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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evaluate research quality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aiwan. At first, it refers to 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s in the UK 
which provides ratings of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conducted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UK, to inform the selective 
allocation of fun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undertaken. The expert 
peer review system which is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RAE is explored with 
evaluation procedures in the study. Citation 
Analysis with its application is also studied in 
the article. As citation analysis is 
bibliometrics and it is not suitable for applied 
as a main tool in research assess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t last, the article 
makes some conclusion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research assess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in Taiwan with expert 
peer review, besides, SCI, SSCI and citation 
counting data can be used as a metric 
informa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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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學排名與大學評鑑近來成為國內外十分關注的

課題，而且各單位提出大學排名結果均不盡相同，

令人質疑什麼樣的大學評鑑與排名是合理可信的。

我國大學在近十餘年大幅成長，從原本的四、五十

所遽增至一百五十餘所，社會輿論反映高等教育品

質低落，大學生素質下降，於是高等教育大興改革。

教育部近三年不斷進行大學評鑑，但每次公佈結果

總引發許多驚奇與評論。大學歷經近代社會的變遷

在本質上發生許多轉變，從昔日的象牙塔，走向社

會化、市場化與國際化的發展。 

大學在古代是社會培養菁英的場所，而今世界各

國普遍設立，大量招收學生，其理念隨著時代變遷

而發生改變。1852 年，牛津大學學者紐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主張大學之目的在傳授學問，而不

