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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資訊行為研究中，如何能設計出一種兼具效度且信度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能

了解人類心智活動與歷程方法，一直是研究者關心的主要議題。 

在本文作者進行書後索引編制行為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傳統資訊行為研究

法的困難處。社會科學與人類學研究傳統的訪談、田野參與觀察等方法有利於了解人

類外在行為的脈絡與情境，但卻不易深入了解人類的心智歷程與決策策略。本文作者

採用了凱利方格法(Repertory Grid Technique)，藉以引出索引編制者的心智構面

(mental constructs)以及選詞行為的心智策略。本文詳述此一研究方法之設計與操作過

程，以提供相關資訊行為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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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背景與問題 

(一)、研究動機 

書後索引是一種傳統的資訊檢索工具，能夠讓讀者透過書後索引查找單書或群書

中的重要概念與特定事物。雖然已經有數種書後索引編制軟體，但這些軟體僅只於輔

助索引編制工作，而仍然無法由自動化的程式所取代，這反映出目前對書後索引編制

者的心智行為仍然不夠了解。書後索引編制工作已經累積許多實務準則與經驗陳述

(Knight, 1979, 1969; Mulvany, 1994; 張琪玉, 2006; 鄭恆雄, 1980)，然而對於編製的資

訊行為本身，特別是索引者的心智歷程，卻沒有太多科學研究研究探索的成果。 

 

（二）、研究背景與問題 

由於索引編製也是一種主題分析工作，因此近來認知歷程與取向的研究與主題分

析研究，可為相關理論上的參考。這些研究可區分為：(1)工作歷程論與(2)認知取向

論(approaches)兩種研究類型。 

(1) 工作歷程論的研究所關心的是：「主題分析工作」在時間或邏輯上，所實際經歷

的程序為何？不同的研究中，依據不同的判準將主題分析工作分為不同的階段，

如二階段、三階段、四階段等等不同的主張(Chan, 1981; Langridge, 1989; Sauperl, 

2002; D. Shaw & Fouchereaux, 1993; Taylor, 1999)。而即便是主張相同階段數量的

學者，對於各個階段的定義也不盡相同。Sauperl (2002)比較了各種主題分析與編

目相關教科書中的論點，認為主題分析的歷程雖然有各種不同的階段區分，但綜

合有兩種主要的資訊處理過程：(a)主題評估(assessment)與(b)主題標題或分類的指

派(assignment)；即主題分析者先進行內容的主題評估，再根據評估的結果指派特

定主題詞彙。 

(2) 認知取向論研究類型的核心議題，在於區分人類主題分析工作時的各種心智工作

取向。認知取向研究主要受到語言學家 Teun Van Dijk 與心理學家 Walter Kintsch 

理論的影響，將索引編製者的編製認知歷程區分為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兩種

(Beghtol, 1986; Farrow, 1991)。亦即，主題詞彙的意義不必然是從文本裡面客觀地

取出(由下而上)，也可能是由編制者主觀賦予的(由上而下)。延續此一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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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行為研究者 Albrechtsen (1993) 與分類研究學者 Mai(2005) 分別進一步探討

在「由上而下」的認知取向中，主題分析者也並非只靠著主觀臆測，而也需要進

行對使用者需求與領域情境的分析工作。 

綜觀歷程論與取向論的研究，確實擴展了主題分析與資訊行為研究的深度，也能

夠對書後索引編製工作的做出不同的詮釋。但這兩種研究類型的核心研究問題，仍然

有所不同。從歷程論的角度，希望能找出一種普遍的心智工作模式。但對取向論而言，

不同的認知取向運用的是不同的心智工作能力。就書後索引編製工作而言，這兩種觀

點都是成立的；每一個個別的書後索引編製實務工作中，都確實存在著一個獨特的歷

程。每一個索引編製者，在每次的編製實踐中，一定也有個「理想中的歷程理型」存

在。歷程論所歸納出的通則，與書後索引編製者的經驗並不違背。但取向論者的說法

也符合現況，因為實際的書後索引編製工作中，往往不完全照著歷程走。而是根據實

際編制工作的情境，做出適當的權衡與判斷。 

本文作者認為，這兩種研究類型雖然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問題，但在理論基礎上並

不全然矛盾。因此，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是，在不同的認知取向間，索引編製者如何權

衡並安排其實際的編製活動？此一研究問題可進一步切分為，(a)索引編制者的編制行

為模式為何？(b)索引編制者在編制行為中的判斷策略為何？(c)索引編制者在判斷策

略的選擇中，有哪些考量因素？ 

由於本文作者在實徵的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們最常以「選詞」代表整個索引編製

中的心智活動，因此「選詞」可視為最具代表性的。但探索「選詞活動」比起探索整

個索引編制歷程，在研究設計與運作上，更具研究難度。這方面的困難具體呈現在兩

方面：(1)一方面，實際的索引選詞工作所進行的時間歷程相當長且交錯複雜；(2)另

一方面，真正關鍵的選詞活動往往是在編製者心中不可見的部份。 

理想上，索引編制的選詞工作只是索引編制的階段之一。但本文作者的實際訪談

研究發現實際的工作實務上，這個階段與其他階段的分界並非十分清楚。編制者可能

在初步通讀的階段，即建立一些初步的款目清單，但後續的過程中編制者也會反覆的

調整選詞標準或選詞範圍，以增加或減少索引款目數量，調整選詞範圍等。而這些選

詞計畫調動的行為，除了索引編制者自身對索引品質的考量以外，有時也源於外部情

境因素的變化。例如出版市場對象的調整、出版物頁數上的限制等等。此一現象對研

究設計產生的問題在於，採用實驗法或放聲思考法這類「抽離具體時空情境」等研究

方法，將會導致重大的研究效度問題。因為前述這些方法都要求受測者在一個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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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下，進行索引編制行為。這些控制的情境因素可能是編制的素材內容、使用的

場地與工具、編制活動的目的與限制等等。但訪談結果反映的卻是，索引編制者對於

情境因素是非常敏感的，而且越是有經驗的索引編制工作者，對這些情境因素認識的

越多。 

由本文作者初期與受訪者訪談所收集的資料，顯示受訪編製者對其心智活動經驗

的口頭描述與回憶，往往是不充分且低可信度的。並且許多心智活動又因為編制者的

「精熟」成為內隱專家技能而不易被口述外顯化。此一現象對研究設計產生的問題在

於，口述訪談工作無法收集到真正的心智行為或策略資料。基於以上這些問題，本文

作者需要採取其他的資料收集技術方法，以增加研究的信效度品質。 

 

