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疫情時代，
圖書館能提供研究者什麼新服務?

張瀚文



Source: Digital Science. 2020. https://www.digital-science.com/blog/news/new-digital-science-report-how-covid-19-is-changing-research-culture/

“As of 1 June 2020, there have been upwards of 42,700 scholarly articles on COVID-19 published, 

3,100 clinical trials, 420 datasets, 270 patents, 750 policy documents, and 150 grants.”

有關COVID-19的論文數量快速成長

https://www.digital-science.com/blog/news/new-digital-science-report-how-covid-19-is-changing-research-culture/


“In the fa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value and necessity of Open Solutions is crucial. 

Open Access to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open data facilitate better and faster research towards 

a vaccine and inform public health measures essential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http://www.igroup.com.tw/freeresource_covid19_oa/

https://en.unesco.org/covid19/communicationinformationresponse/opensolutions

出版界以快速審查、開放存取、提供免費資源等方式支援COVID-19的研究

http://www.igroup.com.tw/freeresource_covid19_oa/
https://en.unesco.org/covid19/communicationinformationresponse/opensolution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489-0

線上活動(線上課程、演講、會議)成為主要交流方式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1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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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量快速成長 研究成果需及早公開 虛擬學術會議興起

利用AI 掌握論文重點內容 一站式管理的OA投稿平台 電子海報展示服務



問卷填答:
43位研究者；55位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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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平均每月閱讀幾篇論文?

閱讀一篇20頁的論文需花多少時間?

半個工作天(少於4小時) 一個工作天(5~8小時) 超過一個工作天(多於8小時)

15位 1位

10篇*5小時=50小時>一週工作時數(40小時)

27位

auth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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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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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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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即時翻譯軟體 (如: Google翻譯、ParrotTalks)

文獻管理工具 ( 如: MENDELEY、EndNote )

重點整理工具 ( 如: AI Scholarcy、Mindmap )

其他

研讀論文時使用何種閱讀輔助工具?

研究者

館員

圖書館創新服務的契機

authoring



應該會有幫助，但

我不確定效益如何, 

65%

一定會有幫助，如果

有這種產品，我會想

要購買, 23%

我需要試用看看才能下結論, 

7%

不會有幫助，因為我覺得

還是人工閱讀比較精準, 

5%

如果可以利用AI技術快速找出文章重點，您覺得對研究會有幫助嗎？

88%的研究者對於利用

AI技術快速找出論文重點
的工具感到興趣

authoring



The problem The solution

authoring

A.I.幫忙讀文章



有

65%

沒有

35%

請問您有以開放取用 (Open Access, OA) 的方式

發表過論文嗎？

對研究者來說，OA是重要的出版方式之一

publishing



14%

6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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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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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個人支持OA的概念

增加能見度

機構或經費提供者的規定

其他

選擇以OA方式出版的原因

研究者

館員

許多研究者希望增加研究能見度，並認為OA是有效的方式

publishing



58%

28%

14%

47%

13%

15%

0% 20% 40% 60% 80%

自動比對出版社及Funder 的要求

透過統一的平台處理OA投稿與APC費用問題

自動備存文獻於機構館藏中

如果有一個平台可以協助學校管理研究者的OA投稿大小事，

您認為哪一個功能最為重要？

研究者

館員

OA成為重要出版方式之際，研究者需要許多額外的協助

publishing



The problem The solution

publishing



實體會議+電子海報, 

35%

實體會議+紙本海報, 

28%

社群媒體傳播, 28%

數位會議+電子海報, 

9%

除了論文出版外，效益最好的學術傳播方式

研究者習慣參加實體會議，但也很肯定社群媒體的傳播效果

outreaching



72%

67%

58%

53%

0% 50% 100%

線上展示能幫助我更方便的展示

我的研究成果及增加曝光度

若因故無法到場，我還是能確保

研究成果能夠透過網路傳播出去

網路無遠弗屆！能持續線上展示

讓人可以搜尋到是很重要的

我在展場能夠很快透過電子海報

牆找到有興趣的主題

若會議能提供線上展示海報或論文，以下

哪個會是吸引您參加的原因？

84%

82%

73%

73%

67%

0% 20% 40% 60% 80% 100%

能將所有資料線上展示並能檢索

與保存

一套系統就能夠管理所有會議規

劃及流程

能提供線上與其他研究者互動的

功能

能提供相關統計數據 (如: 海報被

瀏覽數)

節省人力物力，並能提供參加者

不同以往的體驗

若您要規劃一場學術會議，您認為一個好的

線上學術會議管理平台應具備什麼功能？

館員重視保存與管理功能研究者重視能見度與研究內容傳播

outreaching



virtualphysical

outreaching

The problem The solution



透過AI 技術掌握論文重點內容

一站式管理的OA投稿平台

電子海報展示服務

No. 1

No. 2

No. 3

三種工具/服務中，研究者
最可能花錢購買的項目

三種工具/服務中，館員
希望進一步了解的項目

No. 1

No. 2

No. 3



Thank You
we share your discovery!

https://iesresearch.solu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