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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進步與資料的革新讓科學與醫學的藩籬得
以突破。每天都能發現前一世代難以想像發掘的
事物。愛思唯爾深諳科學家和臨床醫師找出新事
物解答、形塑人類知識與解決最急迫全球危機的
潛能。

我們希望所有於科學界和醫學界的工作者都能更
容易地做出分析，讓他們得以更有效率地管理工
作，並花費更多時間創新突破。

這便是愛思唯爾與日俱進的原因。

發展自愛思唯爾紮實的出版根基，我們研發分析
解決方案以滿足科學與健康的需求。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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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機會
愛思唯爾雇用了超過1,500位技術人員。我
們利用尖端科技創造出協助科學、科技與醫
療保健進步的分析方案。

的營收來自於數位產品。

愛思唯爾也依據領域而應用先進的機
器學習技術偵測趨勢主題，藉此幫助
研究人員做出更準確的決定。結合自
科學文章上自動化提供簡介與擷取贊
助機構資訊的技術，此過程能支援整
個研究過程(從規劃到實行到募資)。在
健康方面，愛思唯爾同樣正在開發臨
床決策支援應用程式，其利用認知技
術繪製病患與保險給付 (patient and 
claims) 數據集，以及大量圖像與文字
內容資料庫。

機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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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生理學/醫學，2008

Elizabeth H. Blackburn
生理學/醫學，2009

Finn E. Kydland
經濟學，2004

Masatoshi Koshiba
物理學，2002

Craig C. Mello
生理學/醫學，2006

Leonid Hurwicz
經濟學，2007

值得信賴的資訊
我們發展的每項工具都是建立在值得信賴的資訊
上－因為從圖書館到實驗室、機構到個人，科學
和醫學的進步都需要可靠的資料。

1600 萬
ScienceDirect 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料庫，
其致力於同儕審查為主的科學和醫學研
究，擁有每個月 1600 萬人次的極佳訪
客流量。

10 億
研究人員下載 10 億篇文章。

愛思唯爾與學術社群於知識的整合和
查證已合作 140 年。身處越來越難辨
別知識真偽的現在，愛思唯爾作為資
訊分析企業，致力於將此嚴謹的制度
用於全新一代的愛思唯爾平台上。

在 2018 年，愛思唯爾的文章佔全球研
究文獻產量的 18% ，同時引用率比為 
25%，這代表愛思唯爾致力於提供超
過業界平均的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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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0篇以上
擁有超過 39,000 本來自愛思唯爾出
版 商 與 社 會 夥 伴 出 版 的 電 子 書 ，
ScienceDirect 讓研究變得更聰明。

7,300萬以上
Scopus 為領導的摘要與引文索引研
究資料庫，包含超過 7,300 萬筆橫
跨 24,000 篇期刊的紀錄，並取得了
超過 5,000 家出版商的資源。

320篇以上
Reaxys® 的機器學習能力帶動了超
過 320 家製藥商、140 間化學公司
和 470 所大學的藥品研發與材料創
新的能力。

分析優勢

資料的大幅增長為追求進步者帶來全新的挑戰
同時也豐富了科學研究。龐大的資料量難以搜
索與規劃，從而增加了重要資料被忽略的風險

確保資料的可信度變得難上加難。從
多種學科結合研究發現讓研究與醫療
保健變得更加複雜。全球化的學術社
群，讓工作、研究者和募款都變得比
以往更具競爭性。

Elsevier 提供策略研究管理、研發績
效、臨床決策支援與專業教育領域
的資訊分析解決方案與數位工具。

2018 年，愛思唯爾發表超過 34,000
篇金色開放取用的文章，相較於前
一年呈現雙位數的成長，從而成為
世界上最大的開放取用出版商之一
。愛思唯爾的 2,500 篇期刊產品組合
由超過 20,000 位編輯管理，且這些
期刊多數為該領域的一流期刊。包
含旗艦型出版品，例如 Cell 和 The 
Lancet 期刊家族。2018 年，我們發
行了 9 篇全新訂閱型和 45 篇完全開
放取用的期刊，包含取自 Cell Pess
和 Lancet 的 Eclinical Medicine 的
iScience 和 On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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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0 0 萬 以
Mendeley 讓全球從大學生到專業人士
超過 1,100 萬名使用者，可用此工具管
理、撰寫、合作與推動他們的研究。

