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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運用資訊計量學方法，對台灣、大陸與香港三地於 1989

年至 2008 年間工程類文獻作者的共同合作情形做一研究，以分析台灣、

大陸與香港三地之學者的合作情形，作為評估工程學門文獻生產概況之依

據。藉由比較工程類學門之單一作者與多作者合作之文獻數量，以進一步

了解科學研究的模式。此外，亦可透過瞭解台灣、大陸與香港三地之工程

類學者合作情形，以窺目前各地跨國合作研究之概況，並可供日後研究之

參考。最後以文獻被引用次數的高低，比較工程類學門之單一作者與多作

者合作文獻的文獻被引用次數上之差異。因此本章第一節總結 20 年來，

台灣、香港與大陸地區工程類文獻作者人數、合作對象、及文獻作者人數

與被引用次數間的關係；第二節則是依據研究結果，從作者生產力觀點出

發，在現今學術評鑑制度的背景下提出建議 ；第三節則是對未來進一步

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將工程類文獻細分為十四類學科，在平均作者人數上每個學科

皆不盡相同；兩岸三地之工程類學者在進行學術合作研究上的合作對象亦

不相同：與香港及大陸相比，台灣在工程類學科上較少進行跨國合作研究；

兩岸三地在跨國合作上皆以美國為最常合作的對象；最後台灣、香港與大

陸在作者人數與文獻被引用次數上呈現的統計結果亦不相同。以下就其不

同結果詳加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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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香港與大陸之作者人數分佈 

 

(一) 兩岸三地之平均作者人數皆以免疫生物醫學工程為最高之學科 

本研究將工程類學科分為十四類，在統計台灣、香港與大陸三地之工

程類文獻平均作者人數後發現，兩岸三地同樣皆以免疫生物醫學工程之平

均合作作者人數為最高，分別為台灣的 4.23 人、香港的 4.45 人與大陸的

4.73 人，皆高於各地整體工程學科或其他十三個工程類學科之平均作者人

數。其他學科如環境工程亦同樣在三地都有較高平均作者人數的表現，台

灣的平均作者人數為 3.11 人，香港 3.24 人，大陸 4.05 人。由此可見，免

疫生物醫學工程及環境工程都是較多學者共同合作研究產出的學科。 

 

(二) 航空工程、航海工程與石油工程類文獻數較少 

在航空工程、航海工程與石油工程方面，兩岸三地收錄的文獻篇數均

偏低。例如：航空工程類文獻，香港僅被收錄了 93 篇文獻、台灣及大陸

則在千篇以下；航海工程類文獻，台灣與大陸皆為 50 餘篇，香港更僅有 6

篇文獻；石油工程類文獻，台灣僅被收錄了 11 篇文獻、香港 16 篇，大陸

之文獻為兩岸三地中最多，但亦在千篇以下。如此文獻匱乏的結果可能會

造成本研究有代表性不足的問題發生，少數文獻的被引用次數極高即可能

使統計結果偏差，同時也反映了兩岸三地在這三個工程類學科之研究較不

足。 
 

(三) 兩岸三地大都以多作者合作的形式產出，單一作者文獻較少 

對台灣、香港與大陸地區工程類文獻單一作者與多作者文獻篇數作一

統計，結果發現在兩岸三地間皆以多作者共同合作產出的文獻為主，甚少

比率為單一作者文獻，多作者文獻分別為台灣的 33,311 篇，佔全部文獻數

的 89.04%，為三地中最低、香港的 12,673 篇，佔全部文獻數的 92.71%居

中、與大陸的 54,610 篇，佔全部文獻數的 94.07%為最高。而在平均作者

人數最高的免疫生物醫學工程學科中，其多作者合作文獻的比率亦極高，

分別為台灣的 94.46%、香港的 96.4%、及大陸的 98.48%，此一學科鮮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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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單一作者發表的文獻。凡此種種再再顯示免疫生物醫學工程屬工程學

科為一需要多作者共同研究之學科。 

 

