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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            程 

8:40-

9:00 
報  到 

9:00-

9:10 
開幕式 

9:10-

10:00 

專題演講一(Room 13及研討室) 

曾元顯教授：國內、外圖書資訊學研究領域之科學計量分析 

10:00-

10:20 
茶  敘 

10:20-

11:40 

成果發表一(每人報告 15分鐘、Q&A 5分鐘) 

場次 A(Room 9) 

Information Science I 

 

主持人：鄭瑋 

場次 B(Room 10) 

Management 

 

主持人：林珊如 

場次 C(Room 11) 

Information Behavior 

 

主持人：吳可久 

發表人：古敏君 

題目：中文研究文章之

英文摘要與摘錄比較研

究：以臺灣人文及社會

科學引文索引收錄之期

刊為例 

發表人：吳美美 

題目：美國圖書館資

訊相關政策和立法過

程歷史研究：詮釋和

展演 

發表人：郭俊桔 

題目：基於社區問答技術之圖

書館 FAQ問答系統 

發表人：古敏君 

題目：行動地圖應用程

式之使用情境與任務之

探索性研究 

發表人：林素甘 

題目：臺灣地區大學

圖書館應用嵌入式館

員服務之研究 

發表人：吳可久 

題目：兒童數位圖書館虛擬世

界之資訊搜尋行為的不確定性

和介面易用性 

發表人：唐牧群 

題目：以社會網絡分析

法探討網路小說讀者的

偏好屬性：以起點中文

網為例 

發表人：蘇小鳳 

題目：大學核心三角

對運用電子教科書於

教學與研讀之態度 

發表人：陳世娟 

題目：病患逛醫師之資訊尋求

行為研究 

發表人：林奇秀 

題目：基於愉悅要素的

索引一致性研究 

發表人：林麗娟 

題目：大學圖書館直

播英語自學社群服務

分析 

發表人：陳世娟 

題目：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

App檢索圖書館目錄行為研究 

發表人：林雯瑤 

題目：開放取用期刊及

其作者文章處理費制

度：以臺灣作者發表的

論文為例之探索性研究 

發表人：柯皓仁 

題目：大學圖書館實

踐數位化學術研究服

務之研究 

 

11:40-

13:00 
午 餐 



108年度圖書資訊學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暨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 

 

2 
 

13:00-

13:50 

專題演講二(Room 13及研討室) 

劉昭麟教授：數位人文的資訊服務與智慧應用 

13:50-

14:00 
休 息 

14:00-

15:20 

成果發表二(每人報告 15分鐘、Q&A 5分鐘)  

場次 A(Room 9) 

HCI 

主持人：林維真 

場次 B(Room 10) 

Data 

主持人：林巧敏 

場次 C(Room 11) 

Information  

Science II 

主持人：羅思嘉 

發表人：林維真 

題目：擴增實境應用於

博物館與圖書館之互動

設計評估研究 

發表人：林巧敏 

題目：基於檔案價值

鑑定理論建立電子檔

案風險評估與管理作

業模式 

發表人：黃慕萱 

題目：不同資料集群對書目計

量與研究前沿的影響：以醫學

領域中的麻醉學及皮膚醫學為

例 

發表人：蔡天怡 

題目：資訊相關領域學

生所感知的「資訊」概

念及其資訊世界圖：視

覺方法之歷時性研究 

發表人：柯皓仁 

題目：文化記憶機構

之數位物件保存認

知、政策制定與導入

實務 

發表人：唐牧群 

題目：以社會網絡分析法探究

行為經濟學主題知識擴散與整

合（1971-2016） 

發表人：宋慧筠  

題目：以認知發展觀點

探究幼兒之分類行為 

發表人：梅靜軒 

題目：數位分析與文

本解讀－《大寶伏

藏》大瑜珈文獻之互

文現象探討 

發表人：張郁蔚 

題目：從社會科學期刊之作者

政策探討社會科學之作者定義 

發表人：謝建成 

題目：不同卡片分類法

效益之比較研究 

發表人：陳淑君 

題目：知識本體在數

位文化資產之建構研

究：從詮釋資料到鏈

結資料 

發表人：張郁蔚 

題目：高產量及高影響力圖書

資訊學作者特性之比較研究 

 發表人：陳淑君 

題目：國際圖像互通

架構應用於數位人文

學之研究：以簡牘字

典為例 

發表人：林奇秀 

題目：社會科學量化資料再

用、資料行為及資料中介服務

建構之研究 

15:20-

16:00 

交流座談及閉幕 

主持人：劉惠美教授  (科技部人文司教育學門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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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古敏君 職稱 助理教授 

計畫名稱 中文研究文章之英文摘要與摘錄比較研究：以臺

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之期刊為例 

計畫編號 106-2410-H-032-071 

圖資領域歸屬 學術傳播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In addition to English abstracts, some journal publishers in Taiwan provide 

English summaries along with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summary is a unique 

research genre that emerged in response to foreign readers’ needs for Taiwanese 

scholarship. Currently,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English summaries.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s been presented to foreign readers is limited. 

目的：This study aimed at uncovering the structural and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s of 

English abstracts and summaries of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in TSSCI-indexed 

journals. 

方法：English abstracts and summaries of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in TSSCI-indexed 

journals published in 2016 and 2017 were content asnalyzed. These includ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and Library Science (JoEMLS), Journal o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JLISR),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JLIS), Research in Arts Education (RAE), Sports & Exercise Research (SER), and 

NTU Management Review (NTU MR). 

結果：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IMRD structure was decomposed, renamed, and 

rearranged by JoEMLS, JLISR, and JLIS authors when they wrote English summaries. 

SER enforced the structured approach strictly. SER summaries exhibited consistent 

IMRC structure. RAE authors wrote unstructured summaries without tables and/or 

figures unanimously. NTU MR authors interpreted the guidelines that NTU MR 

provides differently. Some integrated the IMRD structure in their summaries. NTU MR 

authors focused on elaborating the contributions their studies made,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結論：The types of research that the six journals accepted, the maturity of the 

disciplines, frequently implemented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are reflected 

in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English abstracts and summaries.  

關鍵詞：Genre analysis, English abstracts, extended abstracts, English summaries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Journal publishers who wish to provide English summaries can consul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ould like to take the structured approach 

and how editors might be involved in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consistency of English 

abstracts and summaries. They can also exploit the results to develop guidelines and 

examples that instruct authors to write informative summaries.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Ku, Min-Chun (2019).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bstracts and summaries of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in thre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s indexed by 

the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7(1), 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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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古敏君 職稱 助理教授 

計畫名稱 行動地圖應用程式之使用情境與任務之探索性研

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32-071 

圖資領域歸屬 地圖檢索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隨著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之普及，不同的應用程式也被發展

出來，用於生活不同面向。其中，行動地圖是最被廣為下載安裝之程式。然

而，現存研究大多探討技術面，使用者研究匱乏，這是亟欲改善的。 

目的：本研究旨在瞭解使用者使用與檢索行動裝置之地圖之特性，包含：促使其

使用與檢索之任務類型、檢索指令之特質、不同形式之地理時空資訊之功能、

所遇之問題類型等，以期改善地圖，讓使用者得以有效使用來完成任務。 

方法：本研究徵募淡江大學大學生，以半結構式訪談來搜集資料，並以開放編碼

與質化內容分析來分析訪談稿。 

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十四位學生在台灣與國外使用 Google Maps，陸生與港生

在歸國時則使用高德與百度地圖，僅一名使用 iPhone 內建之 Apple Maps。學生

主要使用這些地圖來執行休閒旅遊與美食任務，次則為學校作業與課外進修。

其主要之搜尋任務為查找路徑方向，常以地點名稱或未完成之地址作為檢索指

令。最常被使用之形式為地圖，街景主要是造訪陌生地點時使用，用以辨別方

位與瞭解汽機車禁行之處，或租屋時瞭解周遭環境。最常遇到之困難包含：定

位不準/過慢、資訊過時、路徑規劃不優、與缺乏高度/樓層/室內資訊等。 

結論：須進行之改進包含：更新資訊、提供機踏車模式、提供更詳實之公車捷運

資訊、與告知走錯等。 

關鍵詞：Map retrieval, geospatial information seeking, mobile maps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須針對女性來改善推薦路線，尤其是在夜間，以保護女性駕駛之行車與

人身安全。 

範例 2：在路徑規劃上，地圖公司須探查各項交通工具禁行之處或可行之處，提

供更快捷且容易記憶之路徑，便利無法於駕駛期間使用語音導航者。 

範例 3：行動地圖須即時更新資訊，並補齊缺失之店家資訊，這需要使用者與店

家之協助，或利用其臉書專頁或官方網站之公告來自動更新。 

範例 4：行動地圖尙須整合大眾交通工具之資訊，包含在地圖上顯示公車站站名

與所在、呈現公車或捷運目前所在，並結合計程車資訊，包含公司名稱、預估費

用、等待時間等，避免讓使用者使用不同的應用程式來做搜尋。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古敏君（2018）。初探大學生對行動地圖程式之使用與檢索：以淡江大學為例。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頁 25-40），南京，中國，2018 年 7 月

7-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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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唐牧群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Examining the social network topologies of Chinese 

online fictions fan communities 

計畫編號 107-2410-H-002-242-MY2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Recent studies of the fan communities on the CIL sites have highlighted how 

the commercial dynamics and fan engagements alter the production of fictions (Feng & 

Literat, 2007; Tian & Adorjan, 2016). So far the studies of CIL have been done 

exclusively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Little has been explored, on the interaction 

patterns within the fan communities surrounding serial fictions on a large scale. 

目的：Taking a social network analytical approach, this study set out to investigate the 

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L fan interactions on the forums set up for 

individual titles. 

方法：A total of 50 fictions were sampled, 25 from the main Qidian site, another 25 

from Qidian Nu-Sheng Wang, (https://www.qdmm.com/), a romance-oriented site 

established in 2009 by Qidian to cater to female readers. These fictions were sampled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popularity, recency, and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sub-genres. 

User interactions on the forum accompanying each fiction were extracted so a directed 

network can be created for each forum, where the node denotes the user who creates a 

post, and the edge, a reply to the original post. 

結果：One wonders whether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d user interaction patterns might 

also differ between these two sit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genres and the gender 

of the participants. Network visualization will also be performed to reveal the network 

structures.For the ego network, network centrality measures will be performed 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 social role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an be observed. 

Social roles can be first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author and readers. Reader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11 hierarchical categories assigned by Qidian based on the money 

each reader spends on a certain work. A closer look in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influential readers will help understand whether and how reader 

involvement influences the actual fiction writing process. 

