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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是台灣的經濟命脈，其跨國性質涉及了不同的語文、貨幣、法

律、風俗習慣、商業運作模式等，經營風險較高且複雜。再加上企業國際

化與全球化競爭之趨勢，且在貿易自由化、區域經濟整合、電子商務、貿

易便捷化等潮流的引領之下，現今國際貿易已不若往昔單純，變遷十分快

速，必須具備足夠的知識才得以經營國際貿易、洞悉市場環境、制定決

策，甚至是解決工作上的難題。因此，蒐集資訊對於國際貿易人員而言具

有絕對的必要性。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際貿易人員的資訊行為，包含資訊需

求、取得資訊之途徑等層面，亦將各項影響因素納入研究範圍。本研究採

用屬於質性研究的訪談法，實際訪談國內業界不同產業、公司部門、職

級、年資的國際貿易人員 11 位，以及國內大專院校國際貿易系所師生與貿

易專業圖書館員等學界國際貿易人員 5 位，一共 16 位受訪者。根據訪談結

果與文獻探討，歸納如下結論與建議。 結論方面： 一、國際貿易屬於性

質龐雜的跨國交易，多樣化的市場需求及快速變遷的經貿情勢，不僅使得

國際貿易較國內貿易多變複雜，國際貿易人員更需仰賴資訊之輔助以洞悉

市場、制定決策。 二、國際貿易實務程序包括市場調查、尋找供應商與交

易對手、詢報價、報關等，衍生了國際貿易人員多樣化的資訊需求，包括

產品及產業市場、經貿法規、經貿統計、廠商企業、貿易實務及商展等資

訊。 三、國際貿易人員會利用之資訊取得途徑包括公司內部資源、網際網

路、往來廠商與消費者、機構服務、商展、人際交流及圖書館等。各途徑

的特色及所提供的資訊品質亦是國際貿易人員考量重點。 四、國際貿易人

員與往來廠商、消費者接觸，除了可獲取其本身資訊外，還能取得其他業

界相關資訊。若能加以交叉運用，更可透視產業市場全貌。 五、圖書館對

於業界國際貿易人員而言，使用率不高；反之，學界國際貿易人員則是相

當倚賴圖書館。有鑑於資訊科技之發達，圖書館亦逐漸將各類網際網路資

訊服務列為經營主軸。 六、網際網路的興起，讓整體國際貿易業產生巨大

變化，不僅企業營運方式有異，亦影響到國際貿易人員的工作內容與資訊

行為，網際網路自然也成為資訊取得途徑之一，囊括網站、資料庫、電子

報、BBS 或論壇等類型。 七、國際貿易人員的資訊行為，實包含諸多影響

因素。資訊需求方面，會受到工作內容屬性、公司規模、公司性質、經

驗、自身態度等因素影響；而資訊取得途徑之選擇，除上述因素外，資料

特性、各途徑之特質、時間、費用等因素亦會影響。 最後乃根據研究結

果，提出下列建議： 一、建議國際貿易企業可指派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資

訊的蒐集、分析與散發，讓資訊得以發揮最大的功效；更可進一步建立內

部知識管理，以適時地提供國際貿易人員各項支援。 二、建議國際貿易人

員應徹底釐清資訊需求、提升個人資訊素養，同時善用資訊科技以及增進

資訊檢索技能。 三、建議圖書館界應多倡導貿易專業圖書館的存在意義，

加強館員貿易背景知識，並結合資訊科技，以提升資訊服務品質。此外，

圖資系學生之培育，除了本科系專長技能之外，應多吸收跨領域的學科知



識。 四、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用量化研究，或是將研究範圍擴及至台灣全

省各地，抑或是鎖定特定產業別、職務別、公司性質、網路使用行為等，

對國際貿易人員進行研究。  

摘

要

(英) 

International Trade is what the Taiwan economy depends on. It includes 

multi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fferent languages, currencies, laws, customs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Resulted from this, international trade is full of risks and 

complexity.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free trade, regional 

economy, e-commerce, trade facilitation and so on,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come 

elaborate and changed fast. It means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must have 

extensive knowledge to trade, pierce markets, make decisions or resolve problems. 

Hence acquiring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to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This 

research aims at discussing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which include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effective 

factor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y “interview”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rea. There are 16 objects in this study, and they are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teachers, students and the librarian. No matter what industry, company, 

department and position they belong to, they can b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interview results and related literatures, the conclusions 

drew are as below: 1.International trade is a complex transaction which consists of 

variant environments and different needs in the market. According to this 

characteristic, international trade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ne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making and market 

observations. 2.International trade operation includes market researches, suppliers 

and clients findings, enquiries and customs clearance.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have various information needs according to this operation, and they 

are primarily product/industry information, laws/regulations, statistics, company 

information, trade information and trade fairs information. 3.Information sources 

used by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are internal resources, Internet, trading 

firms/consumers, institute services, trade fairs, personal network and libraries. Not 

only the propertie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s under consideration by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but also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provided by every source. 4.By 

contacting trading firms and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can gather 

company/consumer information, and also they can get some related business 

information. If these sources can be managed interactively, an overview of industry 

market will emerge. 5.The utility rate of librar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in industries is low; instead, the teachers, students and libraria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rea are much dependent on libraries. As a resul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ll kinds 

of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through Internet will be focused in the future. 6.With 

the rise of Internet, it makes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y. 

From e-commerce to trade facilitation, Internet affects not only the business 

operation, but also the work and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Consequently, Internet becomes the information source, including 

websites, databases, newsletters, BBS or forums. 7.Many factors can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information behavior. Types of tasks, company 



sizes, company propertie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attitudes can affect 

professionals’ information needs. In addition to these factors discussed as above, 

professionals’ choices in information sources also depend on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propertie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timing and expenses factors. In terms of research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inally: 1.For international trade enterprises, it 

is suggested to assign responsible staff or departments the work of information 

gathering, analysis and dissemination. Moreover, establish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will timely support professionals. 2.For international trade 

professionals, it is suggested that everyone should clarify information needs and 

improve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mean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ing searching skills are important to professionals. 3.For the 

library science field, it is suggested to publicize the trade libraries and to strengthen 

librarians’ trade background knowledge. Besides, combining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with IT will make the service quality better. Students in this area should also 

learn library skills and absorb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4.For researchers, it is 

suggested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On the other hand, expanding research 

scope or focusing on specific subjects can also be put in practice. Some specific 

subjects may relate to industries, positions, company properties and Interne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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