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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引用文獻分析法中的共被引分析法，首先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

作為進行文獻計量分析與共被引研究分析之參考。進而檢索Web of Science資料

庫瞭解44位資訊科學先驅之共被引情況，亦即取得任何兩位作者同時被後來的文

獻所引用的次數，並進行分析，以瞭解群聚現象。再以每位作者的被引用最多之

文獻作為主軸，研究作品共被引情況。經由上述步驟，可顯示出資訊科學先驅者

之間的關聯性，進而定義出資訊科學的核心主題與其核心作者；透過不同時期相

似研究，亦可探討資訊科學研究領域之變化；最後比較這兩種不同方式所得結果

之異同。以下就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與流程、資料處理分析等，分節

進行說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書目計量學之共被引分析法，探討資訊科學先驅和其文獻的

共被引情形，所採用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蒐集國內外與引用文獻分析、共被引分析、作者共被引分析等

相關研究之文獻，藉由文獻閱讀與彙整，瞭解本研究所涉及之概念、方法、工具

與背景、以及發展之趨勢，以協助本研究內容及程序之設計。 

二、資料庫檢索 

本研究資料庫檢索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使用Web of Science資料庫進行

作者共被引的檢索，以得到資訊科學先驅作者的共被引次數，再以這44位作者的

被引用最多的文獻，透過Web of Science資料庫檢索共被引次數，以獲得每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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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同時被引用之頻率。 

三、作者共被引分析 

以作者為樣本，全部N位作者中，每一位作者與N-1位作者分別配對，一共

可配成N*(N-1)/2對。再將全部所配成對的作者透過Web of Science資料庫進行檢

索，以獲得作者共同被引用的次數，進而建立共被引矩陣。將所得之作者共被引

數據再以PFNETs技術繪製作者共被引之圖像，以瞭解作者之群聚現象。 

四、文獻共被引 

    相同於作者共被引分析的方法，以個別作者所發表之被引用最多的文獻為樣

本，一共 N 篇文獻中，與另外 N-1 篇文獻分別配對，一共可配成 N*(N-1)/2 對。

再將全部所配成對的文獻透過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進行檢索，以獲得文獻共同

被引用的次數，並建立共被引矩陣。將所得之文獻共被引數據再以 PFNETs 技術

繪製作者共被引之圖像，進而瞭解其群聚現象，並與作者共被引所得的結果做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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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對象係以 ASIS 頒發最高榮譽的「最佳貢獻獎」所獲獎

的 44 位的資訊科學家為研究對象，並以其發表過被引用最多的文獻為樣本，進

行作者與文獻之共被引分析。 

一、作者樣本選擇 

本研究係以ASIS頒發最高榮譽的「最佳貢獻獎」為分析樣本。44位作者中，

每一位作者與另外43位作者分別配對，一共可配成946對。再將全部所配成對的

作者透過Web of Science資料庫進行檢索，以獲得作者共同被引用的次數，並建

立作者共被引矩陣。將所得之作者共被引數據再以PFNETs技術繪製圖像，進而

瞭解先驅作者之群聚現象。 

二、文獻樣本選擇 

    以 ASIS 頒發最高榮譽的「最佳貢獻獎」的 44 位資訊科學家所發表過的最

常被引用文獻為本研究的分析樣本，相同於作者共被引分析的方法，一共 44 位

作者中，即有 44 篇文獻。每一篇文獻與另外 43 篇文獻分別配對，一共可配成

946 對。再將全部所配成對的文獻透過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進行檢索，以獲得

文獻共同被引用的次數，並建立文獻共被引矩陣。將所得之文獻共被引數據再以

PFNETs 技術繪製圖像，以瞭解其群聚現象，並與作者共被引所得的結果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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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自 WOS 資料庫檢索出資訊科學先驅共同被引用次數，再實施數據整

理、檢測與資料分析。玆分別就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簡介如下：  

一、Web of Science [WOS] 

