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ndeley Institutional Edition 
機構版群組擁有者管理指南 

執行摘要

這份指南涵蓋現有 Mendeley Institutional Edition，簡稱 MIE，群組
擁有者可用的全部特色與功能：編輯群組詳情、分享與推廣群組，
自動加入、如何邀請與移除成員、上傳期刊館藏，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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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假設您已經登入 Mendeley 網站，您可藉著下列步驟，瀏覽您的 MIE 群組：

• Overview 是您群組的首頁。提供有關這個群組的一些基本公開資訊，可於
稍後進行編輯。也會列出這個群組最活躍的成員，會因新增發表
數量、在群組貼文數量等等而有不同變化。

• Members 是這個群組目前所有成員的公開列表。身為擁有者，您也可以
針對此頁每一位成員進行個別管理。

• Settings 僅開放給群組擁有者。此部分讓群組擁有者可以編輯群組資訊、
邀請、整批管理成員，以及上傳館藏檔案。 

• Analytics 僅開放給群組擁有者與群組管理者。此部分展示群組成員閱讀
與發表的內容統計、他們發表的內容有多少影響力，以及他們
有興趣的 Mendeley 群組為何。

1.  點選「Groups」分頁按鈕，這個按鈕
出現在螢幕上方的主要工具列。

2.  「Groups」選單將列出您已創建或加入的任何
群組。

3.  您的機構群組會由一個小標籤「Institution」標示。 

4.  點選您的群組名稱以開啟群組。

建議將您的群組頁面加入書籤或「我的最愛」以便存取。這樣一來，只要點幾下就能存取您的群組。一旦開啟您的群組，即
可按照預設，查看群組「Overview」。這也是一般使用者或訪客會看到的頁面樣貌，只有群組擁有者才能看到左側的頁籤。
在群組名稱下方，您也可以看到群組成員計數概覽。群組內功能的切換是由左側功能頁籤處理，包含下列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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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群組資訊

MIE 群組專頁，在 Mendeley 中被視為您機構的公開資料頁面。只要 Mendeley 網站用戶搜尋您的機構名稱，這個群組頁面
就會出現。因此，針對您的群組資訊，請務必提供與您機構相關的公開資訊，特別是您在此處的 MIE 群組相關資訊。

對於如何進入這項設定資訊的介面很簡單。在 Settings > Details 底下：

您對這個群組設定所做的任何變更，都將即時更新，您重新造訪本頁時即可發現。使用「Save」按鈕，確認您的變更。

對您群組所做的變更，其他使用者都能立即看見。公開顯示頁面上相對應欄位的位置，如下所示。

分享與推廣您的群組
查看主要的「Overview 」頁籤時，您可提供完整網址 ( URL )，或使用社群媒體以及出現在右上方的分享工具，藉此分享連結到您
的群組。

點選「Share」按鈕，開啟這份選單。Mendeley 會自動產生一個特製短網址供您使用。這在推特或其他空間有限的平台非常實用。

您也可以使用臉書 ( Facebook )、推特與電子郵件按鈕，與其他聯絡人分享您的 MIE 群組。

3.群組圖片 

( 點選以開啟圖片上傳器 )

1.群組名稱出現在本頁上方、群組
圖片右方。 

群組名稱將會出現在搜尋結果列表
以及群組資料列表。
 

 

     

2.「群組說明」出現在本頁右方，在
「擁有者詳情」之下。 

群組說明也會一併陳述在搜尋結果列表。 
 

 

3.群組圖片出現在本頁左上方，緊鄰
群組標題。 

此圖片為群組的縮圖，並且會在搜尋
結果列表中呈現。
 

 

     

4.這個群組的網站連結出現在
「群組說明」底下。可提供超連結，
從中連結到您所選的目的地。 

我們建議連結到您的主要網站。
 

 

     

1.群組名稱欄位

2.群組介紹欄位

4.群組網站連結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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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方法可以邀請成員到您的機構群組。推薦您使用「自動加入」。

Mendeley 將自動邀請任何具有該機構 E-mail 地址的用戶加入這個機構的 MIE 群組。在這個 MIE 群組創建之時，即有以機構 
E-mail 地址註冊之 Mendeley 帳號，將於最初 24 小時內自動加入。用戶若使用該機構 E-mail 地址建立新的 Mendeley 帳戶，
將於該帳戶創建後的 24 小時內，自動加入群組。

