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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愈多的趨勢，遠距照護相關研究正不斷增加中。
論文摘要
全球高齡化社會時代來臨，依世界衛生組織
定義，國家人口結構中，老年人口數達「高齡化」。
隨著社會人口的變化，老人獨居現象增加，疾病型
態的改變種種原因下，形成醫療需求的變化，伴隨
著高額醫療花費的支出，政府在有限的資源下，如
何提供個別化與均等保健照護的前提下，並降低醫
療成本，使用資訊科技導入居家照護，新興領域遠
距照護也隨之誕生，在政府機構與學術單位上，從
事遠距照護的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加。
本研究以遠距照護為研究領域，研究範圍為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之學位論文與政府研究資
訊系統研究計畫兩部份，從文獻探討整理代表遠距
照護領域之中英文關鍵字詞，作為查詢學位論文與
研究計畫之依據，開發學位論文書目資料自動化收
集 系 統 與 應 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收集學位論文、研究計畫之書目資料。設
計資料預處理函式，對收集回來論文與計畫，提供
資料清洗、資料計數、資料加總、ABC分析等函式，
方便後續資料分析。
本研究收集研究計畫、學位論文，去掉重覆
與非遠距照護領域學位論文和研究計畫。應用資料
探勘對學位論文作群集性分析，觀察學位論文彼此
之間群集關聯性。以研究單位為分析角度，統整學
校、研究單位各年度發表學位論文總數、申請研究
計畫經費總數使用Person相關分析，探討產出學位
論文與政府挹注經費計畫之相關性。以學者為分析
角度，挑選研究計畫件數較多三位學者為樣本，分
別對學者指導過的學位論文做知識領域分類，建立
學者進入遠距照護前後之知識移轉分佈圖，以各年
度所申請研究計畫經費總數與所指導學位論文篇
數，作Person相關性分析探討學者指導論文產出與
研究計畫經費之相關性。
研究結果顯示在遠距照護領域上，確實申請
與產出相關研究計畫件數與學位論文篇數，是有愈

在整體研究、論文產出與研究計畫的經費上，是有
著正相關性的關係。以學者為分析角度上，學者指
導論文產出與研究計畫相關性，三位學者各有不同
的情形產生，此部份提供未來政府單位查核研究經
費時，另一參考指標。
關鍵字: 遠距照護，學位論文，資料探勘，ABC分
析，Person相關分析。

緒論
「人口老化」隨著社會結構改變，世界各國都
逐漸邁入高齡化社會， 目前我國人口老化的現象
及速度情形也愈加嚴重。根據內政部統計老人比例
為 10.43%，早已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高齡
化社會的 7%。
因高齡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所面臨如何解決人
口老化所帶來的綜合醫療服務方面的問題。如何在
有限的資源下，提高醫療品質與效率與個別化均等
的保健品質。特別是一般家庭與老人護理服務中，
招募與留任醫療、照護相關人員的困難。上述問題
都會在提供遠距照護服務較多的地區出現。同時為
降低相關醫療照護成本，另一個趨勢，便是以專科
護理的形式，在更專門的診所裡進行，一方面分散
醫療保健，在醫院護理中轉向更先進的居家健康照
護，並更加關注家中的個人健康歷程。
針對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都是富有趨勢研究
之特性，本研究以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為資料來
源，探討兩者之間對應產出之相關性，有鑑以往相
關論文分析研究時，多採用人工收集的方式，本研
究為提昇收集資料之效率、並減少傳統人工收集
時，產生資料遺漏與錯誤情形，開發學位論文書目
資料自動化收集系統，輔助於收集學位論文書目資
料，改善以往無法隨時更新論文書目資料、減少人
工資料收集，造成資料錯誤、遺漏等等問題。
結合資料預處理函式，提供資料清洗、資料計
數、資料加總及 ABC 分析等等函式功能，將前端

