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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特藏文獻之引用與學術貢獻： 
以田中長三郎對Penzig文庫的引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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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in the Academic Library: A Bibliometrics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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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書目計量方法對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田中文庫》的價值與貢獻，提供歷

史書目的描述與引用文獻分析的支持。除了回顧臺大圖書館建置《田中文庫》的歷史文件

外，本研究分析可獲得之204筆田中長三郎著作與792筆引用文獻，由田中長三郎的引用動
機與目的，瞭解特藏資源對柑橘分類學研究的具體助益與重要性。本研究為極少數以書目

計量方法對圖書館特藏資源進行引文與內容分析之實證研究，同時相較過去植物分類學領

域以單一領域或單一學術期刊為主之書目計量研究，本研究為具有多元形式之圖書館特藏

資源的引用行為提出具體的描述與說明，並根據研究結果對圖書館特藏資源之管理、內容

與服務提出具體建議及參考。

關鍵字： 特藏資源、植物分類學、書目計量法、引用文獻分析、歷史書目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attributes built around specific subjects or uniqueness in publishing 

forms, special collections are often viewed as important asset of research librarie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e common issues of hidden collections and backlogs in many special 
collections due to the unfamiliarity of the collections. This bibliometric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citation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NTU Tanaka Collection, a special 
collection about botanical literature hous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204 of the plant 
taxonomist Tanaka Tyozaburo’s publications and the 792 citations he used are selected for citation 
analysis with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taxonomic botan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 NTU 
Tanaka Collection possesses significant and important references to taxonomic botanists in general, and to 
Tanaka’s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phylogeny of citrus fruits in specific.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vides a historical bibliography and a reference network of NTU Tanaka Collection. This study 
is one of the very few empirical studies that adopted bibliometric analyses i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and it also provides rather thorough and objective evidence of scholarly usage of special collection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s of special collection curation and out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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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Abstract

1. Introduction
Special collections are crucial resources in 

academic libraries that add specializations to 
library collections, differentiate libraries from 
one another, and increase library value. For 
example,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Library include rare 
books that span across the fields of anthropology, 
literature, economics, and botany, such as the 
Ino, Wushishanfang (烏石山房), Momoki, and 
Tanaka Collections. These rare books are valuable 
in terms of their contents, which document maj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or historical events in 
various fields, as well as their forms. The library 
archives incunabula from 15th century Europe 
and the transcript of Nihon Shoki, are both 
historically and monetarily valuable. However,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special collections 
are typically determined subjectively by libraries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ions’ history or past 
versions, and such determinations are often not 
objective or systematic. Accordingly, this study 
sought an analysis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readers by investig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con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texts from the 

Not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APA format: Lin, W., & Chang, H.-J. (2022). Understanding taxonomical 
botanist’s usage of special collection in the academic library: A bibliometrics study of NTU 
Tanaka Collectio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1), 101-129. https://doi.
org/10.6182/jlis.202206_20(1).101 [Text in Chinese]. 
To cite this article in Chicago format: Weijane Lin and Hsiang-Jou Chang, “Understanding 
taxonomical botanist’s usage of special collection in the academic library: A bibliometrics study of 
NTU Tanaka Collectio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20, no. 1 (2022): 101-129. 
https://doi.org/10.6182/jlis.202206_20(1).101 [Text in Chines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usage, quality, 
and value of library resources. Bibliographic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have been a challenge 
in past studies due to problems such as special 
collections having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content 
and forms, severe physical damage to texts, 
and difficulty researching these materials that 
hinder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tadata 
from these materials in their original forms. 
These challenges were fortunately reduced in 
the present study because the bibliographic 
da ta o f r a re books in the co l l ec t ion was 
well preserved during the acquisition, and 
researchers’ scholarly use of these rare books 
was also archived in NTU Library.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ed a bibliometric method to collect 
data on bibliographies, historical documents, 
field surveys, literary content, and citations 
to understand plant taxonomist Tyôzaburô 
Tanaka’s use of the Penzig Collection, a special 
scientific collection of the NTU library. Through 
a description of historical bibliographies and 
citat ion analysi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d 
empirical support to the valu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library’s special collections.



103

Extended Abstract

2. Literature Review
NTU Library’s Tanaka Col lect 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97 and consisted of materials 
related to taxonomic botany. The content and 
history of the collection trace back to the first 
NTU librarian Tyôzaburô Tanaka, who was 
appointed as a horticulture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Science and Agriculture at the former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was also the first librarian 
of the university in April 1929. He acquired the 
Penzig Collection from Otto Penzig (1856–1929), 
a renowned collector of botany literature and a 
mycologist. The collection encompasses books 
published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he era 
of botanical explor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of great referential value to taxonomic 
botany researchers in terms of the ident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species as well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phylogenetics and phylogeny. 
As a result, Tanaka was devoted to acquiring the 
Penzig Collection, which has a rich collection 
of early botany studie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rac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phylogenetics of 
plant species and compensating for the drawbacks 
of Linnaean Taxonomy’s nomenclature rules. 
Tanaka’s effort in collecting bibliographic 
data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and compiling a 
rough enumerative bibliography for the Penzig 
Collection made the archive of a bibliography of 
early texts possible. 

3. Results
This study conducted content and citation 

analyses on the 204 available works of Tanaka 
from the Tanaka Collection and the 792 works 
cit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Penzig Collection provided concrete benefits to 

Tanaka’s development of citrus taxonomy from 
the conception stage through to completion. 
Nearly one-fourth (23.23%) of works cited in 
Tanaka’s works were from the Penzig Collection, 
and among the 40 works with such citations, 95% 
had a topic highly related to citrus taxonomy.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e great referential value of 
works in the Penzig Collection to studies on the 
nomenclature, origin, region, and phylogeny of 
citrus species. Tanaka’s citation behavior is typical 
in taxonomic botany research. Specifically, the 
works cited spanned a long period—from the 16th 
to 20th century—and con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early materials, with 87.5% of the cited works 
being books published before 1900.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s cited were monographs or floras. 
Additionally, the most cited works by Tanaka were 
four books written by different authors with topics 
related to the discussions or revisions of plant 
phylogenetic theories. Tanaka investigated the 
type, nomenclature, history, taxonomy, and origin 
of citrus species based on the floras and revisions 
of Bonavia (1890), Engler (1897), and Osbeck 
(1757); revised the citrus taxonomic structure 
according to Ferrari’s monograph (1646); and 
developed the Tanaka citrus classification system that 
is supported b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is capable of species identification.

4. Conclusion
This empir ical s tudy is among the few 

bibliographic studies that have conducted citation 
analysis on a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 Past 
bibliographic research on taxonomic botany 
has predominantly focused on the scholarly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within a single 
field or journal. By contrast, the pres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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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a concrete description and evidence 
of plant taxonomists’ citation behavior for a 
range of rare books. This study’s adoption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citation analysis makes 
a substantial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research on and the practical use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access 
and managem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can 
be challenging to libraries due to missing 
bibliographic data, unidentifiable authors, and 
missing publication years. Citation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allow for cross-referencing 
to supply missing data or correct faulty data. 
The historical context revealed by document 
analysis supplied missing bibliographic data in the 
Tanaka Collection. The scientific network of citrus 
research revealed by citation analysis can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libraries and readers of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topics and content of special 
collections, which can further increase the overall 
attention to and citations of special collections.

