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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檔案素養的評估指標，首先針對素養、資訊素養以及
圖書館資訊素養之定義及內涵作一深入探討，其次分析檔案素養的定義及
內涵，並歸納當前資訊素養能力相關標準及指標。本章分為資訊素養與圖
書館資訊素養之定義及內涵、檔案素養的定義與內涵、資訊素養與圖書館
資訊素養的評估指標，最後綜合上述標準及指標，整合出最普遍被使用之
資訊素養評估能力指標。

第一節 資訊素養與圖書館資訊素養之定義及內涵

一、素養的意涵

「素養」在辭海中的解釋是「謂平日之修養也」。而在「漢書—李尋
傳」中也有所謂的：「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至於「後漢書—劉表傳」中則有：「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
眾來。」另外，在西方的字典中，例如：Webster New World Dictionary
及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對素養（Literacy）一詞的定義
是指「讀與寫的能力」(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就西方所指的素養
（Literacy）一詞看來，所泛指的是狹義的意義，也就是指讀和寫的能力，
至於廣義的意義則包含了一個人受教的狀況以及一般的技能。(註 1)

在國內社教譯作為「識字」，是指十五歲以上的民眾，具有基本的讀、
寫、算技能，可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者(註 2)。「素養」是理解的能力以及
和外界做有意義溝通所需要的能力，隨時代的變遷、社會環境的不同及文
化、教育、經濟條件的差異而有不同。傳統上，「素養」是指人人都需要
的讀、寫、算的能力，而今天，「素養」已被廣泛應用，尤其在知識持續
爆炸的今天，很多素養被極力訴求，諸如人文素養、科學素養、電腦素養、
文化素養等。一般所謂國民的基本素養，是指一個國家中每個國民所應具
備的基本能力，而這些基本能力是國民義務教育所應致力的目標，培養基
本素養的目的，不僅是希望能對個人有幫助，更希望對每個國民善盡義
務、厚實國力基礎。(註 3)

由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對「素養」
的解釋為：1.受教養的狀況或品質，特別是指讀與寫的能力；2.教育的內
涵；3.個人具備某一特殊主題或學科的知識。由其解釋可以看出素養是個
具變化性概念的用字，它的意思可從指個人最基本的讀寫能力，到某個人
擁有某種學科的知識(註 4)。從探究這個字的涵義，可以發現素養是個具變
化性概念的用字。它的意思可從指個人最基本的讀寫能力，到某個人擁有
某種學科的知識。可見素養一詞可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賦予不同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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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內涵。由於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後，許多新興國家體認到國民要能生
活在工業化的社會中，必須要有最基本的素養，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基本讀
寫能力。而各國政府也體認到國民識字能力的提升，對於國家的經濟、工
業、社會與政府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許多國家政府便開
始展開一連串掃除文盲的計畫，有系統地推展全民識字運動。而素養一詞
的內涵便成了識字的意思。

素養可以分成兩種：第一類為「傳統的素養」(Conventional Literacy)，
指的是所謂識字的意思，及個人具備讀、寫、算的能力，以適應生活的需
要；另一類是功能性的素養(Functional Literacy)，是指個人擁有某些特定
的技能，並依自己設定的目標，以順應在家庭、工作、社區等社會生活的
角色扮演，換言之，是個人擁有某些特定的知識與能力，例如：藝術素養、
語文素養、人文素養等；此外，功能性素養也可以定義為一個群體為其成
員能達到其自我設定的目標而所需的基本能力。(註 5)因此，功能性的素養
完全依照社會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素養的內涵，即隨著社會環境時間與空
間的不同，一個國民所具備的素養也將隨之不同。因此素養的定義與內
涵，完全是整體社會環境的需求來決定。二十世紀末期由於電腦、通訊科
技的快速進步，整個社會環境已經產生極大的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工
作環境、思考形態、價值觀念、社會發展、政治理念等都在改變之中。所
謂的「後工業化社會」或「資訊化社會」，均是預言一個嶄新社會的來臨。
面對新的社會環境，我們應該賦予「素養」一個符合時代需求的新意義與
新內涵。(註 6)

二、資訊素養的定義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就字面而言，為表示使用資訊的能力
或是擁有相關資訊的知識。(註7)資訊素養這個名詞是由美國國家圖書資訊
科學委員會 (NCLIS)主席Paul Zurkouski 在1974年首次提出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的觀念，呼籲推動圖書館資訊素養。

1977年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科學資訊部(NSF, Division of Science
Information)主任，Burchinal, L. G.提出資訊素養的新涵義：「擁有一些新
技能(New Set of Skills)的人，包括有效的找到所需的資訊，使用資訊以解
決相關的問題」。

Breivik & Gee 認為所謂有「資訊素養」的人是「有能力獲取和判斷資
訊，以滿足資訊需求的人」(註8)。換句話說，「資訊素養」是有效發現自
己的資訊需要、尋找資訊、判斷和呈現資訊，以及使用資訊的能力。一般
而言，「資訊素養」是表示一個人在資訊社會「理解以及和外界做有意義
溝通所需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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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對於
資訊素養的定義是指「一個人具有能力覺知到何時需要資訊，且能有效地
尋得、評估與使用所需要的資訊。」(註 9)

Olsen, J. K.定義資訊素養是「除了具備傳統能讀、說、寫的基本素養
技巧外，還需要瞭解資訊的角色、力量與使用，知道資訊不同的內涵與種
類，瞭解組織資訊的系統，具備檢索資訊的能力，且能評估、組織與操作
資訊。」

Rader, H. B.定義資訊素養為：

(一) 瞭解獲取及時性與回溯性資訊的過程與系統，如：資訊辨視與傳輸系
統與服務。

(二) 針對不同的資訊需求，有能力評估不同資訊管道與來源的效度及可靠
性。

(三) 熟悉許多徵集與儲存自己所擁有資訊的基本技巧，例如：資料庫、試
算表、文書處理與資訊處理系統等。

並更進一步定義資訊素養是「具備有效檢索與評估資訊，以解決問題
與決策的能力。」

McCrank, L. J.定義資訊素養是「一個抽象、理想化且涉及許多技巧與
知識的能力或行為的術語。」這個詞時常成為圖書館技巧(Library Skills)、
圖書館利用(Library Use)、或書目利用指導(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的替代
品。因此，資訊素養假若要成為圖書館教學計畫的一個大的架構，則資訊
素養的各種內涵需要加以具體考量，同時革新範圍必須是擴及圖書館以外
的範疇(註 10)。

劉淑娟教授定義之資訊素養，是指「一個人有能力自各種資訊資源中
檢查、評估與使用資訊。包括認知資訊需求、陳述資訊問題、辨識、查詢、
檢索、分析、判斷、組織、評估、與綜合運用資訊的能力。」簡而言之，
是解決資訊問題的能力。(註11)

楊美華教授定義之資訊素養，是指「一個人知道何時需要資訊，並且
具備找到資訊、評估資訊及有利用資訊能力的人，其目的是學習成為一位
知道如何學習的人。」(註12)

李德竹教授將資訊素養定義為「培育國民具備了解資訊的價值、在需
要資訊時能有效率地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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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和教授認為「資訊素養並非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必須給予適當
的教育與訓練後，才能獲得的一種能力。」其定義資訊素養是：
(一) 獲取新資訊的知能；

(二) 擬定研究問題的能力；

(三) 利用各種媒體檢索資訊的能力；

(四) 尋找、選擇、評量、組織、利用與創造資訊的能力；

(五) 批判過程與評鑑結果的能力。

表2.1 資訊素養之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 對資訊素養的定義

Burchinal, L. G.
擁有一些新技能(new set of skills)的人，包括有效的
找到所需的資訊，使用資訊以解決相關的問題。

Breivik & Gee 有能力獲取和判斷資訊，以滿足資訊需求的人。

ALA
指一個人具有能力覺知到何時需要資訊，且能有效地
尋得、評估與使用所需要的資訊。

Olsen, J. K.

除了具備傳統能讀、說、寫的基本素養技巧外，還需
要瞭解資訊的角色、力量與使用，知道資訊不同的內
涵與種類，瞭解組織資訊的系統，具備檢索資訊的能
力，且能評估、組織與操作資訊。

Rader, H. B.

