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研究之路的全集中資源
研究方法、寫作與統計



大綱

研究方法資料庫

：SAGE Research Method研究方法資料庫
／Current Protocol實驗室手冊/JoVE視覺化期刊

研究資源管道與查詢方法

：統計數據/專利/Open Data/

實用的研究工具

：查找全文工具/追蹤新知管道/資料儲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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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地圖

旅途資源

背包客
攻略



研究方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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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Research Methods
研究方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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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Research Methods(SRMS) 研究方法資料庫是針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所開發的

資料庫，可輔助教師及學生學習研究方法、設計研究專案並進行專案研究。收錄 720 

多種有關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期刊、書籍和參考工具書等資源，並提供交叉查詢 1400 

個研究方法關鍵字詞，也提供實際操作練習的素材 。

SRMS 是一個專注於研究方法的系統性工具，可指引研究進行，協助您按部就班完成

研究計畫。因此，SRMS 能提供以下幫助：

1. 簡介研究方法

2. 選擇統計方法

3. 開始進行研究

4. 重新檢視研究



系統性規劃研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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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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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esearch Method

研究生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研究的研

究方法。在一個研究當中，可以只

使用一種研究方法，或是因應不同

的研究問題而同時使用多種研究方

法，在SRMS 資料庫中亦提供不同

研究方法的使用時機以及使用方式

說明。

6.Writing up

針對論文寫作It’s never too early to 

start！，請同學們越早開始越好。

關於撰寫論文的順序，則建議第一

部分先從論文的主要章節開始，也

就是：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以及研究討論等，接著才

是標題、摘要、關鍵字、結論等。

3.Literature review

文獻回顧的資料類別可大致分為：
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二手
資料（secondary sources）以及灰色
文獻等，而好的文獻回顧可以跟著
以下步驟開始：

Search Term：用合適的關鍵字做為
檢索詞彙。

Database search tool：使用資料庫找
到相關的期刊文獻，例：Web of 
Science、Scopus等引文索引資料庫。

Key publication ：找出該研究主題的
關鍵出版品，並進一步找到參考文
獻。

Web Search tool：透過網路工具進行
搜尋，特別是相關的灰色文獻。

Scanning：依研究需求找到相關文章，
先從摘要、評論等判斷合適性，而
不先細讀每篇文獻的全文。

Reading：仔細閱讀，閱讀時最好可
以做筆記。

Thematic Organization：建議可透過書
目管理軟體工具，歸類並組織文獻。

Writing the review：用自己的話去摘
要文章重點並撰寫！

4.Data Collection

學術中採用的研究方法可大致分為

質化研究、量化研究以及混合研究

法，並依此決定資料的蒐集方式。

研究生在決定研究問題以及規劃研

究設計之後，也須思考資料蒐集的

方式是要自己產生研究資料，抑或

是使用既有的研究資料。而自己產

生研究資料的方式，可透過問卷調

查法、訪談法、焦點團體法或是實

驗等；若是使用既有研究資料時，

則要留意如何以及在哪裡取得資料

等事項，SRMS 資料庫也提供

Datasets 數據集供使用（可參考此

文）。

5.Data Analysis

當分析質化資料時，分類（sorting）

並找出趨勢（patterning）建立意義

是非常重要的；而分析量化資料時，

則有兩個基本策略：探索

（Exploration）與解釋

（Explanation），SRMS 資料庫中有

更完整的解釋。

1.Research Design

對研究生而言，找出自己有興趣的

主題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進行論

文研究時，可能會遇到不少問題和

阻礙，研究生若抱持著對研究主題

的熱忱較能克服所面臨到的困難，

同時在研究設計階段也要對研究主

題領域有所瞭解，評估該研究主題

投入時間、資源及相關成本等的合

適程度。

內文出處：
「從方法規劃、資料分析到論文寫作—以
SAGE Research Methods為例」講座紀實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3041



資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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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經典與前沿研究專書

