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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臺灣與中國大陸 1997 年至 2006 年 10 年間的圖書資訊學

期刊論文進行內容分析，藉由分析期刊論文的數量分佈、內容特性以及引

用文獻特性，以探討臺灣與中國大陸 1990 年代末期以來圖書資訊學研究

的特性與發展情形，並比較兩者之異同。期能透過本研究之分析與比較，

使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界相關人士得以進一步認識彼此的研究概

況及特性，以供日後研究人員後續研究及參考。 

根據前述各章節的討論與比較，本章進行總結並提出建議，共分為三

節。第一節為結論，綜合歸納臺灣與中國大陸兩地的研究結果，分別就文

獻成長、內容特性、引用文獻特性三方面加以陳述；第二節根據研究過程

及研究結果中的發現，提出建議；最後一節為對未來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第一節 　 結 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特性與發展情

形，以內容分析法分析 1997 年至 2006 年臺灣出版之 7種圖書資訊學核心
期刊，共 1388篇研究性文章，以及中國大陸出版之 11種圖書資訊學核心
期刊，共 23,937篇研究性文章，經過統計分析，分別呈現臺灣與中國大陸

的內容分析結果，進而比較兩地的研究結果。研究發現，臺灣與中國大陸

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特性與發展情形並沒有顯著的差異，而有許多相同或相

似之處。以下將臺灣與中國大陸的分析結果歸納整理，就期刊文獻成長、

期刊文章的內容特性以及文章所引用的參考文獻三部份分別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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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刊文獻成長 

（一）發刊頻率及期刊種數會影響臺灣的文獻成長，而某年度的主題

興趣增加會影響中國大陸的文獻成長。 

在文獻成長部分，臺灣與中國大陸在 1997 年至 2006 年 10 年間，臺

灣共有 1,388篇期刊文章發表，中國大陸則有 23,937篇文章發表，整體來

說，中國大陸的文獻數量有累積成長的現象，而臺灣的成長現象較不明

顯，每年僅維持穩定數量的發刊文章，甚至在近兩年，由於所選之樣本期

刊受到其出版政策的影響，影響了正常發刊的運作，導致文獻數量上的負

成長。雖然期刊樣本數量可能導致文獻數量的差異，但據觀察，臺灣的圖

書資訊學期刊多以季刊、半年刊甚至是年刊的方式出版發行，中國大陸的

圖書資訊學期刊，則多以月刊及雙月刊的形式出版，因為出刊頻率較為頻

繁，單篇文章的頁數篇幅少，但是每一期所刊載的論文文獻數量大;反觀臺
灣，每一期期刊所刊載的文章篇數較少，雖然文章內容的頁數篇幅與中國

大陸相較來說多且完整詳細，但以單篇文章為計量單位，長久下來，在文

獻數量上即產生差距。  

 

    （二）圖書資訊學研究在臺灣的研究族群小而論文寫作規範嚴謹，中

國大陸研究族群較大且較不拘寫作形式。 

比較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期刊文獻的成長趨勢，本研究顯示，

臺灣地區的文獻數量，整體而言是呈現負成長，而中國大陸則為緩慢的指

數成長模式。臺灣與中國大陸 10 年間的文獻成長現象有顯著差異，中國

大陸的文獻數量有增加的現象，單年文獻總數從 1997 年的 1,637篇增加至
2005 年的 3,355篇，在 2006 年也有 3,102篇，反觀臺灣的文獻數量則無顯

著倍增的現象。究其原因可能是結果顯示中國大陸的研究族群較多，專業

的學術期刊也多，導致文獻數量成長明顯。臺灣地區則因為研究族群小，

專業的學術期刊數量也比較少，再加上臺灣對於論文寫作規範及內容審查

要求較嚴格，造成期刊發表所需的時間較長，以致於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

文獻的成長現象較難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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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中國大陸的期刊創刊時間較早，在 1970 年以前創刊的期

刊為多，但因政治的因素，使得中國大陸的文獻成長延至 1990 年代與 2000
年代才開始蓬勃發展；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發展成長期在 1980 年代至

