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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主要為建立「臺灣人文學引用文獻資料庫」（THCI），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共計 314種，本期計劃
先以 87 年出版之期刊，開始進行引用文獻的建檔工作，至於被引文獻方面，則主要取自於來源文獻
的註釋或參考書目，為了採用一致的方式建置資料庫，我們對於不同類型的文獻資料建立個別之政策

規範。THCI 的建置系統分為前端輸入系統及後端資料庫系統兩部份。後端資料庫為資料實際儲存之
處，依據資料的特性將所有的資料劃分成五個資料表，並依照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原理建立資料

表之間的關聯。前端介面系統則為工作人員建置資料時所使用之輸入系統，透過人文學研究中心的內

部網路與後端資料庫進行連結。THCI亦可提供外界透過WWW瀏覽器查詢，其基本之檢索功能包括：
篇名關鍵字檢索、作者檢索、期刊文獻檢索、引用文獻檢索、文獻被引用檢索、作者被引用檢索等。

此外，還可查詢期刊之引用文獻次數 (Citation Times)、作者被引用次數、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立即引用指數 (Immediacy Index)、自我引用率 (Self-Citing Rate)、被自我引用率 (Self-Cited Rate) 等。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THCI). The number of indexed 
journals in THCI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study is 314, which are published in 1998. In order to smooth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CI, many different policies covering types of publications, format of date, 
format of name, genre of languages, etc. are identified and formulated. The system of THCI consists of 
back-end database and front-end interface. The database system consists of five relational tables to store 
various related citation data. The front-end interface is used for data-keying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online services, a 3-tier architecture is constructed for WWW-based retrieval services. Two kinds of functions 
are identified and constructed. One is basic retrieval service including author retrieval, source work retrieval, 
cited work retrieval, etc. The other is advanced citation service, including impact factor, immediacy index, 
self-citing rate, self-cited rat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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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論 
在學術發展史中，任何一門學科或研究的發展與創

新，都是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資訊學

者將引用前人觀念和經驗的行為，稱為 
“Citation”，一般譯為「引用文獻」或「引文」。在
註釋中或參考書目內，作者對於引用文獻的列舉，

是一種尊重他人學術成果的表示，同時，亦可提供

其他讀者做進一步研究的指引。引用文獻是資訊被

使用過後所留下的標示與記錄，透過這些資料的分

析研究，可以了解研究者使用文獻的情況。因此藉

由引用文獻的分析，研究者可以了解某一學科領域

的發展現況、文獻使用特性、文獻間的關聯性，以

及未來研究趨勢等。 

引用文獻資料庫的建置對於資訊檢索或引用

文獻分析均有極大貢獻，從最早美國 ISI 開始發
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距今已有多
年的歷史，而中國大陸南京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

作也建立了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的引用文獻資料

庫，反觀國內，卻遲遲未能有人文學領域的引用文

獻資料庫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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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主要目標即在於建立我國人文學期

刊之引用文獻資料庫，並期望藉此引用文獻資料庫

的建置，可以瞭解人文學文獻出版後被使用的情況

及其後續的發展。如此，一方面可以瞭解人文學領

域學術發展的歷年研究成果，分析人文學研究典範

變遷之情形，並預測人文學未來趨勢；另一方面，

亦可分析期刊收錄之學術研究文獻彼此間交互引

用的狀況，以此作為評估期刊、作者、或研究機構

影響力的一個參考指標。 

人文學引用文獻資料庫之建置目的如下所示： 

1. 收錄國內人文學領域的學術期刊之來源文獻與
被引文獻資料，建立我國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

資料庫。 

2. 提供基本的資訊檢索功能。人文學期刊引用文
獻資料庫將可做為人文學領域文獻的檢索工

具，提供篇名關鍵字檢索、作者檢索、期刊文

獻檢索、引用文獻檢索、文獻被引用檢索、作

者被引用檢索等檢索途徑，以協助使用者取得

引用文獻的基本書目資料與被引文獻的相關文

獻資訊。 

3. 提供引用文獻分析之查詢功能。人文學期刊引
用文獻資料庫將可提供人文學期刊之引用文獻

次數 (Citation Times)、作者被引用次數、影響
係 數  (Impact Factor) 、 立 即 引 用 指 數 
(Immediacy Index)、自我引用率  (Self-Citing 
Rate)、被自我引用率 (Self-Cited Rate) 等數據
之查詢，以作為引用文獻分析之用，或做為評

估期刊、學者或研究機構影響力的參考。 

由於學術界對於引用文獻研究相關術語的使用並

不統一，為避免術語混淆而造成誤解，故作以下之

說明：引用文獻 (citing work) 、來源文獻 (source 
work)、來源文章、引證文獻等，本文皆以「來源
文獻」統稱之；被引用文獻（cited work），或稱為
引用文獻、引文、參考文獻、被引文獻等，本文以

「被引文獻」統稱之。本文將於第二節文獻分析討

論引用文獻分析的相關研究；第三節說明 THCI
期刊收錄之原則、範圍、及數量，並簡述來源文獻

與被引文獻的描述格式，也就是所謂的詮釋資料；

第四節說明 THCI系統的建置與運作模式，以及提
供的線上服務；第五節討論 THCI的建置政策，以
及遭遇的困難；第六節探討 THCI的應用；第七節
則是結論與未來的規劃。 

 

二、文獻分析 

引用文獻分析 (citation analysis)是文獻計量學中
重要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對於來源文獻與被引文獻

間之關係所做的研究。其最重要的特徵是對大量的

引用文獻數據進行定量分析研究 (註 1)。引用文獻
分析利用各種數學、統計學的方法，以及其他如比

較、歸納、抽象、概括等方法，對期刊、論文、作

者等引用現象進行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徵與內在

規律 (註 2)。透過引用文獻分析，研究者可以了解
某學科領域的發展現況、學科領域內文獻使用的特

性、彼此間的關聯性，以及學科領域研究的未來發

展趨勢等。 

引用文獻分析研究通常建立在下列基本假設

之上：(1) 文獻的引用，表示作者確實曾經使用
過；(2) 文獻的被引用是文獻價值、重要性、影響
力的指標；(3) 最好的文獻才被引用；(4) 來源文
獻和被引文獻必然存在內容之相關性。(註 3) 

進行引用文獻分析時，應了解到此研究方法有

其先天限制：(1) 引用文獻分析須建立在某些假設
上；(2) 影響引用的因素相當複雜，可能導致引用
文獻分析的結果產生偏差；(3) 註釋／參考書目本
身有錯誤。(註 4) 

除此之外，透過引用文獻進行計量分析時亦須

考量下列可能產生的情形： (1) 引文自引 
(self-citation)，即作者引用自己著作所產生的計量
問題；(2) 由多位作者聯合執筆之論著在計量時會
遭遇的問題；(3) 作者同名同姓所造成的錯誤；(4) 
作者姓名相似或同音異形，這種現象在翻譯時最常

發生；(5) 引文來源的類型不同，也會造成計量上
的差別；(6) 引用時效消失，即眾所週知的學說、
理論無須再特別註明，因而計量時降低了原著的影

響力；(7) 引文數量的起伏不定；(8) 研究領域影
響引用文獻的數量；(9) 參考資料漏列；(10) 英文
文獻的優勢，即一般作者對英文文獻的偏重，使得

英文文獻被引機率較其他語言高；(11) 作者偏好
引用美國的文獻；(12) 性別歧視，即作者習慣於
引用同性作者的作品；(13) 引用文獻轉錄的錯
誤；(14) 引用上的錯誤，使得引用的引文與原著
的本意不同，因而造成計量上的偏差；(15) 主題
的新穎度會影響學者研究興趣的高低，同時也影響

到引用文獻計量；(16) 研究方法和態度的改變，
也會造成引用文獻計量分析的差別 (註 5)。 

在應用引用文獻分析的結果時，也應認知到：

雖然權威的論著較常被引用，而較不重要的論著被

引用率較低，然而引用文獻數量的多少，並不能做

為評斷論著品質高低的唯一標準。(註 6) 

