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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大學學術資源能量風貌：附錄圖表 

圖 1 107學年度學位論文熱門研究主題標籤雲圖 

 

圖 2  107學年「深度學習」相關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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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7學年「服務品質」相關研究主題 

 

 

圖4 108年最熱門檢索詞標籤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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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人文學」之研究主題 

 

 

圖6 「社會學」之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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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管理學」之研究主題 

 

表1 各學門高被引排序第一之研究專書/期刊論文及其總被引用數 

學門 
專書：研究專書 期刊論文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01文學 

黃美娥(2004)。重層現代性鏡像：
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
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
田。 

154 
龔鵬程、齊邦媛(1983)。史詩與詩史。

中外文學，12:2=134。 
61 

02語言 
黃宣範(1994)。語言, 社會與族群

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
究。臺北:文鶴。 

133 
張榮興、黃惠華(2005)。心理空間理

論與「梁祝十八相送」之隱喻研
究。語言暨語言學，6:4。 

20 

03歷史 
吳文星(1992)。日據時期臺灣社

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
中。 

314 
杜正勝(1991)。形體､精氣與魂魄﹣

﹣中國傳統對「人」認識的形成。
新史學，2:3。 

74 

04哲學/
宗教 

楊儒賓(1996)。儒家身體觀。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328 
林麗惠(2006)。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

與成功老化之研究。生死學研
究，4。 

40 

05人類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

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
化。 

360 
張珣(2002)。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

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臺灣大
學考古人類學刊，58。 

42 

06教育 
張明輝(1999)。學校教育與行政

革新研究。臺北:師大書苑。 
163 

陳木金(1997)。國民小學教師教學效能評鑑
量表編製之研究。藝術學報，61。 

45 

07心理 
余民寧(1997)。有意義的學習：概

念構圖之研究。臺北:商鼎文
化。 

162 
鄭伯壎(1995)。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行為。

本土心理學研究，3。 
195 

08法律 

黃榮堅(1999)。刑法問題與利益
思考。臺北:元照。 

黃錦堂(1995)。地方自治法治化
問題之研究-。臺北:月旦。 

 
89 
 

89 

黃昭元(2004)。憲法權利限制的司法
審查標準：美國類型化多元標準
模式的比較分析。國立臺灣大學
法學論叢，33: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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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專書：研究專書 期刊論文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書目資料 
總被
引用 

09政治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

義與國家認同。臺北:揚智文
化。 

290 
盛杏湲(2002)。統獨議題與臺灣選民

的投票行為：一九九○年代的分
析。選舉研究，9:1。 

101 

10經濟 
劉進慶、王宏仁、林繼文、李明

俊漢(1992)。臺灣戰後經濟
分析。臺北:人間。 

140 
林祖嘉(1992)。臺灣地區房租與房價關係之

研究。臺灣銀行季刊，43:1。 
39 

11社會 
王振寰(1996)。誰統治臺灣?：轉

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
構。臺北:巨流。 

249 
夏曉鵑(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

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
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 

183 

12傳播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

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
之論述。臺北:三民書局。 

113 
蔡琰、臧國仁(1999)。新聞敘事結構：

再現故事的理論分析。新聞學研
究，58。 

40 

13區域
研究及
地理 

劉仁民(2016)。戰後臺灣觀光事
業的發展史. (1945-1987)。臺
北:五南。 

89 
徐茂洲(2010)。大學生運動觀光阻礙

量表構念效度驗證之研究。運動
休閒管理學報，7:1。 

80 

14藝術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日治
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一八
九五~一九四五)。臺北:自立
晚報。 

110 
耿鳳英(2006)。虛與實：新世紀的博物館展

示趨勢。博物館學季刊，20:1。 
35 

15管理 
吳思華(2000)。策略九說 : 策略

思考的本質。臺北:臉譜。 
453 

林淑姬、樊景立、吳靜吉、司徒達賢
(1994)。薪酬公平、程序公正與
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
研究。管理評論，13:2。 

110 

16體育 
劉一民(1995)。運動哲學研究：遊

戲、 運動與人生。臺北:師大
書苑。 

95 
季力康(1994)。運動目標取向量表的

建構效度--驗證性因素分析的
應用。體育學報，18。 

93 

17圖書
資訊 

盧秀菊(1988)。圖書館規劃之研
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8 
張保隆、謝寶煖(1996)。大學圖書館

服務品質評估之研究。中國圖書
館學會會報，56。 

26 

 

表2 「5年影響係數(107年)」與「總被引用數」二種指標均進入前五名之期刊 

學門 
「5 年影響係數(107 年)」與「總被引用數」二種指標均進入

前五名之期刊 

01. 文學 《成大中文學報》、《臺大中文學報》 

02. 語言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語言暨語言學》 

03. 歷史學 《新史學》 

04. 哲學宗教研究 [二種指標之前 5名期刊完全無重複] 

