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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為
學界廣泛接受的記錄事實性材料，
⽤來驗證研究結果。

⼀般來說，下列的「材料」不被視為研究資料 (US�Federal�gov�defined)：

Preliminary�analyses,�drafts�of�scientific�papers,�plans�for�future�research,�peer�reviews,�communications�
with�colleagues,�physical�objects�(e.g.,�laboratory�samples,�plants,�animals),�personnel�and�medical�
information�and�similar�information�the�disclosure�of which�would�constitute�a�clearly�unwarranted�
invasion�of�personal�privacy�

Research�data�is�defined�as�the�recorded�factual�material�commonly�accepted�in�
the�scientific�community�as�necessary�to�validate�research�findings.

名詞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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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的不同型態-I

⇢觀測型資料 (Observational): 
利⽤儀器或是觀察⼯具即時捕捉，獨⼀無⼆、無法複製或重新獲得
的資料（⾮常珍貴）。
例| 太空遙測、街⼝⼈類觀察

⇢實驗型資料 (Experimental): 
來⾃實驗室設備或受控條件下的數據; 通常可重複（但這樣做可能
很昂貴）例⼦包括基因序列，⾊譜圖，磁場讀數和光譜學。

因應「數據密集型」研究型態的出現



⇢模擬型 (Simulation): 
從模型⽣成的測試數據與 metadata，其中模型本⾝⽐output 的數據
更重要。
例 | 氣象預測資料、經濟模型等

⇢⽂獻與紀錄 (Literature and records) :
例 | ⽂獻、法庭資料、演講稿、作家⼿稿

因應「數據密集型」研究型態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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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的不同型態-Il



Acumen
|�對情報快速且正確判斷的決策能⼒

Stewardship
|�對資料的盡職治理能⼒

資料管治 (governance)、策管
(curation)、組織、資料保存、分
享、再⽤…

數據探索(discover)、採集、清
理、分析、運算思維、視覺化、…

資料⽣命週期（以時鐘來⽐擬）

名詞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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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廣⼤的 small science 校內讀者需求
♢ 因應 「開放科學運動」的趨勢

學術圖書館員在data�stewardship扮演舉⾜輕重的⾓⾊本⽇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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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science,�small�data
環境⼯程學、⽣態學、⾏為
科學、社會科學…

Big�science,�big�fund,�big�data
天⽂、基因、⽯油、核能…

團
隊
規
模
與
資
料
量

The long tail

名詞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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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廣⼤的 small science 校內讀者需求
♢ 因應 「開放科學運動」的趨勢
♢ 因為圖書資訊學科特性，擁有跨領域的經驗
♢ 因應「政府資助獎勵計劃之成果開放相關法規」(open data mandates)

我國：2019 選案試推、2020 實施
♢ 學術圖書館出現新型態的分⼯：

資料館員 (data librarian)、GIS 館員、資料視覺化館員、資料策管⼈員
(data curator) 、data champion (類似學科館員，專⾨ focus 在資料服務)

學術圖書館員在data�stewardship扮演舉⾜輕重的⾓⾊本⽇
課題



10

同樣的資料（⽂本），在不同領域有著不同實踐與⽤法

Hu,�X.,�Wang,�Y.,�&�Wu,�Q.�(2014).�Multiple�authors�
detection:�a�quantitative�analysis�of�Dream�of�the�Red�
Chamber.�Advances�in�Adaptive�Data�Analysis,�6(04),�
1450012.

Xiaohuan Zhao�(2011)�Court�Trials�and�Miscarriage�
of�Justice�in�Dream�of�the�Red�Chamber,�Law�&�
Literature,�23:1,�129-156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ext)

紅樓夢之作者偵測（⽂字探勘）

紅樓夢中的庭審與冤獄（法律研究）

因為圖書資訊學科特性，擁有跨領域的經驗：



https://iassistdata.org/resources/jobs/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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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多倫多⼤學圖書館
資料視覺化館員--- 求才公告

• 協助與輔導校內師⽣資料
視覺化的相關⼯具的使⽤

• 在多倫多⼤學圖書館建⽴
data�visualization�
services

https://iassistdata.org/resources/jobs/7233


資料產製階段 分享前之準備（如整
理、描述、檢查等等）

資料分享與策管
（另譯庋⽤）

被發現 (discover)與再⽤
(reuse)

2. 上述事項à 研究資料管理計畫 (Data Management Plan)

1. 給予讀者資料產製-分享-策管-再利⽤各階段的指引
RDS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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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opir,�C.,�Talja,�S.,�Horstmann,�W.,�Late,�E.,�Hughes,�D.,�Pollock,�D.,�...�&�Allard,�S.�(2017).�Research�data�services�in�European�
academic�research�libraries.�Liber�Quarterly,�27(1),�23-44.

