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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應用引用文獻分析法，探討海大圖書館期刊館藏(紙本

與電子期刊)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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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學術期刊論文

時其引用期刊文獻的滿足情形，並佐以訪談法，分析教師之資訊尋求行

為與期刊資訊需求。因此，本章的文獻探討，首先闡述期刊館藏評鑑(包
括期刊館藏發展的挑戰、館藏評鑑的目的與期刊館藏評鑑的方法等)；
接著介紹引用文獻分析法在館藏評鑑的應用(包括引用文獻分析法的意

義、引用文獻分析法的應用、引用文獻分析法與館藏評鑑、引用文獻分

析法的限制與優點等)；第三部份針對期刊館藏的支援情形進行研究分

析，以評鑑海大圖書館期刊館藏支援教師發表學術期刊論文著作的滿足

情形；最後探討資訊尋求行為與資訊需求之概況。 
 

 

第一節  期刊館藏評鑑 

 

一、期刊館藏發展的挑戰 

自從 1665 年英國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創辦「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開啟現代期刊出版先河(王梅玲，民

92)以來，學術期刊即成為學術溝通最重要的管道並成為支援學術研究

不可或缺的利器。國際期刊目錄「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 」第一版於 1932 年發行時，僅收錄 6,000 餘種期刊，至 90
年代以後已超過 10 萬種(石美玉，民 92)，目前 Ulrich’s international 
periodicals directory網際網路版ulrichsweb.com資料庫(2004)收錄之期刊

資料已達 259,212 筆，其成長速度之快可見一般。由於學術上的新發現

經常首先刊載於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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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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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的預算，常占總館藏經

費的一半以上，有大學甚至超過 70%(Sewell, 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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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研究人員而言，學術期刊是最重要的研究資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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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圖書館讓所有教師及研究生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方式透過

網路都能獲得完整而有組織的資訊是大學圖書館資訊服務的願景(張瑞

川，民 88)。然而，近年來圖書館由於有限的預算、成長快速的期刊量、

不足的儲存空間、飛漲的期刊價格、期刊連續性方可提升其價值，以及

其他管理方面的問題等因素的影響，促使圖書館必須在捉襟見肘的經費

下更審慎地選擇期刊，因此圖書館的期刊館藏發展政策應以維持常用的

核心館藏為主要目標，不應也不可能以包羅萬象、全部收羅為目標。而

期刊的選擇，除了考慮讀者的使用，尚有下列幾點：1、有否被納入索

引摘要；2、內容範圍；3、價錢；4、銷售量；5、出版年；6、作者、

編輯委員會和出版商的名聲(傅雅秀，民 79)。而評鑑期刊的要素則包

括：學科相關性(subject relevance)、使用率(usage)、可得性(availability)、
可及性(accessibility)、訂費或成本、出版者聲譽、被引用率、出版格式、

語文等(Peters, 1982)。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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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電子期刊的出

版量已大有規模，許多期刊出版社尚有訂購電子期刊不得刪訂其紙本期

刊之限制，如 Elsevier-SDOS, Wiley-InterScienc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 等，即俗稱的電子綁紙本條款。面對龐大的電子出版與多

元的訂購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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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的挑戰，迫使圖書館必須運用各種

方法進行相關的評鑑研究，一方面提出客觀的數據與績效報告，一方面

研究改進服務的品質，希望能符合使用者的需求，讓經費做更有效的運

用。 

二、館藏評鑑的意義及方法 

依據美國圖書館學會出版之 ALA Gloss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83)的定義，館藏評鑑(collection evaluation) 是根

據特殊目標或館藏服務對象之需求，以評估館藏品質的過程，是館藏發

展的一部分，其意義等同於「館藏評估」(collection assessment)。館藏

評鑑是館藏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它的重要性在於提供回饋訊息，指

出圖書館館藏的優點與缺失，以作為修正館藏發展政策的依據。館藏評

鑑使圖書館有系統地評估館藏，提供圖書館正確描述館藏的機會，獲得

有關館藏大小、深度、範圍等資訊，確認館藏強弱，瞭解未來館藏發展

的策略(吳明德，民 80)。而館藏評鑑的意義在於瞭解其滿足館藏目的的

程度(Perkins, 1979)。吳明德教授將國外學者專家對館藏評鑑的看法，歸

納為如下五種主要作用：(一)協助館藏發展政策的修定；(二)作為館藏

淘汰的依據；(三)作為圖書經費分配的依據；(四)作為圖書館參與館際

合作計劃的依據；(五)作為圖書館被外界權威機構認可的依據(吳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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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80)。  
 
館藏評鑑的方法有許多種，Lancaster 將歷來使用的方法歸類為量

的評鑑(quantitative)與質的評鑑(qualitative)兩大取向，量的評鑑包括館

藏大小 (size) 與成長率 (growth) ；質的評鑑包括專家評鑑 (expert 
judgment)、標準書目核對法(bibliographies used as standards)、實際使用

分析(analysis of actual use)等(Lancaster, 1993)；美國圖書館學會的

Guidelin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Library 
Collections(Perkins, 1979)則將館藏評鑑的方法分為： (一 )核對書目

(checking lists, catalogs, bibliographies)；(二)直接檢視館藏(examining the 
collection directly)；(三)彙集統計資料(compiling statistics)；(四)分析讀

者論文的引用文獻(citations from papers of library users)；(五)調查讀者意

見(user opinions)；(六)標準的運用(application of standards)；(七)整體資

源與資料提供能力的測試(total resources and document delivery tests)。館

藏評鑑的方法也可以歸類為以館藏為中心(collection-centered)與以讀者

為中心(client-centered)的評鑑、量的(quantitative)與質的(qualitative)評
鑑、輸入(inputs)與輸出(outputs)的評鑑、輸出(outputs)與成果(outcomes)
的評鑑、微觀(microevaluation)與宏觀的評鑑(macroevaluation)等多種，

我們可以結合使用不同的方法進行評鑑。隨著電子資源的日益受重視，

讀者導向勝於館藏導向，輸出與成果勝於輸入的評鑑趨勢不僅越來越明

顯，將來也應是如此。對於專業館員而言，最主要的挑戰是選擇適用於

紙本與電子並存的複合式圖書館(hybrid library)的評鑑方法(Nisonger, 
2003)。同時，能將圖書館的目標與所屬機構成立的目的納入考量的評

鑑是最有效益的館藏評鑑，也就是說，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可以單獨作為

期刊價值或重要性評鑑的指標；也沒有那一種單一的評鑑技術是可以適

用於所有類型圖書館最好的評鑑法。最佳館藏評鑑技術端賴圖書館規模

的大小、類型、讀者等因素而定(Baker, Lancaster, 1991)。 
 
基本上，館藏評鑑所扮演的是修正的角色，圖書館利用各種評鑑

方法，探討館藏在量與質的方面是否達到一定的標準、瞭解館藏的缺

失、分析讀者使用館藏的情形。透過評鑑的過程，圖書館才能建立適當

而有效的館藏(吳明德，民 80，頁 186)。Lancaster 認為，圖書館能否持

續健全成長，端賴其能否適應環境的改變(Lancaster, 1993)。而資訊時

代，使用者的需求往往是經常改變的，有其時間性，圖書館在面臨經費

縮減必須刪訂館藏時，資料的選擇與刪除，除需考量圖書館的任務，也

要考量使用者的需求。此外，館藏會因為圖書館的服務對象、服務宗旨

以及其他因素之變動，而必須重新審視，才能確保館藏之品質。對於大

學圖書館所服務的教師而言，資訊需求也會隨著時代的變遷、環境與研

究方向的改變而有不同，因此，館藏評鑑雖是非常耗費時間及人力的工

作，仍應定期實施，以作為館藏發展的指標，進而朝向理想館藏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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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館藏評鑑法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現已更名為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

