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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到競賽 
創新對政府機關知識支援服務

林郁欣 

邱昭閔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助理編輯

吳亭佑

一、緣　起

公務人員作為政府部門之人力資本，其具

備的知識與能力，是公部門能夠順利運作、提供

優質服務的關鍵條件。為鼓勵公務人員擁有高素

質解決問題的能力，能有效地確認、尋獲資訊，

作為執行業務與政策規畫的評估與應用，國家圖

書館於民國104年起規劃「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

訊素養系列活動」，除了於公務機關辦理「文獻

搜尋工作坊」，以課程交流方式增進公務人員對

圖書資訊資源內容及使用之完整認識，並首創舉

辦「金資獎―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養競

賽」，邀請全國任職於公務機關與學校人員一同

共襄盛舉，藉此培養圖書資訊素養並普及文獻搜

尋概念。當公職人員對圖書資訊素養知識愈豐

富，推行公務、議定政策時，就能有效率地蒐集

多方資源，進行更深入、多元的討論與發展，來

滿足全民的需求。

二、文獻搜尋工作坊

為增進公務人員對圖書資訊資源內容及使

用之完整認識，文獻搜尋工作坊以任職於公務機

關、教育部部屬各館所及各級公私立學校人員為

對象，首先，向國家文官學院等公務人員培訓機

構尋求專業諮詢，規劃全日與半日密集型課程。

接著，尋求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國家

文官學院、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高雄市政府公務

人力發展中心等單位合作，以全國各地公務人員

培訓機構與公務機關為場地，提供課程以便於公

職人員參與。課程部分，規劃全日與半日密集型

課程，提供資訊檢索概念、查找圖書、學位論

文、期刊文章、政府資源、國家檔案與遠距學園

等客製化課程內容，由圖書資訊學領域教授、專

業圖書館員、檔案館員等擔任講師，期增進公務

人員對圖書資訊資源內容及使用之完整認識。

104與105年度各辦理6場次文獻搜尋工作坊，

吸引350餘位公職人員利用公餘時間參與課程，其

中105年各場次時間與地點如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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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民國105年文獻搜尋工作坊舉辦場次、地點

日期 地點

105年4月8日 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北棟2樓檔案利

用指導室

105年4月15日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423電腦教室

105年5月10日 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教學區2樓
202教室

105年6月17日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第01會議室

105年7月15日 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2樓
電腦教室

105年7月29日 國家文官學院教學大樓2樓電腦室

有關工作坊參加成員特質，以105年「文獻

搜尋工作坊」參加成員為例，於全國各地舉辦之6

場次，總計有214位報名、148位公務人員參加，

其中以女性為多，服務於地方機關者較多，教育

程度以具大學學位者為多，年齡主要為31-50歲，

服務年資以未滿5年者最多，詳細情形整理如下表

2。

表2　民國105年參加文獻搜尋工作坊成員特質

項目 類別 參加者人次（百分比）

性別
男性 49 （32.77%）

女性 99 （67.23%）

機關層級
中央機關 42 （28.38%）

地方機關 106 （71.62%）

教育程度

研究所 48 （32.47%）

大學 71 （47.86%）

專科 24 （16.24%）

高中職 4 （ 3.43%）

學科背警

文 56 （38.06%）

法 17 （11.51%）

商 33 （22.12%）

外語 4 （ 2.65%）

理 7 （ 4.42%）

工 16 （10.62%）

農 9 （ 6.19%）

醫 2 （ 1.77%）

其他 4 （ 2.66%）

年齡

21-25歲 1 （ 0.84%）

26-30歲 12 （ 8.41%）

31-35歲 27 （18.49%）

36-40歲 20 （13.44%）

41-45歲 24 （15.97%）

46-50歲 30 （20.17%）

51-55歲 19 （12.60%）

56-60歲 10 （ 6.72%）

61-65歲 5 （ 3.36%）

項目 類別 參加者人次（百分比）

年資

1年以下 11 （ 7.69%）

1-5年 43 （29.06%）

6-10年 25 （17.09%）

11-15年 19 （12.82%）

16-20年 14 （ 9.41%）

21年以上 36 （23.93%）

文獻搜尋工作坊透過講師講述、上機練習

與問題交流等方式，期提升參加者之文獻搜尋素

養。於各場次工作坊實施學習成果前後測試問卷

（實施期間：105年4月8日至7月29日），共計發

送問卷148份，回收120份，問卷回收率81.08%。

經由本課程前後測試問卷結果顯示，參加者在各

項目均獲得高成效表現，在「我會將工作坊所學

運用到日常工作中」一項更獲得全體參加者的肯

定答覆，顯示課程內容與實際練習操作，對公職

人員提升查找資料能力與培養圖書資訊素養是有

幫助的。同時，經歷工作坊課程後，參加者對於

文獻搜尋的掌握度提升，相關結果分析如下表。

然而，文獻搜尋工作坊的參加者對國家檔案、政

府公報與遠距學園等主題較不熟悉，建議未來課

程可增加相關主題的教學時間或提供更詳細的教

材內容。

表3　參加民國105年文獻搜尋工作坊學習成效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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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針對文獻搜尋工作坊進行滿意度調查，便

