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二十二研討會 

ORCID發展應用與導入經驗分享 

研討會手冊 

日       期 ： 104 年 4 月 24 日 

主 辦 單 位 ：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協辦單位：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南部分區委員會 





議   程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開場致詞  (王健文 館長) 

13:40~15:10 
第一場次演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柯皓仁館長) 
ORCID 發展與應用 

15:10~15:30 中場休息

15:30~16:30 
第二場次演講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暨臺大醫

院圖書室 梁君卿主任) 
促進國際合作的平台： Research Portal 建置經驗分享 

16:30~16:40 閉幕式  (王健文 館長) 



主講者簡介

◎柯皓仁 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現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2013/08 - Curren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教授 (2008/08 - Current)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教授兼副館長 (2004/08 - 2008/07)   

研究領域與學術專長

資訊檢索、網路資訊服務、資訊管理

◎梁君卿 主任 

現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醫圖分館暨臺大醫院圖書室主任

學歷

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學士

經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醫圖分館暨臺大醫院圖書室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採訪組組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組長



ORCID發展與應用

柯皓仁館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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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要

ORCID概述
ORCID與研究學者 --個人運用ORCID的三個步
驟
ORCID與機構
臺灣師範大學導入ORCID步驟與經驗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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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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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想要處理的問題…

身為研究員和學者須長期面對的問題是身份辨
識：在眾多姓名相似者之中，區辨並宣傳自己
的研究活動

有多少「Wang, J」?
中文音譯問題:王維 王威 王偉 王衛 汪暐 汪瑋 汪巍
汪渨都是Wei Wang 

學術研究身分識別問題係屬全球性的重要議題
在茫茫學海中，如何讓自己的學術貢獻與成
就，更容易被發現與正確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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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ORCID?

ORCID =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ORCID是獨立、非營利、社群導向、跨領域的組織
提供研究者註冊永久識別碼，以與其他研究者區別
ORCID識別碼可與關鍵的研究工作流程(投稿、獎助
申請)結合
ORCID識別碼可串聯研究人員與他們的研究成果、
專業活動，確保工作成果得以表彰
ORCID協助解決在多個研究資訊系統(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重複輸入資料的問題
ORCID能讓研究機構更佳地管理其研究人員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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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 Statistics

自2012 年10 月上線至2015年4 月10日止，已
有超過127 萬個ORCID ID被註冊，並有超過
672 萬筆學術產出被連結至ORCID 識別碼內，
其中超過218 萬筆是具有DOI 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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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的核心功能

讓研究者可取得單一識別碼和管理研究活動紀
錄的註冊機制
提供系統間溝通與認證的API機制

開放原始碼
年度公開資料檔案以CC0條款提供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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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與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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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而言…

免費
可註冊ORICD識別碼
可管理研究活動紀錄

著錄與連結個人學術著作與智慧產出
避免重複著錄個人著作檔案

可檢索其他研究者的ORCID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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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能做的事

Individuals may register, maintain, and share their 
ORCID identifier and associated ORCID record data
Individuals may receive updates to their ORCID 
record, such as linkages to their published 
manuscripts
Individuals may enter nominations for 
ORCID Steering Groups and Working Groups
The community may search ORCID records and view 
public data
The community may access an annual data file of 
public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ORCID Web site
Organizations may integrate ORCID iDs into research 
systems and workflows using the Authenticatio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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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運用ORCID的三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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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運用ORCID的三個步驟

註冊ORCID識別碼
在ORCID紀錄中加入專業資訊，並與其他識別
碼連結(如Scopus ID、ResearcherID、
LinkedIn)
妥善運用你的ORCID識別碼

在你的網頁註明ORCID識別碼
在你投稿、申請補助、以及在各種研究工作流程中
註明ORCID識別碼，以確保你的研究成果獲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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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運用ORCID的三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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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rcid.org/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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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
ORCID ID

個人資訊(放簡歷、自傳)

經歷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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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可以轉入或手動加入)



作品類型

Publication: 21種
Book
Dissertation
Encyclopedia entry
Journal article
…

Conference
Conference paper
Conference pos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closure
License
Patent
Registered copyright

Other: 9種
Artistic/performance
Data set
Invention
Lecture/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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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其他資訊系統轉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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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ResearcherID是Web of Knowledge
(Thomson Reuters)提供的研究者
識別碼。如果研究者有此ID，便能
從Web of Knowledge中轉出資料到
ORCID。

相較於ResearcherID是由商業機構
所建立的識別碼，ORCID則為獨立、
開放、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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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去除重複功能

透過ResearcherID從Web of 
Knowledge中轉出資料到ORCID。



Scopus to OR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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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to ORCID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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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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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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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與研究機構