資料產製階段 資料分享前之準備
（如整理、描述、檢查等等）

資料分享與策管 被發現 (discover)與再⽤ (reuse)

• DMP、政
策與法規
的指導

• 機構/國家政
策與法規的指
導

• 開設資料分析
與視覺化相關
訓練課程

• 開設領域資料
分析工具（如
GIS）

• 資料中心的推薦
• 知識產權、隱私、

去識別化的指引
• Metadata與描述資

料撰寫的指引

• 指引特殊資料的讀取與利用

• 機構典藏資料庫的改/創建、管理與使用者服務

服務
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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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敘事創作

用WordPress 創建 Digital portfolio
在Web上創建地圖

使用Omeka創建數位館藏

使用OpenRefine清理數據

使用Jupyter筆記本記錄實驗、支持研究「再現」

資料視覺化軟體 Tableau

使用Python Workshop收集Web數據

專案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軟體

例⼦：美國匹茲堡⼤學圖書館
數位學術workshop- 課程⼀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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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美國維吉尼亞⼤學圖書館
資料科學workshop- 課程⼀覽

https://data.library.virginia.edu/training/#science

https://data.library.virginia.edu/training/


⼤學圖書館館員如何開始準備
research�data�相關的服務？

個人的觀察與經驗：

1. 從盤點現有⼈⼒，建⽴服務模式 (圖資學界也在努⼒)
2. 配套先⾛、法規後有(⼤學圖書館的⾓⾊舉⾜輕重）

真的想要做得更多：
1. 不妨從了解校內讀者需求開始。

本⽇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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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Part�2⼩結 :�

浮現的問題：
⇢ 學者與資料互動的經驗相當複雜，與諸多原因（學科訓練背景、研究興趣、

獎勵計劃要求、合作夥伴要求）相關，並且需要進⼀步研究

最佳實踐：
⇢ 制定與資料管理相關的⼯作流程，提供相對應的資訊服務將有助於減輕校

內讀者的負擔。
⇢ 進⾏上述的服務設計前，收集有關校內讀者的研究模式和資料特徵是不錯

的開始。



動機：學者與資料互動的經驗相當複雜，與諸多原因（學科訓練背
景、研究興趣、獎勵計劃要求、合作夥伴要求）相關，並且需要進⼀
步研究

目的：理解研究者們的資料實踐

本日工作坊目標：介紹研究資料側寫分析工具 (profiling tool)

可能適用的情境：
• 建立大學圖書館中與科研資料相關的服務前，需要探索校內讀者

的需求與研究特性。
• 變動、調整大學圖書館中與研究支援相關的服務前，可以從學者

們的資料實務（data related practices）入手。
• 館方制定與資料活動（如雲端儲存、隱私權、版權）相關規章

前，可以了解校內讀者的需求與研究特性。



Part�2.� |研究資料側寫⼯具

台灣⼤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鄭瑋

研究資料側寫分析：理解研究者們的資料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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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側寫

圖書館或資訊
服務提供者

讀者/�users

透過蒐集來的情報，去分析校內
/國內讀者的需求、現況、挑
戰，最後以側寫結果去發展新服
務、爭取預算、改善現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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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側寫⼯具-DCP�&�CCMF

側寫工具： 一種調查方法，用以協助人員描繪未知研究標的。
目標是提供圖書館（或服務提供者）發展資料服務之策略與先後順序。

在研究資料的領域，被我分為：

⇢ 面對單一學者之側寫（目標：建立該領域的 individual exemplar）
如 Data curation profiles (Purdue team)

⇢ 面對單一領域之側寫（目標：評估該學科之研究模式與 readiness）如
Community Capability Model Framework (UK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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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策管側寫⼯具 (Data�Curation�Profile)

