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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選選擇擇研研究究主主題題    

（（一一））  研研究究方方向向決決定定    

11..MMiinndd  MMaapp 發發想想：：狂狂牛牛病病與與生生態態議議題題  

一開始我們這一組打算要做的題目，是打算整合我們這組組員不同的背景-生科、歷史、

電機，以讓我們做起來時，可以駕馭來自各方面的資料。因此我們首先想到了兩個 Idea: 

1. 有關狂牛病政策與致病機轉 

  

這個題目有個好處，就是資料很多，而且大多很專業，且頗符合提議者的生科背景，能

輕鬆駕馭。但是缺點是題目所涉獵的範圍太大，很容易膨脹為近百頁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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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某個地方因為生態因素而變遷的主題 

  

22..由由電電影影、、生生態態議議題題到到艋艋舺舺  

後來我們再次進行討論時，原本又打算改變主題，改由現在的當紅電影如阿凡達、艋舺

之類的主題入手，因為感覺提議的主題似乎有點無聊。此時我們突然想到，「有關某個地方因

為生態因素而變遷」的主題，不就和當紅電影「艋舺」相當的契合嗎？艋舺的興衰正是和河

道的變遷息息相關！因此後來漸漸決定把研究主題改成這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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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研研究究主主題題與與架架構構的的確確立立    

11..背背景景資資料料的的搜搜尋尋與與 MMiinndd  MMaapp 的的演演變變  

（（11））  利利用用  WWiikkiippeeddiiaa  查查詢詢    

接下來我們開始進行背景的搜尋，由於不確定要表達艋舺的興衰是否因為河道變遷而產

生應輸入什麼關鍵字比較好，所以一開始的關鍵字便以艋舺輸入。而我們也和大多數人一樣，

直覺性的先在 Wikipedia 搜尋，但可惜的是，這一次它似乎讓我們不甚滿意。 

（（22））  糖糖部部的的介介紹紹網網站站與與資資料料的的聚聚焦焦。。  

之後我們又陸續瀏覽了其他的網站，終於在大理國中所製作有關糖部的介紹網站

http://active.tlps.tp.edu.tw/talist/index.html 中，我們看到一些比較有系統性的介紹： 

「繁榮的艋舺地區，由於發生嚴重的瘟疫、淡水河的淤淺，以及多次爆發了犧牲慘重的

移民械鬥，和居民的保守排外，拒絕外商進入艋舺，……，於是艋舺日漸沒落。」(陳金耀、

陳思宇、陳思嘉 1996-2001 ) 

雖然說這份並不是非常正式的資料，但是從中我們可依稀的看出，艋舺的興衰應該是肇

因於多重的自然與人文因素。此時我們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想法，一是為以河道變遷為主體，

研究河道變遷對於其流域附近地區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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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想法固然不錯，但是討論後我們又認為以自然現象(河道變遷)為主體，進行討論

的話，不太符合歷史常見的研究方式。如果以個案(艋舺)入手，則會則比較明確。然而若單

純討論萬華地區的興衰之因，則可以討論的範圍又太廣，會流於鬆散。為了再縮小題目的範

圍，我們在接下來的文章內容中 focus 在有關萬華歷史變遷的原因中河道變遷的段落。 

「艋舺西畔淡水河彙流的新店溪和大嵙崁溪（現今大漢溪），因洪水常年沖刷，引起河道

逐漸變遷，把合流點移轉到大稻埕銜接新店溪，商船再也無法到達艋舺。而在光緒十二年，

巡撫劉銘傳特定大稻埕為外商居留的商業區……日據初期貨物轉運都改由火車運到火車

站……艋舺昔日運輸中樞的重要地位就逐漸式微，此為走向沒落的第二個原因。」(陳金耀、

陳思宇、陳思嘉 1996-2001 ) 

除了上述的資料以外，我們也找到了頭前國小小學生所作的專題「＊～淡水河ㄉ歷史～

＊」(http://163.20.27.10/web/taiwan/taiwan25/main.html)，裡面也有類似的資料： 

「淡水河自清代以來在交通運輸方面，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由於淡水河上游

的水土保持不良，導致河流的下游嚴重淤積。淡水河下游一段的河床，……，河水較深，而

流速緩慢，並受到潮汐的影響，……，再加上上游山區濫墾濫伐的結果，河水含沙量大為增

加，河床的淤積現象十分明顯，更不利於河運的功能。」(林峻豪、江政勇、董盈吟、詹筐珺、

余旻修、郭周蓉 2004) 

當我們把這段文字放入這份報告中，並加上 citation 時，連我們自己都嚇了一跳-我們竟

然會在報告中採用一群小學生寫的報告！然而，雖然這不是什麼具有多高可信度的官方網站，

但是仍然提供了我們一些有關關鍵字搜尋以及背景的靈感。因此到了此時，我們逐漸的形成

我們新的 Mind Map-以艋舺地區受河道變遷的影響為主體，輔以其他方面的簡介： 

  



