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闡述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範圍與限制、研

究設計與步驟。以書目計量學為主要研究方法，利用引文索引資料庫蒐集

台灣 12 所大學所產出的相關學術文獻，加以分析台灣地區高等教育學術

生產力之分佈情形。 

 本研究採用書目計量學研究方法探討台灣地區 12 所大學學術生產力

現況，以書目計量學進行研究之緣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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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數量、品質和應用上

的研究與分析（註 1）。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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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以顯示一學科主題之發展過程與趨勢。而書目計

量學三大重要定律之一的洛卡定律，主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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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在呈現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之面貌，研究對象的選擇因台

灣地區大學校院眾多，為求生產力較佳之學校，因此以參加「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中接受五年五百億補助經費的 12 所大學為主要對象，再依照各

系所的學術研究產出細分。樣本蒐集以 Web of Science 收錄經過同儕評鑑

的國際學術文獻為主，以下依各校建校或復校年代先後順序作ㄧ說明。 

ㄧ、國立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成立於 1928 年，前身為日據時期之「臺北帝國大學」，至民

國 34 年改組更名為「國立臺灣大學」。其為台灣第一所最完整，歷史最悠

久，且最具代表之綜合性高等教育學府，強調基本理論之純學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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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人文社會、自然數理、生物醫農及工程應用四大領域之目標發展(註

3) 。台灣大學目前有文學院、理學院、社會科學院、管理學院、法律學院、

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醫學院、公衛學院、生命科

學院等 11 個學院，共 105 個學系、其中有 96 個碩士班與 87 個博士班。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書中，台灣大學希望在五年內達到 10 至 15 個學門

具備國際一流水準，並設定每年 5%的論文成長率，可望民國 96 年將每年

平均 2,479 篇國際論文增為 2,732 篇。總體目標則是成為世界百大的頂尖

研究型大學，以澳洲墨爾本大學為標竿。具體而言，以人文社會、奈米科

技、資訊電子科技、卓越醫學與神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為拔尖研究發展重

點，並注重教學與學生品質的提升，冀望以質量並重的績效指標，逐步完

成邁向頂尖大學的最終目標（註 4）。 

二、國立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創立於民國 16 年，名為「中央黨務學校」，幾經更名與動亂

之後，於民國 43 年以「國立政治大學」在台復校，發展至今已是國內最

完整、最具指標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型大學，目前設有文學院、理學院、法

學院、商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外國語文學院、傳播學院、國際事務學院、

教育學院等 9 個學院之綜合型大學，底下設 49 個學系、47 個碩士班以及

30 個博士班，是一所擁有輝煌歷史且積極追求學術卓越的學校，並朝著轉

型為以研究為導向之世界級學府 (註 5) 。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期許建構政治大學成為台灣、亞洲及國際人文

社會科學重鎮與頂尖大學。依此主軸制訂三項基本定位：（1）維續並加強

人文社會科學型大學基調；（2）強調教學取向，為博雅教育教學型大學之

典範；（3）維續並提昇學術研究，為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研究型大學之典範。

並以美國 Brandeis University 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為標竿對象，設定每年 5%

的國際論文成長率，積極發展商學、傳播、兩岸／外交與外國語文等重點

研究領域，並整合跨領域研究，以期成為人文社會科學領域之國際性之重

要地標與學術平台 (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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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立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創立於民國 20 年，名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幾經擴設與

改制，於民國 60 年更名為「國立成功大學」，目前已發展為具醫學中心之

研究型綜合大學。其人文與科技學程完整，含文學院、理學院、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管理學院、醫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及

生物科學學院與科技學院等 9 個學院，底下共有 99 個學系、61 個碩士班

和 37 個博士班。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成功大學以日本名古屋大學作為績效標竿，以

工程、奈米與生物科技等研究為重點發展領域，擬訂以下績效目標，以達

到每人每年發表 2.1 篇國際期刊論文，全校每年發表論文達 3,000 篇。並

鼓勵教師於國際頂尖期刊發表論文，以提高國際期刊發表的質與量，將論

文高度被引用人數提升至 2 位(註 7)，是該校積極提升學術研究具體方法。 

四、國立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創校時間可追溯至民國 8 年，名為「農林專業學校」，經多次

改制於民國 60 年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目前共有文學院、農學院、理

學院、工學院、生科學院、獸醫學院與社管學院等 7 個學院，之下設有 53

個學系、50 個碩士班以及 34 個博士班。其中以農學、食品科學、生物科

技、環境生態保育等領域表現突出。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書中，該校以最

具競爭力的生物科技、仿生奈米及先端產業精密製程及環境保護暨防災科

技為重點發展領域，並預計民國 96 年達成研究人員擴至 839 位，國際論

文增至 778 篇的預定目標（註 8）。 

五、國立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的成立可追溯至民國前一年的「清華學堂」，經過多次戰亂與