● 常⾒縮寫為：DCP�
● 由美國普渡⼤學與伊利諾⼤學香檳分校之資訊學院開發
● DCP是⼀套完整的⼯具與資源（稱之為DCP�Toolkit），館員或是

研究者可利⽤此⼯具去側寫想要研究的對象（通常是個別的學者或
是⼀個research�group）

● DCP�的作者通常是由館員(訪談者)，但最終呈現的成果是研究對象
的profile (DCP�directory:�https://docs.lib.purdue.edu/dcp/)

https://docs.lib.purdue.edu/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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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Curation�Toolkits：給館員/訪談者使⽤的⼯具箱

訪談者操作⼿冊
Interviewer's�Manual

訪談⼯作表單
Interview�Worksheet

側寫檔模板
Profile�Template

Icons�made�by�Freepik from�www.flaticon.com

使⽤者指南
User�Guide

訪談⼯作不需要完全 follow�⼯
作表單，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調整



https://docs.lib.purdue.edu/dcptoolkit/ 24

https://docs.lib.purdue.edu/dcp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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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stages�to�conduct�DCP

⇢ 準備前置⼯作
⇢ 進⾏訪談 (Interview)
⇢ 將訪談結果寫成“側寫檔”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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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前置⼯作

1. 熟習ToolKit、熟習Manual、客製化符合館內需求的⼯作單
(Worksheet)

2. 熟習與專家晤談的技巧 (Try�to�interviewing�a�colleague�first)
3. 依據不同機構的研究倫理規範，判定是否需要經過機構內倫理

委員會之審查。（需要知情同意書嗎？）
4. 接洽並尋找校內學者、研究團體訪談。



27

進⾏訪談 (Interview)

⇢ 訪談開始時，研究者⼿持「操作⼿冊」（Interviewer’s�
manual），將Interview�Worksheet�交給受訪者參考。

⇢ 訪談進⾏中，研究者可利⽤且甚⾄宣讀操作⼿冊中的腳本，
以確保訪談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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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作表單 Interview�Worksheet 範例問題

-- 基本資料 --

模組 1 領域資料特性 Brief�description�of�the�data

模組 2 資料⽣命週期 Data�stages�(data�volume,�formats,�…)

模組 3 資料分享

Indicate�what�data�you�would�be�willing�to�share�and�with�who:
• Who�would�you�imagine�would�be�interested�in�this�data?
• How�would�you�imagine�this�data�being�used?
• Would�you�place�any�conditions�on�sharing�your�data�with�the�groups�or�people�you�

have�identified�(such�as�requiring�some�form�of�acknowledgement,�etc.)?

模組 4 資料取⽤
• Have�you�ever�deposited�any�of�this�data�into�a�data�repository?
• Would�you�be�willing�to�submit�your�data�to�a�data�repository?
• Please�prioritize�your�need�for�the�following�types�of�services�for�your�data
• …

模組5 資料典藏之
選擇與利⽤

What�preparations�or�actions�(if�any)�would�need�to�take�place�before�your�data�could�
be�ingested�into�a�repository�or�otherwise�transferred�out�of�your�direct�control�for�
curation�purposes?

模組 6
資料描述與標
準
（metadata）

Please�explain�briefly�how�this�dataset�is�organized,�and�how�it�has�been�described�
(e.g.�"detailed�annotations",�"a�code�book",�"a�data�dictionary",�“column�headings�in�
a�spreadsheet”,�etc.).



模組7 資料（被）探索 How�do�you�imagine�that�people�would�find�your�data�set?

模組 8 智財權與資料擁
有權⽅⾯

• Who�is�the�owner�of�the�data?
• What�are�your�funding�sources�for�this�research?

模組 9 資料產製⼯具 • What�tools�‒ software�or�hardware�‒ are�used�in�generating�the�data?

模組 10 資料出版
（互操作性）

Please�prioritize�your�need�for�the�following�types�of�services�for�your�data:�
• The�ability�to�connect�your�data�with�publications�or�other�outputs.�
• The�ability�to�connect�or�merge�your�data�with�other�data�sets.

模組 11 資料之影響⼒ Beyond�usage�statistics,�are�there�any�other�measurements�or�analytics�that�you�
would�like�to�apply�to�your�data?

