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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二十世紀末，資訊成為這個世代的主要名詞之一，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對

於人類文明產生了重大的影響，它不但改變人類的生活方式與習慣，增加人類溝

通的管道，提升了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性，也讓人們對於資訊的掌握度有越來越高

的需求和慾望。資訊科學即是以資訊為核心而作為研究主題，然而其定義相當廣

泛，內涵和範圍亦難以界定和劃分，即使對於「資訊」一詞的定義和認知亦有很

大的差異。 

資訊科學出現的年代眾說紛紜，因為不同領域和背景的人會因其不同的角

度，對於資訊科學的起源有不同的解釋。例如：Jean Paul Emard 在其所編製的「資

訊科學年表」中，將資訊科學的起源追溯至哈佛大學建立其大學圖書館的 1638

年。另一種更普遍的說法是，Vannevar Bush 於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發表《As We 

May Think》一文的 1945 年。Joseph C. Donohue、N.E. Karioth、Dorothy B. Lilley、

Ronald W. Trice 以及 Saul Herner 等人均認為這篇文章是資訊科學的肇始，也有人

認為 Bush 就是「資訊科學之父」(李德竹，2000，頁 2)。此外，美國資訊科學學

會(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SIS])於 1988 年六、七月的會訊中，

出版了該學會成立五十年的紀念文集，其中是以 1937 年 ASIS 成立之年代作為

資訊科學開始的年代。1937 年 3 月 13 日正是 Watson Davis 召集文獻學者成立美

國資訊科學學會的前身，亦即美國文獻學會(American Documentation Institute 

[ADI])成立的日期(賴鼎銘，2005，頁 49)。以這個立足點來說，我們可以發現當

時歐洲的文獻學(documentation)即是美國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的前身。

W.B. Rayward 就指出，Davis 創立美國文獻學會的理念是受到發展於歐洲的文獻

學相當深遠的影響。Jesse H. Shera 和 Donald B. Cleveland 也認為資訊科學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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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追溯到歐洲文獻學的起源。換言之必須追溯至十九世紀末 Paul Otlet 和 La 

Fontaine 在 1895 年成立國際書目學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的理念

(賴鼎銘，2005，頁 46-52)。 

資訊科學定義最早於 1959 年賓州大學電機工程學系(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研究計畫中與電腦科學連結出現，其主要是探討 Shannon 與 Weaver

通信的數學理論(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亦即電信傳播通道中信

號的轉換，而非人類產生及使用的有意義之語意資訊。Borko 認為資訊科學的定

義乃起始於 1961 年 10 月及 1962 年 4 月於喬治亞理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舉辦之會議的宣告，他進而於 1968 年發表《Information Science：What 

Is It?》一文，文中對於資訊科學的定義如下：「探討資訊特性與行為，控制資訊

流的力量，處理資訊的方法以利資訊的取得與使用。」至於資訊科學內容則包括

資訊的生產、收集、組織、儲存、檢索、解釋、傳佈、轉化與使用等。包含在自

然與人工系統中資訊呈現之研究；促使訊息有效傳佈之不同資料傳輸碼的使用；

資訊處理設備和技術之研究。資訊學科又與數學、邏輯學、語言學、心理學、電

腦科學、作業研究、繪圖藝術、傳播學、圖書館學、管理學等學科有關，是一門

綜合性的學科(Borko, 1968, p.3)。總而言之，自從資訊科學一詞出現後，各式各

樣的定義和觀點便層出不窮，不同領域的人對於資訊科學所抱持的觀點各有所不

同。李德竹 (2005)認為資訊科學家多年來對於資訊科學的學科名稱、定義、起

源、屬性、定位、研究方法和研究客體，以及學科之理論基礎有甚多的研究與詮

釋。綜上所述明顯可見，資訊科學似乎仍是呈現其多元化(diversified)與跨科際

(interdisciplinary)的獨特現象，近年來甚至於有多科際化(multidisciplinary)之趨

勢。 

    偉大科學家牛頓，有句名言是：「如果我能看的更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不論任何一個學科的發展如何，在其創始和演進的過程中必定有一