(四) 台灣高產量機構集中於台大、成大、清大、交大 

    統計台灣在工程學科上較高產量機構發現，台大、成大、清大、及交

大為最高產的機構，其中在電子及電機工程、化學工程兩個文獻數較高的

學科均以台灣大學為最多產的機構。而在電子及電機工程、化學工程、機

械工程三種最多產學科的統計結果顯示，在相同機構合作方面，均以台灣

大學的比率最高，顯示台灣大學的研究者最傾向於與同校的研究者共同合

作。 

 

 

二、 台灣、香港與大陸之作者合作對象 

 

(一) 台灣較少進行跨國合作研究 

與香港或大陸相較，台灣在比率上較少進行跨國合作。在 4,766 次與

他國合作的次數中，涵蓋了 66 個不同的國家，合作比率為兩岸三地中最

低，跨國合作對象亦最少;合作次數以美國為最多，佔全部跨國合作比率之

40%，其次為日本及大陸，兩者皆佔 13%；再者依序為英國、加拿大、香

港、新加坡、澳洲、印度、南韓、德國，其餘 54 國的合作次數皆在 100

以下，比率較低。其中香港計有 153 篇合作文獻，佔 3.21%。 

 

(二) 香港與美國、大陸、澳洲的合作即佔了全部跨國合作文獻的一

半 

統計香港在工程類學科上作者進行跨國合作的文獻，結果發現了 4,665

次與他國的合作次數，其中涵蓋了 68 個不同的國家。而合作對象以美國

為最多，佔全部跨國合作比率之 25.59%；其次為大陸及澳洲，兩者分別佔

全部跨國合作比率之 12.9%與 11.58%，與美國、大陸、澳洲三國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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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佔了所有跨國文獻比率的約 1/2；其餘 65 國的合作次數皆在 50 以下，

比率較低。 

 

(三) 大陸之跨國合作對象以美國為主，合作對象廣及 82 國 

    統計大陸在工程類學科上作者進行跨國合作的文獻，結果發現大陸之

跨國合作對象為兩岸三地中最多的地區，共涵蓋了 82 國。而合作對象以

美國為最多，佔全部跨國合作比率之 25%；其次依序為英國、日本、加拿

大，其中與美、英、日、加國的跨國合作比率即佔了全部跨國合作文獻的

1/2 以上；大陸與其餘 70 國的合作次數皆在 200 以下，比率較低；而與香

港、台灣之合作比率皆在 4%左右。 

 

 

三、 台灣、香港與大陸之作者人數與文獻被引用次數關係 

 

表 5-1-1 綜合比較台灣、香港與大陸地區工程類文獻之作者人數與被

引用次數間的關係。結果發現，兩岸三地皆是以多作者文獻之平均被引用

次數高於單一作者。台灣多作者文獻平均被引用 4.39 次，高於單一作者的

3.41 次；香港多作者文獻平均被引用 5.17 次，高於單一作者的 4.61 次；

及大陸多作者文獻平均被引用 3.3 次，高於單一作者的 3.16 次。總之，兩

岸三地單一作者產出之文獻的被引用次數普遍較低，但皆無法明顯看出作

者人數與文獻被引用次數間的關係。 

 

若分別檢視十四個學科，結果顯示並非全部學科都是以多作者文獻的

平均被引用次數較高。台灣有四個學科是以單一作者文獻之平均被引用次

數較高，包括環境工程、工業工程學、海洋工程及石油工程。香港與台灣

有三個學科相同，亦即工業工程、石油工程、海洋工程，其他尚有免疫醫

學、電子及電機、與跨學科工程，其中在免疫生物醫學工程的部分，單一

作者文獻因僅有 18 篇，造成平均被引用次數甚至高達 11.56 次。大陸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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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工程與台灣香港相同之外，電機工程、跨學科工程亦與香港相同，其

他尚有航空工程、地質工程、製造工程。結果顯示雖然整體學科上兩岸三

地皆是以多作者文獻的平均被引用次數較高，但並非全部學科都有此現

象。 

 

表 5-1-1 台灣、香港、大陸地區十四類工程學文獻平均被引用次數 

    地區 

 
 
 