結論： 

關鍵詞：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hinese online fiction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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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奇秀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基於愉悅要素的索引一致性研究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02 -201 -MY2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近年來，在英語世界中，已有資訊檢索服務嘗試以愉悅要素角度切入，提

供讀者有別於傳統書名、作者、主題或文類的小說檢索點。愉悅要素作為新的小

說檢索點，引發了索引品質與索引詞選擇判斷的問題：不同索引者對同一本小說

的屬性感知都會相同嗎？索引者與小說讀者對同一本小說的屬性感知也會相同

嗎？如果索引者之間的感知不同，就表示愉悅要素的索引編製會因人而異；而如

果索引者與讀者之間的感知不同，就表示索引者編製的愉悅要素索引，無法有效

將讀者及其期待的小說媒合在一起。換言之，愉悅要素的「索引一致性」

（indexing consistency）問題，是攸關索引品質及檢索效能的問題。 

目的與方法：基於上述問題意識，本計畫以受過愉悅要素索引訓練的圖資系學生

為編碼員，以內容分析法對小說進行編碼，並比較個別獨立判讀的編碼結果之間

的一致性。第一年所分析的小說為無明顯文類區分的中文小說為樣本，第二年則

續比較不同文類如推理、奇幻、言情等類型小說之索引編碼一致度。 

結果：本計畫為進行中之研究，第一年完成 200 本無明顯文類的小說編碼，並從

五大愉悅層面含敘事步調（pace）、情節特徵（storyline）、角色特徵（characters）、

筆調氣氛（tone）、寫作風格（writing style）來比較其下索引詞的一致性表現，整

體而言，判別一致度高的索引詞，是因為都「未被使用」，曾被使用的索引詞，獲

得三個獨立編碼者均同意使用的比例則非常低。 

關鍵詞：愉悅要素、愉悅閱讀、小說索引、小說檢索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目前對基於愉悅要素的索引研究非常少，本計畫因使用 NoveList Appeal Guide 為

基礎，分析結果能超越語言與國度脈絡，對國際學界小說索引一致性研究產生貢

獻。此外也蒐集索引者與終端使用者（讀者）對中文小說愉悅要素項目的評論與

增刪修正建議，作為我國未來發展與推動小說檢索技術創新之參考。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Lin & Wang (2018). The Performance of Reading Appeal Descriptors for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xing Consistency. Poster presented at 81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ncouver, 

Canada. 

2. 林奇秀（已接受）。吸引力要素與小說的組織與檢索，圖書與檔案季刊（接受日

期：2019 年 9 月 2 日）。 

 

 

  



108年度圖書資訊學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暨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  成果發表一  場次 A 

 

8 
 

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雯瑤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開放取用期刊及其作者文章處理費制度：以臺灣作

者發表的論文為例之探索性研究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32-068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科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學術論文以開放取用（Open Access, OA）模式出版的趨勢已漸成形，而其

中關於 OA 期刊向作者收取文章處理費（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APC）的議題

也與大學及研究圖書館面對高額期刊訂費所造成的期刊危機相似，均造成學術社

群成員及其所屬機構沈重的負擔。 

目的與方法：本研究分析以臺灣 OA 模式出版的論文比率首次超過 15％的 2009 年

起至 2018 年間，臺灣研究者所著且被收錄於 SCIE 與 SSCI 的期刊論文為研究對

象，進行臺灣 OA-APC 的探索性研究。 

結果：本計畫的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從 2009 年起，有臺灣作者參與的期刊論文中，

以 OA 模式出版的比率從 16.04%逐年上升到 2017 年的 37.58％，2018 年雖微幅下

降至 37.15%，但趨勢是短暫的下滑或已經呈現穩定，仍有待持續觀察。再進一步

分析由臺灣作者擔任主要作者的論文，從 2013 年開始，均有超過 75％的 OA 文章

是有研究經費贊助的研究成果，而其中高度可能由科技部資助 APC 經費的比率更

是從 2010 年起就超過 50％。 

結論與建議：從這些研究結果可觀察到臺灣已經長年支付高額的 APC，研擬與 APC

相關制度刻不容緩，而且必須由政府與民間主要的科學研究經費提供機構一起研議

合理的 APC 補貼及控管制度，方能形成健全的國家與機構層級的 OA 政策。 

關鍵詞：開放取用、學術期刊、文章處理費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本計畫成果可增進國內與國際社會對於臺灣開放取用期刊的發展及出版

狀況，對於形成我國在國家層級與機構層級的開放取用期刊授權規範（Open 

Access Mandate）提供直接的參考資料，有助於發展確實可行且具前瞻性的政

策。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Lin, W.-Y. C. (2019). A study of open access APC in Taiwan.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ometrics & Informetrics, ISSI 2019 with a Special STI Indicators 

Conference Track. 2-5 Sept., 2019, Sapienza University Rome, Italy. (peer reviewed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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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吳美美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美國圖書館資訊相關政策和立法過程歷史研究：

詮釋和展演 

計畫編號 106-2410-H-003-023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一、 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資訊政策和法案的訂定對一國的資訊公開、資訊平等、資訊自由、隱私等 

十分重要，培養數位公民的資訊政策知識、意識和理解是教育者和研究人員關心

的問題，透過數位策展傳播成功的立法案例，藉由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等方式可

能是有效的傳播策略。 

目的：本研究期望透過數位策展方式來詮釋和傳布資訊政策和立法的相關議題， 

同時試圖了解以知識內容為主的資訊政策議題需採用何種數位策展策略。 

方法：基於之前對美國資訊政策和相關立法之研究，本研究首先分析以知識為主 

的數位內容策展實例，並對可用的數位策展網站進行調查，分析策展網站的功能 

和特徵，並利用 ADDIE 的程序發展美國資訊政策與相關立法之數位策展網站雛 

型、進行形成性評鑑改善網站設計。 

結果：研究結果提出一個資訊政策與相關立法之數位策展網站，以及知識型數位 

策展策略應用和策展流程的反思。 

結論：在進行數位策展之前，策展者能掌握的資源和能力、策展題材內容、策展 

網站預期功能等三個條件是進行數位策展前必須事先確立的項目；知識型數位策 

展是創造的過程(curation=creation)，詮釋的策略包括匯聚、精粹、洞察、混搭和 

時間年表；數位策展的網站建置過程並非直線型，而是周而復始的過程；策展的 

深層目的是希望改變受眾的認知結構，即對事情的理解、方法和態度的改變，因 

此需要在網站使用過後一段時間，才能有機會評估策展網站的影響力，也是未來 

可以繼續觀察和了解的議題。 

關鍵詞：美國資訊政策、數位策展、知識表徵、資訊法案、形成性評鑑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方面，本策展網站可以做為資訊政

策相關課程之參考教材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期刊論文撰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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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素甘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臺灣地區大學圖書館應用嵌入式館員服務之研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32-069 

圖資領域歸屬 參考服務、讀者服務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從國外大學圖書館應用嵌入式館員服務的經驗來看，該項服務模式能為圖 

書館、館員、教師與學生帶來正面影響。國內大學圖書館是否也能應用此種服務 

模式，重新定位自身與館員的角色，為解決外界挑戰和使用者需求變化找到更適 

當的策略？ 

目的：本研究嘗試借鏡國外大學圖書館應用嵌入式館員服務的經驗，探析國內大 

學圖書館對該項服務的想法與意見，進而瞭解該項服務應用在國內大學圖書館讀 

者服務的可行性。 

方法：（1）德菲法：以國內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開授讀者服務或參考服務相關課 

程之老師，及曾經撰寫有關讀者服務或參考服務議題文章的圖書館界實務工作者 

等方面的學者專家。（2）問卷：以獲得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 12 所大學及連續 13 

年皆獲得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 7 所大學中負責讀者服務或參考服務工作的主 

管與館員為發放對象。 

結果：（1）德菲法：共有 16 位學者填寫兩回德菲法問卷，在 21 項嵌入式館員服 

務方式中，有 12 項被視為適合在國內大學圖書館施行；（2）問卷：在分析 19 館 

的館員業務職掌後，獲得 323 位負責讀者服務、參考服務或擔任學科服務的館員 

名單，以此為 email 寄發網路問卷的對象。在寄發兩次提醒填寫 email 後，共有 

171 位（53％）館員填寫問卷，其中有 45.8％館員同意國內的大學圖書館適合實 

施嵌入式館員服務，僅有 28.6％的館員認為自身圖書館具備實施嵌入式館員服務 

的條件與環境。而在專家學者認為適合實施的 12 項服務項目中，超過半數以上的 

館員認為有 9 個項目適合在國內大學圖書館實施。 

結論：嵌入式館員服務普遍獲得國內專家學家與讀者/參考服務館員的認同，適合 

國內大學圖書館施行，但認為具備施行條件和環境的館員卻低於 30％，顯示國內 

大學圖書館實際實施該項服務仍有許多的困難或障礙。此外，相較於支援教學的 

服務，多數館員較不支持在支援教師研究方面的服務項目。 

關鍵詞：大學圖書館、嵌入式館員服務、內嵌館員服務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深入瞭解嵌入式館員服務意涵與內容，探討嵌入式館員服務的可能模 

    式，建立嵌入式館員服務的完整知識內涵，以豐富圖書館讀者服務的知識基礎。 

    範例 2：提供嚴謹有系統的研究資料，促使圖書館更能從服務社群的角度來瞭解 

    和掌握其對需求，並檢視圖書館現今在支援研究與教學活動上的可能限制與發 

    展，進而思考應有的回應之道。 

    範例 3：對有意規劃該項服務的圖書館而言，亦可參考本研究之相關資料與成 

    果，依據本身圖書館的人力與資源，規劃適合該館的嵌入式館員服務項目。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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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蘇小鳳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大學核心三角對運用電子教科書於教學與研讀的

態度  

計畫編號 106-2410-H-005-022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服務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大學生多曾搜尋圖書館藏，試圖找尋教科書，然而另一端的圖書館宥於教 

科書的高價、版本更新頻繁、以及相對而言較容易從館藏中「消失」，對於教科書 

的購進與服務多僅止於低調維持的狀態。國內大學課程常採用西文教科書，書價 

於國內民生物價更顯出相對高昂，若圖書館無館藏，師生常在不經意間便齊心違 

背智慧財產權良心。 教育部行文各大學（臺高通字第 0960120213 號），要求「… 

圖書館可整合每學期各系所的教科書清單，購置一定數量之書籍或電子書…」，各 

大學圖書館的做法幾乎皆是購買一本紙本教科書，誠表心意。然而受實體限制紙 

本教科書，不若電子教科書可供多位同學同時使用。援此，本研究探索電子教科 

書應用於國內大學教育的可行性與效益。首先瞭解現採用大學教科書中電子版的 

出版情形—數量與比例是否可能足夠供大學教學課堂全面使用，學生是否樂意且 

方便運用、是否願意且能夠購買電子教科書，推論大學圖書館是否宜改為師生購 

置電子教科書。 

目的：一、探索學生對於電子教科書的覺知與運用電子教科書上課的態度 

二、瞭解學生希望圖書館購置電子教科書亦或是紙質教科書的意向及原由 

三、瞭解國內大學課堂所採用之教科書具有電子版的情況（含出版社） 

四、提供出版商改善電子教科書的介面與輔助學習工具的建議。 

方法：混和研究法（自製問卷調查以及內容分析法）。 

結果：綜合大學中教授所擇定的教科書僅 6 成 (61.21%) 有電子版，而醫學大學

部 

份則僅有不到一半的教科書 (47.17%)有電子版。學生對電子教科書的態度是兩面 

的—期盼圖書館購買電子版教科書，但私人購買仍以紙本為主，主因為電子教科 

書目前的使用介面不符學習習性，價格卻不若預期的折扣數。 

結論：大學圖書館採購教科書時改以電子教科書為優先形式是可行的，可考慮聯 

盟採購，唯需與出版商或代理商做好複本數目與使用限制的商業談判。大學出版 

社也可加強以電子教科書為核心推動方向之一。 

關鍵詞：電子教科書、聯盟採購、電子書介面設計改善 

二、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提供圖書館瞭解大學生對電子教科書的態度之數據。 

    範例 2：建議大專院校圖書館以聯盟採購電子資源。 

    範例 3：提供出版商改善電子教科書的介面與輔助學習工具的建議。 

本研究藉由體驗過電子教科書者的反饋來作為改善電子教科書與相關介面和系統

功能的基礎，使其更符合讀者的需求。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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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麗娟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大學圖書館直播英語自學社群服務分析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030-056 