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承辦的圖書館事業發展計畫，「建立西文核心期

刊清單暨紙本及電子期刊館藏合作發展計畫研究成果報告」中，綜合國

內外有關核心期刊評選之方法，將其歸納為九種：(一)載文法；(二)索
引摘要法；(三)引文分析法；(四)使用分析法；(五)意見調查法；(六)專
家諮詢法；(七)使用費率法；(八)標準期刊清單法；(九)綜合分析法(或
多要素分析法，multi-factor analysis) (石美玉，民 92)。吳明德教授(民
80)認為，期刊的評鑑與圖書的評鑑大致相同，不過，圖書館在評鑑期

刊時，較常利用引用文獻分析法及館內使用調查來瞭解讀者使用期刊的

情形，以做為刪除或淘汰的依據。而引用文獻分析法對於大學圖書館、

專門圖書館或其他讀者最為有用(Perkins, 1979)。因為此類圖書館的讀者

有學術的出版品，而通常在學術出版品中含有引用文獻(或稱參考書

目)，可作為分析之依據。另一方面，此類圖書館的讀者較為明確，館

員較易掌握讀者的出版品(吳明德，民 80，頁 184)。 
 
引用文獻分析法是資訊工作者常用的一種調查方法，其過程包括

分析索引、摘要、或期刊等來源來探討某一學科所使用或產生的文獻的

特性，也包括探討其引用文獻為圖書館所蒐藏的數量(吳明德，民 80，
頁 164-165)；而在科學的領域之中，期刊一向被視為傳播最新研究成果

的主要媒介，因此分析期刊論文的參考文獻模式，也被視為可以了解學

科領域內期刊論文的本質(Lockett & Khawam, 1990)。期刊引用的參考文

獻的平均數或許是期刊學術的最佳指標。 

Carol A. Johnson 和 Richard W Trueswell 認為運用調查法可以有效

地預測使用者研究領域的改變及需新訂的期刊等(Johnson & Trueswell , 
1978)；Stephen E. Wiberley 採取使用調查、流通統計、館內使用調查、

引用文獻分析四種方法選擇核心期刊(Wiberley, 1982)；在 1986 到 1993
年間，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曾針對教師著作及博士論文引用的期刊文獻進行 4 次研究分析，

其中海事科學(marine sciences)方面， 1989 年 Doris William 透過 SCI
共找出該校海洋學研究中心 60 位教師於 1984 至 1986 年間發表在 81 種

期刊的 271 篇著作，檢視其引用文獻，並依被引用的頻率製作最常被引

用的期刊排名清單及教師最常發表著作的期刊清單；1993 年 Godlind 
Johnson 也透過 SCI 資料庫檢索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所有教師被 SCI
收錄之 1992-1993 年間之著作，依期刊被引用的頻率製作排名清單，研

究結果顯示 Nature 和 Science 被引用超過 400 次，另有 14 種期刊被引

用超過100次，該分校擁有901種被高度引用之期刊(Dole & Chang, 1996, 
p.32-33)。為免僅以引用文獻分析法來瞭解館藏期刊滿足需求程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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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誤差，吳明德教授在「我國公立大學圖書館支援研究所學術研究

之檢討」研究報告中，同時佐以問卷調查法，將結果互相驗證(吳明德，

民 78)；傅雅秀教授綜合 JCR 所列之海洋學核心期刊、Current Contents
所收之期刊、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新到期刊目次服務」所列之海

洋學科技期刊，以及海大海洋學系教授需求評估，選出 17 種核心海洋

學期刊，以引用次數、影響係數、被引用次數與篇數、快速指標、自我

引用、被引用半衰期、排名等來評估海洋學期刊(傅雅秀，民 79)；張慧

銖以引用文獻分析法分析國內外研究醫學核心期刊，據以問卷調查國內

生物醫學專家意見，選編適合國內使用的醫學核心期刊選目(張慧銖，

民 83)；彭美華(民 84)採用問卷調查法及引用文獻分析法完成她的碩士

論文「國立台灣大學數學系圖書室館藏支援教師學術研究之探討」(彭
美華，民 84)；成功大學採用使用率、訂購價格、JCR 排名、被索摘次

數與專家意見等五項多因素加權評鑑方法進行「西文期刊評鑑研究計

劃」，並依據評鑑結果製作『學群之館藏期刊價值排名表』與『系所之

認養期刊價值排名表』，依『學群之館藏期刊價值排名表』，訂定成功大

學圖書館西文核心期刊，提供各系所依『系所之認養期刊價值排名表』，

作為期刊刪訂的主要參考工具(國立成功大學圖書館學術小組，民 87)；
政治大學採用多要素分析法，包括教授意見、館內使用率、博士論文期

刊參考引用次數及索引摘要檢索性四種評估元素，評鑑其法學院 1998
年訂購之法學外文期刊，作為法學院期刊選購與刪除之依據，及期刊管

理之參考(蔡香美，民 88)。國內也有單獨採用引用文獻分析法完成館藏

評鑑的學位論文或期刊論文，例如李雅蘭以新聞學博碩士論文評鑑政治

大學傳播學院圖書分館館藏(李雅蘭，民 86)，、林龍德探討私立大學碩

士論文引用文獻特性及其所屬圖書館支援情況(林龍德，民 87)、蘇蓉波

從博士學位論文引用文獻探討成功大學圖書館館藏支援程度(蘇蓉波，

民 92)等。 

期刊使用率反應讀者使用價值，但僅能蒐集該館館藏之期刊資

料；引用文獻分析，可客觀獲得該刊一般引用資料，但無法收集瀏覽期

刊資料，故各館需以環境背景與需求，來決定採用評鑑標準(王梅玲，

民 80，頁 19)。圖書館利用各種評鑑方法以建立適當而合用的館藏，無

論是量的評鑑或質的評鑑，每種評鑑方法各有其優點和侷限，有些方法

較為客觀，有些方法較為主觀；有些方法容易進行，有些方法耗費人力。

圖書館應依據評鑑的目的，選擇適當的評鑑方法。同時圖書館也應了

解，不論是那一種評鑑方法都只能對館藏的某些特質進行評鑑，必須使

用不同的評鑑方法，從不同的角度來評鑑館藏，才能了解館藏的全貌。

此外，在評鑑的過程中，也必須注意可能影響評鑑結果的變數(吳明德，

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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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引用文獻分析法在館藏評鑑的應用 