在發展知識。到了 1960 年有所改變，德國哲人耶士

培(Karl Jaspers)主張大學有三大要件：一是學術性教

學，二是科學與學術性的研究，三是創造性之文化

生活。及至近代大學與社會更緊密結合，趨向於在

社會要有實際應用，對此，克爾(Clark Kerr) 進一步

解讀大學，他認為其參與社會成為綜集大學

(Multiversity)，由於知識的爆增及社會各專業發展對

知識依賴與需要，大學已成為「知識工業」之重地。

學術與市場結合，使得大學成為社會服務站，其活

動不再止於教學、研究、還包括推廣、服務、與對

外諮商及合作。[1]這些學說闡釋現代大學是以教學

與學術研究為主要任務，但更重要的是在社會上成

為知識工業站，並彰顯其對社會價值。 

現代大學與社會結合走向了市場化導向發展，21

世紀以來各國競相進行高等教育改革，擴增大學數

目與爭取學生數量，產生高等教育競爭，以及朝向

市場化導向。大學市場化導向發展係視教育制度及

學校為整體經濟的一部份，適用於經濟的供應律

則，對其所提供的服務標價，並在教育市場內與其

他供應商競爭。學校本身就是一事業單位，在可獲

得的資源內，以最有效率的方式，達成最可能的產

出。在此市場，顧客的需求須予以滿足，而教育服

務的提供最終也由顧客所決定。此由消費者主義意

識形態所支配的教育改革，特別顯現在高等教育的

招生、課程提供與經費的爭取。[2]高等教育走向市

場導向的方向，造成大學的高度競爭，加上全球經

濟的衰退，大學經費縮減，造成高等教育學術評鑑

與退場機制。 

我國近年來興起大學評鑑風潮，民國 92 年教育部

積極進行大學評鑑活動，公佈<大學評鑑指標>以對

國內大學院校進行評鑑與建立退場機制。民國 92 年

10 月 19 日教育部第一次大學評鑑公佈震驚學術

界，首度針對全國一百五十四所大學院校，採用

SCI、SSCI及 EI資料庫，統計我國公私立大學及技

職校院教師發表的學術論文總篇數，做為學術評鑑

之參考。這次評比調查結果，前十名大學校院依序

是：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長庚大學、

交通大學、陽明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中興

大學與高雄醫學大學。[3]長庚大學竄起與政大暴跌

至第 41名，這份粗糙的學術評比報告立即引起學術

界與社會一片撻伐之聲。 

有關教育部這次評鑑理念，高教司黃宏斌司長作

出解釋：「大學評鑑最重要是學術成就，原則上以大

學當年度提出的研究論文數為主，並以發表在國際

學術期刊，以及論文被 SCI或 SSCI引用的篇數為標

準，但會依三類型大學訂出不同比例原則。......未來

各大學可自行選擇以何類型參與評鑑，評鑑結果出

爐後評鑑差的學校將扣除所有補助款甚至減招。」

[4] SCI與 SSCI原來是美國 ISI公司的外文期刊引用

文獻索引資料庫，為何成為教育部評鑑大學學術品

質的唯一指標，其合適性引來爭議與討論。 

究竟什麼是大學評鑑？SCI與 SSCI引文分析資料

庫為何成為教育部重視的指標？這樣作合適嗎？什

麼是學術研究評鑑要件？引文分析可用在大學評鑑

嗎？這些是當前大學評鑑熱切討論之際值得研究的

課題。本論文旨在探討大學研究評鑑與引文分析的

應用，首先研究大學研究評鑑的意涵，介紹英國研

究評鑑制度，其次說明引文分析在大學評鑑之應用

與限制，最後探討引文分析應用在我國大學評鑑的

適當性，並提出建議。 

大學研究評鑑 

大學不再是昔日以傳授知識為主的象牙塔，今日

已轉型成為知識創造與傳播重鎮，逐漸走向社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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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新模式，並以市場化導向、國際化與競爭力成為

大學發展的新趨勢。近年來，我國政府及學術界積

極進行大學管理，設立各種規章，加強學術評鑑制

度，包括升等及續聘制度、學術刊物審查、大學評

鑑等，進一步加上國際化、英語化等要求。[5] 

大學為何要評鑑？首先探究評鑑意義，評鑑

(evaluation)又稱為考核、評量或評價，包括「質」

和「量」兩個向度。美國著名的評鑑學者 Scriven曾

說：「評鑑的目的不在證明什麼，而在改善什麼」。

因此完整的評鑑必須符合以下要件：(1)評鑑須是有

用的：評鑑可協助受評鑑者確認其優點與缺點、問

題所在及改進的方向。(2)評鑑須是可行的：評鑑應

運用評鑑程序，並有效的予以管理。(3)評鑑應是倫

理的：評鑑應提供必要的合作、維護有關團體的權

益、不受任何利益團體之威脅與妥協，謹遵應有之

倫理。(4)評鑑應是精確的：評鑑應清楚描述評鑑對

象之發展，顯示規劃、程序、結果等，並提供有效

之研究結果與具體建議。評鑑若是缺乏上述要件，

則可能在過程中扭曲了評鑑的原意。[6] 

評鑑應用在大學則稱大學評鑑，原文為 Academic 

Evaluation，目的是為提升大學教學與研究水準。李

聰明對其界定為：「以科學的手續，收集資訊、資料

來測定構成高等教育的大學所作的各種活動與機能

和意義價值的一種過程。」P.L. Dressel指出大學評

鑑是在測定大學能有效地運用人力、物力、財力等

各種資源與策略，以達成其標榜的目標。[7] 

大學評鑑就是要測定一所大學本質以及其核心功

能，包括各種學術上的教學、研究與社會的服務，

和這些活動對於社會人類發生什麼樣的機能，具備

什麼樣的意義與價值。大學是學術傳播與知識研究

創作的重鎮，向來擔負著學術研究發展責任。在學

術傳播的過程，學術作品藉由學術同儕評鑑以保持

學術品質，仍是目前重要的制度。前美國史丹福大

學校長Donald Kennedy曾對大學的學術研究責任有

一段傳神的描述，他說大學對社會具有學術責任，

其核心是建構於教師的學術活動，包括：大學部學

生的指導，訓練研究生進入其專業領域，從事研究

並發展成果及回饋社會。教師發表研究成果的多寡

與是否發表在優良期刊上成為其升等與大學學術排

名的重要參考。這段說明對大學與教授的學術傳播

責任，以及美國學術界重視用 SCI、SSCI資料庫收

錄期刊資訊作為學術研究評鑑的現象。[8] 