模組 12 平時資料管理
• What�are�the�primary�ways�that�you�currently�manage�your�data?�
• Please�include�the�storage�media(s)�and�any�tools�used�in�your�management�of�

the�data.

模組 13 資料典藏需求
• What�are�the�most�important�parts�of�the�data�to�preserve�(manage�and�

maintain�over�time)?
• How�long�would�your�data�set�be�useful�or�have�value�for�you�or�others�if�it�were�

to�be�preserved?

29

訪談⼯作表單 Interview�Worksheet 範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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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it�yourself

⇢ 2�⼈⼀組，扮演：
1. 受訪者（學者）
2. 訪談者（館員）

請分配到受訪者的學員，回憶最近⼀次處理業務上「資料」的情
景回答問題。歡迎您⽤⼤學專題或是碩博⼠論⽂的經驗作答。

請您使⽤⼿上單⾴講義：
受訪學者請使⽤「worksheet」
訪談者請使⽤「interviewer’s�manual」



31

進⾏訪談 (Interview)

⇢ 訪談開始時，研究者⼿持「操作⼿冊」（Interviewer’s�
manual），將Interview�Worksheet�交給受訪者參考。

⇢ 訪談進⾏中，研究者可利⽤且甚⾄宣讀操作⼿冊中的腳本，
以確保訪談的信效度。

⇢ 盡量不要更動模組的順序，讓受訪者盡量回答完⼀個模組中
的問題，再開始問下⼀組。

⇢ DCP�推薦將13個模組拆成兩次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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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位受訪者進⾏兩次 Interview

⇢ 理由：避免受訪者疲勞；有些問題可以讓學者回去想⼀
想，「發酵」後再回來，說不定能獲得更全⾯的回答。

⇢ DCP�建議第⼀次的 interview�可以進⾏模組1,�2,�3,�4，
然後第⼆次將剩餘模組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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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訪談結果寫成“側寫檔” (Profile)

⇢ 將訪談內容轉換為逐字稿
⇢ 將逐字稿排⼊側寫檔 template
⇢ 若要將側寫檔分享給館外同仁或是出版⾄館訊、會議、期刊，

要注意機構學術倫理相關的規範



案例舉隅：https://docs.lib.purdu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34&context=dcp

學科：⽣物化學/組織蛋⽩修飾

34

側寫檔模板
剛剛的模組2

https://docs.lib.purdue.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34&context=dcp


Biochemistry, Histone Protein Modification 生物化學、組蛋白修飾

對果蠅幼蟲的神經細胞做研究，細胞核失去組蛋白修飾複合物時，基因表達的變化

• Data type：記錄本（實驗、分析、影像版本、投稿版本等手寫記錄）、pdf、製圖
• Sharing behavior：在發表過程中，會同時將data發佈至database或其他repository。他人使

用data需cite paper而非data本身。將data存進repository比較像是領域practice，無論有無資
金。Raw data太龐雜對他人來說沒有意義，不值得分享，至少需經過初步清理。在領域中應是鼓
勵分享，審查data也是出版程序之一，出版後也要存放至repository。

• Needs：高度仰賴實驗室筆記。目前沒有DMP，但未來若要提供，需要有人協助（因為目前整
理data方式只供內需，而非對外給其他funding source）。Repository在對繳交data的格式等
有嚴格的要求，通常需要外部資源協助。

• Perspectives：希望是paper能被cite才有實質利益，data被cite沒有（該領域近期應該也不會有
改變）。雖然願意分享methodology，但又同時認為是最精華的部分，等研究發表後再分享方
法。

• Intended audiences：同興趣的研究者，對early stage（發想方法，應用在其他生物體或是改
變介質？）和later stage data（研究成果）

• Data stage publicity：研方、初步資料分析、研究成果
• 困難：研究生的訓練（training, notebook protocol, documenting, practices…）