二、凱利方格法(Repertroy Grid Technique, RGT)介紹 

凱利方格法F1F是由認知與臨床心理學家喬治．凱利(Kelly, 1955)的個人建構理論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PCT)所衍生而來的。凱利並非一位只進行理論研究的心理

學者，他一生中更多時間是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他的臨床工作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開始，一直到 1960 年代退休為止，幾乎都在不出美國，主要在美中西部的堪薩

斯進行。起先，凱利根據他自己的臨床經驗，創造出一種「角色建構匯集測試(Role 

construct repertory test)」或稱為「匯集測試(Rep. test)」的臨床診斷技巧，以及個人建

構理論。 

在理論發表初期，凱利所建立的理論並沒有在心理學中受到重視，而主要被應用

在臨床心理分析工作，與教育心理學研究中。但到了 1980 年代，RGT 開始被廣泛的

應用到許多不同的領域，包括了教育、組織發展、商業管理與市場營銷、認知科學、

知識管理、情報管理與專家系統等等。(M. Easterby-Smith, Thorpe, & Holman, 1996) 

RGT 能夠被應用不同領域的原因，是因為 RGT 提供了獨特且有用的資料收集與

分析技術，能夠讓研究者探索隱藏在個人深處的心理認知結構。 

 
                                                            
1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RGT）在中文學界使用並不多，故也並沒有通行的譯名。有翻譯為凱

利方格法、方格法、凱利方格技術、方格技術，凱利方格晤談技術等等。本研究並不想深究何譯較

佳，故在行文處多以英文略稱「RGT」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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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GT的方法論基礎 

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背後的理論基礎，而採用此一方法的研究自然會繼承這些理

論的信念與假定。凱利的個人建構理論是 RGT 背後主要的理論基礎，以下是三項與

執行 RGT 相關的理論假定： 

每個人都是像科學家一樣，透過對事物的探索，逐漸建立自己的構念系統，從而

架構起自己對於所有事物的意義系統。凱利認為，當一個人經驗到某些事情或事物，

他會與自己既有的構念架構所提供的預測結果進行比較。如果兩者相符，原有的構念

架構就會被強化；如果預測與實際不符，那麼原有的架構就會被質疑或修正。 

個人的構念架構並不容易被發現。凱利認為每個人的構念通常是非語文的，內隱

不明的。因此要將這些構念以能溝通的方式表達，是非常困難的工作。這也是凱利在

臨床心理治療中，逐漸發展出 RGT 方法，作為一種了解個人內在構念的主要原因。 

受測者是自己的探索者，而研究者只是受測者的研究協助者。凱利認為，在研究

關係上，是由受測者主導的一種自我生命過程探索過程。而研究者扮演著研究指導的

角色，在適當的時候提供各種建議協助受測者探索與揭露自己內在的構念結構。 

 

（二）、RGT的進行步驟 

各種領域進行的 RGT 研究都有一些修改或變動，但基本上都包含了三個階段： 

1. 引出元素(elements)，確定研究分析領域的項目。 

2. 引出構念(constructs)，確定可以應用在這些元素間的特徵。 

3. 建構元素與構念的矩陣(grid)並進行評分。 

以下將分別詳述這些過程的原則： 

1. 引出元素：元素與元素的產生 

在凱利的臨床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元素是受測者的家人與其意義他人的姓名。

當時，這些元素是由施測的臨床醫生自己所給出的。而當 RGT 應用到其他領域之後，

元素就由原本的角色(role)，擴充到其他類型：例如藝術品、廣播節目、他人眼中的

自我、職業名稱等等。元素一般都是文字的形式，但是某些研究中，元素難以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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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代表，因此也能以物件或其他代表物。如在引出煉鋼工人內隱知識的研究中，便採

用有缺陷鋼鐵成品的照片作為測試元素(Gammack & Robert A, 1994)。 

雖然元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呈現，但元素必需是對參與者或受測者有直接經驗的

意義事物。Beail (1985)認為，元素應當受測者本身可以經驗的特定具體的範圍內。因

為此方法本質上探究的是受測者個人的經驗與知識，因此超過受測者經驗以外的元素

是不適宜的，受測者原本就無從理解該元素。這些元素並不是研究主要分析的資料，

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是個人的構念，而這些元素是為了引出這些個人構念的中介。 

引出元素的方式 

元素的產生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如： 

 由既有資料引出：直接收集受測對象的基本資料，以取得元素清單；如，受

測對象曾經居住過的地方。 

 由討論中引出：研究者與受測對象共同討論出感興趣的主題。研究者可能準

備一些提示，但是結果是由兩人共同參與討論的結果。 

 提供概念性的條件限制：由研究者提供某些概念性的項目，讓受測對象根據

這些項目的描述，提供出具體的元素清單，如「你喜歡的老師」、「成功的

人士」等等項目，然後由參與者填入真實的人物。 

 定義出特定的主題：研究者提供一元素取樣的主題範圍，在與受測對象對談

中，取得具體的元素清單。如「五位你認為成功的人物」。 

 給定元素：由研究者直接提供元素清單。 

 混合引出與給定元素：研究者亦可以混合給定與引出元素，以確保對研究者

有意義的元素議題能有適當的討論，而又能保持受測對象自身引出的元素。

但是當研究者兩者都用的時候，應考慮到給定元素應該放在引出元素之後，

以避免污染引出元素。 

引出元素的偏差 

RGT 研究能適應不同領域研究的原因，來自可以自行根據研究主題規劃不同的

抽樣元素。然而，規劃元素架構不良而導致的偏差，就如同量化研究的取樣架構偏差

一般，是影響研究效度的重要關鍵。Gammack & Robert (1994)認為，確認合適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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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RGT 類型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如何減少元素取得階段的偏差，對於 RGT 研