L. C. Smith指出，引用文獻分析主要可應用在
以下研究：(註 7) 

1.  文獻研究 
引用文獻分析可用來進行文獻研究，即對於某

些學科領域的引用文獻進行研究，一般以期刊

論文作為引用文獻分析的研究對象。 
2. 文獻資料類型研究 
引用文獻分析還可用來研究某一特定類型文獻

報導的資訊傳播結果，如政府出版品、區域研

究交流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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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者研究 
透過對於研究者著作中參考書目的分析，探討

研究者引用文獻的資料類型、年代、主題等，

因此引用文獻分析可作為分析研究者研究活動

的工具。 
4. 學科歷史發展研究 
透過分析文獻之出版與引用文獻的關係，可追

尋事件發生的歷史，探究事件彼此之間的關係

與相關性。 
5. 文獻計量學評估 
引用文獻分析可作為對於論文、學者、研究機

構的評鑑工具，並常被用來評鑑該學科的影響

力與生產力。 
6. 資訊檢索 
引用文獻可以補充關鍵詞的功能，呈現文獻的

主題，用以輔助擴展文獻檢索的策略，使檢索

結果更為豐富精確。 
7. 圖書館館藏發展 
引用文獻分析可以幫助圖書館發展核心期刊館

藏，期刊被引用的排名列表也可作為圖書館訂

購或刪除期刊的參考。 
由於研究領域不同，研究方法也有所差異，是

以人文學領域的研究者在資料的使用上也與科學

或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同，有其特殊的文獻使用特

性。從國外人文學領域文獻引用特性的相關研究可

以發現，人文學的引用文獻分析在引用文獻分析研

究中，並不同於其他學科引用文獻分析的應用，一

般而言較傾向於研究某主題文獻的特性。(註 8) 

J. M. Budd 之博士論文以  1981 年出版的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中的美國文學相關書目
為依據，以引用文獻分析探討美國文學研究者的文

獻使用特性，發現引用圖書的比例較期刊為高，其

中引用英文文獻的比率更是高達 99.5 %。 

J. W. Coffman 在 1985 年則透過引用文獻分
析法，對於人文學文獻的使用特性進行研究，並將

結果與科學領域文獻相比較，探討兩個領域文獻使

用的差別。相較之下，人文學研究者引用文獻的主

題較為廣泛、使用的語文種類較多、引用文獻所涵

蓋的時間較長、資料的類型較為複雜，而引用圖書

的比率也較高。 

人文學領域的引用文獻分析研究的主題，主要

以文獻計量分析、引用文獻分析、以及與其他學科

之文獻比較三方面為主。從以往的研究結果也可看

出：人文學研究者在文獻的使用上，較重視圖書資

料與本國語文文獻，引用文獻出版的年代分布較

廣，文獻老化的情形並不如科技文獻明顯。 

國內方面，崔燕慧曾在 1997年針對臺灣地區
出版的 83種文史哲期刊，在 1990年到 1994年間
所刊載的 5955篇學術論文中抽出 346篇樣本期刊
論文，分析其中的 15,261 筆引用文獻。(註 9) 其

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區文史哲研究者的研究取向

為： 

1. 文學類論文以中國文學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
中國語言文字，再其次是西洋文學。 

2. 史學類論文以中國史的研究佔大多數，世界史
方面的研究較少。 

3. 哲學類論文以中國哲學的研究最多。 

而國內文史哲研究者文獻使用特性如下： 

1. 文史哲研究者大量使用專書，也高度引用古
籍；期刊的使用較專書與古籍的使用比例低。

這顯示人文研究者注重專書的特性。 
2. 大量使用本國語文文獻，外國文獻則以英、日
文文獻為主。 

3. 大陸地區所出版文獻使用的比例相當高。除海
峽兩岸出版品外，引用文獻的主要出版地依序

為美、日、英、香港。 
4. 文史哲研究者所使用的文獻資料出版年代分佈
長遠，古今文獻都會使用到。 

5. 人文學科之引用文獻所屬的學科領域仍以文史
哲為主，引用其他學科文獻的情況並不普遍。 

6. 文史哲的研究主題廣泛，不容易統計出核心期
刊或核心作者。 

另外，鄭麗敏在 1994年也對近 20年臺灣地區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期刊論文的引用文獻特性進

行分析。該研究乃以臺灣地區七種圖書館學與資訊

科學期刊為主，選取其中 1079篇論文做為分析的
樣本。其研究結果顯示，國內近 20年來圖書館學
與資訊科學期刊論文引用文獻的特性如下：(註 10) 

1. 引用文獻的數量有增加的趨勢；而沒有列引用
文獻的文獻則逐漸減少。 

2. 期刊論文是主要的引用資料類型。另外，近 20
年來，引用的圖書與期刊種類也顯著增加。 

3. 引用文獻的語文類型，英文多於中文。 
4. 引用近五年文獻的比率有降低的現象。 
5. 引用文獻的主題以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為主。 
6. 作者自我引用的比率有顯著地增加；而期刊自
我引用的情形則是略為增加。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的研究是否應歸類於人

文學領域之內，仍有一些爭議。從圖書資訊學的引

用文獻分析結果，也不難看出其與一般人文學領域

研究引用文獻不同的的使用特性。 

由於引用文獻資料庫在資訊檢索與引用文獻

分析的研究上，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引用文獻索引

的創始者－Eugene Garfield，於 1958 年成立了美
國 科學 資 訊 研究 所 （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 ISI），開始提供資訊檢索服務。
時至今日，ISI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具權威性的引用
文獻資料庫製造公司。(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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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主要提供有關生命科學、臨床醫學、物理、
化學、農業、生物學、家畜醫學、工程與技術、社

會、環境與行為科學、藝術及人文學等學術資訊檢

索服務。其資料庫涵蓋 16000 多種科學、社會科
學、藝術與人文學領域的國際性期刊、圖書與會議

論文集，同時索引其中完整的書目資料、參考書目

與作者摘要，以提供資訊檢索服務。ISI的產品與
服務包括新知通告資料、回溯引文索引、化學資訊

產品等，並且以紙本 (print)、磁片 (diskette)、光
碟 (CD-ROM)、磁帶 (magnetic tape)、線上資料庫 
(online) 與網際網路 (Internet) 等方式提供。 

最早的引用文獻索引－科學引用文獻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CI) 首先在 1961年
由美國 ISI創刊發行之後，ISI更針對不同的學科，
發展出各類型的引用文獻索引，如社會科學引用文

獻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 與藝
術與人文學引用文獻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簡稱 A&HCI) 等，同時隨著科技
的進步，並以不同的媒體形式提供引用文獻資料庫

的檢索。 

另一方面，有感於 ISI 所發行的引用文獻資
料庫，對中國語文資料收錄的不足，是以中國大陸

在 1995 年出版了「中國科學引文索引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SCI)」，主要以中
文的科技期刊為主；並於 2000年出版發行「中文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SSCI)」，收錄中國大陸地
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文獻。至於在臺灣方面，則

有國科會嘗試建立「中華民國科技期刊引用文獻資

料庫 (Taiw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簡
稱 TSCI)」的資料庫原型。 

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SCD）是由大陸的中國科
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所建立的引用文獻資料庫，目前

已可以實際提供引用文獻檢索服務。此外，以

CSCD 資料庫為基礎編製的「中國科學引文索引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CSCI）」季
刊，已於 1995年出版發行；至於「中國科學引文
索引光碟 1996 年（CSCI-CD-96）版」則在 1996
年 8月出版。繼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出版中國
科學引文索引之後，大陸南京大學有感於中文人

文、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的缺乏，因此於 1997
年底提出了研發電子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簡稱
CSSCI）」的構想，於 1999年與香港科技大學簽訂
兩校共同發展的協定。歷經過兩年的研究發展，「中

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光碟已經正式出版發行。(註
12) 

