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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臺灣最具影響力 
學術資源發布記者會暨頒獎典禮

吳亭佑 國家圖書館館知識服務組助理編輯

一、緣　起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為我國出版品

之法定送存機關，除紙本圖書、電子書、視聽資

料外，期刊及全國各大學校院博碩士學位論文均

為送存對象。基於資訊自由與「公開取閱」之精

神，方便研究者進行學術研究參考，在教育部的

支持下，國圖特建置3個極為重要之資料庫：「臺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期刊論文

索引系統」及「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

料庫」；凡取得授權之電子全文皆開放於網際網

路，研究者可自由存取；透過此3資料庫間相關資

料資源之整合及串連，研究者能有效檢索到所需

資料，可謂華文學術研究之三大利器。

國圖自100學年度起，每年針對「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所收錄的全國142所大學之博

碩士論文資料，進行國內大學校院學位論文研究

趨勢、影響力、學位論文送存及授權率、熱門點

閱及下載排行等統計與分析，並提出「臺灣各大

學博碩士學生研究趨勢報告」，已成為國內學術

研究之重要指標；而「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資料庫」自民國102年9月上線以來，訪客人

次至今已累積至4千6百多萬人次；「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系統」更是長久以來國內重要的學術期刊

資料庫之一。

基於三大資料庫豐富的大數據資源，本館進

行資料分析，統計出最具影響力之學術資源，於

去（105）年首度舉辦「臺灣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發

布記者會」並於會中頒贈學術影響力獎項，活動

立意深獲各界肯定。延續去年之成果，106年再次

辦理「臺灣最具影響學術資源發布記者會暨頒獎

典禮」，盼透過每年之頒獎表揚，增加學術單位

之榮譽感，彰顯政府對學術資源開放取用及公開

傳播的重視。

二、活動及獎項說明

本（106）年度活動係分別針對本館建置之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灣人文

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及「臺灣期刊論文

索引系統」進行數據分析，依獎項列出獲獎名單

後，並由本館知識服務組統籌整體活動之規劃與

執行。

105年規劃頒發7大獎項，包括臺灣博碩士論

文知識加值系統之「最佳學術傳播獎、最佳學術

典藏獎、最佳學術曝光獎、知識分享獎、學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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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獎」；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之

「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以及當年度國圖紙本

期刊調閱次數排名之「最佳人氣期刊」等獎項。

今年延續前述獎項，另將期刊調閱獎項改為「最

佳調閱人氣期刊」，並依據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之全文影像下載總數排名，新增「最佳下載人

氣期刊」，共8大獎項。106年之獎項及統計方式

如下：

（一）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分析全國142所大學校院104學年度截至106

年2月15日止所送存之學位論文，各獎項及組別分

為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公立技職、私立技職等4

組，各組公佈前5名。

1. 最佳學術典藏獎：送存率最高之大學校院。

2. 最佳學術傳播獎

（1） 最佳學術傳播獎（ I）：電子全文「授權

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2） 最佳學術傳播獎（II）：電子全文「授權

率」最多之大學校院。

3. 最佳學術曝光獎

（1） 最佳學術曝光獎（I）：「點閱率」最高之

大學校院。

（2） 最佳學術曝光獎（II）：「點閱數」最高之

大學校院。

4. 知識分享獎

（1） 知識分享獎（I）：電子全文「下載率」最

高之大學校院。

（2） 知識分享獎（II）：電子全文「下載數」最

高之大學校院。

5. 學術影響力獎：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綜

合指標包括：全文授權、全文授權率、全文送

存率、書目點閱數、書目點閱率、全文下載

數、全文下載率等七大分項指標之序分總分。

（二）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1. 最佳調閱人氣學術期刊：105年國圖紙本期刊館

