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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 1975 至 2006 年間，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之

概況，透過各校國際論文的發表數量，進一步觀察不同領域中學校、學門，

以及個別系所學術生產力的分佈情形，並以書目計量學三大作者學術生產

力定律，加以驗證機構學術生產力之可行性，最後利用文獻成長模式檢驗

12 所大學文獻成長模式，進而呈現其研究主題之變遷。因此本章第一節總

結 30 年來，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概況、特性與其分佈規律；第

二節則是根據研究結果，從學術生產力觀點出發，對照高等教育評鑑制度

下，不同學科性質之特性，提出不同觀點之建議；最後一節則是對未來進

一步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概況 

 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各校整體學術生產力之間存在明顯不均現象；在學

門學術生產力部分，以電子與電機工程學門與管理學門，分別為自然科學

領域和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產出最豐富的學門；而個別系所學術生產

力亦呈現高度集中在少數機構之現象；合作研究則為 12 所大學常見的學

術生產力產出模式。以下就其不同結果詳加說明之。 

 （一）12 所大學整體學術生產力有明顯不均現象，多集中於台灣大學 

 本研究以 82394 篇文獻作為各校學術生產力之集合，台灣大學的 21068

篇，約佔所有文獻 1/4，明顯高於各校，而具有理工性質與醫學系所的學

校整體學術生產力亦較高於一般學校。以學校性質而言，各校在不同領域

整體學術生產力表現變化不大，僅政治大學在自然科學領域以及社會科學

和藝術與人文學領域落差較為明顯，顯示學校性質將影響不同領域整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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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生產力之表現。 

 值得一提，在學術生產力的表現上，需考量各校設立時間、系所數量

以及學校性質等條件，以台灣大學為例，其整體學術生產力雖為最豐，但

其歷史悠久、系所眾多和資源豐富均為全國之冠，對於促進學術生產力的

發展不無影響。為求公平，在分析個別學校、甚至系所學術生產力時，均

需考量各校條件，並加以解釋，才能呈現真正學術生產力的優劣之分。 

 （二）自然科學領域學術生產力多集中於電子與電機工程學門；社會

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則以管理學門為主 

 將學術生產力分為自然科學領域以及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視之，

本研究發現自然科學領域生產大多數文獻，在量化成果上是優越的，其中

又以電子與電機工程學門產出最盛，而機械與航太工程學門和化學學門學

術生產力亦有豐富產出。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則以管理學門為最多

產，其中工程類組工業工程與工業管理學門在該領域的高生產力現象，凸

顯系所對學門歸屬的問題。但就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的學門生產力比

例來看，本研究發現工程類組與醫藥衛生類組佔有近 44%發表比例，進一

步從文獻研究主題分析之，得知特定主題（例如：工業管理、社區護理與

健康照護等主題）較偏向社會科學。換言之，推論為跨領域研究的發展使

然。 

 另一個造成跨領域現象明顯的原因亦有可能來自 WOS 本身高度跨領

域的性質使然，相同期刊及文獻均有可能同時被 SCIE、SSCI 和 A&HCI

蒐錄，而造成學術生產力重複計算現象，因此對於高等教育評鑑時如何還

原學門學術生產力原貌，需加以界定學門之間的範疇和計算方式。 

 （三）個別系所學術生產力分別以電機工程學系（所）與經濟學系（所）

為最豐 

 具有高生產力的個別系所通常與學校系所設立數量成正比，以自然科

學領域的電機工程學系（所）和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的經濟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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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便可得知。但就單一系所而言，以自然科學領域中台灣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所）的 2541 篇，以及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的台灣大學心理

