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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使用者角度出發，經由文獻分析探討使用者資訊檢索的需求、使
用者介面設計原則、現有 Z39.50 客戶端功能，設計出「多資料庫資訊檢索
軟體使用者需求問卷」，瞭解使用者對多個資料庫的查尋經驗與需求，並
擬定「Z39.50 客戶端軟體功能評鑑表」，針對現有可得的 Z39.50 客戶端軟
體，進行功能評鑑。另一方面，依據「Z39.50 客戶端軟體功能評鑑表」，
加以修改成「國內資訊檢索系統使用 Z39.50 協定現況調查」問卷，訪談目
前國內提供、即將採用 Z39.50 協定的資訊檢索系統廠商，瞭解系統支援的
摘 Z39.50 客戶端功能。進而分析 Z39.50 客戶端軟體支援的功能與使用者資訊
要 需求目標之間的差距，提出結果與建議，以供各界參考。 本研究主要的研
(中) 究結果為： 1.瞭解使用者對多個資料庫的查尋經驗與檢索需求。 2.擬定
Z39.50 客戶端軟體功能評鑑表。 3.調查國內資訊檢索系統應用 Z39.50 協定
現況。 4.評鑑 Z39.50 客戶端軟體功能。 5.分析使用者資訊檢索需求與
Z39.50 客戶端軟體功能現況之間的差距。 經分析使用者資訊檢索需求與
Z39.50 客戶端軟體功能現況之間的差距，本研究擬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1.
國內資訊檢索系統廠商加速建立完備的 Z39.50 協定第三版功能 2.推廣應用
Z39.50 協定功能 3.建立個人化資訊檢索服務 4.開發中文資料庫伺服端各類
型資源
In this research, it is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users. First of all, we use literature
review to analyze the users’ information needs in searching, principles of interface
desig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Z39.50 Client System, in order to propose the “User
survey questionnaire”, “Domestic Information Search System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the”Z39.50 Client System Evaluation Baseline“. Secondly,
we use questionnaires to collect data from users and vendors, i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the “Z39.50 Client System Evaluation Baseline“, we test and
evaluate foreign Z39.50 Client Systems. Finally, we compare the results of user
survey and domestic/foreign Z39.50 Client System evaluation to analyze the gap
摘 between users’ goal in information search and current Z39.50 Client Systems. The
要 major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1.Learning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and
(英) information needs of users in using multi-databases. 2.Proposing the “Z39.50 Client
System Evaluation Baseline”. 3.Investigating the situation of Z39.50 supporting in
domestic Information Search Systems. 4.Testing and evaluating the foreign Z39.50
Client Systems. 5.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user survey and domestic/foreign Z39.50
Client System evalua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user survey and
domestic/foreign Z39.50 Client System evaluation,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1.The vendors of domestic Information Search Systems should
implement the complete features of Z39.50-1995 as soon as possible. 2.Promoting
the Z39.50 service. 3.Provi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search service. 4.Building
Chinese databases of diverse data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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