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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旨在闡述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工具、研究實施

步驟。本研究以書目計量學為主要研究方法，利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

網蒐集台灣地區翻譯文學作品書目，加以分析台灣地區翻譯成中文的

世界文學作品作者與翻譯者的生產力與版本之分佈的情形。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書目計量學之研究方法探討台灣地區翻譯文學的現

況，以書目計量學進行研究的原由，乃是因為其利用數學、統計學和

邏輯學的理論和方法，對各類型文獻的本質和結構，做數量、品質和

應用上的研究與分析1。而書目計量學是一種具體且量化的研究方

法，主要在於確認某些特定現象中出版品的議題及用途，對已知且多

元的資料，作特性和內容分析2，以顯示一學科主題之發展過程與趨

勢。本研究主要應用書目計量學三大重要定律之一的洛卡定律，來觀

察學科領域中作者生產力的分佈情形，以得知該領域的菁英族群與多

產作者為何。 

 

                                           
1 何光國，文獻計量學導論（台北市：三民，民 83 年），頁 8。 
2 Jean-Pierre V. M. Hérubel, “Historical Bibliometrics: Its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Disciplines,” Library and Culture 34:4(1999):38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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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呈現台灣地區世界文學翻譯作品的概況，需

要全面性的書目資料，因此以 NBINet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作為研究

範圍，採用其中多數圖書館所採用的賴永祥編定之中國圖書分類法版

本，以其中文學類號 800 大類中的 870 與 880 小說類，西方文學各國

類號的部分作為樣本進行分析（參見表 3-2- 1），非中文的書目資料

不列入研究範圍。此外，亦兼採《西洋文學在台灣研究書目 1946-2000》
3作為資料分析的參考。因研究範圍為世界文學翻譯作品的概況，因

此非翻譯之原文作品與討論翻譯作品之論文將予以剔除。在年代部

分，界定在 1950 年之後台灣地區出版的翻譯作品，除了當時出版業

較為穩定之外，亦可觀察翻譯文學之出版概況。 

本研究雖定名為「世界」翻譯文學，東亞地區如日本、韓國等國

因地緣、歷史等因素，其翻譯文學對台灣的影響可能比較深遠，但因

為時間、人力不足的限制，故亞洲地區包含中東、南亞、東北亞、東

南亞等國的翻譯文學概況無法於此一併分析，本論文的世界翻譯文學

不包含亞洲翻譯文學，而專注在歐美文學翻譯作品。此外，歐美文學

應專指為歐洲及美洲各國文學，然而非洲深受歐美的影響，大洋洲的

澳洲、紐西蘭亦屬白人的天下4，故這些地區的作品也一併收入本研

究範圍。 

另一方面也因為本研究僅取 870 類與 880 類，對於被分在其他類

                                           
3 張靜二，西洋文學在臺灣硏究書目 1946 年-2000 年（台北市：國科會出版 : 臺灣大學總

經銷，民 93 年）。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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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作品，例如：被分在社會學、語言學的文學作品，亦將有所疏漏。

再且，西洋文學總論、文體分論等文論的書目資料及 889 類號的西洋

小說類，因多與 870 類及 880 類號的書目資料重複，且不易區分國別，

故這些資料亦將被排除在此研究之外。至於已出版但未被收錄在全國

圖書書目資訊網的書目、散見於報刊的單篇文章也不被收錄於內。 

表 3-2- 1 中國圖書分類法5 

中國圖書分類法 類號內容 

871 古代西洋文學 

872 近代西洋文學 

873 英國文學 

874 美國文學 

875 德國文學 

876 法國文學 

877 義國文學 

878 西班牙文學 

879 葡萄牙文學 

880 俄國文學 

881 北歐各國文學 

882 中歐各國文學 

883 東歐各國文學 

885 美洲各國文學 

                                           
5 賴永祥編定，中國圖書分類法（台北市：文華，民 90 年），頁 55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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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圖書分類法 類號內容 

886 非洲各國文學 

887 澳洲及其他各地文學

889 西洋小說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分為資料蒐集工具與資料處理工具，分別為

NBINet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與 Excel 試算表及 Access 資料庫軟體，

