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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大數據！政府資源與Open Data：
開放資料在研究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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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ite the Data
如何引用資料



3

Open? Data? Research!
• 研究上我們會運用到哪些資料?

• 為什麼需要再用資料?

• 什麼是開放資料?政府資料?研究資料?

• 綜合型開放資料查詢平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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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廣義的資料(data)指，為參考或分析而經審慎考

量的紀錄資訊(Recorded Information)，能

夠描述事物、思想、情況及處境。以多種內容形

式呈現，以不同載體紀錄，其存在於情境與脈絡

中，故定義常依使用資料的領域或背景而有所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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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
• 在研究計畫執行的過程中產生，用於驗證、重建、分

析研究結果或現象之紀錄事實性材料，為研究的重要
基礎。

• 所有的資料都可能成為研究資料，了解資料成為研究
資料的時間點，較研究資料的定義重要。

• 資訊可能成為研究資料：如輿情分析

• 研究資料可能是他人的資訊：如文本

• 研究資料是科學研究的基礎，近年來，資料導向的研

究更倚賴大量，難以獨立蒐集的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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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的種類

• 文字資料(實驗紀錄簿等)

• 試算表
• 影音

• 設計、統計等軟體檔案編輯檔案

• 資料集(庫)

• 地理資訊、空間資料

• 非數位影像

• 數位複製影像
• 生物、有機體或非有機體樣本、標本

• 程式碼

• 蛋白或基因序列
• 藝術作品

• 標準作業流程或協定

• 研究過程中產製的所有數位物件
• 網頁檔案(書籤、我的最愛)

科學 社會科學 人文學觀測型
利用儀器或觀察工
具即時捕捉

實驗型
實驗室或受條件
控制下的數據

模擬型
模擬生成的測試
數據

調查回覆

文獻紀錄

• 調查、問卷資料、數據

• 問卷、訪談文字記錄
• 圖片

• 影音多媒體

• 原始量測資料
• 指標統計

• 文字文獻

• 空間資料

• Scholarly Edition

• 語料庫
• 帶有XML等標記的結構式文

字紀錄

• 主題分析資料(含文字、影
像等)

• 經註記或分析的一手數位物

件
• 檔案查檢工具、書目等資

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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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再用(Data Re-Use)
• 使用他人因特定的研究目的或活動產製之一手資料進行新

的知識創造或原創性的衍生分析。

• 即運用二手資料進行研究。
• 再用動機：

• 補充或強化現行研究的資料基礎

• 整合比較
• 測試研究模型或工具
• 補充背景知識，熟悉研究主題，拓展既存議題

• 所需資料樣本數龐大、需長期或回溯取得
• 權威單位的資料較具公信力
• 資料僅由特定單位提供，不得不使用

• 驗證前人研究

研究資料一定要自
己產生嗎?



8

CDX2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stage II 

and stage III colon 

cancer

• 研究主題：
辨識高風險的第二期結腸癌，是決定治療後是
否仍須搭配其他輔助醫療的關鍵，研究找到新
的方式，並須進行臨床價值之檢測。

• 資料使用動機：
需大量已保存其組織且接受相對同質醫療方式
之病患

• 資料種類：組織、臨床測試結果
• 資料來源：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NSABP) 

資料再用案例-生醫

Dalerba P, Sahoo D, Paik S, et al. CDX2 a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stage II and stage III colon 
cancer. N Engl J Med 2016;374: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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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tance between 

a pair of atoms of 

specified types 

depends on the 

chemical environment. 