490篇
ClinicalKey 提供超過 490 篇臨床概要
描述，用以快速給出臨床解答和摘
要；超過 400 萬張圖片和 51,000 部
醫學和手術影片都存放在一個完整
整合的網站上。

33,000篇以上
Sherpath 為超過 400 間機構的
33,000 位使用者提供高度集中、
個人化和適應性的學習途徑。

10,000篇以上
SciVal 為超過 10,000 間研究機構提供
研究績效上的深入分析。

5,000篇以上
Scopus 為領先的摘要和引用研究文
獻資料庫，有超過 7,300 萬筆橫跨
24,000 篇期刊的資料，並取得超過
5,000 家出版商的資源。

25,000篇以上
全球超過 25,000 個學術單位與政府
機構都使用愛思唯爾的產品。

97%
美國前 10 大藥廠*中，就有 9 家使用
愛思唯爾的臨床解決方案；而百大
衛生機構 (依病床數排名) 中就有 97% 
使用至少一項愛思唯爾的臨床解決
方案。

2 0 1
KLAS，專門監測和報導醫療保健供
應商績效的研究公司，將愛思唯爾照
護計畫 (Elsevier Care Planning) 名為 
「臨床決策支援-照護計畫/順序組」
的 2018 年類別首選。

類別首選

2 0 1
ClinicalKey™ 所支持的臨床藥理 
學 (Clinical Pharmacology)，獲選
為 2018 年 KLAS® 最佳排行報告
於「臨床決策支援－照護點臨床
參考資料」項目的首選。臨床藥
理學被各國的藥廠委員所接受。

KLAS首選提名

*藥廠包括零售供應鏈藥廠和郵購形式的藥廠皆有。資料來源：藥品管道機構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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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思唯爾為全球的研究社群提供服務，在
2018 年出版超過 470,000 篇同儕審查的文
章，相較於十年前成長 60%。

特色產品與服務

ScienceDirect®
ScienceDirect 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料庫，
其致力於同儕審查為主的科學和醫學研
究，擁有每個月 1600 萬人次的極佳訪客
流量。透過 ScienceDirect 平台上超過
1,600 萬篇的文獻和 39,000 本電子書。透
過全新技術，如 ScienceDirect 的進階推
薦功能和經由 Mendeley (書目管理和合作
的工具)上的社群共同合作功能，進而增
加了核心平台的價值。

SciVal
SciVal 為超過 10,000 間研究機構提供研
究績效上的深入分析。利用自 Scopus 和
數據來源(例如專利引用和使用數據)上的
文獻計量資料，SciVal 為幫助機構建立、
執行和評估研究策略的判斷工具。

Scopus®
Scopus 為領導的摘要和引文索引文獻資
料庫，來自 5,000 多家出版商，超過 
7,300 萬筆橫跨 24,000 篇期刊的資料。
Scopus 讓研究者能追蹤、分析和視覺化
世界上的研究文獻。

Reaxys®
Reaxys* 可大幅縮短獲取化學研究答案的
途徑、支援藥品產業藥品發展的初期階
段、探索學術領域中的化學研究，並促
進產業(如化學製品和油&天然氣)的產品
發展。為了幫助研究人員維持其於領域
內的優勢，愛思唯爾開發了一款全新的
化學內文探勘引擎，使用最先進的自然
語言處理技術，能從 2018 年超過 15,000
本期刊出版品上的 520 萬筆資料中，找
出 490 萬種關鍵物質。