遷徙，於民國 44 年在台設立第一個原子科學研究所，漸漸滋長為一所完

整的理工大學，發展至今已有理學院、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人文社會

學院、生命科學院、原子科學院與科技管理學院等 7 個學院，共 36 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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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33 個碩士班以及 30 個博士班。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以資通通訊領

域、奈米與材料領域和生物科技領域為主要的拔尖研究，做為未來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的發展重點方向（註 9）。 

六、國立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創立於民國前 16 年，初名「南洋公學」，民國 10 年正名為「交

通大學」，後因戰亂與政府遷台才於民國 47 年復校，首先成立電子研究所，

之後經歷交通大學工學院時期，至民國 68 年才改制復名為「國立交通大

學」，目前已設立工學院、理學院、管理學院、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生物科技學院、客家文化學院與建築學院籌備處等 8 個學

院，共有 48 個學系、40 個碩士班以及 25 個博士班。 

 目前交通大學的電子、通訊、資訊、控制與光電等領域具世界領先地

位，因此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除了加強基礎科學領域外，將以跨領域基

礎科學、顯示科技、奈米電子暨生物科技、電子資訊及科技法律等領域為

拔尖研究，以民國 94 年的 1,338 篇國際論文為基準，每年 5%的成長率為

績效指標，希望以尖端科技的領先來帶動人文社會的發展，成為以堅強的

基礎科學配合頂尖的光電、資通、電子建立跨領域的人文、社會、生醫科

學發展，成為頂尖、精緻的綜合大學（註 10）。 

七、國立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創立於民國 4 年，至民國 51 年在台復校，是一所中型研究大

學，目前共有文學院、理學院、工學院、管理學院、資訊電機學院、地球

科學學院、客家學院等 7 個學院，48 個學系、43 個碩士班以及 24 個博士

班。該校跨國合作研究為台灣地區大學之首，物理及地球科學表現最為突

出，因此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提出五項具體方案作為研究重點主軸，

分別為地球系統科學與環境科技、電漿科技與複雜系統、應用資訊與創意

內容、太空科技與天文、光學與光電科技，並預計在民國 96 年完成將每

年平均 827 篇國際論文增為 930 篇的績效指標，以期五年後達到世界頂尖

大學水準（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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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立臺灣科技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成立於民國 63 年，成立之初名為「國立台灣工業技術學

院」，為台灣第一所技術職業教育高等學府，於民國 86 年改制為「國立台

灣科技大學」，目前設有工程學院、電資學院、管理學院、設計學院及人

文社會學院等 5 個學院，共計 22 個學系、18 個碩士班以及 15 個博士班，

並設有不同年限學制。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以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為標竿對

象，從民國 94 年的 335 篇國際論文為基礎，預設每年 5%的成長率。以建

築防災與更新、綠色建材永續技術、生活節能與環保、智慧建築、開放建

築為研究主軸，將未來定位為「國際化應用研究型大學」（註 12）。 

九、國立陽明大學 

 民國 64 年成立「陽明醫學院」為其前身，之後於民國 83 年改名為「國

立陽明大學」，為台灣第一所以醫學為主的綜合大學，目前發展規模有醫

學院、醫學技術暨工程學院、生命科學學院、護理學院、牙醫學院等 5 個

學院，共有 33 個學系、28 個碩士班以及 21 個博士班。未來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中將以基因體研究、腦科學研究、新興研究團隊、發展應用 科技化

為提升研究能量的發展方向，加速大學國際化，從而提昇國家的競爭力，

並成為國際一流大學（註 13）。 

十、國立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創立於民國 13 年，初名為「國立廣東大學」，政府遷台後於

民國 68 年以「國立中山大學」之名復校，發展至今計有文學院、理學院、

工學院、管理學院、海洋科學學院、社會科學學院等 6 個學院，共計 41

個學系、37 個碩士班、25 個博士班。中山大學在晶體光電科技研究、海

洋科學研究及微奈米分析技術研究具優異水準，並依此作為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的重點研究領域，以民國 94 年的 660 篇國際論文為基礎，設定每年

10%的成長率，期望在未來 12 年以排名世界前 200 大為目標（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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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長庚大學 

 長庚大學創立於民國 76 年，原名為「長庚醫學院」，其後於民國 82

年更名為「長庚醫學暨工程學院」，又於民國 86 年起正式改制為「長庚大

學」，目前設有醫學院、工程學院與管理學院等 3 個學院，底下又分 38 個

學系、21 個碩士班以及 7 個博士班。並以分子醫學研究中心作為邁向頂尖

大學的研究優勢，並在短期內發展生物醫學中心配合多種措施，以民國 94

年的 895 篇國際論文為基準，設定每年 2%的成長率，目標成為一所具有

重點特色的研究型大學（註 15）。 

十二、元智大學 

 元智大學於民國 78 年以「元智工學院」成立，至民國 86 年更名為「元

智大學」，目前有工程學院、管理學院、資訊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電

機通訊學院五個學院，共計 30 個學系、16 個碩士班以及 7 個博士班。在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以燃料電池及通訊科技為兩大研究重點領域，以民

