一步的分析內容，請參見分別獲得期刊
Library Collections, Acquisitions & Technical Services和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專文書評的Miller & Pellen (2006)。我們可以說:當傳統圖書館以Metasearching的方
式或是複雜化搜索指令以尋求更精確的目標搜尋之時，這些都是繼續導引使用者返回圖書館內的資料
庫；但是數位內容的急速增加，例如國際組織或智庫團體在線上發布的研究成果、學者以部落格方式進
行學術溝通交流、科學家在個人網頁先行發佈的preprint文章、各種非正式形成的研究社群網絡等等，
這些都使得Google在傳統圖書館的學術資源「之外」，讓使用者得以借力使力的在線上進行學術資源
搜尋，傳統圖書館的危機感，就是使用者一再地越出圖書館的影響範圍之外；而網路這樣挾帶大量「異
質」的準（quasi）學術資源的隨時待命等候下載，也將使得研究活動更加沾染了部落社會「耳語式」
的非正式溝通形式（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1999）。Google於2004年開始提供的Google Scholar服務則是進一步地試圖將搜尋目標指向傳統學
術資源的領域之內；Google的未來發展，更有與重要大學圖書館合作的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試圖將數位化程度較低的書籍類圖書資訊予以全面數位化，以利於線上的搜尋。我們藉著
Google與傳統圖書館之間競爭的討論，我們可以提出第三個觀察的面向:
（觀察三）：有多少學術或準學術研究的資訊，是以線上數位的方式呈現?其成長趨勢和方向為何? 此
處應該注意的，並不一定是紙本印刷受排擠的情形，因為網際網路並不是為了對抗紙本印刷而出現，網
路會自行創造出更多超乎想像的可能性和刺激更多的需求，目前能觀察到的注意要點是數位化的多元呈
現方式對於學術溝通的影響，以及相較於過去少量專業紙本期刊，現今研究人員多元化的發表方式對於
學術品質控制的挑戰。
現今研究人員對於圖書館或圖書資訊服務的迫切要求，就是更便利的搜尋服務；我們在前言提到e

Science在資料搜尋方面所提出的middleware理想，也指出Google挑戰了圖書館對資訊搜尋能力的不
足。如何組織和提供甚麼樣的資訊入口服務給使用者?更廣泛的學術溝通在未來的圖像為何?本文提出了
三個觀察點，來作為後續討論的可能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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