一、引用文獻分析法的意義 

Weinstock 給引用文獻下的定義是，引用文獻包括任何由其他文獻

參照而來的字、詞、概念等，其中可分為有正式記錄的資訊以及未具有

正式記錄的資訊(Weinstock, 2003)。由於大多數的學者，會將研究成果

撰寫成論文，發表在國內或國際期刊，而學術期刊論文的發表較為嚴

謹，都是由正文及所附的參考文獻組成，通常言之有據且旁徵博引，或

藉由引用相關文獻來支持自己的論點，或汲取過去的研究成果進行更深

入的研究，因此其引用的參考文獻可以顯示影響該研究的相關論著，藉

著追溯引用文獻(citation)和參考文獻(referencec)的過程，可以研究各學

科學者使用文獻的特性與學術貢獻，也可以瞭解一個學科的研究動態、

核心著者群等。通過對引用與被引用關係的研究，可獲知學科之間的關

係與發展及學術傳播的歷程，進而了解研究近況與未來趨勢(蔡明月，

民 93)。引用文獻是資訊被使用過後所留下的標示與紀錄，透過這些資

料的分析研究，可以了解研究者使用文獻的情況(陳光華、陳雅琦，民

90)。 引用行為被視作是一種學術研究上主動溝通的模式，它架構在引

用與被引文獻間有一定關係的假設上。Hall 認為，使用引用文獻分析研

究(citation studies)的基本假設為：引用次數(citation frequency) 是評量引

用文獻是否有意義的有效工具；所有被作者列為參考書目的文獻都有被

真正使用過並提供了有意義的資訊；所有使用過的文獻都有真正被引

用；被引用文獻(cited document)的主題內容與引用文獻(citing document)
相關； JCR 收錄的期刊能正確地呈現整個學科領域並支援其研究目標

與目的；所有引用的價值均等(Hall, 1985, p.57-58)。 
 
關於引用文獻分析法的定義，根據 Robert N. Broadus 的說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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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文獻分析

法除了分析引用文獻的特性，它的過程還包括探討其引用文獻被圖書館

收藏的數量(Perkins,1979)。引用文獻分析的研究理論是透過對文獻及其

所引用資料的次數計算及其間關連性的分析，找出文獻、文獻作者以及

內容討論主題之間的關係(羅思嘉，民 90)。引用文獻分析所進行的工作

就是有系統的組織文獻及其所引用資料，其目的是希望藉由兩者關係圖

的發展，了解文獻與文獻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探索學術間的知識傳播模

式(黃慕萱，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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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用文獻分析法的應用 
 
引用文獻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書目計量學之最大分支研究，其理

論根基於出版品之「互相引用」的關係上(蔡明月，民92)。引用文獻分

析主要是研究引用文獻與參考文獻之間的關係(Smith, 1981)。Christine 
Epp Thompson將引用文獻分析分為三大部份：(一)資訊和圖書館導向研

究：期刊排名、圖書館資料使用率等(二)科學導向研究：半衰期；(三)
管理導向研究：持續引用文獻分析評鑑(Thompson，1983)。通常引用文

獻分析法的應用有三：(一)計算期刊所引用之文獻次數；(二)計算第二

手資料所引用文獻次數；(三)計算研究人員著作之引用文獻次數(王梅

玲，民80)。 
 
最早的引文分析研究是應用在科學與社會科學領域，做為辨識核

心期刊的工具(Nisonger，1992, p.97-99)，據載，科學文獻中的引文最早

出現於 18 世紀初，而引文分析則最早出現於 20 世紀初，1927 年

P.L.K.Gross 等人對化學專業的引用文獻進行統計分析，首次篩選出化學

類核心期刊，並提出「依據期刊論文被引用次數多寡來鑑定期刊價值」

的說法(楊美華，民 80)。1956 年 C.H.Brown 根據引文的頻率次數，評

估物理、化學、地理學、生理學、植物學、動物學及昆蟲學等期刊的重

要性。 
 
但是發現期刊文獻引用定律的則是美國的 E.Garfield，他在 1962

年 SCI 的編纂之後發現，SCI 中所有引文的 75%來自不到 1000 種被引

用的期刊；1969 年的 SCI 中 70%的引文竟來源於 500 種期刊。因而得

出結論：各個學科核心期刊不超過 1000 種，最主要的核心期刊將少於

500 種，稱為期刊文獻引用定律，或加爾菲特引文集中定律(業繼元，民

84 )。由於對該定律的大量研究，他先後建置了著名且廣為使用的 SCI、
SSCI 及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三種跨學科的引用文

獻索引，應用文獻計量學的原理，將各學科領域重要的論文資訊加以組

織彙整，提供來源文獻(Source) 和引用文獻(Cited Reference)檢索功能，

讓使用者得以迅速查檢研究所需論文的相關資訊(張海燕，民 93)。ISI
並建置了期刊引用文獻評比統計資料庫系統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簡稱 JCR Web)，為作者的生產力與影響力以及期刊品質之

評估樹立了一新標竿。一旦引用文獻資料轉換成機讀形式，並進而製作

成引用文獻索引之後，即可作為引用文獻分析之用，產出作者被引用次

數、被何人引用，引用在那一篇或那些文獻、自我引用、期刊被引用次

數、期刊影響係數(impact factor) 、期刊引用與被引用半衰期（citing and 
cited half- life）等資料。這些資料不啻為學術成就最直接、最便捷、最

客觀的指標(蔡明月，民 93)。由於 JCR 可以針對各學科領域，提供依引

文量、影響係數等順序排列之期刊清單，可以顯示特定學科領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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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在學科範圍越大、牽涉機構量越多的情形下，JCR 具相當之參考