量化研究方法
(Little Green Books)

質性研究方法
(Little Blue Books)

參考工具書

CASE：實際運用研究
方法的research project

Video：各類運用研究
方法實例或教學影片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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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名詞字典

直接使用「關鍵字」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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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詞釋義

查詢結果根據資料類型篩選

圖書：可了解概念的專論與
實例，有完整的參考文獻

參考工具書：查詢研究
方法的意涵與定義

期刊文獻(學術文章)學術論述
的完整且重要的內容，篇幅易
於閱讀與掌握

資料集：可執行與再
現研究操作後的成果

1.Research Design

2.Research Method

6.Writing up

4.Data Collection
5.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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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根據使用時機、想
找的資料內容進行
篩選。

研究方
法個案

影片

協助設計研究流程的工具

同樣的研究法在
不同領域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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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詞的Methods Map

3.Literature review

--Search term



How to read/download/save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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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目



How to read/download/save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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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瀏覽

15

瀏覽影片·方法

Video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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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影片·領域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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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影片·類型
訪談、教學、個案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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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個案：研究方法

瀏覽個案：學生程度

瀏覽個案：領域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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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數據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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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數據

量化數據



Project Pl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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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研究的步驟提供資源指引

研究工具



Which Stat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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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測驗問題提供研究指引

研究工具



Current Protocols
實驗室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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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做實驗的你，一定要知道Current Protocols

✘ 「在研究上，錯誤的實驗方式做100遍，它還是錯誤的，不會得到正確的結果」

✘ 「Current Protocols 提供很多重要的訊息，它不是只跟你說怎麼做實驗，還會告訴你

這一步要注意甚麼?為什麼要這樣子做?還會有評論，告訴你這邊多一點、那邊少一

點會怎樣?哪一步是重要的?」

✘ Current Protocols 所提供的步驟與你的實驗無法完全一致，但會有類似的方法，從中

可以知道在別人的實驗過程中，甚麼步驟是重要的，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做到哪

一階段時要特別小心，將實驗的程序一步一步解析出來，才能建構自己的方法。

「把研究方法弄對，才會得出正確的實驗結果，」

25

出處：「與知識交會的火花」— 生命科學系潘建源老師專訪
from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報導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1484



瀏覽

“Best of” collection 

of 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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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olymers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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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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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的內容

1. 題名

2. 作者

3. 摘要與介紹

4. 基本實驗方法(basic protocol)

5. 實驗步驟

6. 註解

7. 需準備的材料與解決方案

8. 評論：背景資料、數據樣本、

預期效果與時間，參考文獻

9. 障礙排除：當實驗不如預期的

後續方案



JOVE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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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 Video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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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訂
購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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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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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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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規劃研究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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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源管道與查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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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業資訊、公司報告、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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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商業管理資料庫系列

✘ ABI/INFORM Global：企管資訊文獻全文資料庫
✘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工商企業商情全文資料庫
✘ ABI/INFORM Dateline：美加地區商情分析全文資料庫：

✘ Accounting, Tax & Banking Collection：會計、稅法、金融銀行業相關內容之資料庫
✘ Asian & European Business Collection：收集歐亞地區公司、經濟、市場、國際貿易和整
體經營狀況之詳細訊息

✘ Business Market Research Collection：提供各國與區域產業報告及市場研究調查報告，
並提供SWOT分析、市場趨勢及競爭概況

✘ Canadian Business & Current Affairs Database：加拿大的商業資訊
✘ 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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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商管資料庫系列：產業報告

