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說明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首先說明所採行的研究方法，其

次敘述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最後闡述具體的研究步驟。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臺灣及中國大陸兩地 1997 年至 2006 年間，圖書資訊學期刊

論文為分析的基礎，藉由核心期刊的研究性論文內容的主題分析，統計歸

納近 10 年來，此類研究文獻所呈現的圖書資訊學領域的研究內涵及成果，

以描述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與發展情形，進一步期能對兩地的圖書資訊

學研究有更深入的瞭解。因此，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與書目計量學中的

引用文獻分析法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以內容分析法，分別檢視臺灣與中國大陸 10 年間，發表

於圖書資訊學專業核心期刊中的研究性文章，以客觀且系統化的方式分析

文章中的主題與研究內涵。同時利用引文分析之統計方法，分析歷年期刊

論文發表數量與成長情形、兩地圖書資訊學研究的主題分佈，以及兩地的

文獻內容特性，包含：臺灣與中國大陸每篇文獻之平均引用文獻數、中文

與英文文獻引用情況、期刊論文中被引用文獻的資料類型、期刊論文所探

討的學科領域分佈情形、以及平均每篇文章關鍵詞的數量等。此兼顧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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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質化分析的結果，應能全面探究這 10 年間圖書資訊學研究發展的情況。

以下簡述研究方法所執行的重點。 

 

本研究係分析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期刊論文的主題及其引用

文獻。　 

 

　一、就期刊論文文章而言，分析項目計有：歷年期刊論文發表數量、平

均每篇文章關鍵詞數量。 

 

　二、就引用文獻特性而言，本研究就引文數量加以整理、統計並分析，

包含項目有：平均每篇期刊論文之平均引用文獻的數量、中文與英文參考

文獻引用情況、引用的期刊分佈情況，以及期刊論文中被引用文獻的資料

類型等。 

 

　 三、就主題趨勢研究而言，本研究利用【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

及【中國期刊網】為檢索資料庫。本研究主題發展趨向以每篇期刊論文之

關鍵詞與題名為資料蒐集對象。 

 

　 四、主題分析研究部分，本研究採用作者參酌前人研究、符合本研究

目的，並且符合臺灣與中國兩地用語及發展現況，所提出的研究工具【研

究主題分類類目】如表 3-3-1所示，以分類分析的研究方式進一步分析核

心期刊內的研究性文章之主題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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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臺灣與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中的研究性文章進行

調查，其中本研究所指的核心期刊是以整個圖資學界作為討論範圍，由於

研究範圍十分廣泛，因此必須清楚界定研究對象並仔細篩選之。以下就臺

灣與中國大陸兩地加以說明。 

 

一、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核心期刊 

 由臺灣人文學引文索引(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簡稱

THCI)資料庫的【圖書資訊學類別】中，選定目前仍在出刊的大學圖書

館、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會報、教育資料與圖書館學、資訊傳播與圖書

館學、圖書資訊學刊、圖書與資訊學刊、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等七種具

備審查制度之核心期刊。有關其內容，詳見表 3-2-1。 

 

此外，利用【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及調閱紙本原文的方式

來蒐集期刊論文的關鍵詞與文章題名以及各種引文特性的書目資料，並

逐一剔除不符合研究範圍的文章，以建立臺灣地區完整的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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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期刊研究樣本 

 

二、　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之核心期刊 

　  針對中國（不含港、澳、臺）出版的期刊，認定核心期刊。目前比

較權威的版本為(1)中國南京大學成立之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平

價中心所開發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索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CSSCI）》 以及 (2)北京大學圖書館與北京高校圖

書館期刊工作研究會，聯合編輯出版最新的 2004 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總覽第四版。 

　  

                                                 
1 根據國家圖書館的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之說明，原刊名：中國圖書館學會會報，發行至第

73期(民 93 年 12月)止；自民 94 年 6月起,，改為現刊名，期數繼續。本刊發行至第 75期(民 94
年 12月)止；自民 95 年 12月起，改刊名為：圖書資訊學研究，卷期另起。 
2 根據國家圖書館的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之說明，世新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圖書館所出刊的

《資訊傳播與圖書館學》以於 2006 年 6月停刊。 

期刊刊名 刊期 出版單位 創刊年 研究卷期 

總數 

大學圖書館 季刊改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 1997 26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會 年刊改 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 1954 19 

教育資料與圖書館學 季刊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館 1982 36 

資訊傳播與圖書館學2i 季刊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1994 30 

圖書資訊學刊 年刊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資 1967 10 

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 半年刊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 197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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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中國大陸圖書資訊學期刊研究樣本 