國 94 年的 176 篇國際論文數為基準，設定每年 10%至 15%的成長率，希

望以產學合作優勢，成為以人文和科技均衡的特色大學（註 16）。 

 綜前所述可知，12 所大學的成立時間以及條件不同，尤其在研究所的

設立數量均可能影響學術生產力的產出結果，因此以教育部 95 學年度大

學校院碩博士班概況（註 17）為準，將各校設立的系所數量以表 3-1-1 呈

現，藉此作為研究對象的背景知識。 

表 3-1-1  12 所大學設置系所數量統計表 

學校 學院數量 系所數量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台灣大學 11 105 54 96 87 
政治大學 9 49 33 47 30 
成功大學 9 99 35 61 37 
中興大學 7 53 31 50 34 
清學大學 7 36 18 33 30 
交通大學 8 48 20 40 25 
中央大學 7 48 19 4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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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學院數量 系所數量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台灣科大 5 22 13 18 15 
陽明大學 5 33 7 28 21 
中山大學 6 41 19 37 25 
長庚大學 3 38 18 21 7 
元智大學 5 30 13 16 7 

 

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為資料蒐集工具與資料處理工具，分別為 Web of Science

資料庫與 Excel 試算表，以下個別介紹之。 

一、 資料蒐集工具 

 研究資料蒐集以 Web of Science（簡稱 WOS）資料庫為主，WOS 為美

國 Thomson Scientific 公司於 1997 年建置之網際網路版引用文獻索引資料

庫系統，其收錄期刊超過 9,000 種，每年提供超過 110 萬筆書目及 2300 

萬筆引用文獻資料，提供理、工、醫、農、人文、及社會科學等領域之文

獻書目、作者摘要、及引用文獻等資料。WOS 可查詢某一主題、作者、

期刊、單位的文章，或其被引用的情形，以及特有之文獻間相互引用關係

的檢索，該資料庫不但提供研究人員完整之研究參考資訊；更可從引用與

被引用關係來可依循前人研究軌跡，進一步瞭解同儕及競爭對手之研究

（註 18）。本研究主要以 WOS 中三大引文索引資料庫（SCIE、SSCI 與

A&HCI）作為資料蒐集來源，資料庫來源文獻資料類型主要為期刊論文，

尚有少數的圖書、專利文獻、技術報告及博碩士論文。但期刊論文只蒐錄

具原創性或綜述性之研究論文及技術簡訊。至於編輯專欄、讀者來函、新

聞通告、會議摘要則多不予以索引（註 19）。而本研究所涵蓋的文獻資料

類型將不以期刊論文為限，只要被 WOS 蒐錄，且為該 12 所大學之產出，

即為本研究之研究樣本。以下針對三個資料庫個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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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資料庫簡介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擴大版，簡稱

SCIE，為第一個引文索引資料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的擴大版，涵蓋超

過 150 種科學技術領域，但偏重生物與醫學領域，蒐錄 5900 多種科技期

刊之書目資料及引用文獻，於 1965 年開始蒐錄，已可回溯至 1900 年，每

週更新（註 20）。 

 （二）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資料庫簡介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簡稱 SSCI，

涵蓋 50 個社會科學領域，蒐錄約 1,700 種優良期刊，可回溯至 1956 年，

每週更新（註 21）。 

 （三）Art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資料庫簡介 

 Art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藝術與人文學引文索引資料庫，簡稱

A&HCI，蒐錄約 1,130 種藝術與人文優良期刊，可回溯至 1975 年，每週

更新（註 22）。 

二、 資料處理工具 

 本研究自 SCIE、SSCI 和 A&HCI 等三個資料庫中檢索與台灣該 12 所

大學研究產出之相關書目資料檔案後，以 Excel 試算表軟體作為主要資料

處理工具，Excel 具有下列功能： 

（一）資料匯入：將資料庫轉出的原始書目記錄檔案匯入 Excel 中。 

（二）資料處理：開始工作表之建立、編輯、資料運算等工作。 

（三）資料維護：確認匯入資料是否正確，根據不同欄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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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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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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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選、彙總與分析等簡易作業。 

（五）繪圖：依不同欄位資料需求繪製統計圖表。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研究之目的在於呈現目前高等教育的學術生產力