學系（所）分別為最多產系所。本研究結果如以橫向角度觀察個別系所學

術生產力情形，將可得知在不同個別系所學術生產力中各校所佔比例，藉

此瞭解在同一性質的學術單位中，學術生產力較為突出的學校和系所為

何。如以縱向角度觀察之，則可得知各校本身學術生產力之分佈情形，以

此呈現各校中不同單一系所的學術生產力表現。 

 （四）個別系所學術生產力呈現高度集中現象 

 自然科學領域的前 7 個多產系所可滿足半數學術生產力，亦即 2%多產

系所產出 50%文獻數量；而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的前 16 個系所生產

半數文獻，亦即 10%多產系所滿足近 50%學術生產力，均顯示該 12 所學

校在文獻發表上，不論是整體學術生產力、各學門以及個別系所學術生產

力，均呈現高度集中現象。 

 （五）合作研究為 12 所大學之主要研究模式 

 不論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領域，各校整體學術生產力均有超過 50%來

自合作研究模式，顯示合作研究已成為主要的研究模式。進一步對多個合

作研究機構數量的文獻，作研究主題的分析，顯示中央大學、清華大學與

台灣大學在此類文獻的發表較多，均以物理相關主題為主，並多刊登於

Physics Letters B。反觀藝術與人文學領域的合作研究現象極少，僅有語言

與語義理論為研究主題的文獻，多由合作研究產出。整體而言，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合作研究現象已相當普遍。 

二、機構學術生產力之定律驗證 

 本研究利用作者學術生產力三大定律加以驗證，機構學術生產力之分

佈規律是否成立，驗證過程將學科領域轉換成 12 所大學產出之文獻，且

將作者以機構替代之，研究結果皆不相吻合，主要原因在於高低學術生產

力族群的比例不當，而導致驗證不符，以下就其可能影響三大作者學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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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力定律不適用於機構學術生產力之原因，作一說明。 

 （一）本研究機構學術生產力之分佈皆不符合三大作者學術生產力定

 律 

 本研究利用洛卡定律最小平方差公式加以驗證，得到 n 值與 c 值均與

該定律預設值相距甚大，再以 K-S 檢定法檢驗之，所得 Dmax 值亦大於

K-S 統計值，皆證明洛卡定律並不適用於本研究之機構學術生產力；其次

在普萊斯平方根定律驗證中，將機構數開平方後的數值，應滿足半數學術

生產力之需求，但實際結果均低於該定律推論的 50%，顯示兩者並不吻

合。最後以 80/20 定律驗證機構學術生產力，除了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

域低於 80%之外，整體文獻與自然科學領域等皆略高於 80%，雖不完全符

合定律之假設，但已十分相近。由此可知，本研究機構學術生產力之分佈

規律皆不符合三大學術生產力定律，顯示以特定範圍來取代學科領域，以

及將機構取代作者的作法，與作者學術生產力三大定律的應用不相吻合，

換言之，作者學術生產力三大定律不適用於本研究。 

 （二）高生產力機構數量較多於低生產力機構數量 

 從洛卡定律的驗證過程中，得到 n 值均與定律的-2 相異，而 c 值與定

律的 0.6079 相較，亦相差甚大，因此與洛卡定律中文獻數量與作者數量的

相對關係分佈圖並不十分符合。此外，由高生產力機構與文獻數量分佈圖

的分散情形，推論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機構學術生產力，出現高生產力機

構數量比低生產力機構數量高出許多之現象，進一步分析原因可能在於，

系所涵蓋的層面較廣，導致原本許多僅生產一篇文獻的作者，在機構學術

生產力的驗證上，必須往上提升一個單位層級，而造成合併現象，致使低

生產力的來源銳減，而無法滿足學科領域中低生產力作者較為普遍之前

提。 

 （三）機構學術生產力呈現極端現象 

 就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機構學術生產力的普萊斯平方根定律和 80/20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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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驗證而言，本研究發現台灣機構學術生產力雖然相當集中，但從文獻數