價值。直接利用 JCR 為標準期刊清單，可為期刊評鑑節省許多統計上

的工作。不過相同科系在不同大學，其核心期刊會因教學研究的差異性

而不盡相同，不少圖書館同時利用多種方法實際評鑑其核心期刊時，便

得到與 JCR 排序不同之結果。 
 
除了做為辨識核心期刊的工具，採用文獻計量分析衡量學術論文的

研究能量，能在同儕專業評審之外，提供一項客觀的佐參資料(羅於陵、

洪文琪、蔡旻樺，民93) 。在衡量學術研究績效時，同儕評審(peer review)
是最常見的方式，但同儕評審的侷限性包括了，論文審查結果決定於審

查委員名單，再者，跨領域及新興學門的興起，使得學者無法掌握充分

的資訊對研究成果提出評量。此時呈現研究者過去成果績效的客觀量化

資訊，便成了提供同儕評審的一項重要資訊(van Raan, 1996)。在以引用

文獻分析作為評估學術研究成效的研究方面，五○年代起就已有學者發

表相關的文獻。Clark（1957）發現文獻被引用的次數多寡和作者的學

術地位二者的相關係數達到0.67，Myer（1970）的研究指出引用文獻是

個相當不錯的學術地位評估標準，Virgo（1976）主張引用文獻分析是

一種相當正確且一致的評估科學性學術文獻的方法，其結果甚至比科學

家的個別判斷更能反應出整個學科的學者們對學術地位的認同(張海

燕，民93)。 
 
引用文獻分析最重要的特徵，是對大量的引文數據進行定量分析研

究。國外對於引用文獻的研究一直有蓬勃的發展，將引文分析理論實際

運用於引文索引的建立，也已經有相當的成果，例如SCI 已被視為最具

權威性的引文資料庫，反映世界各國超過6000種最重要科技期刊的引文

狀況。引用文獻分析已可以廣泛地應用於使用者的研究與各學科及各類

型文獻的研究、以此評估期刊論文的學術表現、作為評估學者專家研究

成果的客觀憑據。進一步更將其應用在檢索系統、圖書館館藏發展等領

域。就圖書館而言：歷年的引用數據分佈可作為期刊訂購、經費控制、

期刊典藏決策之參考；就作者而言：可得知最熱門、最具影響力、被使

用最多、最具生產力或生命週期最長的期刊，作為投稿的參考。 
 
期刊文獻引用定律對於分析各學科的發展極具參考價值，ISI 編製

的引用文獻索引誠然具有其所謂的國際權威地位，不過，引用文獻索引

存有若干潛在的缺點，使用同一指標評鑑不同學術領域的研究成果並不

恰當，若不先瞭解此一工具的結構性限制與缺點，過度運用作為學術成

果評鑑指標，將對許多研究者個人及機構，尤其對於一些不是「熱門、

當紅」而屬於「冷僻、艱澀」的學科，產生不公平的對待(張海燕，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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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用文獻分析法與期刊館藏評鑑 
 
由於期刊被認為是提供最新研究現狀的文獻，所以有許多的引用文

獻分析便是基於期刊文獻中的引文來進行分析，引文分析提供統計數據

的支持協助館員進行館藏資料價值的評估，幫助館員提供適當的資訊服

務(Griscom, 1983)。引用文獻分析應用到館藏評鑑，則是以圖書館使用

者的著作為對象，分析其著作的引用文獻。引用文獻的研究方式與範圍

包括：引用文獻模式 (Citation Pattern)與參考文獻模式 (Reference 
Pattern)，兩者的研究目的是有所區別的。前者以研究特定文獻被引用頻

率及年限為主，其分析單元為引用文獻；而後者主要研究特定主題或期

刊、文章中所參考或引用的文獻類型、年代、語言別等特性，其分析單

元為每一篇文章所含或列出的附註、註腳及參考書目(鄭麗敏，民 83，
頁 109-110)。簡言之，期刊引用文獻分析法就是以文獻所列之參考書目

為研究對象，進行相關的統計分析，以獲知一次文獻被其他文獻引用的

多寡、某學門之重點期刊及館藏期刊被引用之狀況等資訊。不過，對不

同學科領域的讀者而言，期刊的重要性會有所不同，Garfield 指出，在

科學領域中，學者傾向於從期刊中獲取資訊，也較常引用期刊中的文

章；吳明德教授也指出，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類的讀者，較常引用期刊

文獻，因此，利用引用文獻分析法瞭解館藏期刊滿足得者需求程度時，

以科技類之讀者之出版品為分析對象較有意義(Garfield, 1980)。  
 
圖書館進行引用期刊文獻分析的程序，首先要蒐集讀者的出版

品，從其中引用文獻部份找出屬期刊性質者，再實地與館藏期刊目錄核

對，即可計算出館藏期刊滿足讀者需求的程度。在此過程中，亦可瞭解

那些館藏期刊是最常被引用的。由於引用文獻分析法的設計主要是辨識

一個圖書館滿足其研究者需求的整體能力，可以檢視一般館藏，也可同

時了解專門領域館藏的強弱，對於大學圖書館發展系所館藏特別有用，

常被引用而館藏未有者，可列入採購清單，而西文期刊對學術圖書館館

藏發展與資訊服務皆具有重大的影響力。本研究的目的為了解海大圖書

館期刊館藏(包括紙本與電子期刊)可以滿足該校教師研究及支援其期刊

期刊論文發表之情形，因此選擇引用文獻分析法，進行相關議題的探討。 
 
LaBorie 與 Halperin 認為引用文獻直接證明了文獻的被使用，間接

證明了圖書館資源的被利用(LaBorie & Halperin, 1976)；透過引用文獻

的分析，有助於了解學者的創作歷程與研究的習慣(Heinzkill, 1980)，進

而可以追溯學科內訊息傳播的過程，圖書館更能藉由這些研究成果作為

本身館藏規劃的參考(張郁齡，民 80) ，Peat 也認為引用文獻分析法是

探討學術圖書館館藏支援學術研究情形的一種適當的評鑑方法(Peat, 
1981)；Johan  Leif Olaisen 在他以人口統計特徵探討大學教師行為的博

士論文中指出，大部份教師認為期刊是最重要的資訊來源，期刊或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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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列的引用參考文獻是最重要的檢索工具(Olaisen，1984) ；陳雅文也

在他的碩士論文「國立台灣大學工學院與文學院教師資訊行為研究調查

研究」中獲得相同的結論(陳雅文，民 79)。因此圖書館利用引用文獻進

行館藏評鑑，不失為一種客觀的研究方法。 
 
一所大學圖書館應有足夠數量與深度的館藏來支援教學並滿足研

究計畫之需，要達成此目標，必需輔以適當的評鑑方法做為管理館藏的

依據，透過博碩士論文或教師著作等成果之引用文獻來評鑑館藏的適當

性是合宜而可行的。 
 

四、引用文獻分析法應用的限制與優點 
 

引用文獻分析是基於數理統計方法的應用，以揭示文獻間存在的

數量規律(蔡明月，民 93)。在科學發展的歷史長河中，任何一門學科或

一項技術的更新和發展都是建立在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

的。可以說繼承與發展是人類科學進步的基本規律。論文之間的引證現

象正是這種基本規律的具體體現。著者通過在所撰論文中列出參考文獻

(或註腳)來表明對前人(或著者本人過去)研究成果的承認、借鑒、繼承、

修正、反駁、批判或者向論文的讀者提供進一步研究的文獻線索及事實

或數據依據等，這樣便在著文與引文之間建立起一種特殊的引證聯繫

(孟連生，民 85)。使用引用文獻分析法，基本上已建立了一些假設，例

如參考文獻和引用文獻的內容必有相關性、引用次數的多寡和資料的重

要性成正比等。 
 
由於引用文獻分析是一個完全量化的研究方法，不同學者對於引用

文獻及引用文獻分析是否能夠真正探究、展現學術發展歷程，抱持著不

同態度。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對引用文獻的動機與本質上的爭議(羅
思嘉，民 90)。傅雅秀綜合詮釋兩位 MacRoberts 提及的引文分析問題：