• 研究主題：
運用大量Crystallographic 
Information File 

Standard(CIF)描述的晶體學論
文，彙整不同化學環境下原子間的
距離。

• 資料使用動機：
彙整前人研究，統整併視覺化從中
衍伸新的研究

• 資料種類：
實驗記錄簿、研究論文、論文附件

• 資料來源：已出版且開放取用之文章

資料再用案例-化學

Murray-Rust, P. (2008, 2008/01/18). Open Data in 
Science. Nature Precedings. 
https://doi.org/10.1038/npre.2008.1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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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ssing Main Effect 

of Welfare State 

Regimes: A Replication 

of ‘Social Policy 

Responsiveness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by Brooks and Manza

• 研究主題：
原著者將自由和非自由政權的差異作為2個互
相不獨立的自變項，採交互作用方式分析，但
並未先應證這兩者間的不同完全對社會福利支
出沒有影響。

• 資料使用動機：
反證他人的研究，再用其統計模型，推翻後提
出新的論點

• 資料種類：前人研究的原始資料
• 資料來源：

Brooks, C., & Manza, J. (2006, 
2006/06/01). Social Policy 
Responsiveness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3), 474-
494. 

資料再用案例-政策

Breznau, N. (2015). The Missing Main Effect of 
Welfare State Regimes: A Replication of ‘Social 
Policy Responsiveness in Developed Democracies’ 
by Brooks and Manza. Sociological Science, 2, 440-
441. https://doi.org/10.15195/v2.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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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large-

scale transitions in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s using open 

timetable data: case of 

Helsinki metro extension

• 研究主題：
運用大眾運輸時刻表及路線圖，評
估大規模大眾捷運系統擴大的最佳
策略

• 資料使用動機：
資料僅由特定單位釋出

• 資料種類：
數位文字資料(General Transit 
Feed Specification (GTFS)

格式)
• 資料來源：政府機關、Data paper

資料再用案例-交通

Data Journal：、、
Kujala, R., Weckström, C., Darst, R. K., Mladenović, M. N., & Saramäki, J. (2018). A collection of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 data sets for 25 cities. Scientific Data, 5(1), 180089. https://doi.org/10.1038/sdata.2018.89

Weckström, C., Kujala, R., Mladenović, M. N., & Saramäki, J. (2019). Assessment of large-scale transitions in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s using open timetable data: case of Helsinki metro extension.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79, 102470. https://doi.org/10.1016/j.jtrangeo.2019.102470 

https://doi.org/10.1038/sdata.20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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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農家計糧食消費與家
計糧食安全之分析

• 研究主題：
分析台灣非農家計糧食消費與糧食安全程度，
估計台灣非農家計糧食消費之需求體系，並計
算台灣非農家計之糧食支出彈性、所得彈性，
以及不同結構家計之糧食等值規模與等值支出

• 資料使用動機：
資料僅由特定單位釋出

• 資料種類：調查原始資料及統計數據
• 資料來源：

行政院主計總處1999年至2013年家庭收支調
查原始檔，以及物價統計月報

資料再用案例-農經

柳婉郁, 林國慶, & 林信維. (2017). 台灣非農家計
糧食消費與家計糧食安全之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n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and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Taiwan]. 農業經濟叢
刊, 23(1), 1-43. 
https://doi.org/10.6196/TAER.2017.23.1.1 



13

開放資料
About “OPEN”

• Legally open：採開放(資料)授權方式。
• Technically open：不需花費額外成本即可

再製、機讀、整批取得。

About “OPEN DATA”

不受版權、專利、經濟、法律或技術等機
制而限制取得和使用的資料，可供進一步
分析、再處理、複製、分享，因而得以供
研究分析、檢討效能、支援決策。

該如何取得可再用
的資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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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的來源

政
府
機
關

研
究
單
位

非
營
利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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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資料

政府機關將業務上所產製或蒐集的原始資料數位

化，且經過整理分類以及內容結構化之後釋出，

讓公眾、非營利組織、企業等透過網際網路搜尋，

如經由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等 ，由網路下載或應用

程式介面介接 ，以取得所需或感興趣的資料集 ，

再分析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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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研究資料

符合”開放資料”定義之“研究資料”，即研究者將

在研究計畫執行的過程中產生，用於驗證、重建、

分析研究結果或現象之紀錄事實性材料，有計畫

地，透過典藏平台公開給予其他研究者再用，以

提升研究影響力、驗證與重現研究、增進學界合

作、降低重複研究、測試或實驗並回饋社會。



引用
分析、
加值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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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ata re-use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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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型開放資料
查詢平台



