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收錄 Scopus
提升國際能見度

為什麼您的期刊要收錄在 Scopus 中
Scopus 是同儕審查研究文獻摘要與引用的最大資料庫。Scopus 收錄了 23,700 多種來自
超過 5,000 家國際出 版商的出版品，也收錄非英語系語言的期刊，提供研究人員快速、
便利且全面的資源，並協助滿足科學、技術、醫療與社會科學領域以及藝術與人文方面
的研究需求，更是提升台灣期刊國際能見度的最佳平台。
Scopus 收錄一覽表 (2018 年 04 月)：
超過 23,700 種出版品：
23,700 種同儕審查期刊(含 4,000 種公開取用的期刊)
300 種商業出版品
600 種叢書
830 萬篇會議論文
超過 7,100 萬筆資料：
超過 6,400 萬筆來自 1970 年後包含參考文獻的資料
超過 650 萬筆來自 1970 年以前的文獻，最早追朔到 1788 年
超過 14 億筆來自 1970 年起參考引文的文獻
超過 3,750 種來自國際出版商的「出版中的文章」 (Articles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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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收錄了 23,700 多種出版品，單一出版品有可能歸類於不同學科領域
在設計上能協助改善研究人員作業流程的特點與功能包括：
‧ 簡單、直覺化的介面
‧ 連結內文完整的文章及其他圖書館資源
‧ 作者辨識功能，自動配對作者出版的研究，包括 h-index 功能
‧ 引用追蹤功能，可即時找到、確認並追蹤引用
‧ 附屬機關辨識功能，自動找出組織並將之與其所有研究成果進行比對
‧ 期刊分析功能，快速洞悉特定期刊的表現
‧ 新知通報、RSS 以及 HTML 反饋功能，協助您即時取得最新資訊
‧ 文獻下載管理功能，便於同時下載並整理多筆內文完整的文章
‧ 可連結 ScienceDirect、Reaxys 、EMBASE 、Ei 資料庫
‧ 結合智慧型書目管理 Mendeley，進行資料匯出，還能提供即時閱讀統計數字
‧ 還可以將資料匯出不同書目管理格式：如 RefWorks、EndNote 以及 Bib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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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內容審查標準
獨立的國際 Scopus 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 (Scopus Content Selection & Advisory Board, CSAB)負責持續審查新建
議的出版。在推薦 Scopus 收錄貴出版以前，建議先閱讀 CSAB 有關建議 Scopus 取得某期刊的使用權的聲明。

基本標準
為列入審查考慮，出版品應至少符合下列主要資格標
準：
‧ 出版品出版需經同儕審查機制
‧ 出版品應定期出版(有國際 ISSN 中心登記的ISSN
編號)
‧ 內容應具相關性，讓國際讀者能夠閱讀(舉例而言，
有英文摘要與羅馬拼音的參考資料)
‧ 該出版品需要明確清楚的出版倫理規範聲明書
出版弊端常出現在世界各地的文獻、涵蓋範圍遍及各個
主題領域及地區，沒有期刊能倖免。避免出版弊端的發
生是每一位作者、編輯、審查人員、出版商與機構的責

類別

標準
具有說服力的編輯政策

期刊方針

同儕審查種類
來自不同區域的編輯者
來自不同區域的作者
對該領域的學術貢獻

內容

摘要的明確度
品質以及是否符合所述目標及範疇
文章的可讀性

期刊地位

任。

期刊文章在 Scopus 獲得引用的可能性
編輯地位

Scopus 要求每一本想要加入該系統的期刊都必須提供
清楚一致的出版倫理聲明書，而且每位出版商都必需
負責，要求其所出版的每一本期刊遵守這個規定及其
相關表現。Scopus 雖未有強制規定出版倫理規範聲明
書的措辭，但鼓勵出版單位能比照以下出版商或產業
單位的作法，針對出版倫理作出規範：

定期性

出版時程未出現耽擱
有網路版內容

線上可及性

有英文版期刊網站首頁
期刊網站首頁品質

表一：基本審查標準

‧ 各大出版商已經在其網站上公佈全面的遵規聲明。
‧ 許多產業組織，如知名的出版倫理委員會 (COPE)、世界醫學編輯協會 (WAME)、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
(ICMJE) 以及臨床試驗報告統一標準 (Consort) 等，已經出版全面的規範與建議，各大期刊與出版商可隨時採用
並進行調整。
以上的範例詳細說明可以至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scopus/content-overview 點選
Scopus Content Selection and Advisory Board。
如需更多有關研究與出版倫理重要性的資訊，也請參見 http://www.ethics.elsevier.com/。
主題專家會採用量性與質性衡量指標進行出版品的審查。整個挑選程序有一部分是根據該出版品的樣本文件。
在審查過程中會採用的標準可分成 5 大類：期刊政策、內容、期刊地位、定期性以及線上可及性。