1、用而不引；2、偏見的引用；3、引用二手資料；4、無法引用非正式

的資訊來源；5、自我引用；6、對文獻忽略、遺漏；7、技術上的限制；

8、學科領域大小不同，不可在同一標準下評比；9、語文不同之障礙；

10、負面批評引用；11、跳過二手資料直接引用(傅雅秀，民 88)。羅思

嘉綜合 Weinstock 及 Garfield 所提出的 15 個不同引用文獻的動機，將引

用其他文獻的目的分為五類：1、對於先前作品的作者或研究表示尊敬

的一種方式，表現其對該研究領域的影響與重要性；2、提供與文獻內

容或所涉及研究相關的背景資訊，其中可能涉及該被引用資料對學科發

展所產生的影響與衝擊；3、展現作品的獨特之處，透過論點、研究方

法等的比較，顯示該作品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角色及獨特性；4、支

援文獻所希望表達的看法與理論，透過引用資料中所闡述的共同觀點，

獲得認同；5、隱含搜尋資訊的線索，提供閱讀者進一步就同一議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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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議題更多的參考資訊(羅思嘉，民 90)。除了 Weinstock 及 Garfield
所提出的目的之外，引用文獻的目的還可能是文獻篇幅以及學術政治層

面的考量。透過引用的模式，告知閱讀者資料或者是詳細情況的出處或

是參考資料，可避免文獻過於冗長(Kostoff, 1998)；政治考量意指引用文

獻除了支援文獻內容外，其中部分能具有其政治考量因素，例如研究上

的合作引用目的，除了內容的引用，評鑑可能是另一個引用動機，在不

同的研究團體中可能協議互相引用彼此的作品，以藉此提高被引用的次

數。自我引用也可能是相同因素下產生的結果(羅思嘉，民 90)。此外，

有學者認為該法無法顧及讀者瀏覽資料的情形，研究結果可能不夠週

延。蔡明月教授提及，在眾多批評引用文獻分析之研究中，自我引用、

引用錯誤、引用均等及二次引用等最受爭議(蔡明月，民 92)。吳明德教

授歸納了以引用文獻分析法來評鑑館藏的缺點：(一)讀者使用館藏的目

的並非僅為撰寫論文，因此本法並不能完整地反應讀者使用館藏的情

形；(二)讀者引用文獻之習慣並不一致，會影響本法的正確性；(三)僅
適用於讀者有學術出版品的圖書館(例如，學術圖書館及某些專門圖書

館)(吳明德，民 80)。當然，讀者閱讀的期刊遠比發表引用的期刊還要

多，像 Scientific American ，此外，研究的興趣也會改變，所以圖書館

與使用者保持密切的接觸，仍是無可取代的方法(Dole & Chang, 1996, 
p.32-33)。當我們思索期刊在大學圖書館的定位時，應回歸到探求使用

者真正的需求，進而重新評估圖書館作業應作出何種調整與改變，以期

能在有限的經費、空間與人力下提升館藏的滿足率，達成支援學術研究

的使命。 
 
僅管引用文獻分析法有一些使用上的質疑與侷限，它仍不失為一

種較客觀的評鑑方法。Hayes(1983)證實引用文獻分析是一種「有效」的

測量方法；Clark(1957)發現引用文是一種好的指標；兩位 Cole(1971)指
出排除引用錯誤、負面引用及視所有引用同等重要等問題，引用文獻分

析仍具有正面的評估價值(蔡明月，民 93)；Nelson 認為引用文獻分析法

的結果可以做為圖書館採訪、館藏發展、資料保存、淘汰、參考服務等

業務的參考(Nelson, 1977)。Eugene Garfield 認為引文分析在圖書館期刊

館藏的管理上有極大的潛在價值(Garfield, 1972)。Michael Bowman 認為

採用引文分析法可以瞭解在各學科領域中，學者們所引用的文獻是偏向

於哪一種型式，以作為採購預算分配時的指導方針(Bowman, 1990)；布

瑞坦及萊恩建議，若以參考文獻為分析的樣本來源，只要使用夠多的資

料來源，將可提供有關文獻使用及核心期刊方面更有價值的資訊(鄭麗

敏，民 83)。 國內吳明德教授在「我國公立大學圖書館支援研究所學術

研究之檢討」研究中指出，引用參考文獻在學術交流上扮演了知識傳承

的重要角色(吳明德，民 78)；蔡明月教授曾針對醫院圖書館進行期刊使

用與引用文獻分析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以引用文獻資料來預測實際的

使用率比用影響係數評估來得好(Tsay, 1998)；林龍德認為引用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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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用於評鑑圖書館的期刊館藏，以確認研究者所使用之核心期刊，以

作為圖書館訂購期刊時佐參資料(林龍德，民 86, 頁 13)。從蔡明月歸納

的 12 項 SCI 之特性及其應用可見，引用文獻索引具有多面向的優點(蔡
明月,民 92)，由學術傳播自然形成的網絡發展為工具，幫助學者進行研

究工作，促進學術的發展；並運用研究者同儕論著中的相互引用，經過

量化處理的機制，揭示專業期刊的重要性及個人與機構研究水準，而躋

身為學術評價的一項有力工具(張海燕，民 93)。 
 
引用文獻分析即便存在著不少干擾變數，在資訊計量學甚至資訊

科學學域中，各方研究欣欣向榮。究其原因不外是：1、沒有一種既簡

單、直接又實際的技術可以掌握所有文獻的使用情形；2、價值判斷早

在文獻被引用時即已完成；3、可以容易且精確地選擇引用的數據；4、
引用文獻分析是唯一對作者使用文獻最容易觀察到的指標(蔡明月，民

93)。吳明德教授歸納，以引用文獻分析法來評鑑館藏，有下列的優點：

(一)可以瞭解讀者使用資料之特性(資料類型、年份、語文等)；(二)明確

指出讀者已使用而本館並未蒐藏的資料，圖書館可藉以彌補館藏缺失；

(三)可蒐及全部或某類讀者的出版品加以分析，是一種有彈性的館藏評

鑑方法(吳明德,民 80)。因此，藉由分析引用文獻的特性，將有助於圖書

館了解讀者使用資料時的傾向，以及探討圖書館館藏支援讀者從事學術

活動(尤其是指學術文獻之撰述)的能力。 
 

 

第三節  期刊館藏支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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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書館服務最

基本的後盾在於擁有適當合用的館藏。館藏之於研究如同實驗室之於科

學家是相輔相成的，因此許多圖書館都希望透過評鑑方式來了解館藏支

援其服務對象的情形。 
 
吳明德教授認為，以引用文獻分析法做為評鑑館藏的一種方法，

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圖書館館藏支援讀者從事學術活動(尤其是學術文

獻之撰述)的能力。圖書館首先找出讀者的著作，以著作中的引用文獻

與館藏核對，計算引用文獻為館藏擁有的比例，比例越高，表示圖書館

館藏支援學術活動的能力越高(吳明德，民 80，頁 165)。從館藏評鑑的

觀點來看，期刊的評鑑採用引用文獻分析法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讀者所

使用的期刊是否為圖書館所有，亦即藉著引用文獻分析法瞭解館藏期刊

滿足讀者需求的程度(吳明德，民 80，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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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進行教師著作與博碩士論文引用文獻館藏滿足率研究的文獻

