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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當科學家崩潰之後…

•目的：學習胚胎幹細胞新技術

•時間：2個月

•花費：10,000美金



JoVE－科學界的YouTube



JoVE－生動的形式 | 嚴肅的內容 | 高品質影片

12000+

7500+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2019 Impact Factor: 1.163



JoVE-創新的科學出版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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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ed，收錄於
PubMed的影片期刊

• 涵蓋生物、醫學、化學…





67%實驗結果無法被複製！

難題一：科學實驗複製困難



78%科學家更喜好實驗影片

難題二：學習新技術耗費大量時間精力



Position the metaphase spindle at 3 

o’clock and hold it with holding 

pipette. Apply piezo pulses to 

penetrate the zona pellucida. Touch 

the metaphase plate with the 

enucleation pipette. Aspirate the 

spindle and withdraw the pipette.

直觀

生動

所有細節

語言障礙

#%^￥%&￥*…………

• 影片比圖片更加直觀生動，可展示所有細節
• 影片可讓非英語系國家的學者擺脫語言障礙

I Got You！



JoVE的出現解決了以上兩大難題



發展歷史

• 從 2006 年至今，發展出 13 個主題，除了最早的生物領域，還
包含了臨床&轉譯醫學、化學等

• 推出10種 Science Education系列



目標及宗旨

•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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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及特色

• 影音教學日漸普及

• 協助學校及機構解決複雜實驗的低複製性

• 降低在學習新技術時所需消耗的時間與精力

• 研究各學科新方法的應用和實驗的創新

• 透過影片呈現的方式，精準的掌握實驗步驟



內容

• JoVE Research：13主題刊 Journal
• 每月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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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學資料庫 Science Education
• 部分內容提供多國語言翻譯

• 影片包含基礎說明、應用介紹以及影片結語。

• 每支影片搭配與該主題相關的五篇JoVE期刊文獻做實務上的學習。



JoVE Research：13主題刊 Journal

• BEHAVIOR

• BIOCHEMISTRY

• BIOENGINEERING

• BIOLOGY

• CANCER RESEARCH

• CHEMISTRY

• DEVELOPMENTAL BIOLOGY

•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

• GENETICS

• IMMUNOLOGY & INFECTION

• MEDICINE

• NEUROSCIENCE



JoVE：BIOENGINEERING

• JoVE生物工程專輯將自然科學與生命科學結合起來，將自然科學
研究方法與工具運用到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當中，以促進疾病的
評估、診斷、臨床治療新技術的發現。

•Tissue engineering 組

織工程學
Biosensors 生物感測器

Bio-imaging 

techniques and 

equipment 生物成像技

術與設備

Cell topography 細胞

拓譜

Therapeutic materials

治療材料

High throughput 

analysis 高通量分析
Microfluidics 微流控

Synthetic substrates 

and materials for bio-

applications 生物應用

合成基底與材料

Robotic therapeutics

機器人療育



JoVE：ENGINEERING

• 涵蓋工程和應用物理研究中廣泛應用的實驗技術，致力於解答廣
泛的科學問題。技術和方法主要來自于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
和化學工程師、物理學家、材料學家等。

•Device 

fabrication 設備

製造

Electronic 

systems 電子系統

Optics and 

photonics 光學和

光子學

Applied 

mechanics 應用

力學

Materials science 

材料科學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先進製造



教學資料庫 Science Education

• BASIC BIOLOGY

• ADVANCED BIOLOGY

• CLINICAL SKILLS

• CHEMISTRY

• CORE: BIO

• PSYCHOLO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PHYSICS

• ENGINEERING

• LAB MANUAL



開始使用JoVE

輸入關鍵字

Gene chip



篩選



看影片

看全文

社群分享

相關影片



瀏覽全文

大綱瀏覽

線上翻譯



串接PubMed



下載與引用

引用資訊

下載全文

下載材料
設備清單







瀏覽影片

速度

字幕 螢幕



嵌入影片在自己的網站



開始使用JoVE：Research瀏覽

瀏覽



最新發表/最受歡迎/研究方法專輯





開始使用JoVE：期刊瀏覽

瀏覽





使用者分享

•使用者：

•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動物科學系助理教授， Dr. Theresa 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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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透過有
效率的方式了解這個技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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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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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VE投稿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