Scopus Content Selection & Advisory Board (CSAB)
Scopus 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
Scopus 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 (CSAB) 集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研
究人員以及圖書館員(長)。這些人員都是各大科學領域的翹楚。委員會一
共有 14 位主題主席 (Subject Chair)，各自代表特定的主題領域。委員會與
Scopus 團隊合作，研究 Scopus 的用途以及如何提升其用途。委員們的建
議直接影響 Scopus 的整體方向，以及所要求新功能的優先採用順序。 委
員會也提供內容強化策略，確保 Scopus 所涵蓋的內容隨時反應國際現況並
保持其相關性。

2

Scopus 期刊分析指標了解自我期刊表現
超強期刊分析讓編輯了解期刊收錄之後的引用表現狀況與與標竿期刊的出版表現
‧ Scopus 期刊分析系統：讓您透視某一學科領域，各學術期刊在同一時序中的研究表現
‧ 可同時比較 10 種期刊：每年「被引用分析」、「發表總篇數」及「影響趨勢」
‧ 期刊分析每 2 月更新一次，最早可回溯至 1996 年，涵蓋 23,700 種經過同儕審查的期刊

CiteScore

「三年期刊影響力指標」依單一期刊之過去三年的文章於當年度的總引用次數除以過去三年的總發表篇數。
CiteScore Percentile 提供期刊所屬學科領域排名及百分比、 CiteScore Tracker (圖二) 提供每月的期刊影響力
指標追蹤，幫助研究者了解該期刊目前被引用的情形。

Scientific Journal Ranking-SJR
「期刊聲望指標」其核心概念來自 Google 的 PageRank 演算法，旨在衡量期刊目前的「文章平均聲望」。
SJR 藉由學術期刊的被引用次數與引用來源的重要性來衡量期刊的影響力，因此被聲望高的期刊所引用，對
聲望的提升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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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單純計算引用次數而無法反映
個別引用價值的缺點。

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SNIP
「期刊標準化影響指標」考量不同學科領域的引用情形，將其引用次數予以標準化，將原本的期刊引用指數
原始值透過其所屬學科領域的引用平均值予以換算，將高引用的期刊值縮小，低引用期刊的數值放大，以利
跨領域的計算。 平均 SNIP 指標為 1 提供研究者直接比較不同學科領域的期刊。

CiteScore
SJR
SNIP
圖一：期刊小檔案，並列出不同期刊指標

CiteScore rank 在各個領域的排名

圖二：CiteScore rank & Tracker

CiteScoreTracker 於該年度對
CiteScore 的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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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期刊分析指標也可與其他期刊比較
因不同需求下，使用不同期刊指標比較自我期刊與其他期刊的表現。

圖三： CiteScore、SJR、SNIP 期刊指標比較

傳統指標：期刊文章發表量與引用數
我們可查看期刊每年文章發表量與引用次數來衡量自我期刊的表現。
期刊收錄文章每年「被引用總次數」分析

期刊每年出版表現(總發表篇數)

所有選擇過需比較的期刊列表

圖四：期刊每年被引用次數比較

圖五：期刊每年總發表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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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Overview 引用狀況一覽表
用 Citation Overview 的功能可以了解自我期刊歷年文章的引用狀況，以下圖為該本期刊 2010 年所發表之文章
為例，該分析結果可以幫助研究人員了解誰引用了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每年引用了幾次 ? 以了
解該本期刊的國際能見度 。

點擊數字 6 ，則列出下圖 6 篇引用”Individual Differences for
Self-Regulating Task-Oriented Reading Activities ”之文章資訊，
由此可知該篇文章被哪些作者、機構所引用。

圖六：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期刊歷年文章引用狀況(擷取2014年之後的引用狀況)

圖七：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期刊於2011年出版之文章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or Self-Regulating
Task-Oriented Reading Activities 被引用之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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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重新評估工作流程與時間表
Scopus 資料庫中的所有期刊，無論出版單位是誰，都應每年進行審查，以確保維持高品質水準。期刊的績效依據
下列六項指標與基準進行評估﹔
指標

說明

下列情形未達基準

自我引用率

≥ 該領域平均值的200%

該期刊的自我引用率為該領域同類
期刊的兩倍以上。

總引用率

≤ 該領域平均值的50%

該期刊的引用次數為該領域同類期
刊的一半或一半以下。

CiteScore

≤ 該領域平均值的50%

該期刊的 CiteScore 為該領域同類
期刊 CiteScore 平均值的一半或一
半以下。

文章數量

≤ 該領域平均值的50%

該期刊的文章數量為該領域同類期
刊的一半或一半以下。

Scopus.com 上的全
文點數擊數量

≤ 該領域平均值的50%

該期刊的全文使用數量為該領域同
類期刊的一半或一半以下。

Scopus.com 上的摘
要使用數量

≤ 該領域平均值的50%

該期刊的摘要使用數量為該領域同
類期刊的一半或一半以下。

表二：重新評估的指標與基準
在年度績效分析中，若期刊至少符合一項基準以上，則該年度不適用重新評估計畫，但若表二中的六個基準都不
符合，則該期刊將列入重新評估計畫。
請注意，期刊的涵蓋範圍在重新評估流程期間將繼續維持。