WOS 為美國 Thomson Scientific 公司，於 1997 年間建置之網路版引用文獻

索引資料庫系統，提供理、工、醫、農、人文、及社會科學等各學科領域之文獻

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資料。該系統收錄期刊超過 9,000 種，每週更

新其內容，每年提供超過 110 萬筆書目及 2,300 萬筆引用文獻資料。本資料庫

特有之文獻間相互引用關係檢索，不但提供研究人員更完整之研究參考資訊，更

可依循前人研究軌跡，進一步瞭解同儕及競爭對手之研究。(CONCERT，2000) 

WOS 共涵蓋下列三大資料庫： 

(一)科學引用文獻索引擴充版(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資料

庫。 

SCIE 資料庫為科學引用索引資料庫的擴充版，SCI 資料庫收錄的

科技領域之學術期刊為 3,700 種，約 100 個學科領域；SCIE 資料庫收

錄 6,000 餘種科學技術類期刊，較光碟版約多 2,200 餘種，主題涵蓋生

命科學、臨床醫學、農業、生物學、物理、化學等約 150 個學科領域。

網路版SCIE 資料庫目前回溯至 1900 年，1991年起之資料含作者摘要。 

(二)社會科學引用文獻索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資料庫。 

SSCI 資料庫收錄社會科學之重要期刊計 1,800 餘種，此外，亦從

近 3,300 種科技類期刊挑選與社會科學相關之期刊文獻收錄，涵蓋人類

學、歷史、法律、管理、心理、政治及社會等約 50 個學科領域。網路

版 SSCI 資料庫目前收錄年限自 1956 年起，1992 年起之資料含作者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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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三)藝術與人文學引用文獻索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

資料庫。 

A&HCI 收錄近 1,100 餘種藝術與人文類期刊，該資料庫亦從近 

7,000 種科學和社會科學領域之期刊中挑選相關之期刊文獻收錄，主題

涵蓋主題涵括藝展評論、戲劇音樂及舞蹈表演、電視廣播等，網路版

A&HCI 收錄年限自 1975 年起至今，1999 年起之資料含作者摘要。 

本研究同時選用了 SCIE、SSCI 及 A&HCI 等三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以

廣泛蒐集文獻資料。此三種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使用同一檢索介面，使用者可自

行勾選所需之資料庫，亦可限定年代。在「被引用參考文獻查詢」（cited reference 

search）介面，使用者可以檢索 WOS 資料庫中，所有資料庫收錄期刊被引用情

形，其欄位有 cited author、cited work 和 cited year(s)。 

二、《資訊科學先驅》(Pioneers of Information Science)一書(李

德竹教授七秩榮慶籌備小組，2005) 

此書介紹美國二十四位「資訊科學先驅」（1937-1987），由國內二十六位圖

書館學與資訊科學的教授和博士生撰寫。內容詳細介紹二十四位資訊科學先驅的

個人背景、主要學經歷、對資訊科學與技術發展之影響、學會活動之特殊榮譽以

及重要著作等，對研究學習資訊科學與技術者而言，可深度認識資訊科學先導人

物之卓越貢獻以及資訊科學與技術之發展起源，極具閱讀及參考價值。從圖書館

學到圖書資訊學，這個負責資訊蒐集、組織、傳輸及典藏的學科，已由眾多的理

論家、實踐者建立不少有關知識媒體、知識組織與檢索、資訊系統與網路、使用

者研究與服務等多方面的理論知識與服務系統，並對人類的知識傳播產生深遠的

影響。為了紀念歷年來貢獻卓著的資訊科學家，美國資訊科學與技術學會自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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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起，每年選出對資訊科學界最有貢獻者，包括最佳新構想、開創新裝置、發展