一、瞭解獲取及時性與回溯性資訊的過程與系統，如
資訊辨視與傳輸系統與服務。

二、針對不同的資訊需求，有能力評估不同資訊管道
與來源的效度及可靠性。

三、熟悉許多徵集與儲存自己所擁有資訊的基本技
巧，例如資料庫、試算表、文書處理與資訊處理
系統等。

並進一步定義資訊素養是具備有效檢索與評估資
訊，以解決問題與決策的能力。

McCrank, L. J.

是一個抽象、理想化且涉及許多技巧與知識的能力或
行為的術語。這個詞有時常成為圖書館技巧(Library
Skills)、圖書館利用(Library Use)、或書目利用指導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的替代品。

劉淑娟

指一個人有能力自各種資訊資源中檢查、評估與使用
資訊。包括認知資訊需求、陳述資訊問題、辨識、查
詢、檢索、分析、判斷、組織、評估、與綜合運用資
訊的能力。簡而言之，是解決資訊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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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華
指一個人知道何時需要資訊，並且具備找到資訊、評
估資訊及有利用資訊能力的人，其目的是學習成為一
位知道如何學習的人。

李德竹
培育國民具備了解資訊的價值、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
率地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的能
力。

林美和

一、獲取新資訊的知能。
二、擬定研究問題的能力。
三、利用各種媒體檢索資訊的能力。
四、尋找、選擇、評量、組織、利用與創造資訊的能

力。
五、批判過程與評鑑結果的能力。

(資料來源：根據以上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各家定義，所謂資訊素養是培育國民具備瞭解資訊的價值，
在需要資訊時能有效率地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利用資訊。而
資訊存在社會各個角落，若要培育國民具備資訊素養，必須從有系統的資
訊環境開始去認識資訊的價值與結構，這些有組織有系統的資訊環境包括
圖書館、博物館、資訊中心、檔案機構、各種服務站、民眾服務中心、社
教與文化中心、電話查詢中心、電腦網路與線上資料庫等，見表 2.1。透
過了解與利用這些資訊系統，將可培養國民對於資訊價值的覺知與使用的
習慣，從而使資訊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註 13)

三、資訊素養的內涵

Shelly, G. B. 於1996年提出資訊素養可分為「內在」和「外顯」能力。
前者指的是「能思考釐清問題所在，能分析所需要的資訊，能正確解讀資
訊，能綜合、組織有用的資訊。」後者指的是「知道資訊的來源所在，知
道如何獲取資訊，能用合適方式將組織及內化後的資訊呈現出來，能利用
資訊解決相關問題等。」(註14)

Rader 認為資訊素養者在資訊社會中，知道如何成為一位終身學習
者。有底下幾個特徵：

(一)在資訊與技術的環境中，不但適應的很好且能獲致成功

(二)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過一種具健康且滿意的生活

(三)對快速改變的環境，能有效的處理



10

(四)對下一代的未來深具信心

(五)對個人專業性的問題解決，均可獲至適當的資訊

(六)精通寫作與電腦操作(註 15)

McHenry, K. E.引用 Gratch, B.的看法認為資訊素養有四個部分：

(一)能體認資訊價值與力量的態度

(二)能覺知資訊形式與種類的多樣性

(三)能理解到資訊並非是知識，除非資訊已被分析、被探討、被整合到現
存的知識體之中

(四)除了檢索的過程外，要有效率且具有批判性的檢索資訊(註 16)

Curran, C.認為資訊素養是許多使用資訊能力的綜合，包括以下五種能
力：

(一)知道資訊具有輔助性的能力

(二)知道何處可獲得資訊的能力

(三)具有檢索資訊的能力

(四)有解釋、組織與綜合資訊的能力

(五)有能力使用與傳播資訊(註 17)

1992 年 Doyle, C. S.進一步利用疊慧循環問卷法的方式，結合全美各地
136 位受訪者的意見，將「資訊素養」進一步定義為：「有能力自各種不
同的資訊來源，獲取、評估及使用資訊」，並細分為以下十種能力：(註
18)

(一)能辨識自己的資訊需求

(二)能了解完整的資訊和智慧決策之間的關係

(三)能有效的陳述資訊問題，表達資訊需求

(四)知道有那些可能有用的資訊資源

(五)能擬訂妥善的資訊檢索策略



11

(六)能使用印刷式以及用科技方法儲存的資訊資源

(七)能評估資訊的相關及有用程度

(八)組織資訊使能有實用性

(九)整合新資訊使成為自己原有知識的一部份

(十)能將資訊應用於批判性思考及解決問題

McClure, C. R.提出「資訊素養是一種觀念，也是一種能夠解決問題的
能力。」，它涵蓋了四方面的素養：

(一)傳統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

意即使用傳統方式如圖書館等之素養。

(二)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意即使用一些非平面、紙本的媒體，如錄音影帶、微縮片等。

(三)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

意即使用電腦及其週邊設備之素養。

(四)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

意即利用網路之基本能力。

其中，中央交集的部分，是最狹義的資訊素養，而廣義的資訊
素養，則應包含整個圖形的全部，見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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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資訊素養概念圖
(資料來源：Charles R. McClure, “Network Literacy：A Role for Libr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13：2(June 1994)：118.)

在McClure, C. R.所提的資訊素養概念圖中，「傳統素養」指的是個人
讀、寫、說和計算的能力；而「電腦素養」指的是個人使用電腦完成一些
基本工作的能力；「媒體素養」是指個人使用後印刷式媒體(Post-Print
Media)，尤其是電子媒體，以解讀、評估、分析、製作、傳播資訊的能力；
至於「網路素養」，也是網路社會中最主要的一項素養，是指個人能夠了
解網路資源的價值，並能利用檢索工具在網路上尋找特定的資訊並加以處
理、利用的能力。儘管多數人機常狹隘的誤以為電腦素養或網路素養就等
於資訊素養，不過，電腦素養與網路素養指的分別僅是在電腦方面以及網
路方面的能力；就像是會玩電腦、或是會網路的人，僅代表個人擁有從事
電腦或網路相關活動的能力，而並不等於一個擁有電腦素養或網路素養的
人。因此，資訊素養是一個大範疇，而電腦素養與網路素養，則是這個大
範疇之下的兩個主要部分。(註19)

國內學者陳仲彥亦採用McClure, C. R.的觀點，認為資訊素養是一種觀
念，也是一種能夠解決資訊問題的能力，它涵蓋了四方面的素養：傳統素
養（Traditional Literacy）、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而資訊素養是這四種素養之核心，
也是這四種素養之結合，唯有具備了此四種素養的訓練，才能培養出一個
在資訊科技時代裡，能學習如何學習的人。

網路素養 電腦素養

傳統素養

媒體素養

資訊
素養

解決資訊問題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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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內學者黃世雄，則認為除了四個層面的素養之外，資訊素養應有
更多的內涵如下：
(一)資訊素養是21世紀工作者必備之條件

(二)資訊素養其範圍涵蓋全球的資訊資源

(三)資訊素養為做好終身學習之準備

(四)資訊素養包含各種資訊查檢與使用的技巧(註20)

汪琪由以傳播的角度指出「個人對資訊需求的程度，往往受到許多複
雜因素影響。資訊素養的議題，不能單考量使用電腦或利用科技的能力，
必須對資訊的本質、重要性與功能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並認為資訊素養
至少需關照到以下三個部分：
(一)個人對資訊的認知、重要性評估與需求程度

(二)取得資訊所需技能

(三)個人如何處置、應用所取得的資訊、結果如何

吳美美教授認為「資訊素養可從『內在』與『外顯』二種能力來觀察，
內在的能力包括：能釐清問題、分析所需資訊、正確解讀資訊、及組織對
自己有用的資訊；外顯的能力則包括：知道資訊源在那裡、知道如何獲取、
能用適當的方式將吸收的資訊呈現出來，並利用資訊來解決問題。」