大學是人才培育與知識創造中心，包括的院、系、

所種類繁多，每一學系涵蓋的專門學術很廣泛與專

深，要探測其教學與研究成效是不容易，所以大學

評鑑是很困難，必需要有一套多元評鑑機制、評鑑

標準、以及客觀公正評鑑組織與專家共同合作，才

能發揮大學評鑑成效。 

我國現行大學評鑑體制分為幾個層次：(1)對各

個大學的總體評鑑以及轄下各單位的所系評鑑。

(2)同學科與學門的評鑑。(3)對於個別學者研究成

果的評鑑。(4)針對學術刊物的評鑑。其中對個別

學者與學術刊物評鑑常用 SCI、SSCI 資料庫遂引

起學術界爭議，尤其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門更是激

烈的論辯。[9]大學具有教學、研究、推廣、服務

多種功能，均應列為大學評鑑項目。由於學術研

究是大學核心，加上教育部公佈的學術評比引發

爭議，本論文遂以大學研究評鑑為研究主題。英

國大學研究評鑑近年來深受國際好評，以下就其

意涵、目的與制度加以探討。 

英國大學研究評鑑(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簡稱 RAE) 自 1986 年開始進行，被公認是全球最具

公信力的研究評鑑制度，係由英國大學補助委員會

(UGC)專為評鑑大學研究品質而發展的一種評鑑機

制，每四到五年進行一次，評鑑結果並作為政府研

究補助經費的分配依據，現由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

員會(HEFCE)進行評鑑，已進行 1986 年、1989 年、

1992 年、1996 年及 2001 年 5次評鑑。[10] 

英國大學研究評鑑制度目的在於維持與發展大學

研究的強度與國際競爭力，及提升機構品質以表現

最佳研究成果並且獲得高比例的研究經費。[11]評鑑

的理念是基於大學研究品質，即「智識卓越」

(Intellectual Excellence)，相關的研究品質原則包

括：富有創造力，技術優點，實質的貢獻，有實證

相關，具學術性，以及促進未來發展。RAE對各學

門的智識卓越的判斷，完全尊重評審委員的評鑑，

其評鑑的基本機制為「專家同儕評鑑」(Expert Peer 

Review)和來自大學的出版品，專家評鑑機制將不易

曲解評鑑的本意而維持公正客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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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E專家同儕評鑑(Expert Peer Review)制度係由

評鑑小組(Panel)執行，包括個人及單位整體評鑑，

評鑑領域共區分 68個單元，每個單元涵蓋精細的研

究項目，由 60個評審小組負責評鑑，其成員係挑選

研究卓越人士擔任。英國大學多為公立大學仰賴政

府的補助，政府根據 RAE評鑑結果依公式補助各大

學。RAE評鑑成果共分 1，2，3b，3a，4，5，5* 等

7級，5*級表研究論文品質半數以上達到國際卓越，

其他達到國家卓越層次；5 級表研究論文品質至少

一半達國際卓越，其他達到國家卓越；4 級表所有

論文研究品質達到國家卓越，某些研究可見國際卓

越的證據；3a級表研究論文品質三分之二達到國家

卓越，部份看出國際卓越的證據；3b級表研究論文

品質半數以上達到國家卓越；2 級表研究論文品質

半數達到國家卓越；1 級表研究論文品質沒有達到

國家卓越。獲得最後兩級者不但得不到高等教育經

費委員會補助，甚至被要求改組或解散。[13] [14] 

2001 年評鑑結果共有 80%的研究人員獲得 4、5、5*

級分數；而有 55%研究人員獲得 5、5*級分數。 

英國 RAE評鑑重點是考核研究品質，不是校務的

總體評估。另外，它不強調出版量的多寡，而是由

受評單位提出每一個研究者自認最好的四篇研究，

作為評鑑的基礎，由專業同儕進行評斷。而所謂研

究強調原創性外，並不限於期刊論文，應用研究也

在考評之列，出版品的多樣性。個人送審的資料包

括四篇論著，研究生人數與研究生獎助金額數量。

大學整體評鑑評審項目包括：系所研究成果敘述、

支持與提升研究作法，外界認可標準，及其他有助

評鑑資料。 

RAE 也考量到評鑑學門本質的差異性及卓越性，

如在人文與社會方面，書籍與書籍章節著作均視為評

鑑重點；而英國藥理、藥學等研究水準是世界頂尖，

RAE則對醫學、藥學學門的相關評鑑單元劃分嚴密。

RAE 對人文社會學科研究作品認定有較包容考量，

每個小組可有不同看法，但多元性的思考卻是其主

軸。以中東與非洲研究領域評鑑(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Studies)為例，這個小組所界定的研究作品多