現況，本研究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12 所大學為對象，試圖藉由 12 所重

點大學的生產力概況來表現台灣地區的學術競爭力，以及不同學門之間的

生產力特性，而研究範圍主要以此 12 所大學院校所設立的系所為限，對

於非本研究範圍內的學術生產力不納入計算，如此可能發生低估台灣整體

學術生產力表現之缺失。 

其次，是 WOS 本身的設計缺失，將對樣本蒐集造成研究限制，原因

在於系統並未對作者所屬機構進行權威控制，因此登記的各校校名和系所

名稱略顯混亂，難以避免資料擷取錯誤或遺漏等缺失；而缺乏統一的機構

名稱在計算合作研究時，則會造成相當影響，以國外機構名稱為例，便難

以清楚判斷，而無法進行正確的跨國合作研究情形之分析，因此本研究僅

以 12 所大學為限，加以觀察各校合作研究情況，而不涉及跨國合作研究。 

本研究之系所學門分類界定乃根據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與台

灣評鑑學會所屬大學校務評鑑資訊網所歸納的六大專業類組（註 23）為

主，分為人文藝術與運動類組、社會科學（含教育）類組、自然科學類組、

工程類組、醫藥衛生類組和農學類組。資料選取範圍由台灣第一次舉辦大

學評鑑的 1975 年為起始年，至本研究資料擷取的 2006 年底為止，觀察近

三十年來台灣高等教育的學術生產力發展情形。而本研究採用資料庫以國

際公認的 SCIE、SSCI 和 A&HCI 為主，因其收錄期刊多具同儕評鑑機制，

可視為各校學術產出品質的基本門檻，而研究所使用的分析要項則以與各

校系所相關之主題、資料類型、年代、作者服務機構等四個要項為主。 

最後各校系所生產力分佈研究將採用書目計量學中的洛卡定律、普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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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平方根定律與 80/20 定律加以驗證。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步驟 

 本節針對研究之實施流程詳細說明，採條列式說明，如圖 3-5-4 所示。 

一、確立研究主題與選定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學術生產力為研究方向，目的在呈現台灣 12 所重點

大學學術生產力概況及各學門學術生產力特性之差異。在高等教育評鑑爭

議下，因學術生產力與高等教育評鑑息息相關，各校學術研究產出可視為

一校研究水平與競爭力的代表，因此決定以大學系所學術生產力為研究主

題。而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12 所重點大學為研究對象，因其在高等教

育評鑑後被設定為邁向頂尖大學的 12 所重點學校，本研究以該 12 所大學

為例，以各校系所學術產出為研究樣本，加以彙整並分析各學門學術生產

力分佈現象與特性差異，作為未來台灣高等教育學術生產力的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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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撰寫論文計畫書。 

三、檢索原始書目資料 

 （一）決定檢索詞彙並制定檢索策略 

檢索詞彙的決定依據教育部委託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導的大學校院研究

績效分析計畫－國際期刊論文績效指標中，各大學院校校名更正表作為 12

所大學的檢索詞彙，該更正表彙整 SCIE 等資料庫中 12 所大學縮寫名稱、

更名前後與不同登記用語之歧異，以達到控制之效，詳見附錄一。接著，

在資料庫中以 Advanced Search 模式，利用指令「OG=校名」加以檢索，

如圖 3-5-1 所示，之後再以 12 所大學產出的文章作者所屬系所做初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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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辨識系所資料如圖 3-5-2 所示。 

 

圖 3-5-1 WOS 作者服務機構檢索欄位 

 

圖 3-5-2 作者服務機構資料 

 （二）決定分析之資料欄位 

本研究目的在了解台灣高等教育學術生產力概況，並以學校和系所為

計算單位，因此以作者、系所和學校為生產力分析要項，進一步了解機構

與學門生產力之特性，因此針對書目資料的主題、資料類型、年代、作者

服務機構等四個資料欄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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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費時耗力的多次檢

索，並減少出錯機會。而資料下載依照資料庫提供的格式，以完整著錄格

指令檢索「台灣大學」 
”OG= NATL TAIWAN U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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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立書目資料庫，包含資料類型、作者、篇名、刊名、卷期、日期、作

者服務機構、引用文獻等欄位，而完整書目格式中的作者服務機構匯入

Excel 後如圖 3-5-3 所示。 

 

圖 3-5-3  Excel 完整書目格式的作者服務機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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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這些龐雜

的原始數據必須藉助電腦的排序、分析、歸類與計算功能，才能達到事倍

功半的效果。 

（三）資料的人工查證與比對 

書目資料經過處理後，必須經過人工查證與比對，例如：學校或系所

的更名、縮寫等辨識問題，均須由人工查證與比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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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書目計量學機構生產力模式驗證 

 整合蒐集到的相關文獻及配合資料分析出的結果，分為學校、系所與

學門生產力分布情形與特性差異等方面加以說明解釋，並藉由書目計量學

模式加以驗證，使之成為有參考價值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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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台灣學術生產力研究」研究架構圖 

蒐集相關文獻與分析 

確立研究範圍與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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