李隆盛教授認為「素養原是指人人都需要的最起碼之讀、寫、算的能
力，其要件和特性是『基本』和『必要』。在目前資訊社會的趨勢下，電
腦是處理資訊的核心工具，因此狹義的資訊素養可以電腦素養來定義，廣
義的資訊素養，是有目的的資料蒐集與處理的基本能力。」

王振鵠教授認為資訊素養可經由：
(一)教導民眾善於利用資訊

(二)保障資訊自由化兩個步驟來養成

張一蕃教授認為「資訊素養是個人利用資訊及其載具體與外界作合理
而有效溝通和互動所需具備的條件。在情意面，要能體認資訊的價值和力
量，並能判斷其正當性。在認知面，要了解資訊的本質以及其形式的多樣
性，熟悉尋求資訊的方法，並具備評估、解釋、及綜合資訊的能力。在技
能面，要具備操作資訊檢索、處理及傳播的工具與系統，包括電腦、媒體
系統和網路的基本能力。」(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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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和教授認為一個資訊素養者，至少應具備以下五項能力：
(一) 知道哪些是有幫助的資訊能力

(二) 知道那兒才能獲取資訊的能力

(三) 具備檢索資訊的能力

(四) 具備解釋、評估及組織資訊的能力

(五) 具備利用及傳播資訊的能力(註22)

國內對於資訊素養的內涵普遍認為，除了須具備核心素養認知能力
外，應依不同領域建構不同的素養內涵。一個「有資訊素養的人」是知道
如何在資訊社會中實踐終生學習的人。資訊素養是個人對於資訊的處理能
力，也是一種工具與技能，更是未來資訊社會生活必備的基本能力。在資
訊時代，人人應有基本的「資訊素養」，正是未來和樂社會的基礎。具體
而言，資訊素養可培養資訊社會中學習的能力，而此種學習能力是避免成
為「資訊文盲」以及終生學習不可缺少的要件。1989年美國圖書館學會會
議界定「資訊素養」應包括四項能力：「確認、評估、尋獲、和使用」(To Identify,
To Evaluate, To Locate, and To Use)。

因此，資訊素養透過一套完整的「研究過程」（Research Process）來
培養最為合適。因為研究的過程訓練一個人有能力將一個困惑（Problem）
完整地表達成一個問題（Question），去找尋書目、找到相關的資料，以
便了解是否已有相關的研究或發現可為參考，也可開展自己調查的能力與
經驗。

1990年Eisenberg, M. B.與Berkowitz, R. E.學者提到教育應培養學生能
夠解決問題及決策制定的能力，以從事六項主要的資訊問題解決活動，而
這六項則稱之為「六項主要的技能」(Big Six Skills)，包括：(1)問題的定義；
(2)資訊搜尋策略；(3)找尋與存取資訊；(4)擷取相關的資訊；(5)結果的呈
現；(6)回饋與反應等六大步驟。這六項主要的技能內容說明如下：

(一)問題的定義(Task Definition)：

此乃資訊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第一個步驟，也就是個人要能夠察覺到資
訊需求的存在，以決定資訊問題並界定資訊查詢的目的，包括：

1、定義資訊問題的任務

2、確認所需的資訊以達成任務

(二)資訊搜尋策略(Strategies for Seek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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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乃是針對先前已界定的資訊問題，決定搜尋資訊資源的類別
與策略，包括：

1、進行腦力激盪以找出所有可能的資源

2、從上述的可行方案中選出最佳資源

(三)找尋與存取資訊(Location and Access the Information)：

第三步驟指的是進行資訊資源的搜尋，並從事檢索特定的資訊，包括：

1、資源的搜尋

2、在搜尋的資源內找尋我們所需要的資訊

(四)擷取相關的資訊(Extract Relevant Information)：

第四步驟指的是依據先前已搜尋的資訊資源進行運用以進行資訊的
擷取，包括：

1、藉由讀、聽、瀏覽….等方式以了解資訊資源的內容

2、在了解資訊資源的內容後，擷取相關資訊以茲運用

(五)結果的呈現(Present the Results)：

第五步驟包括資訊的整合、組織及綜合以滿足原始定義問題的需要：

1、由多重資訊來源中進行資訊的組織

2、將組織後的資訊呈現出來

(六)回饋與反應(Seek Reaction to Your Work)：

最後一個步驟乃是評估資訊問題解決過程是否符合原訂資訊的需
求，評估的方式包括：

1、以整個資訊問題解決過程的「效率」來進行評鑑

2、以最終資訊問題解決成果的「效益」來進行評鑑(註 23)

目前在美國全國，從小學、中學、到社區學院、各大學，都已全面將
資訊素養納入正式的課程設計之中，且多為圖書館員與教師一起合作設計
教案，將 Big6 的六大步驟融入課程當中來實施教學，獲得學生正面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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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應，因為 Big6 包含了認知思考訓練、資訊搜尋及使用能力、以及資訊
科技技能訓練，所以 Big6 技能是資訊素養教育最佳的實踐。(註 24)

資訊素養已成為各先進國家教育施政重點，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字 2000 年
起 更 推 動 國 際 學 童 評 估 計 畫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針對主要工業國家中 15 歲學童之知識與技能進行調查，目
的在評估學童對實際社會轉變的適應能力，而不僅是調查學童的知識與技
能，截至 2002 年已有 32 個工業國家及 265,000 為學童參與這項調查計畫。
我國在此方面的努力似乎慢了些，自 90 年起，配合九年一貫教育制度的
施行，台北市教育局明訂各級學校教師需通過基本資訊能力評量，期望透
過各科教師的共同努力，使資訊素養成為我國公民必備的技能。

國內推動資訊素養的工作方向約可分為：

(一) 圖書館資源的應用：以如何使用圖書館資源為訴求，教導社會大眾以
及中、小學師使用圖書館。

(二) 融入傳統課程：將資訊搜尋的工作融入一般教學中，但是學校的網路
教室多半只供應電腦相關課程使用，以致於其他學科僅能設計以資訊
的搜尋與整理為主，線上教學仍未普及。

(三) 結合終身教育：倡導使用資訊於生活中，結合家庭生活教育，使資訊
素養成為一種習慣，只是國內網站內容貧乏，令人急不緩頰。

(四) 九年一貫教育：教育部將資訊素養列入九年一貫教育的發展策略中，
同時架設網路，預計全國中小學教師約有 15 萬名必須接受網路科技
訓練。

從資訊素養的意義分析，可以瞭解資訊素養是一個相當廣泛的名詞。
美國圖書館雖然過去從事相當有關國民識字方面的成人教育活動，但面對
資訊素養新的定義與內涵，也必須重新反省圖書館傳統的資訊服務內涵是
否能夠達到這個目標。(註 25)

三、圖書館資訊素養之意義與內涵

圖書館素養(Library Literacy)是指一個人使用圖書館各種服務的能
力，例如：使用卡片目錄、參考工具書等。Library Literacy 這名詞一開始
由 Lubans, J. Jr.於 1980 年所提出，主要論述的期間是 1980 至 1986 年。
Library Literacy 根據 Lubans, J. Jr.1983 年時的解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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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圖書館使用技能(Information/Literacy Skills)，其內容包括：

(一)學生方面

1、如何使用卡片(Use of Card Catalog)

2、如何使用書目資料(Use of Bibliographies)

3、如何使用參考工具(Use of Reference Tools)

(二)教師方面

1、如何使學生經由圖書館的資源完成指定的作業(Assignments Requiring
Student Use of Library Resources)

2、教師對其專業領域的參考用書的認知與解析(Faculty Explanation of
Literature Tools in Field)

3、圖書館員在教學過程中應扮演之角色(Librarian Role in Teaching Process)

而後，主要在 1997 年至 2002 年，五年間較重大的五個議題。

(一)標準與指導方針的出現

(二)資訊素養定義的轉變

(三)抄襲的增加、著作權問題，及資訊的社會與倫理使用

(四)數位時代對教育與學習的影響

(五)新教學方式與技術的出現(註 26)

美國圖書館學會認定資訊素養是培育國民具備瞭解資訊價值，在需要
資訊時能有效地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資訊的意義之後，其對
於圖書館的服務有以下幾點建言：

