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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提供完善的工具幫助研究者更有效率
• 選定研究方向和主題
• 掌握最新文獻
• 掌握最重要文獻
• 掌握主題發展趨勢
• 找尋適當合作夥伴

• 參考文獻的引用
• 製作參考文獻清單
• 出版倫理的遵守

• 透過期刊指標選擇適當的期刊清單
• 透過投稿系統投遞稿件
• 決定Reviewer審稿人選

• 透過資料庫收錄等方式被推廣
• 透過SNS社群媒體宣傳
• 審視研究影響力- 被引用數



今日大綱
• Scopus 資料庫簡介
• 如何快速掌握主題內的相關趨勢與重要研究
• 如何快速掌握重要作者相關研究
• 如何選擇適當期刊投稿
• 如何追蹤主題，作者，期刊
• 其他功能 (匯出書目資料)



今日大綱

• Scopus 資料庫簡介



Scopus是世界上最大的摘要引文
資料庫

文獻

參考資料

作者檔案

機構檔案

期刊

書

出版社



Scopus的內容涵蓋各領域與文獻類型

每天更新

期刊 會議論文 書



專業的內容策展篩選 CASB

17 Subject Chairs

Source: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scopus/how-scopus-works



今日大綱

• 如何快速掌握主題內的相關趨勢與重要研究



快速掌握該主題現階段的研究成果發展以及
相關論述, 了解未來可能待解決或未解決的
問題

掌握主題領域相關研究

聚焦



Scopus 2020/11/22最新統計

掌握主題領域相關研究

快速了解主題分佈



掌握主題領域相關研究趨勢-圖像化分析

Scopus 2020/11/22最新統計

增長？減少？



掌握主題領域相關研究趨勢-圖像化分析

Scopus 2020/11/22最新統計

• 發表在哪些期刊?
• 哪些作者最多相
關著作?

• 哪些國家/機構著
重該主題研究?

• 該主題計畫由哪
些機構出資贊助?

• 大多作者發表於
哪類文獻類型?

• 該主題屬於哪類
學科領域?或跨學
科領域?



掌握最新文獻



掌握重要文獻- 重要技術與成果-高被引文獻



掌握重要文獻-高被引文獻

瀏覽全文

Prof. Charpentier set the wheels in motion following her discovery of a previously unknown 
molecule, tracrRNA. She published her discovery in 2011.夏彭蒂耶開始追蹤之前一個未知分子的
發現，tracrRNA。她於2011年發表了她的發現。
Source: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honoring-the-2020-nobel-laureates



掌握研究脈絡(1)



掌握研究脈絡(2)

引用1-人類肺腺癌

引用 -哺乳類動物

引用1-1人類乳腺癌

細菌中發現 先前的研究基礎

後續的研究發展



文章指標面面觀-研究影響力

該領域前1%的文獻

引用標竿分析指標 (Citation Benchmarking)
顯示由一篇文獻獲得的引用與類似文獻的平均值比較。
百分比值達 99 是高，表示文獻在全球前 1% 。參考數據
和文獻領域權重引用影響力指數是一樣的。



比全球平均引用高出66.84倍

文章指標面面觀-研究影響力

FWCI 領域權重引用影響力指數（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是顯示一篇文獻在與類似文獻相比之下的引用頻
率，考慮的因素為出版年份、文件類型，及與出處相關的
學科。世界平均值為 1，高於1則表示文獻表現優於世界水
準。

Plum Metrics 為網路計量學指標
（Altmetrics），利用主流媒體、學
術社群媒體以及大眾社群媒體的曝
光程度來分析研究文獻的媒介影響
力。



論文與全世界熱門主題的鏈接程度

該研究參與的研究主題是前全
球前1%的熱門主題 SciVal 蒐羅了 Scopus® 的全部內容，辨識出將

近 97,000 個全球性的研究主題，並以主題指
標 Prominence 加以排名。Prominence 是一
項全新指標，利用最近期的引用情形、瀏覽
次數、以及 CiteScore 指標，歸納出某一主題
目前的研究趨勢。



論文與全世界熱門主題的鏈接程度

重要文獻

熱門關鍵字



綜合比較關鍵文章的研究影響力



獲取全文

可透過下載功能，直接到圖書館館藏或出版
社網站獲取全文



今日大綱

• 如何快速掌握重要作者相關研究



快速查找重要作者



快速查找重要作者



重要作者檔案(高被引作者)

是否持續從事相關研究? 近年的研究主題

查看最新、重要著作

預印本(Preprint) 2020 新增，探
索、追蹤、和共享同儕最新的研
究進展。Scopus 只涵蓋 2017 年
之後的預印本。

目前在哪個機構?