        河河道道變變遷遷對對艋艋舺舺地地區區發發展展之之影影響響  2200110000662244  
  

    
頁 7 

  資訊與網路資源利用 期末報告   生科一 彭毅弘 歷史二 張明民 電機二 李振豪 

（（33））  台台灣灣大大百百科科全全書書  

新的想法兼具深度和廣度，且和先前已經找到的資料乃像是天造地設般的一對。但是想

法歸想法，資料的可信度才是一份報告是否會被接受的重要關鍵，從上面不甚完整的 citation

可以看出，這樣的資料實在不怎麼專業，可信度較低，且也來歷不明(就連頭前國小也是看他

們照片中制服上面寫的字才知道的)。做為學術寫作的文章，若引用這樣來路不明、可信度低

的資料，就如老師常說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一般，任誰都不會接受。因此如果

能夠找到來自官方網站或是比較有公信力的網站資料會更好。因此接著我們用以下關鍵字： 

"艋舺 氣候"    "艋舺 淤積"   "艋舺 變化"  "萬華 改變" 

進一步的搜尋之後，我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像樣的官方網站「台灣大百科全書」，其版權屬

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849)。裡面的

資料大致上印證了前述資料的可信度。 

「清咸豐初年，三邑人的頂郊和同安人的下郊，為了爭取商機而火拚，歷史上稱為「頂

下郊拚」。同安人因為打不過，就帶著神明向北逃，來到了大稻埕落腳。爾後，隨著淡水河逐

漸淤淺，商業貿易從艋舺轉移到了大稻埕（今天迪化街口）。」(張家珩) 

「……艋舺在過去曾有三大碼頭，指的是現今二號水門外的王公宮口，還有一號水門外

的大溪口，三號水門附近的滬尾渡口。原本在艋舺西畔淡水河會流的新店溪和大嵙崁溪，因

為洪水沖刷，港勢變遷，合流點因而轉到大稻埕接合新店溪。同時日據初期貨物轉運，改在

火車運到火車站（今鄭州路省立臺北醫院），艋舺以往的重要運輸位置也日漸式微。隨著河岸

逐漸淤積，商業貿易被後來興起的大稻埕取代，艋舺日漸沉寂。」(張家珩) 

這樣的資料就像樣多了，不過他所做到也僅僅印證了我們已經有的資料的真實性。如果

有更多的資料，提供更多面向的觀點，當然更佳。 

（（44））  GGooooggllee 學學術術搜搜尋尋  

談到官方，談到學術，就不能忽略 Google 學術搜尋這項利器。用它進行更進一步的搜

尋以後，我們發現就像大稻埕因為河道淤積而代艋舺而起一般，艋舺當年也是因為河道淤積

而代新莊而起的。 

「……新莊因淡水河的河面遼闊、河港水深，成為清代北台最大的商業轉運中心，直到

淡水河的泥沙淤積，航運條件減低的影響，才為淡水河東岸的艋舺所取代。航運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陸運，鐵路興建之後，使新莊的商業有復甦的跡象，」(劉厚君)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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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北自 1721 年開始，迄 1892 年為止，發生多次的風災及水災，可見當時天然災害

的為害甚烈。筆者認為新莊在當時因沒有防洪的措施，而使得多處農田為洪水淹沒，該年的

收成因此受到影響，所以轉往淡水河東岸的艋舺及大稻埕來移墾，這種情形甚至影響日治初

期途經新莊的鐵路改線。結果鐵路的改線讓新莊的商業更加衰頹，而成為一個以稻米生產為

主的農業城鎮。」(劉厚君)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果然所言不假。另外我們也嘗試過配合 EndNote 的特性，以

英文的關鍵字進行學術搜尋，但結果不彰。以維基百科所提供的英文名子進行搜尋的結果，

Moungar 或 Mankah、Manka 往往是人名，而 Bangkah 則找不到任何結果。看來網路資

料縱使豐富，卻也不是萬能。 

（（55））  其其他他資資料料  

之後我們又陸陸續續的瀏覽過其他網站，由於其內容較無相關，所以僅簡單的列在下面。 

項目 資料網址 

艋舺的相關簡介 http://zh.wikipedia.org/zh-tw/艋舺 

http://zh.wikipedia.org/zh-tw/萬華區 

http://zh.wikipedia.org/zh-tw/一府二鹿三艋舺 

http://www.wanhua-healthycity-taipei.org.tw/sub0612.htm 

http://www.math.ntnu.edu.tw/~mathsa/93association/ 

Math_Bank/Financial%20Instruments%201/05.htm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9524 

氣候對於艋舺環境的影響 http://163.20.27.10/web/taiwan/taiwan25/contents4.html 

個案研究：艋舺的重生：剝

皮寮、龍山寺 

http://nagoo.info/nc/?p=697 

http://www.gaspar.info/blog/2009/10/bopi.html 

http://www.lungshan.org.tw/prod1.htm 

http://zh.wikipedia.org/zh-tw/艋舺龍山寺 

 

