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hylloscopus Collybita

Scopus資料庫教育訓練

Presented by 

Virginia Chiu 邱嘉慧

Elsevier Taiwan



 從無到有:學術研究的動力

 材料的搜集: 資料的收集

 材料的分類與檢視:研究的進行

 藍圖的形成:論點與其支撐

文獻蒐集



資料、資訊與知識

資料：是離散、不相關的文字或是數字

資訊：是經過篩選、整理與分析的資料

知識：透過個人能力與經驗所整理出來的



課程大綱

1. Scopus 內容與收錄範圍

2. 如何透過 Scopus 的導航找到有用資料

3. 如何使用檢索功能

4. 個人化服務功能使用

5. 選定研究方向與主題

6. 高效率文獻分析

7.  附加補充功能



1. Scopus 內容與收錄範圍



為什麼使用Scopus?

使用者的需求:

• 我怎麼知道哪些東西跟我的研究
相關?

• Google Scholar 真的可以找到我
所需要的學術文獻嗎?

• 總是有更多的資訊
• 我想要「略過」而非「錯過」文
獻

圖書館的需求:

• 滿足使用者可以從單一工具展開

其研究過程

• 檢索廣泛資源而無重複

• 同時包含期刊文獻、圖書館資源

及網路資源

• 連結到所有訂購的全文

• 單純的使用者介面



不同學科領域所收錄的期刊數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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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 of Journal Ti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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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ine)

• 7,300+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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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ciences

• 3,500+

•Social
•Science

• 17,000+

• Total

“The coverage 
provided by 
Scopus is 
balanced in terms 
of subject areas 
when compared 
with Ulrich’s 
core.”

– De Moya 
(Scientometrics 
2007)

Titles can belong to 
multiple disciplines

When combined with CSA Illumina, Scopus offers:

 2,200 Arts and Humanities titles  2,300 Social Sciences titles 

超過一萬七千種期刊被Scopus所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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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ontent for local audiences

9,300 vs 17,300 Titles

“In terms of content first and foremost, (. . .), there is little about Scopus tha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very best that the industry has to offer.”

– Golderman / Connolly (Library Journ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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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目前約有 60 本期刊為
Scopus資料庫所收錄；其
中 37 本只有Scopus資料庫

有收錄



除了期刊，還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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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Million)

更多的文獻摘要

Our nearest 
competitor only 
offers abstracts 

as of 1991Number
of Titles

In addition, Scopus offers

三百萬筆會議論文及資料

三億八千多萬筆網頁資源資料

兩千兩百萬筆專利資料

一千兩百種 Open Access 期刊

 75% 的 Scopus文獻資料提供摘要

文獻摘要回溯至1823年，多本期刊回溯至第
一卷第一期



2. 如何透過Scopus找到有用資料



檢索結果直接顯示資料來源類型



檢索結果 (Result List) 可以依照日期、相
關程度、作者、資
料來源名稱或被引
用次數排序

直接點選特定作者，
連結到其作品



Patents : 專利資源檢索結果

可根據專利來源與關鍵
字執行再檢索

專利資料來源
USPTO, WIPO,  

EPO, JPO, UKPO 



查詢到之文獻資料頁

在Scopus＆WEB
中搜尋
-與本文引用相同參
考文獻的文獻
-與本文相同作者的
文獻
-與本文相同關鍵字
的文獻

被專利資源引用

被網頁資源引用

被同儕評鑑文獻
引用

是否為SCIE收
錄期刊



Articles-in-Press: 可一覽 未刊文獻

研究人員可搶先閱讀到手稿已經批
准接受，但還尚未正式出版的文章

Scopus 成為第一家，有提供AiP服
務的索引與摘要資料庫



MORE: 頁籤-Reference 檢索結果

可觀看用關鍵字
搜尋出未收錄在
Scopus中的
Reference文章



3. 如何使用檢索功能



同樣的檢索查詢，Scopus 卻只讓你花更少步驟就完成

10 Steps
Retrieves 487 records

(Nearest competitor)

Saved effort 
and time

4 Steps
Retrieves 1179 records

(Scopus)

(use example of your target institution)



直覺式的檢索介面

Clean

Clear

Intuitive

“Many young people do not find library-sponsored resources 
intuitive and therefore prefer to use Google or Yahoo instead: these 
offer a familiar, if simplistic solution, for their study needs.”