壹、 緒論
大學圖書館為了向更多的讀者提供所

需資訊，在館藏資源的種類與形式的發展

政策上愈發一致（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2003），讀者現在能夠經由許多

不同的圖書館取用相同的資源，圖書館也

將人力與科技等資源集中於讀者常用的資訊

與管道上，在達成服務效率的同時，也使得

各圖書館的主要館藏愈趨一般化。特藏資源

（special collection）能夠彌補館藏資源一般

化的問題，為大學圖書館創造特色與價值

（Panitch, 2001），由於特藏資源的建立、

發展與維護，與大學學術研究息息相關，大

學圖書館也因此能發展獨特的服務與影響力

（Hewitt & Panitch, 2003; Kennedy, 2019）。

由館藏發展角度而言，許多大學圖書館針對

特定歷史文化等主題進行全面性的資源蒐

集，並經常包含各種檔案、手稿、地圖、音

樂、印刷書籍、善本珍籍（rare books）、

研究收藏等不同形式資料（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2003），這些特藏資源在

主題或是形式上具有獨特性與稀少性，而能

創造大學的代表性及能見度（Chiochios et 

al., 2021）。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的特藏

資源為例，即收藏包括伊能文庫、烏石山房

文庫、桃木文庫、田中文庫等多套人類學、

文學、經濟學、植物學主題的善本珍籍（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8）。這些善本珍籍

不僅具有內容上的價值，記錄了各領域主題

重大研究成果或歷史事件；同時也具有形體

上的意涵（Berger, 2014），如臺大圖書館所

收藏的歐洲15世紀搖籃本、日本書紀古抄本

等形式文本，即具有高度的歷史與金錢價值

（廖振旺，2004）。

然而，過去研究也顯示多數讀者對特

藏資源主題內容不熟悉，以及特藏資源近用

不易的問題（吳明德，1998；Jones, 2003; 

Panitch, 2001）。由館藏發展角度而言，圖

書館實務中對於特藏資源價值與內涵的理

解，仍多由館方依據歷史或版本考據等資訊

進行主觀選擇與判斷，並透過歷史書目與展

示陳列的方式推廣，建置此類基於特藏資源

主題內容為主軸的歷史書目雖然重要，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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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需要相對大規模專業人力與研究資源的投

入（Hewitt & Panitch, 2003），且即便隨著

科技資源條件相對完備，多數圖書館仍未能

顯著提升特藏資源的近用（Lundy & Hollis, 

2004; Maron & Pickle, 2013）。國內雖然沒

有實施正式大規模的調查，但實際觀察與訪

談各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部門，也經常能發

現類似的情形。主要原因之一是特藏資源的

著作形式、使用語言、文本媒介類型非常多

元，比起一般館藏編目工作經常需要更多專

業人力與工具資源的投入（Hewitt & Panitch, 

2003），再加上文獻資料本身的保存條件與

限制，造成圖書館在特藏的管理與發展也遭

遇兩難（Lundy & Hollis, 2004），例如：缺

乏編目除了影響數位化工作的進行（Afacan, 

2017），也帶來流通與使用問題（Berenbak 

et al., 2010; Patty, 2008）。另一個許多圖書

館在實務上遭遇的困難是，雖然試圖蒐集讀

者對特藏資源的使用資料，但僅集中於近用

頻率或時間等整體性概況，缺乏有效的研

究分析方法來瞭解讀者的實際使用行為、

表現與需求（Maron & Pickle, 2013; Ress, 

2015），而無從制定相關特藏發展策略提升

近用。因此，本研究嘗試由方法學角度，基

於文獻的特性、內容與分布，尋求其他能夠

體現特藏資源價值，並連結讀者使用需求的

分析方法。

書目計量學（Bibliometrics）提供了完

整與成熟的分析方法與工具（Borgman & 

Furner, 2002），以瞭解讀者對文獻資源的

使用需求。包括透過引用文獻分析（citation 

analysis）方法，藉由量化文獻、作者或主

題的影響力，瞭解引用動機、引用方式與引

用頻率，且進一步能參照所屬機構、區域分

布、時間等鉅觀因素，認識領域整體的學術

傳播與發展概況（Chang & Huang, 2012），

瞭解研究者個人或機構在領域中的影響力與

貢獻（Huang et al., 2006）。對圖書館而言

也能夠透過引用文獻分析來評估館藏資源的

使用情形、質量與價值，是研究學術傳播體

系與行為重要的研究與分析方法。然而，過

去在特藏資源相關研究中卻少見應用書目

計量學方法，主要原因來自於實務執行上

的困難（Griffin, 2020; Herrera Morillas & 

Pulgarín Guerrero, 2010），像是善本珍籍

經常受限於保存狀況不一、版本考證困難以

及記錄資訊差異大等問題，難以建立完整

的列舉書目與引用資訊（Ford, 2010），但

Griffin（2020）嘗試在上述限制下，應用書

目計量方法分析善本珍籍研究領域的核心期

刊，指出引用文獻分析仍是描述整體領域發

展概況一個非常有效且客觀的方法，亦可協

助圖書館突破長期以來在建置特藏資源初期

高度依賴學科專家、歷史、版本考據等資訊

才能決定特藏資源價值的作法，而由文獻特

徵與分布，直接地驗證及說明特藏資源的影

響力。相關研究證實書目計量方法應用於特

藏資源發展策略的可行性與重要性，但也提

醒除了量化的書目資訊外，不可偏廢包括學

科領域的歷史發展、讀者使用行為、情境與

需求等質性資訊（Berger, 2014; Griffin, 2020; 

McDonald,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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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應用

書目計量方法對於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進行

分析，基於具代表性的科學研究者實際使用

科學特藏資源的行為，試圖為大學圖書館特

藏資源的價值與貢獻，提供歷史書目的描述

與引用文獻分析的支持。本研究選擇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中，具有較為完整書

目資訊之《田中文庫》為研究對象。廖振旺

（2004）曾對《田中文庫》中四冊的搖籃期

刊本進行詳細的書誌研究，但對於《田中

文庫》整體概況則較未著墨，此外近年隨

著歷史文件的陸續發現（伊藤謙，2016；

松居竜五，2020），對《田中文庫》的建置

與利用也有了更多相關資料與資源可供參考

與確認。因此，本研究首先根據研究者於

2016至2018年間於日本實地考察柑橘分類學

領域權威研究者田中長三郎（1885-1976）

之相關資料與著作（岳修平等人，2016； 

林維真，2018），參照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

《田中文庫》，並採用引用文獻分析法，分

析田中長三郎在柑橘分類研究過程中，實際

使用圖書館特藏資源的行為，以呈現《田中

文庫》中文獻資料之間的關聯。最後綜整對

田中長三郎之著作內容、引用目的與動機的

分析結果，說明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對於柑

橘分類學研究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並根據研

究與發現提出對圖書館特藏資源管理與參考

服務之建議。

貳、 文獻探討
一、 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

特藏又稱為特殊收藏或專藏，指涉圖

書館在一般館藏外，依性質或需要蒐集特別

形式、時期或主題的資料，而成為該圖書館

獨特、豐富且專精的館藏（Berger, 2014）。

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的建立、發展與保存

與大學的學術研究息息相關，在館藏發展政

策上，與一般館藏相比，特藏資源根據大

學現有研究、教學和服務，並考量未來持

續發展目標的情況下，針對具有歷史、文

化、科學意義之特定主題進行廣泛而全面

的資源蒐集，彙整成為主題式的館藏資源

（賴雅柔、柯皓仁，2013；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2003），以增加資源的

能見度與可及性，並提升大學圖書館在特定

主題領域中的代表性（Berenbak et al., 2010; 