1990 年代，因此雖然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的起源較早，但臺灣圖書資

訊學研究卻是比中國大陸來的成熟且先進。 

二、期刊主題內容特性 

（一）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側重資訊與技術層面，中國大陸則著重於

圖書資訊學理論與基礎。 

在期刊內容特性部分，臺灣與中國大陸 1997 年至 2006 年圖書資訊學

研究.，在臺灣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學理論與基礎」，次要的研

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術」；中國大陸最主要的研究主題為「圖書資訊技

術」，次要的是「圖書資訊學理論與基礎」。排名第三的研究主題亦有所不

同，在臺灣為「技術服務」，而中國大陸則是「讀者服務」，研究主題排名

第四位的，臺灣地區為「讀者服務」，而中國大陸則為「技術服務」，唯臺

灣地區「技術服務」與「讀者服務」兩個研究主題論文篇數差異不大，「技

術服務」僅多「讀者服務」0.07%，顯示此二主題在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
的比重幾乎一致，不若中國大陸「讀者服務」的比重明顯多於「技術服務」。

另外，在台灣排名第五的「行政與管理」，在中國大陸排名第六，而在台

灣排名第六的「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事業」則是在中國大陸為排名第五的研

究主題，至於臺灣與中國大陸在這 10 年間排名第七的研究主題皆為「圖

書與文獻」，「其他」一類則同為第八名。 

    在研究小類主題方面，臺灣與中國大陸同樣關注的有：「資訊組織」、

「資訊儲存與檢索」與「網際網路」等三個研究主題，分屬於「圖書資訊

技術」以及「技術服務」大類研究之下，代表此三主題為 1997 年至 2006
年間的研究重點。分析其他小類研究主題發現臺灣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注重

資訊與技術層面，中國大陸則較為著重圖書資訊學研究的理論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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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與中國大陸的關鍵詞皆位於發展階段，但臺灣較嚴謹、中

國大陸較為活潑且詞彙豐富。 

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之關鍵詞數量，在1997年至2006
年 10 年間，臺灣於 1,388篇研究文章中收錄了 4,462個關鍵詞，未提供關
鍵詞的文章篇數為 9篇，單種期刊關鍵詞平均數為 637.43個，單篇文章關
鍵詞平均數為 3.2 個。中國大陸的 23,937 篇研究文章中則收錄了 111,985
個關鍵詞，未提供關鍵詞的文章篇數為 633篇，單種期刊關鍵詞平均數為

10,180個，單篇文章關鍵詞平均數為 4.64個。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地
區的關鍵詞提供，受主題編目之人為限制的影響，因此長久下來，學術研

究文章一般僅提供 3-5 個關鍵詞，雖說臺灣地區的關鍵詞定義較為嚴謹，

但反觀中國大陸則因為沒有無人為干預，因此，對於文獻內容之關鍵詞提

供較為活撥且詞彙豐富。 

 

三、期刊引用文獻特性： 

（一）臺灣引用情形較中國大陸成熟。 

第三部份為引用文獻特性之研究，在引用文獻數量方面，1997 年至

2006 年 10 年間，臺灣的引用文獻數量多呈現穩定持平的狀態，直到 2004
年中期之後，因為有期刊的發刊頻率變低，甚至停刊的現象，導致整體的

引用文獻數量開始下降，然整體而言，臺灣單篇文獻之被引用文獻篇數為

19.4篇，顯示平均的引用文獻篇數並未受到影響。中國大陸的引用文獻數

量有逐年成長的現象，在原先 1997 年單年度被引用文獻數量在 2,815篇，
成長至 2006 年單年度的被引用文獻數量為 20,791篇。整體而言，雖然中
國大陸單篇文獻之被引用文獻篇數為 4.6 篇，與臺灣相較差距頗大，一方
面顯示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引用他人文獻的現象普遍偏低，或有引

用文獻使用的規範未臻成熟之可能，未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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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引用英文與簡體中文參考資料有成長趨勢，中國引用英文

與繁體中文參考資料的數量亦有提升，顯示雙方邁向國際化及西晃學術交

流的增加。 

    關於臺灣與中國大陸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文獻於 1997 年至 2006 年 10
年間，引用文獻所使用之語言類型分佈，兩地所得到的結果有差異。臺灣