資料收集與資料整理、統計上相做整合，提昇後續
研究效率及資料分析，並探討政府研究計畫與學位
論文產出之相關性，以研究單位、學者為分析單
位，有助於政府機關查核研究計畫經費時，給予另
一參考方向。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目的，主要藉由(1)收集發佈在網路學
位論文與研究計畫之書目資料，(2)以學者、研究
單位為分析角度，觀察學者進入遠距照護領域後知
識移轉、及學者指導產出論文與申請計畫之相關
性，(3)探討其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中其隱含之資
訊，(4)遠距照護領域學位論文之群集性。
為完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歸納以下幾點問題以
待研究：
(1)自動化擷取網頁內容
本研究使用ASP.NET與C#程式語言，開發論文
書目資料自動化收集系統，收集全國博碩士論文網
之論文書目資料，提昇以往收集論文相關資料時，
人工手動方式進行資料收集，造成的資料錯誤與遺
漏等情形，因自動化收集資料的關係，可利用系統
隨時更新資料，隨時確保資料完整性。
(2)設計資料庫資料預處理函式
與第一步驟相結合，自動化將論文書目資料，收
集至本研究建置之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資料庫，並
在資料庫中設計資料預處理函式，提供資料清洗去
除重覆資料、資料計數、資料欄位加總等等資料整
理動作，可避免因人工或半自動化進行資料收集、
編碼、整理的關係，所造成的資料錯誤，同時增加
後續資料分析的效率。
(3)探討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產出相關性
將收集回來之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統整後，以研
究單位、學校系所等等資料欄位應用資料預處理函
式，找出學位論文發表數、被引用數等與研究計畫
經費數整理成相關表格後利用 Person 相關性分
析，找出政府挹注之研究計畫與學位論文產出之關
係，可提供政府單位支持研究計畫時補助資金之參
考依據。
(4)研究學者知識移轉及指導學位論文產出與研究
經費相關性
以研究計畫中，挑選在遠距照護領域申請計畫件
數較多的三位學者，分類其指導論文專業領域，建
立學者知識移轉分佈圖，同時對學者論文與其申請
研究經費做 Person 相關性分析，探討其學者研究
計畫與學位論文產出之相關性。
(5)遠距照護領域學位論文群集性
設計其遠距照護領域子領域，先以人工判定論
文，屬於哪類遠距照護子領域，應用資料探勘技
術，K-means 群集分析產生其群集圖表，探討目前
遠距照護領域學位論文之間群集情形。

文獻探討
本研究應用資料探勘技術、資料統計與 Person
相關分析，對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發現兩者之間

隱含計畫經費與學位論文產出之相關性，收集現今
發佈在網際網路上之學位論文、研究計畫書目資
料，以程式自動化的方式，擷取論文書目資料匯入
建立之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資料庫中。搜索學位論
文與研究計畫使用關鍵字統，統一採用的相同中英
文關鍵字詞，本研究使用文獻探討的方式，整理歸
納出較能代表之領域關鍵字以利收集。
遠距照護領域之界定
遠距醫療最初是想要取代必須到當地才能
診療的時間成本，一開始主要遠距醫療計畫是著重
於提供醫療服務給偏遠地區的民眾。二階段由相關
的遠距醫療系統開始進行，這時期著重在 X-Ray
影像及病理切片等醫療影像的傳送。
台灣遠距照護相關研究與發展
台灣山地離島偏遠地區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及
照護偏遠地區居民健康為主要目的。衛生署也配合
推動國家資訊基本建設「遠距醫療先導系統實驗計
畫」
。服務包括遠距醫療及遠距教學。 工研院從「遠
距居家照護服務計畫」方案，整合資訊科技、寬頻
網路與無線通訊、醫療科技和資源，建構完善的居
家照護體系建立遠距照護系統平台。衛生署於 07
年規劃「遠距照護試辦計畫」，透過資訊科技的導
入應用，發展友善的人機介面，建置社區式、居家
式、機構式三種遠距照護的服務模式建構互通的電
子照護記錄交換機制與認證環境，強調使用者不論
身處於家中、戶外或照護機構，皆可自在遊走在各
式照護服務之間，獲得連續性的照護服務。
遠距照護之於居家照護
居家照護(Home Care)：最初定義主要針對新醫
療器材和方法，讓病患可在家中或共同的生活居所
（安養院）進行。居家照護屬勞力密集產業，服務
對象為在家中需要被照護的失能者，其中包含老人
與慢性病患。
一般的情形來說，廣義角度來探討完整的居
家照護，所涵蓋的領域從對失能者的日常生活中之
全面性照護服務，分四大類：醫療保健照護、居家
生活照護、社區生活照護以及其他周邊的照護詳細
區別。