量與機構數量加以觀察可見，各機構之間的學術生產呈現極端現象，文獻

分佈範圍少為 1 篇，多達 2549 篇，而 12 所大學於 1975 至 2006 年間的文

獻產出篇數不少，將使得機構學術生產力出現許多高生產力機構，並導致

高低學術生產力機構之間，文獻數量拉距擴大，因此產生機構學術生產力

之間的極端現象。 

 （四）整體文獻數量規模大於機構數量規模 

 本研究進行定律驗證過程中，對於適用性不符的結果，推論其原因在

於樣本數的分佈特性較為特殊，由 607 個機構所出版 79728 篇文獻，使得

機構與文獻數量的對比甚大，而有整體文獻規模過大，但全部來源機構規

模過小的疑慮，導致在定律驗證時，因文獻數量規模與機構數量規模落差

過大，而無法真正表現出一般學科領域中，文獻數量與作者數量之間的相

對關係。也可由此發現，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在數量上的產出已有突出表

現，對於高等教育評鑑的機制中，追求引用評鑑將是達到數量後的下一步。 

三、12 所大學文獻成長特性探討 

 將 12 所大學發表文獻數量逐年呈現，可知目前仍處於蓬勃發展期；而

以文獻成長模式驗證之，發現台灣地區 12 所學校文獻成長融合多種成長

模式，並且沒有發生邏輯斯第迴歸曲線中，高生產力後的偏垂現象，再度

證明目前 12 所大學文獻成長仍持續發展，最後分析各研究主題演進歷程，

得知電子與電機工程和管理主題為研究主流，以下就各現象分別敘述之。 

 （一）12 所大學之文獻成長呈現穩定發展 

 12 所大學整體文獻與自然科學領域文獻成長情形極為相似，1985 年左

右逐漸脫離成長萌芽期，並於 1990 年開始以較大幅度快速成長，直到 2002

年前後，分別出現負成長現象，隨後至 2006 年間，文獻成長繼續上升，

但增加幅度已較為縮小。反觀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文獻成長情形，明

顯始於 1992 年，近年來有日益增多現象，該領域對於學術傳播的形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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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變，促成文獻的快速成長。最後研究推測 1990 年代快速攀升的文獻

成長可能來自，當時國家提出的「六年計畫」，促使文獻發表數量激增，

直到 2002 年遭遇瓶頸，隨後適逢高等教育評鑑興起，令學術生產力量化

比重增加，連帶產生文獻發表之壓力，使文獻成長再度提升。就整體而言，

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文獻成長仍是穩定成長狀態。 

 （二）機構性質不同於學科領域，故難以界定不同成長階段 

 本研究雖參考普萊斯對於科學文獻成長情形所提出的四個階段，對照

12 所大學歷年文獻成長分佈情形，僅能明顯辨識出成長萌芽期、成長擴散

期、蓬勃發展期和成長穩定期。但其成長階段特性均不明顯，顯示將特定

機構取代原本的學科的作法，並不十分適用，推論原因在於機構和學科的

性質不同，而無法具備不同階段，可能依循的次序，只能從發表量多及量

少作為判斷，而非學科發展之特質，而能夠使機構文獻成長階段有所轉換

的原因，應該大多來自學術環境的改變。 

 （三）12 所大學文獻成長模式融合各種成長模式 

 將 12 所大學發表文獻數量，以常見的線性成長、指數成長，以及邏輯

斯第成長模式加以驗證，得知整體文獻成長模式與自然科學領域成長模式

相似，均為初期的指數成長模式與後期的線性成長模式，而邏輯斯第成長

模式的吻合以初期成長情形較佳，但未出現偏垂現象，故不完全相符；社

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文獻成長模式則以指數成長模式較為適用，邏輯斯

第成長模式亦未出現偏垂現象，因此得知兩者並不相吻合。綜合 12 所大

學文獻成長模式驗證可知，其文獻成長是融合多種文獻成長模式，而在邏

輯斯第成長模式驗證過程，並沒有偏垂現象的發生，而是持續成長，顯示

12 所大學在現階段的文獻成長情形仍是相當活躍。 

 （四）電子與電機工程以及管理主題，為兩大領域之研究主流 

 從研究主題逐年的發表次數可得知，自然科學領域中電子與電機工

程、應用物理，以及跨領域材料科學的成長趨勢最為顯著，且持續蓬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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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表示該類研究主題仍為研究主力；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則以管

理為研究主流，其次為經濟與運籌學等主題，都以商學為多。此外，從研

究主題分佈情形亦可得知化學和材料科學、心理學和資訊科學與圖書資訊

學分別為應用範圍較廣的研究主題，顯示該性質研究主題較適合跨主題研

究模式。 

 