圖資領域歸屬 創新服務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近幾年來，直播媒體之應用受到重視。大學圖書館在學校教學深耕環節扮 

演重要角色，圖書館能夠透過直播平台建立英語自學的社群，並與大學生進行有 

效的互動。透過直播科技，結合多樣化創意的策略，即時呈現各種形式的社群互 

動內容。 

目的：探討職播過程之直播運作監控、規劃與實施、學生參與動機，以及產生之 

互動，並分析圖書館英語教學直播面臨之挑戰與因應。 

方法：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資料之蒐集與分析。觀察記錄與文件以作為分 

析之用途。研究亦以深入訪談法，取得教師、圖書館負責人員，以及學生之反應 

資料。隨後以歸納分析處理質化研究之資料。 

結果：英語直播教學每週都有相當多的人次參與。學生到場參與動機來自外在激 

勵與內在動機。克服直播連線的問題是確保即時互動非常必要的工作。除了直播 

教師之外，直播學生的帶領亦扮演重要的角色。由參與者的經驗，他們對於以直 

播方式學習英語的反應正面。然而，也希望未來有更多元的主題以及能取代口語 

的互動管道。經由該研究直播英語教學的實施，提供一個大學語言文化學習社區 

互動之參考模式。 

結論：學生透過直播教師之教學引導與直播學生之帶領，營造熱絡的學習社區。 

教師與圖書館共同的課程規劃，能夠鼓勵學生透入與參與。研究發現可以提供未 

來串流媒體互動學習之參考。而研究亦可應用在其他主題環境。然該研究仍處於 

初探性質，且受限於一特定大學。未來研究可以擴及更多元的語言學習環境。 

關鍵詞：直播、社交串流服務、即時互動、英語第二語言、語言學習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直播科技應用於圖書館：直播使用的平台為開放軟體工作室（OBS），

研究反映開放平台的應用為一可負擔的經濟成本。可供經費受限的圖書館創新的

服務管道。 

範例 2：建立直播教學互動的模式：在直播學習的情境中，學生藉由直播教師與

直播學生的共同帶領，提供典範式的學習模式，讓羞怯於發言互動的學生以能夠

由互動的觀察而學習。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ChanLin, L. (2019). ESL live broadcast teaching service in a university library. 

Proceedings of 2019 Asia Pacif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ference (APIT 

2019), p31-36. (ISBN: 978-1-4503-6621-2). Jeju Island, South Korea, January 25-

27. 

2. 林麗娟 (2019)。大學圖書館英語直播教學之應用，2019 圖書與資訊社會討

會，2017 年 5 月 2 日，新北市：輔仁大學。 

3. 國外期刊論文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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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柯皓仁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大學圖書館實踐數位化學術研究服務之研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03-107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服務與管理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數位和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已經影響人類生活的許多面向，並改變了資訊和知識

的產生、處理及傳播方式，在教育和學術研究也不例外。大專校院圖書館的主要

任務在於提供資訊資源和服務以支持教學與研究。近年來，全球許多研究型大專

校院的圖書館多開始提供「數位化學術研究服務」，惟我國大專校院圖書館仍缺

少數位化學術研究這一環節的服務，因此擬藉由本研究計畫了解：一、國內外大

學圖書館提供數位化學術研究服務的現況；二、探究我國大專校院學者對於數位

化學術研究的認知與實務、圖書館對學者從事數位化學術研究所能提供的支持與

服務；三、圖書館學科館員在提供數位化學術研究服務上所需的知能與能力落

差。 

本次報告主要著重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學者資料使用、管理及分享之認知與行

為。研究計畫中以研究導向之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的學者為研究對象利用問卷調

查法進行調查，並採用立意抽樣法發放問卷，發放期間為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止，共回收 1088 份有效問卷。問卷結果顯示，資料實踐方面，學者較常

創建新資料作為研究資料來源，而使用及產出的資料以實驗資料為主。儲存與管

理方面，多數對於專案中及之後之儲存與管理過程感到滿意；資料放置位置以自

己的儲存裝置為主。資料分享與再用方面，多數學者認同分享與再用資料，但對

於分享資料仍有疑慮，希望能設置取用限制。 

不同學科及年齡層的學者，皆將資料儲存在自己的儲存裝置為主，研究資料分享

情形以分享給研究團隊或應要求提供占多數，在研究資料儲存與管理及分享與再

用認知方面，不同學科學者有顯著的差異。 

二、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1. 科技部可參考訂定研究資料管理政策相關規範。 

2. 大專校院圖書館可參考推動研究資料管理服務。 

3. 圖書資訊系所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可參考規劃研究資料管理及館員專業知

能課程或研習班。 

一、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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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郭俊桔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基於社區問答技術之圖書館 FAQ 問答系統 

計畫編號 106-2410-H-005-021 

圖資領域歸屬 讀者服務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為提高讀者的滿意度，圖書館提供常見問答以解決讀者的疑問。然而，基

於圖書館人力不足，常見問答的數量通常只有十來個問題，相關解答的多寡也不

一。因此，常常造成讀者即使找到想問的問題，FAQ 的答案內容無法滿足讀

者。另一方面，由於題數不足，提問者無法找到問題而遭受挫折。 

目的：由此本研究為了解決上述課題，導入社區問答、問句和答案分類、問題

詞、企圖詞、相關詞與語義焦點等技術提出導入社區答問技術之圖書館 FAQ 問

答系統。 

方法：社區問答技術在自然語言處理領域被高度關注，藉由此技術，讀者的問題

不必由網站自行回答，而可由社區內的網民代為回答，經過答案品質的篩選後，

將有用的答案傳給讀者，提高了提問者的滿意度。圖書館都是以服務讀者為目

的，提供各種服務（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針對讀者的問題提供類似的答案，

自然而然形成一個圖書館社區。由此，可藉由分享各館的常見答問集來克服上述

的課題，本研究提出一個導入社區問答技術、問句和答案型態的分類等技術提出

基於社區答問技術之圖書館 FAQ 問答系統。 

結果：實驗結果顯示此問答系統比傳統 FAQ 問答系統的讀者滿意度(五分量表)

可由 2.15 提高到 3.02。 

結論：藉由社區問答技術，讀者的問題不必由網站自行回答，而可由社區內的網

民代為回答，經過答案品質的篩選後，將有用的答案傳給讀者，提高了提問者的

滿意度。 

關鍵詞：常見問答集、問題型態、答案型態、圖書館社區問答系統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研究仍有如下的研究方向可繼續努力。 

範例 1： 由於本研究的摘要模組只使用經驗式法則，為了提高摘要的品質可導

入摘要技術的問題回答，刪除重複的資料和濃縮回答的長度，以增加讀者的可讀

性和滿意度。 

範例 2： 本研究採用的分類，借期、開放時間等目前被歸在 TIME，會導致語意

模糊；另外像權限(借閱冊數、空間使用權等)要如何歸類？需要再進一步討論其

適當性。 

範例 3： 擴大問卷受測人數，進一步了解與分析讀者滿意度。 

範例 4： CQA 的技術發展已經開始採用 deep learning，在方法上可導入以提高

系統效率。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依據輔仁大學 2019 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審查委員和聽眾的意見，正在修改

和撰寫期刊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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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吳可久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兒童數位圖書館虛擬世界之資訊搜尋行為的不確

定性和介面易用性 

計畫編號 106-2410-H-027 -005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 

一、 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兒童使用者對電子書搜尋及閱讀方式與成人不同。處於具體運思期之兒童

的動態視覺能力快速發展，心智上傾向認知圖像與運作具體物件。結合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圓夢繪本資料庫，設置兒童資訊視覺化、虛擬空間型態搜尋介面協助

兒童尋電子書繪本。  

目的：1. 探討兒童使用數位圖書館虛擬空間介面使用上的問題，兒童參與並驗證

圖像辨識率；2.以俗民分類法建構兒童圖像化主題分類知識架構；3.設計隱喻式

群聚化視覺化介面及設定操作任務；4.透過眼動儀測量與分析視覺化介面表現形

式，量測兒童認知主題知識架構與不確定性及易用性關聯。 

方法：透過兒童戴眼動儀操作實驗，紀錄兒童讀者操作歷程和操作介面時的眼動

方式，蒐集及分析數據，如凝視、掃視、軌跡、時間以及次數；以及所產生的感

受與使用性。實驗對象為國小中、高年級；設計繪本搜尋介面。紀錄分析兒童使

用者如何使用該數位圖書館的介面搜尋，在網站上之視覺化圖示將結合兒童生活

經驗以輔助搜尋資訊，並以主觀問卷量測使用性及認知效果分析。 

 
結果：結合智慧書架之圖像化主題分類架構、群聚化知識層級介面、眼動儀分

析，量測 163 位同學使用情況，圖符距離呈現重疊，資訊架構群聚性會更加顯

著。 

結論：探討兒童進行介面操作時的使用性(含趣味性)及不確定性(風險)之資訊尋

求行為研究；驗證兒童使用空間圖像介面的搜尋行為向度；了解兒童在搜尋數位

資源時，如何建立內在的知識地圖去管理學習資訊。實驗結果將助於學術界及業

界參考，以利設計師日後進行兒童網站相關設計。 

關鍵詞：資訊尋求、視覺化介面、俗民分類主題、眼動儀 

二、 二、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配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圓夢繪本館開發圖像化主題圖符適用兒童圖書

館。 

範例 2：無線射頻(RFID)技術配合艾迪訊公司開發熱門書之智慧書架視覺化介面。 

範例 3：結合讀者資料及借閱資料分析可開發兒童圖像化書籍推薦機制。 

三、 三、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Ko-Chiu Wu, Chung-Ching Liu, Tzu-Heng Chiu, I-Jen Chiang, Saiau-Yue Tsau, Chun-Ching 

Chen, Li-Hsiang Lai and Yu-Wei Tseng (2017). Building a smart library to improve 

literacy access for children: an innovative project of NLPI in Taiwan, IFLA -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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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 83rd IFLA General Conference and Assembly, 19-

25 August 2017, Wroclaw, Poland. 

Ko-Chiu Wu (2017). Transform children’s library into a mixed-reality learning 

environment using smartwatch navigation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nterfaces. 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PNC，07-09 Nov. 2017, Tainan, 

Taiwan. 

Mu-Wei Lee, Ko-Chiu Wu (2018). Interface Layout Design: Assisting Children to Effectively 

Establish the Hierarchical Knowledge by Micro-interaction, IEEE ICASI 2018, 13-

17,April  2018, Chiba, Japan. 