不少，且研究結果顯示，美國幾所大學圖書館館藏的符合率高達

91.2%-97.7%，印度的大學也有86.4%。例如Greene針對Emory University
物理系所做的研究報告，他透過 Dialog 的 SciSearch 資料庫檢索其收錄

1988-1991 年的文獻，查得該系教師著作 101 篇，共計引用 2,671 筆文

獻，其中期刊占 83.4%、圖書占 7.2%，研究顯示 Emory University Library
館藏的滿足率高達 96.8%(Greene, 1993)；Dykeman 以分析教師著作引用

文獻情形，評鑑 Geor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brary 的館藏，他透過

INSPEC 資料庫及 SCI 資料庫，查出 1989 年共有 711 篇教師著作，扣

除 11 篇沒有引用文獻外，共得到 13,982 篇引用文獻，其中期刊文獻計

8,962 筆(1,309 種期刊)，約占 64.1%，僅管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自 1976 年至 1991 年間共刪減了約 25%的期刊，館藏期刊的滿足率仍高

達 91.2% (Dykeman, 1994)。Ovens 因為南非 University of  the Orange 
Free State Science department 教師抱怨期刊預算突然刪減 10%，因而進

行引用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研究，他從 SCI 光碟版找出 1993 年 1 月至

1994 年五月間五系教師所發表 132 篇文章所引用的 2,844 筆文獻進行分

析，選出每系引用次數最高的前 10 名期刊，共 50 個刊(含重複刊)，館

藏可以提供的滿足率為 76% (Ovens, 1995)；Gooden 曾隨機抽樣 1996 至

2000 年間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化學博士論文 30 篇進行研究，研究顯

示，其引用的 3,704 筆文獻中，期刊占 85.8%計 441 種，Ohio Stat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ibrary 擁有率高達 97.7%，館藏所無資料大多可透過其

他校園或 OhioLink 取得(Gooden, 2001)。 
 
Barooah, Begum 和 Sharma 針對印度不同的大學，在 1977-1997 年

間完成的 19 篇有機化學博士論文所引用的 4,253 筆文獻進行分析，研

究結果顯示，期刊占 85.42%，被引次數最高的前 30 種期刊(只有兩種是

印度文)占被引期刊文獻的 85%，位於 Jorhat 的區域研究實驗室圖書館

擁有其中 22 種，並可以滿足期刊引用文獻的 86.4%(Barooah, Begum & 
Sharma, 1999)。Heidenwolf 曾執行一項計畫，以 1991 年五種流行病學

期刊所刊載論文引用的 623 筆文獻為清單來評鑑密西根大學圖書館系

統(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system)與公共衛生分部(public health 
branch)的流行病學館藏，研究顯示被引用的期刊中 94.94%是圖書館所

擁有的期刊(Heidenwolf, 1994)。Johnson 先後以引用文獻分析法評鑑德

州科技大學圖書館( Texas Tech University Library，TTU )的館藏，他曾

針對該校七位數學系統計課程教師在 1993 年與 1994 上半年所發表的

14 篇論文的引用文獻進行調查，調查結果顯示 TTU 圖書館擁有其中

68.4%的期刊(Johnson,1996)；針對該校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九位教師於 1996及 1997年發表的 24篇論文所引用的 950
筆文獻進行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期刊方面，該校圖書館可以支援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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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刊(Johnson,1999)。    
 
反觀國內博碩士論文或教師著作引用文獻的研究調查，館藏的滿足

率相形低了許多，吳明德曾以九所公立大學七十三學年度畢業的博碩士

論文為分析對象，進行「我國公立大學圖書館支援研究所學術研究之檢

討」，研究結果顯示，在期刊方面，臺大圖書館滿足需求程度最高

(68.89%)，中山大學最低(39.70%)，若就科技類而言，引用之期刊文獻

占 61.40%，期刊獲得滿足百分比為 60.12%(吳明德，民 78)。彭美華(民
84)也曾探討台大數學系圖書室館藏支援教師學術研究之情形，研究顯

示，該校數學系教師著作 321 篇，其中期刊有 264 篇，所占比率最高

(82.24%)，同時，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教師 321 篇著作中共引用 1,508
次的期刊文獻，占所有引用文獻的 63.44%；而就整體館藏支援程度而

言，該系圖館藏可以滿足教師引用文獻之需求為 76.53%；林龍德(民 88)
曾針對東吳、淡江、輔仁、文化四所私立大學之碩士論文進行所屬圖書

館支援情況之探討，四校有效引用文獻 43,534 筆，館藏支援率約在

27.44%至 53.35%之間，若從資料類型來整合分析四校館藏支援率，其

中期刊 16,311 筆，支援率為 45.77%。 
 
茲綜合上述學者對圖書館期刊館藏支援學術研究的情形，就研究

者、研究對象、引用期刊文獻情形、館藏期刊支援率等項目整理成分析

表，以便瞭解各校圖書館的館藏支援程度，詳見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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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大學圖書館期刊館藏支援教師或研究生學術研究分析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引用期刊文獻情形 
館藏期

刊支援

率 
Greene  Emory University 

Library  
物理系教師著作 101 篇,引
用文獻中期刊占 83.4% 

96.8% 

Dykeman Georg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brary 

教師著作 700 篇，引用文獻

中期刊 8,962筆，約占 64.1% 

91.2% 

Ovens  University of  the 
Orange Free State 
South Africa 

五系教師 132 篇文章，引用

2844 筆文獻，每系引用次數

最高的前 10 名期刊，共 50
個刊(含重覆) 

76% 

Gooden Ohio Stat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ibrary 

Ohio State University化學博

士論文 30 篇，引用文獻中

期刊占 85.8%，計 441 種 

97.7% 

Barooah, 
Begum 和
Sharma 

Reg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 Library 
in Jorhat (Assam 
state of India)  

19 篇有機化學博士論文引

用文獻中期刊占 85.42% 

86.4% 

Heidenwol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system & public 
health branch 

五種流行病學期刊論文引

用文獻 623 筆 

94.94% 

Johnson  Texas Tech 
University 
Library，TTU 

數學系統計課程 7位教師之

14 篇論文引用文獻中期刊

占 46.7%  

68.4% 

Johnson Texas Tech 
University 
Library，TTU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Library 
教師 24 篇論文，引用文獻

