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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需要JoVE……？



研究角度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



學生學習(1/3)

實驗設備
成本昂貴



學生學習(1/3)

實驗技術
複雜，
不易重複
操作



學生學習(1/3)文字無法精確
描述實驗方法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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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VE的服務目
標及宗旨

• 優勢及特色

• 收錄內容及主題

About JoVE

• 平台功能介紹

• 影片及全文

• 社群評論及使用
分析

JoVE期刊平台

• 使用者經驗

• 新刊試閱

使用者經驗分享



JoVE-創新的科學出版形式

• The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 將實驗技術影像化，以影片形

式出版。

• 成立於2006年，第一個經過

Peer Review，收錄於PubMed

的影片期刊。

• 涵蓋生物、醫學、化學、物理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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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服務目標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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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的知識傳播形式，影片將實驗過程透明化，且可重複

觀看，節省時間、空間、資源上的成本。

解決現今實驗技術複雜，經常一個實驗費時數週、實驗設

備成本昂貴…等不易重複操作的狀況。

• 影片紀錄的內容更詳盡，比起單純的文字、圖表形式，更

能將複雜且多面向的實驗過程記錄下來。

解決文字無法精確描述創新實驗技術的困難。



JoVE的優勢及特色

從 2006 年至今，發展出

10 個不同的主題期刊，除

了最早的生物領域，還包

含了臨床&轉譯醫學、應用

物理、化學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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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00) 2011(1,000) 2012(2,000)

2013(2,500) 2014(4,000)

JoVE Timeline

2013年：新增行為科學和生態環境

兩個領域

2014年：新增科學教育資料庫（目

前擴增至 6個套裝）及發育生物學

2016年：新增基因學、生物化學

以及癌症研究三主題



使用JoVE學習新實驗技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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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a從JoVE上搜尋，發現2011年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

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發表的相關文章。

• 透過JoVE，快速掌握

她需要的資訊，不用

再重新聘用研究員、

購買昂貴的研究器材

等。

• 省下學習新技術的時

間成本，也替普渡大

學省了US$15,000美

元。



13個主題領域
Impact Fact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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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綜合

神經科學

臨床&
轉譯醫學

生物工程

物理

免疫&感染

化學

行為科學

生態環境

發育生物學

生物化學基因學

癌症研究



馬偕醫院訂購之兩主題
Impact Fact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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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綜合 免疫&感染



JoVE的期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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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出版60篇Video 文獻，可依時間
搜尋過刊。

• 影片包含摘要、簡介、
討論、步驟、結果等 內
容文字檔。

• 可透過內文進行檢索。

• 比照文字期刊的形式，
包含doi值、期刊、 作
者資訊等引用格式， 便
於使用者進行文章 的搜
尋、引用。



影片期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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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期刊－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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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使用JoVE- Step1

17



如何進入使用JoVE- Ste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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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入使用JoVE- Ste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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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平台－ 1.檢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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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平台－ 2.主題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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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平台－ 3.最新影片&熱門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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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平台－ 4.目次及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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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平台－ 5.個人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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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平台－ 5.個人化功能



26

期刊平台－ 5.個人化功能

• 建立個人帳號後，即可利用帳號使用以下功能



新刊試閱推薦
Impact Fact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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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提供閱讀Open Access影片之服務，請踴躍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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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 OA試閱網站

http://jovedemo.weebly.com/

http://jovedemo.weebly.com/


使用者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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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動物科學系助理

教授， Dr. Theresa 博士

–普渡大學：

位於美國中西部印第安納州，學生人數將近四萬人。校

內擁有100間以上的實驗室，從2010年開始訂購JoVE。

• 使用經驗：

在研究基因活性的過程中，需要了解腦部下丘腦

視交叉上核的解剖技術，但這個技術的學習門檻

是很高的。如何希望透過有效率的方式了解這個

技術。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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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from Users:

1. This resource is much helpful for both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So, I strongly 

recommend that our library can provide us 

to link this website and download the 

movies.

2. I am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CYCU in 

Taiwan. I am interested in your movies, 

which might be helpful for improving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n I see some 

extra movies related to photonics or 

optoelectron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