(一) 圖書館界必須重新思考過去組織資訊的制度、資訊檢索的結構，定義
資訊在家庭、社區、工作環境所扮演的角色。

(二) 在美國圖書館學會的領導下，與其他組織機構互相合作組成資訊素養
聯盟，為提昇資訊素養共同努力。

(三) 必須開始從事資訊與資訊使用需求相關的研究與示範性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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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州教育局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高等教育委員會
(Commissions on Higher Education)，與學校管理評議會(Academic
Governing Boards)應該在各州與校園負起營造有助於學生成為具有資
訊素養國民的氣氛。

(五) 教師的教育與成就期望應該予以修改，使之包括對於資訊素養的關
注。

(六) 應該更進一步提昇，對資訊素養與圖書館暨資訊服務白宮會議關係的
瞭解。

從資訊素養的意義分析，可以瞭解資訊素養是一個相當廣泛的名詞。
美國圖書館雖然過去從事相當有關國民識字方面的成人教育活動，但面對
資訊素養新的定義與內涵，也必須重新反省圖書館傳統的資訊服務內涵是
否能夠達到這個目標。由以上的幾點建議可以理解資訊素養的產生對於圖
書館的服務產生以下的內涵：

(一) 重新檢討與設計傳統圖書館資訊服務的內涵與系統，特別要考慮到因
為網路系統的建立後，資訊在家庭、工作環境所能發揮的角色與功
能。這種超越圖書館地理的資訊服務，圖書館如何經由服務方式達到
教育的目標。

(二) 資訊素養是一種全民素養，資訊素養已不再只是圖書館讀者群的圖書
館利用教育的訓練。它必須擴大成為全體國民的一種基本的教育訓
練。因此，從中小學的學校到社教機構等的各類型圖書館，必須作縱
向與橫向的合作，形成一個新的圖書館資訊服務網。使得每位國民都
有機會透過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方式，接受資訊素養教育的陶成。

(三) 重新分析讀者的資訊需求與重視相關的研究。針對不同階段年齡的讀
者，圖書館的資訊素養教育內涵應該是什麼?不同年齡讀者的資訊需求
又如何?該如何為這些不同階段的讀者，設計足以貫穿整個學習過程的
教材內容?針對不同類性圖書館讀者的資訊需求，教材與內容又如何?
這些問題都有待更進一步作有系統的研究探索。

(四) 圖書館的資訊服務必須與整個外在的大環境互相結合，形成新的資訊
服務與教育系統。學校圖書館的資訊服務必須與教學活動互相配合：
公共圖書館的服務也必須與當地的社教單位互相合作；學術圖書館的
服務也需與相關研究機構配合。這些合作方式將會使圖書館的服務方
式，更落實與發揮教育的功能。

(五) 學校教師將是圖書館資訊素養的首要合作對象。著名的學者莊森(A. S.
Johnson)曾說過知識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是學科的知識；另一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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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所需要知識的知識。前者是目前學校教育教授的重點，而後
者的知識卻一直欠缺有效的講授與訓練，使得學生的學習一直停留在
被動式的學習。資訊素養便是要彌補與充實後者的知識。使得學生的
學習能由被動轉變成主動，最終達到自我導向終身學習的目標。這個
目標的達成，首先必須要獲得學校教師的合作才有可能成功。

(六) 圖書館資訊素養的內涵必須重視教材的設計，制定實施效果評鑑指
標。圖書館的服務已發展出許多統計指標與評鑑方法，因此若圖書館
要進一步發揮教育的功能，對於各種資訊素養的教材應該著手編訂，
以提供各類型圖書館發展自己的教案使用。同時該研究各種有效評鑑
指標，以作為教學成果的改善參考。(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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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檔案素養的定義與內涵

檔案素養的概念在國外及中國大陸早已萌芽，但並不稱之為檔案素養
(Archival Literacy)，在中國大陸稱為「社會檔案意識」，在歐美地區稱為
「檔案的認知」(Archives Awareness)，以下針對大陸外學者對於檔案素養
的定義及內涵分析探討：

一、社會檔案意識的定義與內涵
所謂檔案意識就是「人們對檔案和檔案工作這一客觀事物的反映與認

識程度。它伴隨著檔案工作產生和發展，是人們自覺地、自動的對檔案和
檔案工作的反映。」(註28)

社會檔案意識是指「人們對檔案和檔案工作這一客觀事物的主觀印
象，也就是人們對檔案性質和價值的認識，對檔案工作的性質、地位和作
用的認識。」(註29)，大陸學者認為社會檔案意識是一個整體概念，其內
涵豐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檔案的價值意識

檔案的價值意識在於要求人們要認識到檔案是國家的重要財富。檔案
具有價值，但又不同於商品，其價值體現在檔案全面記錄各種有效資訊，
這些資訊一旦被開發利用，就可直接或間接地產生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
檔案是人類社會實踐的原始記錄，是人類知識與智慧的結晶，也是我們順
利開展工作的重要依據。只有具備檔案價值意識，才能充分認識到檔案的
重要性並科學地保管檔案，有效地開發利用檔案資訊資源。

(三) 檔案利用意識
檔案利用意識是檔案意識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檔案利用意識在於積極

推廣檔案工作，推廣《檔案法》，定期公佈開放檔案、開放目錄。檔案部
門應更主動地為社會各界利用檔案提供各種有利條件。檔案是一種特殊的
資訊資源，一經開發利用，即可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四) 檔案的開放意識
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檔案部門被看成機要保密部門，檔案事業處於封

閉或半封閉狀態，人們對檔案知之甚少。特別是檔案館檔案的開放量極
小，這種情況阻礙了檔案事業的發展。《檔案法》的頒佈與實施從法律上
保證了檔案的開放和利用。同時檔案部門及檔案工作人員的思想觀念也正
在轉變，也積極地參加各種社會公益活動，使得社會大眾認識到「檔案」
不再是個神秘的名詞。

(五) 檔案的法治意識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檔案法制建設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以

《檔案法》為中心的檔案法規體系初步形成。《檔案法》的頒佈與實施本
身就是強化檔案法治意識的重要措施，透過檔案執法監督來增強全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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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制觀念和依法治檔的思想，把檔案事業的發展納入到法制軌道上
來。社會檔案意識還可分為「個體檔案意識」和「群體檔案意識」，其發
展經歷了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是一種整體意識，但並不排斥由於文化層
次，職業特徵的差異而導致人們的檔案意識的不同。一般來講，社會檔案
意識是經過發展變化的，即是從社會的無意識到檔案意識的萌芽、產生、
發展和加深，直到人們真正理解檔案的價值並自覺地運用檔案為社會服
務。《檔案法》的頒佈與實施從法律的角度上保證並且促進了社會檔案意
識的增強。

二、影響社會檔案意識的因素
社會檔案意識直接影響著檔案工作，它可以促進或延緩檔案工作的發

展，是做好檔案工作不可或缺的社會環境。社會檔案意識越強烈、越濃厚，
對檔案工作的社會環境就越有利，社會條件越良好，檔案工作就越容易見
效，越能夠發展；反之，社會的檔案意識越淡薄，檔案工作的社會環境或
社會條件就越不利，檔案工作就越難開展，越難收效。那麼現階段社會檔
案意識究竟怎樣呢？

江蘇省揚州市檔案局於1999年底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了一次社會檔案
意識問卷調查活動。調查發現社會的檔案意識仍很薄弱，許多人對什麼是
檔案、檔案工作的內容仍不瞭解，認為檔案就是一堆廢紙，檔案工作就是
捆捆紮紮、修修補補，更不知道如何利用檔案資訊資源。社會各界社會檔
案意識薄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 缺乏交流

檔案界缺乏社會意識的關鍵原因是由於檔案工作部門長期處於機要
保密和內部機關的地位，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檔案工作與社會各
部門很少聯繫，甚少交流，只知默默奉獻，你查檢我調檔，甚少對社會進
行調查與瞭解，對社會各方面利用檔案的需求以及與檔案相關的各種社會
狀況不甚瞭解，把自己的職責緊緊依附於上級單位的需要，對於其他群體
和個人採取封閉、排斥與限制的心態，使檔案部門和檔案工作人員對他人
的需求產生逆反心理，抱殘守缺，安於現狀，社會需求呼聲越高，就越容
易滋生一種過敏性的反應。部分工作人員目光短淺，甚至將檔案據為已
有，不為他用。