協力：胡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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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受訪者來說:�
⇢ Provides�a�structure�for�conducting�a�data�interview�between�an�

information�professional�and�a�researcher�or�research�group.�
⇢ Provides�a�means�for�a�researcher�or�a�research�group�to�

thoughtfully�consider�their�needs�for�their�data�beyond�its�
immediate�use.�

對館⽅或學校來說:�
⇢ Can�serve�as�a�foundational�document�to�guide�the�management�

and/or�curation�of�a�particular�data�set.�
⇢ Can�be�shared�with�staff�providing�data�services�and�others�to�

inform�them�and�ensure�that�everyone�is�on�the�same�page.�

What�can�a�Data�Curation�Profile�be�used�for?�



Part�3.� |社群側寫⼯具-CCMF研究案例分享

台灣⼤學圖書資訊學系助理教授 |��鄭瑋

研究資料側寫分析：理解研究者們的資料實踐

Case�Study:�Investigating�community�capability�toward�data-intensive�
research�in�social�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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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how easily, and how well the agent in 
question could accomplish a given task” 

Capability 
Community  

e.g.,�軟體

以社會科學為例

e.g.,�服務
Readiness�
toward�data-
intensive�
research

社群
能⼒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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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es studying community capability matter? 

就可以做這些規劃了：
1. Develop�roadmaps��
2. Improve�current�status
3. Modify�policies

(理解⼀個學科是否具有「資料集約」之特性，以及對於資料策管的「準
備程度」的現況、包含缺⼝與領先處)

Indicate�priority�areas�for�change�and�
investment.�(排序優先發展事項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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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we�started:�CCMF (社群能⼒模型架構)

⇢ Instrument:�Community�Capability�
Model�Framework�(CCMF)�Profile�tool�

⇢ Fourteen�researchers�have�been�
completed�the�survey�in�October 2015.

Jeng, W. & Lyon, L. (2016). A report of data-intensive capability,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data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Curation (IDLC), 11 (1). doi: 10.2218/ijdc.v11i1.0



Part�1:
Capability�Factors�

(55�close-ended�questions)

Part�2:�
Data�Profile�

(10�open-ended�questions)

“How�complex�is�your�data?�
Does�it�contain�multiple�
variables�or�attributes?�”

1. Collaboration
2. Skills & Training
3. Openness
4.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5. Common Practices
6. Economic & Business 
7. Legal, Ethical & Commercial
8. Research Culture

Eight�Factors�+�One�Data�Profile�in�CC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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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levels
1:�Nominal�activity
2:�Pockets�of�activity
3:�Moderate�activity,�
4:�Widespread�activity
5:�Complete�engagement.

⽩⽪書下載：
https://communitymodel.sharepoint.com/Documents/CCMDIRWhitePaper-24042012.pdf 42

Try�it�yourself�⼯作表下載：
http://bit.ly/CONCERT_CCMF

https://communitymodel.sharepoint.com/Documents/CCMDIRWhitePaper-24042012.pdf


Challenges�found�when�conducting�the�profiles:

A�Need�for�Tailoring�the�CCMF
⇢ To�speak�the�same�research�language
⇢ To�enhance�comprehension�and�reduce�error�

measurement�
Previous�exemplar:�
⇢ Applicability�for�agricultural�science�

(Dr.�Scott�Brandt;�Reported�in�Workshop�4,�IDCC�2014�)

⇢ Customization�in�consultation�
with�Agronomy�faculty�at�
Purdue�University.

Source: Scott Brandt (2014). Applying the CCMF Capability Profile Tool: Case Study in an Agronomy Setting. Slides for 
Workshop 4 - Community Capability Profiling - Introducing a new tool to facilitate data-intensive research. IDC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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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Modified�or�changed:
3.4�Openness�of�methodologies/workflows

(e.g.�steps�for�preparing�an�interview�or�a�focus�group,�
how�to�run�different�statistical�models�on�a�software�
program)

Adding�social-
science-
friendly�
descriptions

4.2�Tool�support�for�data�capture�and�collection
(e.g.,�screencasting tools,�digital�audio�recorder,�web�
scraping tools,�survey�software�programmes such�as�
Qualtrics,�SurveyMonkey)

Adding�discipline-
tailored�tools�as�
examples

2.12�Data�metrics�and�impact�e.g.,�impact�factors,�
altmetrics

(e.g.,�impact�factors�of�research�datasets,�altmetrics�of�
datasets�such�as�the�number�of�downloads)

Avoiding�possible�
jargons,�providing�
explanations�of�
terminologies. 44



CCMF�成果分享
Participants�included doctoral�students,�postdoctoral�researchers,�and�
assistant�professors�from�the�Dept.�of�Anthropology,�Political�Sciences,�and�
the�LIS program�at�the�University of�Pittsburgh.�

