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二、「傳播學門大學生資訊素養能力的研究」 

第一回合疊慧問卷 

 

 

 

 

敬啟者： 

您好！感謝您願意參加本研究，此份意見調查表是希望您對傳播學門大

學生的資訊素養能力提供寶貴意見，期望藉由您的意見建構出適用於國內情

境的能力指標。 

本意見調查表純為學術研究用，填答時只忠實地呈現個人的意見即可，

不須與他人討論。您的意見，本人致上最誠摯地謝意，並期盼您的指教與協

助。敬頌 

時祺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梅玲 博士 
研 究 生  柯雲娥 敬啟 
日  期：  92 年 2 月 10日 

 
聯絡電話：(02)2938-7152 
E-Mail：yeke@nccu.edu.tw  
聯絡地址：台北市文山區 116指南路二段 64號 政大圖檔所 

第一部份 基本資料 

1. 性  別：□男  □女 

2. 身份別：□傳播學門專家  □圖書資訊學門專家  □大學圖書館員 

3. 從事此身份別之工作年資： 

□ 不滿一年  □一至五年  □六至十年  □十一至十五年 

□ 十六至二十年          □二十年(不含)以上 

4. 最高學歷：□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132



第二部份 意見提供表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時代的世紀，資訊可取代能源成為主要的社會資源。面對

多元化的社會環境，大量產生的資訊資源，不論於學業上、工作上、或是個人生

活上，都需要資訊來降低不確定性。但資訊散佈於社會各角落，包含文字、聲音、

影像、圖片等種種呈現形式，其獲得管道五花八門，這些資訊又未經過篩選，其

正確性、可信度及可靠性都是問題。身處如此複雜的資訊環境中，如何獲得所需

要的資訊來達成目標，則考驗著每個人的能力，因此，「資訊素養」將成為資訊

社會中個人必備的能力。 

所謂「資訊素養」，是指能察覺到何時需要資訊，且有能力找尋、評估與有

效利用所需資訊的一系列能力。換句話說，資訊素養就是能瞭解資訊的價值、釐

清自己的資訊需求、學習資訊的組織結構、對所需要的資訊能選擇適當的資訊工

具，並從事有效地查尋、蒐集、組織、評估與利用的能力。由此可知，一個具有

資訊素養的學生，他不但能決定自己資訊需求的內容是什麼，更能經濟又實惠的

獲得所需要的資訊，能評估所獲得的資訊之品質及批判其來源之正確性，並將所

選擇的資訊和自己的知識相融合，以有效地加以利用來達成目的，而於整個過程

中皆能尊重倫理規範，合理、合法的取得及使用資訊。 

一、 資訊素養之定義內涵(如上所述)，是否適用於傳播學門，或應如何修正？請
列出您的意見。 

                                                                   

                                                                   

                                                                   

                                                                   

                                                                   

                                                                   

                                                                   

 
二、學生不論是課業或日常生活上總會遭遇到各式各樣的問題，要尋求解答時，

應該先認識所需要的資訊，才能幫助他們釐清問題，請列出您認為傳播學門

大學生於資訊需求認知(Know)上應具備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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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已釐清自己的資訊需求問題時，接著要如何有效地拿到所需要的資訊

呢？請列出您認為傳播學門大學生於資訊取用(Access)上應具備的能力。 

                                                                  

                                                                  

                                                                  

                                                                  

                                                         
                                                         
                                                         
 

四、對於所拿到的資訊，通常會加以評估，到底對於問題的解決是不是有所幫助，

以選擇有效解決問題的資訊，請列出您認為傳播學門大學生於資訊評估

(Evaluate)上應具備的能力。 

                                                                  

                                                                  

                                                                  

                                                         
                                                         
                                                         
                                                         

 
五、經評估後的資訊，要加以利用時，還需要某些能力，才能有效地運用，以符

合實際需求並達成目標，請列出您認為傳播學門大學生於資訊利用(Use)上應
具備的能力。 
                                                         
                                                         
                                                         
                                                         
                                                         
                                                         
                                                         