Fitch Solutions 

Industry 

Insight 

Reports

• 來源：惠譽國際信用評等的旗下公司

• 將全球50國產業，分為汽車、銀行等24

種產業類別，分析全球在該項產業5-10

年內的發展趨勢、投資風險、SWOT分析、

競爭概況…

First Research 

• 來源：Dun & Bradstreet 鄧白氏公司

• 涵蓋美加地區 300 種產業，產業報告篇

幅精簡，由銷售和行銷的角度來析產業

趨勢

• 來源：英國情報公司Aroq

• 包括四大系列：汽車業 (Auto)、飲料業

(Drinks)、食品業 (Food)與時尚業 (Style)，各

系列之下先依西元年排序，再依主題排

序

Just-Series 
Market Research 

Reports

• 2018-

• 季報/月

報

• 2004-

• 不定期更

新

• 2009-

• 不定期更

新



檢索實例：泰國的醫藥產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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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詞
✗ medical OR medicine OR hospital OR pharmac*
✗ Thailand

檢索技巧
在字尾輸入*

可一次查得

Pharmacy

Pharmacology

Pharmaceutics

Pharmaceutical



檢索實例：泰國的醫藥產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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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OR medicine OR hospital OR pharmac*

Thailand

Fitch solutions 



檢索實例：泰國的醫藥產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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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日期



下載產業報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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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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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GV0toylND4s

https://youtu.be/GV0toylND4s


相關教學文章

✘ ABI/INFORM [ProQuest] 商業管理資料庫檢索功能簡介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085

✘ 美國上市公司資訊: Business Market Research Collection (Hoover’s 
Company Records)資料庫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857

✘ 國外產業報告何處尋?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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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08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857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52


EBSCOhost商業管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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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Source Elite (BSE)

商學、管理、經濟、經融、會計等的學術期刊、雜誌

✗ 收錄全文舉例：

Harvard Business Review、Fortune、

Forbes magazine、Time、Fast company、Bloomberg businessweek、



Company Profiles 公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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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公司名稱



Company Profiles 公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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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覽
基本資料
歷史
關鍵人物
產品/服務
競爭者
SWOT分析
據點與分公司



相關教學影片

51

https://youtu.be/gvpFxmoBQCI

https://youtu.be/gvpFxmoBQCI


相關教學文章

• Business Source Elite (BSE) 商業管理資料庫檢索實例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117

• 利用Business Source Elite (BSE) 資料庫查詢公司資訊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232

• 布林邏輯／檢索指令／查詢技巧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16

• 圖表查詢（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906

• 如何查找評論性文章（Review Articles）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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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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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S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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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S智網為經濟部技術處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所

規劃建置的產業知識服務平台。服務內容包含產業報告、產業

評析、產業簡報、進出口資料庫、產銷存資料庫等。

✘ 匯集工研院產科國際所、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紡織

產業綜合研究所等單位的研究成果。

✘ 研究領域涵蓋電子資訊、機械金屬、化學民生、生技醫藥、新

興能源。

國內產
業報告

來源

產業類別



ITIS智網：進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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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進出口 >依商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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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口罩進出口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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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資料報表
(Excel檔案)

產生圖表



台灣口罩進出口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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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引用，
請標註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ITIS智網
產業資料庫



2.經濟數據、ope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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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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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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研究定義重要
• 資訊可能成為研究資料：如輿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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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研究資料的來源

✘ 政府機關

✘ 研究單位

✘ 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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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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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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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iLibrary

OECD關心的是全球經濟成長，以及跨國政府間的經濟合作與發展，

迄今已有37個國家成為OECD會員國，成立任務為: (1)監督及指導政

策；(2)分析與建議方向；(3)討論與執行。由此可知，OECD是以調

查社會經濟狀況為第一要務，出版品只是附屬產品，而他們產出

的調查報告都是屬於第一手研究(First Hand Research)，由OECD內部

的各組專家共同撰寫，發展至今極具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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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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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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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食及農

業組織的統計資

料庫，有近3百萬

的時間序列記錄，

涵蓋210國家和領

土的農業、營養、

漁業、林業、糧

食援助、土地使

用和人口的統計

資訊。也包括農

產品貿易資料。

國際經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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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資訊 DATA.GOV.TAIWAN