(二) 歷史因素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檔案是統治階級活動的記錄，秘而不宣，只有

少數人知道，逐漸形成了檔案和檔案工作的封閉性和神秘性。大陸建國
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檔案工作受思想路線束縛和機要保密思想的傳
統禁錮，片面強調其機要性，保密性，使社會對檔案惟恐避之不及，同時
社會文明程度不是很高，沒有「檔案」這個概念，更沒有利用檔案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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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客觀物質條件缺乏
檔案工作任務十分繁重，資金不足，人才缺乏，現代化、科學化， 標

準化管理設備在地市級以下檔案館的普及率還不高，至今部分縣級檔案館
仍未能實現檔案的電腦輔助管理，服務跟不上，檔案資訊的開發利用工作
滯後於社會各項工作發展的需要，影響了檔案作用的發揮，也不能引起人
們對檔案工作的普遍重視，造成了社會檔案意識的薄弱。

(四) 檔案管理自身因素
過去檔案工作基本上是「重藏輕用」，對檔案工作推廣的不夠，檔案

教育工作開展緩慢，《檔案法》也沒有被完善地貫徹執行，甚至一些檔案
產生者拒絕將檔案移交到檔案館，特別是科技檔案，部分課題是由於缺少
檔案資料太多而無法歸檔，導致人們對檔案工作的意識十分缺乏。

(五) 主管的重視度不足
部分主管重視不夠使檔案保存單位無法與其他單位站在平等的位置

上，檔案被看成生產活動的附屬品，檔案部門被看成是垃圾回收站，不能
獲得應有的重視和支持，現實中「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的現狀也存在不少，以至於不能把檔案工作認真地擺放在應有的位置上，
因此對於檔案資訊資源的開發利用和管理問題也不會提到議事日程上
來。(註30)

綜合上述大陸地區檔案素養普遍產生的困境與現況，目前台灣地區也
遭受到同樣的窘境，像是主管單位不夠重視檔案、檔案推廣不足、檔案人
員故步自封、檔案典藏單位的保存設備尚未完善以及社會大眾缺乏檔案素
養的觀念等等，因此為提昇民眾之檔案素養，有必要儘速擬訂出檔案素養
的定義與內涵。

為了解檔案素養的定義，本研究先由資訊素養、圖書館資訊素養以及
各種不同的專業素養來談檔案素養的定義，在不同學門當中都擁有專業素
養此一名詞與定義，以下就科學素養、科技素養、資訊服務素養、圖書館
素養、電腦素養、文化素養、家庭素養、人力素養、媒體素養以及網路素
養來分析檔案素養的定義：

一、科學素養(Science Literacy)

一個國民生活於今日社會所具備的科學基本知識與應用能力。

二、科技素養(Technology Literacy)

一個國民為適應現代團體/社會生活應具備的基本技術科學知識
及應用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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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服務素養(Information Services Literacy)

指國民在需要資訊時，具備使用各種服務機構或資訊中心的各項
資訊服務或尋找適切專家顧問諮詢的能力與知識，以解決其生活上的
各種問題。

四、圖書館素養(Library Literacy)

圖書館素養是指一個人使用圖書館各種服務的能力，例如：使用
卡片目錄、參考工具書等。

五、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

電腦素養指一個人對電腦軟硬體使用的能力。如軟體方面，例
如：文書處理軟體、電子試算表或資料庫系統軟體等。硬體包括：電
腦基本結構的認識、電話撥接通訊網路、通訊介面等知識。

六、文化素養(Cultural Literacy)

社會上每位國民對於該民族或世界文化史，及偉大的政治、哲
學、宗教與科技通曉的程度，亦包括對於時事新聞與流行趨勢的知識。

七、家庭素養(Family Literacy)

家庭是社會的基礎，透過父母親的親職教育，幼童可以習得說讀
的能力，奠定幼童家庭教育的基礎。透過各種計畫教育父母親對於親
職教育的知識與教育兒童的能力。

八、人力素養(Workforce Literacy)

執行某項工作或特殊工作，所需要的一組技巧。特別強調對於場
所、工作特定的分析能力。由於工作內容變化的程度越來越快，工作
素養也越加強調「如何學習」的能力。

九、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國民具有使用後印刷式媒體(Post-Print Media)的能力，即瞭解如
何使用能產生影像、文字與聲音的媒介物，從事相關訊息的傳遞與溝
通的能力。凡具備媒體素養的國民，能同時使用印刷與電子媒體，從
事資訊的解讀、評估、分析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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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

國民具備網路的知識與技巧，而能在網路化環境下，順利操作網
路系統與檢索網路上的各種資訊資源，以解決問題。(註 31)

目前國內並無「檔案素養」此一名詞，如前述，根據 Random House
英文字典「素養」(Literacy)的意義有 1、受教養的狀況或品質，特別是指
能讀與寫的能力；2、教育的內涵；3、個人具備某一特殊主題或學科的知
識。傳統的素養定義為：識字的意思，及個人具備讀、寫、算的能力，以
適應生活的需要；而隨著時代變遷，「素養」已被廣泛應用，尤其在知識
持續爆炸的今天，很多素養被極力訴求，諸如人文素養、科學素養、電腦
素養、文化素養等。它的意思可從指個人最基本的讀寫能力，到某個人擁
有某種學科的知識。由以上定義可知，檔案素養可解釋為：「個人所擁有
對於檔案學科方面的知識。包括個人使用檔案館的各種能力，例如：申請
檔案應用、使用檢索工具等。並且具備瞭解基礎檔案知識的能力。」，也
具有教育民眾基礎檔案知識的意涵。

如前所述，資訊素養是由 1974 年美國國家圖書資訊科學委員會
(NCLIS)主席 Paul Zurkouski 首次提出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的觀
念，呼籲推動圖書館資訊素養，主要在訓練民眾具備有使用圖書館資訊的
能力。檔案所涵蓋的資訊內涵豐富，亦需要被社會大眾普遍瞭解，因此「檔
案素養」一詞，英文可翻作”Archival Literacy”，由圖書館資訊素養的定義
及內涵，本研究將其衍生出檔案素養的內涵，檔案素養具備以下的內涵：

(一) 檔案素養是一種全民素養，檔案素養已不再只是檔案館讀者群的檔案
館利用教育訓練。它必須擴大成為全體國民的一種基本的教育訓練。
使得每位國民都有機會透過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方式，接受檔案素養教
育的陶冶。

(二) 重新分析使用者的資訊需求與重視相關的研究。針對不同背景的使用
者，檔案素養的內涵應該是什麼?不同專業背景使用者對於檔案的資訊
需求如何?該如何為這些不同族群的使用者，設計足以貫穿整個學習過
程的推廣活動?這些問題都有待更進一步做有系統的研究探索。

(三) 檔案館的服務必須與外在的大環境互相結合，形成新的資訊服務與教
育系統。各地區檔案館必須與教學活動互相配合，這些合作方式將會
使檔案館的服務方式，更落實與發揮教育的功能。

(四) 檔案素養的內涵必須重視相關的推廣活動，制定實施效果評鑑的指
標。檔案的推廣活動包含：文宣活動、徵文活動、展覽活動、檔案利
用教育、研討會與講習會、懷古之旅、頒獎活動等。透過這些活動才
能夠建立檔案館與社會大眾之間的橋樑，提升民眾對於檔案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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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新檢討與設計傳統檔案館服務的內涵與系統，特別要考慮到因為網
路系統的建立後，資訊在家庭、工作環境所能發揮的角色與功能。這
種超越檔案館地理的資訊服務，檔案館如何經由服務方式達到教育的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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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素養及圖書館資訊素養的評估指標

一、指標的定義

「指標」（Indicator）是表示某種變數隨著時間或地區的不同，相對
於基期的變化情形。它是一種統計的測量，能反應重要層面的主要現象，
能對相關的層面進行加總或分化，以達到研究分析的主要目的。