工作流程與時間表

第一年
留在
Scopus

Scopus
收錄的
期刊

第二年

由
Scopus
通知期刊
出版單位
期刊不符合
設定的指標
和基準*

1

2

分析二：
找出
績效差
的期刊

期刊不符合
設定的指標
和基準*

*重新評估指標的基準
**以 Scopus 標題挑選標準為準

圖八：重新評估的工作流程

期刊符合
Scopus
標題挑選
標準

期刊符合指標
與基準*

期刊符合指標
與基準*
分析一：
找出
績效差
的期刊

決策階段

3

要求期刊
出版社
提交期刊
進行重新
評估

4

期刊由
CSAB
重新
評估**

5

期刊
不符合
Scopus
標題挑選
標準

6
期刊後續
流程從
Scopus
開始
中止*

期刊符合
最低標準

Scopus
最低標準檢查**

期刊不符合
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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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估計畫會每年持續進行。請參閱圖八瞭解詳細的時間點工作流程與六種狀況 (請見圖八的信封圖) 時，
Scopus 會針對重新評估計畫事宜與期刊發行單位進行聯繫。
狀況一：
在 Scopus 資料庫索引中的所有期刊，無論發行單位為何，都必須在第一年 (圖八) 進行分析。表二所列六項指標與
基準標準中至少符合一項的期刊在該年度不需要接受重新評估，因此 Scopus 不會就此事進行聯繫。
但是六項基準都不符合的期刊，將收到 Scopus 的績效通知。Scopus 將透過電子郵件 (圖八中的信封) 與期刊出版單
位聯繫，該期刊有一年的時間可依照既定的標準提高績效。
狀況二：
在收到 Scopus 首封期刊績效信件 (信封圖1) 的一年後，將根據前一年的相同指標與基準標準，對期刊績效進行重
新分析 (第二年的分析二)。若該期刊至少符合六項設定的指標基準其中一項，該期刊將收到 Scopus (信封圖2) 以電
子郵件通知他們該刊的績效已經提高。同樣地，由於重新評估是一項年度計畫，所以 12 個月後將再度審查該期刊
的績效，以評估是否繼續符合至少六項指標基準之一。若否，則重新評估計劃將圖八中的分析一開始，並繼續進
行。
狀況三：
在收到 Scopus 首封期刊績效信件 (信封圖1) 的一年後，將根據前一年的相同指標與基準標準 (第二年分析二) 對期刊
績效重新進行分析。若期刊連續第二年未符合六項指標與基準標準的何一項，Scopus 會以電子郵件通知他們該刊
的績效 (信封圖3)，而標題將由獨立的內容審查與諮詢委員會 (CSAB) 進行重新評估。
狀況四：
在 CSAB 重新評估前，Scopus 會審查該期刊是否符合所有五項最低標準 (同儕審查、英文摘要、定期出版時間表、
羅馬拼音的參考資料與倫理聲明)。若期刊不符合這些標準， Scopus 將中斷內容的後續流程。若該期刊符合所有
的五項最低標準， Scopus 將連繫期刊出版單位，詢問出版單位其他資訊及期刊領域的反饋 (信封圖4)。CSAB 會將
出版單位的其他資訊用於進行重新評估分析與最終決策。 CSAB 將以選擇新期刊時所用初步 Scopus 內容挑選標準
的相同標準來進行重新評估：期刊政策、內容品質、期刊地位、出版規律性與線上可用性。
狀況五與六：
在第二年末的決策階段， CSAB 會決定該期刊是否符合 Scopus 內容挑選標準。若期刊符合所有標準， Scopus 會
將這項正面的資訊以電子郵件 (信封圖5) 通知期刊出版單位，該期刊可以為 Scopus 所收錄。由於重新評估是每年
持續進行的計畫，因此 12 個月後會重新審查期刊的績效，以確保其繼續符合至少六個指標基準中的一個。
若 CSAB 決定該期刊不符合 Scopus 的所有挑選標準， Scopus 團隊 (信封圖6) 會通知該期刊出版單位 Scopus 的期刊
收錄的後續流程將會中止。該期刊還會面臨五年的禁止期，五年後才能再藉由 Scopus 建議出版品單位列入 Scopus
收錄的建議名單。

期刊分析就此開始：www.scopus.com
Title Suggestion ：titlesuggestion@scopus.com
Content Helpdesk：bdcontenthelpdesk@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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