關於引用文獻資料庫，國內目前可說尚處於起

步階段。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我國科技期刊引

用文獻資料庫之建立與應用」，曾經在民國 85年 8

月至 86年 7月建立「中華民國科技期刊引用文獻
資料庫（Taiw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Database，
簡稱 TSCI）」的資料庫原型，以進行科技期刊的引
文分析。TSCI包括兩部分：「來源期刊論文索引」
與「期刊引用文獻索引」。來源期刊論文索引是採

用國科會科資中心於民國 77年 7月建立的「中華
民國科技期刊論文資料庫」，該資料庫收錄 380種
理、工、醫、農等科技期刊與學報，選錄之範圍以

具有學術研究性質與參考價值論文為主。（註 13） 

在前述背景之下，本研究將建立台灣人文學引

用文獻資料庫（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簡稱 THCI），以下章節將逐步說明 THCI的建置工
作。 

 

三、THCI收錄之期刊 
本研究之目標在建立我國人文學期刊之引用文獻

資料庫，因此，資料庫之收錄範圍，乃以國內人文

學領域重要的中外文期刊為主，兼收大專院校學報

中之人文學領域文獻。選擇期刊的基本原則如下： 

1. 資料庫收錄的來源期刊乃以人文學領域的學
術期刊為主。 

2. 期刊的出版地以在臺灣地區出版的中外文期
刊為限。 

3. 期刊的學科範圍為人文學，包括中國文學、
外國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語言學、藝

術、圖書資訊學等學門。 

資料庫預計收錄近三年的期刊文獻，但由於選擇的

期刊數量多、資料量龐大，是以本研究先以民國

87 年出版之期刊開始進行資料建檔工作，再持續
完成歷年期刊文獻的回溯建檔作業。 

關於資料庫來源期刊之挑選，首先請國科會人

文學研究中心各學門召集人，就國家圖書館「中華

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WWW版」(註 14) 中所收
錄之人文學領域期刊為基礎，選出各個學門重要或

代表性期刊，總計共挑選出 366種期刊。其次，再
請各學門計畫召集人就其專熟之學科領域與總類

部分，確認期刊建檔之順序。扣除其中改變刊名、

民國 80年以前停刊者，預計收錄的期刊包括：總
類（包含圖書資訊學）128 種、哲學類 19 種、宗
教類 15種、歷史類 59種、語文類 71種、藝術類
20種，共計 314種期刊（參見附錄）。THCI即以
314 種期刊中所刊載的論文，做為「來源文獻」
(source work)，並取期刊論文之註釋或參考書目中
所引用到的資料，做為「被引文獻」(cited work)。 

由於 314種期刊中涵蓋總類與綜合性期刊（如
大專院校學報），這類期刊收錄的文獻除了人文學

之外，有些尚包含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

等領域的論著，因此對於這類期刊，資料庫僅以其

中的人文學領域的論文為「來源文獻」，不收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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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學與科技領域的文獻。(註 15) 

「來源文獻」乃以學術性論文為主，是以不收

錄如：文學作品（短篇小說、散文、詩、隨筆、外

國文學作品譯介等）、消息報導、社論、書信、書

評、書介、書摘、讀後感、書目、目錄、演講記錄、

訪談記錄、會議紀實、大事日誌、口述稿、參觀訪

問記、祝賀文、訃聞、追憶人物的行誼等類型的文

獻。「被引文獻」則取自於來源文獻的註釋（附註、

註腳、文後注釋等）或參考書目（引用書目、引證

書目），包含期刊論文、圖書、文集、研究報告、

碩博士論文及其他各類型的被引用資料。 

THCI根據系統中資料欄位的設計，對於引用
文獻與被引文獻著錄之基本資料項目如下： 

1. 書刊名稱：著錄期刊刊名、圖書書名。 

2. 出版年、出版月、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子機
構：記錄書刊的基本出版資料。 

3. 創刊年、刊期種類：記錄期刊的創刊年與刊期
（被引文獻部分並無此資料欄位）。 

系統中提供選擇的刊期種類，包括： 

周刊、半月刊、月刊、雙月刊、季刊、半年

刊、年刊、不定期、未知、其他。 

4. 卷、期：記錄期刊的卷期資料。 

5. 書刊附註：記錄期刊相關之重要資訊，如期刊
之 ISSN等。 

6. 文章篇名：著錄來源文獻與被引文獻的文獻篇
名。 

7. 起、迄頁數：記錄文獻之起訖頁數。 

8. 文章附註：記錄文獻相關之重要資訊。 

9. 語言類型：系統中提供選擇的文獻語言類型，
包括： 

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義大利文、俄文、韓文、其他。 

10. 學科類型：系統中提供選擇的文獻學科類型，
包括： 

人文學領域之學科類型劃分為：中國文學、

外國文學、歷史、哲學、圖書資訊學、語言

學、藝術、宗教，並另增「文學」一類，以

包含難以歸類於中國或外國文學之資料。若

不屬於前述人文學領域之學科，則依國科會

之大學門分類：社會科學（涵蓋心理學、法

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社會福利與

工作、傳播學、人類學、區域研究、性別研

究、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涵蓋統計、

數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大氣科學、

海洋科學、其他自然科學）、生物科學（植物

分子生物學、植物分類及生理、動物學、生

物生化分子生物及微生物、基礎醫學、臨床

醫學、藥學、中藥學、醫學工程、農藝及園

藝、農化及土壤、農機及農工、植病及昆蟲、

森林及水保、漁業及海洋、畜牧及獸醫、食

品及營養、生物技術、環保醫學、環境資源

及保育、臺灣長期生態學研究、其他生物科

學）、工程技術（機械固力、機械熱流、化學

工程、造船工程、微電工程、醫學工程、金

屬及陶瓷材料工程、食品科技、資訊工程、

能源科技、環境工程、光電工程、高分子、

工業工程與管理、生產自動化技術、航空工

程、太空工程、海洋工程、電力工程、控制

工程、土木工程、微波工程、通訊工程、訊

號處理、高速計算相關研究、其他工程學），

並另有「其他」一類，以包含難以被歸類於

以上類目之文獻。(註 16) 

11. 資料類型：被引文獻依其資料類型的不同，而
須記錄不同的資料項目。包括： 

圖書、文集（包含論文集、散文集、詩文集

等）、期刊論文、研究報告、碩博士論文、其

他。 

12. 作者、作者所屬單位、備註：著錄作者的姓名、
作者服務單位或所屬單位，以及其他與作者相

關之基本資料（如作者之譯名等）。 

 

四、資料庫軟硬體架構 
本研究建立之引用文獻資料庫分為前端資料輸入

系統及後端資料庫系統兩部份。前端資料輸入系統

為工作人員鍵入資料時所使用，故考慮一般性而採

用Microsoft Access 2000為發展軟體，建構於個人
電腦及Windows 2000作業系統上。後端資料庫系
統為資料實際儲存之處，建構於 Acer Altos 9100 
的雙 Pentium III伺服器主機上，採用Windows NT 
4.0 Server作業系統及Microsoft SQL 7.0資料庫軟
體。前端資料輸入系統與後端資料庫系統則透過人

文學研究中心的內部網路進行連結，如圖一所示。 

後端資料庫系統乃依據引用文獻資料庫之資

料特性，將所有的資料劃分為「引用文獻」、「文

獻」、「書刊」、「文獻作者」、「作者」五個資料表，

並依照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RBDMS) 的原
理建立資料表之間的關聯。以下是資料表的簡介及

欄位設定： 

1. 引用文獻：記載引用文獻與被引文獻之間的引
用關係。如表一所示。 

2. 文獻：記載和文獻相關的資料。如表二所示。 

3. 書刊：記載和書刊相關的資料。如表三所示。 

4. 文獻作者：記載文獻資料表與作者資料表之間
的多對多關係。 

5. 作者：記載和作者相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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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統配置圖 

 
表一、引用文獻資料表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類 型 欄 位 索 引 
文獻編號 數字 長整數 外鍵