樣性，包括：學術期刊論文、書目、圖書章節文章、

創意作品、短篇論文、演講稿、研究報告、教學教材、

其他電子媒體、及網站期刊等。[15] 

受評單位提出的研究成果如果已有同儕審查意

見，RAE 將作為品質衡量的參考。當研究成果被英

國評鑑小組評審為達到最高等級時，將被要求徵詢英

國以外專家的仲裁，這些專家將提供這些研究是否確

實達到國際卓越的意見。尤其特別強調「研究論文的

評鑑將不採用量化的書目計量指標」，小組成員重視

透過學術同儕的專業標準，進行研究品質判斷，而不

是以量化指標作為評鑑的依據。 

英國對 RAE 制度引此為傲，但也不斷自我反省，

他們針對 2001 年 RAE檢討，在 2003 年 5月發表〈研

究評鑑評論〉(Review of Research Assessment)。這份

檢討報告肯定 2001 年 RAE的價值、目的與作法，對

於 RAE採用專家同儕評鑑表示支持，並認為 RAE確

實達到研究資源分配與提供各學門領域研究品質明

確資訊的二項目的。該檢討報告最後提供若干具體建

議，如未來應該每 6 年進行一次研究評鑑，建議下次

為 2008 年。未來評鑑制度仍應採用專家同儕評鑑以

績效指標為基礎，因此未來程序會更複雜與耗費人

力，所以建議可採用計量學來輔助評鑑委員判斷，但

最後須以學術界對評鑑結果同意為依歸。[16] 

RAE評論建議未來應明確說明「研究能力的評鑑」

(Assessment of Research Competences)，俾使研究評

鑑更透明可信。研究能力評鑑標準建議包括：研究

策略、研究人員發展(包括研究所學生、博士後研究

人員)、研究成果轉成業界實務的成功政策與策略、

提供學術同儕小組資料以外的研究成果傳佈機制

(包括大學鼓勵研究活動與辦法等)。此外，檢討報告

時呼籲尊重學門領域不同而有不同評鑑指標，如研

究人員不一定要交四篇論文，可自由表達其研究成

果，依各學術領域、學術創作與研究的行為與方式，

並由各學門領域依據學門本質發展績效評鑑指標。 

英國在大學研究評鑑建立適合本國需求與研究發

展的評鑑制度，主要採用專家同儕評鑑制度，在人

文社會與理工科技各領域有不同考量，此與我國教

育部以 SCI、SSCI資料庫期刊論文引用次數作為評

量指標作法大相逕庭。SCI與 SSCI源自引文分析與

資訊計量學，究竟其意涵為何？是否適合用在大學

研究評鑑？以下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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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在大學研究評鑑應用 

大學的發展走向市場化，受到美國為核心的新自

由主義市場化影響，成為後進國家模仿標準。在競

爭壓力下，開始把學術生產作成可以量化的指標，

歸結到國家總體競爭力來計算，以量化得分多少來

實施獎懲。每個學校可以分到多少預算資源，甚至

與退出市場相關。另外在國際評比與個別研究教學

人員，常應用簡單的量化方式，如 SCI、SSCI、A&HCI

這些引文索引資料庫與引文分析法，常用來測量科

技與社會學科的學術成就，以下析述引文分析的意

涵與在大學研究評鑑的應用。 

引文分析的意義 

引文分析法(Citation Analysis)是一種資訊計量方

法，常用作評審期刊與研究人員論著。引用文獻

(Citation)係指學術著作之作者引用他人期刊著作，

於其論文的參考書目或註釋中，所列出之引用著作

的書目資料。在科技研究中具有許多獨特的功能，

對於學術研究甚為重要。引用文獻意喻被引用文獻

與本文有某種關係，所以利用文獻可以評估學術論

著、期刊的品質，以及研究學者的影響程度。[17] 

