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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Big Data的浪潮，湯森路透的定位 

 

• 政府/企業如何面對Big data? 

 

• 學術界又該如何面對Big Data? 

 

• 案例分享 

 

• 結論 

 



“Taming the tsunami of data that is to come in 

the next decade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everyone 

involved in scholarl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在未來的十年，面對資訊海嘯的來臨，將會是每個學術與科研
人員所面對的議題。 

                                                                                   -Jasper Simons 

湯森路透科學與學術研究市場行銷副總裁 



 

資料狂潮 Data is Growing 

Data Never Sleeps!!! 
 

• Google 每分鐘接受到 

2,000,000 搜尋要求 

• Facebook 的使用者每分
鐘分享 684,478 條內容 

• Email使用者每分鐘寄出 

204,166,667 訊息 

(source: Gartner 2011) 

Big Data growth is powered by several media like: 

Social Networking 

Internet of Things 

Mobile Devices 

etc    



 

猜猜看? 

• 問：有多少資料量在Web of Science? 

• 答： 

– A) 2千萬筆以上 

– B) 5千萬筆以上 

– C) 1億萬筆以上 

– D) 10億萬筆以上 

1,112,647,820+ 20+ (Ref) 55,632,391 x = 



 

湯森路透的角色 

• Eugene Garfield博士 

– 海量資料的處理 

– 具選擇性 

– 引文的概念 

 

• 湯森路透50年來一直是處理
Big Data的先趨 

– 不僅是資料提供者(data provider) 

– 更是解決方案的提供者(solution 

provider) 

 

 

 



 

湯森路透論壇 
The Thomson Reuters Industry Forum 

• 日期: 2013, April 29. Washington, DC 

• 主題: Discuss research data and other pressing 

matters 

• 內容： 

– Thomson Reuters建立一個平台，邀請在科學、技術、醫
學(STM)的重要研究人員 

– 探討在技術發展、趨勢轉換的時代下，學術的交流的機會
與支援 



政府/企業如何面對BIG DATA 



 

Open Data 參與國家 

• 聯合國193會員國中已有1/4推動Open Data 

(Source：http://www.data.gov/opendatasites) 

 

http://www.data.gov/opendatasites


 

臺灣十一朵政府雲計畫 

• 投入 80億台幣 

– 應用推廣組 

– 產業發展組 

 

(Source: 經濟部 http://www.moea.gov.tw) 

http://www.moea.gov.tw/
http://www.moea.gov.tw/


 

DATA. GOV.TW 

Source：http://www.opendata.tw/ 

 

(Source： http://data.gov.tw/) 
 

http://www.opendata.tw/
http://data.gov.tw/
http://data.gov.tw/


 

成功案例 Show case 

(Source:信義房屋 http://www.sinyi.com.tw/) 

(Source:內政部不動產實價登入查詢服務網 
http://lvr.land.moi.gov.tw/N11/homePage.action) 

http://www.sinyi.com.tw/
http://lvr.land.moi.gov.tw/N11/homePage.action


 
 
“Any data obtained with federal funds be 
accessi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任何資料凡是由聯邦政府所投入的資金都應該被公開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May 10, 2010):  

                                                   Scientists Seeking NSF Funding Will Soon Be  
                                                   Required to Submit Data Management Plans; 



 

 
美國怎麼做？USA gov invested $200 million in 
big data research 

• 提升國家的最先進的核心
技術，需要收集、存儲、
維護、管理、分析和共享
大量的資料 

• 利用這些技術的發現，加
快在科學與工程研究的步
伐，並改革教學，進而加
強國家安全， 

• 藉由發展與使用Big Data，
進而提升就業勞動力 

Source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big_data_press_release.pdf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big_data_press_release.pdf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big_data_press_release.pdf


 

第一階段-參與部門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 鼓勵研究型大學發展跨學科領域
課程 

– 電腦工程學的發展 

– 發展”EarthCube”，提供地質學
家共享資訊 

– 培訓專家資訊圖像化 

– 跨學科專家合作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 1000 Genomes Project, 公開
data set  

• Department of Defense(國防部) 

•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國防高等研究
計劃署) 

– 建立人機互動工具 

• Department of Energy(能源部) 

– 開發超級電腦，協助科學家與分析
部門 

• US Geological Survey(美國地質
調查局) 