Chiochios et al., 2021）。特藏資源經常包含

大量的善本珍籍，這些珍貴稀少的書籍或

物件，由於其價值或脆弱性，而需要與其

他館藏區隔開來，另外保存與管理（Berger, 

2014; Jones, 2003）。然而，具有金錢價值

或是易受毀壞的書籍、地圖、繪畫、手稿，

或甚至郵票、錢幣等各種類型的物件，彼此

之間在主題上經常沒有相關或連貫，因此善

本珍籍在本質上，與特藏資源所強調的主題

收藏其實有所不同；但在圖書館實務上，則

因善本珍籍與特藏資源都需要更高的安全

性、特殊的安置保存環境，以及館藏採訪、

編目上都需要專業培訓，而被視為同樣的職

能合併在同一部門中共同管理。此外，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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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編目工作具有挑戰性，許多圖書館面

臨詳細編目與清理編目積壓的兩難（Attar, 

2013; Moriarty, 2004），特別早期書籍資料

普遍具有書目資訊缺乏或不全的問題，因

此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y（ARL）也

僅對19世紀中期之後出版的現代特藏資源

（modern special collections）提出詳細的善

本珍籍資料編目指引（RBMS Bibliographic 

Standards Committee, 2011）。值得注意

的是，19世紀同時也是科學發展的黃金時

期，在科學史上具有重要價值，因此包括

出版社、研究機構與圖書館也更積極投入

早期書目資料的建置（Wiley Online Library, 

2021），相關研究也注重早期文獻與現代出

版之間的關係（Marx, 2011; Starr & Williams, 

2008）。

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田中文庫》是

1997年建置，以植物分類學為主題的特藏資

源。《田中文庫》所包含的內容及發展歷史

需追溯至臺大圖書館第一任館長田中長三郎，

他於1929年4月獲聘擔任臺北帝國大學（現

國立臺灣大學）理農學部園藝學教授，並於

1929至1934年間擔任第一任圖書館館長。 

田中長三郎於美國農業部任職期間曾進修

圖書館學碩士學位，認為書籍資料與資訊

資源應推廣讓越多人使用才能發揮價值 

（T. Tanak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anuary 

22, 1921），基於其自身信念並考慮當時校

內的研究需求，他在任圖書館館長期間積極

透過購入與捐贈等方式，建置特藏資源，如

蒐集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對民族學、方言、臺

灣原住民的相關研究成果，並使用「文庫」

為其命名為伊能文庫。田中長三郎使用「文

庫」一詞在日文中的原義為收藏圖書的書

庫，巧妙反應了特藏資源的常見型態，以主

題為核心的特藏資源自成一套為小型圖書

館，包含書籍、手稿、報告、繪圖、地圖

等多元的媒介形式（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2003）。任內共建置了七套善本珍

籍典藏（rare book collections），並均以文

庫命名：包括伊能文庫、Huart文庫、烏石山

房文庫、上田文庫、桃木文庫、長澤文庫，

再加上他以私人經費購入的Penzig文庫，均提

供全校人員對人類學、語言學、文學、歷史、

經濟學、植物學等主題研究與學習支援。

Penzig文庫來自於知名植物學文獻蒐藏

家與真菌學家Otto Penzig（1856-1929）的

收藏，他蒐集了18世紀，也是科學史上的

「植物探索興盛期」，許多與植物學研究相

關的書籍（Hitchcock, 1916）。從事植物分

類學研究的田中長三郎自大學時期研究日

本柑橘種類起，即透過相關文獻瞭解到這

批珍本書對植物學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這

批善本珍籍具有豐富的植物誌與古典文獻，

是植物分類學領域當時絕無僅有的重要參考

資源，為了提升日本整體的科學研究，購入

該批資源且公開給所有研究者利用是刻不容

緩的工作。由於該批善本珍籍價格不菲， 

田中長三郎首先尋求其友人生物學家南方熊楠

的資金支援，在1921年7月兩人的信件來往

中，田中長三郎詳細說明購置Penzig文庫，

對當時科學研究落後歐美的日本來說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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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重要的一大步，但於18世紀留學美國的

南方熊楠無法想像歐美在19世紀快速的科

學發展，因此婉拒出資（T. Tanak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1, 1921; K. Minakat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July 14, 1921），

最後由田中長三郎以父親遺產及名義購

入。Penz ig文庫自購入到建置耗費多時，

田中長三郎在這段期間自美返日，並歷經

歐洲、東南亞各地的園藝考察研究，最後

1929年田中長三郎到臺北帝國大學就任圖

書館館長時，委由友人將整批善本珍籍寄

送至臺灣，並服膺其原始希望開放給所有

讀者利用的意志，Penzig文庫自此成為臺北

帝國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之一。田中長三郎

曾為Penzig文庫自行整理概略的列舉書目 

（T. Tanaka,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ugust 

2, 1921），說明他對這批包含植物學、園藝

學相關木板印刷書籍、手抄本、彩色繪畫，

以及搖籃本等珍貴圖書資料的高度重視。

1939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造成許多圖

書館資源散亂、毀壞與佚失，田中長三郎返

日之後仍積極尋求各種管道，希望將Penzig

文庫送回日本，但受到戰亂影響未能如願

（廖振旺，2004；蔡平里，1998）。臺大圖

書館歷經長時間的零星蒐集，並徵集園藝

學、植物學與西洋語文等學科專家協助內

容審選，直到1997年依據藏書票與記錄文

件，重新編纂這批植物學主題特藏，並正式

命名為《田中文庫》，收錄了Penzig文庫、

田中長三郎著作、與田中長三郎藏書三大部

分之善本珍籍與資料（吳明德、蔡平里，

1998），並建置完善的保存空間集中管理

所有文獻。圖書館亦根據田中長三郎的列

舉書目與採訪徵集結果，編制出版《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田中文庫藏書目錄》、

《田中長三郎教授著作目錄》與《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田中文庫植物圖譜》三冊專書

（夏麗月，1998）。

雖然《田中文庫》是臺大圖書館以善本

珍籍為主的特藏資源中，少數具有完整列舉

書目的特藏，圖書館亦透過出版品與定期展

示，希望讓更多讀者認識《田中文庫》的價

值。但對多數讀者而言，能見度與可及性仍

然偏低，更重要的是未能有效達成連結領域

研究者需求與特藏資源的目的；因此臺大圖

書館也持續與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合作，尋求

提升特藏資源近用的策略與方法。

二、 植物分類學研究者的文獻引用行為

植物分類學研究領域，是植物學研究

中最廣泛綜合的一個終端分支，幾乎包含所

有其他分支，如化學分類、細胞學、遺傳

學、形態學、解剖學、生態學、生理學等 

（Garfield, 1980a）。分類學研究的重點在區

分和描述植物的物種與類別，當發現新的物

種，或是在生理學、遺傳學有新的突破時，

都需要依賴植物分類學研究來進行命名、分

類或修訂（Turland et al., 2018）。從事植物

分類學研究涉及兩大主要的工作，一個是對

植物進行區分與命名，另外一項則是探索植

物的親緣關係（Delendick, 1990），均高度仰

賴對歷史文獻的參照，以確保及定義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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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分與命名階段，主要利用研究