中期刊占 67% 

66% 

吳明德 台大、交大、清大、

政大、成大、中央、

師大、中興、中山

大學圖書館 

九所公立大學 73 學年度博

碩士論文引用文獻中，期刊

占 54.12%，科技類引用之期

刊文獻占 61.4% 

科技類

期刊平

均

60.12%  
彭美華 台大數學系圖書室 教師著作引用文獻 2,377

筆，引用期刊文獻 1,508
次，占 63.44%  

76.53% 

林龍德 東吳、淡江、輔仁、

文化四所私立大學

圖書館 

四所私立大學中文、經濟、

化學所 573 篇碩士論文，有

效引用文獻 43,534 筆，其中

引用期刊 16,311 筆 

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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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教師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學術的研究需要充份的資訊以協助客觀的分析，大學圖書館必須了

解其主要服務對象的資訊需求、取用資訊的方式，以及對圖書館資訊與

服務的依賴程度等，方能適切扮演圖書館的角色。由於研究對象為海大

生科院專任教師及其學術期刊論文著作引用之期刊文獻，故相關分析側

重在與本研究對象較為相關之科學領域之資訊需求(information needs)
與資訊尋求行為(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之研究及調查。 
 
一、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 

 
讀者研究的先鋒 Maurice Line 將資訊需求定義為「一個人為了他的

工作、他的研究，以及構思他所需要的東西(edification)等」(Elayyan, 
1988)。Goggin 將人類的資訊需求分成六大類：(一)解決日常生活疑難

問題所需；(二)免除意外傷害及危機所需資訊；(三)保持新知所需資訊；

(四)個人文化、宗教及家庭生活所需資訊；(五)個人興趣、嗜好及休閒

活動所需；(六)屬於特殊讀者群的資訊需求(Mendrinos, 1994)。Mick， 
Lindsey 和 Callahan (1980)將資訊需求分為應用的和補充的需求，前者

是為了特定的問題而去尋求解答，後者是為了維持自己的能力所產生的

需求。Robert S. Taylor 認為讀者的資訊需求由下列四個階層形成：(一)
隱藏中的需求(Visceral Need)；(二)意識中的需求(Conscious Need) ；(三)
已形成的需求 (Formalized Need)； (四 )修飾化的需求 (Compromised 
Need)(楊曉雯，民 83)。Wilson (1981)認為，資訊需求的形成受到個人特

質、角色因素、外在大環境及其他因素的影響。陳欽智教授則說，資訊

需求是一種抽象的概念，用來說明人為何會去尋找、發現和利用資訊；

資訊尋求是個人為了滿足資訊需求而採取的解決途徑(陳雅文，民 80)。
Menzel, Herbert 指出，要定義科學家們個人的資訊需求是困難的(Hurych, 
1986, 159)。因為資訊需求定義困難，研究趨勢由研究使用者的資訊需

求轉為研究使用者的行為。依據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的界定，資訊需求行為就是資訊利用，利用資訊來滿足一個人

的資訊需求的行為(Kent, Allen.Kent, 1989)。Line, Maurice 認為資訊尋求

行為係因某人覺知其目前的知識狀況少於所需，所產生的行為。資訊尋

求行為涵蓋範圍包括使用的資訊來源和查尋資料的途徑。資料來源如期

刊、圖書、研究報告和人際溝通等，查尋資料的途徑，則指利用圖書館

的目錄、索引摘要、直接到書架上瀏覽、電腦檢索及從他人口中得知等

(傅雅秀，民 86)。 
 
Hart (1997)認為，由於教學與研究會產生使用各類資訊的需求，因

此對於教學與研究上不同的基準(例如要求開課數)，可能會產生資訊搜



 

 25

尋行為的差異；而研究人員在研究與發表著作上則承擔較大的壓力。而

影響讀者向圖書館提問的四大可能性：(一)心中有疑問產生；(二)意識

到問題應被解答；(三)尋求解答的動機；(四)向圖書館尋求解答(Lancaster, 
1984)。Taylor, Robert S.更提出使用者導向模式(User-Driven Model)，強

調資訊的價值以使用者為基礎，唯有使用者才能判斷資訊的價值(Taylor, 
1986)。Lancaster (1995)認為，使用者過去的經驗、蒐尋資訊所花費時間

和金錢、資料的可及性和是否容易使用等因素會影響資訊來源的選擇。 
 
綜上所述，一個人意識到自己的知識有了某些問題或不足，想要

解決或為了維持自己的能力時，就會產生資訊需求。在複雜多變的環境

中，想提供讀者有效的決策，就必須了解讀者的資訊需求；也由於資源

有限，而服務需求與日俱增，使得館員在服務上感到困難，對於大學圖

書館而言，則是有必要去分析師生讀者群的需求以及輔助性的相關問

題，例如教師想要何種資訊，他們擁有那些資訊技術或希望能有何種資

訊技術，何種資訊管道與資訊類型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他們最關心的資

訊問題是什麼等(Westbrook, Tucker, 2002) 。研究顯示，大學教師尋求資

訊的原因主要有輔助教學與實驗、應研究之需：支持進行中的研究計畫

或準備未來的研究計畫、參加或主持研討會或演講或發表論文、他人邀

稿或投稿、升等之需、個人興趣等。 
 

二、科學資訊需求、期刊資訊需求和資訊尋求行為之調查研究 
 
自從 1948 年 Bernal, J. D.對英國科學資訊利用進行了前導的研究

後，成百的研究嘗試去調查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獲得研究所需資訊

的方法；1959 年 Snow, C. P.著名的講演”The Two Culture”出版後，全球

科學家和他們的興趣變成吸引認真研究的議題 (Hurych, 1986)。 
 
研究圖書館使用者的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並廣泛應用於學

術研究，始於 1960 年代(Wilson, 1994)，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問卷法、訪

談法和觀察法三種。Carolyn Eager 和 Charles Oppenheim 以觀察法研究

Strathclyde University 使用者需求時指出，學者從事研究時，期刊是最

重要的資訊來源，研究者需要的期刊圖書館未必都訂購 (Eager & 
Oppenheim, 1996)。 

 
至於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資訊尋求行為的研究調查方面，1952 年

赫納(Herner)調查約翰霍普金斯大學內，純科學與應用科學學者蒐集資

訊的情形，這些科技研究人員查詢資料的途徑依序是：他人推薦、利用

圖書及文章的引用參考書目、定期翻閱文獻、利用索引與摘要、書目，

而少利用圖書館之卡片目錄、書評及出版商廣告(陳雅文，民 80)。1959
年 Voigt, Melvin 訪問 200 位北歐科學家獲取資訊的情形，並將科學家的



 

 26

需求分成三種：(一)跟上新資訊、保持不落伍(或稱 current approach)；(二)
特殊資訊的需求(the need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or the “everyday 
approach”)；(三)所有相關資訊的需求(或稱 exhaustive approach) 。1965
年 Aims, A.調查英國 1,694 位科學家的資訊需求，結論是圖書館在科學

家研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只是一個儲藏所，而不是資料的來源

(Hurych, 1986, 158)。1967 年海澤與波特就澳洲農業人員進行調查，以

瞭解他們對各種資訊來源的評價，結果顯示，這些研究人員在撰寫研究

計劃和論文時，學術期刊是最重要的資訊來源(Hazell, J. C. & Potter , J. 
N., 1986)。Barbara Skelton 針對科學家的比較研究發現，最常被利用的