引文分析係指利用數學、統計學及其他方法和比

較、歸納、概括等邏輯方法，並且大多利用電子計

算機的協助，對各種分析對象(例如：期刊、科學家、

科技論文等)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和規律進行分

析，以便揭示出它們所蘊含的研究對象具有的特徵

或對象之間的關係。[18] 

引文分析起源於 1963 年美國科學資訊公司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 ISI)，挑選

科技期刊，將其期刊論文書目與引用文獻書目建立

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即《科學引用文獻索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CI)，資料庫經過多年

建置，資料豐富，其引用文獻累積成的引用次數、

成為重要期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表現的指標，尤

其是科學技術學門領域。SCI 不僅成為科技文獻的

重要工具，由於其包括期刊論文被引用情形，所以

後來 SCI 成為追蹤查詢國際間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

參考工具，於是形成引文分析計量研究。其後 ISI

公司又編製《社會科學引用文獻索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SCI)，與《期刊引用報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簡稱 JCR)，對於社會科學

期刊評估擴大了應用範圍。 

引文分析已成為重要資訊計量的方法，其應用可

大分為下列七類：(1)文獻研究。(2)文獻類型之研

究。(3)使用者研究。(4)科學家寫作歷史研究，依據

科學發展過程中論文撰寫模式，分析科學家寫作歷

史。(5)評鑑文獻書目計量學。(6)資訊檢索。(7)圖書

館館藏發展。在評鑑文獻書目計量學應用方面，引

文分析被用來對期刊、科學家、大學、國家、或其

他科學活動作為評鑑與解釋工具，如常用來評鑑該

學門之影響與生產力，目前引文分析受到歐美科學

技術界行政主管之重視與用作評鑑工具。[19] 

在大學評鑑的應用 

SCI與 SSCI是引文分析理念建置的科技與社會科

學資料庫，由於收錄歐美英語系重要的期刊與其引

用文獻豐富，使得這二種資料庫對學術研究產生下

列重要的應用：(1)作為評估科技與社會科學資訊資

源及學術研究成效之工具。(2)評鑑期刊品質。(3)提

供資訊檢索。(4)評鑑學術研究者與研究機構。(5)探

尋科學間之知識結構。(6)確認某學科之研究前鋒。

(7)提供國家與學門的生產力與學術評鑑等，並在歐

美大學教授升等、學術研究與研究計畫評鑑過程中

成為重要參考指標。雖然資訊計量學專家與科技政

策相關人員對其高度評鑑，但是否適合於我國大學

評鑑制度，需進一步研究。 

資訊計量學專家主張引文分析大量應用在學術作

品的評鑑，R.N. Kostoff分析其有四種功能：(1)作為

圖書書籤，引用文獻可以提供對這篇文章相關資

料。(2)引用文獻可作為人類智慧傳承連結。引用文

獻將這篇文章與其他引用論文作連結，而提供歷史

脈絡呈現這篇文章的貢獻。(3)引用文獻可用來追蹤

主要的研究影響與效果，有助於研究計畫經費的分

配。一般追蹤研究影響十分困難，而引用文獻可提

供放射性追蹤研究影響的功用，並提供分析論文流

程與研究演化、以及其對後來論文的連結追蹤。(4)

引用文獻可提供其他研究影響的資訊，包括：學術

領域有哪些研究論文？學術機構與國家應用哪些研

究論文？研究論文對於基礎研究或應用研究的影

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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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引文分析是計量方法，提供量化數據，但對

事物本質難以作深度描述闡釋，在使用時有其缺點

與限制。R.N. Kostoff警示引文分析若誤用會造成不

當的結果。其一是量化評鑑擴大利用的誤用。引文

分析大都應用在科技研究報告，並隨著研究計畫贊

助而不斷擴展引文分析效應。引文分析產生許多短

期量化資料，對短期研究影響有所幫助，但對長期

研究而言無助於事。其二是聚集引用文獻的加值的

誤用。如果只有一篇論文的參考書目，其所反映智

慧傳承也許不那麼明顯，但是假如有許多論文與引

用參考文獻聚集，則會發生重要的智慧傳承現象(研

究效應與品質)，引用文獻有聚集效果，但未必真實

表現智慧價值。其三是引用文獻用作單一指標有所

限制。在使用引用文獻作為研究評鑑指標時，必須

使用大量與累積多年的引用文獻，否則應用無效。

而且有兩個重要限制：第一是參考書目可能是正

面，也可能是負面；第二是引用文獻可能有偏見，

這會影響研究評鑑結果。並且在不同學門領域引文

分析結果不同，這說明引文分析資料的問題，所以

引文分析僅能作為評鑑的輔助資料。[21] 