究設計是最重要的工作。以下說明兩種常見的元素取得偏差： 

 元素的同質性(Homogenous)偏差。在定義上，元素的同質性指所有元素需屬

同一個類型。Easterby-Smith (1980)認為，由相同類型的元素，才能引出有相

關意義的構念。在此定義中，「同類型」是判斷準則，但是如何判斷「同類

型」，則取決於研究問題所立基的理論觀點。 

 代表涵蓋性(Representative coverage)偏差。Beail ( 1985)認為元素需要能代表

被研究的問題領域，才能產生出有意義的構念。而此一代表性可以由兩種

方法達成： 

 理論代表性，研究者在研究設計時，藉由說明此理論抽樣上的邏輯關

係，建立理論上的代表性。 

 參與者代表性：考量參與者所提供的元素是否代表了受測者內心真正在

意的。由於參與者與研究者之間知識的差距，參與者可能因為不具備研

究主題詳細的情境知識，也很難提供適當的元素。因此雙方都必須對於

自己理解的背景有所對話。 

2. 建立構念 

在凱利的基本理論中，構念是一組兩極的概念，人都是透過一組兩極概念，對是

事物進行區分的工作。但，Yorke (1985)認為構念不一定都是二分的，並舉例如「性

別(sex)」、「適應(acclimatize)」這類的概念，並不易找出另一個對立的概念。但以

原始凱利的構念定義，是因為有二分才有構念，並不是先有一構念概念再來找其相反

的概念。即使，在語義邏輯上二分可以用「某/非某」來完成一概念的對立二元(如，

性別的-非性別的、適應的-不適應的)，但是這是樣的構念對研究對象的探討反而失去

了豐富的意義。 

Easterby-Smith(1980)將構念形式區分為三種： 

 先佔的(pre-emptive)，先發制人的。一種控訴的、氣憤的用法。如：生產線

經理由「工會成員」此一元素中引出「工會主義者–公司派」此一構念；工

會成員幾乎不可能是公司派的。 

  II – 309



陳啟亮 / 利用凱利方格法(RGT)探索索引編制行為 

 星座的(constellatorial):。這是比較普遍的類型，一種刻板印象的，反射的。

如：一個經理可能會用-不合作的/反動的/短見的來表示工會主義者的構念。 

 命題的(propostional)。構念命題形式，如：X / Y 或是 X / not X。凱利 堅持

使用 X / Y 形式的構念。但 Yorke(1985)則不認為 X / Y 一定都是邏輯上正

確的對立概念，例如用「差異」法對受測者提問，則可能會產生像「快樂的

/像生意人」這樣的構念。這些古怪的構念，可能影含著正確的概念是在其上

位或是下位的概念。 

建立構念的方法 

構念的建立，需要研究者與資訊提供者互動。如果研究者不透過互動的介入，就

直接建立自己認為對研究問題有意義的構念資料，其構念反而減少了與研究對象相聯

繫的效果，其結果因此很難有具體的研究意義。一般取得構念方法，有： 

 給定構念(supply constructs)：由研究者透過某種方法建立一組構念，此構念

也可由特定的資訊提供者中引出的。讓所有受測者使用相同的構念進行評

測。此方式優點在於：減少取得構念所必須花費的時間成本，及便於進行受

測者間評測結果之統計分析工作。其缺點是與凱利的基本主張不符。凱利認

為每個構念的兩極都具有個人主觀的個別意義，即在不同的參與者間，會存

在著語義差異。因此，事實上相同的構念文字，並不表示不同的參與者就是

使用相同意義的構念作評測判斷。雖然，此種構念語義不確定性，不論是給

定構念或是引出構念都存在；但是採用給定構念，可能會讓研究者因為取得

有相同的構念文字，而對意義一致性有過度樂觀的假定(Yorke, 1985)。 

 引出構念(elicit constructs)：傳統的做法，可區分為三元素組合法(triad)、二

元素法(dyadic)、卡片排序(card sorting)、階梯法(laddering)等等。給定構念

的方式，在許多研究法中都有類似的設計。而 RGT 最特別的設計，也許在

於其取得構念方法：即引出技巧的設計上。 

 混合給定與引出構念：可以同時兼顧參與者的個人知識，與研究理論觀點中

重要的概念。混合法通常先由受測者處引出構念，之後再由研究者提供其他

的補充構念。以避免研究者一開始所提供的構念影響受測者。同時，也需要

注意，以不同方法產生的構念具有不同的意義。否則意義相似的構念將會對

其他構念形成 grid 中的優勢(Mark Easterby-Smith,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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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RGT 的研究設計有四種不同的引出構念方法： 

 三元素組合法(Triad method)：由凱利所最初發展的取得構念方法。古典的做

法是：在確定所有元素之後，每一個元素都會被寫在一張卡片上(minimum 

context card)。任取三張元素卡片讓受測者進行二分，讓受測者在三組元素

的二分行為中，表現出某些足以區分的二分屬性，即成對元素間的相似點，

與被區分出來的元素的差異點。此「相似-相異」的兩極屬性，即為一構念。

受測者需要為此構念進行命名。累積若干成對構念後，則可得到一構念-元

素矩陣。完成構念之後，請參與者詳述其觀點，注意其建構的過程與途徑。 

 二元素法(dyadic)：透過兩兩元素間的相似性或相異性來取得構念。

Yorke(1985)認為這種方法也可符合凱利的理論，並且容易運用，適合用在

群體的資訊提供者。然本文作者認為這種方法取出的構念，與凱利的構念並

不完全相同。主要因為 Yorke 可以接受非二元對立的構念形式，而二元素法

取得的構念不如三元素法那樣能保證具有二元對立性。但二元素的確能取出

若干有意義的構念，也適合應用在數量較多的資訊提供者。 

 卡片排序(card sort)：並非所有的元素都能以語言文字表達的。非文字性構

念的引出，可使用卡片排序法進行。用在如藝術品，或產品這類的元素。由

參與者對圖卡進行分群工作，研究者紀錄參與者分群的情況，與各群之間的

位置，並請參與者說明每一群中的相似性。隨後研究者會請參與者，以另一

種排列的原則，再重新排一次卡片。重複這種動作，便可以得出各元素間關

係的矩陣。 

 階梯法(laddering)：可結合其他的方法一併使用。階梯法的做法是，詢問受

測者被引出的構念「為什麼這個東西分在這個(Why)？」，以取得更上位的

構念。或問「如何(how)、有哪些(what)」，來引出更下位的構念。 

引出構念的訪談技巧 

在引出構念時，與受測者互動的問句用語形式，會對受測者的認知產生影響，進

而導致差異：當問句中使用或強調元素間的「差異(difference)」時，語義上較為提示

受測者作出個人意義上的區別性，但是可能會導致相當主觀的構念。當，問句中使用

或強調元素間的「相對(opposite)」時，能產生較有邏輯的二分構念，較能作為量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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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是取出的構念可能不是最具個人意義的，而是受測者認為「客觀邏輯上」最有