Google Dataset Search

• 整合查詢各公私
單位之資料集。

• 包含研究資料、
政府資料。

• 提供資料在學術
文章的被引資訊
及簡介。

• 取得完整資料集
可能須付費。

• 提供後分類篩選
功能



Open data network

• 整合查詢美國政府資料為
主，輔以研究資料及其他
國家或國際組織資料。

• 由提供資料平台及管理分
析、視覺化服務Socrata

公司建置。
• 整合各國政府、學校、研

究機構、非營利組織或公
司之公開資料集，如
NASA、地方政府調查統
計資料、鐵路公司資料等。

查詢Tips：
1. 廣泛檢索定位可

能提供資料平台
2. 從平台的角度思

考資料集命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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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Government Data
• 國際組織資料平台

• 各國政府資料平台
• 台灣政府資料查詢方式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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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
資料平台



Google Public Data Explorer

• 政府資料查詢
• 以提供國際組

織資料為主，
輔以部分國家
中央、地方政
府之開放資料
集或指標

• 提供資料分析、
視覺化功能

• 部分即時更新



OECD Data
• https://data.oecd.org

• OECD關心全球經濟
成長及跨國政府間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進
行多元的社會經濟狀
況調查。

• 提供專家調查報告及
可供彈性下載運用之
指標、數據集。

• 台大訂購付費之
OECD iLibrary資料
庫。



UN Data

• http://data.un.org/Default

.aspx

• 整合聯合國各組織或部分

國際組織之統計資料集

• 可依分類瀏覽資料集，資

料集透過表格方式彙整呈

現，並可自行調整

• 可依國家瀏覽個國家經濟、

環境及社會指標概況

http://data.un.org/Default.aspx


World bank open data(1/3)

• https://data.worldbank.org/

• 為借款或補助開發中或低度
開發國家之國際金融機構

• 旨在消弭貧窮，協助國家社
會發展(Working for a 
World Free of Poverty)

• 提供國際發展資料與指標



World bank open data(2/3)

• Open data catalog
• Time Series：長期調
查資料集與統計指標

• Microdata：個別議題
之抽樣、普查資料

• Geospatial：包含地
理空間資訊資料

• 可依國家瀏覽



World bank open data(3/3)

• Data Bank
• 資料視覺化及分析工具

• 跨資料集、跨指標、國
家、年代整合資料



ILOSTAT(1/2)

• https://ilostat.ilo.org/

• 國際勞工組織建置之世
界勞動力相關調查、研
究資料平台。

• 關注勞動力的供給、工
作條件、競爭力、收入、
待遇、生活條件等議題。

• Excel的表單資料為主

• 提供excel 外掛程式快速
導入資料。



ILOSTAT(2/2)

• Data Explorer

• 選定資料集後點選View

• 提供各指標，跨國家、
勞動年齡、性別、指標
值之表格比較，並可匯
出

• 提供地圖呈現各地特定
族群的指標數值



WHO Data

• https://www.who.int/data
/collections

• 提供全球健康、安全與
生活福祉相關資料，包
含特定疾病、食品安全、
交通安全、飲用水、健
康支出或研究等。

• 提供多主題平台，可依
需求使用。

https://www.who.int/data/collections


IMF Data

• https://data.imf.org/?sk=
388dfa60-1d26-4ade-
b505-a05a558d9a42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 提供金融、匯率及國際
貨幣相關指標。