   

http://www.wanhua-healthycity-taipei.org.tw/sub0612.htm
http://www.math.ntnu.edu.tw/~mathsa/93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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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關關鍵鍵字字彙彙整整  

因此目前我們整理綜上所述的資料，可搜尋的面向/關鍵字組如下： 

1. 歷史性資料：新莊、艋舺、大稻埕、瘟疫、移民械鬥、居民排外、鐵路建設…… 

上位-台北、清領時期 下位-疾病 同義-萬華 相關-劉銘傳、台北府…… 

2. 生態地理性資料：新店溪、大嵙崁溪、水土保持不良、潮汐、上游山區濫墾、河水

含沙量增加、風災…… 

上位-淡水河、天災 下位-河道襲奪 同義-河砂淤積 相關-大漢溪…… 

3. 其他：一府二鹿三艋舺、氣候、淤積、萬華、改變、台北歷史…… 

33..小小結結  

（（11））主主題題的的收收放放    

看過這些資料以後，我們發現歷史方面的資料較多，然而在以河道水文方面著眼的資料

則較少，似乎大部份的人對於艋舺/萬華地區的變遷，多以歷史性的眼光檢視。但我們相信，

我們聚焦在河道變遷的因素，雖然資料可能較難蒐集，但是應該頗獨一無二。因此歷經了這

樣的搜尋歷程之後，我們打算的研究主題及新的 Mind Map，也逐漸的轉變如下: 

某個地方因為生態因素而變遷的主題 艋舺因生態因素而變遷 

河道變遷對艋舺造成的影響 新店溪河道變遷對於清領後期艋舺地區沒落的影響 

河道變遷對艋舺區域（或地區）發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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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不同同結結構構面面向向的的利利與與弊弊  

根據老師的建議，我們使用 EndNote 進行 citation 之後，發現這真的是很好的練習，

因為為了提供有關作者及文章相關的資訊，我們開始認真的搜尋，才發現原來以為無主的文

章，其實都可以找到隱身在後辛苦的作者。然而到此我們卻產生了一些困惑。因為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執意 focus 在「河道變遷對於艋舺地區發展的影響」這個主題上的話，雖然仍然有

能力做出一份報告，但是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成本，因為單純著眼這方面的資料相對較

少。因此是否要再更改題目呢？目前我們有兩種看法： 

1. 擴大主題為「清領後期萬華/艋舺地區沒落的原因探討」，利用上面的背景資料所整

理出來的面向，作更深一步的探討。此做法比較穩扎穩打，但也比較平淡無奇。 

2. 維持原主題，但開始搜尋較為專業的生態、地理、工程學論文。如此耗時、耗力，

且結果不一定理想，但如果做出來一定十分具有價值。 

兩種想法各有利弊。我們想，這可能還要視後續資料的蒐集情況而定吧！現階段，仍然

應是以繼續蒐集資料，一邊修正架構圖，從做中學才是上策。 

 

CCiittaattiioonnss  aanndd  RReeffeerreenncceess 文文章章參參考考引引用用資資料料11：：  

林峻豪、江政勇、余旻修、郭周蓉、董盈吟、詹筐珺(2004). "～淡水河ㄉ歷史～." 

張家珩 "艋舺." 台灣大百科全書. 

陳金耀、陳思宇、陳思嘉 (1996-2001 ). "認識艋舺."2 

劉厚君 "新莊社會變遷的研究. 

   

                                                                

1 我們所用的 citation 格式是 History 領域的 Anglo-Saxon England。 

2 ―認識艋舺‖之年代(1996-2001)並不是非常確定，無法從文中獲得非常 specific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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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資資訊訊策策略略    

（（一一））  欲欲蒐蒐集集之之資資料料於於資資訊訊生生命命週週期期中中的的定定位位    

因為我們的研究主題主要是過去的歷史事件，因此相對的資料較不容易出現在電視、廣

播以及報紙，所以相較之下較無時效性，會聚焦在後幾項之期刊、圖書等等，但是原則上仍

然是以多方蒐集資料為佳。 

事件的報導 時間軸 How to Find？ 

電視/廣播 分 現在的流行中的艋舺: 電影”艋舺”本身及其背景介紹 

報紙(印刷式) 天 電影中的艋舺：電影”艋舺”的影評 

雜誌(印刷式) 週 旅遊雜誌：台北縣政府或是觀光局、文建會等對於萬華地區所作的

相關旅遊介紹。 

歷史研究論文：用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進行搜索 

搜尋關鍵字-新莊、艋舺、大稻埕、瘟疫、移民械鬥、居民排

外、鐵路建設…… 

水文地理的相關研究論文：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搜尋關鍵字-新店溪、新店溪、大嵙崁溪、大漢溪、水土保持

不良、潮汐、上游山區濫墾、河水含沙量增加、風災…… 

其他地區受到河道變遷而影響發展的案例。 

期刊 

(印刷與電子) 