代表性的。 

在施測結果的構念數量方面，雖然凱利原本在臨床研究認為需要 20-30 左右的構

念。而 Easterby-Smith(1980)則認為過多的構念反而讓研究時間冗長，而讓受測者感

到不耐，影響研究品質。他認為以 10*10 的方格設計，大約需要兩個小時才能完成，

已經接近一次合理訪談時間的上限。 

3. 填入矩陣 

一般常見的矩陣設計是：上方橫列元素，側方縱列構念項目，每個受試者在方格

中填入數據以表現該元素是否符合該構念的屬性。基本上，填入的數據尺度等級，可

使用二分(yes/no)、排序、5 等分或 7 等分的量表尺度。 

在最初凱利發展的 RGT 的時候，只使用二分的尺度。其作法是，在每取得一個

構念時，就會在相關元素上打勾註記，因此凱利基本上是使用二分的方格資料。凱利

假定人們只會粗略的將元素區分為二。但是實際上有時候只是會略為傾向一側而已，

例如「有愛心的/自私的」這一組構念。針對這類型的資料，凱利的建議是不要分析

這些非明確兩極的構念，而 Bannister(1960)則認為應該要求受測者回答傾向構念的那

一邊。 

第二種填表的方式為排序(ranking)法。將元素依照構念的強度加以排序。如，如

果方格中有七個元素，則某構念該行的數值，就是由一到七的數字，受測者需要依照

元素在該構念的強度加以排序。 

第三種為評分(rating)法，這也是最普遍被使用的方法。一般是使用五點或七點的

量表，以數值來代表構念的強度。這種方法讓受測者可以有表達灰色地帶的自由。一

般不使用三點量表，因為三點量表無法測出傾向的灰色地帶，而選擇中間值可能表示

受測者認為該構念與這個被評分的元素不相關。但是中間值並不一定是無關的。因此

Yorke(1985)建議，真正無關的評分應該保持空白。此量表與 Likert-scale 類似，原則

上是順序尺度。因此過細的量表點數，容易導致研究測量的信度問題；包括受測者個

人作答的一致性，與受測者間的一致性等等。填表的尺度設計是個可討論的議題，二

分法的方格紀錄的是名目尺度的資料，而 Likert-scale 應該是順序尺度的量表，但是

有許多研究也把 Likert-scale 當成等距來計算。對順序尺度量表，只能計算中位數，

而不能計算平均數。但目前許多 RGT 分析都就需要計算到平均數。 

 II – 312 



2010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B 輯 

4. 分析 

RGT 分析的方法可分兩種：第一種是量性分析，以數學統計方式分析方格中的

數據。第二種是詮釋分析，即質性分析，分析構念的標題其間的關係。量性分析可以

客觀地顯現構念的類似關係與多樣性，或之間的變異性。但只有透過詮釋分析，才能

提供構念間關係在意義上的說明與解釋。 

使用 RGT 的研究者開發了許多量化的分析工具，並且由於這些量化工具的適用

性與彈性，使得 RGT 得以應用到臨床心理學以外的不同領域。但對於這些量化工具

的使用，Easterby-Smith(1980)提出一些批評，特別針對兩種一般的誤解：一是沒有計

算機程式就無法進行 RGT 分析，二是計算機運算的分析結果就是研究結果。因此他

特別舉出了許多人工可以進行分析的技術與方法。另一方面，對研究資料的詮釋更像

是一種「藝術」，而非一種「技術」。Easterby-Smith 認為，以個人建構理論來說，

研究者自己必須發展出一個個人構念系統，才得以將所得的資料與研究設計的目的相

連結。即，研究者發現的資料意義，與資料生產的參與對象的意義相似。在此，由於

參與者扮演著詮釋資料的重要角色，精細的電腦分析也許會成為一種解讀研究資料與

其後研究產出的障礙。因此，很難只靠電腦分析詮釋所有的研究結果。 

在量性分析方面，有兩種主要的電腦輔助分析技術。一種是基於主成份分析

(Principle Components Analysis, PCA)的 INGRID 分析套件(Slater, 1977)，主成份分析

能取出第一組有最大 grid 變異率的成份，再取出次要成份。典型的 PCA 分析結果，

在前三組成份即可解釋 80%的變異率，則這些成份是有顯著意義的；若否，則這些

成份對整體模式變異的解釋力也較低。另一種是基於叢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的

FOCUS 程式 (M. L. G. Shaw & Thomas, 1978)。主成份分析與叢集分析，主要的差異

在於：前者找出方格中最大變項(主成份)，並以之作為數學分析的向量軸；後者找出

矩陣中最相關的連結，因以建構出階層群組。主成份分析找出能使元素間產生協調性

的主面向；叢集分析區別出元素分別屬於那些不同的族群，並找出主要族群。 

5. 施測過程的互動 

在 RGT 施測，或取得資料的過程中，並非是如同問卷或是測驗工作一樣的標準

化動作，而是必須在收集資料過程中，與資訊提供者進行互動。而互動過程本身，即

存在許多複雜的資訊交流與資訊的篩選。如，Yorke(1985)提到施測時，需要提供受

測者一定的相關情境設定。因為即使是給定相同的元素，但是資訊提供者可能在回答

或被訪談的時候，在不同的設想情境中變換，或導致引出的元素或構念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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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設計上，RGT 可以使用由資訊提供者提供的元素或構念，或是研究者提

供的元素或構念。這是在基本的研究設計中就已經涵蓋的互動做法。除此之外，進一

步在資料收集過程中互動，以增加資料效度的方法有：1.透過階梯(laddering)程序，

取得構念上位詞、下位詞、或相關同義詞的語義關係。2.由參與者評鑑與批評以釐清

資料與論述中不明確處。3.針對資料(從每個人所取得構念)的不一致，進行訪談，並

記錄其認識與理解上的分歧之處。 

 

（三）、小結 

RGT 是一種有效率的方法，它能在很短的時間，引出了即使訪談工作也無法確

實問出來的東西。當本文作者開始學習 RGT 相關技巧之後，馬上找了幾個朋友小試

一番，其結果之準確及神奇，讓所有被我抓來測試的對象都印象深刻，有一說「比算

命還要準」。即使在實際研究的個案施測上，因為有電腦程式的幫助，我能在施測結

束之後，立即用圖表繪製出分析的結果，其結果也立即的讓我的個案訪談對象認同，

覺得「對對，原來我是這樣啊，沒錯沒錯」。但是本文作者並不認為這表示 RGT 會

是一種非常客觀的「量化工具」，或是一種「檢驗」的研究設計。而更傾向認為 RGT

是一種質性的探索工具，只不過在探索過程中，能透過一些施測與資料處理工具，巧

妙地讓受測對象的判斷與資訊活動能參與其中，而反映出來某種「模式」。而這些模

式的正確解讀，隱含在整個 RGT 施測的設計過程：情境的設定，元素的選定取樣，

在構念引出過程的討論與互動，矩陣的評分；其實是在這些互動「遊戲」之中，將受

測者的資訊活動判斷一一的呈現在研究的過程。 

 

三、研究設計與執行 

研究針對一個由專業索引者編製的學術專書索引個案。在進行 RGT 研究之前，

已經對此個案的索引編制者，與相關參與者，如編輯與校對等工作者，進行相關的訪

談工作。 

在一般的訪談工作中，通常資訊提供者只會出訪談當下仍有印象，或是剛好想起

的經驗。難以直接由資訊提供者口中問出的這些編製行為的細微區別。而，由於索引

編製行為過於「內隱知識」，或是屬於「程序性知識」，只憑訪談中可被陳述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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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足的。為了企圖進一步探究這些不易表徵出來的判斷工作，可以將其經驗中的「每