者所觀察到的形態學特徵，並參照過去文

獻給予命名，公開發表較短的描述性文章

（descriptive article）或植物誌（flora），

由於探索與出版的速度，在這個階段也常出

現大量的重複現象。因此分類學家會再就科

或屬的層級，蒐集既有分類、檢查所有的

文獻與實際蒐集的相關標本，來定義新物

種與從屬，並決定哪些命名具有優先權，

發表出版形式則以修訂（revision）、專著

（monograph）及植物誌（flora）為多。而

要進行植物親緣關係的探索，植物分類學家

會評估生物之間的關係，參考上述在區分與

命名階段所發表有關該新物種的文獻，以

及其他種類植物的文獻，並依賴實際的觀

察與實驗數據，確認新物種在生態與演化

中的地位，發表出版會集中於內容完整的

專著與修訂（Tang, 2008; Walton & Morris, 

2013）。

除了隨著研究階段，在早中晚期因應

辨識、命名與種系發展等目的，在引用與

出版行為上有明顯差異之外，Line（1993）

以書目計量方法分析植物分類學領域研究的

結果也指出，植物分類學家對相關文獻的引

用時間跨度相較其他自然學科為大，經常

追溯幾十年或甚至幾百年前的成果，重視

歷史文獻並習慣專書之出版形式（Garfield, 

1980b）。然而，相關植物分類學領域之書

目計量研究多以呈現領域或單一學術期刊

中的學術傳播概況為主（Biswas et al., 2007; 

Walton & Morris, 2013），較少探索上述短

篇敘述文章、植物誌、專著、修訂等植物分

類學特有文獻之間的引用關係。

三、 柑橘分類學家：田中長三郎

田中長三郎是知名的植物分類學家

（Bitters, 1977），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提出

「新小種主義之柑橘命名分類法」，解決了

柑橘分類混亂的難題，更符合園藝栽種的實

務需求。他出生於日本大阪，1907年進入東

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農學部，在植

物病理學權威白井光太郎教授門下完成了

日本柑橘種類學與日本柑橘圖譜的研究。

田中長三郎曾於東京帝國大學、美國農業

部、臺北帝國大學（現國立臺灣大學）、東

京農業大學、大阪府立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

任職，一生都致力於柑橘研究，並整合自身

專業與研究成果，歷時三十年以英文撰寫出

版世界食用植物事典Tanaka’s Cyclopedia of 

Edible Plants of the World（Tanaka, 1976），

內文鉅細靡遺記錄上萬種可食用植物，介紹

學名、俗名、用途、可食用部分、分布地區

與引用文獻，是目前世界食用植物主題收集

最齊全完整的出版品。曾獲頒日本政府勳

三、勳四瑞寶章、農學有功獎章，肯定其對

國家公共事務的貢獻卓著並表彰其農學研

究成就，1977年逝世之後獲日本天皇追贈

銀杯以肯定他對日本與學術上的偉大貢獻

（森本純平，1977）。

田中長三郎致力於考察古今植物品種，

來自於他對園藝學研究的信念：他認為從事

園藝學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改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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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實踐。因此園藝栽培業最重要的工作就

是不斷改良與優化作物的品種，為了完成這

個目標，考察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及古今

植物的品種是不可或缺的（田中長三郎，

1931a）。在臺期間也是田中長三郎從事柑

橘研究的興盛期，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在

這個時期發表，他由植物學、品種學與分類

學理論面向，對柑橘進行全面的研究，致力

於填補人類對柑橘知識的不足，在世界各地

進行田野調查並網羅廣閱各種不同語言、不

同形式的書籍文獻，帶回臺灣做為重要的研

究與教學資源。

柑橘分類研究最大的困難在於品種起

源早且分佈廣，因此種類繁多分類不易。相

關研究證實柑橘起源於喜馬拉雅山脈的東南

地區，西元前300年，部份柑橘品種隨著亞

歷山大大帝的東征被帶至希臘以及地中海沿

岸地區，1493年則隨著哥倫布的探險，柑橘

被帶到了美洲中部，再拓展至加勒比海地區

與新大陸，最終在16、17世紀時經由南美洲

與北非等地區傳播至澳洲。整體而言，柑橘

散布的時距非常長、空間的分布則由亞洲往

東、西、南方散布，因此大幅增加了各地區

特化原生種與特有種的發生（Laszlo, 2007; 

Wu et al., 2018）。在此背景下，田中長三郎

為了考察各類柑橘的起源，逐一造訪世界各

地的標本館，並著作文章詳述各種柑橘在世

界上的地理分佈（田中長三郎，1932b、

1935b、1935d）。在考察過程中，有些

田中長三郎原本認為是日本野生種的柑橘

品種，竟也在臺灣發現蹤跡，因此組織小型

調查團由臺北前往臺東山區並一路南行進行

調查，以了解臺灣山林中野生柑橘的品種、

生長環境與分布狀況，並依據此次的調查結

果，針對柑橘分布的情況在期刊上予以修訂

（田中長三郎，1926、1931b）。此外不僅

是對柑橘的研究，田中長三郎在考察過程中

也協助臺灣山地的規劃開發，並與企業合作

共同研擬計畫（田中長三郎，1935a），為

臺灣山林經濟效益做出貢獻。

由生物學觀點來看，柑橘屬被認為是

組成最複雜、最難分類的（林書妍等人，

2011），而植物命名與分類須仰賴蠟葉標本

作為參考依據（Witteveen, 2015），因此想

釐清繁複的柑橘屬下所含括之各種柑橘種類

並予以正名及明確分類，就需考察大量既存

蠟葉標本，這也是植物分類學研究的首要基

礎工作（Delendick, 1990）。田中長三郎親

自走訪世界各地拜訪當時幾乎所有藏有柑橘

蠟葉標本之博物館、圖書館或植物園，並將

每一個柑橘蠟葉標本的內容詳細記錄在其自

製之蠟葉標本鑑定卡上，記錄項目詳細包含

各地區的蠟葉標本館概況、蠟葉標本館所藏

標本的總數與內含的柑橘標本數量、蠟葉採

集地、已受鑑定之標本其收藏地等資訊。當

時考察這些蠟葉標本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早

期的植物學家記錄標本的方式並未有統一的

規範，因此多半使用自己的母語記錄，即便

是在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推出

生物學分類二名法（Linnaeus, 1753）之後，

雖規範一律使用拉丁學名作為命名規則，但

在栽培植物上仍可自行採用英文、法文、德



111

科學特藏文獻之引用與學術貢獻：以田中長三郎對Penzig文庫的引用為例

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等五種語言來記錄，

故除了需要植物學上的專才外，也要具備相當

的語言能力才能識別。田中長三郎精通多國語

言，甚至包含拉丁文與俄文，他不僅完成辨

識與記錄，還將混亂的標本，包括僅有採集

人姓名、採集地等敘述資訊但未經品種鑑定

的標本等，一一給予校正並附上鑑定卡。

在考察世界各地植物資源期間，田中長三郎

發表許多短篇描述型文章和植物誌，詳實

記錄與描述每個植物區系。他也在當地採集

大量植物並製成蠟葉標本帶回臺灣，並與國

外各大學博物館機構交換交流館藏，十數年

共累積逾三萬件的外國植物標本，均成為臺

大重要的學術研究資源。

柑橘屬的分類難題，除了生物學的原

因之外，也受到早期命名規則過於簡略的影

響。林奈的現代生物分類學僅依據植物型

態建立分類標準，未能考慮其遺傳學上的親

緣關係，因而產生了相當的限制與不合理之

處（Wu et al., 2018），因此對於品系複雜

而龐大的柑橘屬而言，在分類上更顯混亂與

困難。田中長三郎正是由於知悉Otto Penzig

收藏有林奈分類學問世之前的植物學古籍圖

鑑，因此認為Penzig文庫對區分、辨識以及

瞭解柑橘的親緣關係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

價值（田中長三郎，1935c）。當時在美國

農業部擔任研究員，也是邀請田中長三郎

赴美共同進行柑橘研究的育種與生理學家

W. T. Swingle（1871-1952），於1948年大量

整理了柑橘屬與其近緣植物的資料，根據外

觀特徵，提出柑橘屬下16個種（species）的

分類方式，整個植物學界才對柑橘的分類有

了初步的共識。田中長三郎則在Swingle的

基礎之上，除了外觀特徵，進一步參考花

絮、胚色與種子型態等特徵，並參考大量的

文獻資料中對親緣關係的描述，為柑橘屬建

立了更完整細緻的分類架構。田中長三郎於

1954年提出田中分類法作為對柑橘分類學架

構的修訂（Tanaka, 1954），將柑橘屬分為

原生與後生兩個亞屬，並在亞屬下再分區，

共定義出162個種，釐清了柑橘複雜的類別

與從屬。自此之後兩大柑橘分類系統確立，

為與Swingle學派分類區隔，植物分類學研

究者稱Swingle分類法為「大種分類法」，

田中分類法為「小種分類法」，在學術研究

上經常並行使用兩種分類法（林書妍等人，

2011；許再文等人，2015；Befu et al., 2000; 

