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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哲學領域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時的資訊行為。以十八位學

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包含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資訊利用等層面，

與學者在從事研究上所需資訊類型、最常利用的資料來源與途徑、和所

遭遇到的障礙、及其資訊利用的方式。企求藉此歸納出哲學領域學者從

事哲學研究時的行為模式，提供圖書館及其他資訊服務單位相關建議，

盼能有助於針對此特定資訊使用者族群的合宜的資訊服務之設計。 爲求

獲取第一手資料和相當的信度與深廣度，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學者，並將訪談內容轉錄成逐字稿，進行資料分析，

以探討哲學領域學者從事哲學研究過程中的資訊需求問題、資訊來源管



道、資訊搜尋歷程、資訊利用相關知能與疑難等問題。 由資訊尋求的角

度來看研究結果，可知針對以往研究而言之延續性，專書、邀稿、升等

與教學需要，以及不同工作型態產生之資訊需求模式等，都是會影響學

者的資訊行為的因素。就研究所需資訊之類型而言，原典、專書、期

刊、圖冊及參考書目等，屬於常用的類別。較常用的資訊來源為資料

庫、專業網站、書店、自己的藏書、人際溝通、圖書館及出訪相關地區

等類別。就獲取資訊屬性而言，哲學領域學者都很著重其所擇資訊之專

業性、正確性、學術性與可及性。 整體而言，哲學領域學者整理資訊行

為之歷程包括蒐集、比較、詮釋、觸發、分析、評論、整合及創新等。

其間可能遭遇的困擾，包括語文問題、資料深度問題、思慮或議論進入

瓶頸、資訊來源所在不明、資訊的時間性問題、資訊尋求行為涉及的經

費問題、以及合宜討論對象難覓等狀況。 依本研究所見，哲學領域學者

遭遇資訊尋求相關疑難時，解決方法大抵如下： （一）藉由個人研究經

驗審視判斷，（二）反求諸己，檢視平日所蒐集儲存之資料，（三）就

近尋取資訊來源或可能的資訊尋求替代方案，（四）請教相關知能的專

家，（五）申請補助經費以利資訊行為之進行，（六）暫緩研究進度。 

哲學領域學者接觸網路資源，通常是透過搜尋引擎的運用、相關學術網

站的尋訪、電子資料庫及網路電子報的訂閱等方式，進行其資訊行為。

在圖書館利用方面，這些學者都認為參考諮詢服務、相關訊息告知、及

館際合作等圖書資訊服務項目，有助其資訊尋求與處理。 

摘要

(英) 

This is a study on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scholars in the subject field of 

philosophy. Eighteen scholars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their information demand、 

information seeking、information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he types and 

classifications of information needed for their researches、the information finding 

paths and sources of the most frequently sought for、the frequently encountered 

barriers & obstacles in the seeking progress、and the approaches to utilize and 

apply the information acquired. By such endeavor, this study was expected to 

somehow conclude on the philosophy scholars’ pattern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doing their researches. The conclusion was actually designated to be of some 

help to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entities in their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with philosophy 

scholars as the target audience. In order to acquire first hand information and the 

credibility、depth、 & width of the information, this study adopted utilized a 

qualitative method. The interview used the half-structured approach for in-depth 

discussions. The dictated interview record was has arranged and coded by means 

of the subject matter analysis, so as to look into such recurring issues in the 

researches of the philosophy scholars as needs for information、channels for 

information sources、procedures for information searching、and relevant 

knowledge & skills & problems for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 utiliz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nformation seeke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impact factors of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s of these scholars include: the degree 

of the information sought with the seekers’ previous researches、monographs、

invitation to compose and/or publish、status promotion and teaching related 

requirements、and the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in response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patterns. In terms of the types or classif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he 

original of the classics、scholastic monographs、periodicals、illustrated books o 

r photo albums、and bibliographic tools, which were frequently used. The more 

frequently used information sources were; data bases、professional or specialized 

websites、bookstores、personal book collection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s、 libraries、 and visits to the local areas of the authors and/or 

publishers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materials sought for, all philosophy 

scholars showed their great interest in the professional、accurate、scholastic、

and accessible information. As a whole,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cedure of 

philosophy scholars includes searching、comparing、interpreting、inspiring、

analyzing、criticizing、integrating、and innovating. The problems they might 

have to face included language proficiencies、depth & difficulty of the issues、

and such situations as getting into the bottle neck with contemplations and 

discussions、wondering about the exact locations for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pondering on the time issues of the information、worrying about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related budgeting and financing problems、as well as the difficulty in 

finding possible and probable audience for discussions on the related issues 

argument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 of this particular study, when they 

encountered problems in their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dure, the philosophy 

scholars tried to deal with them in such ways as: (1) make judgment with their 

own research experience, (2) turn to their own collections of relevant materials (3) 

look around to see if any sources for the needed information nearby, (4) ask for 

the advice of specialties in th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skills, (5) apply for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practicing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6) postpone the rate 

of progress in their researches. Usually, the philosophy scholars got in touch of 

the online information by way of utilizing the online search engines、visiting 

relevant academic and scholastic websites、or subscribing to electronic data bases 

& online electronic newspapers, etc. When it came to the use of libraries, those 

scholars agreed on that user advisory service、relevant information notification & 

alert、and the services provided via library cooperation, were of significant 

assistance to their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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