一個具體判斷活動」列出，透過比較活動，揭露出其心智活動所使用的構念機制。 

 

（一）、元素抽樣設計 

一本書的書後索引可能有成千上百條款目。研究無法對每一個款目的編製活動進

行探索，因此必須抽樣出一定數量的款目，以代表整本書的編製活動。以兩個小時訪

談時間為原則，設計中將抽樣的元素款目的數量以 15 條為目標。 

為了確保此抽樣過程中的樣本代表性，研究設計了兩階段抽樣工作。第一階段，

先區分具體款目與概念款目。第二階段，建立依款目類型差異的抽樣演算依據，此處

一共進行了二階段的類型分層抽樣，並建立了兩種不同的抽樣演算，並透過前測檢驗

此抽樣演算效果。結果實際抽取 15 條款目。以下詳述此兩階段抽樣工作的設計： 

1. 第一階段元素抽樣 

第一階段為「區分具體款目與概念款目」。此階段由研究者進行索引款目的「具

體款目/概念款目」分析。此分析階段同時建立一判準說明書，並邀請協助研究者們

進行重複的款目區分工作，透過交叉檢驗提高此一分析的一致性。第一階段的抽樣施

測，一共有六位協助研究者進行區分測試，加上本文作者自己的區分一共七次區分紀

錄。其最後結果由本文作者彙整，將所有「大家都認為是專名」的直接排除，其餘的

研究者一一檢視有無明顯不當者。其結果一共辨識出個案書後索引中，共有 540 條概

念款目。 

2. 第二階段元素抽樣 

第二階段為「索引款目類型抽樣」。根據第一階段的結果，進一步，需將這些款

目根據其詞性類型與款目出現位置區分。以這兩項特徵作為款目分類的依據，是因為

研究者假定這兩項特徵與索引者選詞判斷活動有關。同時，實際上的分析也發現，這

些款目類型在此個案的書後索引中並非均勻的分配的。為了瞭解各種書後索引編製的

心智行為，抽樣時必須兼顧各種類型的款目，需採取類型分層抽樣，而不能直接隨機

抽樣。 

169B 根據款目詞彙分類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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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名詞有四類：專有名詞(proper nouns)、通用名詞(common nouns)、

抽象名詞(abstract nouns)、集合名詞(collective nouns)。由於先前已篩選過專名款目，

根據所得出的概念款目，依據其詞性分類。整體元素款目類型數量，請見「表 1 各

款目類型抽樣數量表」。 

 

表 1 各款目類型抽樣數量表 

詞類  款目數量 比率 決定抽樣數 

[c] 可數詞彙款目 47 8.70% 14 

[c.domain] 可數領域詞彙款目 70 12.96% 21 

[c+adj] 有形容詞限定的可數詞彙款目 43 7.96% 13 

[c+and] 兩個可數詞彙結合的款目 2 0.37% 1 

[u] 不可數詞彙款目 133 24.63% 39 

[u.domain] 不可數領域詞彙款目 94 17.41% 28 

[u_adj] 形容詞款目 6 1.11% 2 

[u_sentence] 語句或格言款目 12 2.22% 4 

[u+adj] 有形容詞限定的不可數詞彙款目 116 21.48% 34 

[u+and] 兩個可數詞彙結合的款目 15 2.78% 5 

[u+adj+and] 兩個有形容詞限定的不可數詞彙

結合的款目 

2 0.37% 1 

合計 540 100.00% 162 

 

此一階段先將各種款目詞類依照比例抽取 30％，以便於後續進一步分析。又為

了保持原本樣本中的差異性，每種類型都最少會抽出一項。這個部份以 EXCEL 的

CEILING 函數設定門檻值與最小值計算，再根據各類型比例，亂數抽出 162 項款目。 

170B 根據款目出現位置分類抽樣 

由於款目詞彙類型的分類只是針對款目本身進行的分類，實際上一則款目可能對

應到數個頁碼。即，一個款目背後可能有數次的選詞活動，而這些選詞活動並不一定

都相同：從標題中選出有之，從內文中選出有之。款目-頁碼關係指涉該頁的特定位

置有之，指涉一整章節有之。在款目與頁碼關係分類方面，研究區分出五種不同的款

目-頁碼狀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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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涉範圍」：款目-頁碼關係指涉的涵蓋範圍：涵蓋一具體字詞[t]、涵蓋一

或數個段落[p]、涵蓋一或數個具體章節[s]。 

 「從其所由」：款目-頁碼關係在內文出現的位置：在內文字詞中[a]、在條

列項目中[b]、在標題中[c]。 

 「詞性」：該款目在此頁的句子中的位置：為受詞[.obj]、為主詞[.sub]、為

獨立詞項[.iso]、為難辨的詞項[.cpx]（用以修飾某些概念、形容詞、命題的

限定條件等）。 

 在內文中是否附有英文原文對照[.eng]。 

 該款目是照錄的或是改寫的[.cons]。 

 

根據此一分析，每一個款目-頁碼關係一共有 144 種不同組合狀況（3x3x4x2x2）

的可能性。在此 DJ 個案抽樣所得的 162 項款目中，各類型的比例如下表： 

表 2 各類型款目樣本的比例表 

 

.eng .cons .iso .obj .sub .cpx 總計 比例 

由內文字

詞[a] 

44 35 3 76 25 109 213 70.76%

由條列項

目[b] 

2 4 34 8 7 1 50 16.61%

由標題[c] 0 4 21 8 5 4 38 12.62%

 .eng .eng .iso .obj .sub .cpx 總計 比例 

涵蓋一具

體字詞[t] 

46 35 38 85 28 108 259 86.05%

涵蓋一或

數個段落

[p] 

0 4 3 0 4 4 11 3.65% 

涵蓋一或

數個具體

章節[s] 

0 4 17 7 5 2 31 10.30%

總計 46 43 58 92 37 114 301  

比例 15.28% 14.29% 19.27% 30.56% 12.29% 37.8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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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62 個款目中，一共有 301 組款目-頁碼關係。平均每個款目有 1.82 個頁碼。

由內文字詞中選出款目是最常見的例子，達 70.76%。每個款目-頁碼最常見的是指涉

一具體字詞，有 86.05%。該款目在此頁的句子中的位置的類型分佈比例，相對較為

平均。如果將不同的狀況組合起來，會發現某些狀況類型在樣本款目並沒有出現。如

下表： 

 

表 3 狀況類型組合的次數統計表 

 