– Study of the British Library and JISC

Less 
training





同樣的檢索查詢，Scopus 卻只讓你花更少步驟就完成

10 Steps
Retrieves 487 records

(Nearest competitor)

Saved effort 
and time

4 Steps
Retrieves 1179 records

(Scopus)

(use example of your target institution)



基本檢索（Basic Search）

在檢索欄位內，鍵
入一個或多個檢索
詞彙

並將該檢索設定於
特定日期、主題範
圍或資料類型等

可增加更多欄位，
檢索更有彈性！



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

在檢索欄位內
鍵入一串包括
關鍵字、布林
邏輯運算元、
欄位名稱、萬
用字元等指令

可參考畫面左
下角的各種欄
位縮寫



快速檢索（Quick Search）

• 除了首頁之外，每個畫面都有「快速檢索」這個功能

• 複合的、固定的欄位檢索
• 文獻名稱、摘要、作者選用關鍵字、控制詞彙關鍵字、作者

• 檢索詞彙都被以AND連結
• 欲檢索片語時，請用雙引號eg.  “digital library”

• 所有的快速檢索歷程都會被放到檢索歷史



再檢索 (Refine Result)



檢索歷史 (Search History)



4. 個人化服務功能使用



其他的檢索與瀏覽功能Author Identifier

作者辨識系統



你知道嗎? 找到合適的共同作者在從事研究上已經越來越
重要了

Change in Authorship of Scientific 
Articles, 1985–2005 (Worldwide)

Number
of

Articles

2%

CA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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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 Co-authorship

• Single Author

• Domestic
• Co-authorship

• Single-
• institutional
• Co-authorship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nd increasing need to identify 
researchers and institutions with whom to collaborate



作者檢索 ( Author Search) 

將姓與名分
開輸入

可以排除同
名同姓作者
的困擾



作者檢索 ( Author Search)

不會顯示於
檢索歷史

可顯示作者
個人檔案、
文獻清單

並可執行引
用文獻追蹤
功能



作者辨識功能 (1)

點選 /人名即可
連結到作者個人檔
案簡述/詳述

作者可點選
要求訂正

個人資料與著作



作者辨識功能 (2)

提供特定作者:
* 所發表的期刊
* 曾服務單位歷史

利用E-mail alert直
接設定 單一作者引
用新知通報



Author Evaluator – 作者學術表現以圖表方式呈現



所屬機構 辨識系統

Affiliation Search



全球首創各校有其獨特學術檔案

Saves time — allows more 
time to do the actual 
benchmarking analysis



Enables faster, better-
informed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Captures all citations, even 
if the name is spelled 
differently



Enables institutions to 
benchmark against peers



Screenshot Scopus Affiliation Information



所屬機構 檢索 Affiliation Search (1)

輸入機構的英文全名



所屬機構 檢索 Affiliation Search (2)

院校機構 總研究:
產出篇數/發表期刊

該機構各學科研
究產出篇數/比重

機構名稱

共同合著機構：
與其他機構共同合著的文
獻，依機構自動羅列分類



期刊分析系統

Journal Analyzer



期刊分析系統 Journal Analyzer (1)

輸入期刊名或是期刊資訊 (如:ISSN)
可以按照需要選擇領域



期刊分析系統 Journal Analyzer (2)

將複選好的期刊拖曳至圖表中: 比較各期刊每年「被引用總次數」之走勢



期刊分析系統 Journal Analyzer (3)

可看出各期刊每年的出版表現 (總發表篇數)



期刊分析系統 Journal Analyzer (4)

% Not Cited=單一期刊單一年度引用次數為
零的文章篇數佔總篇數之比例



新的期刊評比指標 – SNIP & SJR

• SNIP - Source-Normalised Impact per Paper: 
• corrects for differences in the frequency of citation across research 

fields.
SNIP is the ratio of a source's average citation count per paper, and the 'citation 
potential' of its subject field

• 根據學科領域中總引用數給予引用加權值來測量脈絡引用影響力,意即在較少引用
的學科領域裡擔一引用的影響力有較高的加權值

• Details as http://arxiv.org/abs/0911.2632

• SJR - SCImago Journal Rank
• reflects prestige of source: value of weighted citations per document. 
• A citation from a source with a relatively high SJR is worth more than a citation 

from a source with a lower SJR.
• 以聲譽為基礎的測量標準 – 以“所有引用並非站在相等的創造基礎上”的概念為本; 
也就是說,期刊得學可領域, 會直接影響到引用價值

• Detail as http://arxiv.org/abs/0912.4141

http://arxiv.org/abs/0911.2632�
http://arxiv.org/abs/0912.4141�


5. 選定研究方向與主題



觀看結果

引用文獻追蹤

Citation Tracker



引用文獻追蹤：Citation Tracker

• 追蹤特定一位或多位作者及其的作品

• 追蹤特定領域中的熱門主題

• 追蹤特定期刊的文獻被引用狀況

• 協助分析研究趨勢

• 匯出、列印以儲存分析結果



引用文獻分析 View Citation Overview(1) 檢索關鍵字
或作者後，
勾選欲分析
的文章

點選View Citation Overview

搜尋作品

搜尋作者



引用文獻分析 View Citation Overview(2)