對一個研究機構而言，以下議題是至關重要
的：

如何正確評價機構的研究實力與影響？
如何系統化辨識研究人員的知識產出？
機構擁有哪些專家？
如何有效率地遵守計畫贊助者的各種紀錄保存要
求？
如何讓機構典藏庫、教師績效管理系統中的文章保
持最新狀態？

ORCID能有效處理上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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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與研究機構(續)

研究機構致力於識別與串聯研究人員和他們完
整的專業活動。即使研究機構內建置了教師與
研究人員履歷或資訊系統，但往往需要人為持
續更新，且這些資訊無法隨著研究人員一起在
不同機構、甚或同一機構的不同部門間移動
ORCID能讓研究機構可靠且明確地連結研究人
員和他們完整、正確、現時的研究產出。藉由
將ORCID識別碼整合在研究工作流程的不同階
段，學術社群將更能識別和追蹤個人身為作
者、研究者、受資助人、教師及發明人等不同
身分時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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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與研究機構(續)

必須付費成為會員
可將機構研究者的資訊連結到ORCID紀錄
可編修機構研究者的ORCID紀錄
可取得機構研究者的ORCID更新資訊
協助機構研究者(及學生)註冊ORCID識別碼

27



ORCID與研究機構(續)

透過ORCID…
研究機構能有效管理教師和工作人員的研究活動資
訊
追蹤與評鑑學術產出
建立與機構內外各種研究資訊系統的互操作性
改善研究人員公開紀錄的正確性
促進資料交換，以符合針對法定研究成果和文章保
存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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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會員能做的事…
Send data, such as publication, dataset, or grant 
metadata, to ORCID records
Read limited access information, as permitted by users, 
from an ORCID record
Integrate a search and link wizard to enable researchers to 
connect to their works
Link ORCID identifiers to other IDs and registry systems
Create ORCID records on behalf of employees or affiliates
Validate information in ORCID records
Access technical support in their use of the ORCID 
Registry
Be eligible to serve on the ORCID Board
Support the mission of ORCID and maintenance of the 
Reg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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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會員類型

大學：波士頓大學、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香港大
學、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交通大學等
研究機構&專業組織：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ACM), IEE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等
出版商：EBSCO, Elsevier, Thomson Reuters, 
Springer, Wiley-Blackwell, 華藝等
新興網路學術書目計量機構：Altmetric, ImpactStory等
圖書館與相關組織：British Library, OCLC, 中國科學
院文獻情報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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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機構成員建立ORCID

先決條件
成員允許我們幫他們建立ORCID紀錄
需要有成員的姓名和Email
需要有聯盟客戶端憑證(credential)以便透過ORCID 
API建立ORCID紀錄

建立ORCID紀錄之後
成員的紀錄就存在啦
有一封Email會送給成員，請他們確認ORCID紀錄

http://support.orcid.org/knowledgebase/articles/147534-xml-for-
orcid-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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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導入ORCID步驟與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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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NU ORCID Plan

以本校所有專任教師為帳號建置計畫對象
由本校校長向教師發出邀請函，邀請加入本校ORCID 
帳號建置計畫，確保教師學術成果，增加國際曝光率
以電子報、網頁或說明會方式加強宣導與推廣ORCID 
帳號建置計畫
圖書館學科館員主動收集所屬負責學科教師相關資
料，並以XML格式文件建置學科教師相關資料
設計程式批次向ORCID申請並自動創建帳號
教師確認帳號並使用
由教師與學科館員檢視帳號與其他內容
持續溝通與宣傳。持續維護與進行新教師帳號建置
連結本校機構典藏、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管理系統
建立完整NTNU國際學術平台 33



NTNU ORCID Milestone

34

1-2月  2013年底加入ORCID團體會員
 學科館員ORCID教育訓練

3-4月  ORCID介接程式開發與測試
 4月17日學科館員RG教育訓練
 5月1日圖書館電子報宣導與推廣

5-6月  5月22日學科館員確認負責各系所專任老師名單與有效
Email

 5月26日撰擬說帖，以校長名義發出公開信
 6月1日圖書館電子報再次宣導與推廣
 6月30日學科館員彙整教師資料給系統組

7月  系統組批次建立ORCID帳號，並發出帳號確認信函
 學科館員協助教師建置RG帳號

8-10月  學科館員持續宣導ORCID與RG
 學科館員持續追蹤帳號確認情況

11月  完成帳號建置計畫所有作業與統計並檢討與分析



告訴學科館員何謂OR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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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 Record Cre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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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NU ORCID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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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51 