圖 1:居家照護所涵蓋的四大領域與緊密關係

遠距照護之於居家照護是將資訊導入居家
照護，利用網際、影音串流技術達到居家照護服務
的目標，克服侷限於空間、時間等因素，也可完成
居家照護的服務內容。具體而言，現今遠距照護、
遠距醫療等研究領域與居家照護都是密不可分的。
從遠距照護體系而言，遠距居家照護，亦可
稱為居家的遠距醫療，它們是同屬於廣義的遠距醫
療 。 涵 遠 距 放 射 線 學 (Telepathology)、 遠 距 手 術
(Telesurgery)、遠距病理(Telepathology)、遠端資料
庫存取(Access to Remote data Banks)、遠距生理
監視(Telemonitoring)及遠距諮詢(Telconsulation)。
遠距醫療詳細分佈介紹:

圖 3:k-means 群集演算法流程圖
本研究使用 K-means 群集演算法，將遠距照
護領域所收集回來的相關學位論文，設計遠距照護
領域研究主題分類架構表，以人工分類方式，判定
該論文屬於哪類遠距照護領域，設定為觀察變數套
入 SQL Server 2005 Data Mining 中，K-means 群集
演算法模組，觀察其學位論文相互之間群集關係。
網路探勘(Web Mining)
網頁內容探勘(Web Content Mining)目的，就
是從大量的網頁中，發現有用的資訊與產生需要的
知識。本研究收集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內，各
篇學位論文書目資料，所開發之論文書目資料自動
化收集系統，使用以 ASP.NET 與 C#開發收集論文
書目資料之自動收集程式，完整收集網站的論文內
容進行後續資料分析。

圖 2：廣義的遠距醫療體系圖
中文字彙
遠距居家照
護
居家遠距醫
療
遠距健康照
護
遠距醫療

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研究選定遠距照護為研究領域，分別收集學

英文字彙
Telehomecare、Telehome Care

位論文與研究計畫之書目資料為研究樣本，開發論

Homecare Telemedicine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 資料封裝，分別來擷取博

Telehealthcare、Telehealth、Telecare

文書目資料自動化收集系統，整合 Microsoft SQL

碩士論文資訊網之學位論文書目資料、政府資訊系
統 GRB 之研究計畫書目資料，各自匯入學位論文

Telemedicine

表 1：遠距照護領域，本研究採用中/英文關鍵字
詞(本研究整理)
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相關定義與技術在台灣 Data Mining，也
有著許多不同的翻譯與定義，較常見的翻譯有資料
探勘、資料採擷、資料採礦、資料挖掘等，都示同
樣的意思，資料探勘過程，是先將資料彙整為資料
庫，然後利用統計及機械學習之演算法，幫助研究
者從大量的資料中，找尋研究設定所須之隱含資訊
的一種發現過程。
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相關之研究
本研究將從所須使用的 K-means 演算法技
術，做以下探討

與研究計畫資料庫中，並同時在資料庫內開發資料
預處理函式，提供資料整理、ABC 分析、資料計
數等等函數，輔助本研究分析整理。

本研究使用 SQL Server 2005 Data Mining 所
提供 K-means 分群演算法，利用前一節研究主題，
分類研究做主題做 K-means 分群，建立其學位論文
遠距照護領域學位論文之群集圖

圖 4: 本研究之架構圖
本研究收集學術論文與研究計畫，兩種來源之
書目資料，訂定遠距照護之領域關鍵字後，分別檢
索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與政府研究
資訊系統。由於論文書目資料與研究計畫，會隨著
時間的增長，相關論文計畫之研究資料，也跟著增
加，為能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並能隨時，保持論文
書目資料的完整。本研究利用 ASP.NET 與 C#，開
發論文書目資料自動收集系統，可以即時對學位論
文資料做更新收集，系統模擬博碩士論文網查詢頁
面，依關鍵字詞查詢相關學位論文時，同時收集論
文書目資料，研究計畫書目資料收集方面，本研究
應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
SSIS，提供之資料封裝設計，將研究計畫的相關資
料庫。