期刊刊名 刊期 出版單位 創刊年
研究卷期

總數 

圖書館建設 雙月刊 
＊ 黑龍江省圖書館 

＊ 黑龍江省圖書館學會 
1978 60 

圖書館理論與實踐 雙月刊 
＊ 寧夏回族自治區圖書館 

＊ 寧夏回族自治區圖書館學會 
1979 60 

圖書館論壇 雙月刊 

* 廣東省立中山圖書館  * 廣東圖書館學會 

* 廣東省高校圖書館工作委員會 

* 廣東省中心圖書館委員會 

1981 60 

圖書館 雙月刊 

＊ 湖南圖書館 

＊ 湖南省書館學會 

＊ 湖南省中心圖書館委員會 

1973 60 

圖書館雜誌 月刊 
＊ 上海市圖書館學會 

＊ 上海圖書館 
1982 120 

大學圖書館學報 雙月刊 
＊ 北京大學 

＊ 教育部高等學校圖書情報工作指導委員會 
1981 60 

中國圖書館學報 雙月刊 
＊ 中國圖書館學會 

＊ 國家圖書館 
1957 60 

圖書情報工作 月刊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 1956 120 

圖書情報知識 雙月刊 武漢大學信息管理學院 1980 60 

情報理論與實踐 雙月刊 
＊ 中國國防科學技術信息學會 

＊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第二０一研究所 
1964 60 

圖書館工作與研究 雙月刊 
＊ 天津市圖書館 

＊ 天津市圖書館學會 
197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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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兩種核心期刊版本，選擇圖書館學一類之核心期刊共計

有：大學圖書館學報、中國圖書館學報、圖書情報工作、圖書情報知識、

情報理論與實踐、圖書館工作與研究、圖書館建設、圖書館理論與實踐、

圖書館論壇、圖書館及圖書館雜誌等十一種，有關其內容，詳見表

3-2-2。以這些期刊作為中國地區圖資學期刊文獻之研究樣本，利用【中

國期刊網】及調閱紙本原文的方式，蒐集期刊論文的關鍵詞與文章題名

以及各種引文特性的書目資料。至於不符合研究範圍的文章，則逐一剔

除，以建立中國地區完整的研究樣本。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利用「文獻題名」與「關鍵詞彙」作為分析每篇文章主題的基

礎，之所以不採用分類號為依據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大陸學術期刊以

分類號作為檢索點的情況仍不普及。截至 2004 年為止，中國大陸 13種核

心期刊中僅有中國圖書館學報、圖書情報知識、圖書館雜誌等少數期刊，

有著錄分類號。因此，為了避免影響統計結果的準確性，本研究先採以文

獻題名與關鍵詞作為主題分析的基礎。在進行內容分析之前，必須建立分

析項目的主題分類架構與子類目，以進行後續的分析工作。訂定類目是內

容分析最重要的核心作業，運用有意義並且符合時宜的類目體系才能客觀

且明確的提供研究結果。本研究採用 2001 年羅思嘉等人所提出的「圖書

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體系」3，並參酌 Järvelin與 Vakkari 4、楊美華5與

                                                 
3 羅思嘉、陳光華、林純如，「圖書資訊學學術文獻主題分類體系之研究」，圖書資訊學刊 16期
（2001 年），頁 203-206。 
4 Kalervo  Järvelin & Pertti Vakkari ,“The Evolu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65-1989: 
A Content Analysis of Journal Article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29,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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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雯瑤6等人所提出的相關分類體系，選擇適合本研究的主題體系；為確實

反應 10 年來圖書資訊學內涵的變化，再修改訂定各項細節類目，制定一

套符合本研究目的、盡量符合臺灣與中國大陸兩地的用語、並且確實反應

圖書資訊學典範變化之主題類目。本研究將圖書資訊學研究主題分為圖書

館與資訊服務事業、行政與管理、技術服務、讀者服務、圖書資訊學理論

與基礎、圖書資訊技術、圖書與文獻、其他，共八大類，詳細類目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研究主題分類類目 

 