 
六、資訊的利用，難免會和經濟、法律與社會發生關係，即所謂資訊倫理的議題，

如何合理、合法的利用與獲得資訊，請列出您認為傳播學門大學生於資訊倫

理(Ethics)上應具備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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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傳播學門指「近用(access)、分析(analyze)、評估(evaluate)、及以各種形式傳
播訊息的能力」為「媒體素養」，請問此能力是否應列為傳播學門的資訊素

養能力，請列出您的意見。 
                                                                   

                                                                  
                                                                  
                                                                  
                                                                  
                                                                  
                                                                  
 

八、除上面所列舉的方向外，請問您認為傳播學門大學生還需具有那些特殊的資

訊素養能力呢？請說明之。 
                                                         
                                                         
                                                         
                                                         
                                                         
                                                         
                                                         

P.S. 若有不清楚的地方可參考後附的資料 

謝謝您的意見! 

(請於 93 年 2月 20日前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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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1)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力標準 

美國大學暨研究圖書館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簡稱
ACRL)，認為資訊素養是終身學習的基石，資訊社會中個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能力，包括

有能察覺何時需要資訊，且有能力找尋、評估與有效利用所需資訊的一系列能力。並主

張一個具備資訊素養的大學生要能：(1)決定資訊需求的內容；(2)有效地獲得所需資訊；
(3)評估資訊及批判其來源；(4)將所選擇的資訊融入個人知識庫中；(5)有效利用資訊以

達成特定目的；(6)瞭解使用資訊所牽涉的經濟、法律、及社會等議題，且合理、合法的

取得及使用資訊。因此，於 2000 年，提出「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力標準」(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力標準」，共有 5大標準(standards)；22項績效指標

(performance indicator)及 87項成就指標(outcomes)。不僅提供一完整架構以評估個人資

訊素養，更提供教師與圖書館員可依績效指標來設計資訊素養課程，並利用成就指標做

為評量學生學習成效之參考，茲將能力標準及績效指標之中文譯文列於下，以為參考。 

標準一：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確認其資訊需求之特性與範圍 

績效指標：1.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夠界定並釐清其資訊需求； 

2.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界定各種不同類型與媒體形式之資訊

來源； 

3.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考量取得所需資訊之成本效益； 

4.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重新評估所需資訊之特性與範圍。 

標準二：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有效地取得所需資訊。 

績效指標：1.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選擇最適當的研究方法和資料庫，以

取得所需資訊； 

2.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建構和執行有效地查尋方式； 

3.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利用線上或人工等各種不同方法取得

所需資訊； 

4.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必要時，能重新界定查尋方式； 

5.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摘錄、紀錄、管理資訊及其資源。 

標準三：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批判性地評估資訊及其來源，並將所篩選的資

訊融入其知識庫或價值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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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1.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從所蒐集的資訊中，彙整主要概念，

以供摘錄； 

2.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建立並應用適當的準則，以評估資訊

及其來源； 

3.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綜合主要概念，建構新的觀念； 

4.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將新舊知識加以比較，以得知資訊之

加值、矛盾、或獨特之處； 

5.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判斷新知識對個人價值系統之衝擊，

並調和其間差異； 

6.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透過與他人的對話，有效理解和詮釋

所得資訊； 

7.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判斷是否需修正最初的問題。 

標準四：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不管是個人或是團體的一員，都能有效利用資訊，

以達成特定目標。 

績效指標：1.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應用新舊資訊，以規畫和開發特定的
產品或作品； 

2.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修正創作過程； 

3.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有效地與他人分享創作成果。 

標準五：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了解使用資訊之經濟、法律、與社會相關議題，

合理、合法的使用與獲取資訊。 

績效指標：1.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了解與資訊和資訊科技相關之倫理、

法律與社經課題； 

2.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遵守取得和利用資訊之相關法律、規

定、機構政策、和禮儀； 

3.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在作品中感謝資訊來源。 

 

資料來源：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ala.org/Content/NavigationMenu/ACRL/Standards_and_Gu
idelines/Information_Literacy_Competency_Standards_for_Higher_Edu
cation.htm> (Retrieved 20 Oc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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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資料(2) 