被引文獻 數字 長整數 外鍵

 
表二、文獻資料表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類 型 欄 位 索 引 
文獻編號 自動編號 長整數 主鍵 
文獻名稱 文字 255  
語言 文字 10  
學門 文字 10  
卷 數字 整數  
期 數字 整數  
年 文字 10  
月 數字 整數  
首頁 數字 整數  
末頁 數字 整數  
關鍵字 文字 255  
摘要 備忘 無上限  
書刊編號 數字 長整數 外鍵 

 
表三、書刊資料表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類 型 欄 位 索 引 
書刊編號 自動編號 長整數 主鍵 
書刊名稱 文字 50  
書刊英文名稱 文字 50  
識別號 文字 固定格式  
學門 文字 10  
發行週期 文字 10  
創刊年 文字 10  
出版機構 文字 30  
出版單位 文字 30  
地址 文字 50  
網址 文字 50  
國圖編號 文字 固定格式  

表四、文獻作者資料表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類 型 欄 位 索 引 
文獻編號 數字 長整數 外鍵 
文獻作者名稱 文字 10  
職稱 文字 10  
服務機構 文字 30  
服務單位 文字 30  
作者編號 數字 長整數 外鍵 

表五、作者資料表 
欄 位 名 稱 資 料 類 型 欄 位 索 引 
作者編號 自動編號 長整數 主鍵 
作者中文名 文字 4  
作者中文姓 文字 4  
作者英文姓 文字 10  
作者英文名 文字 20  
職稱 文字 10  
服務機構 文字 30  
服務單位 文字 30  
聯絡地址 文字 50  
聯絡電話 文字 20  
傳真號碼 文字 20  
E-mail 文字 30  

 

在五個資料表中，「文獻」、「書刊」、「作者」三個

資料表記載的是最基本的資料，因此均設立了主索

引 (primary key)；而「引用文獻」和「文獻作者」
二資料表則記載了這些基本資料之間的關係，因此

以外部索引 (foreign key) 對上述的三個基本資料
表加入關聯。加入關聯後的後端資料表在

Microsoft SQL 7.0中所顯示的關聯圖如圖二所示。 

前端資料輸入系統係用 Access 2000 專案
（*.adp）的表單設計，並使用連結資料表的功能，
以 SQL查詢的方式連結在Microsoft SQL 7.0上的
後端資料表。前端介面表單共分為四個部份： 

Intranet 

前端介面前端介面前端介面前端介面    

個人電腦 

Windows 2000 
Access 2000 

後端資料表後端資料表後端資料表後端資料表    

Acer Altos 9100 
NT 4.0 Server 
MSSQL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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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用文獻主表單：連結引用文獻的文獻資料和
書刊資料。 

2. 引用文獻作者子表單：連結引用文獻的作者。 

3. 被引文獻子表單：連結被引文獻的文獻資料和

書刊資料。 

4. 被引文獻作者子表單：連結被引文獻的作者。 

完整前端介面表單如圖三所示。 

 
圖二、資料關聯圖 

 

圖三、資料輸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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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三層式架構 
 
本研究建立之引用文獻資料庫提供外界透過

WWW 介面進行查詢的服務。WWW 服務由後端

資料表所在的 NT 伺服器上之 IIS 4.0 所提供，藉
由 ASP語法，可以由遠端之瀏覽器以 SQL語言查
詢儲存於Microsoft SQL 7.0上的後端資料表，並
將查詢結果傳回瀏覽器。其流程如圖四所示。 

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系統在 WWW 上
提供的查詢內容包括兩大類： 

1. 基本功能查詢 

提供文獻篇名關鍵字查詢、書刊刊名查詢、作

者名稱查詢、文獻引用查詢、文獻被引用查詢、

書刊被引用查詢、作者被引用查詢。如圖五所

示。 

2. 引文分析查詢： 
提供文獻被引用次數查詢、書刊被引用次數查

詢、作者被引用次數查詢、書刊自我引用率 
(self-citing rate) 查詢、書刊被自我引用率 
(self-cited rate) 查詢。如圖六所示。 

 

五、資料建檔之政策規範 
由於國內人文學期刊論文引用格式的不一致現

象，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於實際建置時，對

於資料著錄之規範細節會有相對的修訂更動。不過

原則上，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對於來源文獻

與被引文獻資料著錄的規範如下： 

（一）THCI之收錄文獻型態 

來源期刊文獻之收錄範圍，第一期計劃以民國

87 年臺灣出版之人文學領域期刊所收錄的文
獻為主。不收錄的文獻類型包括：文學作品（短

篇小說、散文、詩、隨筆、外國文學作品譯介

等）、消息報導、社論、書信、書評、書介、書

摘、讀後感、書目、目錄、演講記錄、訪談記

錄、會議紀實、大事日誌、口述稿、參觀訪問

記、祝賀文、訃聞、追憶人物的行誼等文獻類

型。 

（二）各資料欄位之著錄規定 

1. 書刊名稱、文章篇名 

1.1 完全依照書刊名稱、文獻篇名記錄。 

1.2 標點符號，中文部份以全形著錄；英文部
分則以半形著錄。 

1.3 若來源文獻是以中文以外的語文寫成，
「文章篇名」欄則以該語言為主記錄；中

文題名部分則著錄在外文題名之後，前面

並加上「=」號。 

1.4 若被引文獻為中文，但作者引用時卻僅以
英文和羅馬拼音列出，則建檔時則以英文

題名為主，羅馬拼音部分則著錄在英文題

名之後，前面並加上「=」號。 
2. 出版年 

2.1 以西元為準。 

2.2 若因不同版次而有不同出版年，則以最新
出版者為主。 

2.3 當出版年跨年份或期刊合刊時，年份之間
以「/」區隔，如 1998/1999。 

3. 出版地 

3.1 著錄書刊的出版地。出版地中，若有「台」
字出現，則以正楷的「臺」字著錄，如：

台北→臺北。 

4. 出版者 

4.1 著錄學校機關單位或出版社。若有「台」
字出現，也以正楷的「臺」字著錄。 

4.2 出版者以全稱記錄，如：台灣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 

4.3 當有多個出版單位時，則記錄列在最前面
的單位；並將完整的單位資料記錄在「書

刊附註」欄中。 

5. 出版子機構 

5.1 著錄學系或出版者之子單位。若有「台」
字出現，也以正楷的「臺」字著錄。 

5.2 以全稱記錄，如：外文系→外國語文學
系；不知全稱者，則依資料著錄。 

 

NT Server 

ASP SQL 

遠端瀏覽器 IIS 4.0 

WWW 服務 

MSSQL 7.0 

後端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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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書刊被引用次數查詢 

 

 
 

圖六、期刊自我引用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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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書刊附註 