指標其意為「指示者」，係用來指出、顯示某種存在的現象。而要使
用指標來指出或顯示某種存在的現象，其主要理由是該現象較抽象，不易
被直接或不便測量，因而用另一個較可測量或可觀察的指標來「指出」
（Indicate）或表徵「Represent」該現象。呂錘卿及林生傳指出所謂「指標」，
是一種評定抽象事物或概念的一套或一組特徵，它可以具體的被描述界定
清楚，作為評定此一抽象事務優劣或程度差異之依據。

國外學者Spee和Bormans認為指標是一種信號或指引，可以用來解釋
制度或是指出、反映與說明現象。

Johnstone則指出指標為一種統計測量，它能反映出我們感興趣之現象
的重要層面，其有五種特性：

(一) 指標僅能指出一般狀態，不能提供精確的描述。

(二) 指標與變項不同，變項只能反映出社會的特定層面，而指標結合了相
關概念的變項，呈現系統的主要現象。

(三) 指標是可以量化的數字，必須根據建構的法則，解釋指標的意義。

(四) 指標的值是暫時的，反映某特定月份或年份，或是某一段時間的表現。

(五) 指標是理論發展的起點。研究者若想研究某個現象，必須先確認有關
的概念再將概念的操作型定義轉化為可測量的變項，並進行蒐集資料
與建構指標的計畫，因此指標是理論發展的起點。

國內學者黃政傑等人綜合國內外相關文獻，其對於指標有以下定義：

(一) 指標基本上是屬於量化的一種呈現，所處理的是現象中可以測量的建
構。

(二) 指標要能夠反映出現象的重要層面，其選定應依據理論作引導，有了
理論依據，指標方能對現象作進一步、有系統的解釋。

(三) 指標是一種統計量數，為了便於測量作數學的運算，可透過操作型定
義的過程，將理論的品質轉化為實證可測量的意義。

(四) 指標所測量的是對於現象提供一個實然的描述，並不進行深入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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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而指標具有值中性之屬性，為便於價值判斷，需以某些效標為
參照點或標準。

(五) 指標可藉由整合或分割，以表現各個變項間的關連性。

(六) 指標的選擇往往反映出教育的思潮與政策的需求。

上述學者對於指標的定義，大多偏向量化部份，然而量化的數據雖能
便於計算和測量，但於某些方面無法表現出其深層意涵。由此可知為求指
標之完善，指標可分為量化（Quantitative Indicators）與質化（Qualitative
Indicators）兩種，應同時進行量的統計與質的評估。

二、指標的功能與標準
指標之功能常因其目的、方法與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且因使用的

目的不同，相同的指標會表現出不同的意義，因此不同的指標其功能自然
大不相同。以下就指標的功能說明如下：

Cuttance 認為建立指標有助於了解下列九項現象：
(一) 評估改革所帶來的衝擊

(二) 提供決策人員改善教育最有效的訊息

(三) 解釋教育現況及變遷之原因

(四) 做為決策與管理的工具

(五) 確保教育之績效責任

(六) 界定教育之目標

(七) 刺激並匯聚教育人員的努力

(八) 檢視教育的發展趨勢

(九) 預測未來之變遷

黃政傑認為指標於決策及研究上可有下列五方面：
(一) 說明教育政策

(二) 評鑑教育系統

(三) 區分教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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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配教育資源

(五) 促進行政溝通

Anderson 認為選擇「好指標」之標準應包括：
(一) 指標應來自現成的資料，或是可以較簡單與低成本蒐集及計算者

(二) 指標應易於瞭解，以複雜數學函數表示的指標既不實際也不易被瞭解

(三) 指標必須是代表可測量的事物，指標應有共通的「操作型定義」

(四) 指標所測量的應是重要的與有意義的事物

(五) 指標在測量提出時與真實事物本身的時間差距應力求最小，方能顯示
出真實的狀況

(六) 指標應能提供區域、社會團體或機關彼此間比較需要的資訊

(七) 指標應具進行國際比較之功能

Carley 在研究中提到，所謂「好指標」最主要的特性有二：
(一) 好指標之建立在方法上需有適當的技術存在

(二) 好指標必須能說明政策形成過程的本質

Nuttall 認為指標的選擇規準應包括以下五點：
(一) 指標須具診斷性且能提供選擇的功能

(二) 指標應精準且被確認

(三) 與模式有關

(四) 個別指標應具有效度、信度及實用性

(五) 可清楚且多元化的比較

(六) 指標應能被教育人員使用

王保進提出指標建構或是選擇之七項標準：
(一) 測量教育制度重要的中心特徵，具有簡明性

(二) 與政策具有相關性，可指出當前或潛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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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提高指標之精確性，所測量的應是可觀察之教育現象，使每一個指
標均能賦予「數學運算」

(四) 必須具備價值中立（value-free）之特質

(五) 應能加總或分割，俾能進行校際、區域、國家、或國際之比較、以及
時間系列之預測

(六) 具有信度

(七) 具有效度

由此可知，指標經常被用來說明、比較、檢視、分類、評鑑，以及預
測並提供教育系統的狀況與表現。(註32)

綜合上述，本研究所指之「指標」，係以台灣地區檔案素養為主，乃
根據理論的引導與依據資訊素養與圖書館資訊素養的指標來建構出檔案
素養構面，以發展出符合檔案界需求的評估指標。

三、資訊素養指標與圖書館資訊素養評估指標之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為建構出一套符合台灣地區檔案素養的評估指
標，但目前國內外尚未針對檔案素養指標作一深入探究，為客觀及全面性
的建構出檔案素養評估指標，需要對於國內外已建構之評估指標及標準最
一通盤性研究；圖書及檔案皆屬於資訊的範疇，因此，可透過對於國內外
資訊素養指標的研究與分析，進一步訂定出符合檔案素養的評估指標。

資訊素養能力指標是項工具，可據以發展教學活動及評量學習之成
效。因此，美國專門學會或各州紛紛依據所需訂定相關資訊素養能力指
標，作為學門指南或學校教育目標，而其他國家也陸續體認到資訊素養的
重要性，於是訂定符合當地情境的能力指標，作為推展資訊素養教育之方
針。而國內對於資訊素養的定義與內涵，各領域看法分歧，缺乏一個統合
機構，有系統針對資訊素養做完整的規劃與推動。因此，各單位只好各行
其事。再由內容看現有的能力指標，發現較偏重於狹義的電腦資訊能力，
而不是廣義的資訊素養能力，更顯得訂定資訊素養能力指標之重要性。透
過現有之資訊素養能力標準，歸納分析於下。(註33)

1998 年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簡稱 AASL)提出了概念性資訊素養的基礎建構，也提出了廣泛
應用的資訊素養指標，描述學生應具備資訊素養的一些基本內涵，並將資
訊素養分為三大特性，包括資訊素養、獨立學習以及社會責任三方面，並
且根據不同特性，產生了九種能力標準，以及二十九項能力指標，以下為



30

AASL 對於評估資訊素養的能力指標：
一、資訊素養特性
標準一：學生具備有效能、有效率獲取資訊的資訊素養能力。
績效指標
(一)能辨別所需資訊

(二)能夠精確地並且綜合相關資訊去辨別所需要的決策資訊

(三)依據資訊需求找出問題所在

(四)辨別可能的潛在資訊來源

(五)根據現有的資訊發展策略和使用現有的成功策略

標準二：學生具備能夠嚴格地和適當地評估資訊素養能力。
績效指標
(一)決定正確、中肯和綜合性的資訊

(二)區別事實、觀點以及主張

(三)鑑定不正確或是錯誤的誘導資訊

(四)根據手邊的資訊，選擇適合解決問題或是疑難雜症的資訊

標準三：學生具備能夠精確、有創造力去使用資訊的資訊素養能力。
績效指標
(一)組織具有實際執行效果的資訊

(二)整合新資訊到個人固有的知識基礎架構中

(三)使用資訊去處理批判性的思考和解決問題

(四)使用適當的格式去產生資訊溝通想法

二、獨立學習特性
標準四：學生是個獨立的資訊素養學習者，且具有追尋感興趣的資訊素養
能力。
績效指標
(一)搜尋關於個人福利相關資訊，例如工作福利、投資、醫療和娛樂