媒體素養標準及能力說明 

美國國家傳播學會(National Commi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NCA)，提出幼稚園到高
中說、聽、與媒體素養標準及能力說明(K-12 Speaking, Listening, and Media Literacy 
Standards and Competency Statement)，列出 K-12應具備的能力標準與實施傳播教育的方

向，並作為課程之輔助標準。其有 20個標準，其中第 16至 20有關媒體素養標準，於
每一標準依據傳播能力的三個面向：知識、行為、及態度分別列出能力說明，茲翻譯如

下，以為參考。 

標準 16：具備媒體素養的傳播者，瞭解人們於公、私生活上利用媒體的方式 

 知識方面：1. 能察覺到傳播是因人類的努力； 
 2. 能察覺到傳播對教育工作的重要； 
 3. 能察覺到文化與語言於媒體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 
 4. 能辨認私人與公共媒體工作； 
 5. 能辨認私人及公共媒體內容、形式與產品； 
 6. 能分析過去及現在媒體對人們公、私生活的影響； 
 7. 能分析媒體倫理議題。 

 行為方面：1. 能近用(access)不同媒體的資訊； 
2. 能說明人們於公、私生活上如何利用媒體。 

態度方面：促使以基本的社會價值，如：自由、責任、隱私權及正當行 
    為的標準，來評估媒體與傳播工作。 

標準 17：具備媒體素養的傳播者，瞭解閱聽人與媒體內容間的複雜關係 

知識方面：1. 能辨認媒體形式、內容及產品； 

  2. 能察覺到媒體有多重解釋； 

  3. 能說明閱聽人如何解釋意義； 

  4. 能描述媒體工作者如何決定閱聽人本質； 

  5. 能說明媒體如何社會化人們； 

  6. 能評估媒體的理念及影像對個人、社會及文化的影響。 

 行為方面：1. 創立標準以評估媒體內容、形式及產品； 

2. 說明媒體內容、形式及閱聽人解釋如何被連結到觀察工作。 

態度方面：促使能察覺媒體內容、形式及閱聽人間的複雜關係。 

標準 18：具備媒體素養的傳播者，瞭解媒體內容是社會、文化的產物 

知識方面：1. 能辨認媒體內容與產品的產出情境； 

  2. 能辨認社會及文化對媒體產品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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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辨認社會文化機構對媒體內容與產品的管制； 

  4. 能評估媒體內容與產品的理念及美感。 

 行為方面：1. 證明媒體內容如何於社會文化情境中被產出； 

2. 證明社會文化規範如何影響媒體內容與產品。 

態度方面：促使去檢驗媒體內容與產品和廣大社會文化情境間的關係。 

標準 19：具備媒體素養的傳播者，瞭解媒體的商業本質 

知識方面：1. 能說明媒體組織如何運作； 

  2. 能辨認管制媒體組織的社會文化機構； 

  3. 能比較媒體組織與其他社會文化組織。 

 行為方面：證明媒體組織與媒體發行工作間的關係。 

態度方面：促使分析過去和現在媒體組織在民主過程中運作關係的方式。 

標準 20：具備媒體素養的傳播者，展現利用媒體對特定閱聽人傳播的能力 

知識方面：1. 能以合適的媒體為特定目的與成效做溝通； 

  2. 能辨認媒體成品團隊的角色及責任； 

  3. 能分析媒體作品於技術與美學上的強弱處； 

  4. 能察覺媒體作品有個人、社會與道德的影響； 

  5. 能將課堂學習外之關連性事件反應於作品上。 

 行為方面：1. 應用多種方法以發展與呈現理念； 

2. 以不同的媒體形式架構媒體訊息； 

3. 應為作品的結果承擔個人、社會與道德上的責任。 

態度方面：促使去欣賞作品如何提高自我表現、教育與工作機會。 

 

資料來源：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K-12 Speaking, Listening, and Media 
Literacy Standards and Competency Statements  (Cali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8),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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