6 個月 Google 學術搜尋！！ 

歷史期刊：有關艋舺介紹的篇章。 

圖書 2 年

-10 年 

國家圖書館： 

當代官府或是公家機關互相連絡的公文、信件 

有關當時對於附近流域的林木開發、砍伐的文獻 

清領時期艋舺地區官方文獻資料： 

歷年人口分布、就業人口職業結構、祖籍組成(如漳、泉等) 

行政區的改變(是否因為新的需要而調整？) 

有關頂下郊拚之類的當地歷史事件原因探討的書籍 

有關大稻埕興起原因的研究文獻-以側面探討艋舺的衰 

有關新莊沒落原因的研究文獻-以側面探討艋舺的興 

有關當時台北地區水文乃至氣候的變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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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非非資資料料庫庫之之可可能能網網路路資資源源  

經濟部水利屬第十河川局  

網址：http://www.wra10.gov.tw/index.asp 

內容：官方資料，內容涵蓋淡水河、新店溪、大漢溪一般性介紹及治水經歷。內容為河川

治理的簡單介紹 

淡水河流域之地文特性 

網址：http://www.water.tku.edu.tw/mapdata/%E6%B7%A1%E6%B0%B4%E6%B2%B3.htm 

內內容容：：有有關關淡淡水水河河流流域域之之社經發展、、公共給水、、都市排水、、防洪設施、、河川空間利用、、防

洪整治等等項項目目。。 

水患治理監督聯盟  

網址：http://waterwatch.ngo.org.tw/taxonomy/term/297 

內內容容：：新店溪的一些整治相關新聞 

經典雜誌 105 期：淡水河【高度觀察】在數千至一萬英尺高度觀察你我生息的島嶼 

網址：http://taipei.tzuchi.org.tw/rhythms/magazine/content/105/river.htm 

內內容容：：內容是節錄文章，，全文應該要查當期雜誌 

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 

網址：http://ntudlm.csie.ntu.edu.tw/tamsui/index.html  

（（三三））  其其他他資資料料來來源源  

資料庫及上述資料可能都有不足之處，因此我們在 Google 學術搜尋上面，又找到了下

列的"學術文章"。其上的 citation 應可當作網狀搜尋時，更佳的參考。 

黃啟木 (1953). "分類械鬥與艋舺." 台北文物 2: 1. 

廖春生 (1988). "臺北之都市轉化: 以清代三市街(艋舺, 大稻埕, 城內) 為例." 台北市: 國立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Lan, C. (2002). "A Study on a Traditional Settlement of Pourompon, Taipei." 

Tsai, 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nctions of a Harbor and Development of its 

Hinterland A Case Study of Pu-Dai Port, Taiwan, during Japanese Rule." 

Wang, M. (2009).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hungkang Street." 

Wang, Y. (2008). "A Study on the Current Blue Highway Industry in Taipei and the 

Operator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ttp://ntudlm.csie.ntu.edu.tw/tamsui/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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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圖圖書書館館資資源源庫庫查查找找  

11..  搜搜尋尋資資料料類類型型  

以下是我們根據作業一有可能會用到(和資料庫有關的部分)所改寫出來的資訊策略。這大

概是我們會需要用到的資料類型。由於「河道變遷對艋舺地區發展之影響」是一個歷史性的

題目，所以時間軸的過渡也不同於一般考量。另一方面，為了方便對照，因此將在下列介紹

之各資料庫納入此欄各項之中。 

事件的報導 

(文獻與擴散) 

時間

軸 
How to Find？ 

事發當時： 

第一手 

記載資料 

週 

-數年 

綜合型文獻資料庫： 

‒ 臺灣文獻匯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灣文獻叢刊資料庫 

清領時期文獻資料庫 

‒ 古契書計劃、淡新檔案、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 

日治時期文獻資料庫 

‒ 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後藤新平文書資料庫、台灣總

督府府報 

事後： 

學者研究 

資料 

數年- 

數十

年 

期刊論文資料庫 

‒ 中文電子學位論文資料庫-CETD、中華博碩士論文系統、全國

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年鑑 

‒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系統、中國年鑑資源全文數據庫 

22..  可可能能適適合合的的資資料料庫庫    

我們進入了台大的圖書館，選取資料庫

類型中，『藝術與人文』類裡面的『歷史』類

瀏覽，以及用不同資料類型查詢。並且依照

資訊策略搜尋需要的資料庫。不論是清領時

期，還是日治時期，如果能夠得到當代的一

手資料，那麼便可以最接近事實的核心。下

面一頁便是根據資訊策略，所推測可能需要

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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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綜綜合合型型文文獻獻資資料料庫庫  

綜合型資料庫是比較廣泛類型的資料庫，應該可以從中取得當代歷史文獻，雖然沒有一

一用過，不知道是不是很好用，但是總是先列在此做一個參考。 

  

  

  