72

掌握台灣中央及地方各層級單位業務產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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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統計數據



73

查詢台灣上
市公司、上
櫃公司及公
開發行公司
之資訊

包含公司基
本資料、財
務報表、營
運概況、公
司治理、重
大新聞等資
訊

企業整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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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建置

政府經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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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建置

典藏長期主題、追蹤調查
研究資料、個別研究或其
他政府調查資料

資料主題以社會科學、
人文管理學為主。

查詢領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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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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領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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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原始碼代管服務平台

查詢領域數據



Google Dataset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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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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查詢平台



Open data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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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查詢美國政府資料為主，輔以研究資料及
其他國家或際組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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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調查統計資料、鐵路公司等。
計資料、鐵路公司等。

整合查詢平台



重點回顧

✘ 如何找出統計數據與data？

✗ 政府網站

✗ 國際組織

✗ 學科領域

✘ 查詢 TipsTip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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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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專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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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資訊的特性

✘ 專利 (Patent) 是對發明、實用新型、及新式樣經申請並
通過審查後所授予的一種權利。

✘ 專利內容是研究技術實務面的重要參考資訊，這些技術

關鍵不容易在期刊或其他文獻類型中找到。可能是私人

公司的研發或是沒有發表在期刊或研討會的研究成果

✘ 透過查詢專利資訊，可以幫助學術或是企業了解那些研

發成果可以申請專利、快速學習相關技術、避免侵害他

人專利且協助撰寫專利說明書。



查詢專利與專利分析

✘ 專利號碼

✘ 專利權人：是擁有專利權的人, 大多為申請人。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機
構,如: 公司、學校或政府機關等,

✘ 專利發明人：是指實際做出一項發明的個人，大多數的專利申請文件中

會有發明人的姓名和地址，而根據發明人和申請人的地址可以確定發明

人和權利人的國家，這可以反映專利申請初期的知識產權狀況。在OEC

中也是衡量知識經濟的一個指標。

✘ 專利分類號：CPC全稱為Cooperative Patent Classification，由美國專利商標
局（USPTO）與歐洲專利局（EPO）簽署協議合作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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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資訊與
它們的產地 世界WIPO

美國USPTO

歐洲EPO

中國SIPO

臺灣TIPO

日本JPO

韓國KIPRIS

Picture form https://ge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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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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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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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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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全文查找工具



如何查詢並獲取開放取用(Open Access)全文？

善用工具一鍵取得合法全文
✗ 透過安裝瀏覽器外掛程式，讓使用者快速取得其所屬學校/機

構訂閱的期刊全文

✗ 即使沒有權限使用的文章，也會主動搜尋Open Access期刊、預

印本(Preprint)平台、機構典藏等合法免費全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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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y.ntu.edu.tw/actregister/sessionView.aspx?actID=20211923_09&sesID=13歡迎報名！



Open Knowledg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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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新知工具



追蹤重要期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選擇以領域來看排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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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IF值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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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Web of Science



Google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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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Data)儲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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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儲存工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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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從適合自己領域與主題的研究方法開始

2. 確認自己的研究階段，配合相關查詢管道與工具

3. 找特殊資料類型，可以思考會建置的單位型態以及該資料被命名的
方式為何。也可以參考圖書館或學術出版社的Libguide所提供的指引。

4. 放手查詢，善用篩選條件

5. 隨時滾動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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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了沒？

研究是甚麼？

研究如何可能？

不只是學術研究，

日常生活的任何一個探究，

不管有沒有明說，都預設了

你所相信的「真相是甚麼」

以及「理解他人如何可能」。



臺大圖書館學科服務組

參考服務部落格：http://tul.blog.ntu.edu.tw/

1分鐘充電站：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OJd8jfjAdMDAmb0V0OB2g

HELP講堂：https://www.lib.ntu.edu.tw/node/1817#help

參考諮詢信箱：tul@ntu.edu.tw

參考諮詢電話：02-3366-2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