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變革如何協助年輕大學
用研究改變生活

個案研究：寧波諾丁漢大學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UN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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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C 藉助 Elsevier 的 Funding Institutional、Pure、
SciVal 和 Scopus 推動卓越研究成果與合作

UNNC 追求學術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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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諾丁漢大學的數位校園願景

為此工作找到適合的解決方案

寧波諾丁漢大學（UNNC）於 2004 年成立，是中國第一所
中外聯合大學。這是一個與全球知名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
合作的合資案，而其第二個國際校區則是在馬來西亞成立。

UNNC 成立的主要宗旨是教學相長，並為其校地所在的浙江
省建立堅實的教育基礎。然而，其長期的計畫一直是希望透
過密集的高品質研究來改變生活。 2021 年，該校委任 Glen 
Noble 來主導一個研究升級策略、原則與管理系統，以達成
上述目標。

目前擔任研究主任一職的 Glen 表示：「我們想在研究和知
識交流的專業知識上成為更全面的大學，背後有很多原因。
該目標有助於我們的教學；我們現在可以提供學生以研究為
基礎的教育，並吸引優秀的老師（通常也是優質的學者）。
同時讓我們也能與諾丁漢大學的全球策略接軌，成為研究導
向的學術機構。該目標並反映這 18 年來，本校越來越完善
的事實。」

Glen 的團隊一開始就先設定一個遠大目標，希望能與社區進
行知識交流，並讓大家認識其創新解決方案如何因應當地、
全國以及全球的挑戰。這些目標包括：

提升研究與知識交流（research and knowledge exchange, 
RKE）的工作效率。

讓 RKE 的收益加倍。

爭取更多中國國家組織的頭銜來展現其優異之處，例如成
為重點實驗室，並爭取更多人才和獎項。

提升研究獎勵補助案的規模和品質。

目前已看到不錯成果。在 Elsevier 2022 年四月發表之高被引
的中國研究人員名單中，UNNC 就佔了 12 位，是全國中外
聯合大學中最多的。另外一篇史丹佛大學報告還將 UNNC 11 
位教授列為 2022 年全球前 2% 的頂尖科學家。

Glen 團隊另一個重點目標就是與諾丁漢大學的「數位諾丁
漢」計畫接軌。這個計畫於 2021 年啟動，旨在利用資料科
學、科技和創新來推動這個英國城市的復甦與成長。

導入此計畫後， UNNC 的圖書館便積極透過 Elsevier 的 
SciVal 和 Scopus 解決方案，為許多研究與學習相關的流程進
行數位化。然而，UNNC 的研究辦公室對於研究管理仍然採
用人工作業，耗時且大多採書面方式。

因此在 2020 年底，UNNC 決定找一個研究資訊管理系統
（RIMS）來因應多方需求。研究辦公室已找到促進 RIMS 成
功的兩個要素。第一個就是與經驗豐富、對英國與全球研究
工作流程有深入了解的國際合作夥伴合作。第二個就是找到
符合中國資料儲存與代管法規的解決方案。

在調查市場的各項方案並與多家廠商洽談後，UNNC 最後選
擇了 Elsevier 的 Pure。

點此前往 UNNC 的 Pure 入口網站

https://research.nottingham.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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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n Noble, 

研究主任

在引進 Pure 的過程中，UNNC 特別確保這個解決方案可達
到資料完整與正確。有了 Elsevier 團隊的支援，還能讓 Pure 
整合該校現有的 Funding Institutional、Scopus 和 SciVal 等
Elsevier 解決方案，以及第三方人資系統與財務系統。Glen 
表示，將 UNNC 所有的研究專案管理轉移到 Pure，可說是
該校數位轉型歷程的重要一環。而且 UNNC 也從整合多項
解決方案中獲益良多。

Pure 提供該校各 RKE 相關人員與團隊一個同步且效率高的
強大研究工作流程，協助該校達到「數位諾丁漢」的目標。
舉例來說，該系統現在可輕鬆：

「Elsevier 的 Pure 
無論在設計或結構
上，以及是否符合
中國資料儲存法規
方面，都是我們明
確的選擇。其他重
點還包括它是一套
生 命 週 期 管 理 系
統，並能整合我們
現有的解決方案，
像是 Scopus 和 
SciVal 等。」