.eng .cons .iso .obj .sub .cpx

款目由內文字詞中選出，其指涉僅涵蓋一具體字

詞(a-t) 

44 31 1 76 23 105

款目由內文字詞中選出，其指涉涵蓋一或數個段

落(a-p) 

0 4 2 0 2 4 

款目由內文字詞中選出，其指涉涵蓋一或數個章

節(a-s) 

0 0 0 0 0 0 

款目由條列項目中選出，其指涉僅涵蓋一具體字

詞(b-t) 

2 4 34 7 5 1 

款目由條列項目中選出，其指涉涵蓋一或數個段

落(b-p) 

0 0 0 0 2 0 

款目由條列項目中選出，其指涉涵蓋一或數個章

節(b-s) 

0 0 0 1 0 0 

款目由標題中選出，其指涉僅涵蓋一具體字詞

(c-t) 

0 0 3 2 0 2 

款目由標題中選出，其指涉涵蓋一或數個段落

(c-p) 

0 0 1 0 0 0 

款目由標題中選出，其指涉涵蓋一或數個章節

(c-s) 

0 4 17 6 5 2 

.eng: 在選出內文處有原文對照。 

.cons: 該款目並非照錄的。 

.iso: 為獨立的詞項。 

.obj: 為該句的主詞。 

.sub: 為該句的受詞。 

.cpx: 不容易簡單辨識出主詞或受詞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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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B 款目詞類與款目出現位置類型合併類型抽樣 

研究針對個案的款目抽樣樣本，可區分出 11 種款目詞類，與 144 種不同的款目

出現位置狀況。因此須要根據個案屬性，設計出一種演算公式，以引出具有意義的

15 項代表性款目元素。 

研究者設計兩種演算公式，並招募兩位受測者進行前導研究，比較兩種演算公式

對元素抽樣的結果。其中方法一呈現元素的分佈有集中的趨勢，而方法二的元素分佈

較為分散。為了在有限的元素內，讓研究能夠發掘索引編製者方法的不同類型，因此

選擇以第二種元素引出的方式。 

方法二，是先以「從其所由-指涉範圍」分群，再以每群中找出具顯著特徵的「詞

性」與「詞類」的組合類型。先區分「從其所由-其指涉範疇」，因為此一類型區分

在樣本數量上原本就相當不均勻。在此類型內比較，可使得其他類型組合不會受到某

些強勢類型的影響，而得以選出更多不同的類型，並計算出強度指數。不同之處在於

並不以門檻值選擇，是根據各「詞性」佔所有款目的比例而決定最前幾項，但最少每

種詞性都必須選出一個代表類型。 

選出的 15 項款目元素細目，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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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選出款目元素項目 

類型 N 抽樣序號 款目 

.cpx a-t [c.domain][u.domain] 26 10 417.2 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 p.121 

.obj b-s [c] 1 1 409.1 庋藏書目資料庫 p.105-107 

.iso b-t [u.domain] 6 3 419.2 資訊檢索 p.50 

.iso b-t [u] 2 1 405.2 正確性 p.331 

.iso c-p [u] 1 1 409.2 定義(in 兒童圖書館) p.128-129 

.sub b-p [u] 2 1 411.2

卡片式 (in 查檢資料方

式) p.331-332 

.cpx a-t [u] 5 4 405.1 付得起(Affordability) p.27-28 

.iso c-s [u][u+adj] 8 6 404.1 分試制度 p.219-221 

.sub a-p [u][u+adj] 1 1 404.1 目的(in 公共圖書館) p.22 

.cpx a-t [u_adj][u+adj][u+and] 3 1 417.2 棘齒輪形(ratcher-shaped) p.271 

.iso c-t [u+adj] 2 2 421.2

圖書館發展方向 (in 圖

書館管理) p.13 

* a-t [c+and] 5 5 422.1 圖書館學系/研究所 p.151(at.cons)

.cpx a-t [u.domain] 9 2 405.1

主題標題(Subject 

Heading) p.64 

* a-t [c] 14 10 421.1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p.21(at.cpx) 

.iso b-t [c][c.domain] 5 1 419.2 電子計算機 p.169(bt) 

 

確定所用的款目元素之後，除了以 3x5 索引卡製作實體卡片，以便於資訊提供

者閱讀之外，並加拿大 Centre for Person-Computer Studies 所開發出來的 RGT 軟體

RepIV，同步作為研究施測紀錄與分析的工具。 

研究實際對索引編製者 Cy，實際進行兩次的 RGT 的施測。每次施測時間約為兩

小時。在施測過程中，除簡介 RGT 的進行方式外，也先請資訊提供者先就卡片上的

款目一一回顧其編製過程，實際上也等於再次進行深度訪談工作。在回顧過程中，希

望引出資訊提供者實際上得編製經驗。由於卡片的設計，因此資訊提供者再訪談時能

經過反覆多次的考量，並同時提供更為具體的事例，進而也提高訪談內容的品質與可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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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GT的執行與施測 

研究由索引編製者 Cy，針對個案索引款目，進行其編製活動的回顧與分類，並

因此得以引出 12 組構念。研究者並加以歸類，如下表： 

 

表 5 受訪者 Cy 對個案 DJ 的編製構念分析表 

構念 

作為一種限制(不指一個具體的東西) vs. 獨立的完整的 

一般的 vs. 新穎的 

領域專業 vs. 非領域專業 

不會被再切分 vs. 可能會被再切分 

不明顯 vs. 明顯 

辨識詞彙 

詞與內文的關係 

有釋文 vs. 沒有釋文 

閱讀文本選詞時，一開始加入對詞彙判斷的 vs. 閱讀文本選詞時，

照錄 

後來再組合過的 vs. 照錄的 

用詞/修辭 

前切分 vs. 後切分 

二級是附屬 vs. 二級是相關 

後來組織才放入 vs. 一開始就是二級 

組織款目 

有不同語文的參見款目 vs. 無不同語文的參見款目 

 

引出 12 組構念後，受訪者 Cy 進行構念與元素的矩陣評分（grid rating）工作，

就每一個元素的每一項構念，進行 1-5 等的評分工作。某些元素可能與某些構念並不

相關。例如以「電子計算機」此一款目為例，在「前切分 vs. 後切分」這一組構念

上便是是不相關的。 

RGT 有兩種處理不相關構念的作法取向。一種取向是紀錄為評分以外的數值，

或是紀錄為 0。另一種取向紀錄為評分的中間值，即，在五等分量表中紀錄為 3。為

了不影響軟體的分析運算，此處採用第二種紀錄為中間值的取向。但為了避免與中立

選項混淆，本文作者在測試時避免讓受測者做出中間選項；即一定要選出偏向哪一個

構面。在分析時，發現某些構念在引出與評分時，並不恰當。有時，構念並非針對款

目編製行為，而是針對款目詞彙本身的區分，如：「是否為複合詞彙」、「次款目是

主款目的相關概念或是附屬概念」。以及，在引出構念時與評分時並不一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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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切分」。在事後進行分析時，發現這些偏差構念所產生的雜訊超過所能帶來有意

