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大學學術研究水準的提升與整個國家的學術發展有極為密切的關

係(吳明德，民78)。然而近年來，由於國內大學校院數量迅速膨脹，高

等教育資源相對被瓜分，許多人質疑大學聲望、學術水準與學生素質有

走下坡的趨勢，倡議大學評鑑刻不容緩。為推動國內大學學術與國際接

軌，教育部於民國92年首度採用了科學引用文獻索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SCI）、社會科學引用文獻索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SSCI）及工程索引 ( Engineering Index，簡稱EI )期刊索引工具作為

「學術成果」量化指標，將三種索引所收錄國內大學校院教師論文數量

加總後進行排名( 張海燕，民93 )，引起各界普遍的關注與討論。多年

來，因應教育部及其他單位的作法，許多大學將教師著作被前述索引資

料庫收錄的情況，列入升等、續聘、補助研究計畫與獎勵的參考依據。

國立台灣海洋大學 (以下簡稱海大) 即訂有「獎勵學術研究辦法」與「教

師論文發表補助辦法」(海大，民93)，將SCI、SSCI等工具納入獎勵與

補助的指標，對於推動學術研究成果公諸國際著力不少；此外，定期編

印該校「專任教師研究計畫及著作目錄」並建置該校「論文著作目錄」，

鼓勵所屬教師上傳其著作書目和摘要，以便同儕與各界了解該校著作概

況，進而參考利用。在學校多方的努力下，教師也不負眾望地爭取到校

外多項榮譽，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教育部學術獎，多位教授獲行政院

表揚為傑出科學與技術人才、獲國科會傑出研究員獎或特約研究員獎

(海大教務處，民94)。 
 
在各大學校院一片努力追求卓越與發展重點特色聲中，一向以支

援師生教學研究為主要任務、素有大學心臟之美譽的圖書館，究竟扮演

什麼樣的角色，又如何在大學資源有限的情形下，說服學校給予圖書館

更多的經費與資源以達成任務呢？「大學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民
93) 中明定：大學圖書館以大學校院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負責蒐

集教學及研究資料，提供圖書資訊服務…。而張保隆與謝寶煖教授曾針

對國內包括海洋大學在內的十所大學教職員生進行圖書館服務品質之

探索性研究，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教職員最重視的服務品質屬性為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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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研究(張保隆、謝寶煖，民 85)，這意味著館藏對研究的支援度是大