陳怡君，駱金隆，吳可久，曹筱玥(2018 年)。兒童數位圖書館資訊視覺化網站設計─ 

以圓夢繪本資料庫為例，公共圖書館研究，8，28-61 

吳可久，陳圳卿，邱子恒，蔣以仁，林杰穎，王薇晴，趙恩襄，李牧微，周佳靜 

(2017)兒童圖書館智慧化導航及視覺化介面之建置，國家圖書館館刊，106(2)，

85-108。 

劉仲成，吳可久，邱子恒，陳圳卿，蔣以仁，曹筱玥，賴麗香 (2017 年)。混合實境兒

童智慧圖書館之建置，公共圖書館研究，6，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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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世娟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病患逛醫師之資訊尋求行為研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30 -057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科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和目的：逛醫師行為在許多國家，包括臺灣都相當普及。逛醫師行為不僅

是醫療資源的浪費，重複的藥物和藥物交叉反應不僅可能導致健康損害，還可

能使醫療費用的總體成本增加。病患在選擇診所、醫師、到選擇藥物時都需要

充足的資訊做決策，本研究旨在瞭解病患在逛醫師行為中的資訊搜尋行為。 

方法和結論：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談法，訪談 30 位有逛醫師行為經驗的女性。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一般疾病、慢性病、重大疾病都有逛醫師行為。不滿意診療

結果和確認病情是訪談者在逛醫師行為最主要的原因。當參與者諮詢兩位或

更多位醫師時，常使用的資訊來源四項：家人或朋友的建議、網路、醫師以及

大眾傳播媒體。參與者在逛醫師以前會蒐集相關資訊，包括醫師基本資訊及專

業背景、醫院或診所的環境、醫師的態度及使否有健保。本研究發現，並非所

有的參與者在逛醫師時會向醫師透露之前所得到的資訊，但對於逛醫師過程

中所得到的資訊滿意度皆有所提升。醫師的態度是影響逛醫師行為的重要因

素，醫生若能有耐心傾聽，並提供病患足夠的資訊，才能降低病患逛醫師的行

為。本研究結果有助於提升醫師、醫療機構及政府健保相關單位對病患逛醫師

行為的瞭解。 

關鍵詞：逛醫師行為、病患、資訊行為、健康資訊、資訊需求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研究探討病患在逛醫師行為中的資訊搜尋行為。在經濟方面，本研究結

果將可降低逛醫師行為的產生，進而減少醫療資源之浪費。在學術發展方面，

本研究探討病患在逛醫師行為中的資訊搜尋行為，有助於醫護瞭解病患在疾

病過程中的資訊需求，促進病患與醫護之間的溝通。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Chen, Shih-chuan(2019). Undergraduate students’ use of mobile apps to search 

library catalogs and related problems. Library Hi Tech. 37(4). p. 721-734, (SSCI) 

2. Chen, Shih-chuan(2018). Exploring the use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by humanities 

scholars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Electronic Library. 37(2). p.240-254, 

(SSCI) 

3. Chen, Shih-chuan(2017). Information behaviour and decision-making in patients 

during their cancer journey. The Electronic Library, 35(3). p.494-506,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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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研究國外期刊論文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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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世娟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 App 檢索圖書館目錄行為

研究 

計畫編號 106-2410-H-030 -028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科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和目的：越來越多民眾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行動上網的人口也

快速增長。許多資訊的取得從桌面電腦轉向手機移動環境，行動載具不僅改

變人們通訊的方式，也影響了人們日常查詢、檢索及使用資訊的方式。透過

行動裝置圖書館可以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快速且即時地將資源及服務提供

給讀者，達到「圖書館在手上」的目標。當讀者逐漸以手機而非以筆記型或

桌上型電腦取用圖書館的資源及服務，圖書館及圖書館員必須瞭解這樣的變

化，調整資訊服務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 

方法和結論：本研究採用觀察法及半結構訪談方式，16 位大學生參與研究，

受試者分別用智慧型手機及筆記型電腦對圖書館館藏目錄進行 4 個查詢任

務，接著透過深度訪談獲取受試者對於以圖書館 App 檢索目錄的看法。本研

究發現大學生對於 App 檢索圖書館目錄與電腦檢索圖書館目錄的行為有所不

同，從使用效率、成功率和易用性來看，雖然電腦檢索圖書館目錄略勝一籌，

但因為讀者使用目的不同，因此圖書館 App 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大學生多

肯定圖書館 App 可以讓他們在查詢的時候快速、方便瀏覽資訊，但也指出使

用時容易有檢索不到資料的狀況發生。在圖書館 App 目錄呈現內容方面，雖

然目前書目資訊中呈現書名和作者等相關內容是基本辨識的資訊，但仍有可

以增加的地方。 

關鍵詞：行動圖書館、圖書館 App、行動服務、圖書館目錄、使用行為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 App 檢索圖書館目錄行為。在經濟方

面，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規畫開發圖書館 App，避免浪費。在學術發展方面，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 App 檢索圖書館目錄行為，有助於大學圖

書館瞭解大學生使用圖書館 App 檢索目錄之行為，並開發出更具有親和力的

圖書館 App。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本研究已刊登於 Library Hi Tech. 37(4) 

Chen, Shih-chuan(2019). Undergraduate students’ use of mobile apps to search 

library catalogs and related problems. Library Hi Tech. 37(4). p. 721-734,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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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en, Shih-chuan(2018). Exploring the use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by humanities 

scholars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Electronic Library. 37(2). p.240-254, 

(SSCI) 

3. Chen, Shih-chuan(2017). Information behaviour and decision-making in patients 

during their cancer journey. The Electronic Library, 35(3). p.494-506,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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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維真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擴增實境應用於博物館與圖書館之互動設計評

估研究 

計畫編號 106-2410-H-002-093-MY2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Background: The adoption of simulation technologies through augmented reality and 

virtual reality have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more visible within informal learning 

spaces including libraries and museums.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some direct impact 

on patrons’ access to information materials, however, rather few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the situated learning behaviors within physical settings.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advanced simulation technologies, an integrative conside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patron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service. 

Purpose: This 27-months study (2017/08/01 – 2019/10/31) aimed to examine and 

explore the complexity, possi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of applying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ies in informal learning spaces of libraries and museu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ituated cognition and learning.  

Methodology: This study firstly made comprehensive reviews on cases and applications 

in libraries and museums with evaluations of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supporting 

mechanisms including augmented, virtual and mixed reality technologies. And the 

critical factors and advantageous aspects that mattered to augmented reality applications 

in libraries and museums were extract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method of user 

experiment was adopted and a between-group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conducted to 

design and develop augmented learning space comprised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modules 

of simulation applications accordingly. Lastly, participants’ perception,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s under different level and types of augmented reali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Findings: A series of AR exhibits about the thematic special collection of botany in an 

university library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These exhibits distinguished one another 

by the augmented modalities including visual, auditory, and tangible representations. A 

total of 110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user experiments, 48 of whom used 

marker-based AR and video see-through displays to explore the herbarium specimens, 

and another 62 of whom read screen-based AR rare books with their eye movement 

tracked and recorded.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synchronous tangible, 

visual and auditory representations helped the participants concentrate on the tasks, in 

which they also perceived higher learner control over the pace and content of the 

exhibits. Furthermore, participant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ly in reading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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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with different augmented elements in different layouts.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were more motivated and interested in the content of the exhibit 

through AR interventions.  

Conclusion: This work-in-progress investigated how the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s in 

AR affected visitors’ museum exper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ituated cognition 

and learning.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participants’ flow experiences and 

interaction behaviors, the hypothesis that visitors using AR would be more engaged was 

support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ve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s of AR functioned 

well to help users form clearer goals and expectations to improve their flow state. While 

the collection of data through experiments is just completed, we are currently working 

on analyz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video records, observation,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 and inventories to look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performances with the multimodal representations of AR.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exhibition, interaction design, museum learning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1.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a of AR application in museum exhibits and 

learning with the focus on adoption decisi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raction desig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 museums and libraries and the 

field of research with theoretical and application basis to serve and support museum 

visitors. 

2. The series of AR exhibit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about the thematic 

collection of botany are proved to be useful for libraries and museums in their 

exhibits. In fact, we were able to help the library detect and correct several flaws in 

content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 during this project, which usually required intensive 

and subject-mattered labor force before. 

3. The design principles proposed by this study provide museums and libraries with 

evidential basis to adopt AR applications to assist visitors develop better visiting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performance.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2.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3. the 12th Asia Pacific Workshop on Mixed and Augmented Reality  (APMA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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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蔡天怡 職稱 助理教授 

計畫名稱 資訊相關領域學生所感知的「資訊」概念及其資

訊世界圖：視覺方法之歷時性研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02 -202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行為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資訊」是個司空見慣的概念，但其定義往往統籠而紛歧。圖書資訊、資訊

管理與資訊工程領域之研究生以研究「資訊」為本業，探究前述領域研究生在論

文寫作歷程中對資訊概念的感知情形及其運用各項資訊資源之方式，有助深入探

究資訊之範疇，並協助新手研究生順利完成學業。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探究此三領域學生對於「資訊」概念的感知情形及其論文

寫作歷程之資訊世界樣貌。 

方法：本研究採視覺資料引談法，結合運用 Hartel 的資訊方塊、Sonnenwald 的資

訊視域與 Greyson 的資訊世界圖，追蹤 17 位來自圖書資訊學、資訊管理與資訊工

程領域之碩士班研究生，於每學期結束後，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包含資訊方

塊及資訊世界圖之繪製與引談。 

結果與結論：就本年度已完成的兩階段資料分析看來，不同領域研究生對「資訊」

與「資訊世界」看法之不同，主要展現在資訊尋求與使用之方式，而其資訊世界

之歷時性變化則與其論文寫作步調較相關。快步調之研究生的資訊世界圖往往產

生較明顯之變化，尤其在第二階段中，各種人際管道所扮演的角色有所轉變、資

訊尋求策略更為聚焦，且其在資訊世界中更為「與世隔絕」。研究生論文寫作歷程

的資訊世界複雜多變，據此可針對相關領域教師與大學圖書館提出實務建議。 

關鍵詞：資訊行為、資訊視域、視覺方法、歷時性研究、資訊方塊、資訊世界圖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本研究整合資訊方塊與資訊視域理論基礎，首度以歷時性研究運用資訊

方塊與資訊世界圖之方法，將之結合為可操作之視覺引談法，無論就資訊行為理

論或視覺方法之發展與應用皆有所創新，更可對未來研究帶來啟發。本研究之影

響層面甚廣，學術方面從理論的深化發展到歷時性視覺研究方法之應用，實務方

面從個人資訊行為之理解到資訊相關教育之規劃，皆可期帶來莫大貢獻。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Tsai, T.-I., Chen, H.-J., Tai, C.-H., & Chen, Y.-L. (2019, October). How do students’ 

information world maps change while developing their thesis topics?: A longitudinal 

study using arts-based elicitation interviews. ASIS&T Annual Meeting. Melbourne, 

Australia. 

Tsai, T.-I. (2019, August). Exploring the information world in academic contexts: visual 

elicitation interviews with students developing their master’s thes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Workshop on Survey Research Method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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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宋慧筠 職稱 副教授兼任所長 

計畫名稱 以認知發展觀點探究幼兒之分類行為 

計畫編號 107-2410-H-005-037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Understanding preschool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 for 

investigating their classification behaviour, which is one aspect of information behaviours. 

Extant research tends to focus on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urs of school-aged children, 

but that of preschool-aged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five years remains unexplored in a 

systematic and longitudinal fashion. The study follows Siraj-Blatchford and Brock (2016) 

and Spink (2010) in applying emergence to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ur theory. The 

model applies the recent insights of studies concerned with embodied cognition by Gallese 

and Lakoff (2005), which also broadly support Piaget's (1969) early work on the 

mechanisms of perception.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preschool children’s 

classification behaviour from a cognitiv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five- and six-year-old 

children’s cognitive categories of the visual images. In total, 114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ll data were video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for later analysis. The majority of 

the child participants recognised the eight categories, including: live animals, community 

jobs, dinosaurs, superheroes and robots, houses, transport, Pokémon, and princess. 