義的資訊。因此在最後的分析中，將會排除這 3 項構念。 

其評分結果如下圖： 

 

圖 1 RGT 施測評分結果 

 

（四）、RGT分析 

研究所使用的 RGT 分析程式：Rep IV 提供兩種分析模式， FOCUS 與 prinGrid，

這兩種分析分別根據不同的多變量分析工具發展而來。 

透過 FOCUS 分析能夠探討索引編制者有幾種不同的選詞心智策略取向。透過

PrinGrid 分析，能夠探討索引編制者在不同的策略中，如何判斷何者為優勢策略，即

如沒有必要盡量採用的策略；何者為弱勢策略，即遇到困境時才必須進行的策略。 

1. FOCU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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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分析根據受訪者的評分進行叢集分析，分別計算元素間與構念間的相似性，

在 X 軸上將類似的元素集中在一起，在 Y 軸上將類似的構念集中在一起(M. L. G. 

Shaw & Thomas, 1978)。FOCUS 分析可以用來瞭解元素與構念間的聚集關係，一方

面可以進行元素與構念相關性的分群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行為相關性的辨識工

具。 

研究設定兩種分群門檻值。元素分群的門檻值設為 75，可將元素分為 6 群。構

念分群的門檻值設定為 75，可將構念分為 5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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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FOCUS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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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的分群可以視為心智判斷的規則組合。當兩種心智規則衝突時，可能有一規

則勝過另一規則。由此可觀察出不同心智規則在運用時的優勢性。以下歸納出五種優

勢性構念： 

易見性 

包含構念：是否有不同語文參見、是否為新穎的詞彙。這兩組構念之所以高度相

關，是由於在引出的元素中，原文中附有英文的詞彙，都會被視為新穎的詞彙。歸納

為「易見性」，是這兩項構念的比較中，都主要依賴視覺辨識的工作。此心智規則的

優勢性，呈現在，即使此一詞彙並不符合其他著錄原則，仍然會被著錄為款目詞彙。

如「棘齒輪形(ratcher-shaped)」實際上只是個形容詞，用來形容本文中的某建築類型，

並且在內文中也沒有進一步的說明，但仍然也被選為主標題。在此個案中，只因有英

文而被選出成為主標題的例子並不少見。 

無釋文照錄 

包含構念：是否有釋文、著錄時是否照錄、彙整時是否有改寫。釋文與照錄應該

是兩項不同的判斷，但是在測驗中兩者有很高的相關性。或者，更準確的說，是由於

許多款目元素的著錄都是屬於「無釋文的照錄」此一規則組合。即，編製者既不需判

斷其釋文，也不需重新建構或改寫詞彙。 

領域概念 

包含有構念：是否為領域專業詞彙、是一個完整的詞彙或是限定描述詞。辨識出

一個完整詞彙是建立一個可著錄款目的基礎。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不應該選為款目

的主標題(main heading)。但是實際上，在分析的個案中，仍然有一些主標題不符合以

上的原則的。此時涉及不同心智規則組合間的優勢性比較。 

組織款目 

包含有構念：著錄時或是彙整時整理為次款目。此規則區分一款目是在著錄時或

是著錄後進行款目組織工作。 

解讀與概念辨識的難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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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有構念：是否明顯。此規則區分一款目在概念化工作上的難度。 

確定元素與構念的分群之後，可進一步區分出子區域的意圖在協助繪出不同策略

的可能邊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實際上每一個款目著錄的過程(元素)都是一個具

體的個案，各自都有不同的編製過程與行動。此處的分群是在描述每一個個案所共同

具備的特徵。叢集分析在此的重要性，在於能使得各種特徵類型的區分達到有系統的

一致性。 

 

2. 索引編制者的心智策略 

通過 Focus 分析，可根據索引編製者所採取的優勢程度，由強至弱，歸納出的四

種索引編製策略： 

第一策略：運用可見線索策略 

此策略的特徵，是借助於各種可見線索。有英文原文的詞彙。代表詞彙有新穎性

與特殊性。同時也可能反映出作者認為這個詞彙是特別的。此外，索引編製者也可能

應用各種特殊的編排位置：如標題、條列等，來幫助識別出概念款目。在運用此種選

詞策略時，索引編製者不需要注意該詞彙是否有釋文，也不需要改寫或建構成其他詞

彙，此即「無釋文照錄」現象。透過對可見線索重要性判斷的習慣化，減少在選詞認

知判斷上的工作：如，尋找或解讀內文。因為可見線索是不需要進行改寫或構思其他

詞彙的心智工作。 

在此個案中有許多款目的例子是著錄有英文與在標題中與表列項目中的詞彙。特

別是，這種選擇通常不會涉及對內文文本的解讀，也不會進行詞彙的修正。另一方面，

這些詞彙也往往收錄了一些索引編製者自己不熟悉的詞彙。如「棘齒輪形

(ratcher-shaped)」就是一個例子。因此，在此編製的心智策略中，並不需要太多的領

域知識判斷參與。以上顯示此一策略，比較起其他策略，是一「具優勢」的心智策略。 

第二策略：照錄領域知識中詞彙策略 

此策略的特徵，是辨識是否為特定領域的專有詞彙。一旦辨識出，以後即照錄，

不需考慮改寫與重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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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策略乍看類似於選出人名或地名等專名款目，但實際上有些判斷需要進行。