群具有前瞻性與領導風格的研究者，憑藉著他們本身的才能與智慧、努力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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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卓越的理念做出具體的貢獻，透過相同的理念奠定學科的根基，並促使學科興

盛發展。一個學科的發達，就是由一些優秀的人才持續研究和創新，促使學科不

斷地成長與演進。在《資訊科學先驅(Pioneers of Information Science)》一書中，

介紹了推動資訊科學發展的領導人物，希望讓後人得以瞭解這些先驅對於資訊科

學發展所做的貢獻。至於這些資訊科學先驅人物的選定，是根據美國資訊科學學

會(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SIS])，於 1987 年該會慶祝創立五

十周年年會上所表揚的二十四位資訊科學先驅為撰寫對象(李德竹，2005，頁 iii)。

透過這些資訊科學先驅的介紹，可以發現有許多的先驅者，其原本的專業背景不

一定是和資訊科學有關，但是卻對資訊與科技的發展，有著一定的概念和先見，

並以理論與實務的方式來推動資訊科技，促使資訊革命的形成。 

    近年來，書目計量學漸漸在圖書資訊學領域，引領出一股研究的風潮，促使

其成為資訊科學研究的重要範疇之一。引用文獻分析是書目計量學的最大分支研

究，其理論是建立於出版品「互相引用」之關係的根基上。而引用文獻分析主要

是以文獻之書目單元作為計量單位，無論是對書目單元中的何種著錄要項進行分

析，例如：作者、期刊、內容、詞彙等，只要存在一種引用關係，就可計量為一，

然後再進行分析研究，這是最簡單且單純的引用文獻計量(蔡明月，2003，頁 290、

328)。從文獻的相互引用可以看出文獻內容的使用程度，如以單純量化的角度來

看，甚至可以看出文獻的貢獻價值為何。引用文獻分析又可分為多種面向來探

討，共被引(co-citation，或譯成雙被引)是其中的一種計量方式。 

共被引分析對於資訊科學領域有相當重大的影響，甚且亦被其他領域的學者

用以作為比對其學科和專業的一種工具(Garfield, 2001, p.2)。共被引的發生是一

位作者在他的文章裡同時引用了兩篇早期的文章，因此也就建立了這兩篇早期文

章間的一種可以計量的連結，連結的強度則視兩篇早期文章被引用的次數而定。

共被引分析最主要的前提是：一組文獻同時被引用次數愈多，則其內容可能就愈

相關(蔡明月，2003，頁 332)。由於已被引用的文獻之後將可能再次被引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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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兩篇文獻之間的連繫是動態可變的，所以可透過共被引關係對學科結構、學

科之間的關聯性，以及文獻之間的連繫進行動態研究(丁學東，1993，頁 358-359，

轉引自吳嘉雯，1999，頁 2)。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本研究擬針對資訊科學先驅及其作品進行共被引分

析，嘗試瞭解這四十四位先驅作者的研究領域以及先驅作者及其作品之間的相互

關係，進而瞭解資訊科學的核心研究方向與發展過程。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書目計量分析的方式，探討資訊科學領域中先驅作者之共被

引，以及先驅作者最常被引用文章的共被引用之情況，藉此瞭解資訊科學先驅之

間的相互關係，進而觀察資訊科學領域的發展歷程。本研究將利用 Web of Science 

[WOS]資料庫，進行檢索資訊科學先驅之間的共被引次數，期能對資訊科學先驅

作者的群聚有所瞭解。具體而言，本研究擬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資訊科學先驅作者之共被引分析，探討先驅作者之研究主題與作者的群

聚分佈，並找出該主題領域下的核心作者。 

二、藉由資訊科學先驅作者的共被引研究，顯示先驅者之間的相關性，進而界定

資訊科學的核心研究主題，以探究此學科的主要內容。 

三、藉由資訊科學先驅之被引用最多之文章的共被引分析，與其作者共被引分析

相比較，探討其差異性。 

四、透過共被引分析和路徑搜尋網路分析(PFNETs)，加以探討資訊科學熱門的研

究主題。 

五、探討不同時期資訊科學之研究是否有所差異，以及研究領域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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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歸納所欲探討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資訊科學先驅及其被引用最多之著作的被引用情形為何？ 