第二節  建議 

 學術生產力受到眾所矚目有部分原因來自高等教育評鑑的興起，而台

灣的學術環境，目前正處於高等教育評鑑積極開展的時代，因此本研究以

學術生產力為出發點，欲從不同學門與學科在學術生產力的不同特性加以

說明，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作為高等教育評鑑中量化評比之參考。 

一、醫學性質之學術生產力不宜與一般學科相比，應另規劃同類評比 

 本研究進行各校學術生產力彙整時，發現具有醫學系所之學校，其學

術生產力通常較易高於其他一般學校。究其原因可能在於醫學性質文獻之

發表習性以英語發表於期刊論文為多數，另一原因則為 WOS 資料庫的蒐

錄限制有多達 60%偏重生物以及醫學，因此醫學性質學術生產力的計算，

在高等教育目前僅以國際論文發表量為主要評比標準的環境下，有其優勢

存在，卻也有失不同性質學校在學術生產力評比上的缺點，因此對於具有

醫學系所的學校學術生產力，建議另外規劃同類相比的機制，才能表現出

真正優良的單位為何。 

二、醫學系所與附設醫院學術生產力易混淆，應清楚界定之 

 醫學系所的學術生產力特性較為特殊，尤其在臨床醫學類組之文獻發

表，系所師資與醫院醫師身份常有所重疊，而發表文獻時註記的所屬機構

資料，常有同時掛名情形。進行高等教育評鑑量化評比時，關於該篇文獻

學術生產力的歸屬需清楚界定，視其狀況納入高等教育評鑑的學術生產力

計算中，抑或歸入醫院評鑑之中，以求達到客觀公平而不重複計算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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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所合併使得學術生產力有相加作用，應衡量彼此的規模大小 

 由於時代演進與研究趨勢的變遷，部分系所除了有更名情形之外，系

所合併的現象亦非少見，其中以動物學系和植物學系合併為生命科學系、

化學工程學系與材料工程學系合併為化學工程與材料科學系等情形較

多，但系所合併所帶來學術生產力的相加效果，是相當明顯的。反觀其他

未合併仍維持原樣的系所而言，在進行相似性質系所學術生產力評比時，

各系所學術生產力的組成來源已不平等，因此在進行高等教育評鑑的量化

評比時，對於系所歷史和其學術生產力組成要素應進一步說明，而非僅就

表面數據評比，應更加注重各系所學術生產力之發展特色與演進歷程。 

四、學科性質相異而有不同學術傳播習性，應多方接納不同學術生產

 力之來源 

 目前台灣高等教育評鑑對學術生產力的量化評比，僅以 SCI、SSCI、

A&HCI、EI，以及 TSSCI 的蒐錄為依據，但前述資料庫之蒐錄標準皆以期

刊論文為主，但藝術人文領域之學術傳播管道，通常以表演或專書為重，

致使高等教育評鑑，學術生產力的評比，立足點不一，因此建議在評鑑機

制中，廣徵不同類型之學術產出，並設計多元的積分方式，以及核心書目

的建立，藉此可促使不同學科性質的機構學術生產力呈現多樣面貌。 

五、學術生產力的量化表現，應考量權重計算的方式 

 本研究進行學術生產力研究時，是以各校產出作為量化評比之標準，

對於合作研究計算方式，採取不論第一系所或合作研究均計算一次，但以

合作研究機構數量觀察之，不免發現合作研究模式已成為普遍現象，但合

作研究機構數量過多，可能高達數百個，其學術生產力的計算方式，通常

採用各計一次或者平均分配，不論何種計分方式，要如何真正求得該篇文

獻合作系所之合理學術生產力，應考量按照系所順序加以權重後的計分方

式，抑或利用通訊作者資料，將通訊作者所屬機構認定為該篇文獻之主要

學術生產力產出者，加以權重計算。總之，將學術生產力作層次分配，以

取得較公平之數據，應是可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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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避免學術生產力成為單純數量上的大小之爭，進行高等教育