學圖書館服務品質是否良好的一項重要的指標。大學學術研究水準的提

升，除了需要篤學優良的師資、充裕的經費與完善的設備，豐富的館藏

在協助研究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圖書館每年花費大批的人力、物

力與財力徵集各項資源，莫不期望所有的投注，能符合讀者的需求並達

到最高的效益，而圖書館提供優質服務的基本後盾與關鍵在於了解讀者

需求並擁有適當且且合用的館藏，以充份發揮圖書館的功能，同時達成

其任務。此外，在教育部每年針對各大學所進行的統計調查，都會要求

各校提供圖書館相關資料；因應今年的大學評鑑，校方除要求提供館藏

相關統計，更詢問圖書館的圖書、期刊資源之質與量能否滿足師生教

學、研究需要。因此，在政府重視大學學術研究與評鑑的今天，有必要

了解各大學圖書館館藏支援學術研究、滿足需求的情形，而要了解圖書

館館藏支援教師學術研究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其研究成果著作，了解其

引用文獻是否為圖書館所蒐藏，因而有必要進行館藏評鑑。館藏評鑑不

僅可以了解圖書館館藏狀況、指出館藏的強弱、探知館藏支援研究與資

源利用的情形、明確指出圖書館的需求，更可以提出改善建議，有助於

館藏發展政策之制定與修訂(吳明德，民 80)。對圖書館而言，針對館藏、

服務等方面進行評鑑工作，不僅可以提昇服務品質，亦可提供管理決策

的參考。 
 
國內外許多研究(Skelton, 1973 ; Hazell & Potter, 1986 ; Eager & 

Oppenheim, 1996；陳雅文，民 79；傅雅秀，民 86)顯示，學者從事研究

時，期刊是最重要的資訊來源。由於期刊論文的發表，不僅可以顯示學

術領域的研究活力，反應領域的研究趨勢，更是研究成果最具體的表現

(朱則剛、王國聰，民 91)。向來學術期刊在知識創作及傳播方面一直扮

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各學術圖書館每年花費在期刊訂購與典藏的資源

占據圖書館資源相當大的比例，尤其是在西文期刊館藏發展上所投資的

成本，已遠超過對其他類型資料的投資(羅思嘉、羅靜純，民 89)；隨著

媒體電子化與傳播網路化，商業性文獻傳遞服務與全文資料庫的出現，

以及讀者需求提升等趨勢的引領，期刊的選擇與管理更形複雜，圖書館

在期刊館藏發展與服務的提供上也面臨了更多且更嚴竣的挑戰。因此，

圖書館除了在訂購需求度與經費分配的爭取上需要數據的支持；在期刊

服務的提供方面，是否滿足教師實際的資訊需求，充份發揮圖書館的功

能，都應該加以探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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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圖書館中，館藏主要在於支援研究與教學。教師不僅是館

藏與學術期刊主要的使用者，對於學術期刊的訂購具有絕對的影響力，

他們也是學術出版品的生產者。而通常在學術出版品中含有引用文獻

(或稱參考書目)，引用參考文獻被視為學術的象徵，各學科引用參考文

獻的特性常被做為了解其研究特質的依據，透過正文與參考文獻關係的

研究，可獲知學科之間的關係與發展及文獻傳播的歷程，進而了解研究

近況與未來趨勢(蔡明月，民 92)。而臺灣四面環海，海大是國內第一所

以海洋科技與海洋事業為主並設有海事與漁業相關博士班的最高學

府。因此，本研究擬採引用文獻分析法，以海大頗具特色的生命與資源

科學院(以下簡稱生科院)為例，探討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相關領域教師

學術期刊論文著作所引用之文獻的特性，並據以評鑑期刊館藏支援學術

研究的供需程度。另外佐以訪談法來瞭解教師進行學術研究的資訊需求

與資訊尋求行為，作為圖書館改善期刊服務之參考。也希望為系所期刊

的訂購與圖書館期刊相關服務提供決策性的資訊，並提供建置符合學術

研究需求核心期刊館藏的參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綜上所述，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有下列四項： 
 
一、探討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領域教師，學術期刊論文著作引用文獻的

特性，包括每篇論文平均引用文獻篇數、引用期刊文獻的比例、引

用期刊文獻的出版年代等。 
 
二、辨識圖書館期刊館藏(包括紙本與電子期刊)支援生命科學與海洋資

源領域教師學術研究的程度。 
 
三、藉助引用文獻分析結果，獲知支援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領域教師學

術研究的核心期刊清單，提供建置符合學術研究需求核心期刊館藏

的參考，同時可作為期刊館藏淘汰、期刊經費分配以及圖書館參與

館際合作計劃的佐參資料。 
 
四、探討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領域教師的資訊尋求行為與期刊資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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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作為圖書館改善期刊服務之參考。  
 