6.1 著錄關於書刊的其他重要資訊，如： 

6.1.1 識別碼：如 ISSN、ISBN、URL
等。 

6.1.2 期刊專輯名稱。 

6.2 每一獨立款目之間以句號隔開，並按
「Enter」鍵，自下一行開始著錄另一款
目。 

7. 文章附註 

7.1 著錄關於文獻的其他重要資訊。 

7.2 若一篇文獻有多個出處，則以最先發表的
出處為主，其餘的放在文章附註中。 

7.3 每一獨立款目之間以句號隔開，並按
「Enter」鍵，自下一行開始著錄另一款
目。 

8. 作者 

8.1 作者姓名以其「原始姓名」為主。如： 

8.1.1 Chan, Sucheng（陳素貞）－記錄
時則將陳素貞著錄在「作者」

欄；Chan, Sucheng放在作者「備
註」。 

8.1.2 蕭爾斯，羅伯特 (Scholes, Robert) 
－記錄時則將 Scholes, Robert記
錄在「作者」欄；蕭爾斯，羅伯

特放在作者「備註」。 

8.2 英文作者以「姓先、名後」的方式著錄全
名（中間以「 ,」隔開），如：Britten, 
Benjamin。 

8.3 當沒有作者時，只有編者時。以編者代替
作者記錄在作者欄，並另著錄在附註欄，

作為說明之用。 

8.4 譯者不需記錄在作者欄，著錄在附註欄，
作為說明之用。 

8.5 團體作者記錄在作者欄。 

9. 起、訖頁碼 

9.1 對於來源文獻，須記錄完整的起、訖頁碼。 

9.2 對於被引文獻，則根據其出處有不同的規
定： 

9.1.1 在註釋中所列的書目資料，只記
錄「起始頁碼」。 

9.1.2 引用書目或參考書目中所列的
書目資料，則記錄「起、訖頁

碼」。 

10. 其他注意事項：對於系統中無法打出來的中文
字型，則先以「□」代替。 

（三）被引文獻之選擇 

被引文獻之著錄，主要選自來源文獻的註釋（附

註、註腳、文後注釋等）、引用書目、參考書目等

所引用到的文獻資料；但並不著錄來源文獻的文中

引文、文中引語 (Quotation) 等來源資料。選擇之
基本原則如下： 

1. 當來源文獻附有引用書目時，直接以引用書目
為主。 

2. 沒有引用書目時，有註釋，則以註釋為主。 

2.1 一條註釋若列有一筆以上不同的被引文
獻時，則每一個引用來源均視為一筆被引

文獻加以處理。然而在同一篇論文中相同

的被引文獻，無論被引用的次數有幾次，

都只視為一筆引用文獻。 

2.2 在註釋的所提到、列舉的文獻，應注意是
否真為“引用”。只需記錄“引用”的文

獻，“舉例說明”時所列舉的文獻並不需

記錄。 

2.3 當註釋只是作為說明之用或註釋中的書
目資料不詳時，才考慮以參考書目為主。 

3. 沒有引用書目，也沒有註釋，才著錄參考書目。 

4. 被引文獻的收錄範圍並不包括來源文獻的文中
引文、文中引語 (Quotation) 與圖片來源資
料，但須著錄來源文獻中圖表的引用出處。 

（四）被引文獻相關規定 

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中，隨著被引文獻依資

料類型的不同，著錄時也有不同的規範事項。基本

的資料類型包括：圖書、文集、期刊論文、研究報

告、博碩士論文、其他： 

1. 圖書 

1.1 記錄書名，不需著錄到文獻篇名層次。 

1.1.1 引用書中之序跋、附錄等，也只
記錄到書名，不記錄篇名。 

1.1.2 引用至書中某章、某節時，也只
須記錄到書名的層次。 

1.2 圖書不需記錄頁碼。 

1.3 圖書分為多冊／卷，引用其中一冊／卷
時，則加上「（）」記錄於書名之後。 

1.3.1 若有提到其中個別冊／卷本身
的題名，則著錄於「書刊附註」

之中。 

1.4 不須記錄圖書的版本。 

1.5 若引用到由外文翻譯成中文的圖書，則以
其“直接引用”者為主，即以中文的資料

為主，外文的書目資訊則記錄於「書刊附

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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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集 

2.1 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之中，所謂
「文集」乃是指由單篇文獻所集結而成的

作品，包含論文集、散文集、詩集、專書

論文等。 

2.2 以「文獻」為主體。記錄書名、文獻篇名
與文獻作者。 

2.3 須記錄文獻的頁碼。 

3. 期刊論文 

3.1 需記錄期刊名稱與文獻篇名。 

3.2 需記錄文獻的頁碼。 

4. 研究報告（含研究計畫、技術報告、考古報告、
田野調查報告等） 

4.1 研究計劃，須在附註中著錄：計劃名稱、
計劃編號。 

5 博碩士論文 

5.1 「學位級別」一欄，填寫「碩士論文」或
「博士論文」。 

5.2 學位授與單位，填在「出版者（與出版子
機構）」欄。 

6. 其他：非屬以上各資料類型的被引文獻均歸於
此類，如：古籍、史料、方志、檔案、報紙、

會議上發表之論文、網路電子文獻，以及法律、

標準、公報等。 

6.1 古籍（民國以前的作品）、史料、方志、
檔案 

6.1.1 在民國以前出版的古書均視為
古籍，不做版本區別。但古書經

由今人校勘、譯注後出版者，視

同圖書處理。 

6.1.2 古籍／史料／方志／檔案主要
記錄到書名的層次。卷、冊、篇、

章、節等資料記錄在「文章附註」

之中，作為參考之用。 

6.1.3 在同一篇論文中所引用的同一
古籍／史料／方志／檔案，無論

被引用的次數有幾次，都只視為

一筆被引文獻。其中卷、冊、篇、

章、節等細節資料則只記錄在論

文中第一筆被引用到的部分。 

6.1.4 古籍所附屬於之叢書，記錄於
「書刊附註」之中。 

6.2 報紙 

6.2.1 引用到報紙中的某一篇文獻，則
將報紙記錄於「書刊名稱」欄，

文獻篇名填入「篇名」欄，另外

並將年、月、日，版記錄於「文

章附註」欄中。 

6.2.2 若引用不同日期、版次之報紙資
料，但均未提到單篇文獻資訊

時，則在同一篇論文中所引用的

相同報紙，無論被引用的次數有

幾次，都只視為一筆被引文獻。 

6.3 會議上發表之論文（發表之論文並未集結
成書出版） 

6.3.1 將會議名稱填入「書刊名稱」
欄；以會議主辦單位記錄在「出

版者」欄；其他會議相關事宜則

記錄於「書刊附註」欄中。 

6.3.2 若會議論文之後出版為會議論
文集，則以文集的方式著錄。 

6.4 “只有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獻 

6.4.1 對於“只有在網路上發表”的
文獻，則將文獻篇名填入「篇名」

欄，網址記錄於「文章附註」

欄，。 

6.4.2 倘若文獻另有在期刊發表出
版，則依期刊論文的方式著錄，

而文獻相關的網路資訊僅記錄

在「文章附註」中。 

6.5 只有篇名，沒有書刊名稱的作品 

6.5.1 在「書刊名稱」欄填寫「（無）」，
文獻篇名依舊填入「篇名」欄中。 

6.5.2 若作品為未刊稿，在「書刊名稱」
欄填寫「（無）」，文獻篇名依舊

填入「篇名」欄中，並將相關資

訊記錄在「文章附註」中。 

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的資料建檔建置工作

約自民國 89年 1月下旬開始，至 6月底為止，已
建檔的期刊共有 145本。總計引用文獻 1323筆；
被引文獻 30318筆。 

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在實際建置過程

中曾遭遇到一些困難，以下就文獻方面、資料判讀

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分別說明之： 

（一）文獻方面資料建檔遭遇之困難 

1. 引用文獻格式缺乏標準化 

由於國內人文學領域期刊文獻之引用格式，

往往沒有遵循任何標準，是以期刊論文的引

用文獻格式，常會隨著期刊不同的規定而不

一致。又或者作者依照自己的習慣引用文

獻，因此在同一期刊中，即可見到不同的引

用格式。此為資料庫建置時所遇的最大困難。 

2. 期刊編輯上的缺失所造成參考文獻的不全或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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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編輯的嚴謹與否，會影響期刊的品質與

