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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與資訊檢索】講義 

資訊系統與資訊檢索 1–資訊檢索理論、範疇與發展，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

資訊行為與使用者研究 

 

 資訊系統與資訊檢索課程內容 補充教材 

一 

考題分析 

資訊檢索系統概論 

資訊檢索研究 

資訊檢索 

資訊行為與使用者研究 

網站典藏 

 吳美美 (2001)，中文資訊檢索系統使用研

究，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 

Ch1 緒論 

Ch2 資訊檢索技術演進 

Ch3 中西文資料庫發展 

 李煜基，洪一梅 (2007)。相關與模糊在

資訊檢索領域中關係驗證與分析。圖書與

資訊學刊，60，p.28-48。 

 王秀卿 (1991)，網路使用與資訊尋求行為

之文獻探討。大學圖書館，5 ，

144-162。 

 蘇諼  (1991)，網路環境中的資訊行為  –

理論與模式的探討。國家圖書館館刊，90

，163-180。 

 黃若涵、邱銘心 (2010)，高中生身心健康

資訊之網路使用行為研究。2010 海峽兩岸

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B 輯。 

一、 考題大綱 

 高考與地特三等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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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資訊檢索的基本概念。 

二、了解資訊檢索的行為與互動。 

三、了解資訊檢索及資訊檢索系統評估。 

四、了解資訊檢索的相關資訊科技。 

命題大綱 

一、資訊檢索的基本概念 

資訊檢索理論、範疇與發展(含數位圖書館等相關議題) 

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 

資料庫結構 

索引與摘要 

網路資源檢索 

多媒體資訊檢索 

二、資訊檢索的行為與互動 

資訊檢索理論與概念 

資訊檢索策略與技術 

資訊行為理論 

檢索晤談 

三、資訊檢索系統的評估 

資訊檢索系統選擇與評估 

「相關」(Relevance)概念與發展 

使用統計分析 

網路計量學(Webmetrics) 

四、資訊科技 

一般資訊科技 

全文檢索技術理論與應用 

自動索引(Automatic indexing process) 

知識探勘與文件分析 

資訊過濾技術理論與應用 

資訊檢索技術(含 Relevance, Relevance feedback, Query expansion) 

系統與介面設計 

五、整合檢索技術 

整合檢索技術相關規範(Z3  50、OAI-PMH、OpenURL 等) 

整合檢索應用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3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

關之綜合性試題。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4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普考與地特四等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四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資訊檢索的基本概念。 

二、了解資訊檢索的行為與互動。 

三、了解資訊檢索及資訊檢索系統評估。 

四、了解資訊檢索的相關資訊科技。 

命題大綱 

一、資訊檢索的基本概念 

資訊檢索定義與發展(含數位圖書館等相關議題) 

資訊檢索系統概論 

資料庫結構概要 

索引類型與索引典 

網路資源檢索 

資料庫檢索術語 

二、資訊檢索的行為與互動 

檢索策略與檢索技巧 

檢索互動與檢索指令 

資訊行為概論 

檢索晤談 

三、資訊檢索的評估 

資訊檢索系統選擇方法 

資訊檢索成效評估 

使用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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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科技 

一般資訊科技 

資訊檢索技術的發展 

全文檢索技術概論 

資訊過濾技術 

系統與介面設計 

整合檢索應用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

之綜合性試題。 

二、 資系與資檢考題分析 (95-107 年全科考題分析) 