圖書資訊學引用文獻中最常引用英文文獻，篇數為 17,255篇，佔全部語言
類型百分比的 63.95%，其次為繁體中文，有 8,522筆，百分比為 31.88%，
英文與繁體中文是臺灣地區研究最常使用的語言類型，排名第三、第四的

語言類型為簡體中文及其他語言類型。而中國大陸最常引用的語言類型為

簡體中文，佔全部引用文獻百分比的 85.39%，英文為第二常用的語言類

型，佔了 12.05%，第三、第四名亦為繁體中文與其他語言類型。整體而言，

臺灣與中國大陸引用英文參考文獻皆呈現微幅成長的趨勢，而臺灣引用簡

體中文的參考文獻，與中國引用繁體中文的參考文獻，在數量皆有上升的

現象，但以國際學術交流的密切程度以及資訊的掌握能力來說，臺灣較中

國來的密切許多。 

 

（三）臺灣較中國大陸能多元利用各種類型的參考資料。 

    在引用文獻的資料類型分佈，臺灣與中國大陸引用最多的資料類型皆

為期刊資料，其次為圖書資料，網路資源是第三名，而會議論文集皆名列

第四。但以數量的百分比進行分析，中國引用期刊的比例高出臺灣許多，

而臺灣在進行圖書資訊學研究時，對於學位論文、參考工具書及技術報告 
等的資料類型引用，與中國大陸相較起來，豐富且多元化得多，顯示中國

大陸的圖書資訊學研究，仍屬於較為封閉的學科研究環境。 

 

四、與吳冠儀於 2003 年研究 1999 年至 2001 年兩岸圖書資訊學研究發展

的研究結果相較，本研究發現，在（一）期刊文獻成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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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的期刊論文並未呈現成長的現象。 

2. 臺灣期刊論文的發刊頻率仍低於中國大陸，但單篇文章篇幅則高於中國

大陸。 

3. 中國大陸之期刊論文關鍵詞數量的呈現成長現象。 

 

（二）期刊內容特性部分，「圖書館學與圖書館事業」已非關注的研究主

題。雖然本研究所使用之主題類目表與吳冠儀所採用的不同，但整體而

言，在吳冠儀的研究結果位居前三名的「圖書館學與圖書館事業」、「圖書

資訊學類」與「電腦網際網路」，除了「圖書資訊學類」與「電腦網際網

路」之相關主題仍維持高度研究興趣，「圖書館學與圖書館事業」在本研

究於臺灣及中國大陸的主題比重已退居五名之後。 

 

（三）期刊引用文獻特性部分，1. 臺灣與中國大陸每篇文章的平均引文量

大致相同，顯示從 2003 年至 2006 年間的引文數量變化不大。本研究與吳

冠儀的研究結果一致，整體來說，2. 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對於中文參考資

料的引用數量下降，而中國大陸對於中文參考資料的引用數量則有增加趨

勢。3. 臺灣最主要引用的語言類型為英文，中國大陸則為中文；4. 臺灣
與中國大陸最主要引用的資料類型為期刊與圖書資料，唯本研究發現，兩

岸對於圖書資料的引用數量百分比皆呈現下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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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本節根據研究進行過程中的發現與分析之結果，分別針對臺灣與中國

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提出下列建議。 

 

一、 對於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建議 

（一）鼓勵學生及專業人士之研究與發表，促進跨領域研究。 

為了提升文獻成長的質與量，大學作為學術研究成果最豐沛的機構，

應該指導學生出版學術刊物，並加強學生撰寫與發表論文的能力；另一方

面，亦可透過對圖書館專業人員之獎勵，鼓勵專業人士投入對於圖書資訊

學理論與實務的研究；此外，亦可積極促進圖書資訊學背景的研究者與其

他學門之研究團隊進行跨領域研究與研究成果合著，以改善圖書資訊學文

獻成長的表現，同時可擴大不同學科領域的研究人員對於圖書資訊學專業

的重視。 

 