Furthermore, the majority of child participants used the basic level labels for an object (e.g. 

policeman), whilst a few children also used the superordinate level labels (e.g. community 

jobs). Findings advance new knowledge in classification and its practices in public library 

contexts. 

關鍵詞：emergence, preschool children, classification behaviour, repertory grid 

techniques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preschool children’s 

classification behaviour from a cognitiv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範例 2：This study suggests well-recognised categories for organising pull-out sections of 

children’s collections in libraries, which helps enhance access to preschool children’s 

resources and ultimately ensure their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In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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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謝建成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不同卡片分類法效益比較之研究 

計畫編號 106-2410-H-003 -026 

圖資領域歸屬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Nielson 指出卡片分類法最適當的參與人數是 15 人；Paul 認為傳統卡片分

類法在受試人數及分析時間上花費較多，故提出修正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謝建

成、吳怡青基於德菲法概念提出改進修正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至多進行 3 回

合。 

目的：當運用卡片分類法時，該選擇何者較為合適？其間效益成本差異？為卡片

分類法應用必須探討之議題。 

方法：本研以演算法分析方法比較不同片分類在時間成本與尋獲度效益間之優

劣，並以實際實驗數據做為分析佐證。 

結果：尋獲度最佳者為改進修正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其實際時間成本略劣於於

傳統卡片分類法，但優於 Paul 之修正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整體評估而言，改

進修正型德菲式卡片分類法是卡片分類法運用較佳之選擇對象。 

結論：本計畫釐清不同卡片分類法間之成本差異，可作為後續相關研究應用之參

考。 

關鍵詞：卡片分類、德菲法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 釐清不同卡片分類法以時間成本為考量的差異優劣，可作為後續相關資

訊架構研究與網站開發等之參考； 

範例 2： 提供爾後卡片分類法於不同資訊架構環境下，選擇較具成本效益方法之

準則；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出版情形以已發表期刊、專書/專書章節為限，呈現

期刊或專著名稱即可) 

謝建成、呂智惠、陳光榮 (2019)。不同卡片分類法效益比較之研究。圖書資訊學
研究，13(2)，119-143。(T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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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巧敏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基於檔案價值鑑定理論建立電子檔案風險評估與

管理模式 

計畫編號 107-2410-H-004-187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檔案機關電子檔案管理過程存在之風險因素，進行風險

等級辨識與評量，提供各檔案機關可根據共通性風險評估模式，建立自身機

關之風險分析與評估作業模式。 

目的：探討電子檔案管理過程存在之風險因素，提出電子檔案風險管理評估指標，

並進行實證分析，驗證電子檔案風險管理架構，瞭解運用於實務操作之可行

性。 

方法： 

(一)疊慧問卷法：根據文獻與歷史經驗，梳理電子檔案管理風險因素，研訂所有風

險事故清單，經 8 位學者專家疊慧問卷意見，發展「電子檔案風險管理檢核表」。 

(二)個案研究法：與檔案機關進行實務分析，建立風險評估量化等級排序，建構機

關電子檔案風險辨識、評估與因應策略之完整過程。 

結果： 

(一) 建立電子檔案風險管理檢核指標：經疊慧法問卷研究，通過專家驗證的風險

指標共有 9 個風險構面，63 個風險指標。 

(二) 進行個案機關之風險辨識與評估：實際評估各風險構面與指標發生之可能性

與風險影響平均數，風險值(R)介於 16-25 為高度風險區域，介於 8-15 為中

度風險區域，介於 1-7 則屬低度風險區域。 

(三) 發展個案機關電子檔案風險應變策略：根據風險值高低排序，對於高風險項

目優先考慮最佳應對方案，降低風險的發生與影響。 

結論：經研究提出之 63 項風險指標，可供機關進行電子檔案風險評估作業運用。

個案機關經過風險辨識與評估調查結果，多數指標落於低度風險區。針對風

險值 3 到 4 之間的風險指標，建議採用預防策略，風險值 4 以上之風險指

標，採用預防及減輕策略，加以因應處理。 

關鍵詞：檔案，檔案價值鑑定，風險評估，檔案真實性，檔案完整性，檔案可及性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建議檔案機關定期實施風險評估作業以便釐清自身檔案風險所在，並發掘

風險評鑑過程中重要的風險指標。 

範例 2：建議檔案機關可針對自身電子檔案風險項目組成工作小組，根據自身情境

研訂風險預防及應變策略。 

範例 3：多數機關對於電子郵件與社群軟體帶來的風險疏於管理，應儘早建立相關

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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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完成期末報告，期刊論文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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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柯皓仁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文化記憶機構之數位物件保存認知、政策制定與

導入實務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 -024 -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數位保存是各文化記憶機構一直以來都必須重視的議題，在數位化時代，文化記

憶機構亦積極將其典藏的重要資源數位化。不論是數位儲存媒體的損壞、老舊，

或者數位檔案格式的過時，以及數位檔案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等因素，都使數位資

源保存的議題更形複雜。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對國內文化記憶機構進行訪

談，探討目前國內文化記憶機構對數位保存的認知、數位化工作現況，以及在數

位保存管理面、數位保存策略與技術面等相關議題，並了解 PREMIS 與數位保

存之間的相關性。因國內文化記憶機構目前皆無導入 PREMIS，期望未來國內文

化記憶機構可以將 PREMIS 導入符合 OAIS 參考模型之數位保存系統，提升國內

文化記憶機構對數位保存的認知及對數位保存相關工作的熟悉度，並建立全國數

位保存機制。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1. 國內文化記憶機構可據以訂定數位物件保存政策。 

2. 國內文化記憶機構可據以導入 PREMIS 保存性詮釋資料規範。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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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法鼓文理學院 

計畫主持人姓名 梅靜軒 職稱 專任副教授 

計畫名稱 數位分析與文本解讀—《大寶伏藏》•大瑜伽文獻

之互文現象探討 

計畫編號 106-2410-H-655-001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文獻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本研究主要討論西藏佛教的伏藏文本間的互文關係。伏藏文獻中存在著相

似的文字、詞句、段落一再被引用、參照或改寫的現象。這個現象在西方藏學界

的伏藏研究中，是近幾年才開始被正視的議題。 

目的：本研究擬以《大寶伏藏》Rin chen gter mdzod 為研究文獻來探討其中的大

瑜伽類項中醫藥養生、禪修教法文本間的互文關係。 

方法：在搜尋互文之文句步驟方面，本研究擬借用電腦工具計算的強項也就是區

域排比演算法(Local Alignment algorithm)，針對《大寶伏藏》進行大量的自動尋

找與比對，以便找出可能含有研究者所需的互文性資料；進一步運用社會網絡分

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概念，透過 Gephi 的視覺化圖像呈現統計結果。最後

再以傳統文獻閱讀分析、闡釋比對結果。 

結果：統計分析結果發現有兩個巨大的連結區塊 (giant components)。作者與主

題可能是促成這個群組分化的兩大因素。我們以不同的顏色來標示作者，並將全

部的文本歸納出 10 個次子題，同樣地依顏色以示區別，以主題塗色在同樣的文

本網絡關係圖。根據我們初步的觀察，這兩大區塊分別可以進一步切割出四個小

群組。閱讀後發現，雖然他們被歸類在不同的主題下，這七個文本都與長壽、法

藥、甘露有關。也就是說，我們透過數位技術的偵測運用，發現了文本之間所隱

藏的內在關聯。 

關鍵詞：伏藏、互文性、寧瑪派、區域定序、數位分析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專案的執行也可說是針對《大寶伏藏》的編輯內容進行解構分析。由於傳統文

獻學研究方法之限制，很難做到對大量文獻範圍進行全面的瀏覽與有效的篩選，

系統性的找出研究所關注的語詞重用現象，並加以判讀這些語詞、文句在不同文

脈、段落中所要彰顯的意義。拜今日數位科技之賜，電腦高速運算能力得以快

速、大量的比對資料，減少了人工閱讀所要投入的時間，也使得這樣整合數位人

文的研究成為可能。本研究之成果，除將有助於評估應用數位分析方式於藏文文

獻中的可行性與效度之外，後續也可望能激發更多結合數位分析方式於傳統文獻

研究之中，開創台灣佛學研究之新局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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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淑君 職稱 助研究員 

計畫名稱 知識本體在數位文化資產之建構研究：從詮釋資

料到鏈結資料 

計畫編號 106-2410-H-001-025 

圖資領域歸屬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知識本體是鏈結資料建構過程最核心的研究要項之一，其藉由概念、屬性

及關係的建構，將資源描述抽象化與立體化、揭示資源的脈絡關係、提供更正規

化的再利用模式，以及調和成為語意網的一部分。 

目的：本研究以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的為對象，探討以都柏林核心集（Dublin Core, 

DC）為基礎的詮釋資料，在轉換為鏈結資料時如何重新建構一套可融合各領域學

科與專業，以及滿足不同深淺程度的輕量級與專業級之知識本體。 

方法：本研究採歐盟數位圖書館資料模型（Euopeana Data Model, EDM）為基礎，

並依序以資料分析、資料模型化、資料調和、資料充實等四個階段的方法論進行

知識本體的建構及理論層次的問題探討。 

結果： 

（一）數位典藏聯合目錄的資料集，係由詳細對應至簡化的詮釋資料元素建構模

式，採用 EDM 可以藉由充實語意方法，恢復領域知識或專業社群原有的資料屬

性； 

（二）藉由知識本體的建構，引入人物與組織、事件、時間、地點、主題等脈絡

類別並整合傳統權威檔功能，以改善資料集品質並提供更豐富的資料脈絡。 

結論：本研究建構數位典藏聯目錄的知識本體，分別從理論架構、方法論與實作

研究探討。結果顯示知識本體能以更結構化方式重新梳理傳統的詮釋資料；在整

合異質資料集方面，可依不同領域與專業社群而展示不同層面的知識脈絡。此將

有助於數位典藏從資料庫提升為知識庫，提供藏品更好的探索、分析與視覺化基

礎，進而大幅提升數位資產資源轉換至語意網的效能。 

關鍵詞：鏈結資料、知識本體、資料模型、數位文化資產、語意型詮釋資料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可作為匯整異質資料集或聯合目錄型態的數位文化資源系統之理論模型與方法論

參考。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Chen, S.J., Cheng, W., Lu, L.Y., Wang, H.A. (2017). Fishing in the data ocean: the TaiUC 

LOD Project. EuropeanaTech Insight, 7. Retrieved from 

https://pro.europeana.eu/page/issue-7-lodlam#fishing-in-the-data-ocean-the-taiuc-

lod-project 

Chen, S.J. (in press). Semantic enrichment of linked archival materials. Knowledge 

Organization. Volume 46.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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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淑君 職稱 助研究員 

計畫名稱 國際圖像互通架構應 用於數位人文學之研究：以 

簡牘字典為例 

計畫編號 107-2410-H-001-096 

圖資領域歸屬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國際圖像互通架構（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IIIF）是

近年新興的圖像交換標準架構，有效解決數位圖像互通性與使用性，由於此架構

的研發結果剛公開未久，有待更深廣的暸解、探索、實驗與研究，使其更臻完備。 

目的：本計畫將嘗試全面性觀察與分析 IIIF 架構與功能、及全球相關實驗個案；

再藉由中研院史語所的簡牘字典系統為研究個案，探討 IIIF 如何提供簡牘字典系

統的數位人文研究的功能。具體的研究問題包括：（一）IIIF 的架構與內涵，如何

支持以圖像為基礎的數位人文研究？國際間的使用案例與實驗研究如何運用?