何光國教授也指陳引用文獻本質有許多缺點，包

括：(1)撰著者個人教育水平與實務經驗的侷限。因

此使引文的選擇，不能達到較高的標準。(2)撰著者

個人對主題知識的解釋發生偏差。對原著立論，無

法分辨正誤和真偽。因而取捨之時，常易發生錯誤。

(3)撰著者個人對主題知識的解釋，太過狹窄，使引

文與相關主題的論著，失去銜接。結果，使讀者見

樹不見林，損失極大。(4)撰著者利用引文的方式，

欠缺劃一標準。(5)計量上之缺點包括：引文自引

(Self-citation)，聯合執筆，著者同名同姓，著者姓名

相似或異形，引文來源的類型，引用時效消失，引

文數量的起伏不定，研究領域，參考資料漏列，英

文文獻的優勢，美國的偏好，性別的歧視，引文轉

錄的錯誤等。[22] 

何光國教授進一步提醒科學引用索引產製的《期

刊引用文獻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有所限

制，應該瞭解文獻的引用次數，實際上只是一羣變

數的函數，這羣變數，包括作者的聲望、論題的爭

辯性、期刊本身的權威性、期刊的銷路和訂價、複

本的散布、被索引或被摘要選錄的多少，圖書館資

料中心對該期刊的蒐集、和全國研究發展的重點

等。SCI 的《期刊引用文獻報告》資料的不完整，

由於 ISI 公司搜集的期刊文獻並不齊全，而且對開

發中的國家來說，還帶有極強烈的排斥感。在某些

方面，頗有壟斷知識，製造特殊知識階級之嫌。[23] 

問題探討 

上述探討可知引文分析較有利於作為歐美科技研

究評鑑的參考指標，但 SCI與 SSCI有許多限制，非

英語期刊收錄較少，對其為國際指標的稱譽有損。

另一方面，引用文獻先天具有自我引用、引用錯誤、

引用均等、二次引用等缺點。由於其是一種量化指

標，仍需要有質化評鑑配合才符合真正學術研究評

鑑的要求。此外，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向來

較重視圖書文獻，又具有本土與區域性研究的特

質，這些均是 SCI與 SSCI無法涵蓋的，所以我國大

學學術表現整體評比只用 SCI、SSCI作為唯一評鑑

指標是不適當且不公平。這些引起二個問題討論：

我國大學研究評鑑要如何作？引文分析適用在我國

大學評鑑嗎？ 

我國大學研究評鑑如何作 

大學評鑑的目的是為了改善大學的營運與管理，

由於現代大學具有教學、研究、推廣、服務、諮商

合作多元功能，大學評鑑應針對這些功能建立多元

化評鑑制度。所以建議大學研究評鑑應該獨立實

施，其目的主要在評鑑大學研究品質並建立一套合

乎本國國情的制度，依據各學門特色設計研究評鑑

質化與量化指標。而英國大學研究評鑑採用專家同

儕評鑑，涵蓋研究人員與機構評鑑的制度值得參考。 

由於各學門本質不同，我國大學研究評鑑應考量

各學門特色分別評鑑。國科會人文處王汎森前處長

從人文社會學角度提供看法，主張不應該在各學門

間劃一等號，應尊重各學門的生態特色。在人文學

科方面，應考慮其特色進行評鑑，而非用量化工具

機械式從事之，人文學研究的最重要呈現方式之一

是書目，所以建立專書的品質管制機制非常重要，

臺灣並沒有大學出版社的制度，故人文學術專書出

版良莠不齊，這是一個亟待討論的課題。人文期刊

的品質應該是以國科會每六年一度的期刊排序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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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標準。期刊排序未必絕對反映刊物的實質內

