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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有類似以下的經驗呢？
• 不知如何尋找研究主題？
• 與我研究領域相關的最熱門的主題是什麼？現在的發展趨勢？
• 除了掌握新文獻外，如何找出重要文獻？
• 您有做足夠的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嗎?
• 您知道此主題國內外的權威學者有哪些？發表哪些文獻？
• 哪一本期刊適合您投稿？您是否掌握了核心期刊？
• 如何提升您的學術表現曝光度？
• 想知道學校/機構的研究競爭力與優勢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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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內容與特色
• Scopus 是全世界最大的引用文獻索引摘要資料庫
• 收錄來自全球超過 7,000 個出版社，四大學科領域（物理科學、健康科學、
人文社會科學與生命科學）的學術出版品，目前收錄（2021 年 4 月更新）：

− 24,600 多種現行同儕審查期刊；

−超過 236,000 本書籍，每年增加超過 10,000 本；

• 收錄亞太地區期刊數量也遠比其他同類型資料庫多
• 跨學科、跨語言、跨地區、跨文獻類型（如：會議論文、叢書與商業期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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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內容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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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Publishers

25,751+
Serial titles

235,000+
Books

82 million+
Items

17 million
Author profiles

80,000
Affiliation profiles

1.7 billion cited references
dating back to 1970

Identify and analyze which journals 
to read/submit to

Track and assess a researcher’s impact

Decide what, where and with
whom to collaborate

Track impact of research and monitor 
global research trends

Find the current research; what has been published in 
a research area

Determine how to differentiate
research topics, find ideas

Data: April 2021



學術研究產出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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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
研究主題

搜尋文獻

分析
主題趨勢

剖析
文獻影響力

掌握
關鍵文獻

確認
所需文獻

獲取
相關文獻

獲取最新文獻與
文獻整理

搜尋適合
投稿期刊

資料檢索能力

資料篩選能力



搜尋文獻
Document Search
從學校／機構圖書館連結進入

或於 IP範圍內連結 https://www.scopus.com/

6



搜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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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搜尋欄位中輸入關鍵字搜尋
選擇關鍵字的
搜尋欄位

搜尋歷史

設定搜尋時間範圍，文獻出版時間或
選擇過去幾天新增到 Scopus 的文獻。

增加搜尋欄位



文獻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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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次搜尋中
再加入關鍵字限縮範圍

搜尋結果排序方式
• 最新論文－最新進展
• 高被引論文－技術突破，

重要成果

用關鍵（詞）搜尋後，還是查到很多篇文章，可利用左邊 13 項
篩選條件來縮小搜尋範圍，精簡到所需要閱讀的文章。
13 項篩選條件如：開放取用文章屬性、年份、作者姓名、學科
類別、出版階段、文獻種類、出版來源物名稱、所屬機構、資金
提供機構、國家 /地區、來源出版物種類、語言等條件，
選擇限制範圍（Limit to）或排除（Exclude）。



掌握主題內容與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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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回顧型文獻 Review
• 快速掌握研究發展和主要成果
• 發現待解決的問題
• 發現可能的解決方案

這個研究領域怎麼樣？

要不要往這個領域研究？



掌握主題內容與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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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主題分布，了解研究重點
• 根據關鍵詞精確搜尋策略（同義詞、相關詞）



分析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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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分析搜尋結果

• 從文獻數量看發展趨勢，助於決
定是否繼續研究該主題？

• 研究能量集中在哪些國家/地區？
• 研究能量集中在哪些機構，有助
於尋找合作機構或導師。

• 領域內重要的研究者
• 學科分布，了解跨學科研究情形



分析搜尋結果

12



分析搜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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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文獻影響力－引用概覽

• 透過 Scopus 的強項「引用資訊」來剖析文獻影響力分析（建議依引用次數
（降冪）排序），並提供您感興趣之研究主題相關熱門文獻

• 透過「查看引文概覽（View Citation Overview）」更進一步剖析每一篇文獻、
每年度的引用狀況，並深入分析文獻間的引用關係，讓您同時掌握近年度
高引用次數的高價值參考文獻，以提升您的論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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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勾選欲分析每年度引用情況的文獻
2. 「查看引文概覽（View Citation Overview）」



