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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umenting impact 
through research 
performance 
frameworks

● Reducing researcher 
burden

… but these two goals 
seem at cross purposes?

管理研究的趨勢

● 透過評鑑準則記錄學術
影響力

● 減輕研究人員負擔



姓名歧義

Michael Jackson???

唯一性辨識碼有效地連結研究活動



人、事、物的辨識碼



WHAT IS ORCID?

•為所有參與研究、學術和創新的人各自賦予一個唯
一的辨識碼

•有永久、清晰且明確的研究記錄資料中心

•透過 API 連結研究人員與其所屬機構、研究活動

•以社群方式運作指導和支援 ORCID 的演進和持續
的發展

•全球共同努力而成就



ORCID社群

https://orcid.org/statistics

• 來自43個國家共計933位成員

• 來自各研究體系超過550間系統已導入ORCID
• 超過540萬的研究人員已註冊ORCID 
• 聯盟成員組成:

○ 美洲: 巴西, 加拿大 & 美國

○ 歐洲、中東、非洲：英國, 挪威, 芬蘭, 瑞典，荷蘭，比利時，德國，意大利，葡萄
牙，以色列，南非

○ 亞太區: 澳洲,紐西蘭,台灣



ORICD團隊

https://orcid.org/content/orcid-team



出版社群公開信

● 超過2561組出版系統已收
集ORCID iD 

● 61間出版社簽署公開信，支
持且將ORCID iD納為投稿
必備資訊

Source: https://orcid.org/content/requiring-orcid-publication-workflows-open-letter

https://orcid.org/content/requiring-orcid-publication-workflows-open-letter


能見度,互通性 & 可信度
 ORCID有益於研究人員的三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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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研究機構

授權收集iD並有權限 
進入活動紀錄

註冊 & 管理
ORCID record

任職紀錄:
XXX University
源: XXX University (ID139)

ORCID record

連結任職紀錄

研究獎
勵構

連結研究獎助紀錄
研究獎助:
YYY Foundation, Grant #123
源: YYY Foundation (ID45)

連結出版作品

發表:
Book, Chapter, 2016
源: ZZZ Publisher  (DOI:675)

出版商

orcid.org/xxxx-xxxx-xxxx-xxxx

ORCID ID
姓名

• 其他基本資訊
• 別名
• Email addresses
• 簡介
帳號設定

Activities & affiliations

自行設定隱私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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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見度



出版社
確認著者無誤

任職單位
確認單位正確

研究獎勵
確認獎助內容

連
結

收
集

收
集

連
結

連
結

收
集

互通性



可信度



ORCID 與 
研究機構
ORCID對研究機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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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任的連結

•掌握不同系統中研究機構名稱的標示

•納入研究機構的唯一性辨識碼

•連結經機構驗證的機構資訊至任職研
究人員的ORCID紀錄 

PHOTO: Linked by NAS Alan Levine CC0
https://flic.kr/p/VKfww6



預先通知

即時收到關於研
究活動更新的通
知，減少事後報
告與填寫表單的
勞務

PHOTO: Custom form elements.by Mårten Björk
CC BY 2.0 https://flic.kr/p/86cM6z



畢業生與校友的近況更新

了解校友、過往任職者、或畢業生的學術動態
包含新的出版發表、研究獎助或新的任職近況!

PHOTO: Footprints by Holly Gramazio
CC BY-NC 2.0 https://flic.kr/p/yvVMz



報告時間到
了!

ORCID RecordYes!
是否已經取得授權來進行

後續動作?

取得授權; 儲存iD和
授權代碼

讀取紀錄或連結更
新紀錄 

No

新的就職資
訊!

更新獎助資
訊!

新的出版發
表!

觸發點

需要填寫資
訊了!

研究人員自行設定
隱私權限

取得授權後藉由系

統完成自動更新



影響力&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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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連結其他識別碼



人、事、物



影響力 & 評鑑

研究機構連結其機構資
訊到任職學者的

ORCID紀錄

投審稿系統

索引

資料源與後續評
比



社群運作的價值



VALUE OF NATIONAL APPROACH
Taking a coordinated national 
approach to research information 
is crucial. The benefits include:
• Fair access to the benefits of 

research
•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of 
research

•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for 
researchers and administrators

• More time and improved quality 
research!

政府推行全面運行的研究政策是
重要的。優點包含

均等的方式取得研究帶來的效益

更全面了解研究影響力或挑戰

對於研究人員或管理人員來說能
更有效或更方便進行工作

更多的時間來研究!



The Taiwan research 
community has the power to 
improve the value and 
openness of its research 
information.

Unique researcher identifiers 
have the potential to 
streamline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bring 
transparency to the creation 
and re-use of that 
information. 

台灣的研究界有效地促進
了其研究信息的價值和開
放性

研究人員唯一辨識碼具有
優化研究資訊流動並同時
促進資訊更開放透明的潛
能



Find out more at https://orcid.org
Register at https://orcid.org/register
Email m.buys@orcid.org
Twitter @ORCID_Org / @mjbuys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