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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高等教育學術評鑑在台灣近年來已蔚為風潮，而高等教育市場化所帶

來的影響，在教育融資上，注重高等教育的市場機能強化、並調整政府對

高等教育的資源分配，以及擴大民間資源投入教育；其次在教育供應上，

提出教育改革行動方案與大學法人化等措施；而教育監管方面，尤其強調

評鑑制度的建立以及大學法的成立（註 1），上述原因均促使大學院校紛紛

以學術生產力來表現自身的競爭力，其中評鑑更是一種聲譽的建立（註

2）。台灣從 1975 年的大學學門評鑑開始一直沒有奠定系統化的評鑑模式，

直到 2003 年教育部首次公佈大規模的大學評鑑結果，由於理工學門與人

文社會學門的評鑑不公，引起迴響甚大（註 3），隨後教育部更鎖定多所學

校作為研究型大學，期望打造一流水準的國際大學，但就該次評鑑結果的

整體性而言，卻是相當粗糙且缺乏客觀標準，引起各界輿論不斷，因而有

五年五百億的補助措施，以 12 所國內大學為發展重點，遂開展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 

「大學法」第五條明訂大學應定期自我評鑑，且教育部亦應定期舉辦

大學評鑑，以作為政府經費補助之參考（註 4）。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12

所學校性質相異，醫學、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等發展重點不同，但評

鑑指標為何？雖然量化指標是最直接的方式，要如何從質量並重的觀點呈

現台灣高等教育學術生產力才是促使本研究的動機。藉由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的 12 所學校學術生產力之表現，利用各校在國際間的文章能見度來觀

察台灣地區近年來各校與系所之間的學術生產力與競爭力，瞭解不同學科

領域的學術生產力特性與合作現象等，並從各學門學術生產力現象提供不

同角度的評鑑觀點，且尊重各學門學術生產力表現，以期能夠凸顯個別評

鑑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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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已展開，台灣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亦

成立，並開始進行從 95 至 99 年的五年發展計畫，制訂六個面向與多項指

標，其中仍以 SCI、SSCI、A&HCI、EI 與 TSSCI 作為學術評鑑的基準（註

5），未來高等教育的學術評鑑該如何進行？在追求卓越的前提與國內輿論

不斷存疑中，於是引發本研究對台灣地區高等教育學術生產力之探討，並

希望呈現台灣高等教育學術生產力的概況與各學門學術生產力特性的差

異，以供未來學術評鑑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運用書目計量方法，進行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之

研究，透過對各校不同系所的學科特性加以分析，以達到下列目的： 

一、 以書目計量學理論為基礎，分析 12 所大學，各校與系所之學術生產

力，作為評估台灣高等教育學術生產力之概況與特性的依據。 

二、 從學術評鑑觀點切入，由各學科學術生產力之表現，凸顯各學門領

域制定不同評鑑方式的重要性。 

三、 利用洛卡定律、普萊斯平方根定律與 80/20 定律加以驗證，檢視台

灣高等教育學術生產力分佈情形、不同學科學術生產力與機構學術

生產力分佈情形，將書目計量學的重要定律加以實證應用。 

四、 經由學術生產力研究，瞭解台灣地區高等教育的學術生產力成長情

形，以作為學術評鑑的參考依據，和未來台灣學術生產力發展方向

之參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所述，本研究擬探討之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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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科與機構生產力方面 

(一) 了解各校學術生產力概況為何？個別系所的學術生產力為何？以

及各學門的學術生產力分佈情形為何？並進行學校、系所與學科

之間的評比。 

(二) 運用洛卡定律加以驗證機構學術生產力，並利用 K-S 檢定法驗證

是否吻合？及計算 n 與 c 值為何？ 

(三) 觀察最多產的學校、系所與學科為何？ 

(四) 瞭解最多產機構的學術生產力特性為何？ 

(五) 台灣高等教育的合作研究情況如何？每篇文章的平均合作機構數

量為何？合作研究所佔的比例為何？ 

(六) 統整台灣學術生產力的成長情形，是否可用文獻成長模式印證

之？ 

二、 學術評鑑方面 

(一) 觀察不同學門學術生產力在學術評鑑中的角色為何？該如何解

讀？ 

(二) 提出不同學門學術生產力於學術評鑑中較適當的評量角度為何？ 

 

