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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跨學科與跨領域的新學科產生，因而可能
影響根據學科分類而建構的圖書（文獻）
分類法。

�數位與網路資源易於複製且不佔物理空間
的特質，將可能對圖書（文獻）分類法一
書一處的原則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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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 探討不同學科對領域分析的看法與概念。

� 試圖建構可行的領域分析方法。

� 由領域專家與圖書資訊專家合作進行領域

分析，以建構出領域知識的架構。

不同學科觀點下的領域分析（一）

�軟體工程界（software engineering）觀點

� 「領域」：一個應用區域或一個軟體系統開發的範圍，例如訂票系
統、薪資系統、溝通與控制系統等。

� 加州大學Irvine分校的資訊與電腦科學系教授Neighbors（1980）提出

� 在一個特殊的問題領域之中，用來辨識相似系統中物件和運算式的活動

� 把相似系統中重複使用到的物件與運算式萃取出來，以避免重複建置的

情況發生，強調可再用（re-useable）的軟體

� Neighbors建議領域分析者應由領域專家來擔任，可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軟體工程學者Kang（1990）：對某領域既有系統及其發展歷史、領
域專家的知識保存、基本理論和新興科技等相關資訊進行辨別、蒐
集、組織和再現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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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科觀點下的領域分析（二）

�圖書資訊科學界（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觀點

� 領域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產出專門的分類表（specified 

classification scheme）

� 適用且恰當的專門分類表必須透過人工過程產生

� 對精挑細選的文獻樣本內容進行分析以取得重要的相關詞

� 對這些相關詞進行分組並萃取出共通概念

� 並將這些概念下所包含的相關詞進行字詞排序與定義

� 從文獻的標題及內容中，萃取出關鍵字群組，經過字詞群組整併

後，彙整出領域所蘊含的概念與文獻架構。

不同學科觀點下的領域分析比較

�軟體工程觀點

� 領域分析的素材：程式資訊

� 目的：再利用（reuse）

�圖書資訊科學觀點

� 領域分析的素材：領域知識

� 目的：再利用（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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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分析相關文獻探討（一）

� Hjørland和Albrechtsen（1995）

� 將知識領域（knowledge-domains）視為社會分工下的眾多思想或論
述社群來研究

� 知識領域的知識組織、架構、合作模式、語言和傳播形式、資訊系統
和相關準則，都能反映出這些「社群」的運作目的和它在社會中所扮
演的角色。

� 除了對文獻進行研究之外，亦將組織與討論社群等人類組織納入「領
域分析」的範疇之中。

� 「人」是資訊和知識的產出者與使用者，是領域知識的生產者。

� 領域的大小和形狀會因其參與者的建構與調整而持續不斷的改變。

� Palmer（1999）：應該傾向研究出能夠顯示領域的動態、成長和
演變導致資訊流、資訊策略和資訊需求的延伸模型。

領域分析相關文獻探討（二）

� 資訊科學中的領域分析，Hjorland（2002 ）

（一）文獻指南或主題式資源指引網站（literature guides or subject gateways）

（二）專門的分類法和索引典（special classifications and thesauri）

（三）索引製作和檢索專業研究（research on indexing and retrieving specialities）

（四）實證的使用者研究（empirical user studies）

（五）書目計量學研究（bibliometrical studies）

（六）歷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七）文件和類型研究（document and genre studies）

（八）認識論和批判研究（epistemological and critical studies）

（九）術語研究、專用語言、論述研究

（terminological studies、languages for special purposes、discourse studies）

（十）科學傳播中結構與機構的研究

（studies of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in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十一）專業認知及人工智慧的領域分析

（domain analysis in professional 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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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分析相關文獻探討（三）