文學院, 57 

理學院, 24 
藝術學院, 15 

科技學院, 
23 

運休學院', 27 

國際與僑教學

院, 13 
音樂

學院', 
20 

管理學院', 2 社會學院, 5 

Faculty: 850
Register: 238



Trusted Individuals代理授權人

為呈現老師們更完整學術履歷與提升學術研究
成果能見度，將由學科館員們老師維護ORCID

整理與建立老師的Profile(Biography)
匯入老師的Publications(Works)

擬請老師於ORCID頁面中設定學科館員為「代
理人」，由獲得授權的學科館員定期更新維護
您的ORCID研究資訊

老師登入ORCID 系統後，點選「ACCOUNT    
SETTINGS」，於「Trusted individuals」輸入所屬
學科館員之E-mail，點選「Search」
輸入師長個人ORCID密碼進行確認
出現學科館員之ORCID帳號即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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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授權人(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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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NU Researcher Portal 

整理本地資料如中文著作與學位論文等上傳至
ORCID 以提升本校學術國際能見度
與「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系統」、「機構典藏
系統」整合，讓本校的學術著作管理更為完善
從研究生開始建立ORCID，使學術研究成果從
追蹤、管理到發表曝光能更全面性的整合並深
化國際學術社群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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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NU教師績效表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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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NU Research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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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ORCID對研究學者的重要性
ORCID可以讓學術圖書館加強學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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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國際合作的平台：

Research Portal建置經驗分享

臺灣大學圖書館醫學院圖書分館
梁君卿、黃嫃嫆

2015.4.24

2015/4/151



緣起

• 「開放型研究者與投稿者識別碼」（ORCID）為研究人員
的學術身分證，2010年成立ORCID Inc. ，以非營利組織的
角色負責ORCID的開發與營運。

• ORCID可作為解決姓名辨識和彙整學術研究動態的方案。
• PLOS、Nature以及Elsevier等大型出版社所出版的刊物都已利用

ORCID來簡化學術研究者使用投審稿系統時的資料管理方式。
• 如同DOI（數位物件識別碼）為學術論文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ORCID即為研究人員的唯一學術身分證。
• 研究贊助單位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已將ORCID納入管理政府研究計畫資金eRA Commons帳號的
串聯。

• 臺大醫學院舊有Research Report無法即時呈現研究者學術
成果。

2015/4/152



舊版-Research Report

將科部內容PDF檔案
複製在網頁上

2015/4/153



舊版-Research Report
• 內容過時
• 新增資料困難
• 無法提升國際曝光率
• 沒有完整詳細內容呈現
• 沒有專人維護更新

2015/4/154



新契機—改版醫學校區Research Portal

• 為提升臺大醫學校區學術研究交流與跨國合作的機會，於2013
年開始，將舊版「Research Report」改版為「Research Portal」
系統(http://research.mc.ntu.edu.tw）。

• 此系統建置目標為揭露研究者的研究領域、發表個人與團隊研
究成果的平台，藉以提升本院學術研究成果的國際化與能見度。

2015/4/155



新契機--成員ORCID進階會員
• 臺 大 醫 學 院 於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成 為 臺 灣 第 一 個 ORCID Premium

Member：
• 為研究人員立即申請ORCID帳號
• 運用API與校內系統(例如Research Portal)互匯資料與彙整學術成果，減少蒐集和建

置資料成本
• 代理人制度：由獲得授權的人員為研究者管理帳號與新增研究資料
• ORCID提供技術指導

• 2015年起由臺灣大學加入會員

2015/4/156



新契機--成員ORCID進階會員
• 臺 大 醫 學 院 於 2013 年 10 月 22 日 成 為 臺 灣 第 一 個 ORCID Premium

Member：
• 為研究人員立即申請ORCID帳號
• 運用API與校內系統(例如Research Portal)互匯資料與彙整學術成果，減少蒐集和建

置資料成本
• 代理人制度：由獲得授權的人員為研究者管理帳號與新增研究資料
• ORCID提供技術指導

• 2015年起由臺灣大學加入會員

2015/4/157



新契機—成立學科服務小組
• 2013年9月成立學科館員任

務編組，每個系所皆由專屬
的學科館員提供圖書資訊服
務 ， 並 協 助 建 置 與 維 護
Research Portal系統

2015/4/158



How to build up the system?

• NTU IT people?
• Outsourcing?