• 須登入財下載資料

• 可於平台上操作調整為
所需表格

https://data.imf.org/?sk=388dfa60-1d26-4ade-b505-a05a558d9a42


European Data Portal

• https://www.europeanda
taportal.eu/en

• 檢索時選擇by country，
提供跨各國平台檢索，
查找國家、地區資料。

• 檢索時選擇EU and 
International Data查找
歐盟資料。

• 可依主題、國家瀏覽

https://www.europeandataportal.eu/en


Eurostat

• https://ec.europa.eu/eur
ostat/web/main/data/dat
abase

• 歐洲統計局，歐盟統計
機構整合各國相關部焚
資料彙整為歐盟概況統
計與指標。

• 含歐盟人口、經濟、金
融、交通、農業、環境、
貿易、能源、科技等發
展統計與指標。

• 瀏覽查找資料集，提供
壓縮檔下載或線上表格、
圖表，可彈性調整。

https://ec.europa.eu/eurostat/web/main/data/database


ADB Data Library

• https://data.adb.org/

• 亞洲開發銀行，促進亞
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國
際金融機構

• 主要提供亞洲各國經融、
經濟相關資料下載

• 可依國家、主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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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
資料平台



Ckan 名錄

• https://ckan.org/about/in
stances/

• Ckan提供為政府資
料管理開源工具

• 在其網站整合所有應
用其工具的各國中央、
地方政府網站

• 為各國政府開放資料
網站名錄

https://ckan.org/about/instances/


Amazon AWS 名錄

• https://registry.open
data.aws/

• 為Amazon提供的
open data管理工具

• 提供以美國為主的開
放資料平台名錄

• 以政府資料為主，亦包
含FB等私人單位，未履
行社會責人提供之開放
資料。

https://registry.opendata.aws/


Data.Gov

• 發展較早且相對完整
的政府開放資料平台

• 整合檢索美國各政府
機關開放資料平台

• 可檢索或依資料集、
地區瀏覽資料

• 資料可直接下載或導
向至其他平台取得

入口網站



Explore Census Data 

• https://data.census.
gov/cedsci/

• 由美國人口普查局建
置之平台。

• 以提供美國人口和經
濟統計為主

• 進入進階檢索後可依
主題、地區、年代、
調查名稱瀏覽

• 包含地圖、圖表或文
字資料



USA Facts

• 非營利組織USAFacts彙
整分析提供美國人口、
財政及政府影響之資料
與報告

• 資料主題包含財政、安
全、經濟、社會

• 提供視覺化圖、表及地
圖，並可下載原始資料
之csv檔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AE)

• 美國經濟分析局，提
供美國經濟表現資料。

• 依主題、地區瀏覽，
或以國家、地區、產
業為單位了解概況。

• 點選Interactive Data
查看表格、圖表，並
可自行調整指標、範
圍



EDGAR 

•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建置之公司資訊平台

• 用於查詢美國上市、
上櫃公司的公司諮詢、
財務、營運資料

• 提供以公司為單位查
詢或全文檢索服務



NASA Science Data

• NASA藉由各項太空任務觀測、
研究之大量資料屆多個主題平
台開放使用

• 分為五大主題
• Astrophysics Data(天體物理)

• Planetary Science Data(行星科學)

• Heliophysics Data(太陽物理)

• Earth Science Data(地球科學)

•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Data(生物、物理科學)



UK Data Service

• 由英國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建置

• 提供英國及國際的社
會、政治、人口資料，
是人文社會領域的重
要研究資料平台

• 收錄來自英國政府的
調查研究，與跨國調
查資料。

• 需登入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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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府資料
查詢方式



DATA.GOV.TAIWAN

• 掌握台灣中央及地方各
層級單位業務產出資料

• 可直接於站內下載資料
檔案

• 可供確認資料提供機關
及聯絡人

• 以提供機關為主要瀏覽
方式，需明確了解政府
相關單位業務與權責

入口網站



PRIDE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 由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訊中心建置，登入後方