（二）以簡牘字典數位人文系統為例，IIIF 如何提供簡牘圖像的釋讀文字之研究

需求?  

方法：包括研究分析 IIIF APIs（應用程式介面）核心架構；蒐集 IIIF 實驗案例，

進行深度觀察與分析；訪談法蒐集史學研究者利用簡牘字典數位人文系統的主要

研究行為，並以需求功能對應法，檢視 IIIF 是否及如何提供簡牘字典系統的數位

人文研究的功能。 

結果： 

（一）IIIF 在數位人文的角色與運用包括：作為數位方法支援人文學研究（如藝

術史的圖像分析及風格分析）；作為跨機構之間圖像材料的近用平台；提升機構

圖像材料的公開展示與使用者經驗的方法；作為實體展覽中的數位互動展等。 

（二）本研究運用與整合 IIIF、鏈結資料、CIDOC 概念參考模型、標註資料模

型等作為文字釋讀的數位方法，以滿足圖像放大以觀察細節、圖像比對分析、圖

像標註分析、單字及結構查詢、語意檢索等研究需求。 

結論：簡牘資料的研究重點之一為識別簡牘上的文字，經研究人員研究與考證後

確定釋文。然而，檢驗釋文需要反覆進行，即需調閱簡牘圖片，並與釋文同步檢

視。本研究嘗試以 IIIF 為基礎，並結合語意標準，提出文字釋讀的數位方法，以

提升正確考證與解釋文字的效率。 

關鍵詞：數位人文學、簡牘、文字釋讀、數位方法、國際圖像互通架構、標註資

料模型。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IIIF 是新興圖像交換與操作標準，因其高度互通性與操作性，已為國際普遍

接受，運用 IIIF 機制之平台不勝枚舉，反觀國內，IIIF 系統案例仍罕見，因此本

計畫嘗試導入 IIIF機制於系統功能需求設計上，將成為國內將傳統系統轉換成 IIIF

系統平台之案例，其研究結果可供未來國內系統平台轉型參考。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尚無（撰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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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黃慕萱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不同資料集群對書目計量與研究前沿的影響：以

醫學領域中的麻醉學及皮膚醫學為例 

計畫編號 106-2410-H-002-091-MY2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科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書目計量分析中，資料集群內容往往主導著研究結果的方向。過去研究較

少探討不同資料集群的差異及研究前沿比較，本計畫欲嘗試補足此研究缺口。 
 

目的：本研究為二年期計畫，透過比較麻醉學與皮膚醫學的領域與部門這二種資

料集群，分析其在書目計量各層級（整體、期刊、國家、機構、作者）的結果與

研究前沿之差異，進而探討二種資料集群的特色及對書目分析結果之影響。 
 

方法：本計畫採用書目計量法，透過 WoS 及 SCI-E 資料庫，蒐集 1995-2014 年共

20 年的麻醉學與皮膚醫學書目資料，建立相應的領域與部門資料集群。換言之，

本研究的資料集群共分為麻醉學的領域、部門資料集群，及皮膚醫學的領域、部

門資料集群。 
 

結果：在麻醉學部分，麻醉部門論文主題涵蓋多元，新興研究前沿發展蓬勃、美

國在領域及部門的表現上皆領先各國；在皮膚醫學部分，領域及部門的重要國家

與機構同樣以美國為主，亞洲機構表現未能與歐美機構匹敵、皮膚醫學部門發表

集中於領域內核心期刊，但慢慢拓及綜合性及跨領域期刊。 
 

結論：本計畫結果可供理解二種資料集群之特色，並透過比較不同領域之研究前

沿，瞭解跨領域整合性程度之資料集群結果差異與發展情形。 
 

關鍵詞：書目計量、研究前沿、資料集群、麻醉學、皮膚醫學。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本計畫最大之貢獻在於資料集群技術方法上的再思考，不僅探討書目計

量學方法中不同資料集群產生不同研究結果的差異，也對書目計量方法中資料蒐

集策略的通盤檢討，協助研究者瞭解各種資料集群的特色，在計量或前沿研究時

能幫助擇定合適的資料集群策略，產出較佳的書目計量或研究前沿分析結果。若

能進而應用於學術評鑑，或國家競爭力策略制訂的參考依據，將對學術、經濟、

社會發展有實質的貢獻。 

三、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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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唐牧群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Measuring the longitudinal trend of 

interdisciplinarity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1967-

2018) 

計畫編號 106-2410-H-002-095-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學 

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The proposed study set out to explor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e emergent 

field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s manifested in its published literature over time. 

目的：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to observ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especially the degree of its interdisciplinarity as 

measured by both diversity and cohesion. 

方法：Web of Science so co-word, co-authorship, co-citation, and bibliographic 

coupling networks were built. Social network analytical methods were then applied to 

assess the network topologies of these bibliometrics-based networks. 

結果：Our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that Behavioral Economics did grow more 

diverse, as measure by the evenness of subject categories present in the literature. 

結論：Further works will be done, to produce the similarity matrix of the subject 

headings so the disparity aspect of diversity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關鍵詞：behavioral economics, domain analysis, co-word analysis, co-citation 

analysis, bibliographic coupling 

二、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The breadth of its multi-disciplinary applications and the recency of its ascension 

provides a fertile ground for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an emergent field that has 

witnessed wide adoption across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pplying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on the bibliographic networks of published literature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the study explores its knowledge structure, specially, the nature of its 

interdisciplinarity over time. 

三、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08年度圖書資訊學專題計畫成果發表暨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  成果發表二  場次 C 

 

35 
 

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張郁蔚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從社會科學期刊之作者政策探討社會科學之作者

定義 

計畫編號 106-2410-H-002-094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計量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許多學科已關注作者定義的重要性，但學科之間存在文化差異，加上社會

科學領域的學科缺乏對作者定義的探討。 

目的：檢視社會科學期刊之作者定義，據以瞭解社會科學對作者的定義及重視程

度，探討七個學科(商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教育學、圖書資訊

學)期刊之作者定義類型及各作者定義類型比例是否存有差異。 

方法：以 2015 年版 JCR 收錄的七個社會科學學科的英文期刊為研究對象，據以

檢視各期刊網站內容，辨識出有作者定義之期刊，接著針對該等期刊，確認作者

定義及其他相關內容，據以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 

(1) 全部 1,065 種期刊中有 48.7%期刊未有作者定義，而各學科期刊沒有作者

定義的比例存有相當差異，其中法學期刊高達 81.1%未制訂作者定義 

(2) 作者定義內容最常放置於期刊網站的“instruction for authors” 或 “author 

guidelines” 名稱中的超連結;  

(3) 作者定義有七種類型，各類型比例在不同學科是不同的，最多期刊的作者

定義是四個條件；大部分的作者定義種類均認同「實質貢獻」是成為作者

的要件，並不是有參與研究的人員都可以成為作者。 

(4)  絕大多數高影響係數的期刊未傾向已制訂作者定義。 

結論：相同出版社出版的期刊對於作者定義的作法並不一致，甚至更新與作者定

義相關資訊的時間並不一致，另三分之一期刊將作者定義放在不適當的網站位

置，導致研究人員在期刊網站查看徵稿須知時，不容易注意到作者定義的存在，

而發現多數期刊在其作者指引網頁的內容強調投稿的稿件格式要求，而非作者定

義。 

關鍵詞：作者定義、社會科學、期刊網站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基於期刊網站是期刊與研究人員溝通的重要平台，是研究人員投稿前必須瞭

解投稿須知的重要來源，因此，建議期刊出版社應重視期刊定義的重要性及可

行性，可參考本研究成果，做為網站內容調整與改善的參考，以促進研究人員

與期刊出版社之間更佳的互動。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Chang, Y. W. (2019). Definition of authorship in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Scientometrics, 

118(2), 56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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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張郁蔚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高產量及高影響力圖書資訊學作者特性之比較研

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02-200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計量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包含圖書資訊學在內，已有許多學科關注本身領域中之高被引論文、高被

引作者、高產量作者，以及作者生產力等議題，但很少研究探討高產量作者及高

被引作者之共同特性及關係，深化高產量作者及高被引作者該等指標性作者之研

究發現。 

目的：就圖書資訊學的高產量、高被引、高產量暨高被引共三群作者進行作者與

其著作特性分析，進一步檢視三群作者特性的異同。 

方法：從 2009-2013 年出版的圖書資訊學期刊論文中，依據論文數及各作者之所

有論文之被引用次數總數，先產出前 100 名高產量作者，前 100 名高被引作者，

二邊重複者定義為高產量暨高被引作者，最後產出三群數量相近的作者名單，再

據以蒐集個人資訊及著作資料，提供後續相關分析。 

結果： 

(1) 高被引作者的學術年資明顯低於其他二群作者，但僅與高產量作者達到

顯著差異。 

(2) 任二群作者在 2009-2013 年間期刊論文平均數量均達到顯著差異，且多

數發表在影響係數最高等級的 Q1 期刊上。 

(3) 如追蹤各作者截至 2017 年止的 WoS 期刊論文及其被引用次數，發現作

者的發表不限於在圖書資訊學期刊上的發表，且任二群作者在每年平均

生產力及每篇期刊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上均有顯著差異。 

結論：圖書資訊學的高產量、高被引、高產量暨高被引共三群作者於某些特性上

確實存有差異，長期而言，學術年資長短並不是影響生產量及影響力的最主要關

鍵。因多數作者是資訊計量領域的研究人員，少見圖書館學導向的學者，此可能

顯示不同研究次領域作者在研究產出及影響力上存有差異，故後續建議可區分不

同次領域作者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以提高研究結果的可參考性。 

關鍵詞：高產量作者、高被引作者、高產量暨高被引作者、圖書資訊學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呈現圖書資訊學指標性作者及其研究產出之特性，以提供給新進圖書資訊學

研究人員對學科之進一步認識，以及對本身研究產出規劃之參考。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研究尚未完成、尚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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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奇秀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社會科學量化資料再用、資料行為及資料中介服

務建構之研究 

計畫編號 MOST 105-2410-H-002-120-MY2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服務與管理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近年來資料分享呼聲漸高，鼓勵學者釋出一手資料，將之典藏於公開典藏