可依照年代或被引用次數多
寡降冪或升冪排序文獻

可選擇分析的時期、各年被
引用概況

可以排除作者自我引用

將游標移到每篇文章
則可顯示完整書目



引用文獻分析 View Citation Overview(3)

縱向深入定位主軸

橫觀未來研究趨勢 焦點

h-index =20 : 至少
有20篇文章最少被
引用20次



被引用狀況

呈現所有文獻
被其他文獻引
用的狀況



6. 高效率文獻分析



檢視文獻細節

Review



搜尋結果頁
檢視多篇文章
的引用文獻或
被引用文獻



以圖形顯示的全文連結

只需點選一次按鍵
即可取得全文於
檢索結果頁
摘要頁
參考文獻

使用授權連結Via 
library’s local 
linking resolver  
(SFX, 
LinkFinderPlus)

標準連結
CrossRef titles 
plus 2000 non-
CrossRef titles



7. 附加補充功能



輸出檢索結果

Output and Download



輸出檢索結果：匯出 Export



輸出檢索結果：列印 Print



輸出檢索結果： E-mail



輸出檢索結果：產生書目 Bibliography



文章PDF檔 整批下載 (1)

勾選需要下載的文章
利用Download 功能鍵
將所需的文章整批下載



文章PDF檔 整批下載 (2)

與QUOSA合
作的機制可以
將整批PDF檔
下載並指定檔
名



Sources

資料來源

Sources



檢索資料來源

可經由資料
名稱（題名
）、ISSN或
出版商名稱
檢索特定資
料來源

依照學科主題
、資料名稱、
訂閱狀況或資
料類型
瀏覽資料來源



Sources 期刊網頁:進階瀏覽



各資料來源

提供特定資料來
源（題名）依照
年份排序的文獻
連結

可直接點選引用
文獻追蹤功能，
分析該資料來源
特定年份的被引
用狀況



管理檢索策略

個人資料夾

My List ＆ Profile



登入

http://www.scopus.com

動態式的登入與註冊首頁
三種檢索型式
瀏覽資料來源
新知通報
個人文獻清單
個人資料夾
連結到Scopus info site 與Scopus Labs



註冊個人帳號 / 登入 (1)

• 建立使用者姓名
• 從姓氏與名字欄位所填寫的資料產生
• 使用者姓名間沒有任何空隔

• 會比對出ScienceDirect的個人帳號與密碼

• 如果使用者試圖以Scopus中已存在的電子郵件信箱註冊新帳
號，則可選擇

• 請系統將以建立的使用者帳號 / 密碼寄到已存在的電子信箱
• 用另一個電子郵件帳號編輯註冊資料
• 在重複的電子郵件帳號註冊另一個使用者姓名



註冊個人帳號 / 登入 (2)

利用Register
建立自己的個人帳號



註冊個人帳號 / 登入的好處

• 新知通報服務

• 檢索的相關資訊
• 追蹤文獻引用狀況

• 儲存檢索策略

• 重新執行檢索以得到最新的訊息

• 個人文獻清單

• 儲存並顯示多批檢索結果



儲存文獻書目資料

勾選文獻，再點選
add to list My 
List (暫時）

在My List勾選文獻
，再點選 Save
My Profile裡的My 
Saved Lists
（跟隨個人帳號）



個人儲存清單

點選 My List 鍵即
可呈現所有在暫存
清單裡文獻（本次
檢索行為）

勾選特定文獻後，
點選 Save ，則可
永久儲存一筆或多
筆文獻到新的個人
儲存清單或已存在
的文獻清單中



個人設定 My settings

可在此管理
所有的個人
化設定



管理檢索策略 : 三大新知通報功能

• 新知通報
• 檢索新知通報
Search Alerts

• 單一作者引用新知通報
Author Citation Alerts

• 文獻被引用新知通報
Document Citation Alerts



1. 檢索新知通報 : Search Alert

先執行檢索
在檢索結果頁點選
Save as Alert 連結

將該新知通報命名，
確認電子郵件地址、
選擇再檢索頻率及電
子郵件型式後，點選
Create鍵即可



2. 單一作者引用新知通報 : Author Citation Alert

利用作者檢索頁
設定單一作者引
用新知通報



2. 文獻被引用新知通報 : Document Citation Alert

先執行檢索
點選欲追蹤文獻的連結再於摘要頁點選 的
連結

將該新知通報命名，確認電子郵件地址、選擇再
檢索頻率及電子郵件型式後，點選Create鍵即可



線上支援

Support



Scopus Info  更多的資訊與文件

內容包括：

• Scopus news
• For librarians
• For users
• User guides
• FAQs
• Inside Scopus 

e-newsletter

http://www.info.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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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台灣官方網站: Scopus資訊下載
http://taiwan.elsevier.com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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