評鑑時，可參考 RAE 作法，限制每位教師僅能繳交近幾年來最好的 3 篇

著作。亦即建議系所呈繳資料時，需限制為近幾年的少數作品，而非歷年

之學術產出，藉由送審資料的年代與篇數限制，有助於呈現最好的學術生

產力，而非最多的。 

六、系所對於學門歸屬的問題，應賦予自主性或建立統一標準 

 高等教育評鑑對於各校學術生產力之表現，是以 WOS 資料庫的資料

為依據，且利用 WOS 所給予的分類結果，作為主題和領域之初步劃分依

據，但如何將 WOS 的學科分類對應至台灣地區眾多系所與學門的劃分標

準，將是一個過程轉換的問題。此外，文獻的跨領域發表亦非少見，僅利

用 WOS 的分類，將難以適應台灣國情。本研究亦發現系所對於自身學門

的歸屬會對學門生產力造成影響，例如同時：具有兩種學科性質的系所，

其在學門歸屬時，便需要有所考量，建議除了從系所名稱的初步判斷外，

由各系所衡量課程內容以及未來發展後，再自主性地進行學門歸屬，將是

降低學門學術生產力誤差的方式之一。 

七、學術生產力除了量化表現之外，應輔以論文品質的引用分析 

 「先求量再求質」的目標導致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的發表特性，過份

強調有沒有被特定引文索引資料庫蒐錄而已，在量化方面的學術生產力表

現確實亮眼，但就質化方面的被引用表現，則是差強人意。高等教育評鑑

的意義應在於激勵品質的提升，對於單純以數量取勝的評比，似乎沒有太

大意義，因此如能在量化的發表文獻篇數上，配合該篇文獻被引用次數的

加權處理後，應能為過度量化的學術生產力，增加質化解釋的說服力。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因時間、研究範圍等限制，僅能以 WOS 資料庫收錄之文獻資

料，作為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之代表，分析各校、學門以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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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之學術生產力，以及歷年發表文獻之研究主題等變項，但研究之中仍有

不足之處，列出以下幾點作為後續研究之參考。 

一、研究對象及研究範圍之擴大 

 本研究僅以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作一探討，無法代表台灣地

區整體學術生產力之表現，因此未來研究對象可進一步擴大為所有大學，

抑或依學校類型區分為，一般大學及技職院校等不同研究對象；而本研究

之研究範圍僅以 WOS 資料庫為限，無法涵蓋台灣所有學術生產力，因此

在文獻蒐集的範圍應加以擴大，可同時檢索多個資料庫，以求得較完整的

學術生產力樣本。 

二、不同層次之學術生產力特性分析 

 本研究僅針對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之學術生產力進行整體、自然科學領

域，以及社會科學與藝術人文領域之特性分析和作者學術生產力定律驗

證，未來研究則可進一步剖析各校整體學術生產力，抑或學門學術生產力

之特色分析、定律驗證，以及文獻成長情形等，藉此凸顯各校學術生產力

之優缺點與特色，可作為瞭解不同領域、不同性質學校之發展重點。 

三、機構合作研究情形之探討 

 本研究在學術生產力的計算上，大多以第一系所為 12 所大學的文獻為

主，僅在合作研究部分納入各校身為合作研究系所之文獻產出，但從數量

無法得知各校之間的合作模式為何，因此未來研究建議將機構合作研究情

形，利用交叉分析方式，對於不同領域中，各校彼此之間、各種性質學科

之間的合作研究分佈情形作一呈現，以觀察台灣高等教育中，各校、各系

所之間的合作互動情形為何。 

四、學術影響力之探討 

 本研究僅就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作一探討，已知量化成果頗

為豐碩，但進一步希望以質化角度加以解釋其影響力為何，因此未來研究

可從發表文獻之引用情形加以分析，以求得各校、學門以及系所真正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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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影響力，並可彙整為台灣地區引用特性之呈現，亦可由學術影響力之探

討，對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之發展模式提出修正與改進之道。 

五、各變項進一步的探討 

 本研究因人力與時間限制，無法將學術生產力相關議題一一分析，因

此在未來研究建議可從文獻類型、刊載期刊等變項進行更深入之探討，以

期更透徹地解釋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之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