– 提供Earth system，讓科學家可深
入分析 

– 對氣候變遷、地震頻率、生物演化
等有更多的瞭解 

 



 

雙贏 Win-Win 

政府 

Open 
Data 

企業 

加值創新 

雙贏 

資訊公開
提升產值 



學術界如何達到雙贏？ 



 

資料型態的挑戰 
The Type of Data Provid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s 

外部資料庫 

內部實驗資料 

社交媒體 

內部文件資料 



 

Big Data 所帶來問題 -Lack of Discovery 

• 無法發現相關的數據集(datasets) 

• 缺乏共同的一致性的記錄格式 

• 難以評估資料(data)的使用與影響性 

• 瞭解整體研究經費投入是個挑戰 



 

ischemic heart disease 



 

提供建議的標準引用格式 



 



 



 

研究共享新出路 
Benefits of Data Sharing 

• 促進學術研究Advancing scholarship 

– 利用已存在數據(data)為基礎，重新思考或研究創新 

• 增加資料透明度 

– 使用原始資料(datasets)，研究人員可以更立即與精確掌握
研究結果 

• 推廣新方式 

– 隨著資料的分享與增加，研究人員開始廣泛利用數據集
(datasets)在其研究，可更增進學術交流的互動 

• 避免研究資源重覆投入 



案例分享 



 

什麼是Little Data? 
Big Data Into Little Data  

– Little Data  

• 有能力可處理的資料 

• 並可靠其資料應證事實 

• 科學家可利用模型、演算法將其資料分析或視覺化 

– 瞭解Big data的價值 

– 工具與技術的應用 

 

“Making Big Data look like Little Data.”  
 



 

如何處理Big Data 
Process of Knowledge 

28 

• 文獻、專利、或是其他不
同類型的資料 

 

• 資料具有全面性、及時性
以及全球性與附加價值高 

Data 

• 工具必須具備創新的導引 

 

• 能夠啟用概念和技術的發
展歷程 

Analytical Tool 
• 發現科學發展與技術優勢 

 

• 能夠支持科學決策，進一
步提升研究的知識傳播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Question and 
Rebuild 



 

台灣大學在2010-2012的研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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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 

在”金屬奈米複合材料”有很深入的研究 

Source: Thomson Innovation 



 

金屬奈米複合材料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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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奈米粒子複合材料的應用很寬廣 

Source: Thomson Innovation 

癌症疾病管理 

甲基丙烯酸樹脂聚酯 
導電電極電池 

印刷導電板 

檢測核酸序列 



 

金屬奈米複合材料的競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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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培或 3M是否會是未來合作的對象? 

Source: Thomson Innovation 



 

 
運用引文幫助識別未來研發之趨勢 

• 透過引用資訊瞭解研究
影響力:  

– 自我引用(Self-Citations) 

• 可表現出後續的研發 

– 被其他單位引用(Cites 

from external sources) 

•  評估競爭者有興趣 

– 審查官引用(Cites from 

examiners) 

• 技術的相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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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資訊可提供研究單位相關廠商的活動 

和瞭解市場是如何採用你的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被引用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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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level 

citations 

Second level 

citations 

Third level 

citations 

Source: Thomson Innovation 



 

專利被引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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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Scape Map 可以用來分析引用資訊，進而瞭解
科技發展與趨勢 

Source: Thomson Innovation 



 

ONE GATEWAY,  MANY POSSIBILITIES 



 

結論 Conclusion 

• 分享、加值、再應用! 

– 跨學科研究 

– 資源再利用 

• 視覺化分析輔助 

– Big data look likes little data 

– 慎選分析工具 

– 發現科學發展與技術優勢 

• 圖書館的角色? 



WHAT’S NEW 



 

WEB OF SCIENCE AND GOOGLE SCHOLAR 
Easier Research Discovery 

Times Cited counts and direct links to the Web of Science are presented within 

Google Scholar search results. 

 

This is the Web of Science 

Citing Articles Summary 

Page as displayed to a 

entitled user. A link back to 

the Google Scholar results is 

provided. 



 

WEB OF SCIENCE AND GOOGLE SCHOLAR 
Easier Research Discovery 

Clicking on button in  

Web of Science launches a 

search on Google Scholar.  

Google Scholar automatically displays 

link to full text, at user’s university if 

available based on IP addres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