庫，供他人再利用。關於資料庋用與資料服務的文獻不少，但是對於資料再用的

情況、學者的資料尋求與使用行為、乃至於協助學者發掘並獲取既有資料的圖書

館或其他資料機構的中介服務，相關研究卻不多。 

目的與方法：基於上述文獻缺口，本計畫第一年研究訴求在瞭解社會科學資料再

用的狀況，針對 TSSCI 社會科學期刊進行內容分析，呈現近 15 年間台灣社會科

學領域中量化資料再用；第二年則針對英語系國家既有的資料中心，運用次級資

料，進行館藏概況與服務內容之分析，並以訪談方法瞭解個案在當前資料浪潮

下，對資料庋藏與服務政策上的思考。 

結果： 

(1) 第一年成果：五大學門以及 11 學科的分析顯示經濟學門為資料再用比例最

高者；心理則為最低者。在資料類型方面，各學門/學科對不同類型資料的仰賴

程度有明顯差異，經濟學門對政府資料仰賴程度高，社會與教育對調查資料仰

賴程度高；所有學門對個別研究所產出的資料，運用程度均非常低。 

(2) 第二年成果：針對 83 個英語系國家中的資料中心進行網站內容分析，瞭解

每個中心是否有針對其館藏及館藏發展，提供館藏目標、願景、使命、徵集方

向等介紹，共 23 個（27.71%）有明示館藏政策或提供說明資訊，研究者續分析

其呈現之館藏規模、資料類型（包含檔案類型、內容類型、資料生產方式、資

料實體性質等）、徵集策略、徵集來源等；在參考服務方面，有 60 個（72.29%）

中心有明確說明其服務對象，24 個（28.92%）有區分對機構內外使用者與服務

程度，而 54 個（65.06%）資料中心有提供某種資料查檢機制，亦即自身已經建

有可供查檢與取用的資料集館藏。有 15 所資料中心提供完整（六項均備）之參

考服務。 

關鍵詞：資料再用、資料中心、資料圖書館、資料中介服務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計畫的執行對學術發展的影響在於研究成果能提高研究資料及研究資料管理與

中介服務的能見度，能增進資料再用，提升研究效能，促成學術發展。研究資料

分享與再用，能使研究經費的使用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資料再用過程中可能獲

得的加值或激發嶄新的研究靈感，也能促進社會及學術發展。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林奇秀、賴璟毅（2018）。台灣社會科學量化資料再用之研究：2001-2015。教

育資料與圖書館學，55(1)，39-69。 

2. Lin, C.-S., & Lai, C.-Y. (2018). Data citation practices among Taiwan social 

scientists: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iConference 2018 Procee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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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 C.-S., & Wang, Y.-Y. (2018). Data type and data source preferences for six social 

sciences subjects in quantitative data reus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2018 

Annual Meeting. 

4. Lin, C.-S., & Jeng, W. (2018).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data curation for a 

social sciences data archive: An institution theory inspired analysi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2018 Annual Meeting. 

5. Lin, C.-S., & Wang, Y.-Y. (2019). How do university data services present their 

collection and reference service information on the Web?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S&T 2019 Annu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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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動畫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林大偉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以形態分析為基礎的怪獸分類法及檢索途徑 

計畫編號 MOST 107-2410-H-119-004 

圖資領域歸屬 圖像檢索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創作者進行怪獸角色設計，其蒐集與解析初級資料和次級資料(文字或圖

像)時可能遭遇二大難題：(1)目前既存角色的形態類型全貌無法被個人全面理解

(知識負荷)；(2)以文找圖的資料蒐集方式有其脈絡限制(機制限制)。 

目的：本研究企圖建構一套以「以圖找圖」為基礎的「怪獸形態構成原則」。 

方法：招募 72 位具角色設計經驗的受測者進行分析 900 個怪獸樣本，藉由「發散

—收斂」透過二階段實驗來逐一確立每個怪獸樣本可以被容易理解的適當「組

態」。 

結果：本研究根據 900 個怪獸樣本共計發展出 2415 個組態，以及 951 個形態基

礎。首先，2415 個組態可分成 24 種類型，分別是：增數、減數、置換、錯置、

微型化、巨大化、組裝、集合、融合、擬人、獸化、覆蓋、附加、顯色、穿透、

延展、收縮、老化、幼化、裸露、魔寵、穿戴、剩餘、環繞、神異。其次，951

個形態基礎，可簡化成 12 種類型，分別是：人(二足直立)、獸(四足)、鳥(二足

翼)、蛇(無足或多足)、魚、八足、龍(西方龍和東方龍)、蟲(六足)、植物、物件、

元素。 

結論：以上由 24 種組態和 12 種形態基礎所結構的「怪獸形態構成原則」，將成為

創作者採用「圖像思考」為基礎的「以圖找圖」之圖像檢索途徑。 

關鍵詞：怪獸型態構成原則、形態分析、怪獸檢索途徑、怪獸分類法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本研究之成果，可以大幅改善目前創作者透過「以文找圖」的限制與困

擾，並提升創作效率。以下圖為例，當創作者同時提供「減數」和「錯置」二種

組態，並描述組態所各自對應的「組件」時，便能快速過濾符合視覺條件的檢索

結果。 

 
藉由「怪獸形態構成原則」所受益的相關產業，預計有：(1)圖像創作(漫畫、插

畫、繪本、圖文創作)、(2)影視娛樂(電影、動畫、影集、遊戲)、(3)文化創意。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研討會論文與期刊論文撰寫中，預計 2020 年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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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光華 職稱 教授 

計畫名稱 大陸學生在臺灣求學之學術研究與資訊取用的比較

性研究：以學位論文為例 

計畫編號 107-2410-H-002-203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資訊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開放中國大陸學生（以下簡稱陸生）來臺就學之後，有多個研究以陸生來臺後

的不同面向為其研究方向，但仍缺少對於陸生於在臺就學期間之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分

析，亦缺少對陸生與臺生兩者之學術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之研究。 

目的：本研究針對陸生來臺完成之學位論文進行分析。首先建構陸生學位論文資料

集，繼而透過資料的分析，探討陸生學位論文的研究特性，並比較陸生與臺生的異同。 

方法：本研究在 2018 年 6 月透過聯絡陸生聯招會，申請使用全臺灣各大學研究所畢

業之陸生完整名冊，依據該名冊在國家圖書館獲取學位論文之書目資料，共計 1794

筆，繼而採用文獻探討法、內容分析法、與引文分析法，探討其學術研究成果與資訊

取用行為。 

結果：陸生與臺生同屬相同學門，其研究方向相近，在論文摘要段落和標題的行文用

詞差異不大，確有一定的學門特徵。然而，如果關注某些領域的個別詞彙，還是能看

出些陸生與臺生之間的差別。在商業及管理學門，陸生對中國議題的關注明顯高於臺

生，而臺生對於本土臺灣議題則更加關注，而上市、股票、創新等詞彙被陸生較多使

用。在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中，陸生依然更加關注中國議題，但同時也對臺灣給與了

一定程度的研究，臺生則關注中國議題更甚臺灣，而且陸生和臺生在該學門中還經常

使用兩岸和大陸等詞彙。陸生一詞被陸生提及較多，陸生對自己這個特殊身份在臺灣

這片土地上的研究也有所著墨。在更具體的學類，陸生在新聞學類中的彈幕、認同，

而臺生則關注臉書、公民等議題，社會工作學類中陸生更關注中國議題，關心老人議

題，而臺生和陸生都有關注同志議題；在政治學類，陸生和臺生都很關注中國，而且

陸生研究民主、參與等議題比例更高。在人文學門，陸生和臺生都關注小說、詩歌和

明清時期的文學作品，臺生更關注女性主義。在法律學門，陸生常常比較兩岸的法律

制度，陸生和臺生也都很關注公司法，以及與投資、金融、交易、保險相關的法律議

題。在引用文獻方面，陸生平均引用量較高，但偏向引用中文文獻。 

結論：陸生來臺就學人數歷年來持續增加，臺灣教育培育陸生的成果，應該要特別重

視，這也是臺灣對大陸重要影響力之一。本研究發現同一學術領域陸生與臺生研究差

異並不顯著，但是仍然有偏好的議題，陸生關注大陸與兩岸關係，然而臺生在商業領

域卻更加關注中國，顯見中國大陸經濟實力的巨大影響；陸生與臺生皆關注同志議

題，但臺生更注重女性主義。此外，在學術引用上，仍有一定的差異。 

關鍵詞：學術研究、引用關係、資訊取用、在臺陸生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1. 揭露陸生在臺就讀之學術研究的特徵與資訊取用之行為，促進彼此的理解。 

2. 比較兩岸學生在求學歷程共性與異性，可以在招生的學科領域、學生人數、資訊

資 

源等面向，提供具有實際意義的參考依據。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尚未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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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昭珍 職稱 優聘教授兼教務長 

計畫名稱 以深度討論提升國小學生閱讀理解及批判性思考能

力之研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03-106  

圖資領域歸屬 閱讀教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深度討論教學法」(Quality Talk，簡稱 QT)是由賓州大學研究團隊發展，且

已被證明可以有效促進學生閱讀理解和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小組討論教學模式。

亞洲國家因強調教師為傳遞知識的主要角色，台灣的學生因擔心教師或同儕的認可

也怯於提問。 

目的：了解如何將深度討論融入現有的教學體制並進行深度討論，及國小學生對於

深度討論教學方式的接受度與學習成效為何。 

方法：行動研究法。 

結果：透過計畫、行動、觀察及反思的循環模式，歸納出較佳的深度討論融入國語

科之模式，並了解學生對於不同層次問題的提問及論證情況，從而得知學生的批判

思考力確實都已有大幅提升；此外教師表示，經過一學年的深度討論教學，學生喜

歡閱讀，參與討論，主動學習，寫作也言之有物，且全班的國文成績也有所提升。 

結論：從學生的學業表現可以得知，深度討論不但沒有影響學習進度、學習成績，

反而提升了學生的國文學業成績，因此若學校可以推廣深度討論教學法，辦理教師

深度討論研習，在國文課可利用一堂課時間，進行每一課課文的深度討論，而其他

如社會、自然等課程，一學期也可以選擇幾次課文主題進行深度討論，改變以講述

為主的教學方式，更可以全面性的培養學生提問及批判思考的能力。 

關鍵詞：深度討論教學法、閱讀理解、批判性思考。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前導實驗可協助教育當局初步了解傳統 IRE 教學模式以及深度討論教學模式之

成效差異，可作為示範案例，進行政策說明。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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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蔡明月 職稱 特聘教授 

計畫名稱 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系統評估與大學圖書館聯盟運

作之可行性分析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4-062- 

圖資領域歸屬 應用系統評估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近年來圖書館界陸續啟用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取代舊有的自動化系統，儘管各雲

端服務平台的產品功能與特色有許多相似性，但在使用者流程設計、軟體規格、

雲端規模等則有所不同，系統之間仍具有強弱差異性，增加圖書館評選系統之困

難。本研究先採用文獻分析方式比較分析當前市占率最高的兩大商業系統：

ProQuest ExLibris ALMA 及 OCLC WMS，勾勒出圖書館服務平台在系統開發背

景、功能規格以及系統開放性及相容性各項需求規格清單，進而透過個案研究深

度訪談 1 所大學圖書館，再加上訪談其他已上線、正在導入或處於評估階段的大

學圖書館及聯盟圖書館，以層次推疊與歸納方式整理研究結果，同時補足文獻的

理論缺口，提出綜合評估構面與指標，共七大面向，包括：圖書館自身環境掃

描、廠商經驗、價格因素、以讀者為中心的服務創新模式、資訊安全、系統特色

以及館員面對導入新系統的心智高度。最後，希冀透過本研究所建構的圖書館服

務平台的建議評估指標，供各界衡量評估系統之參考。 

關鍵字：圖書館服務平台、系統評估、工作流程、成功關鍵因素、大學圖書館、

大學圖書館聯盟、評估指標、系統比較、雲端運算、軟體即服務、市場分析、心

智高度。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研究藉由與不同案例的對話，剖析真正議題，得到具體的圖書館服務平台評估

指標及構面的成果，在未來應針對圖書館服務平台為系統核心，和其他相關的資

訊系統以及互通的設備進行現況和問題盤點。唯有做好事前的準備工作，才得以

完善評估出適合圖書館的系統需求。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蔡明月*、黃淑蘭、陳靜宜、張琇婷（2018.12）。從 ALMA 與 WMS 系統評析