05. 人類學 
《民俗曲藝》、《考古人類學刊》、《臺灣人類學刊》、《臺灣原住

民族研究》 

06. 教育學 《教育心理學報》 

07. 心理學 《中華心理學刊》、《本土心理學研究》 

08. 法律學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 

09. 政治學 《中國大陸研究》、《問題與研究》、《選舉研究》 

10. 經濟學 《證券市場發展季刊》 

11. 社會學 《臺灣社會學刊》 

12. 傳播學 《中華傳播學刊》、《新聞學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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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 
「5 年影響係數(107 年)」與「總被引用數」二種指標均進入

前五名之期刊 

與電視》 

13. 區域研究及地理 《戶外遊憩研究》、《地理學報》、《都市與計劃》 

14. 藝術學 《科技博物》、《設計學報》、《博物館學季刊》 

15. 管理學 《臺大管理論叢》 

16. 體育學 《大專體育學刊》、《中華體育季刊》、《體育學報》 

17. 圖書資訊學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國家圖書館館刊》、《臺北市立圖

書館館訊》、《圖書資訊學研究》、《圖資與檔案學刊》 

18. 綜合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表3 各校教師103-107年各類型著作被不同類型文獻引用總次數與篇數 

序號 學校名稱 被引用次數 被引用篇數 

1 國立臺灣大學 1,772 724 

2 國立政治大學 1,281 525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242 612 

4 國立中正大學 620 311 

5 國立臺北大學 532 269 

表4  103-107學年度各校學位論文被學位論文引用之總數 

序號 學校名稱 107 106 105 104 103 合計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7,479  18,117  20,630  22,563  24,224  103,013  

2 國立政治大學 9,675  10,865  13,253  14,558  15,121  63,472  

3 國立臺灣大學 10,506  11,014  11,831  13,343  14,006  60,700  

4 國立成功大學 9,415  10,134  10,959  13,275  13,835  57,618  

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8,898  9,974  11,279  12,295  14,009  56,455  

 

表5  近5年學位論文熱門檢索詞前5名 

名次 104年 105年 106 年 107年 108年 

1 滿意度 滿意度 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 壓力 

2 教育 教育 教育 大數據 大數據 

3 行銷 行銷 大數據 情緒 情緒 

4 雲端運算 運動 滿意度 電子商務 問卷 

5 國小 幼兒 幼兒 繪本 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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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108年學位論文書目被點閱次數較多的碩士論文前10名 

點閱次

數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1 

從中共對台統戰看兩航談判 

作者：韓國瑜（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76/碩士/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蘇起 

2 

透過社群輿情分析探討網路聲量與實際選票之關聯 -以 2018年高雄市長當選

人韓國瑜為例 

作者：葉易修（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MBA學位學程）/107/碩士/商

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鄭宇庭 

3 

地方自治立法權與救濟途徑之研究：以高雄市事業氣候變遷調適費徵收自治條

例（草案）為例 

作者：翁瑞鴻（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02/碩士/社會及行為科

學學門） 

指導教授:黃義盛 

4 

鋁質電解電容器材料最佳組合之研究 

作者：林聰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96/碩士/工程

學門） 

指導教授:侯東旭 

5 

不同粒徑組成土石流流動特性之研究 

作者：賴建信（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研究所/82/碩士/農業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游繁結 

6 

行動支付的發展現況與機會 

作者：商惟雅（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102/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虞孝成 

7 

童年逆境經驗與韌性之研究 

作者：黃昭綺（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碩士班/105/碩士/社會服務學

門） 

指導教授:胡秀妁 

8 

大學生對網路外賣之購買意願研究—以餐飲平台 foodpanda為例 

作者：常大霖（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106/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朱志忠 

9 

應用互動式虛擬實境於旅遊體驗行銷之研究 

作者：蔡慈育（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105/碩士/設計學門） 

指導教授:陳圳卿 

10 

拮抗性桿菌屬（Bacillusspp.）於水稻白葉枯病防治之應用及其作用機制 

作者：王詩雯（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90/碩士/農業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曾德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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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108年學位論文書目被點閱次數較多的博士論文前10名 