藏調閱最多之學術性期刊前10名。

2. 最佳下載人氣學術期刊：105年國圖館內外電子

全文下載利用篇數最多之學術性期刊前10名。

（三）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

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

文索引系統依科技部所頒定之學門分類，將所收

錄的資料分為18學門；目前資料庫收錄文獻完整

建檔年份為民國87至104年，依據18學門之所有期

刊被資料庫內所建置之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

書及專書論文等資料引用次數的總數，統計每學

門年度被引用次數最高之前3名期刊。

三、活動過程

106年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發布記者會暨

頒獎典禮於3月31日假本館國際會議廳舉行，依得

獎名單邀請獲獎單位與會，並邀請教育部終身教

育司黃月麗司長蒞臨頒獎。

活動於上午10時開始，由臺北市立大學管

樂社帶來莫札特的「魔笛」及韋瓦第的「四季幻

想」兩首活潑、優美的曲目，為頒獎典禮揭開序

幕。典禮開始首先由黃月麗司長代表致詞，黃司

長除肯定本館致力於保存優良學術資源，也感謝

各界來賓共同為學術資源開放取用而努力；曾淑

賢館長代表國圖感謝教育部長期以來的支持，使

本館豐富館藏資源得以妥善發揮運用；同時強調

國圖除了藉由學位論文透明、自由、公開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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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結合輿論與全民共同發揮監督力量之外，

進而也藉此保障作者的權益，遏止抄襲與代寫歪

風，讓心存僥倖者無所遁形。

會中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統計與測

驗研究所楊志堅教授進行「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

資源分析」報告，楊老師同時也是臺灣人文及社

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的諮詢委員，代表介紹本

次數據分析之結果；楊老師更以本身的專業，提

出「長期引用指數（Longitudinal Citation Scale, 

LCS）」概念，長期引用指數為重視人文及社會學

科研究成果長遠影響所建立的指標，可展現出人

文及社會科學領域中具深遠影響力文獻的相對地

位，突顯人文社會科學核心價值；楊老師盼長期

引用指數概念能為人文社會學科帶來新的氣象。

頒獎典禮於分析報告後登場，首先由黃月麗

司長頒發博碩士論文系統獎項，包括：「最佳學

術傳播獎、最佳學術典藏獎、最佳學術曝光獎、

知識分享獎、學術影響力獎」；接續由曾淑賢館

長頒發「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最佳調閱人

氣期刊」及「最佳下載人氣期刊」等獎項；頒獎

最後，黃司長與曾館長邀請全體獲獎單位及領獎

代表一同合影。

本次活動共計約有113個期刊出版單位及大學

校院、多家媒體及近200位貴賓與會，許多來賓在

會後向本館致意，感謝本館給予的榮譽及肯定。

四、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分析

106年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分析簡介如

下：博碩士論文方面，針對104學年度（104年8月

1日至105年7月31日）全國大學校院學位論文進行

資料分析與統計；交通大學的學位論文電子全文

開放利用全國第一，榮獲授權與送存雙冠王；臺

灣師範大學的學位論文穩居引用與下載冠軍；熱

門研究議題方面，幸福感議題持續發燒，高雄醫

學大學的相關論文五度蟬聯全國學位論文被引用

冠軍。私立大學及技職校院也表現不凡；朝陽科

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南華大學、逢甲大學、

輔仁大學、實踐大學、文化大學及東海大學皆表

現亮眼，在學位論文的送存、授權、點閱、下載

等方面皆有亮麗表現；綜合表現方面，則由臺北

市立大學、南華大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樹德

科技大學分別獲得公私立大學及技職校院組年度

學術影響力綜合排名最大贏家。

臺灣出版的學術期刊方面，《臺灣法學雜

誌》、《稅務旬刊》、《月旦裁判時報》等期刊

105年在國圖的調閱率最高，獲頒「最佳調閱人氣

學術期刊獎」前3名；值得注意的是，前5名的期

刊中有3種是法律類期刊，顯見民眾對法律相關知

識的渴求。另一方面，《國文天地》、《警學叢

刊》、《高雄護理雜誌》等期刊105年在國家圖書

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的全文下載次數最

多，獲頒「最佳下載人氣學術期刊」前3名，本館

所出版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及《漢學研究》

亦分別獲得「最佳下載人氣學術期刊」第4名及第

6名。

人社學術期刊引用方面，利用「臺灣人文

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的數據，統計期刊被

各類型文獻，包括期刊、專書、專書論文及學位

論文引用之總數，呈現期刊被引用的整體情形，

進行影響力排名，並公布綜合、文學、語言學、

歷史學、哲學 /宗教研究、人類學、教育學、心

理學、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傳播

學、區域研究及地理、藝術學、管理學、體育

學、圖書資訊學等18個學門引用排行前3名的期

刊，頒贈「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獎項。各學門

第一名如下表（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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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學門 期刊刊名 期刊