Krueger & Navarro, 2007; Nicolosi, 2007）。

田中分類法突破了Swingle分類法中類別內

過度相似的問題，以遺傳學、細胞學、植物

地理學等多項學科為基礎來進行詳盡的分

類，在操作上容易辨識與遵循，對於園藝栽

培實務具有非常大的貢獻（楊緒任，1961；

諶克終，1969；Nicolosi, 2007）。在實務上，

法國、西班牙、美國等國家的種源庫在種源

管理實務上採用田中分類法，園藝實務機構

如美國柑橘栽培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itriculture, ISC）和國際柑橘病毒專家

協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itrus 

Virologists, IOCV）也都是採用田中分類法

（Krueger & Navarro,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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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相關文獻之探討與回顧可知，

對於科學研究者而言，特藏資源的書目資料

具有重要的參考與使用價值。相較於零星、

單一的書籍資源與內容，透過歷史書目的描

述與引用文獻分析的支持，有助研究者深入

瞭解特藏資源的主題、種類、型態與價值，

並能連結更多相關的參考資源；不過過去研

究常受限於早期文獻取得與分析的困難，

少有完整的實證探討。而臺大圖書館在建置

《田中文庫》特藏資源的過程中，因緣際會

地同時保存了書目資訊與科學研究者對資源

的使用紀錄，提供了實際驗證科學特藏文獻

引用與學術貢獻之研究機會，因此本研究選

擇以植物分類學家田中長三郎為研究對象，

分析田中長三郎教授在柑橘分類研究過程中

實際使用科學特藏資源Penzig文庫的行為，包

括引用文獻的分布、引用目的與動機等，以

呈現Penzig文庫之結構、特色與學術貢獻。

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田中

文庫》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田中文庫》

中「田中長三郎教授著作」與善本珍籍

「Penz ig文庫」之間的關聯，探討並說明 

田中長三郎如何使用這批植物學主題特藏資

源來進行柑橘分類學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

問題，為了提供《田中文庫》的歷史書目描

述，本研究在第一階段採用文獻分析法，

彙整並考證與田中長三郎、柑橘分類學研

究相關之歷史文獻，以歸納統整並分析

《田中文庫》之發展背景、影響與意義。同

時，為了瞭解田中長三郎如何利用圖書館特

藏資源從事柑橘分類研究，本研究第二階段

採用引用文獻分析法（Smith, 1981）分析

田中長三郎在柑橘品種相關的著作中，引用

善本珍籍Penzig文庫的情形，包括被引文獻、

被引作者與被引主題的相關程度，以瞭解早期

文獻對田中長三郎發展柑橘分類法的影響。

引用文獻分析法是利用書目的參考文

獻來探討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之關聯，並

運用統計學方法對引文進行分析、比較、歸

類，以說明文獻的特性與關係（Huang et al., 

2006）。在本研究中由於受限於善本珍籍的

資料形式與書目完整度，無法直接由文章層

級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以出版品層級，蒐

集引用文獻屬性、引用文獻類型等量化資

料，並對可取得之田中長三郎著作中，有關

被引用文獻的討論或敘述進行分析，以補足

對引用目的與動機的瞭解。

二、 研究對象與資料處理

根據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對特藏資源的

分類與定義（RBMS Bibliographic Standards 

Committee, 2011），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

《田中文庫》中包含了19世紀中期之前出版

的善本珍籍，以及19世紀中期後出版的現代

特藏資源（modern special collection）：19世

紀中期之前出版的善本珍籍均來自Penzig文

庫，現代特藏資源則多為田中長三郎教授著

作與藏書。本研究首先為釐清《田中文庫》

之詳細組成，彙整了目前所有與田中文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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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訊有關之資料，包括田中長三郎個人

的書信或筆記、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

所管理之田中文庫藏書清單，以及由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於1 9 9 8年所出版之《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田中文庫藏書目錄》、

《田中長三郎教授著作目錄》、《國立臺

灣大學圖書館田中文庫植物圖譜》三冊專書，

將田中文庫的詳細書目分布情形摘要如圖一。

根據書目資料彙整結果，《田中文庫》

是由2 , 4 4 6種共3 , 3 2 6筆的圖書資料所組

成，並可區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在

特藏資源分類上屬於現代特藏資源，是 

田中長三郎1945年之前出版的著作，共1,321

筆，均具有完整的書目資訊。第二部分則是 

田中長三郎的藏書，根據圖書館的採訪徵

集紀錄，可再將其區分為Penz ig文庫與非

Penz ig文庫。Penz ig文庫在特藏資源分類

上屬於善本珍籍，並具備列舉書目，共約

1,924種2,500筆，均是與植物園藝學主題相

關的書目。本研究為了瞭解植物分類學家 

田中長三郎對於特藏資源的使用，因此選取

田中長三郎著作中可獲得全文之植物分類學

著作共204篇進行引用分析與內容分析。

臺大圖書館所出版的《田中長三郎教授

著作目錄》中，將1,321筆田中長三郎著作依

據主題或書籍資料標題文意分為33類。本研

究進一步參考田中教授在著作內容中所提及

的論述，發現他對「品種分類」、「產業經

營」與「園藝栽培」等主題有系統性的介紹

與討論，因此本研究首先對田中長三郎著作

進行重新分類，合併相關主題，且邀請一位

園藝學學科專家進行內容效度之檢驗，合併

後之主題類別及對照如表一所示。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選擇「品種分類

研究」一類共314筆著作進行引用文獻分析

與內容分析，這類著作主題涵蓋品種、分類

學、分類學之基礎理論或品種考察，包含了

臺大圖書館原主題類別中的「分類、植物名

註：2018年9月統計資料；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田中文庫》
3,326筆*

田中長三郎著作
1,321筆

Penzig
文庫

2,500筆
可得著作204筆

可得引用文獻792筆

引用善本珍籍

現代特藏資源

田中長三郎藏書
尚無完整書目資料

圖一　田中文庫的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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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田中長三郎著作主題之重新分類

本研究合併後主題類別 臺大圖書館原主題類別 數量 總數（%）
品種分類研究 分類、植物名錄及研究法 145  314 （23.77）

種源、資源、地理分布、地區、類別 95
品種特論 47
品種改良 27

一般論說 植物學概論 210  210 （15.90）
產業政策及經貿 產業政策及經貿：產業政策、產業經營、產

業走向
136  182 （13.78）

產業政策及經貿：國外市場、價格、貿易及
協定

19

產業政策及經貿：機構與組織 18
產業政策及經貿：國內市場、價格及輸出入 9

園藝栽培管理 栽植及技術 57  137 （10.37）
繁殖 23
土壤、水土保持 20
肥料、施肥 17
成本費用 10
藥劑及生長素 7
果園管理 3

問答專欄 田中長三郎與學者、專家、民眾問答紀實 113  113 （8.55）
各地考察心得、調查報告 田中長三郎田野調查、產業概況調查報告 104  104 （7.87）
天災與病蟲害防治 病害及防治 58  73 （5.53）

