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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 

期刊文獻一直是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之研究人員獲取新知、參考利用的主要

資訊來源，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傳播媒介的類型同樣也不停在改變，

例如：紙本式期刊就演進到利用網際網路來呈現、傳送的電子式期刊，不

但加快了資訊傳播的速度，也提供了方便的存取方式，這對生物醫學研究

人員來說，無疑是一大利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來了解

醫學院暨生命科學院研究生生物醫學電子期刊的使用情形，以探討生物醫

學電子期刊使用現況與相關問題，並針對使用者觀點提出電子期刊管理方

面的建議，最後將研究結果作為圖書館提供電子期刊相關服務時的參考。 

本研究根據 297 份有效問卷的資料作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一、近八

成的研究生經常會使用生物醫學電子期刊，有五成的研究生會一 週使用兩

次以上，每天使用的則有兩成。 二、需付費或訂閱是研究生在使用電子期

刊上所遭遇到主要困難；而有七 成以上的研究生會利用到其他學校的資源

來解決使用上遇到的問題。 三、醫學院與生命科學院的研究生在生物醫學

電子期刊使用經驗上有顯著 的差異，其中生命科學院的研究生在使用生物

醫學電子期刊方面較醫 學院的研究生來得廣泛。 四、多數的研究生表示

仍會選擇電子式與紙本式期刊兩者配合使用，顯示 電子期刊在使用上還是

有其缺失，例如：電子版刊期不固定、內容不 完整以及連結不易、存取速

度緩慢等，都是研究生會選擇配合使用紙 本式期刊的考慮因素。 最後，

研究者建議生物醫電子期刊在呈現方式、全文取得、更新速度與使用下載

方面可朝彩色圖表的解析度處理、期刊全文取得全面化、加快資訊更新速

度以及公平付費使用原則等方向發展；另外，改善網路傳輸品質和降低網

路的限制，亦能更有利於使用者使用、存取電子期刊文獻，以加強資訊交

流互惠。至於圖書館則應整合全面性的生物醫學電子期刊聯合目錄、資料

庫或網站，以結合各界資源，達資源共享之利，而研究生個人也應主動多

與圖書館員互動討論，能多向圖書館詢問並提供意見，進而使圖書館能提

供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服務。  

摘

要

(英) 

Nowadays, the journal article has been the major information resourc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ers. However, the type of media has been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example, biomedical journals have 

evolved from printed forms to Internet-based forms. It offers the speed of 

information delivery and the handy access . For biomedical researchers, it becomes a 

very useful tool in doing research.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used survey method 

to analyze biomedical electronic journals usage by graduate students in 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raised by users about the management 

issues of electronic journals. Eventually, the findings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librarians offering electronic journal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297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re are several findings: 1.The biomedical electronic journals are 

used by nearly 80% of graduate students on a regular basis; there are 50% of them 



would read the electronic journals more than twice a week, and there are 20% of 

them would read the journals everyday. 2.The biggest barrier of using the electronic 

journal is that journals must be obtained by subscription or payment,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70% of graduate students would solve this problem by using the resources 

from other schools. 3.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 experience of the biomedical 

electronic journal usage between graduate students in 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 for 

example, the frequency of using biomedical electronic journal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life sciences is higher than those in medicine. 4.Most students express that they 

would use both of electronic journals and print journals. It shows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in using electronic journals. For example, incomplete volumes, 

connecting is not easy, and speed of access is slow, etc.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the graphic presentation quality of biomedical electronic journals could 

be improved; the full-text articles should be accessed globally; the speed of making 

information up-to-date should be faster; and the principle of payment should be more 

reasonable. Beside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et transmission and releasing the 

limits can make the electronic journals more accessible. The librarians should 

integrate the catalogs, databases and websites of biomedical electronic journals 

through the same interface in order to search information easily. Moreover,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librarians, and offer more opinions for a better 

service to satisfy the user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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