最佳技術，或資訊科學專業服務傑出者，頒給「最佳貢獻獎」，至 2007 年已有

44 位獲獎者，有關 44 位先驅的個人介紹，請見第二章第二節。國內圖書資訊學

的學者根據 1987 年美國資訊科學學會 50 週年慶選出的 24 位資訊科學先驅，編

撰《資訊科學先驅》一書。 

三、KNOT 軟體 

KNOT 軟體為 Knowledge Network Organizing Tool 的簡稱，起源於美國新墨

西哥州立大學，其計算研究實驗室的領導人 Schvaneveldt 於 1990 年率領研究小

組，根據語意網路理論和圖形理論，研究發展出路徑搜尋量尺化演算法(pathfinder 

scaling algorithm)，用以建構和分析知識結構，並設計知識網路組織工具

(Knowledge Network Organizing Tool [KNOT])程式，輔助建構、分析和評估

PFNETs。PFNETs 是一項結構化和程序化的繪圖技術，擷取近似資料中的潛在模

式，並以網路空間的分類方式來呈現。Pathfinder scaling algorithm 可以計算所輸

入成對物件之間的接近性(proximities)，將這些物件以網路的方式來呈現。此網

路的連結包括直接連結(direct link)和間接連結(indirect link)兩種，並由路徑搜尋

量尺化演算法的參數來決定其連結的數量。其節點即代表概念，而相連的節點代

表概念間的關聯性較高。透過演算法，PFNETs 將保留「最短長度的路徑

(minimum-weight paths)」，以保持最主要的連結。如此一來，PFNETs 讓使用者

透過所描繪出的地圖上闡釋節點之間最主要的關係，同時可降低其認知上的負

擔。節點之間若有連結的存在，即表示概念間的關係越密切；若概念之間缺乏連

結，則表示概念間的關係越疏遠，其節點間連結線的長短，並不代表連結關係的

強度。(Borner, Chen, & Boyack, 2003, pp.201-202；Interlink, 2008；White, Lin, 

Buzydlowski, & Chen, 2004, p.5299；黃湃翔，200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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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流程 

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流程如圖3.4.1，主要分成八大步驟來進行，茲分述如下： 

一、決定研究主題與對象 

經由前述文獻分析結果，決定研究方向，並以ASIS所頒發最高榮譽的「最

佳貢獻獎」之得主，至2007年共計44位資訊科學先驅為研究對象。 

二、文獻蒐集與分析 

為瞭解研究背景，並進行相關研究之探討，本研究利用圖書館之學科資料庫

與搜尋引擎等蒐集國內外與引用文獻分析、共被引分析等相關研究之文獻，經由

文獻閱讀與彙整，深入瞭解本研究所涉及之概念、方法、工具與背景，做為研究

之基礎。 

 

圖 3.4.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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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確定檢索工具及方式 

同樣經由文獻分析後，選定WOS資料庫進行檢索，以蒐集研究對象之共被

引資料。 

四、檢索作者共被引次數 

透過WOS資料庫所提供cited reference search檢索功能，分別檢索作者的被引

用次數，進行人名縮寫之確認，並透過人工逐筆過濾方式是否為該作者被引用的

資料。而人工逐筆過濾的方式如下： 

1. 確認人名縮寫的不同與錯誤。 

由於 WOS 資料庫是以人名縮寫登錄，而每位引用者的引用習慣不同，

可能因此造成被引用者的縮寫名有所不同，因此必須確認每位作者的縮寫方

式，以及 WOS 資料庫中每位作者可能被登錄的各種縮寫名字，並找出是否

有縮寫錯誤的各種情況。例如：Karen Sparck-Jones 為英國人，Sparck 為其

母姓，Jones 為其父姓。其最常用的縮寫名為 Sparck-Jones, K。但在 WOS 資

料庫中，找到其被引用之各種的縮寫名如下：SPARK J、SPARK JK、SPARK 

KJ、SPARKJONES K、SPARCK J、SPARCK JK、SPARCK K、SPARCK KJ、

SPARCK-JONES K、SPARCKJONES K。又如 Henry G. Small 的縮寫最常被

用為 Small, H，但亦有不少的引用者使用 Small, HG。因此必須仔細檢索並

人工排除非此作者之被引用資料，並試圖找出該作者可能被登錄的各種縮寫

名，才得以檢全。 

2. 書名、期刊名縮寫的不同。 

WOS資料庫中，同一種書名或期刊名會有多種登錄的引用資料格式，

其縮寫方式亦不大相同，因此必須一一比較並過濾是否為同一個書名或期刊

名，才得以確認是否為同一作者之被引用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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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用錯誤、引用資訊漏缺造成無法判別為其著作。 