Pittsburgh,�USA

Jeng,�W.�&�Lyon,�L.�(2016).�A�report�of�data-intensive�capability,�institutional�support,�and�data�management�practices�in�social�sciences.�
International�Journal�of�Digital�Curation�(IDLC),�11�(1).�doi:�10.2218/ijdc.v11i1.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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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y�summary�of�social�sciences
Anthropology�scholars’�ratings�were�relatively�evenly�
distributed�to�each�dimension.�

0
1
2
3
4
5

Collaboration

Skills & Training

Openness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Common Practices

Economic &
Business Models

Legal & Ethical

Research Culture

Anthropology1:�Nominal
2:�Pockets�of�Activity
3:�Moderate
4:�Widespread�
5:�Complet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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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4
5

Collaboration

Skills & Training

Openness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Common Practices

Economic &
Business Models

Legal & Ethical

Research Culture

Anthropology Political Science

Capability�summary�of�social�sciences
Political�science�scholars�ranked�Legal�&�Ethical�and�Openness�as�highest�in�
development,�whereas�assigned�relatively�low�scores�to�other�dimensions.

1:�Nominal
2:�Pockets�of�Activity
3:�Moderate
4:�Widespread�
5:�Complet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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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y�summary�of�social�sciences
LIS�participants�gave�better�scores�on�Legal�&�Ethical,�in�general�assigned�fairly�high�
scores�on�Skill�&�Training,�Openness,�Technical�Infrastructure,�and�Common�Practices�
than�other�two�disciplines.

0
1
2
3
4
5

Collaboration

Skills & Training

Openness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Common Practices

Economic &
Business Models

Legal & Ethical

Research Culture

Anthropology Library & Info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1:�Nominal
2:�Pockets�of�Activity
3:�Moderate
4:�Widespread�
5:�Complete�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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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developed activities by 
discipline (2015 sampled) 50



Least developed activities by 
discipline (2015 sampled) 51



社會科學領域作為「資料集約」型
科學，發展最⿑全的部分

法規、倫理相關規範 (7.1,�7.2,�7.3)
資料收集、分析等相關技能 (2.2,�4.2,�4.3)

另外⼀⽅⾯，發展未臻的部分：
o 資料相關的描述、標準、DOI與詮釋資料 (5.4,�5.6)
o （⼤規模）系統性的資料獲取協定 (4.1,�4.5,�5.7,�5.8)�
o （⼤規模）且充⾜的研究資⾦ (6.1,�6.3,�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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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有關校內讀者的研究模式和資料特徵之後：
⇢ Profiling�can�be�very�time- and�labor-consuming�(�can�be�up�to�2-4�hours)
⇢ The�disciplines’�similarity�and�deviation�in�data�practices�and�

capabilities�were�also�worth�discovering.

有助評估發展RDS�(research�data�service)�之其他管道：
⇢ 多找尋領域相關⽂獻

近年來The�Electronic�Library�ISSN:�0264-0473與 International�Journal�of�Digital�Curation�有不
少與學術圖書館提供RDS相關的研究⽂章

⇢ IDCC�(International�Digital�Curation�Conference)�國際數位策管會議
⇢ 多與其他圖書館館員交流、分享經驗

Part�3�&�Part�4�討論 :�

Jeng,�W.�&�Lyon,�L.�(2016).�A�report�of�data-intensive�capability,�institutional�support,�and�data�management�practices�in�social�sciences.�
International�Journal�of�Digital�Curation�(IDLC),�11�(1).�doi:�10.2218/ijdc.v11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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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Theme|�Collective�Curation:�
the�many�hands�that�make�data�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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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研究者們的資料實踐：
各領域學者如何與資料互動？
如何創造適合機構使⽤者的研究產品策管環境？

附錄｜

國⽴台灣⼤學圖書資訊學系DxLab (Data�X�Lab)
Lab�Director:�鄭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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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的學者如何與資料互動？2017/10- present