即「是一個完整的概念名詞詞彙，而非只是或是限定描述詞」。由於某些概念詞彙可

能透過修飾語的限定，不斷的分化為更細更具體的概念。如「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

此一款目，也可能著錄為「期刊論文索引資料庫」、「期刊論文資料庫」、「論文資

料庫」、「期刊資料庫」、「索引資料庫」、「資料庫」等不同款目。是否要改寫，

是否要作「複式著錄(double-post)」，是否要作參互見，若作參互見何者要最為主要

取用點，等等判斷都可能需要考慮。 

但在訪談中，編製者表示這是「應該要注意」，「但實際上並沒有作」。在索引

中，也可以發現存在有「期刊論文資料庫」、「資料庫」這兩條款目，但是卻與「期

刊論文索引資料庫」的著錄與選詞並無關係。研究者認為，這並不是詮釋為，在這個

款目上索引編製者沒做好而已。而是應該視為，實際上索引編製者所採用的優勢策略

並不是那麼「合理性」的。即，理性上索引編製者應該要分析詞彙的主題概念。但實

際上，此一分析動作並非主要的優勢策略。索引編製者實際上是「能照錄就照錄」。 

第三策略：建構領域知識中詞彙策略 

此策略的特徵，是辨識是否為特定領域的專有、特定概念，並改寫為另一詞彙。

此處有很多不明確的變異性，在既有的元素樣本中仍無法清楚的描繪出來。 

如：「圖書館學系/研究所」此一款目。雖然受訪者將此款目評分為「非領域專

門詞彙」。但是根據訪談過程，我認為正是受訪者有學科領域的敏感度，才會將不同

的圖書館學系名稱都合併在一起：因為這種合併反而在所有索引款目中是很少見的。 

第四策略：建構的一般知識 

此策略的特徵，是著錄不完整或非獨立的概念。此一策略大部份用來建構出主款

目下的子款目。同時，此一策略也需要對內文進行解讀。 

 

3. PrinGrid 分析 

PrinGrid 分析根據受訪者的評分進行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此分析視每一個構念是一個空間向量，因此透過主成份分析將多元空間縮減為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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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份的向量。PrinGrid 可以透過對構念的縮減，找出影響行為的主要因素。並且

也能透過元素在兩主成份影響下的分佈狀況，了解元素間的相關性。 

 

圖 3 PrinGrid 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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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析辨識出兩種心智判斷規則取向：概念款目化過程是否需要經過處理(X

軸)：此向量佔 39.8％的變異量。是所有構念規則中最主要的潛在規則。對領域知識

的需求程度(Y 軸)：此向量佔 21.7％的變異量。雖然，根據這兩種潛在規則，可以將

所有元素區分為四個象限，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兩個規則相加仍只有略高於 60％的

解釋力而已，這顯示了仍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力。因此，以下對元素的分群，並不完全

根據四象限的區分進行。 

在 FOCUS 分析所呈現的四項策略，也同樣的出現在 PrinGrid 分析中。將以上的

相同策略代表的元素，以圈框出其位置。相關的元素越集中，表示此策略的一致性越

高。離中心越近，表示策略越不明確。相對的，也就更需要索引編製者的心智參與。 

集中且遠離中心的策略，有「第一策略：運用可見線索」、與「第四策略：建構

的一般知識」。這些項目會集中，主要是因為受訪者主要編製這些次款目的方式，都

是「順著特定主題的內文結構」一路著錄下來的，即，著錄時就先安排好其主標題與

次款目的結構，而少有在後續編製過程中再調整主標題與次款目關係。例如「圖書館

發展方向」便是在彙整時才重新安排其主標題與次款目的關係，但是由於此一策略的

需要依據領域知識，因此不劃分為此策略領域中。 

「第二策略：照錄領域知識中詞彙」則呈現出分散的分佈，表示此一策略仍有許

多相關的情境因素，或是更細微具體的策略。所有的分佈與中心距離相似，表示編製

這些款目的心智活動有類似的程度。 

「第三策略：建構領域知識中詞彙策略」是指根據編製者的領域知識，對詞彙進

行改寫或合併等等工作。此策略領域是分佈最接近中心，並分散。這顯示此一領域也

是需要有更多資料才能作進一步的探討。 

4. 優勢策略的習慣化 

在前述的分析中，其實有一個元素並沒有落入任何一個策略圈中。元素「正確

性」：此一款目的選取，反映了編製者一個不當的款目著錄。但是，正因為有這一個

不當款目的存在，提供了最豐富的優勢策略討論空間。因為正式因為此「不當的選

取」，更能顯現出某些策略的優勢性，是強過對語義概念或視其他理性考量。 

事實上，若一個款目在評分上傾向於「只是一種對概念的修飾」，應該列為次款

目，而非主標題。但是在選出的 15 條款目中，就有 3 款「付得起(Afford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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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齒輪形(ratcher-shaped)」、「正確性」是列為主款目的。前兩項，由於在本文中

附有英文原文，受訪者解釋為「認為這些詞彙有新穎性」，在新穎性的構念上取得了

較高的分數，因此被劃分在「運用可見線索」的策略中。但是「正確性」沒有這類的

視覺暗示，實際上也就是一個一般性的詞彙，而且內文中也沒有對「正確性」進行進

一步的闡述，也就是沒有釋文。 

這個元素其實是值得討論的。因為這個錯誤反映的不只是一個「錯誤」而已，應

該視為某些「優勢策略」的「習慣化」，導致編製者並沒有進行理性上的分析工作。

也就是說，當索引編製者一開始認為「這是個重要概念，且不需改寫」時，他已經採

用了「第一策略」與「第二策略」這兩種照錄的優勢策略了。 

現在很難再回頭斷定當初編製者一開始是因為某些視覺線索(如，位在表列項目

中，或在一頁的前幾個字)，或單純的認為這個詞重要。因為所選的元素：款目-頁碼

是在書本的後段，編製者只記得這個詞可選，要選，就選了，著錄了。也有可能編製

者有透過排版軟體檢索出內頁的相關頁碼，這點也無從證實。但可以發現，雖然受訪

者理性上，在歸納索引編製時認為「應當要」的一些項目，往往不如優勢策略。這些

優勢策略，都在減少索引編製者的認知工作。即，簡單的說，「不需要仔細研讀文字」

與「不需要考慮文字的改寫」。 

 

四、結語 

目前，至少已經足以討論目前自動化索引程式所作的工作了。程式能輔助的，是

具體層次的活動。甚至比以上的討論更為實質、具體層次的活動，而無法從事較一般

性或概念化的活動。以對著錄款目的活動分析為例，著錄款目實際上是橫跨「選詞」

與「發展款目」兩種活動的。在著錄款目之下，仍有更具體的活動類型，如：「著錄

主/次標目/取用點」、「繕打款目」、「建立款目清單」、「紀錄頁碼」、「紀錄款

目-頁碼關係」等。另一部份是與發展款目比較相關的，如「建立更具體款目/擴展款

目長度」、「著錄複式款目」、「著錄不在文本中款目」、「著錄參互見關係」。 

目前自動化程式，所能處理的只有一部分的著錄款目活動。而與發展款目相關的

部份，仍是無能為力。但在發展款目部份，基本上有經驗的索引者會盡量避免花太多

的努力在發展款目與整理款目的工作上。這便需要一些「籌劃」，將索引編製工作盡

量以「選詞策略」為基礎的選詞工作進行。此處的「選詞策略」，乃是「慣例」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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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本的減低、便利讀者、與對文本內容的考量的「權衡」所構成的。但這足以說

明，試圖應用一「通用規則」，對索引編製工作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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