學科 

台灣 香港 大陸 

單一作者 多作者 單一作者 多作者 單一作者 多作者 

航空工程 2.23 3.59 2.45 2.83 2.76 1.95 

免疫生物

醫學工程 
4.72 6.74 11.56 7.64 6.16 6.83 

化學工程 4.64 6.13 6.32 9.43 3.48 3.92 

土木工程 2.97 4.21 3.79 3.97 2.53 2.60 

電機及電

子工程 
3.40 4.26 5.29 4.88 2.99 2.92 

環境工程 9.32 9.28 6.20 9.92 3.97 5.56 

地質工程 2.88 3.48 3.10 4.00 3.25 2.76 

工業工程 4.25 4.13 5.36 3.97 2.34 2.57 

製造工程 2.90 3.27 2.88 3.13 2.36 2.22 

航海工程 1.30 2.59 0 0 0.55 1.34 

機械工程 3.28 4.69 2.91 3.46 3.09 3.35 

跨學科工

程 
1.95 2.27 4.54 3.02 4.57 2.61 

海洋工程 3.00 2.50 1.39 1.36 1.31 1.43 

石油工程 7.00 2.20 1.18 1.17 1.18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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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工程

學科 
3.41 4.39 4.61 5.17 3.16 3.3 

 

 

四、 相關研究之比較 

     

    王亦勤於 2006 年研究台灣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概況，在自然科學領

域方面，以台灣大學產出的文獻最多，其次為成功大學及清華大學。本研

究統計台灣在工程學科之高生產機構，發現高生產機構集中於台灣大學、

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成功大學。以電子及電機工程為例，台灣共發表

了 17,879 篇文獻，其中由交通大學發表 2,886 篇、台灣大學 2,734 篇、成

功大學 1,782 篇、清華大學 1,490 篇，分別為台灣最多產的前四個機構。 

 

    Smart與Bayer在數個心理學期刊中隨機選取了270篇文獻加以分析，

發現多作者合作之文獻在被引用次數上高於單一作者文獻。本研究統計台

灣、香港與大陸之工程學文獻被引用次數，在整體工程學文獻中，兩岸三

地皆是以多作者文獻所獲之被引用次數較高，此研究結果與 Smart 及 Bayer

之研究相似。 

 

Schubert 與 Braun 以 1981-1985 年收錄於 SCI 資料庫之文獻為研究對

象，探討各國跨國合作文獻的情形，其中台灣跨國合作文獻的比率為 23.3%，

香港為 19.7%。本研究統計 1989-2008 年間收錄於 SCIE 資料庫之工程學科

文獻，發現台灣與外國合作之文獻比率為 12.74%；香港 34.13%；大陸

27.73%。與 Schubert 及 Braun 之研究相比，台灣與外國共同合作之比率明

顯較低，香港則呈現更高比率的跨國合作。 

 

Narin 於 1990 年的研究顯示，由多個機構所共同合作之文獻所獲得的

被引用次數遠比單一機構獨立完成的文獻高出許多。本研究結果顯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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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單一機構文獻較多機構文獻平均多被引用 0.85 次，香港 0.76 次。本研

究與前人之研究以多機構文獻被引用次數較高相異。 

 

    黃宏雄研究 Radio Science 在 1982-1991 年間之文獻，結果顯示有四分

之三的文獻是由多作者合作產出，換言之，僅有四分之一是由單一作者獨

立完成。本研究統計兩岸三地在 1989-2008 年收錄於 SCIE 之工程學文獻，

發現合作作者文獻比率較前人之研究更高，台灣有近九成的工程學文獻為

多作者文獻，香港與大陸則超過九成以上皆為多作者文獻。顯示在兩岸三

地之工程學文獻中，由多作者共同合作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單一作者文

獻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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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作者生產力受到矚目之部分原因來自於高等學術評鑑之興起，本研究

以台灣、香港與大陸在工程類文獻上之作者合作情形出發，探討兩岸三地

之作者生產力分佈概況，根據本研究結果提供下列建議，做為學術評鑑量

化評比之參考。 

 

一、 兩岸三地間可加強合作研究關係 

本研究統計兩岸三地間之合作情形，發現合作比率並不高，台灣與香

港間的合作比率皆在 3%-5%間，大陸與台灣、大陸與香港間的合作比率亦

都低於 4%。而兩岸三地不論在地緣或語言上皆較與其他國家間親近，彼

此間的學術合作交流可進一步強化，增加彼此合作研究的頻率。 

 