根據上述目的，本研究擬研究之問題包括下列七項： 
 
一、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領域教師學術期刊論文著作平均引用的文獻數

量如何？ 
 
二、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領域教師學術期刊論文著作引用期刊類型資料

的比例如何？ 
 
三、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領域教師學術期刊論文著作引用期刊文獻的出

版年代傾向為何？以那些年份所占比例較高？ 
 
四、生命與資源科學院各系所引用期刊種數？被引用次數較多之核心區

期刊清單為何及其引用數量的分佈與 JCR2003 年的評等如何？  
 
五、圖書館引進電子期刊後，整體期刊館藏支援教師引用期刊文獻的比

例如何？圖書館對被引次數排名前 10 期刊提供的情形如何？ 
 
六、生命科學與海洋資源領域教師進行學術研究時的期刊資訊需求，包

括個人期刊資訊尋求行為、個人對期刊重要性與對期刊館藏發展的

看法、對期刊服務的認知與期望，以及其對於政府部門及學術界採

用 SCI、SSCI、EI 等期刊索引工具作為「學術成果」量化指標或經

費補助依據的看法如何？  
 
七、探討引用文獻分析研究結果產生之核心期刊與獲悉的館藏支援程度

和教師訪談結果是否相符？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應用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引用文獻分析法：蒐集海大生科院專任教師在EI、SCI、SSCI、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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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會優良期刊及其他園地所發表之學術期刊論文著作。再應用引

用文獻分析法，從教師發表之學術期刊論文著作所附參考文獻，

探討該學院教師在從事學術期刊文獻撰述時，圖書館期刊館藏(包
括紙本與電子期刊)支援其引用期刊文獻的滿足情形，同時分析該

學院專任教師所發表期刊論文著作之引用文獻的特性，包括平均

引用文獻的數量、引用期刊文獻的年代分佈等。 
 
二、訪談法：設計半結構式問卷，採用訪談法，將研究中幾個主要問題

提出來，訪問生命與資源科學院環漁系所、食科系所、養殖系所、

海生所、生技所、海資所，每一個系所專任教師各2位，共計12位。

影響選擇的因素包括研究領域、研究成果、職稱以及配合意願。瞭

解其實際的期刊資訊需求，並與引用文獻分析結果相驗證，做為改

善期刊相關服務的參考。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範圍及限制如下： 

 
一、可以支援學術研究的資料類型很多，唯宥於人力和時間，本研究僅

針對海大生命與資源科學院環漁系所、食科系所、養殖系所、海生

所、生技所、海資所6個系所之專任教師於2002-2004年所發表的學

術期刊論文著作進行研究，以其引用之期刊文獻為主要研究範圍，

未納入兼任教師發表之著作，並排除未列參考文獻之一般論述或生

活隨筆，也不探討非期刊引用文獻的特性。此外，學術期刊論文雖

已投稿( submitted )、被出版社錄用( accepted )或出版中( in press )
但尚未正式出版者，因無法取得其引用文獻資料，亦不納入本研究

範圍‧ 
 
二、本研究所定義之期刊館藏支援程度，係就海大圖書館目前館藏之紙

本與電子期刊可以滿足之觀點進行分析，並以海大WebOPAC與館

藏電子期刊整合查詢網頁(http://atoz.ebsco.com/home.asp?Id=ntoul)
為憑。透過館際合作取得者，不列入此次研究評估的範圍；讀者使

用中、館員排架錯誤或讀者查詢錯誤等因素所造成的無法獲得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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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亦不列入統計。 
 
三、本研究對象中，海洋資源管理研究所因2002年8月甫設立，且目前

專任教師僅有3位，樣本較小，其研究結果不宜與其他系所作同等

推論。 
 
四、本研究有引用文獻分析法的限制，例如參考書目所列的文獻未必被

引用，引用的文獻有些不是核心或必須引用之文獻，在一篇文章中

被引用多次與被引用一次都當做一個參考文獻、引用錯誤、二次引

用，以及自我引用的問題等。 
 
五、本研究的教師期刊資訊需求，以與學術期刊有關的資訊需求為限，

不包括生活資訊。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以下就本研究中提出之名詞，解釋如下： 

一、引用文獻分析法 ( Citation Analysis) 

Robert N. Broadus 為引用文獻分析所下的定義是，引用文獻分析為

處理一著作或某一群作品的參考書目或附註，進行這些引用文獻資料的

分析，以獲得引用文獻在各學科主題、資料年代、資料語言和資料出版

類型的數據或比例 (Broadus, 1987, p.128) 

二、布萊德福定律 (Bradford's Law) 

