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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識探勘方法探索農業科技發展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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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利用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資料庫中最常被引用的論文為研究前沿主題，以研究
前沿關鍵詞及其引用之論文，來擴充科學論文樣本，繼而運用共引用（cocitation）網路分析、共現字
（coword）網路分析及文字探勘（text mining）等資訊技術處理，探索各次領域之組成架構，顯示
各次領域的互動關係，期望能夠尋找出科技急速發展之研究領域，掌握重要科學技術發展的動向及需
求，為科技政策發展方向之參考依據之ㄧ。
二、 知識探勘方法之文獻回顧
由於各種知識與技術爆炸式的速度持續增加，因此，知識探勘相關方法備受重視，也有眾多學者提出不
同的分析方法，例如日本學者村田忠禧（Murata Tadayoshi）的歷史分析法，他以1949年至2002年
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作為材料，提出一種探勘歷史新聞，分析政治變遷的方法（Tadayoshi, 2002），
先自訂待觀測的關鍵詞彙，然後統計並分析每年焦點詞彙的變化，或觀看某年焦點詞彙在其他年份出現
的狀況，藉以了解該年份與其他年份的連動關係，以觀察歷史變動。稍後IBM的Lent等人則提出較自動
的作法（Lent, Agrawal, & Srikant, 1997），他們以資料探勘中的關聯探勘技術（association
mining），自動擷取專利中常常一起出現的辭彙，作為專利術語，並依據其出現文件的篇數與年代，計
算出每個術語的趨勢並依照其趨勢而分類，提供用戶查詢或瀏覽，藉以分析出特定術語或主題之趨勢。
而荷蘭Leiden大學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WTS）
Noyons等人，長期觀測文獻分析與科學技術演進，藉由蒐集學術文獻、詞彙擷取與過濾、索引檔建
構、共現字分析、文件分類、視覺化呈現、解讀等之步驟，作為分析科學與技術文獻的通用方法
（Noyons & Van Raan, 1998）。鄰國日本的「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2004）在急速發展的研究
領域調查中，依據ESI資料庫中的學術研究論文，以及其被引用的狀況，進行研究領域演變的調查，採
用被高度引用的論文，以客觀自動化資訊統計方式，讓既有科學技術文獻透露出急速發展的研究領域，
以便於同一調查模式的持續性分析與觀察。另外。美國Drexel大學Chaomei Chen教授，亦長期進行
科學計量學研究所發展的CiteSpace分析工具。利用ISI文獻資料之引用關係進行研究前沿的辨識，加
上引用時間序列分析與視覺化圖形呈現，來偵測知識領域的發展趨勢（Detecting emerging trends
and abrupt changes in a timely manner）之參考（Chen, 2006）。
由上述可知在尖端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者頻繁地進行資訊交流，而這些資訊交流會透過許多種不同方
式，反映該領域是如何被建構，以及該領域和其他領域之間存在的連帶關係。其中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已成為評估研究人員及機構的研發能量指標之ㄧ。分析文獻引用和被引用關係，可讓每類學
科領域的研究歷程更為鮮明，亦能判斷學科領域中，特定論文所產生的學術價值。另外引用的模式將反
映科學家如何建構於他人研究的選擇過程，以及這些研究相互關係的細密紋理，可勾勒出學科領域間研
究狀況的藍圖。
三、 探索全球農業科技急速發展新動向
對台灣農業而言，除了擁有優異的生產技術外，學術單位也具備豐富知識和經驗，和其他先進科技產業
相較而言，農業卻常常被忽略，但其發展潛力絕對不容小覷（李宜映等人，2006）。而台灣農業相關
研究較偏重本土性，其Impact Factor（IF）也較低，但若以國際化學術相對水準考量，「農業科學」
領域的論文影響力卻是台灣各領域中唯一在國際平均水準之上者（表1），但二十一世紀的農業科技投
入勢必要轉型，才能因應知識經濟潮流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新農業發展。農業轉型已為產官學研究人
士之共識，但農業科技發展的前瞻方向為何尚未提出更明確的策略目標，因此可透過前沿分析應用預測
二十年後的農業產業型態，將可掌握目前在農業科學正在快速成長或者是最流行的趨勢，提供給決策單
位進行前瞻性策略規劃之參考。而所謂的研究前沿即是將ESI資料庫中引用次數達各領域前1%的高引
用論文，通過群聚分析產生聚類集合，有助反映出近期各個科學領域備受關注的方向。

表1 20002004年台灣各學門領域之學術表現
領域

與世界水準比較(%)

台灣論文數所佔比率

農業科學
Agricultural Sciences

+9

1.14

數學 Mathematics

Even

1.33

地質科學Geosciences

16

0.98

材料科學Materials Science

17

2.99

物理科學Physics

24

2.07

植物學＆動物學
Plant & Animal Sciences

24

0.85

工程科學Engineering

26

3.62

化學Chemistry

26

1.64

微生物學Microbiology

29

1.17

藥理科學Pharmacology

32

1.84

其他學科：生態學/環境科學、醫學、社會科學、太空科學、計算機科學、心理學、生物學及生物化學、神經科
學、免疫科學、經濟學及商學、分子生物學等皆低於 30 %

資料來源：Thomas Scientific, 2006。
研究顯示2007年11月之ESI資料庫中農業科學（Agricultural Sciences）領域共有64個前沿議題
（Research front topics），經過人工分類後，將其分為六個不同領域，分別為生物化學、生態與環
境保護、營養與健康、分析檢測、研發技術以及生物技術，參見圖1。可得知其中以營養與健康佔最大
比例（40 %），其次為生產技術（16 %）、生態與環境保護（15 %）、分析檢測（11%）。