水準。資料庫在建檔過程中常會遇到由於附

註或參考書目在編輯、校對上的缺失，產生

錯別字或引用文獻的不齊全與錯誤，間接造

成在資料建檔時的困擾。 

（二）資料判讀方面資料建檔遭遇之困難 

1. 文獻之語文 

雖然資料庫來源文獻的收錄範圍，是以臺灣

地區出版之人文學領域期刊所收錄的文獻為

主，因此引用與被引文獻的語文往往不僅止

於中文、英文、日文，有時會遇到法文、德

文、俄文等，這類特殊語文很難找到有能力

處理的建檔者。 

2. 學科背景 

由於人文學領域的範圍廣泛，而引用文獻的

類型與引用方式，常隨著學科類型的不同而

有很大的差異（如宗教類期刊，會引用到佛

教經典），建檔者常需要對該領域研究有基本

之認識，否則對於該學科研究者在註釋中所

常用的簡稱或慣用語，往往無法了解，造成

資料建檔的困擾與錯誤。 

3. 引用與被引文獻的分類 

根據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的設計，對

於每一筆引用與被引用的文獻都必須依其學

科類型進行分類。對於來源文獻而言，常遇

到的分類困擾即是跨學科的文獻只能單選其

中一個學科分類，或者分到廣泛的「人文學」

類；至於被引文獻方面，除了會遇到與來源

文獻相同的困擾之外，還要加上由於文獻所

提供的資訊不足，而建檔者又無法翻閱文獻

內容，因此僅能就其資料名稱或註釋、參考

書目中的相關資訊進行判斷、分類。 

（三）其他方面資料建檔遭遇之困難 

1. 人的問題 

由於資料庫建檔的工作主要是交由工讀生來

進行，然而工讀生的流動性高，工作時間又

有時零散不定，因此資料建檔的進度不易掌

握。另外，由於工讀生素質不一，因此在資

料判讀上或資料建檔的細節上，會有不統一

的情形發生。 

2. 期刊方面 

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建檔所需之期

刊，主要是透過人文學研究中心發送公文，

請各期刊出版單位協助提供期刊，目前尚有

部份期刊遲遲未能取得，因而無法進行建檔

的工作。 

 
 

六、THCI之應用 
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的建置目標，除了希望

做為人文學文獻的資訊檢索工具外，還能進一步提

供對於人文學文獻的統計分析查詢功能，以了解期

刊文獻的引用與被引用情形，分析人文學領域研究

典範變遷之狀況，甚至作為評估期刊、個人或研究

機構之影響力的參考指標。以下就基本資訊檢索功

能與進階引用文獻分析兩方面來說明人文學引用

文獻資料庫的應用層面。 
（一）基本資訊檢索功能 

告知文獻是否曾經被引用過、指引使用者從被引文

獻到後來的來源文獻、進行作者或主題檢索等，包

括一般引用文獻資料庫所能提供的資訊檢索功

能。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則提供了篇名關鍵

字檢索、作者檢索、期刊文獻檢索、來源文獻檢索、

被引文獻檢索、作者被引用檢索，可讓使用者取得

來源文獻文獻的基本書目資料與被引文獻的相關

文獻資訊等基本功能。 

1. 篇名關鍵字檢索 

THCI可提供使用者透過其自定的關鍵字詞，檢
索所需的來源文獻篇名及相關書目資訊。 

2. 作者檢索 

THCI 可提供使用者透過作者姓名  (citing 
author)，檢索該作者發表之人文學領域期刊論
文。在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的作者檢索

中，並不限定所查詢的作者必須為文獻的第一

作者，這點是與一般其他的引用索引資料庫較

為不同之處。 

3. 期刊刊名檢索 

THCI可提供使用者透過期刊刊名，檢索人文學
領域期刊所刊載的文獻，及相關書目資訊。 

4. 來源文獻檢索 

使用者可輸入文獻的篇名，檢索在 THCI 中來
源文獻的相關書目資訊，及其所引用到的文獻

資料。 

5. 被引文獻檢索 

引用文獻資料庫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告知

使用者某一文獻在哪裡、被何人所引用。THCI
可提供使用者檢索曾經引用過某一文獻的期刊

文獻，使用者只要輸入被引文獻的名稱，即可

查詢到曾經引用過該資料的所有期刊論文。 

6. 作者被引用檢索 

THCI 還可提供使用者查詢曾經引用過某一作
者的期刊文獻，使用者只要輸入被引用作者的

姓名，即可查詢到曾經引用過該作者的所有人

文學領域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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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階引用文獻分析 

關於引用文獻分析，美國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公司很早就開始對其引用文獻資料庫
中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定期出版期刊引用文獻報

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簡稱 JCR)。JCR 提
出了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立即引用指數 
(Immediacy Index)、被引半衰期 (Cited Half-life) 
等觀念，揭示期刊與期刊之間的關係。(註 17) 

因此，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除了基本的

資訊檢索的功能之外，還提供期刊之引用文獻次數 
(citation times)、作者被引用次數、影響係數 
(impact factor) 、 立 即 引 用 指 數  (immediacy 
index)、自我引用率、被自我引用率  等查詢功
能，以做為國內人文學領域引用文獻分析之用，或

做為國內人文學期刊、學者或研究機構之影響力的

評估參考指標。 

1.  引用文獻次數 

THCI可提供使用者查詢某一期刊文獻，被其他
期刊論文引用的次數。此外，使用者還可查詢

書刊被引用的次數。 

2.  作者被引用次數 

THCI 可提供使用者檢索某一作者被引用的次
數。另外，使用者也可查詢關於作者所屬機關

被引用的次數。 

3.  影響係數 

THCI可提供使用者檢索期刊之「影響係數」，
若以二年作為 citing window，即期刊前二年出
版文獻總數在某年被引用次數。如： 

85年與 86年的期刊文獻在
87年被引用次數 民國 87年的影

響係數 = 
85年與 86年的期刊文獻總

數 

影響係數越大，則表示該期刊的影響力越大。 
(註 18) 

4.  立即引用指數 

THCI可提供使用者檢索某一期刊的「立即引用
指數」。立即引用指數可用來評估期刊在出版當

年被立即引用的情形，其計算方式為其出版當

年被引用的次數除此該年出版的論文總數。如： 

87年出版的期刊在 87年
被引用次數 民國 87年的立即

引用指數 = 
87年的期刊文獻總數

換句話說，透過立即引用指數可以查詢哪一種

期刊最近收錄的文獻較常被引用。立即引用指

數對於較早出刊並有收錄較多文獻的期刊來

說，是較為有利的。(註 19) 

5.  期刊自我引用率 

THCI可提供使用者檢索期刊的自我引用率，亦
即某一期刊引用期刊本身文獻的百分比。 

6. 期刊被自我引用率 

THCI 可提供使用者檢索期刊的被自我引用
率，即某一期刊被該期刊自己引用的百分比。 

以上即是人文學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目前所能提

供的基本功能與應用。待到後期計劃，本資料庫將

會陸續提供更多關於資訊檢索與引用文獻分析之

機制與功能。 

在期刊引用文獻分析方面，由於即便是刊期較

短的科技期刊也需要累積多年資料，才足以提供較

具意義的統計分析結果，因此對於刊期較長的人文

學期刊而言，本研究至今所建置的資料量並不夠充

分、也不適於進行對期刊／作者或研究機構的排名

與排序，這部分的分析將待來年再進行相關研究。 
 

七、結論  
本研究之實際工作是由 2000年 1月正式進行，其
間歷經辦公環境的變更，使得計畫在 5月前斷斷續
續，但在眾多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已有部分的成

果，以下簡述截至 2000年 6月為止完成的工作項
目： 

1 建置引用文獻資料庫工作環境（含電腦系統及
網路系統） 

2 建立引用文獻資料建置流程 

3 建構資料輸入用戶端系統 

4 規劃引用文獻資料模型，並建構資料庫系統 

5 建立引用文獻資料檢索功能 

6 訂定引用╱被引文獻著錄欄位 

7 制訂相關欄位之著錄規範與政策 

8 籌建人文學研究中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國
家圖書館之合作模式 

9 取得國科會科學資料技術中心相關資料 

10 與荷蘭萊頓大學技術交流 

11 參與「學術期刊引用文獻索引」研討會
（2000-06-16） 

12 建檔的期刊共有 145 本，總計引用文獻 1323
筆，被引文獻 30318筆。 

本中心之首頁為 http://www.hrc.ntu.edu.tw/，
相關的研究成果與其他資料可進一步參閱網站。 

本研究第一年為建構工作流程、籌建資料庫系

統、累積工作經驗的階段，處理的期刊為 87年與
88 年已發行的期刊，未來將逐漸往前建檔並回溯
建檔。基於第一年的工作經驗，我們認為進行引用

文獻資料建置的工作，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4 

1. 資料建置者的背景知識 

資料建置者是影響引文索引資料庫品質重要的

一環，我們與 ISI 機構代表討論時也提到這個
問題，ISI並沒有特別好的作法，因此 ISI建置
的資料庫有所謂的 Dirty Data，也就是錯誤或不
精確的資料，ISI也無法有效處理。因而，資料
建置者的聘任與訓練顯得十分重要，但是這卻