蟲害及防治 10
天然災害及防治 4
病蟲害及天災 1

辭書、書籍、序、人物 字典、參考書、介紹型書目 68  68 （5.15）
農產品加工運輸及管理 產量 25  61 （4.62）

加工利用 24
貯藏及保存法 7
運輸 3
選果 2

生理、遺傳、成分 與植物生理遺傳相關資料與筆記 27  27 （2.04）
會議記事 會議紀實、筆記 18  18 （1.36）
型態 與植物型態相關之記錄與筆記 6  6 （0.45）
一般與雜記 田中長三郎記錄隨想 5  5 （0.38）
總說 田中長三郎對植物學研究之定位與價值觀 3  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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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及研究法」145筆、「種源、資源、地理

分布、地區、類別」95筆、「品種特論」47

筆與「品種改良」27筆。

為了進行內容分析，本研究逐一查詢這

314筆著作內容，將著作分為可獲得與不可

獲得兩類：可獲得的文獻指可由實體文獻或

電子檔案下載等方式獲得全文；不可獲得之

文獻乃指因年代久遠、資料佚失等不可抗力

之因素而無法取得之著作，最後取得可分析

之田中長三郎著作共204筆。將這204筆著作

之引用文獻建檔後，共獲得1,633筆引用文

獻，並以人工方式逐一比對包括《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館田中文庫藏書目錄》與臺大圖

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無日期），以及臺大圖書館特藏組

所提供之田中文庫藏書清單，扣除非西文

文獻、日文文獻以及Otto Penzig去世後才

出版的文獻，最終使用792筆引用文獻進行

分析。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與引用文獻分析

的結果，依《田中文庫》的主要成分，依

序說明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田中文庫》

在內容主題的分布情形與關聯。首先報導

田中長三郎著作的主題分布，以及與柑橘

分類研究之間的關係；其次描述Penz ig文

庫中各文獻資料的整體時間分布狀況，最

後呈現田中長三郎對Penz ig文庫文獻的引

用情形。

一、 田中長三郎著作主題分布

為了瞭解田中長三郎著作的主題分布

情形，在初步瀏覽204筆著作內容時發現除

了柑橘之外，也包含其他植物品種、分類或

綜論等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參考柑橘研究

領域期刊之主題關鍵字，進一步對著作內容

進行分類，以描述著作與柑橘分類主題的關

聯。分類結果如表二所示，主題關聯程度共

分五個等級，1為主題關聯程度最低，5為主

題關聯程度最高：著作內容如同時包含「柑

橘」、「分類」與「品種」相關內容，則給

定主題關聯程度為5；著作內容包含「分類

學基礎理論」、「柑橘品種」或「柑橘分類

學」三類主題中任何一類，給定主題關聯程

度為4；若著作內容論述柑橘但未探討品種

特性或分類學主題時，主題關聯程度為3；

論述熱帶植物資源等涉及柑橘但非專以柑橘

為主之著作，主題關聯程度為2；而廣論植

物學文獻，無提及柑橘之著作內容，則給定

主題關聯程度為1。

主題關聯程度的分級策略與內容效度經

柑橘研究專家評估，並由兩名評分者進行關

聯程度的評定（Kappa = .82）。表二為依據

與柑橘分類研究的主題關聯程度，所彙整之

田中長三郎品種分類研究著作分布概況，其

中近七成（137筆，67.15%）均有與柑橘品

種分類研究直接關聯之描述內容。

本研究亦參考柑橘研究領域期刊之主題

內容分類，將所有著作依主題內容與發表型

態區分為學術、技術、經濟、講座、文獻、

資料，與其他共七種著作類型：「學術」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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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學術研究、理論基礎等相關著述；「技

術」則為園藝學在栽植、培育、疾病防治等

實務上之著作；「經濟」為經濟作物、產地

等主題；「講座」則為田中長三郎於各地演

講之內容摘要，或是其針對柑橘從命名學乃

至分類學進行一系列分門別類詳細介紹之著

作；「資料」則為各地區植物資源考察報

告、或是相關資源之介紹；「文獻」則為

田中長三郎翻譯為日文的各國文獻，或其節

錄國外文獻並給予簡短的評述及討論之著作；

非以上六種的著作類型則歸類於「其他」。

如表三所示，田中長三郎品種分類

學研究著作中，除了主要透過學術類著作

（54.41%）與專業學術研究社群交流外，

田中長三郎也重視與社會一般大眾、政府、

農民、甚至產業的溝通。他整理柑橘從古至

今的演化、遷徙、學術研究成果，利用講

座、文獻等著作方式進行推廣傳播；特別在

講座類的著作中，除了一般演講的摘要文獻

外，還包含有一個自1927年起共十年連續刊

載在《柑橘研究》期刊上的「柑橘種類學講

義」，是田中長三郎對柑橘品種的系統化

整理。從第一章起分別為柑橘的命名學、

分科學、分種學、紀載學、用語學、標品

學、史學、地理學、書誌學、分類史（上）

（下）、志學、譜學。透過深入淺出的科普

寫作，並大量徵引實例與圖鑑，兼顧理論起

源與基礎的考據，是田中長三郎專為一般大

眾與初學者所準備的柑橘學知識概覽。

同時參照著作類型與柑橘分類學主題關

聯程度的分析結果，也可發現田中長三郎善

表二　柑橘分類學主題在田中長三郎品種分類著作中之分布

主題關聯程度 內容主題 數量 比例（%）
1 非關柑橘 30 14.71
2 非專指柑橘 33 16.18
3 柑橘（其他主題） 4 1.96
4 柑橘品種 63 30.88

柑橘分類學

分類學基礎理論（含命名學與分類學）

5 柑橘、分類、品種 74 36.27
總數 204 100

表三　田中長三郎品種分類研究之 
著作類型

著作類型 筆數 比例（%）
學術 111 54.41
講座 18 8.82
文獻 18 8.82
資料 10 4.90
技術 7 3.43
經濟 3 1.47
其他 37 18.14
共計 2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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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傳播形式，與不同經驗背景的對象

溝通柑橘分類學的主題知識。如表四所示，

學術類著作共111筆中有50筆（45.05%）、

講座類著作共18筆著作中幾乎全數（16筆，

88.89%）的主題內容與柑橘分類學主題有直

接關聯。

二、 《田中文庫》特藏資源時間分布

除了田中長三郎的著作之外，《田中

文庫》的組成主要是19世紀中期前後所出版

的善本珍籍與現代特藏資源，臺大圖書館

在1998年彙整之際將其定義為田中長三郎

藏書（夏麗月，1998），並可再分為Penzig

文庫與非Penz ig文庫。如圖二所示，特藏

表四　田中長三郎著作類型與柑橘分類學主題關聯程度

著作類型
柑橘分類主題關聯程度

總數
5 4 3 2 1

學術 50 33 1 16 11 111
講座 16 1 0 1 0 18
文獻 4 11 1 0 2 18
資料 0 0 0 10 0 10
技術 0 4 1 2 0 7
經濟 0 2 0 0 1 3
其他 4 12 1 4 16 37
總數 74 63 4 33 30 204

圖二　田中長三郎藏書之時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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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時間分布顯示相關主題文獻最早出