資料型式是期刊文獻(Skelton, 1973, 148)； Rosalind Walcott (1994a)針對

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生物所於 1989到 1992年間完成的博碩士論文引

用的 13,100 筆文獻抽樣 2,030 筆進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期刊文獻占

了引用文獻的 91.8 %；1991 年 Rosalind (1994b)更新 Williams 的研究，

她利用 Marine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Contribution Series list 找出紐約

州立大學石溪分校海洋學研究中心教師在 1986-1991 年間發表的著作，

同樣檢視其引用文獻，研究發現，教師著作所引用的文獻中期刊占

78.8%；根據 1992 年版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報導全世界約有 55,000 種科技期刊，其中基礎科學引用文

獻 95%來自期刊；P. K. Barooah, D. Begum 和 N. N. Sharma (1999)針對

印度不同的大學，在 1977-1997 年間完成的 19 篇有機化學博士論文所

引用的 4,253 筆文獻進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依引用資料類型區分，

被引用的文獻中期刊占 85.42%；陳雅文對台大工學院教師的調查顯示，

最常被利用的資料以學術期刊為主，占 88.6%(陳雅文，民 79)。 
 
1986 年 Broadbent 因美國猶他大學 Marriott 圖書館為設計符合教師

需求的線上目錄，而以該校文學院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資訊搜尋行為

研究，研究顯示，文學院教師最常用的三種資源依序為所閱讀書籍文獻

的參考文獻、主題目錄、印刷式索引、目錄及研究指南；文學院教師較

重視本校圖書館館藏；終身教師比年輕的非終身教師更常使用電腦輔助

參考工具；並認為可以列出所有館藏(包括圖書、期刊、小冊子、手稿

等)的目錄最為有用。1989 年 Bichteler, J.與 Ward, D.調查美國地理學家

的資訊行為發現，他們平均每週花費 4 小時尋找資料，最常利用的資訊

來源是期刊和人際溝通(Bichteler, J. & Ward, D., 1989)。 
 
此外， Blagg-Huey Library 的行政成員在 1995 年發展了

FIRST(Faculty Information Research Service Team)教師資訊研究服務隊

計畫以協助教師檢索，他們藉助 CARL Uncover 系統，提供多達 50 種

期刊的目次建檔，透過 e-mail 遞送通知的服務，甚至應特殊須求，協助

處理不完整書目資料的確認與指定參考書需求的管理服務。起初，該計

畫服務的對象是使用館際合作頻率較高的教師，隨著需求的增多，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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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員也投入服務計畫。為了深度了解教師需求以改善現有服務，在決定

投入計畫人員的層次，透過取樣自 4 個校區、不同學門領域、不同使用

率教師的訪談(interview)與全面教師的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兩種方式

蒐集教師資訊需求資料。研究發現，教師的資訊需求會隨學門領域有所

不同，不過重點都包括了文獻檢索與技術發展兩個基本範躊，普遍都希

望能選擇以電話提出需求，透過校園 e-mail 取得資料，擁有客置化為基

礎的服務。該研究還建議應該提供教師如下服務：協助教師發展個人資

訊管理系統，透過多元的傳遞方式，依據個人需要提供資訊指導，以及

管理網站與全文等數位資訊的深層服務。該項研究計劃獲得的立即優點

是明顯可見的，例如，投入研究過程的館員，對於計畫的發展感到興趣，

對有能力致力與了解研究過程感到自信，並且可以持續產生一些想法來

符合教師的資訊需求。當然提供該些服務需要主管的支持、人力的投入

與經費的支援 (Westbrook & Tucker, 2002)。Olsen(1994)也指出，不同學

門領域的學者，在決定一份文獻內容是否符合需求時，化學家、人文學

者、社會學者的依據各有不同。陳雅文曾採用問卷調查法探討國立臺灣

大學工學院與文學院教師資訊尋求行為之差異，研究結果顯示兩院教師

大部份的資訊尋求行為達顯著差異，同院教師大部份的資訊尋求行為無

顯著差異。兩院教師對電腦檢索資料庫的興趣不高，但工學院教師的使

用比例高於文學院教師甚多。無法迅速獲得資料及已知有該資料卻拿不

到是兩院教師常有的問題(陳雅文，民 79)。 
 
傅雅秀教授為瞭解國內水產科技人員尋找資料的型態和行為，及對

水產資訊的需求，於民國 77 年以問卷調查從事漁業、水產食品科學和

養殖工作之水產研究人員；為探討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研究人員的科學

傳播型態與資訊尋求行為，以及在資訊網路環境中研究人員對未來科學

傳播與資訊尋求的感知，於民國 84 年採用文獻分析法與調查研究法進

行研究。前項研究結果發現，大抵年資愈少者，發表論文的篇數愈少；

有半數的人固定翻閱 6 至 10 種專業性期刊；水產學家最重要的資訊來

源是期刊，其次為索引、摘要，再次為期刊或圖書內所列引用之參考文

獻。由問卷中發現，即使在學校教書的人，也認為在做實驗和研究上，

比在教學上更需要資訊；找不到資料時，80%的人會請求館員協助；找

資料的困難主要是缺乏最新情報、缺乏國外資料、缺乏水產主題館員；

建立電腦資料庫、提供文獻檢索服務、加強館際合作是對資訊服務的建

議(傅雅秀，民 77)。在後述研究結果中，她強調生命科學家是資訊的生

產者也是資訊的使用者，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資訊管道，一方面製造科

學資訊，一方面尋求資訊，問卷調查得知，大部份研究人員認為未來網

路環境中，書架上瀏覽、紙本圖書期刊、同行評審、面對面溝通、以及

學會活動仍具重要性(傅雅秀，民 86)。 
 
時隔十餘年，海大生命與資源科學領域相關系所幾經更名，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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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是否改變？圖書館對於身兼教學、實驗與

研究重任，還有主持研究計畫、發表學術論文、參與研討會等多種需求

教師的重要程度究竟如何？也引發本研究再探究竟的興趣。                             
 
圖書館學之讀者研究從 1940年代的系統導向到 1970年代的使用者

導向，曾經歷過許多不同的派典(Paradigm)，其主要關注的重點，都在

於人是如何產生資訊需求？為什麼會產生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行為？ 
(程良雄、黃世雄、吳美美，民 87)。而教師研究過程中隨時需與外界環

境進行互動，所需之資訊講求創新與精確，在專注研究主題內容的同

時，面對大量湧現的資訊，必然期望以最小的努力獲得最大的效益，此

時資訊的可得性與是否符合需求自是重要的考量。大學圖書館應以教師

實際的資訊需求為導向，持續地蒐集個人所需而無法負擔或不須隨時擁

有的資料，增加資料的時效性與可得性，提升館員的能力，以強化對教

師研究的支援能力，更適切扮演大學圖書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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