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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visualizing data/information, we turn it into a landscape
that you can explore with your eyes.

When you’re lost in data/information, an information map is
kind of useful.

~David McCand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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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館員眼中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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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館藏服務與圖書館營運目的

Ref: https://www.lib.ncku.edu.tw/guide/statistic.php



讀者眼中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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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有其他數據是我們較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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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評論
（文本數據）

社群關係
（關係數據）

讀者反饋
（文本數據）

學者社群
（關係數據）



數據與思維皆有變化

• 數據異質：取用與分析館藏服務、
讀者行為等數據僅能反映圖書館經
營的一個面向
 過去偏重在業務數據統計，未來可結合

社群、文本、關係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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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
數據

文本
數據

社群
數據

關係
數據

• 量化一切：機器處理技術使數據擷取
與分析變得容易可行
 數據讓一切加速發展

 分析轉變為全體數據、速度優勢、相關分析

抽樣數據→全體數據

追求精確→追求效率

因果優先→相關優先



思考：圖書館為何要做數據視覺化？

• 可了解營運成效、館藏評估、資源投入等，作為業務改進或爭取經費之參考
(羅思嘉, 2010; Yadav & Ahmed, 2020)

• 館藏全景（landscape of collection development）變化需要客觀數據，比較書籍館藏增減量、
課程時數變化及學生人數等，找出重要的館藏管理因素（Finch & Flenner, 2017）

• 為科學社群提供資料互動服務與資料挖掘結果，也可視為圖書館服務之一(Jiang
& Carter, 2018; Ogier & Stamper, 2018)

• 促進推廣服務或視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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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羅思嘉(2010)。圖書館營運成效分析。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19，8-16。
Finch, J., & Flenner, A. (2017). Using Data Visualization to Examine an Academic Library Collection.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77(6), 765.

Jiang, Z. H. & Carter, R. (2018). Visualizing library data interactively: two demonstrations using R language. Library Hi Tech News, 35(5), 14-17.

Ogier, A. L., & Stamper, M. J. (2018). Data Visualization as a Library Service: Embedding Visualization Services in the Library Research Lifecycle. Journal of eScience Librarianship, 7(1), e1126.

Yadav, A., & Ahmed, S. (2020). Visualizing Academic Library Data to Understand Use Patterns and Trends. SREL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57(2), 55-62.



2. 進展



數據視覺化的定義

學者/(領域) 概念說明

Bikakis, N.

(2019)/CS領域

Data visualization is the presentation of data in a pictorial or graphical format......Data visualization

provides users with intuitive means to interactively explore and analyze data, enabling them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interesting patterns, infer correlations and causalities, and supports sense-making activities.

Chen, H. W. 

(2017)/LIS領域

(1)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is used to discover new insights and knowledge from abstract data through

graphical means; and (2)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 representation of data that amplifies

cognition.

Phetteplace

(2012)/LIS領域
Data visualization has a clear purpose: to aid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data……They help us simplify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 intimidating universe of data.

Chen, Unwin, and Härdle

(2008)/CS領域

it expresses the idea that it involves more than just representing data in a graphical form, the information

behind the data should also be revealed in a good display; the graphic should aid readers or viewers in

seeing the structure in the data.

Börner, Chen, and Boyack

(2003)/LIS領域
refers to the design of the visual appearance of data objec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that well-designed

visualizations improve our interaction with large volumes of data, providing comprehension, understandin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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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Börner, K., Chen, C., & Boyack, K. W. (2003). Visualizing knowledge domains.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7(1), 179-255.

Chen, C. H., Härdle, W. K., & Unwin, A. (2008). Handbook of Data Visualization.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Phetteplace, E. (2012). Effectively Visualizing Library Data. Reference & User Services Quarterly, 52(2), 93-97.

Chen , H. W. (2017). An Overview of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 53(3), 5-7.