二、高被引之資訊科學先驅及其作品為何？ 

三、資訊科學先驅及其作品的共被引情況為何？ 

四、網路圖分佈的作者群與研究主題為何？ 

五、資訊科學先驅作者共被引與文獻共被引之分析異同為何？ 

六、與其他相似研究比較，不同時期資訊科學研究者與研究主題之變化為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針對資訊科學文獻進行分析，其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一、本研究之作者共被引分析，是以美國資訊科學學會所頒布最高榮譽的「最佳

貢獻獎(Award of Merit)」之受獎者，至 2007 年共 44 位得主以作為研究對象，

其他資訊科學先驅並不列於此研究的研究對象當中。 

二、本研究主要透過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檢索其中共同引用資訊科學先驅作

者和作品之文獻進行分析，其他文獻則不在本研究範圍之內。 

三、本研究所使用之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由於資料庫定期進行更新作業，加

上共被引的分析是隨著時間而有所改變，故將年代限定至 2007 年為止。 

四、本研究分析之文章數與引文數，以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檢索所得為準，而

不作數量上的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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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解釋 

為使本研究論述上保持一致性，茲將本研究相關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資訊科學(information science) 

資訊科學主要探討資訊特性與行為，控制資訊流的力量，處理資訊的方法以

利資訊的取得與使用。其知識的主體是關於資訊的生產、蒐集、組織、儲存、檢

索、檢索、解釋、傳播、轉化和使用。資訊科學又與數學、邏輯學、語言學、心

理學、電腦科學、作業研究、繪圖藝術、傳播學、圖書館學、管理學等學科相關

(Borko, 1968, p.3)。換言之，與電腦科學、資訊工程等以電腦為主要研究課題有

異。 

二、書目計量學 (bibliometrics) 

書目計量學是指應用數學與統計方法至書和其他形式的文字傳播，藉由計

算與分析文字資訊的不同層面來顯現文字資訊的處理過程，以及某一學科發展的

性質與趨勢(Pritchard, 1969，轉引自蔡明月，2003，頁 5 )。亦即分析和控制資訊

傳輸過程的計量學，用來提供關於知識結構與傳播的資訊。不同學者有不同看

法，其範圍可分為描述型書目計量學及行為型書目計量學，前者在於描述文獻的

特性，後者則檢視文獻內涵間的關係(蔡明月，2003，頁 5-7)。其應用層面包括

學術傳播、圖書館館藏評鑑與資訊服務，引用文獻分析為其最大的分支研究(蔡

明月，2003，頁 291)。  

三、引用 (citing) 

引用指作者在自己作品中使用他人著作以為參考的一種過程。 

四、被引用 (cited) 

被引用指著作、觀念、或經驗被他人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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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用文獻 (citation) 

引用文獻是指在文章的最後部份或散佈於文章每頁下端(一般稱為註腳)的

參考書目資料，其在科學傳播中具有多變及獨特的功能。一般而言，引用文獻意

喻著被引用文獻(cited document)之全部或部分與引用文獻(citing document)之全

部或部分存在著某種關係(Smith, 1981, p.83)。 

六、引用文獻分析 (citation analysis) 

引用文獻分析是書目計量學的一種特殊運用，以引用文獻為基礎，研究文獻

與文獻間各種關係的一種分析方法(Smith, 1981, p.83)。 

七、共被引 (co-citation) 

共被引即兩篇文章 A 與 B 同時被一篇後來的文獻 C 所引用，則 A 與 B 之間

的關係稱為共被引。也就是說共被引的發生在於一位作者在他的文章裏同時引用

了兩篇早期的文章，這也就建立了這兩篇文章間的一種可計量的連結(蔡明月，

2003，頁 332)。 

八、共被引強度(co-citation strength) 

    即任兩篇文獻同時被一篇文獻引用的頻率，共同被引用的次數越多，代表共

被引的強度愈強，而此兩篇文獻在主題內容上也就愈相關。 

九、叢集(cluster) 

作品藉著量化分析技術，將相似的作品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群體，此群體則

稱為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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