於了解參加者滿意或不滿意的項目，並藉以分析

其中的關鍵因素，作為相關問題改善的參考，進

而提升服務品質。此次調查主要希望瞭解參加者

對本工作坊整體安排、課程內容、時間安排、教

學場地等四大項的滿意程度。問卷設計以李克特

量表為基礎，將滿意程度設定為5個尺度，依滿意

度高至低分為「非常同意」為5、「同意」為4、

「普通」為3、「不同意」為2、「非常不同意」

為1。依統計分析的結果，參加者對文獻搜尋工作

坊整體滿意度平均數為4.39，所有調查項目均獲得

超過4的平均數，顯示參加者對本工作坊提供的服

務與課程滿意程度為滿意趨向非常滿意，詳細統

計結果如下表4。

表4　參加民國105年文獻搜尋工作坊滿意度 
場次

項目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平均數

對工作坊整體

安排的滿意度
4.45 4.46 4.42 4.16 4.44 4.60 4.42

對課程內容主

題的滿意度
4.55 4.46 4.50 4.21 4.50 4.60 4.47

對時間安排的

滿意度
4.45 4.33 4.50 4.16 4.44 4.60 4.41

對教學場地的

滿意度
4.50 3.79 4.38 3.89 4.56 4.73 4.25

參加者感到最不滿意的項目是「教學場

地」，平均數為4.25。將6場次分別檢視，4月15

日國家圖書館與6月17日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場次於

「教學場地」之分數為3.79與3.74，可能因素來自

國家圖書館電腦教室之網路連線不夠快速，而中

央聯合辦公大樓會議室平日作為會議用途，未配

備每一使用者一部電腦。本項目將作為未來規劃

的參考，持續提升工作坊品質。

從學習到競賽―創新對政府機關知識支援服務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邱子恒主任主講「資訊檢索第一步」 
（105年10月15日）

「文獻搜尋工作坊」參與成員認真聽講（105年6月17日）

三、金資獎

「金資獎―全國公務人員圖書資訊素養競

賽」將參賽者分為任職於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

人員的「一般人士組」與任職於各類型圖書館人

員的「專業人士組」。以國家圖書館建置的系統

為出題範圍：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臺灣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臺灣記

憶、政府公報資訊網、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漢

學研究中心資訊網，並採「比分賽」與「決賽」

兩階段賽制。

「比分賽」於國家圖書館3樓期刊室資訊檢

索區進行，所有參賽者利用現場電腦與網路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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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競試，作答時間30分鐘，競賽試題題型包含

「單選題」與「問答題」，題目共20題；作答時

間截止後，現場公布試題、答案及總決賽名單。

「一般人士組」與「專業人士組」各取分數前4

名進入總決賽。「決賽」於國家圖書館簡報室進

行，依比分賽名次決定出賽順序，每回合由2名選

手進行比賽，得勝者進入下一回合。參賽者猜拳

決定選題權利，猜拳得勝者由各系統中選擇出題

範圍，再抽出第1題題目，由主持人宣讀題目後

開始檢索、進行搶答；第1題答對者獲得1勝，並

取得下一題選題權利，選擇出題範圍後再抽出下

一題題目，以此類推，首先取得3勝者本回合勝

出，若5題結束仍未能分出勝負責進行「PK賽」。

「PK賽」的進行方式與「決賽」相同，惟，答對

者立即勝出。

本屆金資獎競賽成員來自中央與地方不同單

位，除了熟悉資訊資源檢索的圖書館館員外，更

多是各崗位的好手，逾40個不同公務單位背景、

50名參賽者，共同競爭全國圖書資訊素養的最高

榮譽，顯見機關對資訊利用的重視。且自比分賽

起屢屢進入PK對決，決賽階段更是高潮迭起，系

統選擇的策略應用、檢索語彙的選用等，充分展

現參賽者對圖書資訊資源內容的熟悉與實務應用

能力。

競賽結果，一般人士組由交通部公路總局王

常慶獲得金獎，銀獎是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

行政研習中心的白琬綺，銅獎則由財政部關務署

吳銘揚與國立陽明大學陳渙章獲得；專業人士組

由本館洪偉翔得到金獎，馬偕醫學院圖書館王創

宏獲得銀獎，銅獎則頒發給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

校圖書館侯玉欣與花蓮市立圖書館柯文仁。期盼

透過競賽，讓公職人員熟悉圖書資訊資源內容、

建立文獻搜尋概念、提升圖書資訊素養。

從學習到競賽―創新對政府機關知識支援服務

 

曾淑賢館長於2016金資獎開幕致詞（105年10月31日）

「比分賽」競技開始（105年10月31日）

「決賽」高手對決（105年10月31日）

 

曾淑賢館長與2016金資獎得獎者合影（105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