自動加入的用戶，將適用帳戶升級，且收到一份歡迎信，說明 MIE 的功能及服務。

 Mendeley user with 
institutional email 

address

New Mendeley accounts 
will be added to the 

group within 24 hours

User receives premium 
upgrades and welcome 

email

User’s activity starts to 
contribute to MIE 

analytics

逐一邀請成員
您也可以逐一邀請成員；然而，這項過程較為耗時，因此不建議使用。

在 Settings > Members 底下，您可以找到這個選項。您必須選擇「Invite people one by one」且鍵入受邀之人的 E-mail 地址。

您也可以編輯自動化的訊息，連同這份邀請一起寄出；下一節有更詳盡的說明。但建議透過「共用連結」或「整批邀請」來邀請
成員 ( 於下一節說明 )。

自動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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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整批邀請」邀請成員
您也可以前往 Settings > Members，選擇「Bulk Invite」，藉此邀請整批成員。然後，您可以按照這些受邀人士的 E-mail 與姓名，
上傳一份 CSV 檔案。

除非已透過「Edit message」 選項而指定特製化的邀請訊息 ( 見下文 )，這封邀請函 E-mail 將包括一份自動化的邀請訊息。

在逐一邀請與整批邀請這兩種邀請方法之下，都可利用這項自動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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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邀請狀態」

您可經由「one by one」邀請功能或「bulk invite」功能，檢查受邀加入群組者的狀態。若要這樣做，您必須前往Settings > Members，
點選「Download a list of invited emails with their acceptance statuses」該句開頭出現的連結。您可以在「Bulk remove」這個選項下方發現
這項功能。

• Accepted - 用戶已接受 MIE 群組邀請，現已成為群組一員。
• Sent - 已透過 E-mail 傳送 MIE 群組邀請，但用戶仍未有任何動作，所以尚未加入群組。

• Viewed - 用戶已收到邀請，且已看到 E-mail 邀請函，但仍未有任何動作，所以尚未加入群組。

• Created

晉升成員擔任管理者
在目前的 MIE 版本，比起其他群組成員，管理者才有的特殊權限：能夠查看群組分析。

若要晉升某個現有成員成為群組管理者，請前往「Members」，透過成員清單瀏覽，或利用搜尋選項，找到相關成員，
然後選擇下拉式工具底下的「Make admin」 選項：

將某個管理者降級為一般成員，進行相同步驟，但轉而選擇「Make member」 選項。

這將下載一份 Excel 表格，讓您了解每項邀請的狀態。邀請狀態有四種 ─ Accepted 、Sent 、Viewed 、Created ，其定義如下：

- 用戶已收到邀請，但因為他們已經設定不透過 E-mail 接收群組邀請通知，只有在登入 Mendeley 之時才收到
這些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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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升管理者/成員擔任群組擁有者
MIE 群組可以有多位管理者，只有一位可以成為群組擁有者。只有群組擁有者可以邀請與移除成員。

為了晉升某位現有成員/管理者擔任群組擁有者，請前往「Members」，透過成員清單瀏覽，或利用搜尋選項，找到
相關成員，然後選擇下拉式工具底下的「Transfer group ownership」 選項：

移除群組成員
從某個群組移除某個成員，也將群組分析統計資訊移除這位成員的使用資料。成員在加入本群組之時所獲准的 MIE 功能，
也將自動移除。

目前有兩種方式可移除群組成員，可於「Members」頁面逐一移除：

或是前往 Settings > Members，您可在此上傳所欲移除成員 E-mail 的 csv，藉此整批移除先前明確邀請的成員。換句話說，
這是「Inviting Members」 流程的相反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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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Bulk invite members」，這裡的上傳工具預期是一份只有一項欄位的 csv：

關於「Bulk remove members」功能的注意要點：

• 在這份「Bulk remove members」的 csv 裡，如果某個 E-mail 已受邀請，但尚未接受這項邀請，則這項邀請將自行
撤銷。

• 本系統為每個群組成員保留原始邀請 E-mail 地址紀錄。這代表即使這個受邀人已接受邀請，且使用的 E-mail 帳號不同
於原始邀請的 E-mail 地址，本系統仍然可以把您在「Bulk remove members」 csv 提供的邀請 E-mail 連結到正確的使用者
帳戶然後移除相符的群組成員。 