可使用

• 整合Erostat, OECD, WEF, 

World Bank等國際組織與機構，

以及國內機關等多種來源指標

資料。



PRIDE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 內容有各國人口、經濟、

財政、教育、能源、環境、

勞工、政府效能、生活品

質、科學技術等調查統計

或排名資料

• 登入後提供指標清單下載

及圖表繪製功能

• 提供各國概況比較

• 延伸閱讀：

http://tul.blog.ntu.edu.tw/a

rchives/14342



公開資訊觀測站

• 查詢台灣查詢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興櫃公司及
公開發行公司之公開資
訊

• 包含公司基本資料、財
務報表、營運概況、公
司治理、及時重大新聞
等資訊

• 可運用財務比較e點通
平台，製作各公司財務
概況比較圖表及下載原
始資料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 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建置
• 提供主計總處統計資料
部分為可下載資料檔案，
及圖表製作功能，部分
為文字報告

• 另為全國統計資料之入
口網站，連結至其他單
位之網站。



各單位業務資料查詢方式



各單位業務資料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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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Research Data
• 綜合型研究資料平台

• 領域研究資料平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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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型
研究資料平台



OpenAire Explore (1/2)
• https://explore.openaire.eu/

• OpenAire為歐盟資助的開放科
學推動組織，致力於提升科學
研究之開放與透明，使研究成
果為大眾所用。

• OpenAire整合開放取用出版品、
資料典藏平台，提供期刊論文、
書籍、數據、軟體、程式碼等
各類開放之研究產出。

• 整合大型資料平台，含
DataCite、Medeley Data、
Figshare等。

• 須以後分類篩選Research Data。

入口網站



OpenAire Explore (2/2)

查詢Tips：

1. 研究資料集的名稱或說

明可能相對簡略(或無標

題)，檢索時以簡單關鍵

字再瀏覽。

2. 可以學術文章連結其研

究資料

3. OpenAire的出版品與資

料連結服務在Scopus

上也有提供。

Data!



Mendeley Data
• https://data.mendeley.com/

• 由Elsevier出版社建置。
• 整合DataCite、Dataverse

Network、OpenAire、ICPSR、
Zenodo等綜合、主題或機構資
料典藏庫

• 出版品、資料集、表格、程式
碼軟體、圖像、影音、文字、
地理資訊、簡報等。

• 登入後，可依作者、作者ID、
關鍵字、主題、所屬機構、所
屬機構ID、DOI及來源文章
(DOI)等進階檢索

查詢Tips：
1. 研究資料集的名稱或說

明可能相對簡略(或無標
題)，檢索時以簡單關鍵
字再瀏覽。

2. 可以學術文章連結其研
究資料

https://data.mendeley.com/


DataCite
• https://search.datacite.org/

• 為提供研究資料DOI申請的代表
性國際非營利組織設置

• 整合查詢各典藏平台之研究資
料。

• 收錄包含Zenodo、Dryad、
Havard DataVerse等綜合、主
題或機構典藏庫

• 資料類型包含資料集、Data 

Paper、軟體、圖像、影音、文
字、模型等

• 檢索功能相對較少，書目資料
精簡

入口網站

https://search.datacite.org/


Harvard Dataverse
• https://search.datacite.org/

• Dataverse Network為開源的應
用程式，用以分享、保存、引
用、檢索及分析研究資料，以
應用於建置各主題、出版品與
機構的資料典藏庫

• Harvard Dataverse為目前廣為
各領域使用的研究資料典藏平
台，亦整合多元來源的研究資
料。

• 可依年代、主題、作者、作者
所屬單位篩選資料集，並能以
DOI、ID、資助單位、資料類型
等進階檢索

https://search.datacite.org/


其他跨領域研究資料典藏平台

• Zenodo(歐洲)：由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維護的

跨國、跨領域研究資料典藏庫，為

OpenAire子計畫

• Dryad(美國)：經同儕審查期刊文章之研究

資料跨領域典藏庫，以生命科學資料為主。

https://zenodo.org/
https://datadryad.org/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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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研究資料平台