探討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之發展與趨勢。國家圖書館館刊，107 年第二期，頁 75-102。

【MOST106-2410-H-004-062】。 

2. 蔡明月*、黃淑蘭、陳靜宜、張琇婷（2019）。雲端圖書館服務平台之系統評

估：以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為例。圖書資訊學研究。(一審修訂完成)【MOST106-2410-

H-00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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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蔡明月 職稱 特聘教授 

計畫名稱 人工智慧學術文獻與專利文獻之資訊計量分析與學

術地圖建構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4-188-MY2 

圖資領域歸屬 書目計量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由數位化、網際網路、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WWW）以及資訊科技構成

的線上世界徹底且持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進而，隨著行動網路、物聯網、大數

據(big data)及演算法持續優化和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等因素，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相關應用備受各界關注及蓬勃發展。本研究透過資

訊計量學分析人工智慧的學術研究文獻與專利技術文獻領域一探人工智慧在現今

世界中的發展奧妙與影響。本研究發現在期刊文獻部份，觀察到全球人工智慧的

期刊文獻成長現象是符合指數型成長，其次全球人工智慧文獻於 1991 年後大幅成

長，美國一直是投入人工智慧研究最多的國家，然而中國急起直追，在 2015 年後

領先美國，表示中國在這十年中對人工智慧在基礎科學、機器學習、深度學習以

及生醫領域投入鉅大的能量。在期刊主題分布上，人工智慧應用層面以生物醫學

主題為最，包括：影像檢測、神經網絡和分子生物學等主題。全球人工智慧文獻

研究領域的主題發展，陸續經歷了幾個領域，包括：智慧系統構建階段，如專家

系統、決策支持系統等、技術應用測試階段，如：聚類分析、預測分析以及技術

強化階段，邁入深度智慧研究，對早期技術全面提升。在專利的部份，全球人工

智慧領域正處於飛速發展階段，整體專利產量呈指數增長趨勢，其中合作專利占

比增長明顯。合作領域方面，以“計算、推算”、“電通信技術”、“測試測

量”等領域的合作意願明顯增強，或可成為未來熱門研究領域。 

關鍵字：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神經科學、書目計量、布萊德福定律、主題網絡

地圖、專利合作地圖。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本研究透過書目計量學探討全球人工智慧文獻在基礎科學以及應用面發展之趨勢

及變化，再加上相關專利合作網絡分析，可提供人工智慧相關產業無論是基礎研

究或技術研發上有不同的思考點以滿足市場缺口，創造更多產業競爭力。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1. Ming-yueh Tsay*, Zhi-Wei Liu. Analysis of the Patent Cooperation Network of the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Patentees. Scientometrics.

【SCI、SSCI、CC、Science Abstract、ASCA、Social Abstracts、LISA 收入】

(review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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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姓名 邱銘心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從文獻特性、資料特性、資料處理與分析特性探討

社群健康資料被利用於醫學研究之情形 

計畫編號 107-2410-H-003-108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科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驅動的醫療照護（data-driven healthcare）變革改變了醫學研究者之研究模

式，其中由使用者所產製的社群資料（user-generated social data）更是為大眾所關注

之焦點。在醫療保健實務與研究中，使用者所產製的社群資料代表使用者對於所處

醫療情境中的真實想法與情緒。 

目的：本研究聚焦於使用者自行產製的文字型社群健康資料，探討社群健康資料被

應用於醫學研究之現況，研究目的包括（1）從已出版的文獻特性探討醫學學科領域

期刊對於社群健康資料的接受程度；（2）從社群健康資料特性探討哪些社群資料較

有研究價值且研究目的為何；（3）從資料處理與分析特性探討醫學研究者如何與社

群資料互動。 

方法：以內容分析法逐篇分析納入文獻的書目資料、所屬 MeSH Terms、「前言/緒

論」與「研究方法」節之內容。本研究特別針對醫學研究者如何描述與社群資料的

互動過程，擷取關鍵概念之描述詞，用以做為社群資料應用於醫學研究之詮釋資料

框架。 

結果：詮釋資料共可分為六大類型，包含 Data Use（資料使用）、Data Source（資料

來源）、Data Collection（資料蒐集）、Nature of the Data（資料特性）、Data Analysis

（資料分析）、與 Data Policy（資料政策）。 

結論：研究結果能協助醫學領域與跨領域研究者發掘研究主題趨勢並選擇適合的期

刊投稿，更可提供資料庋藏與分享平台在發展詮釋資料及推廣社群資料再利用時之

建議，用以提升資料集的尋獲性（findability）與再利用性（reusability）。 

關鍵詞：社群資料、資料再利用、詮釋資料。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經由本研究「社群資料特性」與「資料處理與分析特性」兩項研究主題

之研究結果，可作為資料庋藏與分享平台在提供健全的詮釋資料 metadata 時以及

後續推廣社群資料再利用時，針對資料欄位增刪修改與提供合適的資料處理建

議，提升資料集的尋獲性（findability）與再利用性（reusability）。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Chiu, M. H. (2019). Building a metadata framework for social media data reuse in 

medical research. Post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9 International Digital Curation 

Confer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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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亞寧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從數據論文的內容結構與屬性探討研究數據著錄方

法的衝擊 

計畫編號 106-2410-H-032-037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近年來，隨著第四次科學研究典範的新觀念興起，有些研究以數據密集為主

要導向，探索新的研究議題。因而，在研究過程中所產生的數據逐漸受到重視，且

被視為重要的知識資產。然而，在研究數據管理範疇中的資訊組織著錄方式除了後

設資料標準外，也隨著所謂的數據出版方式，提出以文本型的數據論文作為新的著

錄方法。 

目的：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分析數據論文的內容結構與屬性，以歸納提出其共通型

的框架與組成元件。 

方法：以 136 種數據期刊提供的數據論文撰寫指引(或範本)及其實例為研究對象，

採取內容分析，除了包括一般的數據論文外，也包括軟體論文。 

結果：整體而言，數據論文係由書名頁(title page)、數據描述的資料元素與關係共 

同組成。 

結論：首先，本研究計畫提出共通型的數據論文框架。再者，本研究計畫採用 DC 

資料元素描述數據論文與研究數據(含數據集、數據庫與軟體)，且證明可行。三則，

本研究計畫發現 136 種數據期刊及其論文皆具有數據徵集屬性的必要性，才能提供

更完整的研究脈絡，促進研究數據的正確使用與利用。最後，本研究計畫特別發現

利益廻避、倫理核審查、出版知情同意、可得性等研究數據的相關屬性項目將有助

於研究數據再利用的判別。 

關鍵詞：研究數據、數據期刊、數據論文、資訊組織、後設資料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研究成果將有利於未來學術界或是科技部、教育部創設臺灣地區數據期刊

之主要參考來源，以系統化方式蒐集與傳播國內研究數據。 

範例 2：本研究也針對研究數據的整理與組織提出建議，將有利於國內研究數據的

發掘、正確使用、再利用、整合與共享等多重目的。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目前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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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陳亞寧 職稱 副教授 

計畫名稱 研究數據著錄方法之研析 

計畫編號 107-2410-H-032-070 

圖資領域歸屬 圖書館學 

一、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隨著以資料密集為導向的第四次科學研究典範推展以來，研究數據逐漸受         

到重視，所謂的研究數據管理與研究數據服務等議題也引起廣泛的探討，其中必     

備不可或缺的一環為研究數據描述與著錄，主要原因在於許多研究數據在研究對象

消失(如絕種的生物物種)或是重製成本過高(如火星的探測資料)，而導致數據無法

重製。如何找出當時或相關的研究數據後，供再次使用進行相關研究，就顯得十分

重要。 

目的：探討跨學科領域之多元面向研究數據著錄方法的概括性全貌及其異同。 

方法：採取內容分析法，包括五種後設資料標準、一種數據引用標準及兩份 W3C

網路技術標準等，以及 Dataverse、Dryad、Figshare、GBIF、Open Context、SRDA、

tDAR 與 USGS 等數據典藏庫為研究樣本交叉分析。 

結果： 

多數標準規範與數據典藏庫集中在研究數據之資源發掘的描述，只有少數涉及數據

的關係(包括數據間、數據與出版品)，以及數據的徵集、設備、軟體與計畫等相關

類別的資訊。 

結論： 

描述研究數據的資料元素與類別似乎與既有標準規範的功能定位(如資源發掘)及

所涵蓋的學科範圍有關。另外，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導入應用特徵檔(application 

profile)理論，發展不同層次的研究數據後設資料。 

關鍵詞：研究數據、資訊組織、後設資料 

二、 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範例 1：研究成果將有利於國內研究數據的徵集、組織與再利用，以及數據典藏

庫的建置與發展。 

三、 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目前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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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系所（單位） 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計畫主持人姓名 董蕙茹 職稱 助理教授 

計畫名稱 專利有效期間及失效後之技術影響力差異探討：以

電機工程以及機械工程領域為例 

計畫編號 107-2410-H-030-082 

圖資領域歸屬 資訊科學 

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摘要 

背景：專利為少數有詳細刊載技術的內容與施行方法的資訊文件，不僅具有技術可

操作性，同時也具有法律效力，為政府重要公開文書的一種。本計畫想探討

專利在有效期間或失效之後的被引用情形，進而瞭解其是否有領域的差異，

最終提出對於專利引用分析方法的建議。 

目的：以電機工程與機械工程此兩技術領域為例，探討專利在有效期間及專利失效

之後之被引次數是否有差異。 

方法：以專利計量法（patentometrics）分析國家生產力、公司生產力、發明人生產

力、以及專利技術的發展狀況，反映國家、公司、技術領域、或個人等不同

層級的技術發展。 

結果：電機工程領域之專利於有效期間及失效後平均相差 9.56次，機械工程領域

之專利於有效期間及失效後平均相差 3.22 次，可看出電機工程領域於失效

後被引用次數下降幅度較機械工程領域大。 

結論：可得知專利於有效期間之被引用情形較失效之後來得多。在專利失效後被引

用情形方面，電機工程領域之減少程度較機械工程領域明顯。在專利被引次

數採計方式方面，建議採計專利有效期間的被引次數，因為專利價值差異大，

僅採計有效專利較能顯示專利的特質。 

關鍵詞：有效專利、失效專利、被引次數、專利計量分析。 

二、計畫成果可能推展之實務應用或對社會之貢獻  

1：本計畫深入探討並瞭解有效專利之技術影響力，對於未來專利計量研究或技術

產業分析上，能提供影響力計量分析方法的參考，瞭解在專利技術影響力分析

時，是否應考慮專利的有效狀態，進而能更審慎考量專利計量研究或技術產業

分析的數據使用及分析方式。 

2：本計畫瞭解專利有效狀態與技術影響力之間的關係，並據以提出專利計量時，

是否應考量有效專利以分析專利影響力。此為分析方法上的創新，能強化分析

的結果，產生更具代表性的分析結果，精確的解讀各種現象。 

三、專題計畫成果出版簡要呈現  

Dong, H. R., Chen, D. Z., and Huang, M. H.* (2018, December). Do long-term patents 

have a higher citation impact?. In T. Laosirihongthong, K. H. Chai, M. Xie, & R. Jiao 

(Eds.), IEEE-IEEM 2018: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EEM18-P-0573). Bangkok, Thailand: IEEE. (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