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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調查大學生對著作權的認知與相關實際經驗，亦探討大學生對著作

權資訊產生之資訊需求與所進行之資訊尋求行為。研究資訊的蒐集以網路

問卷為主，並以紙本問卷輔助，共計回收 241 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所產生

之研究結果如下：（一）大學生對於著作權的知識不足、（二）大學生在

課業、休閒與網路使用方面皆涉及著作權的相關經驗、（三）部分著作權

概念認知與經驗相關題項具顯著差異、（四）大學生需要保護自己著作權

之相關知識，以及使用他人著作的相關規定、（五）大學生產生著作權資

訊需求的原因基於法規與概念的建立、（六）大學生取得著作權相關資訊

主要透過網路管道、（七）大學生尋求著作權相關資訊時面臨的困難為可

用性、理解性與數量不足、（八）大學生尋求他人協助以解決使用著作權

相關資源的困難。基於上述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政府機關、學校單位

與圖書館提出未來相關建議。  

摘

要

(英) 

This study explores college students’ realization and experiences related to 

copyright law. Students’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in 

copyright information were also researched. A set of questionnaire items were used 

to collect research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from 241 data reveals following research 

several findings: (1) College students’ knowledge about copyright law was 

insufficient. (2) College students had various copyright experiences related to course, 

recreation and network use. (3) Some items in students’ copyright knowledge were 

significant related to correspondent items in their copyright experience (p < 0.05). 

(4) College students needed copyright information for protection of their own right 

and proper use of others’ work. (5) Students’ needs for copyright information 

derived from building lawful acts and concepts. (6) Most college students acquired 

copyrigh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Internet. (7) College students had problems in 

finding sufficient comprehensible and useful copyright information. (8) College 

students sought for other’s help in finding copyright information. Suggestions to 

governmen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librarie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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