（（22））清清領領時時期期文文獻獻資資料料庫庫  

除了綜合型資料以外，由清領早期的文件，我們應該可以觀察到當時對於附近流域的林

木開發、砍伐的文獻，進而了解有關的大稻埕興起、新莊沒落原因，以側面探討艋舺的興衰。 

  

  

實際查詢後發現，其實上述的兩個資料庫都包含在下頁的『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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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日日治治時時期期文文獻獻資資料料庫庫  

歷史的變遷是連續的，我們應該有機會藉由此資料庫觀察日治時期官方互相連絡的公文、

信件，從而由當時政策的改變推測社會的變化。 

  

  

  

（（44））期期刊刊論論文文資資料料庫庫  

雖說直接研究古代史料，可以接觸一手資料，但是對於相關背景知識有限的我們而言，

直接研究史料可能會有斷章取義之嫌。所以如果在研究過程中，參考前人的成果再加以延伸，

將有機會更客觀、周全的呈現研究成果。而這方面的資料，除了 WOS 以外，也有許多的中

文資料庫值得參考。基本上我們把焦點 Focus 在歷史研究論文及水文地理相關研究論文，並

且輔以下列觀點： 

1. 有關大稻埕興起原因的研究文獻-以側面探討艋舺的衰 

2. 有關新莊沒落原因的研究文獻-以側面探討艋舺的興 

3. 有關當時台北地區水文乃至氣候的變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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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資料庫似乎是許多資料庫整合的集大成。如下的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就被整合進了上述的資料庫。 

  

（（55））年年鑑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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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搜搜尋尋策策略略  

（（一一））  MMiinndd  MMaapp 的的重重組組與與關關鍵鍵字字的的重重新新定定位位    

11..  MMiinndd  MMaapp 的的重重組組  

回顧先前的作業一，我們最後得到的研究大綱(Mind Map)如下： 

  
但是相信河道變遷影響的地區，絕對不只萬華，所以我們可以再以『河道變遷對於其他

地區所造成的影響』這個觀點，重新審視這個題目。因此我們再把大綱調整成如下，這樣比

較像是真實的研究，架構。就如老師所言，通常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會先從大 picture（河道

變遷對地區發展的影響），再聚焦到艋舺受到河道變遷的影響為何： 

  

架構調整，關鍵字的思維也隨之變更，因此我們再利用此大綱改寫作業一的關鍵字彙整，

以利在關鍵字搜尋時，可以增加靈感。因為只是『增加靈感』，所以只是簡單的列在下面。當

作參考。接著就是進入各個資料庫的實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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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關鍵鍵字字的的重重新新定定位位  

因此目前我們整理綜上所述的資料，可搜尋的面向/關鍵字組擴增如下： 

1. 河道變遷的原因：人為開發、氣候變遷、水土保持不良、潮汐、上游山區濫墾、河

水含沙量增加、淤積、風災…… 

上位-變遷、地形改變 下位-淡水河 同義-河砂淤積、河道侵蝕 相關-大漢溪…… 

2. 河道變遷如何影響一個地方： 

上位-社會變遷 下位-聚落區位 相關-新莊、艋舺、大稻埕 

3. 艋舺地區受到河道變遷的影響：一府二鹿三艋舺、氣候、萬華、改變、台北歷史…… 

4. 艋舺地區發展的其它因素：新莊、大稻埕、瘟疫、移民械鬥、居民排外、鐵路建設…… 

上位-台北、清領時期 下位-疾病 同義-萬華 相關-劉銘傳、鐵路、台北府…… 

（（二二））  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  

圖書館的資源超級豐富。進入圖書館以後，接著就進入『我的資料庫』進行實戰。除了

必查的 WOS 和 JCR 以外，我們也搜了幾個資料庫。原本打算一一的瀏覽以確定無漏網之魚，

但是由於時間因素和能力因素(如日治時期的資料庫似乎要懂點日文才行)，以及資料庫之間的

相似性、互相涵蓋性(如『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就被整合進『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

圖書館』，以及『古契書計劃』、『淡新檔案』也被併入了『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還有搜尋

結果的相似性，所以最後我們就只取了當代文獻類的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台灣文獻叢刊、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以及事後研究類的台灣期刊論文索引、華藝線上圖書館作為代表。

當代文獻類的資料由於無法以 End Note 的方式呈現，因此以擷圖或是引用的方式寫在資料

庫後面。而事後研究類則利用 End Note 匯入3的方式，呈現我們所搜尋到的資料。 

    

                                                                

3
 本文所有資料均以 Anglo-Saxon England 的格式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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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 11：：WWeebb  OOff  SScciieennccee  

雖然說 WOS 可以搜尋『河道影響對於一個地區發展的影響』這樣比較廣泛性、非地方

性的的題目，但是或許是英文程度的問題，或是搜尋技巧的問題，想要得到比較適當資料量

的結果似乎十分不容易。首先 

  

可以見到結果太多，不是很好的關鍵詞組。接著另外嘗試如下： 

  