• 本系統可預防意外移除這個群組的群組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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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期刊館藏
MIE 允許上傳您機構的期刊訂閱館藏資料用於分析，從已匯總的分析統計資料，顯示不同期刊的存取等級。這可迅速概覽
您機構目前的期刊訂閱是否達到貴機構研究者的需求。

 關於館藏上傳的幾項注意要點：

• 上傳館藏資料並非強制性。當然，若無提供館藏資料，MIE 將無法給您以上詳述的期刊存取等級之分析與概覽。

• 本工具預期的單一 csv 上傳，內含四個欄位：Title、ISSN、EISSN 與 Access。
• 這份 csv 裡的每一行代表一份期刊。
• 這份 csv 裡的記載不需要包含所有四個值 ( 例如：未知標題可留存為空字串 )，但每項記載預期有至少一個已填的 ISSN 或

一個已填的 EISSN。 
• Access 是一個自訂文字字串 ( 至多 15 個字符 )。比如說，您可以導入存取等級「全文」( full text )、「摘要」( abstract )、

「無」( none )，以代表您機構內期刊不同的存取等級。您可隨自己意願，自訂許多不同等級。
• 上傳這份 csv，將取代目前清單。只要點選「上傳」按鈕，資料將儘速更新。
• 在上傳新的 csv 之前，建議您下載目前已上傳的館藏資料備份。

建議練習

建立內含期刊資料的館藏 csv 檔案，包括不同的存取等級：「全文」( full text )、「存取」( access )、「無」
( none )，且了解如何以不同的上傳而更新「Group Holdings」之下的期刊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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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分析
在「Analytics」選單之下，您將看到一個「Overview」頁籤，連同四個附加分類： Reading 、Publishing、
Impact 與 Social 。

透過全新的 MIE 群組，具有使用資料的成員在加入這個群組之後，將可取得分析資料。為了確保絕對的使用者隱私，
我們已置入一個隱私過濾器，讓 MIE 將使用資料在五個成員以內的學科領域，主動隱藏其文章與期刊的後設資料。

, 

Overview

本頁籤提供迅速的概覽以了解更詳盡的子分類。您可快速找到熱門
項目，並點選每個區段以取得進一步資訊。

Reading
在這個部分中您可找到總體統計數字，知道所有群組成員的
Mendeley 收藏內容。根據這些文章何時加入他們的收藏，顯示一個
歷時性的閱讀活動程度。也可展示閱讀頻率最高的期刊 ( 有關存取
等級資訊 ─ 請見「Uploading journal holdings」) 與這段期間的文章。

Publishing
Mendeley 用戶可以新增自己的文章，加到「Mendeley Desktop」
內的「My Publications」資料夾，或是從自己的 Mendeley 個人資料
中新增。

您可於此找到總體統計數字，知道群組成員已新增什麼到他們的
「My Publications」。根據這些文章何時加入他們的
「My Publications」，顯示一個歷時性的發表活動程度。也會顯示
成員在這段期間已發表的最受歡迎期刊 ( 有關存取等級資訊 ─ 請見
「Uploading journal holdings」)，以及這段期間裡最常發表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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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Mendeley 檢閱每個用戶的收藏，計算個別文章的讀者人數統計。這
份讀者人數統計表單可用來補充傳統的影響指標 ( 例如：引用數 )。
在許多方面，這些統計數字可更快更直接衡量影響力。

對於群組成員「My Publications」裡的文章，您將可在此找到遍及
整個 Mendeley 的讀者人數統計。這將根據這些文章何時加進他們
自己的「My Publications」，顯示一個歷時性的總體讀者人數。也
可顯示閱讀頻率最高的成員發表文章，以及這段時間哪些成員具有
最多人閱讀的發表物。

Social
本頁籤顯示這個群組成員已加入的其他 Mendeley 群組。
注意：這裡只能列出公開可見的群組。

支援
可於以下網站找到額外支援與資源：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mendeley/support
也可到以下網站存取 Mendeley 資源中心： https://community.mendeley.com/guides

services) with agents based in Ohio, U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okyo, Japan; Singapore.

Tel: +65 6 349 0222
Mendeley Support Center
goo.gl/AHv9X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