Re3data 名錄

• 全球研究資料典藏庫名
錄，由German 

Research Foundation 

(DFG)資助建置，並與
多國圖書館合作。

• 可依國家、主題或資料
類型瀏覽，或篩選，檢
索時更可篩選語言、資
料授權等

• 提供一致且結構化的書
目資料供完整了解個平
台



NIH-support 
Repositories list

生醫-名錄

• 一般綜合型典藏庫中較
少生醫領域臨床資料、
基金序列、蛋白質結構
等資料。

•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
(NIH)提相關資料典藏庫
名錄，供檢索查詢。



Pubmed 生醫

• 生醫領域的代表性資料
庫Pubmed

• 可篩選檢索有
Associated Data文獻，
自文章連結資料集。



The Cancer Imaging Archive 生醫

• https://www.cancerimagingarchive.n

et/access-data/

• 典藏去個人識別癌症醫療圖片之平台，

資料提供公眾使用。

• 依疾病類型、圖像型態、類型或研究

主軸分資料集，依需求選定後檢索。

• 另提供組織病理學、集放射資料跨資

料集檢索，並提供更精細進階檢索與

篩選功能。

• 資料提供詳盡的病患回饋、醫療細節、

專家分析、基因相關資訊

https://www.cancerimagingarchive.net/access-data/


DataOne 地球與環境科學

• 整合查詢地球科
學與環境相關之
典藏庫

• 與圖書館、研究
中心、政府、大
學、公民科學單
位等相關營利或
非營利單位合作
取得並推廣研究
資料。



PANGAEA 地球與環境科學

• https://www.pangaea.de/

• 德國極地與海洋研究中心
建置

• 提供地球系統研究資料，
並帶有地理空間訊

• 可以經緯度日期檢索資料
• 以主題或地圖瀏覽研究資

料

https://www.pangaea.de/


SIMBAD 天文太空

• 由法國斯特拉斯堡天
文資料中心建置

• 典藏研究太陽系外的
星球、星系之出版品
的研究資料。

• 研究資料連結出版品
• 每日更新



NASA 研究資料典藏庫 天文太空

• NASA強調與研究者之合作而建
立研究資料集典藏平台
• Task Book

• NASA資助之計畫成果資
料

• GeneLab

• 太空生物研究資料典藏、
分析平台

• Life Science Data Archive

• 生物系統研究資料
• Physical Science Infomatics

• 太空研究相關單位的實驗
資料



ICPSR (1/2) 社會人文

• 社會科學領域重要典

藏庫，美國政治與社

會研究跨校聯盟建置，

提供全球社會科學數

位資料。

• 登入後下載多數資料

• 連結資料相關出版品

• 可直接檢索資料變數，

並跨資料集比較

• 可依地區、年代、主

題等篩選



ICPSR (2/2)

• 資料主題：
• 人口普查計數
• 社區與城市研究
• 衝突，侵略，暴力，戰爭
• 經濟行為和態度
• 教育
• 精英與領導
• 地理與環境
• 政府架構、政策和能力
• 衛生保健設施

• 教學包和計算機程序
• 國際體系
• 法律制度
• 立法和審議機構
• 群眾的政治行為和態度
• 組織行為
• 社會指標
• 社會制度與行為



DANS EASY 社會人文

• 人文領域重要典藏庫，由荷蘭國家研
究資料典藏機構建置。

• 提供以人文為主，社會科學等為輔的
資料集

• 資料類型包含文字、表格、數據、影
音、口述歷史、圖片等

• 人文部分包含以下主題：
• 考古學
• 區域研究
• 藝術文化
• 歷史
• 圖書館
• 語言
• 哲學
• 宗教



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RDA)

• https://srda.sinica.edu.tw/

• 由台灣中研院建置
• 典藏長期主題、追蹤調查研究
資料、個別研究資料或其他政
府調查資料

• 資料主題以社會科學、人文學、
管理學為主。

• 資料集富詳細使用、分析、調
查、研究方式說明及年代、摘
要、關鍵字等基本資料

• 延伸連結資料集相關出版品
• 需申請會員以下載資料

社會人文

https://srda.sinica.edu.tw/


HUSSCAT 社會人文

• 台灣人文社會資料庫名錄
檢索平台

• 收錄國內學研、政府或民
間機構、個人建置之資料
庫，輔以部分國際或特定
領域重要平台

• 以學門、關鍵字、資料庫
提供者瀏覽，或檢索方式
查詢



Kaggle 電機資訊

• 為資料建模與分析競賽平台

• 提供大量經整理的資料集

(CSV、JSON、SQLITE)與

Python、R程式碼，供資料

科學研究使用

• 提供Jupyter Notebooks編輯

環境



GitHub 電機資訊

• https://github.com

/search

• 軟體原始碼代管服
務平台

https://github.c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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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valuate the Data
• 取得評估