剖析文獻影響力－引用概覽

15

可設定分析的時間區間，最多為 16 年
另可排除作者自我引用與書籍引用的次數

所選文獻的引用次數趨勢
2019 - 2020年大幅上升



剖析文獻影響力－引用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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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引文概覽精準辨識
1. 近年被引用次數較高的文獻
2. 文獻近年被引用次數的趨勢

可選擇依照出版時間或
引用次數排序

點選數字即可查看
該文獻於該年的引用文獻



文獻詳情

17

參考文獻：了解研究的前期基礎
引用文獻：了解研究的後續發展

參考文獻：了解研究的前期基礎
引用文獻：了解研究的後續發展

文獻層級指標

文獻基本資訊

文獻所發表期刊
（可連至出版物詳情）

通訊作者（信封圖示標示）

引用文獻



文獻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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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掌握
最新引用文獻

該研究所屬的
研究主題及熱門度

作者給予的關鍵字與
相關領域索引典之關鍵字

與此研究相關或
所使用的資料

文獻摘要



文獻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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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獻的參考文獻，
也就是其前期基礎

以搜尋結果的方式
呈現參考文獻

與此研究相關或
所使用的資料



文獻層級指標？
• 期刊指標能評斷整體期刊品質，為學者投稿有其參考依據，卻無法評斷個
人著作研究的真正成果。

• 期刊影響力指標並不能代表每一篇文章的狀況，高影響力的期刊，不代表
每篇文章被大量引用，有研究指出期刊總引用次數的 80% 來自期刊內 20% 
的文章。

• 文章因不同領域有不同的引用速度、引用的成長需要多久的時間才會達到
高峰、以及該論文將持續維持大量被引用多久…等引用特點沒有考慮進去。

• 不同學術領域，其研究方式不同而無法依引用次數判斷。
• 引文分析法雖能告訴我們哪些文章被引用，但無法正確反映一篇文章的整
體重要性，再者文章引用自導論、方法論及結論等不同部份而有不同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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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層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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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標竿分析 ( Citation Benchmarking )，依該文獻之
相同學科領域中，比較相同文獻類型與年代。若某
文獻 Citation Benchmarking 為 99th%，表示此文獻
在相同學科領域與相同文獻 類型、年代比較中，優
於 99%的文獻，等同於此文獻排名在前 1%。

領 域 權 重 引 用 影 響 係 數
（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FWCI），依相同學科
領域、同出版年與同文獻類型
比較。若 FWCI 大於 1，表示
該篇文獻之被引用文獻高於平
均水準。

引用次數與歷年趨勢
Plum Analytics 網路社群影響力 以使用率（Usage）、擷取
（Captures）、關注（Mentions）、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及引用次數（Citation）提供文章評價。



SciVal 熱門主題 Topic Promin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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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主題的熱門程度，
為全球前 2 % 的熱門研

究主題

SciVal 熱門主題 Topic Prominence 可讓您直接獲得該研究主題最重要的論文、最具影
響力的研究者以及主題內的關鍵詞趨勢分析。



搜尋作者
Author Search

尋找潛在合作人選或了解研究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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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檔案幫助您了解競爭與合作機會

為何該作者所發表的文獻與
被引用次數多？

該作者的文獻現在領域內是否有
高影響力？

該作者近年是否持續研究相同主題，
都關注於哪些議題層面？

該作者與自己的研究是否有高同質性，
是否需要避免重複研究？

Scopus 作者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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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作者 Author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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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搜尋欄位中輸入作者姓名搜尋

可另外加入機構名稱以精準搜尋

可選擇以姓名或 ORCID搜尋



作者檔案 Author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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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作者新知通報，隨時掌握作者最新研究

以視覺化圖表分析作者的產出；

作者研究能量與影響力指標

作者近年研究貢獻
最多主題

作者研究主題一覽

2020 年底新增預印本的資訊，能掌握更全面與最新的作者研究資訊。
預印本為未經同儕審查之文獻版本

Scopus Author Profile ID

作者所著文獻影響力趨勢分析

ORCID（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entifier）藉由提供
作者專屬的辨識碼，以解決在學術研究上作者名字不一致的問
題，在此平台集結單一作者的學術研究資料。



h-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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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量」可知該作者學術產出的量；
「被引用次數」則可知該作者學術產出的質
h-index 用於同時評估作者的研究質與量。
由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凝態物理學家 Hirsch 教授於 2005 年發表