學位

論文

專

書

專書

論文

被引用

總次數

1 綜合 護理雜誌 2885 519 26 19 3449
2 文學 中外文學 2324 1790 842 264 5220
3 語言學 語言暨語言學 678 92 30 114 914

4 歷史學
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集刊
2232 1530 962 358 5082

5 哲學宗教

研究
鵝湖 671 1781 276 13 2741

6 人類學 民俗曲藝 736 351 182 54 1323
7 教育學 教育研究月刊 2799 3149 205 214 6367
8 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報 2325 1162 74 49 3610

9 法律學
國立臺灣大學法

學論叢
1725 731 53 16 2525

10 政治學 問題與研究 1863 1304 366 120 3653
11 經濟學 經濟論文叢刊 1221 291 46 48 1606
12 社會學 社區發展 4438 1638 311 266 6653
13 傳播學 新聞學研究 2063 594 88 60 2805

14 區域研究

及地理
戶外遊憩研究 1980 280 22 24 2306

15 藝術學 博物館學季刊 1255 282 91 7 1635
16 管理學 管理學報 2104 903 6 28 3041
17 體育學 大專體育 4217 413 9 2 4641

18 圖書

資訊學

中華民國圖書館

學會會報
695 97 188 39 1019

五、結　語

本項頒獎典禮之舉辦已邁入第二年，國圖的

學術影響力資源分析皆係依照系統數據，秉持公

正、透明、嚴謹之計算方式，公布統計結果，盼

能藉此鼓勵優良學術資源，彰顯學術資源開放取

用及公開傳播的重要性。

今年活動結束後，博碩士論文獎項因部分

媒體刻意報導而引發臺大之誤解，本館也針對此

事件發布聲明，強調本館肩負國內唯一之博碩士

論文法定寄存圖書館之責，建置「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無論在資料的新穎性、完

整性、正確性、權威性、影響性乃至重要性皆屬

獨一無二，更提供民眾無償下載已授權之電子全

文，非任何型態之民間商業資料庫所能比擬；而

在知識產權保障部分，國圖早於102年起完成「國

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公開閱覽及延後公開處理原

則」等配套措施，且「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亦完成其書目與全文之延後公開或完整隱

藏功能，藉以保障研究生與指導教授之權益。

又，本活動頒發博碩士論文獎項用意在於

彰顯全國大學校院學術影響力並感謝各校對於學

位論文OpenAccess（OA）貢獻；今年特別設計

綜合指標統計排名，計分方式依公立大學（計37

校）、私立大學（計36校）、公立技職校院（計

14校）、私立技職校（計55校）各組分項排名，

分別依博碩士電子全文授權數、全文授權率、全

文送存率、書目點閱數、書目點閱率、全文下載

數、全文下載率等七大分項指標序分總分進行統

計，除不以單一指標的數量做為依據外，歷年論文

書目總數與授權電子全文總數未達500筆之學校不

列入最終排名，以求統計結果的公平性。（注2）

未來國圖將堅持理念，持續以謹慎、完整的

方式統計並發布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也盼

望各界持續給予支持；而圖書館的價值及精神，

也因為優質學術資源無私將智慧結晶提供予大眾

利用得以體現。

＊ 本文「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分析」之博碩士論文、

期刊、人社期刊引用等排名及相關資料由本館知識服務

組王宏德助理編輯、曾彩娥助理編輯、洪淑芬編輯提

供，特此申明和致謝。

注　釋

注1： 106年「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完整獲

獎名單詳見本館首頁活動報導(http://www.

ncl.edu.tw/information_236 _7203.html)

注2： 有關國家圖書館針對自由時報4月1日「國圖

學術影響力獎 臺大不配合沒上榜」及4月6日

「國圖學術影響力前十大沒臺大 臺大駁不符

大眾認知」之回應說明http://www.ncl.edu.tw/

information_237_72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