• 品質評估

04



引用
分析、
加值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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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ata re-use

取得



確認需求

• 資料來源眾多，應先確認需求，定位資料來源，確認篩選策略
• 有哪些機構關注研究主題

• 確認研究主題概念，掌握廣義、狹義、同義及相關詞彙

• 掌握相關文獻

• 資料的時間範圍：新穎性或回溯性

• 資料的類型、檔案格式

• 資料的地理空間範圍與層級：國際、國家、國內、縣市、地區、組織

• 資料內容、變數、欄位：如可否分析性別、年齡、收入等

• 資料測量單位



是否可及

• 影響品質判斷的前提

• 資料整批下載
• 費用
• 著作權/授權：CC License
• 使用規定(是否禁止使用)
• 儲存平台安全性、使用經驗

• 資料產出方式追溯：
• 研究方法與流程
• 分析方式
• 研究範圍
• 作者
• 單位

• 資料使用手冊(Read Me)取得

• 衍伸出版品取得

• 其他背景資料取得

Read Me File

CC License(創用CC)小檔案
 四大要素

 姓名標示(BY)

 相同方式分享(SA)

 非商業性(NC)

 禁止改作(ND)

 常見組合



基本資料掌握

• 掌握基本資料，以進一步判斷品質
• 資料類型

• 資料來源

• 資料蒐集、分析、使用儀器、產出方式

• 資料時間範圍

• 資料地理範圍

• 受測或調查對象

• 資料量

• 資料結構是否符合領域標準

• 資料儲存平台



資料評估(1/4)
• 正確/可信：最重要的評斷指標

• 資料品質：正確無誤、理性客觀
• 標準化品質認證(如基因註解的品質分數GAQ score)

• 精確性

• 信效度

• 穩定度、一致性

• 可驗證

• 完整性

• 相關資料可追溯



資料評估(2/4)
• 正確/可信：最重要的評斷指標

• 產生方式：分析儀器、蒐集方式、統計分析、測量方式、技術應用等
• 符合公認標準

• 客觀、安全

• 題項

• 樣本

• 一致性

• 來源單位：具聲望、權威、信用、客觀、安全

• 儲存平台：具聲望、權威、信用、客觀、安全

• 產出頻率：長期性觀測、調查資料較可信



資料評估(3/4)

• 可用：針對資料本身的使用成本評估
• 可操作：語言、標示、單位、檔案類型、操作型定義

• 可理解

• 易於分析運算

• 一致性

• 再分析的潛力：變數、欄位、深度、廣度

• 受測者是否知情同意

• 資料是否去識別化

• 資料乾淨、簡明

• 具加值處理



資料評估(4/4)

• 相關：資料是否能回應研究問題
• 時間範圍

• 資料量

• 具代表性

• 最新版本

• 產製者聲望

• 加值處理



引用
分析、
加值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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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Data re-use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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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ite Data
• 基本原則

• 常見格式舉隅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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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引用

使用他人的研究資料進行研究，應註明出處，故

需引用資料，以利將影響力回饋給原作者，並加

強個人研究依據，以及，幫助他人參考資料集，

進而評估研究或進一步探索。



基本原則

• 常見資訊：
• 作者(Author)

• 標題(Title)

• 永久識別碼(DOI)

• 出版日期(Date)

• 版本(Version)

• 典藏平台(Distributor)

• 來源單位(Publisher)

• 附加資訊：
• 取用日期

• 取用連結(URL)

• 資料類型

• 版本(Edition)



常見格式-引用格式

• APA：

Cool, H. E. M., & Bell, M. (2011). Excavations at St Peter’s Church, Barton-upon-Humber [Data set]. 
doi:10.5284/1000389

• Chicago

(Footnote) H. E. M. Cool and Mark Bell, Excavations at St Peter’s Church, Barton-upon-Humber 
(accessed May 1, 2011), doi:10.5284/1000389.