現在1500年，自1750年起有明顯的增長趨

勢。進一步對照植物分類學發展的歷史，

林奈是在1753年發表《植物種誌》（Species 

Plantarum）提出現代生物分類學，開啟了

植物分類學研究的蓬勃發展，19至20世紀

整體文獻數量都呈現持續增長，且文獻類

型主要仍為專著、植物誌、修訂等書籍形

式。事實上植物學領域直至1931年才出版

第一本專業期刊Bri t ton ia，而田中長三郎

在1918年協助美國農業部解決柑橘潰瘍病

（citrus canker）的過程中即體認到學術研究

在國際之間傳播的重要性（Tanaka, 1918），

並有感於許多與品種發現相關的內容，需要

比專著文獻更即時的管道，因此1927年創辦了

《柑橘研究》期刊，作為定期發行並促進學

術傳播體系內的交流溝通。他的遠見也在後

續植物分類學領域的歷史中獲得見證，國

際植物分類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lant Taxonomy）在1953年發行官方學術

刊物Taxon，美國植物學分類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Taxonomists）則是在1976年創立

Systematic Botany，期刊文獻才逐漸成為現代植

物學研究者重要的參考資源與發表管道。

三、 田中長三郎引用Penzig文庫之情形

田中長三郎的引用行為，與典型植

物分類學家的引用行為相仿（D e l e n d i c k, 

1990），引用文獻所跨越的時距大，含括

了16世紀到20世紀的植物學文獻，且大量

引用古老的文獻，有87.5%的文獻都是在

1900年前所出版的書籍資料。具體而言，

對《田中文庫》的引用文獻分析結果顯

示，田中長三郎的204筆品種分類研究著

作中，共引用Penzig文庫184次（184/792，

23.23%），為來自65位作者的78筆著作，

被引文獻多屬於專著與植物誌之出版形

式。如表五所示，其中有4位作者所著之四

冊書籍經常被田中長三郎引用（53/184，

28.80%），主題均為有關植物親緣關係的

理論論述與修訂。此外，田中長三郎在與柑

橘分類學研究直接關聯的17筆著作中，共

引用這些文獻35次，特別在綜述柑橘分類

理論基礎時（田中長三郎，1919；Tanaka, 

1954），經常同時引用這四冊文獻。

引用次數最高的文獻為Emanuel Bonavia

（1826-1908）於1890年發表的印度與錫蘭的

栽培柑橘The cultivated oranges and lemons of 

India and Ceylon。該文獻根據內容與寫作方

式，屬於植物誌的出版形式，由科學與經濟

觀點，分門別類詳細介紹印度以及錫蘭地區

生長的所有柑橘種類，但同時內容還論及栽

培法、貿易、形態學、史學等多個主題。由

於印度周邊地區是柑橘類的發源地，該地區

的柑橘品種也非常繁雜，據此可推論該植物

誌對田中長三郎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此外

田中長三郎亦曾評論此書為近代的柑橘學曠

世巨作（田中長三郎，1932a），高度肯定

植物誌詳實記載的內容，以及作者對園藝與

社會發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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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高被引文獻為Adolf Engler（1844-

1 9 3 0）於1 8 9 7年出版的自然植物科D i e 

natürlichen pflanzenfamilien: Nebst ihren 

gattungen und wichtigeren arten insbesondere 

den nutzpflanzen。Engler為德國籍的植物學

家，專精於植物分類學，這本書籍是Engler

對全植物分類架構提出修訂（revision）的

專著出版，詳細說明各種架構修訂的細節

（Stace, 1991），田中長三郎認為此書為植

物鑑定（identification）提供了完整而重要

的參考依據，對於他進行柑橘品種分類命名

與種系發展史有顯著影響（田中長三郎，

1932a）。

被引次數第三高的是P e t e r  O s b e c k

（1723-1805）在1757年出版的東印度之

旅日記Dagbok öfwer en Ostindisk resa åren 

1750, 1751, 1752. Med anmårkningar uti 

naturkunnigheten, fråmmande folkslags språk, 

seder, hushållning, m. m.。作者Osbeck為瑞典

的博物學家，是林奈的學生，曾經造訪中國

及印度進行植物品種的考察與研究，此書內

容即為其在中國與印度的見聞與研究，亦屬

於植物誌形式的出版。田中長三郎在其著作

《柑橘分類論爭史》一文中提到Osbeck由於

進行實地考察，而常能超越概念層次的分

類，不拘泥於文獻中所記載的關係，因此

田中長三郎認為Osbeck在一些柑橘品種判

定與命名上的鑑別力，甚至超越林奈

（田中長三郎，1935c）。而田中長三郎自

己在博覽群書之際，仍然堅持前往各地進行

田野調查、標本採集，足跡遍及歐洲、亞

洲、美洲大陸，也受到Osbeck很大的影響。

被引次數第四高的是義大利植物學

家Giovanni Baptista Ferrari（1584-1655）

表五　田中長三郎引用Penzig文庫之書目資訊與引用次數
引用 
次數

引用 
著作

書目資訊 文獻形式
佔總引用次數 
之百分比

19 1 Bonavia, E. (1890). The cultivated oranges and 
lemons of India and Ceylon.

植物誌（flora） 2.40

15 1 Engler, A. (1897). Die natürlichen 
pflanzenfamilien: Nebst ihren gattungen 
und wichtigeren arten insbesondere den 
nutzpflanzen.

修訂（revision） 1.89

10 1 Osbeck, P. (1757). Dagbok öfwer en 
Ostindisk resa åren 1750, 1751, 1752. 
Med anmårkningar uti naturkunnigheten, 
fråmmande folkslags språk, seder, 
hushållning, m. m. På fleras åstundan 
utgifwen af Pehr Osbeck ... Jåmte 12 tabeller 
och afledne skepps-predikanten Toréns bref.

植物誌（flora） 1.26

9 1 Ferrari, G. B. (1646). Hesperides sive de malorum 
aureorum cultura et usu libri quatuor.

專著（monograph）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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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 6 4 6年出版的關於柑橘類的圖文介紹