容，但是比較能反映國內學術社群對該學門刊物的

評價。撰寫論文或專書應使用何種語言的問題，對

我國而言，英文或其他強勢語言所寫的作品不一定

比較好，而應該以同一行道中最主要的對話社群所

最常用的語言為優先。[24] 

王汎森前處長建議機構評鑑比較合理的方式是把

全國相同系所作為一個評鑒單位，在進行評鑒之

前，委員會應考量這個學門的特性再訂定標準，然

後以五個或十個等第進行評鑒。在人文學科領域

中，不能把引文的頻率看得太死板。自然科學及社

會科學的論文，經常是先以一般文獻回顧的方式開

始，若忽略了相關重要文獻則是一種失職，評審通

常也不會輕輕放過，故計算引文頻率有一定的價

值。人文學科的寫作方式不盡相同，計算引文頻率

就不一定能如實反映論文的價值。而且，前面已經

提到過，專書是人文學科的重要表現方式，而專書

中的引文頻率，卻未被計算在內。 

教育部目前致力於大學評鑑是值得肯定，但大學

擔負多種功能，我國大學研究評鑑應獨立實施，並

依學門分別評鑑，而科技重視期刊論文，人文與社

會科學在論著作品與語言表達，應尊重學門領域意

見，考慮圖書或其他著作成果併入評鑑。大學研究

評鑑可以參考英國大學研究評鑑的專家同儕評鑑機

制，依學門分別列出研究品質的定義與標準由專家

小組去評鑑，應是較客觀符合學術研究本質的作法。 

引文分析在大學研究評鑑的適用性 

由於大學研究評鑑是一複雜與耗費人力的制度，

而且評鑑有質與量二面向，所以資訊計量學專家建

議引文分析在大學評鑑有應用價值。引文分析自

1990 年代中期開始引起資訊科學界的興趣，而提出

兩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主張引文分析和 RAE 兩者之

間有強烈的相互關係，所以在同儕評鑑過程可利用

引文分析的結果，降低評鑑成本。另一觀點是接受

二者間雖有關聯，但引文分析只是一種參考資訊，

不能作為評價唯一指標。[25] 

Charles Oppenheim1997 年的一項研究探討 1992

年英國 RAE 各學門評鑑分數與利用 1988-1992 年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引文資料庫所得

的學門出版論文的引文次數，二者排名是否有相關

性，以基因學、解剖學與考古學學門為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在此三領域，學門引文次數、每一研究人

員平均引文數目與 RAE分數三者間十分相關。尤其

是考古學的強烈相關結果推翻原來認為這學門是以

圖書為主，而少用到引文次數的印象。本研究肯定

引文次數可作為英國學門研究績效的指標，並建議

未來 RAE發展，應該可以將引文計算當成重要但非

唯一的計算分數。[26] 

Michael Norris and Charles Oppenheim在 2003 年

發表論文，以 2001 年英國 RAE考古學門 692位研

究人員的引文作研究，使用 Spearman相關判斷，發

現 RAE結果和引文次數在統計上有高度相關性，此

結果不僅肯定早期的研究，並建議引文分析的成本

少而容易使用，可作為 RAE初始評估工具，並提供

評審小組成員評鑑與確認最後的排名。[27]。 

Warner Julian 提出另一種看法，他研究引文分析

在 RAE的應用，利用考古學大學教授引文總數排名

與 RAE 排名，而發現引文次數聚集 (Citation 

Aggregates)與個別評鑑實體的研究品質二者之間呈

現微弱關係，而認為利用引文分析取代同儕評鑑的

提議是不切實際的，但建議可採用引文分析在研究

評鑑上，作為告知參考，但不可以作為研究品質的

判斷與確認。[28] 