（二）成立獨立的期刊出版機構，以維持正常運作。 

    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領域應成立獨立的期刊出版機構，一方面可降低

因為發刊政策改變或其他人為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一方面亦可提升嚴謹的

審查機制，對於研究論文的質與量與國際能見度作專責的推動。此外，針

對臺灣不同期刊，透過獨立專業的出版機構以建立期刊不同的主題特色。 

 

（三）加強對於電子文獻類型的注錄格式規範。 

    相較於中國大陸對於不同的電子文獻類型，比之臺灣能較清楚的加以

標識，而台灣在引用習慣仍會以其紙本原件為著錄格式，長久下來將影響

引用文獻分析研究之客觀性，造成引用文獻分析時的判斷誤差，因此，臺

灣地區的圖書資訊學研究應加強對於電子文獻類型的著錄格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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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置健全的圖書資訊學文獻專業資料庫。 

此外，建置健全的圖書資訊學文獻專業資料庫，並能提供完整的期刊

文章內容與合乎國際標準的電子書目格式，以利臺灣圖書資訊學研究之使

用。 

 

二、 對於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建議 

（一）加強出版機構的編審制度，注重引用文獻格式著錄之正確性。 

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的期刊論文存在出版品質良莠不齊的現

象，對於引用文獻格式著錄之要求亦較無嚴謹之規範。中國大陸圖書資訊

學研究期刊出版機構的編輯人員應該加期刊文獻的審查制度，以提升學術

研究成果的品質，以及引用文獻格式完整著錄之正確性。 

（二）加強國際交流，並能廣泛利用多元之參考資料類型。 

    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應加強國際間的學術交流與互動，加強使用

外文文獻之參考資料，並能廣泛使用期刊與圖書以外，多元化的資料類

型，以開闊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研究領域的面向。 

（三）加強對於圖書資訊技術、使用者分析研究之實證研究。 

    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最主要的主題研究為圖書資訊學理論，建議研究

者可加強例如圖書資訊技術、使用者分析研究等較為實務性的實證研究，

作為圖書館事業之專業人員實務操作與研究參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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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人力的因素，僅針對 1997 年至 2006 年間臺灣與

中國大陸的圖書資訊學期刊文獻進行分析，對於相關議題之進一步研究有

以下建議： 

 

（一） 擴大研究年代分析、發刊頻率、內容特性等之進一步研究，

或繼續探討其他區域之圖書資訊學研究特性比較。 

本研究僅探討 1997 至 2006 年 10 年間的圖書資訊學研究特性，

建議可以再擴大研究年代進行研究，或可對於中國大陸出刊頻率高於

臺灣之原因進行分析研究；以及不同內容特性的分析，如分析研究中

國大陸單篇文章關鍵詞提供數量較臺灣所提供的數量為多之原因、臺

灣引用英文文獻的比例高於中國大陸的原因為何？ 

此外，將臺灣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行分析、比較，亦值得研究者

深入探討，以瞭解某一段時期國內外圖書資訊學的發展情形，並從中

獲得珍貴經驗。此外，未來仍須有研究者持續進行學科自我分析研

究，以掌握學科的發展趨勢。 

 

（二） 進行期刊評鑑、期刊審查制度以及中文電子期刊資料庫研究。 

本研究對於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期刊的個別特性進行分

析研究，建議未來可針對中國大陸的期刊評鑑、期刊審查制度以及中

文電子期刊資料庫進行深入研究。 

 

（三） 以其他類型學術文獻作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為圖書資訊學專業期刊，對於其他如：專書、

研究報告、會議論文與學位論文等學術文獻，亦為圖書資訊學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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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重要管道，可針對不同類型的文獻進行分析。此外，更可針對臺

灣引用學位論文高於中國大陸的原因探析，以及中國大陸引用其他類

（如微縮、手稿、珍善本）資料類型比例較高之源由 等。 

 

（四） 針對特定的研究主題進行更深入之層次分析。 

本研究是以圖書資訊學領域的主題內容特性作整體性的分析與

探討，未來研究可針對特定的研究主題進行更深入之層次分析，例如:
圖書資訊技術，或是針對引用文獻的學科分佈、引用文獻資料的年

限、作者特性或合作研究等方向深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