定義為 h 篇文獻至少被引用 h 次以上。
Goodenough, John B. 的 h- index = 138 ，代表他
所發表的文獻有 138 篇被引用至少 138 次以上。



分析作者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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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分析作者產出

• 分析作者研究能量、投稿期刊、
文獻類型與被引用狀況等，另外
還可查看共同作者的資訊。



引文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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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文概覽

• 了解作者的文獻影響力趨勢與文
獻各年被引用狀況。



期刊分析
Analyze Journal

尋找適合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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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出版物詳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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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來源出版物搜尋，或是在文獻搜尋結果以及閱讀文獻詳情等有列出出版物名稱的畫面
點選出版物名稱，即可查看來源出版物詳情



來源出版物詳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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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影響力指標

期刊基本資料

CiteScore
期刊影響
力指標與
計算方式

CiteScoreTracker，於下一年度 CireScore
正式公布前追蹤目前的 CiteScore

CiteScore Rank，將同領域的出版物以
CiteScore 排名並給予百分位數。第 99百分
位代表排名前 1 %，優於其他 99%的出版物。

比較來源出版物
比較多個不同出版物的表現



期刊影響力指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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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eScore 以 4 年區間計算期刊所發表文獻的平均被引用次數。4 年的發表區間對
所有學科領域均是好的選擇，時間夠長，可以擷取大部份學科的引用高峰。

CiteScore

• CiteScore 2020 計算在 2017-2020 發表的研究型論文、回顧型論文、 會議論文、
專書論文、和數據論文等等在 2017-2020 所收到的引用總數，除以發表於 2017-
2020的文獻總數。

計算方法



期刊影響力指標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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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R

• SNIP（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是由荷蘭萊頓大學CWTS教授 Henk Moed
所創立。根據某個學科領域的總引用次數、總發表文獻數量，給予引用權重，進而衡
量該領域上下文引用所造成的影響。其目的在允許直接比較不同學科領域的期刊，並
將不同領域期刊的被引情形標準化（normalized），以利跨領域的比較。
註：SNIP 值每年更新兩次，以提供最新的研究觀點。

SN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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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出版物詳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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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 trend 提供期刊五年的 CiteScore
與 CiteScore 百分位的視覺化分析

查看詳細 CiteScore 排名，亦可檢視
期刊在不同領域的排名（若有）



比較來源出版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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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查看分析搜尋結果－
案來源出版物劃分各年度
文獻時，或是查詢特定出
版物詳情時，可進一步使
用比較來源出版物深入分
析。



比較來源出版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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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方式分析期刊表現
• 透過不同指標比較不同出版物的
表現

• 可比較不同出版物各年度的：
• CiteScore
• SJR
• SNIP
• 發表文獻量
• 未被引用文獻百分比
• 各年度回顧型文獻百分比。

搜尋並勾選
欲比較的出版物
（最多 10 個）

查看各項指標的視覺化圖表



文獻整理與掌握最新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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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儲存與匯出

39

將文獻儲存到
您自訂的文獻清單
（需登入個人帳戶）

下載勾選將文獻
（若有權限可使用全文）

匯出文獻資訊至
書目管理軟體或檔案



新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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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搜尋新知通報
隨時掌握符合搜尋結果的最新文獻

設定搜尋新知通報的名稱、通
知頻率等，點選設定即可



新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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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期刊新知通報
隨時掌握該期刊出版的最新文獻

設定搜尋新知通報的名稱、通
知頻率等，點選設定即可



新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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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作者新知通報
隨時掌握該作者發表的最新文獻與最新引用文獻

選擇作者新知通報的類型、
名稱與頻率後點選設定即可



相關資源
• Scopus 線上操作教學 (中文)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scopus-training
• Scopus 線上操作教學 (英文)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14799/supporthu
b/scopus/#doc

•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研究者學園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 尋找投稿Elsevier最適期刊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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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opus/scopus-training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14799/supporthub/scopus/#doc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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