Bikakis N. (2019). Big Data Visualization Tools. Encyclopedia of big data technologies, Springer 2019



數據視覺化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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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Friendly, M. (2005)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

y of Data Visualization: A Case Study in Statistic

al Historiography. In: Weihs C., Gaul W. (eds)

Classification — the Ubiquitous Challenge.

Studies in Classification, Data Analysis,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pringer, Berlin.



1850-1900年：統計圖的黃金年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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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丁格爾玫瑰圖(1856年製圖)

南丁格爾除了是位護士，也是一
位統計學家，更是英國皇家統計
學會的第一位女性會員

右方圖指出衛生條件等原因造成
戰地醫院的高死亡率，並使用了
玫瑰圖來說明這件事情，每塊扇
形代表著各月份中的死亡人數，
面積越大代表越多死者
 各色塊圓餅均由圓心往外的面積來表現數字

 藍色區域：死於原本可避免的感染的士兵數

 紅色區域：因受傷過重而死亡的士兵數

 黑色區域：死於其它原因的士兵數

Ref: https://cwfn.uoguelph.ca/



1850-1900年：統計圖的黃金年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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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崙遠征莫斯科圖(1869年製圖)

 地圖記錄1812年法國軍隊去返的實際路徑，白色凸顯資料呈現；紅色是往莫斯科時的「出征」；而黑色則是象徵「挫敗」的折返

 紅色到黑色之寬度，代表軍隊人數的多寡（軍力的動態呈現），其分佈是移動的路徑

 圖表下方為氣溫與時間的參考表，在法軍撤退的10-12月，溫度從列式溫度0°一路下滑到-30°，法軍遭受著氣溫寒冽、長途跋涉、
環境惡劣、疾病肆虐之苦，人數一路下滑

Ref: https://edspace.american.edu/visualwar/minard/



發展至今的數據視覺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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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20/results/president
https://www.taiwanstat.com/vp-tainan/traffic_report.html
https://www.twreporter.org/i/2018-election-report-sharevoice-gcs


Data Visualization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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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Liu, S., Cui, W., Wu, Y. et al. (2014). A survey on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recent advances and challenge

s. The Visual Computer, 30, 1373–1393.

Ref: Ward, M. O., Grinstein, G., & Keim, D. A. (2010). Interactive Data Visualization:

Foundation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 A. K. Peters, Ltd.

一個完整的視覺化流程，可看作數據流經一系列處理
階段並得到轉化的過程

（另一原因：人類大腦對視覺訊息的處理優於對數值或文本的處理）



配合教學課程，重新修改數據視覺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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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個人課程教學成果之一



數據視覺化的常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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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Qin, X., Luo, Y., Tang, N. et al. (2020). Making data

visualization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a survey. The

VLDB Journal, 29, 93–117.

教學常用
工具

(for 傳播學院)

https://visual.ly/
https://rawgraphs.io/
http://polymaps.org/
http://sigmajs.org/
https://flourish.studio/
https://plotd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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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https://thelead.io/chart-selection-diagram-data-visualization



好的數據視覺化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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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

舒適性－結果編排

不同(種類)資料不能隨意疊加或混用

圖表內的數字與文字能維持一致字體

舒適性－色彩選用

配色盡量不採單一色系，善用對比色

單一性－單一主旨

一張圖或表，盡量只講一件事



但，出現視覺派 vs 訊息派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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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派 訊息派
• 為了強化讀者的印象與關注，
裝飾性的元素是必要的

• 資訊本身才是重點，任何用
來傳遞資訊以外的元素都是
不需要的

耶魯大學Edward R. Tufte教授
(統計學家)

Nigel Holmes
(圖形設計師)

https://www.edwardtufte.com/tufte/
http://www.nigelholmes.com/


訊息派訴求

22

• Tufte教授認為優秀的視覺化作品應該能以最少量的圖像傳達最多的資訊，因此他定義了一個指
標「Data-Ink Ratio」來代表圖表中資訊量與使用油墨量的比值，比值越高代表作品越能有效
率的傳遞資訊

低Data-Ink Ratio 高Data-Ink Ratio

Ref: Tufte, E. R. (1983).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Graphics Press, Cheshire, CN.