第四節   研究預期貢獻 

 本研究經由書目計量方法，所獲得的研究結果預期將達到以下貢獻： 

一、學術理論 

(一) 本研究可說是一種科學的社會學研究，可洞悉台灣地區學術生產

力之生態。 

(二) 本研究運用書目計量學理論為基礎，經由實證研究的成功，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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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他相關研究之參考模式。 

二、學術生產力之相關應用 

(一) 觀察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表現，以了解整體學術研究走向與發展

趨勢，為台灣學術生產力提供一概括研究。 

(二) 呈現台灣地區不同學門學術生產力之表現，促進不同領域研究人

員的交流與合作，以擴大科際研究。 

(三) 掌握台灣地區學術研究人力資源與結構，加以妥善規劃，以促進

學術生產力之蓬勃發展。 

三、學術評鑑之參考 

(一) 凸顯不同學門學術生產力之差異與特性，以供學術評鑑制訂適當

評量之參考依據。 

(二) 呈現各學門學術生產力現象，以供未來政府政策制訂與補助分配

之參考。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高等教育評鑑 

 高等教育評鑑或大學評鑑是由一評鑑團體依據系統化、科學化之方式

（如客觀公正之評鑑標準、周詳適切之評鑑方式等），來蒐集並分析相關

資料，以評估高等教育機構及其專業領域之目標達成程度，以及其輸入條

件、運作情形、及教育成果的過程（註 6）。 

二、洛卡定律 

 洛卡定律（Lotka’s Law）於 1926 年由 Alfred J. Lotka 提出，目的在解

釋科學生產力的分佈情形，其發現多數文章是由少數研究者所貢獻，而多

數研究者多僅貢獻一篇文章或甚至沒有著作的發表，因此洛卡總結研究者



 5

與文獻數量的對數關係，其內容簡單說明是：發表兩篇文章的作者數，約

等於發表一篇文章作者總數的 1/4；發表三篇文章的作者數，約是發表一

篇文章作者總數的 1/9，依此類推。而發表一篇文章的作者約佔全部作者

數的 60%，也就是說發表 n 篇文章的作者數，會是發表一篇文章作者總數

的 1/n2，因此又稱為科學生產力的倒平方律（Inverse Square Law）（註 7）。 

三、普萊斯平方根定律 

普萊斯平方根定律（Price Square Root Law）是由 Price 於 1963 年著作

的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一書中，以英國皇家學會哲學會報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7 至 18 世紀初

的資料，用繪圖方式觀察是否符合洛卡定律，主要目的在於修正洛卡定律

對高生產力作者的界定方式，其認為「領域中所有作者人數的平方根數，

將貢獻整體約 50%的文獻」，亦即 100 位作者當中，有 50%的文獻會來自

最多產的 10 位作者，此為普萊斯平方根定律（註 8）。 

四、80/20 定律 

 80/20 定律最先於 1897 年由義大利經濟學者 Pareto 提出，19 世紀英國

大部分的財富由少數人掌握，而該族群佔總人口數的百分比，和整體財富

之間，存有特定的數學關係，顯示少數族群擁有多數經濟的新模式，此為

80/20 定律的起源，亦稱為「Pareto Principle」（註 9）。 

 之後 1969 年 Trueswell 根據圖書館館藏流通統計調查得知，20%的館

藏可以滿足 80%的流通量（註 10）。如果將其推論至作者生產力分佈現象，

便指 70%至 80%的文獻量，將由 20%至 30%的高生產力作者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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