在WOS資料庫中所登錄的引用文獻資料當中，常常會有缺漏冊次、頁

數、卷期等情形，以致無法於該資料庫中直接判定是否為該作者之著作，因

此必須經由其他有蒐錄此文獻之資料庫進行查詢與確認。 

4. 書名相同，但引用頁數不同 

同篇文章，但系統所記載的頁數並不齊全，例如：僅寫明：149-&，導

致系統無法判別引用150頁之後的資料是否為同筆，因此必須透過人工瀏覽

的方式加以確認是否為同一篇著作的被引用。 

5. 同姓同縮寫的比率很高，有時有出現同領域的情況，甚至有同名同姓的

人。 

透過作者名縮寫的檢索結果，往往可以發現有許多不同領域之作者亦在

檢索結果當中。因此，必須先將每位作者之研究背景仔細調查清楚，在檢索

的過程中，以人工過濾方式將不屬於此作者之領域排除。有時甚至會出現同

領域之下，有不同作者卻為相同縮寫名的情況，甚至有同名同姓者，這必須

將這二者被引用之著作，經過其他資料庫的查詢，或者找出全文加以確認其

所屬機構，才能將其過濾。如：Joseph Becker經資料庫檢索和網路資料查詢

下，發現有兩位同名同姓的資訊科學家，如此便必須透過該作者之機構，並

將所發表過的文獻加以比對，進而區分其被引用的資料為何。 

透過人工過濾方式確認各個作者之被引用的資料，按下Finish Search，使各

個作者的被引用成為單一檢索結果，再利用combine指令分別以成對作者為單位

進行檢索，取得其共被引次數，統計1900年至2007年間資訊科學先驅共同被引用

情況，如圖3.4.2、圖3.4.3及圖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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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 透過 WOS 資料庫以 cited author 欄位檢索作者的被引用次數 

 

圖 3.4.3 作者個別被引用的次數 

圖 3.4.4 利用 combine 指令取得成對作者之共被引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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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索被引用最多之文獻共被引次數 

透過WOS資料庫，先進行人名檢索，透過人工過濾方式(如上所述)，找出每

位資訊科學先驅所發表過被引用最多的文獻，並兩兩配對，在WOS資料庫中依

指令式語言找出成對文獻之共被引次數，如圖3.4.5、圖3.4.6、圖3.4.7。

 

圖 3.4.5 檢索作者收錄於 WOS 之作品 

 
圖 3.4.6 透過被引用次數作排序以找出被引用最多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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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透過各作者被引用最多之文獻檢索文獻共被引的次數 

六、資料整理  

將WOS資料庫檢索結果進行整理，匯入至Microsoft Access中，透過該軟體

建立共被引資料庫，以便查詢各引用資料之內容和共被引次數。 

七、建構共被引矩陣 

根據共被引次數，藉由Microsoft Excel建立成對作者的共被引矩陣與成對文

獻的共被引矩陣。 

八、利用KNOT軟體繪製作者共被引分析網路圖和文獻共被

引分析網路圖 

依據作者共被引矩陣和文獻共被引矩陣，透過KNOT軟體，利用PFNETs技

術，分別繪製成作者共被引分析網路圖和文獻共被引分析網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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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進行資料結果綜合分析 

將資料庫檢索結果與統計分析結果，依據研究目的進行資料分析，以探討資

訊科學先驅作者與研究群聚的分佈與文獻之群集的研究主題，將兩者所得結果進

行比較。 

十、根據結果撰寫論文 

以上研究步驟依序完成後，根據所得資料撰寫研究論文，並對後續之研究提

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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