(二)根據個人興趣去發展、設計和衡量資訊產物以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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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五：學生是個具有資訊素養、正當素養能力以及資訊創造的獨立學習
者。
績效指標
(一)有能力以及自我導向的閱讀者

(二)能使用不同的格式從資訊中區別出不同的意義並且呈現出來

(三)利用不同格式發展出不同且具有創意的產品

標準六：學生是具有資訊素養以及蒐集更好的資訊和知識產生的獨立學習
者。
績效指標
(一)獲取個人資訊蒐集其中有品質的過程與產品

(二)能區別修正、改善和更新個人知識產生的不同策略

三、社會責任特性
標準七：學生必須具有正向溝通的學習社群，以及社會化的資訊素養能
力，認為重要的資訊為民主社會的一部分。
績效指標
(一)從不同的來源、內容、規則和文化獲取資訊

(二)尊重公正地獲取資訊的規則

標準八：學生具有正向利用學習社群進行溝通，以及將資訊素養社會化之
能力，並且重視實踐在資訊和資訊科技上之道德行為。
績效指標
(一)尊重不同的知識論

(二)尊重智慧財產權

(三)對於使用資訊能有鑑別力

標準九：學生具有正向溝通的學習社群，以及社會化的資訊素養能力，並
且能夠有效地在群體中實踐追求和產生資訊的能力。
績效指標
(一)和他人分享資訊和知識

(二)尊重他人的意見、背景以及承認其貢獻

(三)透過科技與他人共同合作並且定義資訊問題和找出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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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科技與他人共同合作，並且設計、發展和衡量資訊產品以及相關
解決辦法(註 34)

2000 年一月份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簡稱 ACRL)提出「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其發
展標準之哲學基礎，係認為資訊素養是個人必須具備的一系列能力，能覺
察何時需要資訊，且有能力找尋、評估與有效利用所需的資訊。資訊素養
在目前資訊科技更新快速、資訊資源大量產生的環境是愈來愈重要。因為
個人必須面對多元化的環境，不論是學業上、工作上和個人生活上，都需
要資訊來降低不確定性。資訊可透過圖書館、社區資源中心、特定組織、
媒體及網路等管道取得，但這些資訊是未經過濾，會有正確性、可信度及
可靠性等問題，而資訊以聲音、影像、圖片、文字等多重媒體呈現，皆考
驗著個人的能力。(註 35)

ACRL 提倡資訊素養是終身學習的基石，主張一個具備資訊素養的人
要能聚具備以下的能力標準，以作為評估資訊素養在高等教育運用上能力
指標，共有五項標準、二十二項績效指標和八十七項結果評量，以下為此
五個標準：

標準一：要能夠決定自己的資訊需求程度。
績效指標
一、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夠界定並釐清其資訊需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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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考量取得所需資訊之成本效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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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有效率且有效地檢索到所需的資訊。
績效指標
一、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選擇最適當的研究方法和資訊檢索系統，以

取得所需資訊；

二、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建構和執行有效地檢索策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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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必要時，能重新界定檢索策略

五、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摘錄、紀錄、管理資訊及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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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三：評估資訊及批判其來源，並將所得到的資訊融入個人知識庫中並
且有系統的評估。
績效指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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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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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綜合主要概念，建構新的觀念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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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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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透過與他人、學科領域之專家、學者的對話，
有效理解和詮釋所得資訊

七、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判斷是否修正最初的問題

標準四：能夠有效率地使用資訊來完成特定的目的。
績效指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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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修正創作過程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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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理解許多經濟、法律以及社會議題，並且合理及合法的取用
資訊。

績效指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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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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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備資訊素養的學生，能在作品中感謝資訊來源(註36) (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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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Doyle, C. S.為衡量學生是否具備資訊素養，提出以下的能力指
標：
一、識別資訊的需求

二、定義並且定位適切的資訊來源

三、檢索到包含在這些來源內的資訊

四、評估資訊的品質

五、組織資訊的能力

六、有效地使用這些資訊

另一種資訊素養的評估指標來自於 Bruce, C.，他指出一個具有資訊素
養的人需要具備以下幾種能力指標：
一、使用資訊科技來進行資訊檢索與溝通

二、會運用不同的資訊來源去搜尋且定位資訊

三、利用步驟來搜尋和使用資訊

四、使用簡單的檢索技巧來控制並且儲存資訊

五、建立有興趣的新領域以作為個人知識的基礎

六、工作時運用知識和個人的角度，來獲得新穎的見解

七、明智地使用資訊來造福他人(註 38)

2000年澳洲大學圖書館員協會 (Council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Librarians， 簡稱CAUL)召開會議討論美國大學暨研究圖書館學會所訂定
的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能力標準於澳洲的可行性，據以訂定澳洲資訊素養標
準(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 Australia， 2000)。共七大標準，二十
五項績效指標，茲條列於下：

標準一：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夠確認其資訊需求及決定所需資訊之特性
與範圍

標準二：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有效地取用所需資訊

標準三：具備資訊素養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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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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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四：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分類、儲存、處理及改寫所蒐藏或產生的
資訊

標準五：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統整原先知識，及個人或團體的一員的新
知以延伸、重訂或創作新知識

標準六：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瞭解資訊取用的文化、經濟、法律、及社
會議題，合理合法且尊重的使用資訊

標準七：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體認終身學習及身為國民所需之資訊素養

教育部訂定「教師資訊基本素養短期指標評量表」，條列出之評量項
目有：
一、一般資訊素養

能了解網路禮節、能尊重智慧財產權、能了解電腦為一般教學工具、
能利用網路資源進行教學活動、能利用網路資源進行參與互動式教學。

二、套裝軟體及應用軟體操作素養
會使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與網路資源、會系統管理及學生資料處理、

會系統操作及相關應用。(註39)

根據學者李德竹所訂定的我國圖書館資訊素養評量指標初稿，有關國
民資訊素養能力指標，分成三大類，即基本能力、中級能力及高級能力等
三種。所謂基本能力是指能力足以處理大部分工作，中級能力指具備純熟
與精練的工作技巧，高級能力則是具備專業與權威的技術。由於素養一詞
具有基礎的意思，因此每項能力指標都指國民應具備能力的最低標準。國
民資訊素養能力指標如下：
一、國民資訊素養基本能力計有
(一)讀、寫、算的基本能力

(二)依據資訊需求研擬問題

(三)傳播資訊的能力，例如：參加網路討論群

(四)電腦使用與操作能力

(五)使用網路的基本能力，例如：E-mail、Netscape、Gopher 等

(六)使用電腦應用軟體能力

(七)具備網路基本概念，例如：上網指令操作、網址的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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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資訊素養中級能力計有
(一)熟知獲取資訊管道的能力

(二)實際問題組織資訊的能力

(三)資訊準確性與完整性的判斷能力

(四)資訊運用於決策的能力

(五)評估資訊價值的能力

(六)檢索與使用各種資訊媒體能力

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能力指標，分成三大類，即基本能力、中級能力
及高級能力等三種。所謂基本能力是指該能力足以處理大部分工作，中級
能力指具備純熟與精練的工作技巧，高級能力則是具備專業與權威的技
術。由於素養一詞具有基礎的意思，因此，每項能力指標都指圖書館館員
應具備能力的最低標準。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能力指標如下：
一、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基本能力計有：
(一)欣賞、選擇與表達聽覺及視覺資料

(二)使用視聽資料與多媒體等播放設備

(三)設計網路首頁的能力

(四)電腦程式寫作能力

二、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中級能力計有：
(一)確定重要關鍵字/查詢用語/敘述語等字間的關係，並發展查詢策略

