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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庋用之意義

 data curation 或是digital curation
 data：研究資料或稱數位研究資料，資料來自於研究者蒐

集、觀察或創造，研究者透過資料分析後產出研究結果。

 庋用（curation）源自於拉丁文curare ：照料（care for），
研究資料如果沒有善加蒐集和照料，就無法提供取得和再
次使用(Buneman, Müller & Rusbridge , 2009) 。

 data curation包括庋藏和使用，故譯為「資料庋用」

 資料庋用是針對數位化的研究資料加以維護、保存和加值，
建置值得信賴的數位典藏庫，以利現在和未來的使用
（DCC,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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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search vs. data curation

 資料庋用是因應e-Research如何保存維護、公開取用大
量的資料集，資料庋用之發展與e-Research的興起息息
相關。

 為支援e-Research的發展，除了需要網路基本建設、網
格運算等相關技術之外，也需要一套資料庋用的方法，
用以評估、蒐集、組織、保存和應用研究資料，俾便
資料的再使用，以支援學者驗證或開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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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庋用vs.數位保存

 資料庋用一詞往往包含數位保存、數位典藏的概念，但其
實仍有所差別

 資料庋用是對於整體學術社群的深層思考，包括研究者、
出版者、庋用者、資料管理者以及使用者之間的緊密合作，
資料庋用不只是數位保存和數位典藏，更涵蓋研究社群與
資料資源之間的密切互動 （Beagrie, 2006）。

 數位保存是資料庋用的一部份，資料庋用除了保存與維護
數位資料之外，更強調資料加值、主動管理、建置值得信
賴的資料典藏庫以確保未來的使用（Harvey,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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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庋用的重要性

 資料氾濫

 過去數十年來，科學研究透過精密的儀器、電腦化模擬、
計算式模組產出大量研究資料。

 資料流失

 數位資料本身的特質、學者對於資料的認知、缺乏保存
策略。

 資料效益

驗證研究、啟發研究、創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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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圖書館發展資料庋用之理由

 長期以來，圖書館從事學術出版品的蒐集、典藏、組織，
以提供取用服務，但對於研究歷程中最基本的元素：資料，
卻沒有一套妥善的管理機制（Borgman, 2007） 。

 圖書館具備資訊組織、資訊取用、館藏管理與機構典藏的
專業和經驗，可以作為資料庋用的基礎能力（Witt, 
2008） 。

 對於可感知的、明確的、具體的資訊，圖書館長久以來的
徵集方法、資訊組織和典藏策略已然足夠，但是面對數位
化研究資料的不明確、不穩定、多變化等特徵，圖書館面
臨的是不同屬性的挑戰（Ogburn,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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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圖書館發展資料庋用之策略
 主動參與研究歷程

圖書館與研究者的夥伴關係是推動資料庋用的重要驅力。

 整合校園內外各項資源

校內與校外既有資料，建置研究資料入口網站。

 培訓練與重用館員

館員是資料庋用的執行者而非經紀人，有必要增進館員知能。

 建立合作關係

考量整體社群的需求而不是個別的工作流程或系統。

 執行合作計畫

機構內跨單位、機構之間、多機構的合作。

透過庋用服務更能彰顯圖書館和學術社群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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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員在資料庋用的角色

 館員是內容徴集和所有權的諮詢顧問

 館員是教師的教學夥伴

 館員是數位研究資料的產生和使用之觀察者

 館員是資料庋用系統的建置者

 館員是研究資料的產出者和傳播者

 館員是組織的設計者

 館員是合作網絡的創建者和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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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庋用個案

 英國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DataShare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DSpace@MIT
 美國普渡大學的D2C2(Distributed Data Curation Center)

和PURR(Purdue University Research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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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nburgh DataShare

11http://datashare.is.ed.ac.uk/



愛丁堡大學發展資料庋用的策略

 Edinburgh DataShare是英國資料分享計畫的一部份，隸屬
於Information Service之Data Library

 以DSpace建置的資料典藏庫，另有機構典藏：Edinburgh 
Research Archive（ERA）

 研究人員以Edinburgh DataShare提交研究資料，每一筆完
整的紀錄：詮釋資料、資料檔和文件檔，可以自行設定取
用權限，並取得一個永久的URL。

 在管理上，由上而下制定研究資料的管理政策；在技術上，
由下而上根據研究者的需求，設計資料儲存格式、處理流
程和相關工具（Rice & Haywood, 2010）。

 圖書館並不是資料庋用的主要單位，而是協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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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ace@MIT

13http://dspace.mit.edu/handle/1721.1/55345



MIT發展資料庋用的策略

 基礎建設：採用原DSpace作為資料典藏庫，獲得NSF
DataNet贊助，與校內的教師、資訊服務和科技部門合作，
持續提昇DSpace的各項功能。

 工作小組：2005年由學科館員組成資料倡議小組，學習資
料庋用之作法，探討如何回應校內教師對於資料管理的需
求，以及如何提供資料管理的服務。

 學科館員：分析資料管理的需求、協助製作資料管理計畫
書、教導學生使用研究資料、蒐集與傳播資料集、研究資
料的上傳、下載、客製與產出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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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ed Data Curation Center

15http://d2c2.lib.purdue.edu/



普渡大學發展資料庋用的策略
 普渡大學圖書館為主要負責單位，合作方案的層次

 校內：圖書館與校內電算中心合作

 校外：普渡大學和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UIUC）合作共同
探討研究人員在何種情境下願意公開資料

 D2C2提供資料庋用相關之工具、參考文件、個案內容、資
料管理政策等，但未具備資料提交、查詢、下載功能。

 2011年推出Purdue University Research Repository（PURR），
提供一個線上合作的資料典藏庫，具備提交和查詢研究資
料的功能，可支援全校研究人員撰寫資料管理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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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R

17https://research.hub.purdue.edu/



個案比較

 發展背景：國家型計畫的支持

 機構典藏：皆已建置機構典藏，但在應用上卻有涉入深淺
的差異

 合作模式：內部與外部的合作策略

 圖書館和館員的角色

 Edinburgh DataShare是全校資訊服務的一環，由副校長帶領
跨部門的專責單位，圖書館僅為協同單位

DSpace@MIT以學科館員為主力

 D2C2由跨學科研究館員作為推動資料庋用的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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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精進館員知能以勝任資料庋用任務
館員在資料庋用的角色，幾乎涵蓋整套資料庋用的發展程序
MIT學科館員成立資料計畫小組；普渡大學任用跨學科研究

館員

 實施需求調查以奠定資料庋用基礎
愛丁堡大學：根據研究人員需求，規劃儲存格式、處理流程

和工具
MIT圖書館：館員和研究人員非正式的對談

普渡大學圖書館：訪談研究人員，建置Data Curation Profile
 規劃合作策略以推動資料庋用服務
對象：電算中心、系所、研究者、學術圖書館社群以及研究

經費提供機構等
合作策略不只是建置資料典藏庫，更應關注各領域研究人員

的研究情境，才能在多變的環境中發展健全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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