編碼 類目 範圍與說明 

A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事業  

A01 通論  

A02 圖書館之沿革與趨勢 圖書館的歷史、現況、未來的發展、圖書館事業發展等議題 

A03 圖書資訊專業組織 如圖書資訊學學會、協會、組織、科學技術中心 

A04 法規與標準 含著作權、專利法、呈繳制度、討論標準本身或標準制定 

A05 館際合作與組織 含資源共享議題 

A06 人物 經考證、研究的學術性文獻 

A99 其他 如圖書館哲學、圖書館與社會議題等 

B 行政與管理  
B01 通論  
B02 人員與人事 含行政倫理、圖書館內部人力資源、義工 等議題 

B03 規章 含違規問題 

B04 組織 不限於內部組織 

B05 經費  
B06 建築 含服務環境、圖書館規劃、設備與家具等 

                                                                                                                                            
(1993):129-144. 
5 楊美華，「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研究之特性及發展」。（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研究所，1999 年 7月 31日），頁 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88-2413-H-004-012。  
6 林雯瑤，「臺灣地區圖書館員期刊文獻發表之研究」，大學圖書館 8卷 1期（民國 93 年 3月）：
頁 18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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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調查,統計與評鑑 含績效評估 

B08 決策與規劃 含管理政策或原則、經營策略、委外外包等 

B99 其他 如災害防範、危機處理、公共關係議題 

C技術服務   
C01 通論  
C02 館藏發展 採訪政策、館藏發展政策、合作館藏發展 
C03 採訪 購買、交贈、合作採訪、圖書館聯盟 

C04 書目控制  

C05 主題分析 分類、分類標題、索引典 

C06 資訊組織 編目、詮釋資料(metadata)、目錄、合作編目 

C07 典藏 書庫管理、保存、資料劣化、館藏淘汰、合作典藏、機構典藏 

C99 其他   
D 讀者服務   

D01 通論 含資訊服務總論 

D02 閱覽 閱覽方式、指定參考書與館內使用議題等 

D03 流通  
D04 參考服務 參考業務、參考資源 

D05 特殊讀者服務 兒童、青少年、成人、老年人、障礙者、專門領域的讀者服務 

D06 利用指導與利用教育  
D07 使用者分析研究 使用者/使用研究、資訊需求、資訊尋求行為 

D08 推廣 含圖書館行銷 

D09 館際互借 含文獻傳遞服務 

D10 個人化服務  
D99 其他   

E圖書資訊學理論與基礎  
E01 通論 廣泛圖書資訊學研究 

E02 圖書館學理論  
E03 資訊科學理論  
E04 研究方法  
E05 資訊計量學 文獻計量學、書目計量學、網路計量學等 

E06 圖書資訊學教育 

圖書館員培育與繼續教育、圖書館與資訊學系(所)課程、圖書館利用教

育 

E07 資訊專業 含圖書館員與資訊專家角色、形象建立 

E08 資訊政策  
E09 資訊倫理 含同儕審核、學術倫理、專業倫理、資訊自由議題 

E10 資訊傳播 含學術傳播 

E11 資訊素養 含終身學習、數位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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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 其他 如資訊社會、資訊價值、比較圖書館等 

F圖書資訊技術  
F01 通論  
F02 資訊處理與轉換 含資料格式、編碼、造字或缺字處理及資料格式轉換 

F03 資訊媒體與資訊技術 各種資訊載體、多媒體製作、SGML、XML、載體製作技術等 

F04 圖書館自動化  

F05 資料庫與資訊系統 含電子資源整合議題、資訊架構 

F06 資訊儲存與檢索 含 Z39.50、OA開放取用議題 

F07 數位圖書館 含數位博物館、數位化議題 

F08 網際網路 含網路設計 

F99 其他   
G圖書與文獻  

G01 通論  
G02 出版與書業 含電子出版 

G03 目錄學  
G04 檔案學 含組織與管理、保存與利用、以及檔案事業 

G05 閱讀研究 含電子閱讀形式 

G99 其他 如版本、文庫、特藏、地方文獻 

H其他   如知識管理、數位學習、 

 

　 本研究自【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與【中國期刊網】資料庫中檢

索到符合研究的書目資料檔之後，以MS Excel試算表作為資料處理工具，

以下就針對這兩種資料庫及一種資料處理工具加以介紹。 

 

 【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7 

【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由國家圖書館期刊文獻中心所建置，

係結合「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及「國家圖書館期刊目次服務

系統」的期刊資料，資料庫收錄臺灣及部份港澳地區，自民國 86（1997）

年以來所出版的各種中西文學術期刊與學報，共計 4000多種。 

                                                 
7 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簡介，「國家圖書館」，2003 年 11月 12日，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3/intro.jsp?la=c〉（2006 年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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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期刊網】8 

【中國期刊網】建置於 1999 年 6月，是現今規模最大的大陸學術性

全文期刊線上資料庫。該資料庫提供大陸地區 1994 年至今，共九大主題

與 126個子題的文獻資料，其主題包括文史哲、政治、經濟、法律、電子

技術及信息科學等。收錄內容計有文獻的摘要、全文及書目資料。每月定

期更新資料庫。 

 