無法有效的處理。以目前的資料建置費用而

言，僅能聘任一般的工讀生，工讀生的背景知

識有限，有時無法正確判讀引文資料。 

2. 引用文獻的格式 

國內人文學期刊引用的格式並沒有一定或是標

準的規範，甚至同一本期刊的引用格式也不固

定，造成引用文獻判讀的困難。人文學研究中

心執行委員會也曾經討論這個問題，並希望舉

行說明會或討論會，推動引用格式的一致化。 

3. 引文分析各項指標的應用 

引用文獻資料可以用於許多重要的學術研究工

作以及實務工作，例如，建立時序網路、共引

網路、耦合網路，分析研究典範的變遷，建立

館藏發展的政策等。但另一方面亦有研究人員

使用引用文獻資料以評價學術機構、期刊、個

人等。暫且不論引文的動機為何，使用引用文

獻資料進行評價的工作必須小心，因為資料量

必須夠大，計算時期必須夠長，影響指數等指

標才有意義。以生命科學等領域來說必須以四

年到八年的 citing window進行分析才合理，更
遑論人文學領域。以中國大陸社會科學引用文

獻資料庫為例，引用作者的排名，排除其特別

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背景，則以孔子（第八

名）、司馬遷（第九名）排名最高（整體排名為

馬克思、鄧小平、毛澤東、列寧…）。前述的例
子說明不同領域的引用文獻分析的考量點是不

同的，應用時也必須注意有關的限制與範圍。 

4.  工作流程與環境的建置 

以我們迄今的經驗而言，資料的輸入是非常重

要的瓶頸，也是影響資料庫品質的重要因素。

輸入的介面必須符合輸入者的直覺，同時必須

儘可能降低輸入者的判讀次讀，各欄位的規範

與資料建置的政策必須簡單易懂。經驗豐富的

諮詢者極為重要，必須培養資深的資料建置者。 

5. 各相關機構的合作模式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國科會人文學研究

中心同時成立，二機構分別從事個別領域的引

用文獻資料庫的建置工作。人文學與社會科學

領域有部分模糊地帶，以 ISI為例，甚至在 SSCI
中亦處理部分科技性期刊，而中國大陸的

CSSCI 則涵蓋人文學期刊而沒有與 ISI 對應的
A&HCI。我們則分別有 TSSCI（社科中心負責）
與 THCI（人文學中心負責），模糊的地帶則由

社科中心與人文學中心建立合作模式。若其他

機構要建立類似的資料庫則必須考慮是否有別

的機構有類似的工作，以避免重複的工作。 

6. 期刊的蒐集 

期刊的蒐集對於引用文獻資料庫的建置可說是

重要的第一步。不同的資料庫建置者對於期刊

的擇訂有其不同的作法與觀點。以本計畫而

言，基本原則是廣泛蒐羅，因此採用比較寬鬆

的標準圈選期刊；至於社會科學期刊引用文獻

資料庫則是以比較嚴謹的標準。不同的作法有

其背後的考量因素，本計畫初期以寬鬆的標

準，未來將分析資料庫內的資料，在中期計畫

增刪期刊，希望同時考量質性因素與量化因

素。此外，當擇定期刊後，取得期刊則是另一

個難題。期刊的發行者不一定會將期刊寄贈給

我們，因此與典藏機構的合作顯得益形重要。 

由於人文學引用文獻資料庫的建置工作是一

項多年計畫，以下簡要說明未來的工作項目。 

1. 資料輸入前端系統的改寫 

由於目前的設計對於資料量越來越大的資料庫

而言，前端系統負載會越來越大，因此前端系

統的改寫是勢在必行的。 

2. 試行使用期刊論文影像的作業流程 

紙本期刊取得不易，如果能在頻寬的容許之

下，搭配建檔者的使用方式，使用論文影像進

行資料建置的工作，將會加速工作的進行。 

3. 完整性引用文獻資料庫服務暨分析系統硬體架
構的建置 

人文學研究中心除了進行多項研究計畫，並做

為國內人文學學術研究與資訊交流的主要機

構，因此除了引用文獻資料庫之外，必須建置

全球資訊網網站，提供先進同道的相關的資

訊，同時也必須建置檔案交換伺服中心，提供

相關的服務。因此，分析並建置引用文資料庫

與各服務系統的整合模式是未來重要的任務。 

4. 期刊引用文獻資料的回溯建檔 

引用文獻資料必須具備資料量夠大與時間距離

長兩個要素，引文分析的指標才會穩定。因此，

資料的回溯建檔工作極為重要，唯有滿足前述

二個要素，否則無法提供具有公信力的指標。 

5. 期刊引用文獻資料的深入研究 

影響指標，立即引用指標等僅僅反應引用文獻

資料庫功能面的需求（亦即部分機構可能會使

用這些指標進行特定的評價工作）。對於關心學

術研究典範、方法、策略、影響等等議題的研

究工作者，則會期望應用引用文獻資料庫進行

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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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ttp://www.isinet.com/. 
12. 孟連生，「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建設的現況與發展」，21 世紀資訊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圖書資訊系，1996年），頁 69-96。 

13. 邱淑麗，我國科技期刊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之建立與應用（台北市：國科會科資中心，民國 87年），
頁 27-39。 

14.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WWW版－1970.01~1998.12 (http://www.lib.ntu.edu.tw/ ncl3web/)。 
15. 這類期刊主要是屬於總類所列 128種期刊。 
16. 各學們之分類乃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學們專長分類表」劃分，但除去其中科學教育一類。 

17. 蔡明月，「從科學引用文獻索引到期刊引用報告－兼論期刊評估準則」，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4 卷 2
期（1997年 12月）：頁 32-41。 

18. 同註 17，頁 35。 

19. 同註 17，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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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庫收錄期刊一覽表 

編號 總類（共勾選 128種期刊） 建檔順序 備 註 
1 人文學報 2  
2 中山人文學報 2  
3 中文計算語言學期刊  1  
4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人文學報 => 人文社會學報 3  
5 空大人文學報  3  
6 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1  
7 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1  
8 國際人文年刊 2  
9 華岡文科學報 2  

10 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 2  
11 靜宜人文學報 3  
12 中山學術論叢  3  
13 中山學報  3  
14 中華學報  3  
15 研究集刊  2  
16 中國書目季刊  3  
17 書目季刊  3  
18 書評書目  3  
19 圖書與圖書館  3  
20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1  
21 佛教圖書館館訊  3  
22 美國資訊科學學會臺北學生分會會訊  2  
23 書府  3  
24 書苑  3  
25 書農  3 81年停刊 
26 高中圖書館  3  
27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  2  
28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2  
29 國家圖書館館刊  1  
30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1  
31 資訊傳播與圖書館學  1  
32 圖書與圖書館(文史哲)  3  
33 圖書館管理學報  3  
34 圖書館學刊 (臺大)  1  
35 圖書館學刊 (輔大)  2  
36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1  
37 資訊縮影管理  3 81年停刊 
38 大學圖書館  1  
39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 國家圖書館館刊 1  
40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2  
41 中國文化月刊  3  
42 中國國學  3  
43 中國學術年刊 2  
44 中華國學  3  
45 國學新探  3  
46 漢學研究 1  
47 漢學研究通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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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九州學刊 1  
49 大陸雜誌 1  
50 東方文化  3  
51 思與言 1  
52 研究生  3  
53 國立編譯館館刊 2  
54 現代學術研究  3  
55 華學季刊  3  
56 當代 2  
57 大葉學報  3  
58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  1  
59 中山學術文化集刊  2  
60 中央警察大學學報  3  
61 中原學報  3  
62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  3  
63 中華學術院天主教學術研究所學報  2  
64 文史哲學報 1  
65 文藻學報  3  
66 世新大學學報 3  
67 正修學報  3  
68 永達工專學報  3  
69 交通大學學報  3  
70 成功大學學報 (人文篇) => 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篇） 2  
71 東方工商學報  3  
72 東海學報 2  
73 花蓮師院學報 3  
74 長榮學報  3  
75 屏東師院學報 3  
76 科際整合學報  3  
77 師大學報 => 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類 1  
78 高雄工學院教師學術研究彙編  3 82年停刊 
79 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學報  3  
80 高雄師院學報 => 高雄師大學報 2  
81 國立中山大學學報 2  
82 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1  
83 國立中興大學臺中夜間部學報  2 86年停刊 
84 國立虎尾技術學院學報  3  
85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報  3  
86 國立屏東商專學報 =>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學報 3  
87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1  
88 國立高雄海技學報  3  
89 國立雲林技術學院學報 => 科技學刊 2  
90 國立臺北護專學報 =>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學報  3  
91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數理學報  2  
92 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2  
93 淡江大學中文學報 2  
94 清華學報 1  
95 逢甲學報 3  
96 景文專校學報 => 景文技術學院學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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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朝陽學報  3  
98 華岡大夏學報  3  
99 華岡研究學報  3 86年停刊 