意外地，結果相當的理想，只有 11 個結果。而且發現在上面打個*號，可以讓蒐尋嚴謹

度下降，而避免因為我們用字上的偏差而與結果擦身而過的遺憾。然而有全文閱覽的，也

只有兩篇而已。然而這樣的結果讓我們意識到可以再 confine 結果，節省時間。 

  

加上年代以及學門的限制以後，看似結果變好，接著限

制旁邊的學門別以後，觀察裡面可以用的文章，發現其實合

於我們意思的題目寥寥無幾，看來搜尋技巧有待加強。 

如此往復試驗以後，我們發現若不把『河道變遷』的詞

或等義詞放在 title 的話，結果似乎都可以 refine 到某種程

度，但是和我們想要的文章的類型往往都不太一樣。因此在

接下來的蒐尋中，我們幾乎都把類似意思的詞彙放在 title。

然而這麼一來，另外一番的挑戰就來了，因為原本是資料不

如預期，但若放在 title，則因為詞彙的侷限性，所以變成很

容易造成完全沒有符合結果的下場。因為擷圖比較繁瑣，所

以就用 WOS 的搜尋歷史的紀錄陳列如下，以展現這段艱辛

的關鍵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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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還有一大堆大概上表的 2-3 倍 results=0 的結果。話說一堆 result=0 的關鍵字實在

沒什麼好說嘴的，這只是想要表達我們雖然技巧不足，但是也做盡不少苦功啊！雖然越到最

後，資料越多，但是可用者仍少。看來我們還是以中文資料庫搜尋的結果為主好了。 

後來諮詢了老師的建議才忽然發現，我們的關鍵字策略錯的相當離譜！！前面的

第二次搜尋其實是有潛力的，關鍵詞不好、檢索策略 terrible 的原因在於 Or impact 而來，

應該將 river course change 輸入一個查詢框，再將 influence or impact 輸入第二個查詢框，

然後兩框之間加 and ，才是想像的搜尋結果！ 

  

果然好多了，接著終於用到左欄的功能，不過在 refine 前，先看一下資料分析： 

  
接著就開始 refine 搜尋結果： 

Results 關鍵字組合 

0 Title=(riverbank city development*) AND Topic=(river course change) 

Databases=SCI-EXPANDED, SSCI, A&HCI Timespan=All Years 

0 Title=(riverbank city development) AND Topic=(river course change) 

Databases=SCI-EXPANDED, SSCI, A&HCI Timespan=All Years 

0 Title=(reverbank city development) AND Topic=(river course change) AND Topic=(impact) 

Databases=SCI-EXPANDED, SSCI, A&HCI Timespan=All Years 

0 Title=(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opic=(river course change) AND Topic=(impact) 

Databases=SCI-EXPANDED, SSCI, A&HCI Timespan=All Years 

1 Title=(river change development*) AND Topic=(impact) AND Topic=(long term hydrological change) 

Databases=SCI-EXPANDED, SSCI, A&HCI Timespan=All Years 

2 Title=(river change development*) AND Topic=(impact) 

Databases=SCI-EXPANDED, SSCI, A&HCI Timespan=All Years 

11 Title=(river change development*) 

Databases=SCI-EXPANDED, SSCI, A&HCI Timespan=All Years 

http://apps.isiknowledge.com/summary.do?product=WOS&doc=1&qid=5&SID=U1AcoPe4Oj7oK8Ak6Gc&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apps.isiknowledge.com/summary.do?product=WOS&doc=1&qid=3&SID=U1AcoPe4Oj7oK8Ak6Gc&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http://apps.isiknowledge.com/summary.do?product=WOS&doc=1&qid=2&SID=U1AcoPe4Oj7oK8Ak6Gc&search_mode=General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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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果然更好了！！ 

  
然而限制領域不足以讓資料純度增加，因此我們又用了一次關鍵詞： 

  
得到： 

  

可惜這十個都不是我想要的。 



        河河道道變變遷遷對對艋艋舺舺地地區區發發展展之之影影響響  2200110000662244  
  

    
頁 22 

  資訊與網路資源利用 期末報告   生科一 彭毅弘 歷史二 張明民 電機二 李振豪 

接著改變策略，我們又用了以下的搜尋策略： 

  

拿掉 impact、influence 等這種爭議性的字眼以後，結果就好多了！於是我們就把它匯

入 End Note，並摘錄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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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li, M., M. Wernli, et al. (2006). "Melting glaciers and soil development in the 

proglacial area Morteratsch (Swiss Alps): II. Model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oil 

state." Arctic Antarctic and Alpine Research 38(4): 510-521. 

Goswami, U., J. N. Sarma, et al. (1999). "River channel changes of the Subansiri in 

Assam, India." Geomorphology 30(3): 227-244. 

Grossmann, I. (2008). "Perspectives for Hamburg as a port city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Geoforum 39(6): 2062-2072. 

