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75 

狀

態 
NC090FJU00448017 

助

教

查

核 

 

索

書

號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圖書資訊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88106161  

研

究

生

(中) 

劉瑄儀 

研

究

生

(英) 

 

論

文

名

稱

(中) 

我國綜合證券商研究人員資訊尋求行為研究 



論

文

名

稱

(英)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f Securities Analysts in Taiwan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張淳淳 

指

導

教

授

(英)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檔

案

說

明 

 

電

子

全

文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0 

出

版

年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股市資訊 投資資訊 證券分析師 證券投資研究 資訊尋求行為 基本分析 



(中) 

關

鍵

字

(英) 

Stock Information Investment Information Securities Analyst Securities Investment 

Research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Fundamental Analysis 

摘

要

(中) 

在投資的過程中，選擇正確的「投資標的物」，才能獲取最大報酬，降低

投資風險，是故不能缺少投資理財的相關知識與資訊。目前投資理財的知

識與資訊相當多元，大部份來自於我國大型證券公司所出版的刊物、所建

置的網站，以及所舉辦的活動。這些證券公司為了協助本身業務發展，並

服務投資大眾與公司的法人客戶，皆設立研究部門以培養專業研究人才，

從事證券投資的研究工作。而專業的研究人員便以研究報告、演講、諮詢

等方式，提供證券公司與投資大眾即時的投資決策。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

綜合證券商的研究人員，在研究工作中之資訊需求為何；同時，在資訊尋

求的過程中，究竟使用何種資訊，透過哪些來源與途徑，是否遭遇任何困

難，以及研究人員對於研究工作的看法與期許。本研究利用質性研究的訪

談法，實際訪談我國大型綜合證券商的研究人員。研究對象為 89 年證基

會研究組所公佈的「我國前十大綜合證券商」，共計十名受訪者。訪談期

間自民國 90 年 5 月 17 日至 90 年 7 月 9 日。歸納整理訪談研究結果及文獻

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發現如下： 一、我國綜合證券商有大型化

的趨勢，且多以集團之姿傲視證券市場，近年來內部研究資源有逐漸整合

之勢。證券公司對研究工作的重視程度，會直接影響研究成果的品質。 

二、證券投資研究人員多具商學或碩士背景，近年來更要求兼具理工背景

或產業工作經驗。研究人員過去的學經歷，對研究工作具有極大的影響，

而研究工作的繁忙，促使研究人員必須具有高度抗壓與積極主動的個人特

質。 三、證券投資研究工作的內容包括「蒐集資訊、分析判斷、成果發

表、支援集團」，蒐集資訊與分析判斷的重要性，各佔研究工作的一半。

除了提昇自我的能力外，研究人員也期許證券公司提供更適切的教育訓

練。 四、證券投資研究人員的資訊需求以「總體經濟資訊」、「產業資

訊」、與「公司資訊」為主。又因橫跨不同領域的研究，且研究對象不只

一家公司，故研究人員的資訊需求十分多元。 五、證券投資研究人員的資

訊尋求行為，涵蓋動態與靜態資訊來源。但不論是透過何種來源與途徑所

取得的資訊，都只是輔助研究分析的材料，研究人員不會盡信資訊的內

容，最終還是依賴研究人員分析判斷的能力。 六、證券市場千變萬化，使

得證券投資研究人員在資訊的攫取上相當重視快速與即時。研究人員較常

利用具有「一站購足」便利性的「電子資料庫」與「網站資源」，以取得

具加值性質的資訊。而紙本資源以可隨手取用為原則。 七、證券投資研究

人員經常利用「動態資訊來源」以取得一手資訊，因其相當重視與所研究

公司內部人士接觸的機會。「拜訪上市櫃公司」被視為重要的資訊來源，

而「良好的人脈關係」是研究工作必備的優勢條件。 八、證券投資研究人

員甚少利用圖書館，圖書館多半提供「背景性」的資料，為研究人員提供

新領域的基本知識與認識。蒐羅齊全的期刊是圖書館最大的優勢。 最後針

對研究結果，提供以下建議。 一、建議證券公司與研究部門，能夠掌握研

究人員的智慧資本，落實企業知識管理；並針對個別員工的研究領域，提



供更適切的教育訓練；加強證券公司或所屬集團內部研究單位的橫向交

流，分享研究資源。 二、建議證券投資研究人員，除了瞭解有什麼資源，

還需瞭解資訊蒐集的方法，並建立個人人脈管理系統。 三、建議電子資料

庫建置廠商，加強電子資料庫的正確性，建置具加值性質的電子資料庫。 

四、建議圖書館員與圖資系學生，加強瞭解證券投資的資訊資源，而圖書

館也應加強證券投資領域的資訊服務。  

摘

要

(英) 

Int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ment, one should select the correct assets in 

order to make profits and lower the risks. Thus, we need lots of investmen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t the present day, most of large securities firms 

provide investmen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 of publications, websites, and their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securities firms is to cultivate talent 

securities analysts, who devote themselves to securities investment research, and 

contribute their achievement in the form of research reports, speeches, and 

consultations. Method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f securities analysts in Taiwan. Moreover, their 

difficulties,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y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10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chosen from “ Top Ten Securities Firms in Taiwan (2000) ”, and the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from May 2001 to June 2001. Conclusion 1.The scale of securities 

firms in Taiwan is growing, and the trend is to gradually form themselves as global 

consortiums. In recent year, the internal research resources of the securities firms are 

integrated. If the securities firms pay more attentions to their research works, they 

will obtain higher achievements. 2.Most of securities analysts have master degree of 

commerce. Beside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egree or working experience are 

becoming helpful recently. Past education and working experience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ir researches. Also, they should be more positive and able to handle 

pressure to manage the busy works. 3.The concepts of securities investment research 

include searching information, analyzing, making decisions, giving publicity and 

supporting parent company. In addition to enhance personal ability, securities 

analysts will need further education. 4.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securities analysts 

are General Information, Industry Information and Company Information. The needs 

for information are multiple, because they research more than one industry and 

company. 5.Th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securities analysts include motion 

and motionless information sources. No matter where the information come from, 

analysts won’t trust them entirely. Information is for research only. 6.Security 

market changes at a rapid pace, so the analysts have to value the urgency of 

information. Analysts often use “value-added” electronic databases and websites, 

taking advantages of “one stop shopping”. And printed information can be use 

anytime as long as they are available to the analysts. 7.Securities analysts always use 

“motion information sources” to get primary data. They look forward to making 

contacts with the staff in the company which they have researched. Company visits 

are seen as an essenti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a 

prerequisite. 8.Securities analysts seldom use library. They considered that libraries 

provid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Those libraries with most well-



collected periodicals are the most welcomed. Suggestions 1.To securities firm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 to achieve company knowledge management , to provide 

suitable further education for analysts, and to establish good connections between 

securities consortiums. 2.To securities analysts : to know where the resource is ,also 

the way to look for information. To build up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ystem. 3.To 

manufactories of electronic database : to enhance the corrections of database, and to 

build up value-added database. 4.To librarians and student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to realize the resource of investment information, and provide 

rel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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