二、 台灣可增加與美國以外國家之跨國合作 

本研究統計台灣 37,413 篇工程類文獻，發現與外國機構共同合作之文

獻僅有 4,766 篇，合作比率僅 12.74%，較香港的 34.13%與大陸的 27.73%

相差甚大，而其中又以與美國之間的合作佔了大多數（40%）。顯示台灣生

產之文獻大多為單一機構或與國內機構合作為多，較少與外國機構合作。

因此，建議台灣之研究機構可方面嘗試多與他國機構進行合作，使學術研

究不僅侷限於國內之交流。 

 

三、 台灣須提升研究之主導能量 

   在台灣的 12 篇由 30 位以上作者產出之文獻中，僅有一篇由中央研究

院為通訊作者之文獻 CDF run IIb silicon: Design and testing，其餘文獻之通

訊作者皆屬國外機構，顯示台灣雖參與合作研究，但大多仍非主要領導研

究之角色，故仍須提升研究能量，佔到主導地位為努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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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術評鑑的量化指標，應考量權重計算方式 

    學術生產力的計算方式，通常採用每位合作者各計一次或平均分配的

方式計算。然而，今日的科學研究成果發表，特別在自然科學領域，多作

者共同合作已是明顯的趨勢，一篇文獻可能由上百位以上作者共同發表，

如此不論是各計一次或平均分配信譽都顯得不夠客觀公平。因此可考慮透

過以通訊作者為計算單位，將通訊作者及其所屬機構認定為該文獻之主要

作者之一，加以較高的權重計算，以取得較客觀之評鑑指標。 

 

五、 作者生產力除了量化外，應輔以引用次數分析 

    台灣在高等教育學術評鑑上，過分強調被引文索引資料庫蒐錄的情形，

僅以量化後的學術生產力做為評鑑項目，其結果僅能刺激學術研究量的增

加，對於品質的提升並無助益。因此，若能在量化的評鑑指標外，輔以該

篇文獻之被引用次數的評量，應能促使研究者在增加學術生產量外，也不

忽略了文獻品質，唯此方式仍須注意自我引用對文獻被引用次數造成偏差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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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受限於人力、時間及研究範圍，僅能以 SCIE 於 1989-2008

年收錄之文獻為研究資料，作為台灣、香港與大陸三地學術生產力之代表，

加以分析兩岸三地作者生產力、單一作者與多作者文獻比率、機構間之合

作、與被引用次數情形，唯研究仍有不足之處，茲列出作為後續研究之參

考。 

 

一、 研究對象及研究範圍之擴大 

    本研究對台灣、香港與大陸之工程類文獻學術合作情形作一探討，未

來可進一步探討其他國家在學術生產力之合作研究表現。此外，本研究之

研究範圍僅以 SCIE 資料庫為限，無法涵蓋所有工程類文獻，因此，在文

獻蒐集的範圍可加以擴大，同時檢索多個資料庫，以求得更為完整的學術

生產力樣本。 

 

二、 不同學科學術合作研究之探討 

    本研究係針對工程學科之學術合作情形作一探討，未來可進一步研究

其他學科在學術合作的情形，甚至可比較工程學科與其他同屬自然科學領

域學科之差異；此外，亦可對社會科學或藝術與人文領域進行相關之研究

探討，以了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學術合作上之差異。 

 

三、 機構學術影響力之探討 

本研究僅研究文獻發表數較高之高產機構，統計學術生產力較高之兩

岸三地機構與其合作情形，未來可從機構發表之文獻被引用情形加以分析，

以求得在各學科間不同高產機構之學術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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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所合作研究情形之探討 

本研究僅探討台灣、香港與大陸三地與其他機構間之合作情形，但並

未研究是由該機構之何單位進行合作。例如：台灣在工程學文獻上以台灣

大學為高產機構之一，但可進一步研究在台灣大學中又以哪個系(所)之學

術生產力較高，以及 是否其他學術機構亦以相同系(所)之生產力較高。 

 

五、 研究工具可佐以質性研究輔助 

    本研究係透過檢索 SCIE 資料庫中數據資料之量化研究，而對於數據

結果背後之原因（例如：為何台灣較少進行跨國之合作研究？）並未能得

之，故後續可藉由質性訪談台灣之學者，探究造成此現象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