100 華岡藝術學報  3  
101 華梵學報 2  
102 新竹師院學報 3  
103 義守大學學報  3  
104 僑光學報  3  
105 嘉南學報  3  
106 嘉義技術學院學報  3  
107 嘉義師院學報 3  
108 實踐學報  3  
109 彰化師範大學學報 2  
110 暨大學報 1  
111 臺大歷史學報 1  
112 臺中師院學報  2  
113 臺中商專學報  2  
114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 3  
115 臺北科技大學學報  3  
116 臺北師院學報 =>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學報 3  
117 臺東師院學報 3  
118 臺南女子技術學院學報  3  
119 臺南師院學報 3  
120 語文學報  3  
121 銘傳學報 => 銘傳學刊 3  
122 興大人文社會學報 2  
123 龍華學報  3  
124 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 2  
125 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  3  
126 博物館學季刊  2  
127 華岡博物館館刊  3  
12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  

    
編號 哲學類（共勾選 19種期刊） 建檔順序 備註 

1 哲學年刊    
2 哲學與文化 2  
3 哲學論集  2  
4 哲學雜誌  2  
5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1  
6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1  
7 新儒家    
8 鵝湖  2  
9 鵝湖學誌 1  

10 東吳哲學學報 2  
11 揭諦學刊  1  
12 牛津人文集刊    
13 臺灣人文(臺灣師大)    
14 孔學與人生    
15 孔孟月刊  3  



19 

16 孔孟學報  2  
17 東海哲學研究集刊  2  
18 台灣哲學研究 1  
19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哲學與科學史研究） 1  
    
編號 宗教類（共勾選 15種期刊） 建檔順序 備註 

1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1  
2 東方宗教研究 1  
3 宗教哲學 2  
4 中國佛教    
5 中華佛學研究 2  
6 中華佛學學報 1  
7 正觀  2  
8 佛光學刊 2  
9 佛光學報  2  

10 佛教文化學報  2  
11 法光學壇  2  
12 華岡佛學學報  3  
13 圓光佛學學報  3  
14 道教文化  3  
15 道教學探索  3  
    
編號 歷史類（共勾選 59種期刊） 建檔順序 備註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  
2 史耘 3  
3 東吳歷史學報 2  
4 歷史學報(成大) 2  
5 歷史學報(師大) 2  
6 歷史教育  3  
7 中正歷史學刊  3  
8 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  2  
9 中興史學 3  

10 文史季刊    
11 文史論集 3  
12 文史學報 (中興大學) 2  
13 史苑  3  
14 史原 2  
15 史學  3  
16 史學研究 3  
17 史學評論 1  
18 史學彙刊  2  
19 東海大學歷史學報 2  
20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論文集 2  
21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2  
22 淡江史學 2  
23 新史學 1  
24 暨南史學 2  
25 輔仁歷史學報 2  
26 歷史月刊  2  

http://www.lib.ntu.edu.tw/cgi-bin/ncl3web/ncl3show?632c363836303034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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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興大歷史學報 2  
28 國史館館刊  2  
29 史匯 2  
30 中國唐代學會會刊  2  
31 明史研究專刊 2  
32 明史研究通訊  2  
3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  
34 近代中國  2  
35 邊政研究所年報  2  
36 史聯雜誌  3  
37 史蹟勘考  3  
38 臺北文獻  3  
39 臺灣文獻 2  
40 臺灣史研究  1  
41 臺灣史料研究  3  
42 臺灣社會研究 1  
43 東亞季刊  3  
44 韓國學報  3  
45 歐洲研究  3  
46 歐美研究 1  
47 美國月刊 => 美歐季刊 2  
48 加拿大研究  3  
49 非洲研究  3  
50 傳記文學  3  
51 故宮文物月刊  2  
52 故宮文獻  2  
53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1  
54 甲骨文學會會刊  2  
55 簡牘學報 2  
56 敦煌學  2  
57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58 婦女與兩性學刊（台大人口中心婦女研究室） 1  
59 科學史通訊 2  
    
編號 語文類（共勾選 71種期刊） 建檔順序 備註 

1 東吳外語學報 3  
2 研究生研究集刊  3  
3 純文學  2  
4 華岡外語學報 2  
5 語文教育研究集刊    
6 中國文字(臺大)    
7 中國語文    
8 中國語文研究    
9 北市師院語文學刊    

10 東師語文學刊    
11 華文世界  2  
12 臺北師院語文集刊    
13 語文論叢    
14 英語文教學研究與電腦資訊研討會論文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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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英語研究集刊 1  
16 英語教學 2  
17 俄語學報  3  
18 中外文學 1  
19 文訊月刊 2  
20 文壇    
21 文學思潮  2  
22 文藝月刊  3  
23 現代文學 1  
24 傾向：文學人文季刊  2  
25 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  2  
26 聯合文學 2  
27 中山中文學刊    
28 中文研究學報    
29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30 中師語文    
31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32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  
33 中國文學研究    
34 中國現代文學理論    
35 中華學苑    
36 文學臺灣 2  
37 成大中文學報 2  
38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刊  2  
39 東吳中文系刊  3  
40 東吳中文研究集刊 3  
41 東吳中文學報 2  
42 東海中文學報 2  
43 國文學報 1  
44 國文學誌 2  
45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論文集刊 2  
4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集刊 2  
4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 2  
48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49 逢甲中文學報  2  
50 臺大中文學報 1  
51 臺灣文學英譯叢刊  2  
52 臺灣文學觀察雜誌    
53 輔大中研所學刊  2  
54 輔仁國文學報  2  
55 學術論文集刊  1  
56 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  3  
57 興大中文學報  2  
58 詩世界  2  
59 臺灣詩學季刊  2  
60 龍族詩刊  2  
61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  1  
62 石頭記研究專刊  1  
63 文學評論  1  

http://www.lib.ntu.edu.tw/cgi-bin/ncl3web/ncl3show?632c373930303530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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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文山評論  2  
65 英美文學評論 1  
66 英語語言與文學學刊  2  
67 淡江評論 1  
68 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研究生論文選刊  2  
69 華岡英語學報  2  
70 淡江外語論叢 2  
71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台大外語系） 1  
    
編號 藝術類（共勾選 20種期刊） 建檔順序 備註 

1 故宮學術季刊 1  
2 美育  3  
3 現代美術學報  2  
4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1  
5 現代美術  2  
6 臺灣美術  2  
7 藝術評論  2  
8 藝術學  1  
9 藝術學報  2  

10 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  2  
11 音樂教育  2  
12 奧福教育年刊  3  
13 文化與建築研究集刊  2  
14 城市與設計  2  
15 商業設計學報  2  
16 國立雲林技術學院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系刊  2  
17 民俗曲藝 1  
18 中國戲劇集刊   
19 中國儺戲．儺文化研究通訊  2  
20 復興劇藝學刊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