�Johnson（2001）對線上實踐社群進行研究調查

�領域知識：社群同意去學習和發展的知識範圍，經由相關參與者之間

協調而成，尤其是社群中專家之間的協調。

�透過實踐社群中專家之間的對話，以及專家與新手間的溝通，得以建

構出與社群相關的領域知識。

�Johnson（2001）和Hjørland & Albrechtsen（1995）的看法相似，都認

為領域知識生產者（專家）是領域分析中很重要的角色。

�促使本研究設計一個由領域專家出發的領域分析方法之實証
研究，透過領域專家的觀點，來建構領域知識的範圍與內容架
構。

本研究設計之領域分析方法

� 本研究結合Hjørland整理的十一個領域分析方法中的三個方
法，包括：

� 專門的分類法和索引典

� 相關的分類表與索引典－－形成數個初步的領域知識架構

� 實證的使用者研究

� 領域專家－－領域知識的使用者

� 科學傳播中結構與機構的研究

� 藉由對專家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此領域科學傳播的結構與專家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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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分析方法流程圖
第一階段：領域知識範圍的確認

方法：對選定主題進行相關文獻、網路資
源等的資料蒐集，確認選定主題的
領域定義與範圍，並蒐集專家名單

第二階段：領域知識架構的形成

方法：透過相關專書、文獻與網路資源等，
歸納出數個不同觀點的領域知識架構

描繪可能的領域知識架構

確認與調整領域知識架構

確認領域定義與範圍

第三階段：問卷調查與專家訪談

方法：經由問卷調查，了解領域專家對歸
納出的領域知識架構有何看法，並
將最多專家認同的領域知識架構，
與領域專家再次討論，修改得出最
終的領域知識架構

圖1     本研究提出之領域分析方法建構流程圖

研究架構

歸納法

分類表 網頁分類指南

網頁資源專書

專家訪談法

經由專家訪談確認由多位領
域專家選出的領域知識架
構，是否足以代表領域知識
的範圍與內容

領域分析方法之建構

確認此領域分析方法與領域知識架構之優劣

形成數個領域知識架構 選擇領域知識架構 修改與確認領域知識架構

領域名詞之定義與範圍確定

結論與建議

問卷調查法

對領域專家進行問卷調
查，徵詢領域專家對數
個領域知識架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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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歸納法

�歸納法所蒐集的資料

�國內外有機農業相關的分類表、網路資源和專書
� IFOAM 、FAO 、USDA等國外有機農業組織的網站

� 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國與台灣）農業部份的分類表（430）

� LCC、DDC與日本十進位分類法的農業部份

� 「永續農業--過去現在未來」，農資中心

� 「有機農產品管理作業要點」，農委會，2003年9月15日公告

� 永續農業書目索引，農資中心

� 「農業科技文獻索引」，農資中心，1996

� Zins, C. and Guttmann, D. (2003) “Domain Analysis of Social 

Work: An Exemplary of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Knowledge Organization, Vol. 30 No. 3/4

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法

一、請問您認為「有機農業」的定義為何？

二、請問您認為「有機農業」目前的研究重點為何？

三、本研究整理出六種有機農業領域知識架構，請您在評估完六種

架構之後，勾選您最認同的有機農業領域知識架構。若六種架

構您都不認同都不認同都不認同都不認同，請您填答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請問您認為哪一種有機農業領域知識架構，最能呈現您所認同的有機農業

領域知識的範圍與內容？

（2）承上題，請問您認為您選擇的有機農業領域知識架構，有無需要增加、刪

除與修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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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法

�挑選相關學科中具代表性的專家進行訪談

�農化系與土壤環境科學系

�園藝系

�農藝系

�專家訪談大綱

�請問領域專家是否認同透過問卷而綜合得到的領域
知識架構，若不認同，還可如何修改

�獲得最終的領域知識範圍與內容結構圖

�農園生產系

�應用經濟系

初步結果

� 根據目前回收的問卷，有機農業領域專家對有機農業的
定義是：
� 讓農業生態體系與自然生態體系保持平衡的農業，也就是包括
技術面（土壤、農耕、雜草及病蟲害管理）及經濟面（成本、
產量及運銷）與人類健康面的綜合農耕方法．

� 有機農業專家較認同第二個架構，也就是將有機農業劃
分成：
� 總論

� 農業生產

� 植物保護

�農產運銷

�農村綜合發展

�政府法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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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

� 本研究將持續進行有機農業專家的問卷調
查，並將問卷結果加以整理，將彙整綜合
後的有機農業領域知識架構，作為專家訪
談的討論內容，以期得到最終版本的有機
農業領域知識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