(二)利用線上資料庫、網際網路、館際互借、電話、傳真等途徑查詢資料

(三)瞭解索引/資料庫的概念與範圍

(四)利用圖書館目錄或書目工具書找尋印刷、視聽或電腦形式資源

(五)分析評估與辨識資訊的正確性、客觀性、權威性與適當性

(六)使用圖書館各種參考資料與電子參考資源

(七)選擇適合的資訊來源以收集資訊

(八)列出待解決的問題並選定問題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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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認識各類資料來源並判斷使用優先順序

(十)懂得將需要資訊置於關係架構中考量

(十一)圖書館目錄的使用

(十二)組織與綜合資訊

(十三)使用社區其他資訊機構查找其他資源

(十四)根據資訊作成推論，提出結論與預測結果

(十五)認識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的種類與功能

(十六)透過其他圖書館館員與學者專家尋求幫助找到資訊

(十七)確定資訊智慧財產權與責任

(十八)資訊儲存與建檔以供未來使用

(十九)使用電子信件、Internet 瀏覽器、電子佈告欄等網路工具能力

(二十)建立資訊產品評估標準

(二十一)建立評估資訊查詢與利用歷程的標準

(二十二)網路檔案傳輸處理的能力

(二十三)了解各種不同的資訊需求

(二十四)認識圖書、電子文件等各種資訊媒體的結構

(二十五)電腦使用與操作能力

(二十六)撰寫書面報告

(二十七)使用電腦文書處理與應用軟體的能力

(二十八)具備網路基本概念

(二十九)使用視聽資料與多媒體資料(註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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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各家對於資訊素養所建構的評估指標，可彙整為表 2.2：

表 2.2 資訊素養評估指標之彙整表
建構者 資訊素養評估指標

AASL

標準一：學生具備有效能、有效率獲取資訊的資訊素養能力
標準二：學生具備能夠嚴格地和適當地評估資訊素養能力
標準三：學生具備能夠精確、有創造力去使用資訊的資訊素養能力
標準四：學生是個獨立的資訊素養學習者，且具有追尋感興趣的資訊

素養能力
標準五：學生是個具有資訊素養、正當素養能力以及資訊創造的獨立

學習者
標準六：學生是具有資訊素養以及蒐集更好的資訊和知識產生的獨立

學習者
標準七：學生必須具有正向溝通的學習社群，以及社會化的資訊素養

能力，認為重要的資訊為民主社會的一部分
標準八：學生具有正向利用學習社群進行溝通，以及將資訊素養社會

化之能力，並且重視實踐在資訊和資訊科技上之道德行為
標準九：學生具有正向溝通的學習社群，以及社會化的資訊素養能

力，並且能夠有效地在群體中實踐追求和產生資訊的能力

ACRL

標準一：要能夠決定自己的資訊需求程度
標準二：能夠有效率且有效地檢索到所需的資訊
標準三：評估資訊及批判其來源，並將所得到的資訊融入個人知識庫

中並且有系統的評估
標準四：能夠有效率地使用資訊來完成特定的目的
標準五：能夠理解許多經濟、法律以及社會議題，並且合理及合法的

取用資訊

Doyle, C. S.

一、識別資訊的需求
二、定義並且定位適切的資訊來源
三、檢索到包含在這些來源內的資訊
四、評估資訊的品質
五、組織資訊的能力
六、有效地使用這些資訊

Bruce, C.

一、使用資訊科技來進行資訊檢索與溝通
二、會運用不同的資訊來源去搜尋且定位資訊
三、利用步驟來搜尋和使用資訊
四、使用簡單的檢索技巧來控制並且儲存資訊
五、建立有興趣的新領域以作為個人知識的基礎
六、工作時運用知識和個人的角度，來獲得新穎的見解
七、明智地使用資訊來造福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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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資訊素養標準

標準一：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夠確認其資訊需求及決定所需資訊之
特性與範圍

標準二：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有效地取用所需資訊
標準三：具備資訊素養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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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系統中
標準四：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分類、儲存、處理及改寫所蒐藏或產

生的資訊
標準五：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統整原先知識，及個人或團體的一員

的新知以延伸、重訂或創作新知識
標準六：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瞭解資訊取用的文化、經濟、法律、

及社會議題，合理合法且尊重的使用資訊
標準七：具備資訊素養的人，能體認終身學習及身為國民所需之資訊

素養

教育部
「教師資訊基
本素養短期指
標評量表」

一、一般資訊素養
能了解網路禮節、能尊重智慧財產權、能了解電腦為一般教學工

具、能利用網路資源進行教學活動、能利用網路資源進行參與互動式
教學
二、套裝軟體及應用軟體操作素養

會使用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與網路資源、會系統管理及學生資料處
理、會系統操作及相關應用

李德竹
「國民資訊素
養能力指標」

一、國民資訊素養基本能力計有
(一)讀、寫、算的基本能力
(二)依據資訊需求研擬問題
(三)傳播資訊的能力，例如：參加網路討論群
(四)電腦使用與操作能力
(五)使用網路的基本能力，例如：E-mail、Netscape、Gopher 等
(六)使用電腦應用軟體能力
(七)具備網路基本概念，例如：上網指令操作、網址的概念等
二、國民資訊素養中級能力計有
(一)熟知獲取資訊管道的能力
(二)實際問題組織資訊的能力
(三)資訊準確性與完整性的判斷能力
(四)資訊運用於決策的能力
(五)評估資訊價值的能力
(六)檢索與使用各種資訊媒體能力

李德竹
「圖書館館員
資訊素養

能力指標」

一、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基本能力計有：
(一)欣賞、選擇與表達聽覺及視覺資料
(二)使用視聽資料與多媒體等播放設備
(三)設計網路首頁的能力
(四)電腦程式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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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館館員資訊素養中級能力計有：
(一)確定重要關鍵字/查詢用語/敘述語等字間的關係，並發展查詢策

略
(二)利用線上資料庫、網際網路、館際互借、電話、傳真等途徑查詢

資料
(三)瞭解索引/資料庫的概念與範圍
(四)利用圖書館目錄或書目工具書找尋印刷、視聽或電腦形式資源
(五)分析評估與辨識資訊的正確性、客觀性、權威性與適當性
(六)使用圖書館各種參考資料與電子參考資源
(七)選擇適合的資訊來源以收集資訊
(八)列出待解決的問題並選定問題的主題
(九)認識各類資料來源並判斷使用優先順序
(十)懂得將需要資訊置於關係架構中考量
(十一)圖書館目錄的使用
(十二)組織與綜合資訊
(十三)使用社區其他資訊機構查找其他資源
(十四)根據資訊作成推論，提出結論與預測結果
(十五)認識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的種類與功能
(十六)透過其他圖書館館員與學者專家尋求幫助找到資訊
(十七)確定資訊智慧財產權與責任
(十八)資訊儲存與建檔以供未來使用
(十九)使用電子信件、Internet 瀏覽器、電子佈告欄等網路工具能力
(二十)建立資訊產品評估標準
(二十一)建立評估資訊查詢與利用歷程的標準
(二十二)網路檔案傳輸處理的能力
(二十三)了解各種不同的資訊需求
(二十四)認識圖書、電子文件等各種資訊媒體的結構
(二十五)電腦使用與操作能力
(二十六)撰寫書面報告
(二十七)使用電腦文書處理與應用軟體的能力
(二十八)具備網路基本概念
(二十九)使用視聽資料與多媒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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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各種評估資訊素養的能力指標，可歸納出以下幾種能力：
一、具備能夠有效能、有效率獲取資訊的能力
二、具備能夠精確的透過各種方式來使用資訊的能力
三、具備能夠有效率地使用資訊來完成特定目的的能力
四、具備能夠分析評估與辨識資訊的正確性、客觀性、權威性與適當性的

能力
五、具備能夠獨立追尋感興趣資訊的能力
六、具備能夠決定自己的資訊需求程度的能力
七、具備能夠合理及合法的取用資訊的能力
八、具備能夠利用線上資料庫、網際網路、館際互借、電話、傳真等途徑

查詢資料的能力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評量資訊素養能力需要重視「外在的能力」，例
如：使用電腦以及網路的能力，亦需要注重「內在的能力」例如：對於資
訊的認知、批評、評估、思考、組織與正確的使用資訊等能力，才能客觀
的評估個人的資訊素養能力。(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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