重要作者檔案

研究者指標 H-index
是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
學聖地亞哥分校的 Jorge 
E. Hirsch 教授所發展的
混合量化指標，用於評
估研究者的學術產出數
量與學術產出影響力

Scopus作者ID 可串聯到ORCID

H-index 99代表有99篇被引用至少99次

ORCID為研究人員及投稿人公開資料庫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repository) 的縮寫，屬於非營利性組織。
研究人員可免費線上註冊ORCID專屬辨識
碼(ID)，以解決名字命名不明確，或在多
個機構工作，而無法計算正確引用次數的
問題。



Scopus 串聯ORCID



今日大綱

• 如何選擇適當期刊閱讀與投稿



參考文獻來源期刊清單



期刊檔案 Scopus提供3種評量期刊影響力的指標

用CiteScore提供學科期刊影響力排名及追蹤來年期刊表現



期刊影響力指標 CiteScore

CiteScore

A = 2019當年度與過去三年總發表文獻篇數的總引用次數

B = 2019當年度與過去三年總發表文獻篇數 (文獻類型含一般文獻, 回
顧型文獻, 會議論文, 數據論文, 與書的章節而排除剛被接受的手稿與
預印本)



期刊影響力指標

SNIP 全名為 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 （標準化影響係數）由荷蘭萊頓大
學（University of Leiden） Centr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CWTS）團隊
Henk Moed 教授所提出，是根據某個主題領域的總引用次數、給予引用權重，進而
衡量上下文引用所造成的影響。這個方法就是找出每篇論文中期刊引用的數目與主
題領域內引用的可能性之間的比例。其目的在允許直接比較不同主題領域內的資料
來源。可以突破傳統 Impact Factor 無法考量不同研究領域的引用情形。。

SJR（SCImago Journal Rank）是藉由學術期刊被引用次數與該引用來源的重要性或
聲望性來衡量期刊的影響力，因此被聲望高的期刊所引用，較被一般期刊引用來得
顯著，這樣的演算方式突破傳統期刊分析指數單純計算引用次數而無法反映個別引
用“來源聲望”的缺陷，也提供了我們在評價學術期刊時的另一種參考指標。
註：SJR 計算之時間區間為 3 年，並將期刊引用本身發行的參考資料限制在 33％。



期刊檔案 Scopus提供3種評量期刊影響力的指標

用CiteScore查看五年影響力的變化並追蹤來年期
刊表現



期刊檔案

用CiteScore查看學科期刊影響力排名

該領域前4%的期刊



透過CiteScore 找尋學科領域的高被引期刊



38



39

輸入標題，摘要，關鍵字

提供期刊影響力指標，接受率，
首次決定所需時間，期刊發表所
需時間，APC等等資訊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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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追蹤主題，作者，期刊 (新知通報)



針對搜尋主題設定新知通報

針對重要期刊設定新知通報

針對重要作者設定新知通報

追蹤主題，作者，期刊(設定新知通報)



透過設定新知通報追蹤高被
引期刊內相關主題文獻



透過設定新知通報追蹤重要
作者相關主題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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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功能 (匯出書目資料)



匯出書目資料



參考資源網站

⚫ 台灣官方網站 https://www.elsevier.com/zh-tw

⚫ Scopus相關網站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

⚫ 選擇適合您投稿的Elsevier期刊網站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 Honoring the 2020 Nobel Laureates with free access to their research 2020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honoring-the-2020-nobel-laureates

⚫ Scopus 網站 https://www.scopus.com/search/form.uri?display=basic

⚫ Elsevier 出版品全文 ScienceDirect 網站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 Mendeley 免費書目管理工具 https://www.mendeley.com

⚫ Researcher Academy 研究者學員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 Special Thanks to Ryan Huang, Elsevier 生命科學解決方案經理

https://www.elsevier.com/zh-tw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honoring-the-2020-nobel-laureates
https://www.scopus.com/search/form.uri?display=basic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www.mendeley.com/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