 資訊系統與資訊檢索申論題大類分析 

 
命題大綱次主題 申論題

數量 
比例 

1 資訊檢索理論、範疇與發展(含數位圖書館等相關議題) 4 2% 

2★ 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 15 8% 

3 索引與摘要 3 1% 

4★ 網路資源檢索 17 8% 

5 多媒體資訊檢索 3 1% 

6★ 資訊檢索理論與概念 13 6% 

7 資訊檢索策略與技術 2 1% 

8★ 資訊行為理論 (圖書資訊學：資訊行為與使用者研究)  13 6% 

9 檢索晤談 2 1% 

10★ 資訊檢索系統選擇與評估 19 9% 

11 「相關」(Relevance)概念與發展 4 2% 

12 使用統計分析 3 1% 

13 一般資訊科技 + (圖書資訊學 ：圖書館相關資訊科技 &數位資源典藏與保存

技術)  
20 9% 

14★ 全文檢索技術理論與應用 18 9% 

15 自動索引(Automatic indexing process) 5 2% 

16 知識探勘與文件分析 12 6% 

17 資訊過濾技術理論與應用 8 4% 

18★ 資訊檢索技術(含 Relevance, Relevance feedback, Query expansion) 15 7% 

19 系統與介面設計 4 2% 

20 整合檢索技術相關規範(Z3  50、OAI-PMH、OpenURL 等)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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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整合檢索應用  (圖書資訊學：圖書館資訊系統) 22 10% 

22 圖書資訊學的資訊檢索  7 4% 

  211  

 資訊系統與資訊檢索科目得分重點 

書籍 老師 參考資料 

 

 

 

 

 

 

 

 

 

 

 

 

 

 

 

 

 

 

 

 

三、 資訊檢索系統概論（資料來源：黃慕萱 (1996)，資訊檢索，學生書局。第一章） 

 資訊檢索系統的結構 

 資訊系統 

 提供使用者解決問題所需的資訊，因此系統設計者必須整理使用者可能提出的問題，並

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資訊，使系統具備將相關資訊提供給資訊需求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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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之資訊系統 

 

完整之資訊系統 

 

Input 1 問題輸入 

蒐集特定讀者之資訊需求 

實際使用者＋潛在使用者（potential user） 

蒐集一般性之資訊需求 

確立資訊需求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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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整理標準 

建立資訊需求檔 

問題及需求陳述 

檢索者基本資料瞭解使用者檢索動機與目的 

儲存檢索問題 

資訊需求檢索問題 

Input 2 資訊輸入 

資訊選擇與採訪 

依據需求制訂資訊選擇標準 

決定哪些資訊將被納入資料庫系統中 

儲存資訊 

依建檔標準將欲收錄的資訊儲存於資料庫 

Output 資訊輸出 

獲得所需資訊 

檢索出與問題或需求「相關」的資訊 

進一步處理 

加值處理如分析內容或摘錄資料 

根據讀者需要處理資料 

設定輸出格式與內容 

提供使用者資料 

公共關係 

對既有使用者的公共關係 

告知系統服務內容 

服務品質 

使潛在讀者知道系統所提供的服務 

廣告宣傳 

舉辦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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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可分為儲存線，檢索線，與系統三大部分。 

 

檢索線 Searching Line 

列舉並組織查詢詞彙 

轉換查詢檢索問題系統語言 

利用 

布林邏輯（Boolean logic operators） 

相近運算元（proximity operators） 

輸入系統將問題輸入系統檢索 

以檢索敘述型式儲存問題 

整理資訊需求 

提供專題選粹服務 

儲存線 Storage Line 

建立資訊與其載體之間的關係 

內容分析 

方法：分類、編目、索引、摘要 

輸入系統將資料輸入系統 

建立並維護資料庫 

選定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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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資料欄位 

資料建檔、校正、維護 

系統組成要素 

概念概要（Conceptual schema）系統設計者蒐集資料的依據，是資訊儲存與檢索系統設

計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System rule--定義資料庫內容，不管是智慧內容(Intellectual content) 還是邏輯內容 (Logic 

content) 
建立選擇資訊的規則及組織檢索語言的規則 

索引典（Thesaurus）在書目資料庫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敘述語（Descriptors）用來描述資訊及檢索敘述的詞彙。 

 引導語（Lead-in vocabulary）不能直接使用在描述資訊及檢索敘述上，它的功能是指引

使用者到合適的敘述語上。 

輸入、輸出格式 

資料欄位結構與項目 

資料處理儲存方式 

顯示方式、輸出途徑 

 

 電腦化資訊檢索系統是廣義資訊供應服務 (Information Provision Service) 的一種，組成

要素有三：使用者、中介者(人或機器介面) 、資料庫和檢索機制。 

 線上資訊檢索系統線上檢索是檢索者和電腦系統間之互動行為，良好的線上檢索有

賴檢索者、資料庫製造商和檢索服務提供者之充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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