資料來源：Thomas Scientific, 2007；科技政策中心整理。
表2 食品營養與健康前沿關鍵字

資料來源：Thomas Scientific, 2007；科技政策中心整理。
為能更深入了解食品營養與健康次領域的發展方向，本研究選擇食品營養與健康次領域的前沿議題，為
農業領域眾多人員關注的急速發展之已存在科學領域作為主體，見表2。將營養與健康之前沿關鍵詞分
離出來，根據關鍵詞共引用關係進行群聚分析（clustering），製作領域研究領域地圖，在此種地圖
中，研究前沿的關鍵字之相對位置關係十分重要，但是位置的上下左右並不具任何意義。
上述關鍵字群分群結果，如圖2所示，可看出議題主要集中為兩個群落，經由專家協助加以解讀，ㄧ群
急速發展之關鍵字詞描述「存在天然水果與部分草本植物中抗氧化劑相關物質」概念，在已知科學文獻
回顧中（Chaovanalikit & Wrolstad, 2004），科學家發現「生物類黃酮（Bioflavonoids）」並非
單一成分，而是集合500種以上的化合物總稱，這些化合物就是形成蔬菜（稻米、小麥）及水果（葡
萄、藍莓）的顏色來源。「花青素」則是「生物類黃酮」這複雜大家族中的一個小家庭，提供了高等植
物中紅色、紫色、紫紅色與藍色所需的植物色素來源，是一些藍紅色的黃酮化合物。花青素是強效的抗
氧化劑（抗氧化能力約是維他命E 的50倍），可維持正常的細胞連結、血管的穩定、增進微細血管循
環、提高微血管和靜脈的流動。
另一群關鍵詞概念以「每日食物中攝取的必須營養素與疾病預防之關係」為主，其中最近一項研究發現
（Laso, et al., 2007），持續食用含共軛亞麻油酸（CLA）的營養補充品兩年後，有助於體重超重之
成年人，研究人員認為共軛亞麻油酸（CLA）的主要功效，來自於降低飯後脂肪的儲存量，因為它可以
幫助身體分解並有效利用脂肪。因此若能開發飲食中的瘦身營養素的技術調節身體的脂肪含量，將為農
產業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圖2 食品營養與健康前沿關鍵字研究領域地圖
資料來源：曾元顯，2007；Thomas Scientific, 2007。
四、 台灣農業發展新方向
在知識經濟的驅動下，各國都以科技帶動創新產業的發展，在農業領域中，營養健康議題是最熱門的也
最受關注的科技發展方向，營養議題不再是營養素缺乏問題，而是走向慢性疾病與抗老化的研究，即是
藉由農產品（食品）的營養成份達到提升生理健康及預防疾病之功能。由於健康能使農業功能更加多樣
化，未來除了可利用國內現有的豐富農業資源，加強開發新穎健康功能的活性成分外，亦可以我國國民
營養之現況，作為研究東亞國家膳食營養的基礎，策略性開發適合的膳食營養型態之保健食品，將可使
農業在國際間具有競爭機會。
參考文獻
日本科學技術政策研究所（2004）。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前瞻性預測
調查：急速發展之研究領域調查（洪文琪編譯）。台北市：國科
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李宜映、郭俊賢、李昌鴻、李駿翔、鄒篪生（2006）。台灣農業生物
技術發展之策略研究。科學農業，54(7, 8, 9)，107177。
曾元顯（2007）。「農業創新研究前沿分析方法之開發」研究計畫報
告書。未出版，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位媒體中心。
Chaovanalikit, A. & Wrolstad, R. E. (2004). Total anthocyanins and total
phenolics of fresh and processed cherries and their antioxidant
properties.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69(1), FCT67–FCT72.
Chen, C. (2006). CiteSpace Ⅱ：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3), 359377.
Lent, B., Agrawal, R., & Srikant, R. (1997). Discovering trends in text
database.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Laso, N., et al. (2007). Effects of milk supplementation with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 (isomers cis9, trans11 and trans10, cis12) on body
composition and metabolic syndrome components.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98(4), 860867.
Noyons, E. C. M. & Van Raan, A. F. J. (1998). Mapping scientometrics,

informetrics, and bibliometrics. CWTS Working papers. CWTS
Leiden University. Retrieved January 25, 2008, from
http://www.cwts.nl/ed/sib/
Tadayoshi, M. (2002). An analysis about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changes of the People’s Daily new year’s editorials. Modern China
Studies, 76, 99110.
Thomson Scientific. (2006). National Science Indicators on diskette.
Retrieved February 20, 2006, from http://cdnet.stpi.org.tw/
Thomson Scientific. (2007). Web of Knowledege Database. Retrieved
October 8, 2007, from http://scientific.thomson.com/

作者:
李宜映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洪文琪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副研究員
吳亞恬 / 國研院科技政策中心研究助理

基礎科學
推薦本篇
友善列印

轉寄好友
分享

瀏覽次數 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