點閱次

數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1 

制度與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環境友善行為之影響–以我國綠能法案為例 

作者：曾憲立（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101/博士/社會及行為科學學

門） 

指導教授:吳濟華 

2 

受體摻雜或共同摻雜對於鈦酸鋇之多層陶瓷電容器的應用 

作者：李煥文（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研究所/100/博士/工程學門） 

指導教授:盧宏陽 

3 

體外膜氧合術:臨床應用與預後之預測 

作者：柯文哲（國立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90/博士/醫藥衛生學門） 

指導教授:朱樹勳 

4 

EIA-Y5V多層陶瓷電容器之微觀結構與介電特性 

作者：洪健育（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研究所/102/博士/工程學門） 

指導教授:盧宏陽 

5 

積層陶瓷電容器高溫高壓之變形與薄膜受拉力皺摺現象分析與探討 

作者：吳盈輝（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研究所/101/博士/工程學門） 

指導教授:任明華 

6 

臺灣寵物產業市場趨勢分析與預估 

作者：楊長春（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106/博士/商

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鍾任琴 

7 

基於米氏酸衍生物之熱固性樹脂之合成與性質研究 

作者：林莨凱（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106/博士/工程學門） 

指導教授:劉英麟 

8 

酚醛樹脂與熱塑性樹脂之聚摻合物特性-熱力學性質,相容性,及分子運動性 

作者：吳厚德（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85/博士/工程學門） 

指導教授:馬振基 

9 

特有植物臺灣粗榧保育之研究：以族群遺傳變異及生態生理特性之觀點 

作者：黃士元（國立中興大學/植物學系/90/博士/生命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翁仁憲 

10 

族群、認同與地方~以台灣原住民青少年為例 

作者：徐君臨（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96/博士/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王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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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108年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較多的碩士論文前10名 

下載次

數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1 

購買涉入、購買動機、網站環境特性對網路生鮮蔬菜購買意願之影響 

作者：蔡永福（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90/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何京勝 

2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以及服務補救與顧客行為意向關係之實證研究-以國內航空

業為例 

作者：葉書芳（國立成功大學/工業管理科學系碩博士班/90/碩士/商業及管理學

門） 

指導教授：劉漢容 

3 

大學生對網路外賣之購買意願研究—以餐飲平台 foodpanda為例 

作者：常大霖（龍華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班/106/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朱志忠 

4 

消費者特性與網際網路購物意願關係之研究--以生鮮食品為例 

作者：郭淑雲（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90/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周世玉 

5 

餐飲外送平台之價值：平台合作夥伴觀點 

作者：蕭鈺錦（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106/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白凢芸 

6 

品牌聯想形象、認知契合度、知覺品質對品牌延伸商品購買意願之探討一以台灣

連鎖咖啡店為例 

作者：吳政達（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94/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鄭芬姬 

7 

臺灣社會企業的美麗與哀愁-以地方創生發展地方產業為例 

作者：柳軍亞（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106/碩士/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林子倫 

8 

人際關係與工作壓力對工作滿意度影響之研究─以高屏地區大學校院行政人員為

例 

作者：陳忠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94/碩士/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劉廷揚 

9 

私立維多利亞中小學品牌管理之研究 

作者：李佳芬（國立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94/碩士/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何宣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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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次

數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10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對再購意願影響之研究-以國內宅配服務業為例 

作者：郭素紋（樹德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94/碩士/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董信煌 

 

表9  108年學位論文電子全文被下載次數較多的博士論文前10名 

下載次

數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1 

族群、認同與地方~以台灣原住民青少年為例 

作者：徐君臨（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96/博士/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王秋原 

2 

受刑與書寫—台灣監獄文學考察（1895—2005） 

作者：黃文成（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94/博士/人文學門） 

指導教授：康來新 

3 

流動、歡娛，及演出：一個陣頭田野研究 

作者：張慈宜（輔仁大學/心理學系/96/博士/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指導教授：丁興祥 

4 

知識型網紅付費服務生態系研究 

作者：林嘉慧（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含博士學位學程）/107/博士/傳播學

門） 

指導教授:蘇建州 

5 

跨國信託法律適用之研析—以意定信託為中心 

作者：許兆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93/博士/法律學門） 

指導教授:謝哲勝 

6 

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服務領導行為對組織承諾之影響－以感恩、主觀幸福

感、信任為中介 

作者：李耀全（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博士班/107/博士/商

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丁學勤 

7 

臺灣寵物產業市場趨勢分析與預估 

作者：楊長春（朝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台灣產業策略發展博士班/106/博士/

商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鍾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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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次

數排名 
題名 人名（學校/系所/畢業學年度/學位別/學門） 

8 

日治時期台灣人用教科書與日本國定教科書之比較研究―以 1937—1945年國

語教科書的編輯與教材為例― 

作者：陳虹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97/博士/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蔡清華、鍾宜興 

9 

高齡者參與學習活動與生活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作者：林麗惠（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研究所/90/博士/教育學門） 

指導教授：黃富順 

10 

實習生的專業職能、自我效能、直屬主管領導行為與就業意願之研究:以台南

高雄地區技職校院觀光餐旅系實習生為例 

作者：王怡惠（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博士班/107/博士/商

業及管理學門） 

指導教授:蕭佳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