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案研究

引領研究邁向新
發展時代 —
香港城市大學

綜合摘要
香港城市大學 ( CityU ) 是大中華地區一所具有高瞻宏觀願景的大學。
CityU 具有越來越多創新研究表現，其國際排名屢屢攀升，並渴望成為
研究管理實踐的區域領導者。為此，CityU 選擇以 Elsevier Pure 系統作
為研究管理解決方案，以建立單一可靠的研究資料來源和研究人員資
料檔案，並能更容易進行報告和宣傳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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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 ( CityU ) 需要一個全方位的解決
方案，以簡化其研究管理流程，並支持其全球
研究成長計畫。

概況

CityU 作為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全球領導者，
其學術地位日漸受到認可。CityU 專注於各
項問題導向的頂尖研究活動，並將目標放
在跨學科挑戰。

CityU 成立於 1994 年，是近年來新興的研
究領導者，在 2017 至 2018 年度 QS 世界大
學排名中，為亞洲排名前十名的年輕大學
之一，並在校齡 50 年以下的 50 所世界大
學中排名第四。為了加強推動研究，CityU 
努力優化超過 1,000 位校內相關研究人員
的資料檔案，以提升可見度和創新性。

背景

為提升推動研究表現並減輕研究人員的行
政負擔， CityU 決定藉著中央平台整合研
究資料，以統一資料格式及簡化報告的方
式。

為了能夠以一致性的方式取得研究資訊，
提供可靠報告，並以研究人員的個人資料
檔案進行正確歸檔，而不受出版內容語言
影響，CityU 需要對研究資料收集與分析方
式進行全面修改。然而， CityU 無法透過
其舊有系統來滿足此要求，因此便需要針
對系統進行改造。

其中最迫切的需求是整合所有儲存的
研究資料格式，並簡化行政流程以減
少複雜性、冗餘和錯誤情形。CityU 想
要一個簡易使用的平台，可以將資料
格式標準化，從不同校園系統 ( 例如人
力資源和財務 ) 獲取資訊，並將數據相
互聯結以簡化報告方式。

Pure 因下列幾個選項獲選成為解決方
案：

•

•

•

•

儘管任何投資都需要考慮成本，但在
此這並不是決定性因素。Pure 系統既
不是最便宜也不是最昂貴的選擇。然
而，我們相信眼前的 Pure 系統正是一
項全面的解決方案，可以一次滿足所
有關鍵利益關係人的需求。

具有「即裝即用」與配置能力的均
衡性
與 SciVal 緊密整合，並具備整合其
他資料來源的能力
能夠回應校方內部與外部利益相關
者的報告需求
具有實施週期，能夠在 18 個月內針
對定制化資料執行追蹤、分析和報
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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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可以快速了解其他研究人員目前的研
究工作，幫助識別內部研究合作夥伴，進行更好
的合作方式。舉例而言，我最近透過『CityU 
Scholars』系統搜尋，與其他系所展開了跨學科的
研究計畫。」 

Richard Walker 講座教授 / 副院長，文學和社會科學學院 

隨著 CityU 的研究成果與學術發表產
量成長，使用單一來源追蹤學術成
果 具 有 其 必 要 性 ， 這 便 是 使 用
Elsevier Pure 系統的契機。

挑戰
CityU 選擇 Pure 系統來替代校內各種
舊有系統，作為數據匯總和報告的單
一整合研究資料庫。

在此之前，必須將校內多項來源的大
規模資料進行遷移。另外，必須進行
資料清理和標準化，以優化資料進行
更進一步的報告。

當地的特殊需求也帶來了挑戰，例如
香港要使用英文與兩種中文字體進行
出版發表。因此研究人員的資料檔案
通常具有兩種語言模式，因而分化他
們的學術成果，並因為其他人為因素
所導致的引用次數和 h 指數偏低。
CityU 面臨的另一項挑戰是說服研究
人員轉換使用 Pure 系統，這一點則
透過強調與研究人員專長直接相關的
優勢來進行，例如：