Gunther, J. and T. Assmann (2005). "Restoration ecology meets carabidology: effects of 

floodplain restitution on ground beetles (Coleoptera, Carabida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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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144(1-3): 53-66. 

Liu, C. M. and J. Xia (2004). "Water problems and hydr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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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orphology 84(3-4): 344-356. 

Mander, U., A. Kull, et al. (1998). "Impact of 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land us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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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 22：：JJoouurrnnaall  CCiittaattiioonn  RReeppoorrtt  

根據我們研究的主題對象：河道變遷對艋舺地區發展之影響、以及老師的建議，我們首

先選擇下列兩個學門：environmental studies 和 urban studies，並將結果附錄於下： 

首先是 Environmental Studies 之頁面與其前三筆資料。 

  

  

  

  

接著我們搜尋了 urban studies 這學門，但是發現其前三筆資料與我們研究主題相差甚

遠。結果如下圖： 

第一筆為美國計畫期刊，第二筆為都市景觀期刊，第三筆為房屋計畫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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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另外再搜尋了另一個學門：Area Studies。其結果如下圖： 

  

雖然老師的建議是搜尋前三名的期刊，但由於我們訂出的主題與期刊的主題上可以看出

較為明顯的差異，所以我們選擇了第一名與第六名這兩個與我們主題較有相關的期刊。 

  

  



        河河道道變變遷遷對對艋艋舺舺地地區區發發展展之之影影響響  2200110000662244  
  

    
頁 26 

  資訊與網路資源利用 期末報告   生科一 彭毅弘 歷史二 張明民 電機二 李振豪 

33..  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 33：：各各學學科科資資料料庫庫  

（（11））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各各學學科科資資料料庫庫))33--11：：台台灣灣歷歷史史數數位位圖圖書書館館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是需要申請才能使用的，而且申請到核准的時間約需要 2、3 天，

因此被放到比較晚進行實戰。 

  

由於古人並不吃我們現在的文獻、資訊的一些國際公定規則這一套，因此也無所謂『關

鍵字』的查詢，有的就只有標題及內文的差異而已。登入之後，我按了進階搜尋的選項，想

說這個資料庫應該也跟之前的資料庫一樣，具有 AND、OR、NOT 等的搜尋，結果打開時是

相當素面的搜尋欄位，讓我突然間很不適應。因此我嘗試性的打了艋舺這個詞，搜搜看結果。 

  

結果有趣的是，我赫然發現這個資料庫還真的蠻酷的，它還有資料年代落點的分析、資

料相似度的分析、分佈分析，讓我十足的見證了設計者的用心。接著我開始想，或許他沒有

像前面資料庫的進階搜尋框，但或許用指令搜尋可以得到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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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想法，我開始一一嘗試各種關鍵詞組，是到最後發現，以『艋舺 AND 舟 AND 

河 AND 淤』這個詞組，收斂性最大，也最符合我們所要的文獻。然而因為古文閱讀能力不

佳，加上這無所謂的 End Note 可以輔助，以及時間有限，所以只能判讀下列若干篇資料： 

  

不過有趣的是，為了節省文件搜尋所需要花的時間，有些文章還會省略顯示其他相似文

件，並且為了減低讀者沒看其他文件的『罪惡感』，他還會很貼心的分析本文和其他相似文件

的相似度，如下圖。 

  

雖然看古文看得很辛苦，但是還是可以看出河道的淤積的確會影響一個地區的興衰。在

此在下面幾個例子可見一斑。當然，這只是部分的結果，進一步的搜尋會在期末報告呈現。 

非如七鯤身海口淤塞已久，僅為次要之地也。況自四月至十月，鹿耳門潮勢噴湧，不可

泊船，祗於口岸嚴密稽。        —叢談（下），其他/東瀛紀事/鷺江林豪/同治朝 

蓋安平昔為要隘，近年鹿耳、鯤身悉被沙淤，海舶到臺，非泊百里外之國寨港，即泊鳳

山縣之旗後口，……惜未至者不能知，至者雖知而不能言。留心經濟之君子，當不以斯言為

河漢。今竹塹已為廳治，八里坌距艋舺止三十里，商賈之輻輳，昔推八里坌、今推艋舺云。 

—台灣建置其他/東瀛識略/無錫丁紹儀/道光朝 

此時可看出七鯤身、鹿耳門已經淤積。而艋舺也漸漸取代八里坌，成為更佳的商港。 

……今則八里坌淤塞，新添各港口曰大安、曰後壠、曰香山、曰滬尾、曰雞籠。而雞籠、

滬尾港門宏敞，舟楫尤多…….同知半年駐竹塹衙門、半年駐艋舺公所，相去百二十里；因奔

馳而曠廢，勢所必然。       —軍機大臣奕訢等議奏臺北擬建一府三縣摺 

到了光緒時期，好像艋舺也已經淤積了，而大安、後壠、香山、滬尾、雞籠等也相繼崛

起，成為新的商港。可見隨著河道淤積，此一時，彼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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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各各學學科科資資料料庫庫))33--22：：台台灣灣文文獻獻叢叢刊刊  