主題資料 項⽬問題意識 研究⽅法 研究對象與樣本

⽣態資料
Ecological�Data 公⺠科學計畫資料再⽤探索 焦點團體訪談法 6位研究⼈員

（南投特⽣中⼼）

⼈⽂資料
Data�in�
Humanities

我們與次級資料的距離：華
語⽂學者對「次級資料」之
定義探析

深度訪談法+資料側寫
(data�profiling)

8位研究⼈員
（北區⼤學院校）

健康資料
Health�Data

⽣醫新創團隊對健康資料的
取⽤與再⽤ 深度訪談法 14位醫藥新創從業⼈

員或醫師（北區）



⽣態資料｜公⺠科學計畫資料再⽤探索

公⺠科學 (citizen�science)�係指
「由科學家設計計畫，利⽤群眾的⼒量，在短時間內蒐集⼤量的資料，以
提供學術界做研究，或提供決策者參考。公⺠科學家從中獲得知識、⾃我
實現、滿⾜感，並提⾼科學素養。」

動機：
公⺠科學在美國是圖書館的重要業務
科學傳播與增進公⺠科學素養與公共圖書館之任務相符

Collaborator: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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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資料｜公⺠科學計畫資料再⽤探索

焦點團體法

研究對象：⾏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物研究保育中⼼（特⽣中⼼）的六
位研究員（分別代表不同project)

核⼼研究問題：
特⽣中⼼學者與公⺠之間，如何合作並且與研究數據互動？

Collaborator: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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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資料｜公⺠科學計畫資料再⽤探索

早期成果：
公⺠科學家所蒐集的資料類型包含照⽚、⾮結構⽂字（如⽣物分類或其他控制編碼）、
結構化⽂字（如敘述）、地理座標等，最特別的是可能會攜回實體樣本（已處理過的標
本或野⽣動物⼤體）。

共同的困難：公⺠的投⼊可能會帶來資料品質與資料重複的情形（如重複登錄同⼀件動
物⼤體），並且⽬前除了⼈⼯控管以外，無法⽤系統或其他⾃動化⽅式檢查。另⼀困難
為品質控管，同樣⽬前是以⼈⼯處理。

⽬前在國內公共圖書館與代表性公⺠科學計畫的連結還相當初步

Collaborator: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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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data�lifecycle�and�different�stakeholders’�data�related�activities

Collaborator: ⽢婕⼈

公⺠科學家 特⽣中⼼ 第三⽅組織

Data created/collected P P

Data�processed P P

Data�analyzed P P

Data�published P

Data��archived P P

Data�reused P P

公民科學家在資料蒐集及整理階段涉入強度最高 （合乎研究團隊期待）

第三方組織則在資料分析、儲存及再利用上扮演重要角色（真沒想到，就順理成章變成碩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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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單位舉例中研院、暨南⼤學、⼯研院
各地⿃會、⺠間劇團

INPUT
技術、公民科學家

中研院、義守⼤學、⾼⼯局、防檢局、ebird
(康乃爾⼤學)、⺠宿業者、雲林縣政府……

OUTPUT
將分析後的結果提供相關單位做後續
推廣生態教育

Input的單位會再
利⽤資料嗎？

單純利⽤資料的單位
會有投⼊的⼀天嗎？

Collaborator: ⽢婕⼈



⼈⽂資料（華語⽂）|�華語⽂學者對「次級資料」之定義探析

你的資料不是我的資料、我的資料不是你的資料、
你的資料是我的資料、我的資料是你的資料、…

重要性：唯有瞭解「意義」與「情境」，才能覺察出⼈⽂學者的資料管理需求

深度訪談法與資料側寫法 (Data�curation�profile,�DCP)
研究對象：⼋位華語⽂領域研究⼈員（含⼆位教授、⼀位助理教授與五位碩博⽣）。

Collaborator: 林潔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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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華語⽂）|�華語⽂學者對「次級資料」之定義探析

Findings:�
• 華語⽂學者在與研究材料互動時，對於原始資料 (raw�data)�與次級資料 (secondary�

data)�之間的定義與分野模糊（訪員和受訪者越討論越模糊）
• 學者多半不願提供未完整經消化、精化拋光（polished）後的資料，亦不願將⾃⼰的

錯誤攤下陽光下，也不願分享再供他⼈⼆次使⽤。
à與「原始資料」的定義背離

• 華語⽂學者對於⾃⾝的資料有⾼度的擁有權與保護權意識，但對於應如何保護智慧財
產權的相關做法尚未達到共識。

Collaborator: 林潔筠
63



健康資料｜⽣醫新創團隊對健康資料的取⽤與再⽤

深度訪談法
研究對象：14位醫藥⽣技新創產業的從業⼈員與醫師
研究⽬標：探討⺠間新創公司對於醫療資料的需求，以及近⽤管道。

Collaborator: Joanne�Wang�(University�of�Washington)