Hesperides sive de malorum aureorum cultura 

et usu libri quatuor。Ferrari在園藝、花卉、

果實上都有相當的研究，並透過詳細的描

述與分析來嘗試對物種進行命名及分類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2018），本書

也是17世紀歐洲最精彩也最精準的植物學著

作之一。田中長三郎在講座類著作中引用本

書對於柑橘考古學與神話傳說，在其學術類

著作中援引摘錄本書中根據大量柑橘標本的

觀察結果進行柑橘分類描述的作法，並曾評

價此專著是柑橘學文獻最早的權威著作，樹

立了柑橘分類研究的里程碑（田中長三郎，

1932a）。

對照田中長三郎著作內容與上述四筆

高引用文獻的結果顯示，田中長三郎使用前

三筆文獻進行柑橘品種型態、命名、歷史、

分類與起源的調查，並參考第四筆文獻來對

柑橘分類法的架構進行修正，從而兼顧理論

架構、歷史考據、品種鑑定，以建立田中分

類法，顯示這四筆文獻對柑橘分類研究具有

重要參考價值。此外，在從事柑橘分類學研

究的不同階段，田中長三郎也使用不同形式

的文獻：首先重視對既存柑橘物種的鑑定、

區分與命名，由於需要依賴形態學的特徵，

田中長三郎因此大量參照與蒐集各地區標

本，並依賴記載分布地區、外觀、型態的植

物誌，但這些敘述型文獻通常是即時的出

版，內容的重複性也高，所以需要進一步的

整理，對柑橘屬內已經描述過的所有分類進

行綜合的分析，於是田中長三郎在這個階段

發表許多柑橘屬下不同品種的修訂，同時也

參照修訂型文獻來檢查分類與命名。最後累

積長時間的研究歷程與成果，逐步形成對柑

橘的種系發展史完整的認識與瞭解，才發展

出田中分類法，並參照記述事實也提出觀點

的專著型文獻，確立他的小種分類主張。此

外值得一提的是，田中長三郎的語言能力出

眾，閱讀上述以英文、德文、瑞典文及義大

利文著述文獻，全不需經他人翻譯而能親自

閱讀第一手資料，也能排除常見的文獻誤譯

問題。

在田中長三郎所有的著作中，有使用

Penzig文庫文獻的著作共有40筆，其中38筆

（95%）是柑橘分類研究著作。根據著作內

容，參照引用分析結果顯示出Penzig文庫文

獻對田中長三郎發展小種分類法，由初期概

念發想到後期完善整體分類架構，提供了

具體的助益：1919年田中長三郎所發表之

學術類著作柑橘分類基礎研究〈柑橘分類

に關する基礎的研究〉一文，共引用24筆來

自Penzig文庫的文獻，是使用Penzig文庫文

獻最多的著作。此著作內容論述西方分類

學的大種主義為何無法適用於柑橘分類，

田中長三郎認為柑橘起源地在東方，亞洲

地區的柑橘種類比西方繁雜許多，若採用

大種主義分類法會造成柑橘品種及名稱的

混亂。他在本文中自林奈的《植物種志》

（Species Plantarum）開始論述，徵引各類

植物誌與專著，論述大種主義在柑橘品種分

類上會遇到的問題，最終結論提出小種主義

分類法的立基。於1954年發表的柑橘分類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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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Species problem in Citrus: A critical study of 

wild and cultivated units of citrus, based upon 

field studies in their native homes著作中則引

用了23筆Penzig文庫內的文獻，參考大量的

敘述短文（article）與植物誌，討論全世界

各柑橘分布地區的考察證據。此著作的發表

也使田中長三郎獲得九州帝國大學理學博士

學位，是他獲得的第二個博士學位。

1925年發表的檸檬的命名《Lemonの學

名に就て》，其中有12筆來自Penzig文庫。

而1926年發表的《Grapefruitの學名に就て》

則有11筆來自Penzig文庫，這兩筆著作都是

田中長三郎的早期研究著作，專門針對柑橘

屬的單一種類與命名辨識進行詳細的探討。

另外兩筆著作為1935年發表的《柑橘分類

論爭史》以及1932年法文著作〈柑橘在原

產國以外的演化〉（Acclimatation des Citrus 

hors de leur pays d’origine），各自引用11筆

來自Penzig文庫內之文獻。《柑橘分類論爭

史》引用與討論多部專著型文獻，詳細羅

列並比較林奈時期的柑橘學名，與根據田中

分類系統命名柑橘學名的差異，分析小種主

義與大種主義的優缺點，最後再次重申小種

主義對於柑橘分類的適用性。發表於法文期

刊《應用園藝研究》（Journal d’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的

文章則是論述柑橘在原產國之外的適應與品

種馴化，引用植物誌來闡釋不同地理區域的

柑橘分布與屬性，說明品種適應的狀況與品

種馴化的作法。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應用書目計量方法，基於植物分

類學領域具代表性研究者田中長三郎實際使

用圖書館特藏資源的行為，為臺大圖書館特

藏資源《田中文庫》的價值與貢獻，提供歷

史書目的描述與引用文獻分析的支持。本研究

以《田中文庫》中可獲得之204筆田中長三郎

著作，以及所引用之792筆文獻進行引用文獻

分析，並檢視著作與被引文獻之實際內容，

說明田中長三郎的引用動機與目的。研究結

果顯示Penzig文庫為田中長三郎發展柑橘分

類法，由初期概念發想到後期完善整體分類

架構，提供了具體的助益。田中長三郎的著

作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引用文獻來自Penzig

文庫（23.23%）；而有引用Penzig文庫的40

筆著作中，有95%是與柑橘分類學主題高

度相關，顯示Penzig文庫文獻對柑橘品種命

名、起源、地區與種系發展研究而言，具有

重要的參考價值。對照田中長三郎在不同的

研究階段，對不同主題與類型文獻的使用情

況，本研究結果呼應植物分類學研究者的典

型引用行為（Delendick, 1990），亦印證臺

大圖書館所保存的特藏資源，對於柑橘分類

研究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田中長三郎著作中所引用的792筆特藏

資源中，除了Penzig文庫之外，田中長三郎

也使用了西文善本珍籍、田代文庫、國會分

類法舊籍、亞洲研究等文庫內的藏書，在特

藏資源的管理實務上，本研究之結果證明了

臺大圖書館各個特藏文庫之間具有新的主題

連結，並可為植物分類學領域研究者提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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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書單，作為臺大圖書館特藏資源的利用指

引，增進特藏資源的再利用。此外，本研究

利用引用文獻分析方法所得之研究結果，也

能補足臺大圖書館田中文庫之書目資料，例

如田中長三郎在其〈柑橘分類に關する基

礎的研究〉一文中引用1831年出版的Hortus 

Cantabrigiensis一書，臺大圖書館田中文庫

書目資料中顯示此書作者為未知，但根據

田中長三郎的三筆著作引文可確認該書應為

James Donn所撰，因此本研究結果也能提供

圖書館對田中文庫書目資料進行校正與補遺

之直接參考。

本研究為極少數在書目計量領域中，對

圖書館特藏資源進行引用文獻分析之實證研

究（Griffin, 2020）；同時，過去植物分類學

領域之書目計量研究僅呈現領域或單一學術

期刊中的學術傳播概況（Biswas et al., 2007; 

Walton & Morris, 2013），本研究則進一步

為植物分類學家對各種類型之善本珍籍的引

用行為提出了具體的描述與證明。在研究方

法上，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與引用文獻分析

方法，對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源推廣研究與實

務做出貢獻，特藏資源的採訪與管理對許多

圖書館來說，常因書目資料不全或無法判別

作者、著作年代而有缺漏，透過引用文獻分

析與內容分析，能提供交叉參照結果來進行

補遺或校正。在實務上，透過文獻分析所呈

現的歷史脈絡，能為《田中文庫》補足歷史

書目資訊，而引用文獻分析結果所揭示的柑

橘研究科學網絡，則有助圖書館與相關研究

領域讀者對特藏資源主題內容，形成更完整

的認識與理解，引發對特藏資源的關注與利

用。不過，本研究受限於特藏資源內容與主

題的部分特徵，有以下研究限制需注意：

早期文獻由於在格式上缺乏統一規範，且

Penzig文庫所藏包含拉丁文、法文、德文、

義大利文等15餘種歐美語文，因此臺大圖書

館所建置之原始書目資料可能存在部分無法

避免的缺漏或錯誤。本研究雖在資料蒐集

與分析階段，透過人工方式逐一翻閱確認

田中長三郎之204筆著作內容，並與Penzig

文庫書目參照檢查，但部分文獻由於年代

久遠、保存狀態不佳、或內容已無法判讀而

需排除，因此未能對《田中文庫》內所有

三千餘筆之特藏資源進行完整分析。此外， 

《田中文庫》的建置歷程不僅涉及善本珍籍

的購置，還包含田中長三郎身兼圖書館館長

與植物分類學研究者的雙重身份、國家、機

構與戰亂等複雜因素，雖然反映了特藏資源

獨有的歷史意義與參考價值，但同時也顯示

《田中文庫》在建置與利用上，與現代特藏

資源可能存在差異，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在

參考推論時，須納入情境與時間因素綜合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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