追蹤社會影響力：Glen 及其團隊可以找出在各項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UN SDG）中活躍的研究人員，並追蹤其目
前投入研究的程度。而且 Pure 入口網站還可供外部相關
人員輕鬆快速了解 UNNC 各項計畫在各項 SDG 中的概
況。

檢視合作狀況：UNNC 可檢視其 1,200 個以上的合作機
構，包括國際合作夥伴。該校也可看到與這些合作關係相
關的重要指標，如獎勵補助收入、共同著作的文獻數量
（該校目前以 3,100 篇居冠）、包含 UNNC 在國際合作中
列入 Scopus 文獻資料庫的比率（65.7%）與引用率。

最佳化資料：UNNC 利用 Scopus 的「Author Feedback 
Wizard」來最佳化研究人員的 Scopus 檔案。而且該資料
可自動匯入 Pure，為 Glen 的團隊減少行政負擔，並減少
人工輸入資料中無法避免的錯誤。Glen 補充道：「還有一
個附加優點就是，演算法還可整合資料，以區分姓名相似
的中國作者，替我們省時省力。」

數位化的優點

提升效率



– Glen Noble

• 透過報表功能，最佳化決策擬定
• 

•

 •

改善報表品質：Glen 及 UNNC 在其合資董事會的年報中
使用 Pure，且都符合中國地方政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
以及國家贊助機構各項繁瑣的報表規定。Glen 透漏：「將
所有資料放在同一個地方，還可同步並供團隊取用，取代
繁瑣的試算表，這可真是一大改變。」這代表我們各系所
對相同的問題都能提供相同的答案。也代表我們在每一項
計畫所分配的人數上可符合中國的報表標準（如教育
部）。」

證據導向的深入解析：UNNC 策略與規劃團隊負責向大學
董事會報告各項關鍵績效指標（KPI）的進度。該團隊利
用 Pure 每月自動產生績效深入解析，如撥款收入、文獻
數量與平均引用數。Glen 表示：「大家不用再來向我們要
答案，只要登入 Pure 就可以看到即時的資料。Pure 所提
供的細部控制功能，以及我們可產生的各類報告（包括誰
可取用和修改）都非常有幫助。」

輕鬆分享資料：UNNC 的圖書館可從系統間的自動同步受
惠，以及能和其他系所分享資料，因而減少輸入資料和報
告產出的時間。

單一事實來源： UNNC 所有的研究資料都彙整在 Pure 
中，因此可輕鬆執行進階報告，呈現深入解析、趨勢和優
勢以利決策擬定。

「圖書館負責管理 SciVal 
和 Scopus，並讓其中的資
料能夠整合到 Pure 中，這
就是我掌握研究狀況的後
台。我可以透過 Pure 的報
表功能存取各類資料，並
讓 資 深 主 管 掌 握 研 究 進
度。」



• 

•

•

 

– Glen Noble

「以前我們的研究團隊不
但要花很多時間尋找獎勵
補助機會，還要手動輸入 
Funding Institutional 的資
料。現在與 Pure 自動整合
之後，可省去需切換不同
獎勵補助來源的麻煩。」

更多選擇：Pure 整合 Funding Institutional 後已增加許多獎
勵補助的機會。Funding Institutional 匯整來自 5,000 多個
獎勵補助者的 23,000 多個獎勵補助機會，以及超過 700 萬
獎勵補助的資料。可選擇各項獎勵補助機會並將其匯入 
Pure。使用者可輕鬆與同事和各組織部門分享推薦的獎勵
補助機會和內部的獎勵補助機會。Glen 表示：「這兩個系
統的整合確實幫助團隊了解國際上的狀況，彙整資料的方
式是我們無法做到的。審核選項具有靈活性，代表我們可
確保想要先檢視申請資料再提交申請的人都能這樣做。」

提升工作流程：Funding Institutional 和 Pure 也可同步 
UNNC 的財務系統，將獎勵補助連結預算。「連結各類資
料的能力讓我們只要透過一個系統，就能擁有一個海納研
究資料的單一事實來源。將獎勵補助機會、申請、資料、
計劃案和產出等各類資料都層層建構在一起，讓每個人員
都可輕鬆建立流程並進入下一個步驟。」