解決方案
Pure 系統是由研究辦公室、圖書館和 
IT 部門共同組成的跨職能團隊來行。
該團隊的任務是彙整所有校內研究和
研究人員的資訊，並將最少量的資訊
匯入至 Pure 系統中。後續也針對先
前的工作人員，驗證歷史資料並縮小
資料差距，確保報告的準確性，並完
成研究人員資料檔案，以便進一步分
析。

在初期的合約中，CityU 採購了 
Profile Refinement Services 服務
 ( PRS ) 以清除在 Scopus 資料中研究
人員資料檔案的分歧性。因為這項前
置作法能認可研究人員無論是以中文
或英文名字所發表出版的文章，而能
使之後導入工作得以加速進行。

CityU 延伸使用範圍，包括建立搜尋
式入口網站，該入口網站使用 Pure 
web 服務，可以從 Pure 後端收集完整
可靠的資料。該入口網站在公開網頁
上展示校內研究人員、出版發表、計
畫、專利和其他研究成果，並以客製
化界面展示 CityU 大學品牌的「CityU 
Scholars 」。

•

•

•

• •

確保所有學術人員資料檔案的清
晰度與完整性
透 過 研 究 者 資 料 檔 案 工 具 ， 將 
ORCID 永久數位標識中的資料檔
案標準化
即時全面了解所有人員簡介及其
研究成果
可以針對不同目的，重覆使用資
料，以降低行政負擔

上述所有工作與其他工作的執行速
度都比預期還要快，最終在 2017 年
中與校內
的新 CityU Scholars 入口網站同時
推出：
https://scholars.city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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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透過單一資訊來源提供研究產出資料，讓 CityU 擁有了更好的報告模
式和國際研究追蹤。CityU 對於 Pure 系統的投資，顯著改善了其研究
資訊管理流程，支持校內研究活動的內部策略決策和報告能力。
各項資料不再是以不同格式儲存或擷取，而研究資料內容和品質得以
保持一致。資料只需輸入一次，即可在校內方便回溯使用。

Jian Lu ( 呂堅 ) 教授，副校長 ( 研究
及科技 )

因為使用 Pure 系統，每位學術單
位人員每年至少可節省 1 日人力的
工作 ( one-person day )。由於不需
要將相同資料輸入至多個系統中，
因此每年可以節省超過 1,000 日人
力的工作 ( 1,000 person-days )。節
省時間與人力很重要，但我們所獲
得的高品質的資料更為重要。

Christian Wagner 教授、資訊總監、學
務副校長、社群媒體講座教授

我們需要一個全方位的可擴充系統來
配合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研究工作日
益複雜，橫跨系所和多重利益相關方
的合作。Pure 系統所提供的功能，讓
我們可以超越現有的工作表現。

Linda Cheng 女士，主任 ( 研究補助及
合約辦事處 )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採用 Pure 系統來
改善流程，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致力對於
研究工作所產生的真正影響力。全面了
解我們的各項活動範疇，可以獲得更多
的合作和補助機會。

導入了 Pure 系統，使 CityU 能夠進一步
從資料中掌握資訊，從而做出明智的組
織決策。

團隊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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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要管理階層人士都看到導入 Pure 系統的優
勢：減少資料輸入和驗證工作，更精確展現我們的
研究成果，並提高研究成果的能見度和透明度。教
職員、主管和大學管理團隊同樣能感受到 Pure 所帶
來的效益。此外，我們能夠重新取得其他大學的早
期研究成果。因此，Pure 系統有助本校邁向全球頂
尖大學快速進展的目標。」 

— Christian Wagner 教授，資訊長、學務副校長

Pure 系統為組織提供工具，建立定制化報
告和研究計畫進度監控，並從單一可靠的
資料庫，即時提供完整可靠的資訊來支持
機構決策，同時有助於發現潛在的合作者
和補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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