圖 7：遠距照護領域學位論文群集圖
群集 1：「技術影像辨識與遠距會診」。
群集 2：「技術遠距照護系統與網路傳輸」。
群集 3：「技術遠距照護系統、其他與網路傳輸」。
群集 4：「技術其他與遠距會診」。
群集 5：「技術遠距照護系統」。
群集 6：「管理評估類」

研究結果
本研究收集之學位論文與研究計畫書目資
料，統整遠距照護所申請的計畫數與產出學位論文
篇數，不難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遠距照護領域
上，計畫件數與論文篇數都有著持續的成長，印證
政府與學界是有逐漸重視遠距照護領域之趨勢。
研究單位為分析維度，經過 ABC 分析本研究
可以發現同一單位，在 1996 至 2009 這段期間，所
取得之研究計畫經費的比例與該論文產出篇數的
整理，藉由 Person 相關分析，判別整體研究單位，
符合政府研究單位在審查計畫通過的標準，整體研
究單位產出學位論文是屬於正相關性，表示只要政
府支援足夠的經費，就能幫助產出更多學位論文的
趨勢。
最後以學者為分析維度，觀察三位學者，進入
遠距照護領域後，知識移轉性及論文與計畫產出相
關性，整理學者指導過學位論文，並分類學者專業
領域，建構學者個別知識移轉份佈圖，加入學者個
人研究計畫與學位論文產出並深究其論文產出與
研究計畫相關性。

圖 5:資料前置處理

圖 8：遠距照護研究計畫件數分佈圖
圖 6:遠距照護領域學位論文之分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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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遠距照護學位論文分佈圖
圖 10：部分學校研究經費 ABC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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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研究計畫經費與學位論文發表篇數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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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部份學校論文，發表總篇數
學 校 代 申 請 總 經 費 (單
產出論文
碼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1
12
18
19
16
17
20

934
786
736
650
598
446
428
383
120

相關度
低度相關

R 值範圍
在正負 0.3 之間

中度相關

在正負 0.3-0.6 之間

高度相關

在正負 0.6 至 0.9 之間

完全相關
R 值為正負 1
表 2：Person 相關性，R 值相關係數程度
學者

年份

論文數

研究數

Person 分析

X

1991-2008

16

7

正 0.588

Y
2002-2008
2
1
負 0.1
Z
1993-2008
5
6
負 0.386
表 3：三位學者論文產出與研究計畫相關性分析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遠距照護為研究領域，分別收集學
位論文共 389 篇與研究計畫共 216 篇，經過本研究
設計之資料預處理函式，並用人工判定，去除非遠
距照護領域的相關計畫論文，獲得 233 篇學位論文
和 188 論研究計畫進入資料分析，整理歷年研究計
畫件數與學位論文的年度篇數時，發現遠距照護領
域在研究計畫件數與學位論文篇數上，因社會結構
的改變、人口老化等等情形產生、並因政府與民間
更加重視於偏遠地區醫療、老人獨居等等問題，在
論文與計畫的數量上是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此情形
代表在政府機構與學術單位上，遠距照護領域的研
究是有愈來愈興盛的趨勢。
藉由論文與計畫兩者，探查政府挹注資金予研
究計畫與學術論文產出之相關性。以研究單位、學
校為分析單位，探討整體研究單位之論文產出與計
畫相關性，並以各研究單位歷年產出的論文、及研
究計畫經費數，採用 Person 相關性分析，判定研
究單位是否符合經費挹注，並產出相對論文之相關
性。以學者分析單位，挑選申請研究計畫件數較多
的三位學者為研究案例，分類學者知識專業領域，
建立學者進入遠距照護領域前後，知識移轉性分佈
圖，同樣以 Person 相關性分析，針對學者歷年研
究計畫，探討其論文產出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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