輕鬆套用：為研究人員簡化獎勵補助申請流程，例如讓許
多欄位都能預先填入資料。管理員也可在系統中修改或審
核申請案，不但節省時間，還省去要向研究人員追進度的
麻煩。



– Glen Noble

*C9 聯盟是中國政府所選出之九間頂尖大學所組成的聯盟。

提高機構能見度
Glen 表示，該校有一個重點工作就是提高 UNNC 校譽：他
解釋道：「雖然 UNNC 的研究產量比其他大學還少，但我
們的平均表現較為突出。」「不過還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們
的實力。」

他指出， UNNC 去年向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C）
提交的補助申請成功率為 20.4%，明顯高於 16% 的全國平均
水準。「同樣，我們的平均影響係數為 1.56，高於 C9 聯盟* 
的平均水準 1.22。」根據 SciVal 的數據，UNNC 在 2021 年有 
70.8% 的文獻，在 CiteScore 排名前 25% 的期刊上發表，另外
在全球前 10% 最常引用的文獻有 19.8%。

UNNC 的數位轉型讓這所年輕的研究機構展現研究產量與影
響力，進而推動其建立校譽的目標。

「數位工作流程可輕鬆掌
握送出獎勵補助申請案前
檢核與修訂的狀況。而且
可將申請案直接轉換為獎
勵補助資料，代表當申請
成功後就不用再重新輸入
詳細資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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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研究有更美好的未來

關於寧波諾丁漢大學（UNNC）

寧波諾丁漢大學的 Pure 入口網站 https://research.nottingham.edu.cn/ （於 2022 年 11 月 19 日擷取）。

諾丁漢大學是 QS 世界大學排名以及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學排名前 20 的英國大學，且也是英國羅素大學集團 24 所知
名大學其中之一。諾丁漢大學與中國的緊密連結使其成為第
一所在中國建立中外聯合大學的外國大學。與萬里教育集團
合作，占地 140 英畝的寧波校區於 2004 年首度開放招生。
它為來自全球 70 個國家和地區近 9,000 名學生和 900 名學術
和專業服務人員提供專門的設施。

UNNC 有三大院系：商業、科學與工程、人文與社會科學，
提供 29 門大學課程和 18 門研究所課程。該校於 2008 年 12 
月獲得授予博士學位的許可，目前有 700 多名博士生。所有
教學都以英文進行，並授予學生諾丁漢大學的學位。

UNNC 已開始探索可善用其整合解決方案的新方法。舉例來
說，Glen 目前正在招募兩位有資料管理與分析專長的團隊成
員，請他們擴大資料的廣度與匯報分析的廣度。他們辛苦收
集來的資料也會用來指導 UNNC 的決策。

建立 UNNC 國際聲譽的任務仍待續著。Glen 說道：「我們
想像在 Pure 使用我們研究人員每日的研究成果後，可提升
本校的研究概況，同時幫助學術單位更擅於思考其行銷策
略。」

以長期目標來看，Glen 期望該大學所舉辦的研究活動、所建
立的成就和成果都能詳細建檔，而且「成為一個很棒的資
源」。舉例來說，他們將能夠追蹤知識交流的狀況與真實世
界的影響力，並用來創造該校在研究發展上強而有力的實績
故事。「我們也將能夠檢視哪一個研究團隊最成功，且能找
出哪些特定團隊和其成果需要我們進行介入。」他也希望能
夠利用趨勢和年度發展的資料來指導研究策略。

Pure 提供準確資料為 UNNC 挹注強大的重要訊息，讓 
UNNC 廣為政府與獎勵補助者所知。這些訊息也可讓 
UNNC 的學術研究人員在參與外部活動中分享。

SciVal 協助圖書館收集研究品質的必要指標，如常獲引用
的研究人員、領域權重引用影響指數（FWCI），並將 
UNNC 的績效表現與其他中國大學進行比較。

Pure 的入口網站會強調該機構的各類研究活動。讓 UNNC 
可展現其研究人員、教職員與學生的專業知識、產量和影
響力，對象包括考慮轉到 UNNC 的學生和學術研究人
員，以及可能進行合作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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