英國著名的文獻學家 Samuel Clement Bradford 布萊德福針對兩種學

科主題 490 種期刊上的 1,727 篇論文進行統計，發現少數期刊集中了該

學科的多數論文，而另一些期刊上卻較少或很少出現該科的論文。 布

氏又以區域分析法歸納了此一發現，布氏的解釋為：「對某一學科而言，

將期刊按其刊載該學科論文數量的大小，以遞減順序排列起來，就可以

劃分出對該學科最有貢獻的核心區和包含著與核心區論文數量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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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幾區。核心區與相繼各區的期刊數量成 1：a：a2 …的關係。」（業

繼元，民 84）。 

三、核心期刊 (Core Periodicals) 

核心期刊是指刊載某一學科資料量較多、水準較高，能夠反應出該

學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發展趨勢，且受到該學科讀者重視的期刊。此概念

是由英國布萊德福提出，主要從為數眾多的同類期刊中，通過一定的方

法，篩選出學術水準較高、資訊較豐富的期刊，以做為圖書館選購、典

藏乃至提供讀者利用之參考(楊美華，民 83)。若將與某一主題相關的各

種期刊，依其所含有關文章篇數的多寡，以遞減次序排列，則這些期刊

可分成一個核心區及接連區，每一區包含大約相同篇數的文章。屬於第

一區為核心區，所含期刊之文章篇數最多，代表該學科的核心期刊(施

孟雅，民 81)。 

四、影響係數（Impact Factor） 

計算某一期刊於某一年被引用之頻率。用以評量該期刊於某一學科

領域內之相對重要性。同一學科領域內，影響係數值越大，表示該期刊

之重要性越高。其主要目的為消弭出版論文篇數較多之期刊,在只計算

被引用次數時之不公平性。計算方法為：某期刊於前二年出版之論文於

今年被引用之總數除以某期刊於前二年出版之論文總數(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服務推廣組﹝科技政策中心服務

推廣組﹞，民 94a)。舉例某期刊 2002 年與 2003 年分別出版 936、980 篇

文章，共計 1,916 篇，而 2002 年出版的文章在 2004 年被引用了 31,487

次，2003 年出版的文章在 2004 年被引用了 27,868 次，兩年被引用次數

共 59,355，則該刊 2004 年的 impact factor 為 59355 / 1916 = 30.979。原則

上影響係數值越大，表示該期刊影響力越大。蔡明月教授將 Impact Factor

譯為影響因素，本研究則多採用科技政策中心之譯名影響係數。 

五、立即索引（Immediacy Index）  

立即索引是計算某期刊論文於出版當年多快被引用，用以評量該

期刊被引用的速度。它與期刊之出版頻率、速度及論文內容有密切的關

聯性，越早刊登出版之論文，越早有機會在當年中被引用，或論文內容

為尖端之發展、預先發佈之研究訊息等，其立即索引值均有可能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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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為某期刊當年出版之論文於當年被引用之總數除以某期刊於

當年出版之論文總數(科技政策中心推廣服務組，民 94a)。換言之，即

在評估一期刊平均每篇文章多「快」被引用，可做為查尋那一種期刊最

近出版較熱門文章的根據。蔡明月教授將 Immediacy Index 譯為即時引

用指數，本研究則多採用科技政策中心之譯名立即索引。 

六、被引用半衰期 (Cited Half-life) 

計算某一期刊平均多久以前的論文被引用。用以評量該期刊

之論文被其他期刊引用之年齡。當年度期刊論文引用該刊論文未

超過 100 篇之期刊不提供被引用半衰期值。研究型期刊通常會較尖

端資訊型期刊擁有較高之被引用半衰期值(科技政策中心推廣服務

組，民 94a)。被引用半衰期是指一期刊從最近一年起被引用次數向

前累計，達到全部被引用次數 50%所需的時間(單位：年)。若 10 

年之內被引用的次數未達到 50%，其被引用半衰期以＂> 10.0＂表

示。但該期刊必須被引用 100 次以上，才列入，否則以空白表示(元

智大學圖書館，民 94；科技政策中心服務推廣組，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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