 MS Excel試算表9 

Microsoft Excel 是Microsoft Office 整合性套裝軟體系列之一，一般

人稱之為電子試算表或統計分析表。其專長在於做資料計算處理工作，透

過函數的處理，解決資料的整理、排序、篩選、彙總、分析與製作圖表等

工作。主要應用功能如下： 

1. 試算表(spreadsheet)：具有工作表的建立、資料的編輯(包括修

改、複製、刪除)、運算處理(如公式、函數之運算)、檔案存取管理

及工作表的列印等功能。  

2. 統計圖表：依照工作表的資料設定，繪出各種統計圖表，如

直線圖、折線圖、立體圖、圓形圖等，也可以透過圖形物件的附加，

豐富工作表的內容。  

3. 資料分析：建立資料清單，對某關鍵欄進行「排序」，將符合

條件的記錄進行「篩選」及對資料進行「樞鈕分析」等資料庫管理

的操作。 

 

                                                 
8 內容簡介，「中國期刊全文資料庫」，2005 年 1月 23日，〈http://cnki.csis.com.tw/〉 (2006 年 11
月 24日)。 
9 施威銘，Microsoft Excel 2003 使用手冊（臺北市：旗標，民 92），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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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臺灣與中國大陸自 1997至 2006 年 10 年間圖書

資訊學學科發展的方向與研究主題的分佈。在進行研究前，先對圖書資訊

學發展、內涵以及兩地對於圖書資訊學研究的引用文獻狀況與主題分佈等

相關的文獻進行蒐集並研讀，以便對圖書資訊學研究的發展架構有一完整

的概念；再對先前所作之相關研究結果作分析、比較，擬定出符合圖書資

訊學趨勢應用之分類體系；再者將蒐集來的資料加以分類、統計，以呈現

出分佈情形；最終整理研究結果，撰寫研究報告。本節依研究實施的流程

逐一說明研究步驟，研究流程如圖 3-4-1所示。 

 

一、 文獻探討 

 

　 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國內外文獻，進行閱讀、整理與歸納，從文獻

中瞭解與此一主題相關之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作為本研究設計之參考依

據。 

 

 

二、 確定研究對象，擬定樣本 

 

　由於前人針對圖書館學核心期刊論文所作的研究，樣本大多限制單一區

域，為擴大研究範圍，本研究選定以兩個地區進行比較。再且，因為臺灣



 62

與中國大陸的文獻傳遞日益密切，故特別選定 1997至 2006 年，一共 10

年的資料進行研究，以明確分析圖書資訊學於臺灣與中國大陸的發展演變

與趨勢。 

 

三、 建立各項分類表，訂定分析項目與類目 

 

　 參考同類型研究的各種分析項目、分類架構與類目，擬定本研究欲分

析的項目，並依據本研究目的，建構適用於臺灣與中國大陸的主題類目。

本研究所使用之分析項目與主題類目已於本章第一、二節中說明。 

 

四、 進行資料蒐集建檔 

 

　 確定研究樣本，建立一套符合本研究使用之分類後，根據研究目的製

作表格，本研究所需表格為：（一）期刊論文基本書目資料，包括關鍵詞

數量。（二）引用文獻資料，包括該篇文章引文語言、資料類型、年代與

備註等五個項目。資料蒐集來源以【中國期刊網】與 【中華民國期刊篇

目索引影像系統】資料庫為主，並輔以調閱紙本原文以進行文獻內容的篩

選，利用MS Excel試算軟體整理書目資料，若非研究性文章則自書目檔

中予以刪除，若為研究性文章則進行該樣本的內容分析，確保資料蒐集的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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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歸納分類並統計樣本數量 

 

　 將所有的資料建檔完成後，接著開始歸納資料庫內容。利用MS Excel

將上列步驟取得之主題詞彙樣本，依據文章題名與關鍵詞所代表的詞義，

歸納鍵入設定的主題體系表中，用套裝軟體再次將所蒐集到的書目資料經

過整理、查核、重複過濾及剔除不是研究範圍內的書目資料。並將所有主

題詞彙加以編碼，藉以標示不同的主題。 

 

六、 撰寫論文 

 

　 將所有的資料經過上述步驟整理，並將各組書目資料加以分類與統計

分析，獲得各項相關期刊論文書目資料後，根據本研究列出的研究問題逐

一進行統計分析並繪製統計圖表，最後將針對各項研究問題逐一解釋研究

結果，並比較臺灣與中國大陸，兩地研究結果的異同並撰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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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研究程序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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