2015/4/159



系統架構

2015/4/1510



系統特色1—利用ORCID作為系統單一登入機制

2015/4/1511

先於Research Portal
系統點選登入，會直
接轉至ORCID登入頁
面，待使用者輸入完
ORCID帳號密碼後，
即允許該使用者編輯
Research Portal系統
資訊。
即兩套不同系統利用
同一組帳號密碼登入。



系統特色2—ORCID授權代理人制度

2015/4/1512



系統特色3—結合ORCID與QRCode
• 透過程式執行ORCID 識別碼建置的同時，可立即至Research Portal系統個人網

頁產生ORCID連結
• 自動產生專屬QRCode ，可運用於演講、海報，提升研究者國際曝光率與學術

交流

2015/4/1513



系統特色4—著作同時匯入



系統特色5—顯示多單位與職稱

2015/4/1515



功能呈現1-首頁顯示IF>10的焦點文獻（Spotlight）

2015/4/1516



功能呈現2-科系介紹

2015/4/1517



功能呈現3-呈現研究者陣容

2015/4/1518



功能呈現4-完整呈現學術履歷
• Profile

• Education
• Career and  Experience
• Research field
• Achievements
•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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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呈現5-呈現研究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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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呈現6-著作結合DOI與Altmetric

• DOI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數位

物件識別號)為數位著作唯一識別碼，

並有永久固定網址，讓研究者能迅速

找到所需文章；更可跨越出版社與資

料庫的障礙，增加學術引用與資訊傳

播的效率

• Altmetric為網路計量學，顯示社群網

址引用的最新書目計量，可包含網路

上各類型文獻(NISO Altmetrics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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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呈現7-結合研究計畫並串聯GRB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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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呈現8-Lab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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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呈現9-Activities學術活動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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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呈現10-CV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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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呈現11-匯出期刊論文清單
格式符合校內學術研究成果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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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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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廣
• 為提升本院教師對於Research Portal系統與ORCID

之支持，請本院張上淳院長於文宣資料署名，以院
方名義寄送給教師，宣示此計畫之重要性

• 醫學院主管會報
• 醫學院院務會議
• 公衛學院院務會議
• 醫院醫政會議
• 各系(所)務會議
• 醫學校區圖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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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親筆署名之推廣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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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圖書館」
• 駐點服務

• B4主治醫師辦公室
• 兒醫大樓—婦產部&小兒部
• 公衛大樓

• 於科部會議上當場請教師/醫師填寫預約單
• 親赴教師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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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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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ORCID. Current Integrations. 2014  [cited 2014 12/1]; 
Available from: https://orcid.org/organizations/integrators/current

• 醫學校區已有750多位研究者完成建置，超過20,000筆著作，7,000筆研究
計畫。

• 根據ORCID官方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11月30日，完成整合的大學有19所
，臺大醫學院為全球第5例、臺灣首例成功導入ORCID的大學機構。 [註]

• 許多系所將其英文網頁直接連至Research Portal
• 院系評鑑時，自Research Portal取得publication list上傳至學校研發系統。



成果2

• 於 2014 年 美 國 醫 學 圖 書 館 協 會 年 會 （ 2014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nd Exhibition, MLA 2014）發表，向
全球醫學圖書館界同道介紹此系統的功能與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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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3

• 獲得校長支持，擴展至臺大全校—「臺大學術庫(Academic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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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館員的轉變
• 性質：業務館員+學科館員
• 心態：抗拒→懷疑→接受→凝聚共識→投入→積極
• 過程：沒有對象可參考諮詢，只能從錯誤中學習成長
• 改變策略：單打獨鬥→團體合作
• 走出圖書館：學科館員們無不努力與教師聯繫或親至教

師的研究室協助操作系統，以大幅提升本系統的完整性
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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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花太多時間「想」答案，卻不願意花力氣去「走」過程。＂
---夢田文創執行長 蘇麗媚



提升圖書館形象
老師的回饋

• 透過面對面的解說，老師才能了解Research 
Portal系統與ORCID的重要性與用途

• 藉機介紹圖書館教學研究服務與活動訊息，俾使
臨床醫事人員快速獲得最新醫學資訊

• 老師也從拒絕到熱衷還成為義工
• 你們是我的客人
• 很佩服醫圖服務的效率
• 非常謝謝妳們為這麼多老師服務 ! 辛苦了 !
• Your enthusiasm and promptness in helping 

are quite impressive. Indeed, we are lucky to 
have a colleague like you!

• 老師們均認為建置Research Portal系統有其價
值，也相當倚重此系統

重新搭起老師與圖書館的良好關係

• 愛之深責之切的邱老師
• 面惡心善，時時關心進度的陳主任
• 對於系統有不同解釋的鄧主任
• 多位老師提供多種建議讓

Research Portal功能更完善…
• 主動協助學科館員寄送email給同

科部的老師或撥電話預約其他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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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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