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資料蒐集工具 

本研究資料蒐集以 NBINet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為主，NBINet

為國家圖書館於 1991 年 10 月建立，原先的設計理念是作為一書目公

用中心，亦即由國家圖書館結合其他國立大專院校圖書館，透過線上

合作編目系統，進行合作編目。NBINet 書目資料庫內容涵蓋圖書聯

合目錄、善本古籍聯合目錄、大陸出版品書目、以及中文名稱權威資

料庫。該系統是由國家圖書館書目資訊中心負責推動、執行及管理，

以達到合作編目、建立國家書目及全國中外圖書資料聯合目錄資料庫

等目標。截至民國 97 年 5 月底止，計有 77 所合作圖書館，731 萬多

筆書目記錄，1,388 多萬筆館藏記錄6。 

                                           
6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 簡介，<http://nbinet2.ncl.edu.tw/intro.php?intro_i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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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處理工具 

本研究自 NBINet 資料庫中檢索台灣地區翻譯文學之相關書目資

料後，以 Excel 試算表軟體作為主要資料處理工具及 Access 資料庫的

管理系統交叉運用，互相搭配及支援，以進行資料處理。以下茲分別

介紹此二種工具。 

（一）Excel 試算表 

Excel 試算表為 Microsoft 所發展出的應用軟體，其功能如下： 

1.資料匯入：將資料庫轉出的原始書目記錄檔案匯入 Excel

中。 

2.資料處理：開始工作表之建立、編輯、資料運算等工作。 

3.資料維護：確認匯入的資料是否正確，根據不同的欄位，

如作者、機構、篇名等欄位進行確認，以刪除重複的

資料，並對正確的資料進行維護與備份。 

4.資料分析：將正確資料以不同的欄位作為分析變數，進行

資料排序、篩選、彙總與分析等簡易作業。 

5.繪圖：依不同欄位資料需求繪製統計圖表。 

 

 

 

                                                                                                                         
（20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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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ccess 資料庫 

Access 資料庫亦為 Microsoft 所發展出之應用軟體，其功

能有： 

1.資料處理：包括導入資料、分析、統計等功能。 

2.資料轉檔：可轉入前項分析統計完畢的檔案結果。 

3.資料維護：含資料重整及清除檔案資料。 

 

第四節  研究實施步驟 

本節將詳細說明研究之實施流程，並採條列式說明，如圖 3-4- 2

所示。 

一、確立研究主題與選定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世界文學翻譯作品為研究對象，目的在呈現台

灣地區世界文學翻譯作品的原作者與翻譯者生產力的差異。因此選定

在台灣地區翻譯出版的世界文學中文翻譯作品作為研究對象，進行探

討。 

二、蒐集相關文獻資料 

確定主題後開始進行蒐集、閱讀、歸納及整理與研究主題相關之

中外文獻，從不同的理論與實證研究文獻中，瞭解此一主題有關的研

究方向、方法與結果，作為本研究的借鏡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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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索原始書目資料 

（一）制訂檢索策略 

檢索策略的決定依據中國圖書分類法賴永祥版本，以 870 與 880

段各國文學分論進行資料蒐集。因此檢索時採用「賴永祥中國圖書分

類號查詢(CCL Call Number Search)」如圖 3-4- 1 作為檢索模式，接著

分別輸入 870 與 880 各段段號細分加以檢索，並以細分的類號進行資

料初步的分類。 

 

圖 3-4- 1 賴永祥中國圖書分類號檢索 

 

（二）決定分析之資料欄位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台灣地區世界文學作者生產力的概況，並以作

者及其書目單位為計算對象，因此資料分析的欄位有：題名、作者、

翻譯者、出版年、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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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建立與處理 

（一）建立書目資料庫 

將書目資料下載後即建立一小型書目檔，可減少大筆資料下載易

出錯的機會。而書目下載時依完整著錄格式下載，建立書目資料庫。

本研究於 2008 年 3 月中至 3 月底大約二周的時間，由 NBINet 取得

11 萬餘筆的書目資料。 

（二）資料的處理 

書目計量學處理的資料大多包含文字及數字等不同的數據，這些

龐雜的原始數據必須藉助電腦的排序、分析、歸類、去重與計算功能，

以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資料的人工查證與比對 

書目資料經過處理之後，必須經由人工查證及比對，例如類號誤

植、非世界文學作品、文論作品、同一作者不同的譯名、同一出版社

不同的名稱著錄方式等，均需由人工查證及比對才能順利進行。 

五、進行資料分析與統計 

利用 Excel 將處理過後的資料進行分析，依研究問題進行相關統

計分析，再依據統計結果繪製相關統計圖表。 

六、進行書目計量學作者生產力模式驗證 

整合蒐集到的書目資料及配合資料分析出的結果，分別由「書目

單位」、「包含重印本」與「不含重印本及新版」三種計算方式與書目

計量學定律加以驗證，使之成為有參考價值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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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撰寫論文 

最後將上述各種研究結果，撰寫為完整之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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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2 研究架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