Rationale:�having�the�
fewest�resources�in�the�
medical�field

A BMI�startups�(N=5) B Physicians�(N=4) C BMI�startups�+�Physicians�(N=5)

Rationale:�After�facing�data-
accessing�difficulties,�medical�
personnel�may�have�different�
opinions�

Rationale:�playing�an�
important�role�in�the�data�
access�and�collecting�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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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tudy�of�a�BMI�Startup�Accelerator�Program:�H.Spectrum

BMI Startup Accelerator 

Have an Industry-

Cooperation Research 

Project wi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platform that we could 

reac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BMI startups

Hospitals

Reached out to some 

group B’s physicians in 

local hospitals 

Collaborator: Joanne�Wang�(University�of�Washington)



健康資料｜⽣醫新創團隊對健康資料的取⽤與再⽤

Findings｜
新創團隊取得健康資料的管道：
•社群媒體，如Facebook或LINE，
•現實世界的個⼈網絡(⼈脈)，甚⾄是團隊成員的病⼈。
•⼀些新創團隊有向國家級研究院（即中央研究院）和⺠間的保險公司尋求幫助，但發

現此類組織無權提供任何資訊（個資法）。

Collaborator: Joanne�Wang�(University�of�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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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料｜⽣醫新創團隊對健康資料的取⽤與再⽤

新創團隊取得和蒐集臨床資料的困境（⽬前國內）：
•幾乎沒有資源與時間獲得IRB與TFDA�批准
•醫護⼈員的⾎汗情形（⼯作都做不完了，沒有時間參與新創研發）
•醫護⼈員向患者推廣新創產品也存在著⾵險；
•取得和蒐集資料的成本⾮常⾼（如以前取⽤健保資料庫需要數⼗萬⾄百萬的規費，⽽

現在也已經停⽌，釋憲中）
•無法取得和蒐集資料（⽬前健保資料庫⾃2017年底始停⽌申請服務，⺠間團體「台

灣⼈權促進會」申請釋憲中）

Collaborator: Joanne�Wang�(University�of�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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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適合機構使⽤者的研究產品策管環境
(NTUData)�2018/05- present

68

⽇期 項⽬問題意識 研究⽅法 研究對象與樣本

2018/07
研究資料策管系統：
機構典藏資料之使⽤
需求初探

使⽤者研究+資料側寫
(data�profiling)

9位校內研究⼈員(資⼯ /�資管 /�圖
資 /�數位⼈⽂)

2019/09 (預）

參與式設計：
研究資料策管系統 參與式設計⼯作坊

12-18�位⽣醫藥領域學者（北區）

2020/01 (預） 12-18�位基礎科學學者（北區）

2020/09 (預） 12-18�位應⽤科學學者（全國）

2021/01 (預） 12-18�位社會科學學者（全國）



研究資料策管系統：機構典藏資料之使⽤需求初探

研究驅動：在於建⽴⼀個學術資料機構典藏之前，先探知資訊學群學者的資料儲存管理之需求。
研究對象：9位台灣⼤學教師與博⼠⽣，包含圖書資訊、資訊管理、資訊⼯程、數位⼈⽂等

69

Findings｜
即便同屬資訊學群，個體研究⼈員的團隊所產製出來的資料在數量與形式上都有很⼤的
差異。

警⽰：設計系統原型之時，時刻注意以偏概全的研究限制（不能假設同個領域⼤家的
practices 就會很相同，根據經驗跨領域、選⽤相似研究⽅法的學者更相同），進⽽疏忽
領域內可能的細微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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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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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動校務帳號
2. 為校內PI�打造
3. ⽀援研究歷程中產⽣之資料

的管理與策展
4. 暫以「計畫」為單位
5. ⽀援博碩⼠論⽂專案

|�⽀持「科研資料」特⾊的機構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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