(Bibliography) Cool, H. E. M., and Mark Bell. Excavations at St Peter’s Church, Barton-upon-Humber 
(accessed May 1, 2011). doi:10.5284/1000389.

• MLA

Cool, H. E. M., and Mark Bell. “Excavations at St Peter’s Church, Barton-upon-Humber.” Archaeology 
Data Service, 2001. Web. 1 May 2011. <http://dx.doi.org/10.5284/1000389>.

• Oxford

Cool, H. E. M. and Bell, M. (2011), Excavations at St Peter’s Church, Barton-upon-Humber [dataset] 
(York: Archaeology Data Service), doi: 10.5284/1000389

http://dx.doi.org/10.5284/1000389
http://dx.doi.org/10.5284/1000389
http://dx.doi.org/10.5284/1000389
http://dx.doi.org/10.5284/1000389
http://dx.doi.org/10.5284/1000389


常見格式-研究資料平台(1/2)

• Dryad

Kingsolver JG, Hoekstra HE, Hoekstra JM, Berrigan D, Vignieri SN, Hill CE, Hoang A, Gibert P, Beerli P 
(2001) Data from: The strength of phenotypic selection in natural populations. Dryad Digital 
Repository. doi:10.5061/dryad.166

• Dataverse

Frederico Girosi; Gary King, 2006, ‘Cause of Death Data’, 
http://hdl.handle.net/1902.1/UOVMCPSWOL UNF:3:9JU+SmVyHgwRhAKclQ85Cg== IQSS Dataverse
Network [Distributor] V3 [Version].

• DataCite

1.Creator (PublicationYear). Title. Publisher. Identifier

2.Creator (PublicationYear). Title. Version. Publisher. ResourceType. Identifier

多數研究資料平台提供引用書目下載或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http://dx.doi.org/10.5061/dryad.166
http://hdl.handle.net/1902.1/UOVMCPSWOL


常見格式-研究資料平台(2/2)

• ICPSR

Schneider, Barbara, and Waite, Linda J. The 500 Family Study [1998-2000: United States].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distributor], 2008-06-03. 
https://doi.org/10.3886/ICPSR04549.v1

• PANGAEA

Haider, Fouzia; Timm, Stefan; Bruhns, Torben; Noor, Mizra Nusrat; Sokolova, Inna M (2020): Effect of 
food limitation on energy metabolism and burrowing activity of an infaunal marine bivalve, Mya 
arenaria. PANGAEA, https://doi.org/10.1594/PANGAEA.922165

多數研究資料平台提供引用書目下載或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https://doi.org/10.3886/ICPSR04549.v1


常見格式-無資料集引用規定

• 若所使用的引用格式無資料引用相關規定，可參考通用(Generic)或書

籍(Book)格式，輸入前述要件，或參考書籍的格式輸入。

• 若資料集來自政府機關報告、網頁、文件，可視為”政府報告”或”政府

部門網頁”引用。
• 政府報告APA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2019). Taking time: Support for people with cancer (NIH 
Publication No. 18-2059).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ttps://www.cancer.gov/publications/patient-
education/takingtime.pdf

• 政府部門網頁APA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2018, July). Anxiety disorder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ttps://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anxiety-disorders/index.shtml

https://www.cancer.gov/publications/patient-education/takingtime.pdf
https://www.nimh.nih.gov/health/topics/anxiety-disorders/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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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Question

臺大圖書館學科服務組

Email: tul@ntu.edu.tw

TEL:02-3366-2326

mailto:tul@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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