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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於研究數據 

研究數據每年增加 30% 
全球每年的數據量幾乎以倍數產生 

 

影響力衡量 
G20 國家投入研究的費用為 GDP 的 2%，政府／研究基金會需要
展示成本效益，以衡量研究的廣泛影響力 

 

研究人員認同價值 
研究人員越來越認同數據歸檔的價值：  

• 長期使用與再次引用 
• 認證其他研究人員的成果 
• 產出的研究更具可信度 

  



研究基金關於數據分享的政策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希望研究者能在不增加過多成本的狀況下，於合理的時間內
與其他研究人員分享在接受 NSF 資助之研究過程中，創造或
集結的第一手數據、測試樣、實體搜集物以及其它支持性材
料。受資助者應鼓勵並促進數據分享。 

20. …所有取得資助之研究人員在出版時，必須確保支持研究論
文的數據資料，能提供給其他研究人員參考 



希望研究人員能盡可能在極少的限制條件，以及時且負責的方法，
將BBSRC 支持之研究中集結的數據提供給學界的後續研究使用。 

在法律和道德許可下，所有使用奧地利國家科學基金會 (FWF)  
基金蒐集到及／或分析出的研究數據與相似資料，必須在研究
發表後立即，或將發表中未使用的資料，於計畫結束 2年後，
公布於網路上免費分享。  

英國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理事會 

奧地利科學基金會 





Wiley 作者對數據分享態度 



Wiley進行之數據分享的調查 

美洲  

 52% 

歐洲、中東、

非洲 (EMEA)   

30%    亞太   

18% 

2,800 位作者 
   



您公開分享研究數據了嗎？ 

否 

48% 
是 

52% 



研究人員於何處分享數據 

67% 在期刊中以附件形式發表  

37% 私人、研究機構或專案網站 

26% 研究機構的資料儲藏庫  

19% 特定學科的資料儲藏庫 

6% 一般的資料儲藏庫 

5% 其它  



分享研究數據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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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研究數據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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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學科的執行標準 

增加自我研究成果的影響度和能見度 

公眾利益 

期刊要求 

公開透明與再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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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支持和驅動文化改變的因素 

障礙 動機 

智慧財產權或機密因素 所在學科的執行標準 

研究基金或機構未要求 增加自我研究成果的影響度和能見度 

研究成果可能會遭到瓢竊 公眾利益 

誤解或濫用 期刊要求 

道德方面的考量 公開透明與再次引用 

可能無法得到正確的引用 對要求者個人的信任 

不瞭解於何處分享研究數據 可搜尋與可取得 

時間點或資源不適合 研究基金要求 

不瞭解分享研究數據的方法 研究機構要求 

非本身之責任 訊息要求的自由度 

不認為該資料具有相關參考性 資料的保存 

缺少經費 其它 



• 強調對於可信度和影響力的需求 

• 促使更多期刊採用 數據共享做為
出版條件 

•使數據共享變得更便利 

Wiley 的工作重點 
 



• 認同與引用數據 

 數據是珍貴的學術資訊，應妥善應用 

 獎賞產出實用數據的研究員 

 在數據與論文之間建立永恆的連結 

 促使研究基金和其他機構追蹤該研究更廣泛的影響 

1. 強調對於可信度和影響力的需求 
 

Examples from Joint Declaration of Data Citation Principles: 
https://www.force11.org/datacitation  

https://www.force11.org/datacitation
https://www.force11.org/datacitation


• 期刊政策會與研究基金政策會幾乎同樣有效* 

• Wiley 在生態學和進化学兩個學科所進行的嘗
試、美國地球物理學会 (AGU) 在地球科學方面的
嘗試，提供了有效的證據 

• Wiley 在未來的 12 個月內，將會向更多期刊推廣
數據分享政策 

2. 促使更多期刊採用數據共享做為出版條件 



研究數據分享政策的影響 
「…在公共資料庫中分享數據之研究的引用率，較未
分享數據的研究論文多 9%。」Piwowar H, Vision TJ. 
(2013) Data reuse and the open data citation advantage. 
PeerJ PrePrints 1:e1v1 
http://dx.doi.org/10.7287/peerj.preprints.1v1 

引用率 

多 9% 
  

1,000 個 
研究數據 

http://dx.doi.org/10.7287/peerj.preprints.1v1


• 推薦值得信賴、可靠的歸檔方式 

 協助作者將資料儲存在符合標準的資料庫中 

• 簡化作者與審稿人的工作流程 

 與資料庫合作，簡化作者儲存資料數據的程序 

• 整合論文的數據，協助讀者輕鬆找到數據資源 

 

 

3. 使數據共享變得更便利 





Unlocking the full picture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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