有了在上一個資料庫愉快的經驗，我們累積了一些查詢文獻的優良關鍵詞組。因此這次

就頗有信心的一開始就用『艋舺 AND 舟 AND 淤』這個詞組搜尋。 

  

結果看起來還不錯： 

  

而大概瀏覽了一下內容以後，發現資料亦蠻符合我們的需要。同時也有發現剛剛在台灣

歷史數位圖書館找到的資料。以下擷兩個資料的圖當作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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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各各學學科科資資料料庫庫))33--33：：中中華華文文明明之之時時空空基基礎礎架架構構  

一開始看起來還蠻漂亮的。進入搜尋頁面以後，試探性的先打了『艋舺』看看。 

  

結果相當的空虛，就只是一堆座標而已。 

  

打開 Detail 以後，也沒啥有用的資訊。可見中國對於台灣的歷史研究文獻有限，或者說

艋舺的歷史發展時間還不足以受到大陸學者的重視。而中國地方志書目查詢系統、北京圖書

館「輿圖要錄」檢索，結果是什麼都查不到。 

  

http://webgis.sinica.edu.tw/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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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各各學學科科資資料料庫庫))33--44：：  台台灣灣期期刊刊論論文文索索引引  

首先先用最陽春的關鍵字組進行搜尋，看看資料量的多寡。 

  

結果令人開心的，資料似乎不少，於是更進一步的攻勢即將展開。 

  

我們簡單的小小的加了一點點限制，結果立刻資料量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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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料量不多，所以就不太需要額外進行收斂或是 refine 的動作。不過我們仍然找到

了一些有感興趣的文章，一開始一度以為沒辦法用 End Note 匯出，但後來在老師的指導下，

我們安裝了適當的 Filter 以後，就可以用了！！從這時後才開始覺得，End Note 真的可以

end note！！ 

在作業二發回來後，老師提到中文的很多早期的刊物會被歸類為一般性，因此若再進階

搜尋欄位點選資料性質-學術性，會漏掉很多早期刊物，因此我們又用同樣的關鍵詞，進行對

一般性資料的搜尋： 

  

結果資料量立刻大增： 

  
兩者的筆數差竟有 218-23=195 筆！！ 

有趣的是，如果同時選擇一般性和學術性的話，理應有 218+23=241 筆資料吧，然而搜

尋之後，卻發現不是那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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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曉得那多出來的 300-241=59 筆資料是哪來的。 

最後我們把以只勾選學術性欄位所匯出的資料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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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字(165 期): 頁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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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資資料料庫庫實實戰戰((各各學學科科資資料料庫庫))33--55：：  華華藝藝線線上上圖圖書書館館  

首先先試探性的蒐了一下『艋舺』： 

  

看起來結果還蠻多的，禁得起進一步的搜尋。 

  

於是，我們便再連綴了一次關鍵字： 

  
結果也是不錯，但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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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三篇都很好用，所以以 citation 方式記錄於下。 

 

CCiittaattiioonnss：：  

尹詩惠 (1999). 艋舺、大稻埕、城內機能的轉換,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 頁 146. 

莊家維 (2005). 近代淡水聚落的空間構成與變遷--從五口通商到日治時期. The 

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am-sui Town in modan Age- from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to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博士班學位論

文: 頁 193. 

藍志玟 (2002). 台北大龍峒聚落之研究 (1802 － 1945). A Study on a Traditional 

Settlement of Pourompon, Taipei (1802 – 1945),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博士班學位

論文: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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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結結語語與與心心得得  

相信透過上述蒐集所獲得的資料，我們可以對於艋舺的歷史以及河道對艋舺發展的影響

有更深刻的認識。而也感謝老師每次都願意不厭其煩的幫我們先看作業，並給予我們許多的

建議與指正，讓我們的作業更臻於完善。 

也謝謝我的 Partner 們—李振豪學長和張明民學姊。在做作業的過程中，他們幫了許多

的忙，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建議。雖然他們的許多努力有些並沒有直接呈現在這份期末報告中，

但是他們的貢獻仍然無法抹滅。 

本篇研究內容相當的冷門，但我們相信它仍然是個值得研究的議題；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也正是如此的題目才能磨練出真正的搜尋技巧。因此非常感謝老師在這學期上課內容所教的

一切，這些工具與技巧不但多給了我們一雙手，可以更有效率的處理資訊、彙整資料，也多

給了我們一雙眼睛，讓我們看見了更廣大的世界。 

本學期中我們每項作業都非常認真的撰寫，並且盡量將老師所講述的搜尋、彙整技巧發

揮到極致。我們也將同樣的精神發揮在期末報告上，追求盡善盡美。再一次感謝老師給我們

的指導，如果老師欣賞我們這份報告，願意把它當成以後修課同學的參考範本，那將是我們

無上的榮幸。 

學生 彭毅弘4 張明民 李振豪 敬上 

2010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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