英國大學研究評鑑採用學者同儕評鑑作法值得

參考，但學者評鑑是一個複雜而耗費成本的工

程。英國 RAE 檢討報告建議可參酌計量數據

[29]，而 SCI、SSCI 資料庫在美國科學技術學術

評鑑的應用相當普遍，所以引文分析提供研究評

鑑輔助參考仍可考慮。建議我國在實施大學研究

評鑑時採用學者同儕評鑑機制，但在科學技術領

域部分與國際性較強烈的社會科學領域可以考量

將 SCI、SSCI 排名視作評鑑輔助工具。我國也該

思考建立本國各學門期刊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而且至少回溯十年的引文資料，如此提供引文分

析時才具成效。我國資訊計量學研究學者也應積

極從事研究，從我國發展來看引文分析如何適當

應用在大學研究評鑑上。專家評鑑可避免評鑑過

程曲解，以及與學術界看法一致，而引文分析計

量法可輔助大學研究評鑑的實施更有效益。 



 

12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31（1）：5 – 13（Apr., 2005） 

結論 

大學評鑑今年又成為高等教育探討的議題，現代

大學具有綜集性的多元功能，包括教學、研究、推

廣、服務、諮商合作，成為今日社會重要的知識重

鎮，不再孤立於象牙塔內。大學追求卓越與大學評

鑑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盛事。基於現代大學多元化功

能，建議我國大學評鑑應該建立多元化評鑑體制，

涵蓋教學、研究、大學整體評鑑。有鑑於學術研究

是大學的重要核心，應該單獨進行大學研究評鑑。 

我國未來大學研究評鑑實施時可參考英國大學研

究評鑑作法，採用學者同儕評鑑機制，以追求研究

品質，智識卓越的評鑑目的，依不同學門有不同的

質量標準，定期舉行大學研究評鑑。英國 RAE主張

智識卓越包括創造力、技術效益、實質貢獻、實證

相關、學術性與未來發展性並建立評分等級，這些

觀點均是值得我國參考，而非採用 SCI、SSCI為單

一計量工具。 

引用分析是資訊計量方法，也是資訊檢索的參考

工具，其較適合用於科學技術學門與國際性學術研

究之評鑑，將其全套應用於我國大學評鑑或研究評

鑑實屬不妥。引文分析在資訊計量方面有其價值，

可作為科技學門評量的量化指標參考，但在我國人

文學與社會科學不適合使用，僅可考慮用資訊計量

輔佐研究評鑑。未來應建立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引用

文獻資料庫，選擇優質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大量回

溯建立十年以上引文資料，方可作為學術研究評鑑

之參考。 

引文分析可提供大學學術評鑑量化資料，但不能成

為唯一的學術表現評比的指標，尤其 SCI、SSCI是歐

美英語系期刊論文的資料庫，有其語言與國家區域的

侷限，只能作參考不可引作唯一評鑑指標。本文最後

對我國未來發展大學研究評鑑提出下列建議。 

1. 由於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研究不同於科技領

域，也不易在國際發表與獲得認同，所以建議建置

我國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引文索引資料庫(Taiwa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挑選人文

學與社會科學的學門優質學術期刊，將期刊文獻索

引與期刊引文索引建立，並至少回溯建檔十年，如

此提供期刊、引文次數才能作為學術評量參考工具。 

2. 建議政府與學術單位及早建立一套適合我國

需要的大學研究評鑑制度，包括評鑑目的、評鑑模

式、評鑑組織、受評機構、評鑑標準、評鑑依循方

式、評鑑報告處理、評鑑結果應用、評鑑時程與評

鑑經費。 

3. 建議參考英國大學研究評鑑作法，建立我國大

學研究評鑑制度，考量人文學、社會科學、科學與

技術領域的本質與特色，各學門學術研究行為與成

果差異極大，應依學門領域分開評比。此外，各大

學資源與特色不同，有重教學、有重研究，應作大

學分類，再進行學術評鑑。 

4. 為了要提升臺灣地區大學的學術水準，政府應

從策略規劃著手，有計畫訂定高等教育具體可行的

研究策略，與學術界積極互動，共同建立一套適合

臺灣的大學評鑑制度與評鑑指標。 

5. 建議資訊計量學學者積極從事引文分析研

究，對 SCI、SSCI資料庫建置、引文分析原理、以

及在學術評鑑應用，進行研究與實驗，以提供我國

大學建立學術研究評鑑的參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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