視覺派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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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mes認為圖表應該人性化，枯燥乏味的圖表是一種威脅，而一張幽默有趣的圖表有助於讀
者記住你要傳達的資訊

資料呈現了 1978 年至 1982 年的鑽
石價格走勢。然而，比起看過折線圖
的人來說，這張裝飾過的圖表更難讓
人忘記，大家都會記得這位女性的腳
部曲線剛好對應了 80 年代初期的鑽
石價格。

Ref: Holmes, N., & Heller, S. (2006). Nigel Holmes on Information Design. Jorge Pinto Books, New York.



時至今日，二派爭議仍存

• 圖書館有大量的讀者數據與館藏資源相關數據，尚未完全發揮

它們巨大的潛在價值，要做此項工作前，請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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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溝通
(視覺化)

分析
(探索性)



3. 案例



圖書館本來就有許多數據視覺化成果(in 文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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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https://www.ncl.edu.tw/periodicallist_304.html



系統化後的數據視覺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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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系統）

（取自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http://libstat.ncl.edu.tw/statFront/fairhouse/chart.jsp
https://publibstat.nlpi.edu.tw/Frontend/Home/Index#tw


加值後的數據視覺化成果(以世新圖書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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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http://lib.shu.edu.tw/data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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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後的數據視覺化成果(以立法院圖書館為例)

https://lis.ly.gov.tw/lgstatc/lgstat?@@0.7478925795356222


上海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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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趙斌(2015)。數據可視化在上海圖書館數據展示服務中的應用。圖書館雜誌，34(2)，23-29。



大屏幕即時展示圖書館流通數據

• 2005-2014年美國西雅圖
公共圖書館的「Making
Visible the Invisible」計
畫曾採取類似作法，以
六塊螢幕分別展示當天
借閱數量、過去一小時
借閱載體之標題、借閱
載體的關鍵字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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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https://www.mat.ucsb.edu/~g.legrady/glWeb/Projects/spl/spl.html



國外圖書館採用的數據儀表板(Dash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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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休斯頓社區大學圖書館)

(紐西蘭林肯大學圖書館)

(美國德州大學醫學圖書館)

https://library.hccs.edu/c.php?g=811635&p=7879644
https://library2.lincoln.ac.nz/dashboard/#library
https://mdanderson.libguides.com/librarydashboard


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圖書館：機構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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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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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期間，圖書館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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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arch.bvsalud.org/global-literature-on-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https://www.nstl.gov.cn/service/coronaviridae/index.html


4. 思考



探索性vs.視覺化之差異(初步歸納)

面向 探索性 視覺化
取向 分析腦(理性) 美觀腦(感性)

著重 決策/分析 溝通/展示

本質 深度挖掘數據 簡化複雜數據

功能 交互式 閱讀式

目的 幫助讀者得到有價值的訊息 幫助讀者了解複雜議題

層次 全局結果→局部特點(逐層拆解) 局部特點(一張圖只講一件事)

形式
將數據的各個屬性值以多維形式表示，

讓讀者可從不同維度觀察數據
易於理解、與人直覺相符的圖形/符號

傳達訊息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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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視覺化的價值與難點

•價值
可正確、真實地表達數據中的訊息而不產生偏差、失真或歧義（增加信任）

視覺化設計能夠清晰表達訊息或更快地發現潛藏特徵（減少感知過程的耗時）

結果呈現能夠讓人賞心悅目（與視覺記憶相關）

•難點
面對同一份數據結果，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各有差異

數據的準確度與顆粒度沒有參照標準

色彩或符號錯用容易誤導讀者（包含錯誤暗示數據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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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最終目的：為了讓他人更快地理解我們傳達的訊息，或讓自己更快地
發現未知的資訊特徵

• 圖書館運用數據的三層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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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數據數據

可分析

數據
可視化

數據
可變現(For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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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觀察數據世界的二種視角：探索性vs視覺化

講者：世新資傳江信昱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