Pure
Pure 是一款企業用研究管理解決方案，
能從大量的資料來源到單一平台上匯集

企業的研究資訊，在促進研究網絡和專業
發展的同時，又能降低設備和人員的行政
處理負擔。

ClinicalKey®
ClinicalKey 為愛思唯爾的旗艦級臨床參考平
台，提供醫師、護理師和藥劑師來自愛思
唯爾和第三方的領先實證醫學資訊。通過
完全整合的單一網站，用戶可以參考 490 
多筆臨床概述的快速解答和摘要，以及超
過 400 萬張圖片、51,000 個醫療和手術影
片。ClinicalKey 廣泛用於全球 90 多個國家
和地區，僅在北美一地就有超過 1900 間機
構用戶。

* Reaxys 是 RELX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SA的商標，經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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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先進的科技
與分析技術，以從龐
大的資料庫集進行過
濾、擷取與學習。

SSRN
SSRN 旨在迅速向全球傳播社會科學研
究，並由社群、生命和物理科學內的數
個專業研究網路所組成。現今擁有每月
超過 250 萬人次的訪客量，和來自超過
430,000 位作者，超過 850,000 篇論文摘
要。已經擷取超過 9 百萬份參考資料與
900 萬條註解，並從初階段研究的全文
資料庫中比對超過 600 萬篇引文。

ClinicalPath
ClinicalPath 專為改善癌症病患預後而設
計，提供個人化、依據實證指南臨床治
療路徑。北美共有2,300位癌症醫師、31 
州的 51 個實踐基地、16 家學術醫療中
心、23 個醫院系統和 13 個社區服務中
心使用 ClinicalPath。

AREZZO
對醫療專業人員而言，愛思唯爾的臨床
解決方案提供了互動式病患衛教和照護
規劃，例如 Arezzo。 它是一個整合臨床
照護系統的現行臨床決策支援引擎，將
病患及疾病資訊與實證指南進行比對，
動態評估最佳治療選項。

Knovel®
Knovel 為一款工程師用的決策支援工
具，能幫助他們選擇正確的素材，為
一款在化學製品、油&天然氣和其他
工程為主的產業中，產品開發的關鍵
任務用途工具。

Mendeley®
Mendeley 為一款創新研究管理和社群共
同合作平台，幫助全世界超過 1,100 萬名
包含大學生及專業人士等的使用者，可
用此平台管理、撰寫、合作與推動他們
的研究。Mendeley 資料藉由提供公開研
究資料儲存庫，讓研究者的研究資料能
公開取得。

STATdx™
STATdx 提供診斷決策支援,，並能迅速取
得放射學各領域中知名次專科醫師的臨
床經驗和知識。STATdx 為放射科醫師帶
來產業領先的診斷支援系統，因而榮獲
2017 年 Frost & Sullivan 北美技術創新獎
。

HESI
HESI 是一款全面性的評估解決方案，
提供各類有效與可靠的檢驗、經驗證
的實務及產品審查，藉由各項功能縝
密的協作，幫助學生與研究計畫獲得
更大的成功。過去 13 年來，北美學
生使用 HESI 實施超過 5 億 5 千萬項標
準化評估項目。

Sherpath
Sherpath 是一款護理和健康教育的適
性教學與學習解決方案，為 400 多家
機構的 37,000 多名學員量身打造學習
方案。



SSRN

Via Oncology

Mend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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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73,932
參考資料

217,121
科學和科技工作

11,640,276
位使用者註冊

2,300
位癌症醫師

51
項實務

23
個醫院系統

31
美國內31州

16
間學術醫療中心

13
個社群實務

850,000
篇研究論文

430,000
位作者

30+
研究學科

合作關係
與社群緊密合作意味著我們能迅速回應各領域工
作者最真切的需求。讓我們能事先思考和處理未
來科學與醫學可能會面臨的挑戰。

Mendeley、SSRN和腫瘤治療輔助工
具為愛思唯爾社群為達成自身使命所
使用的平台實例。

愛思唯爾擁有 140 年的研究資訊整合
和 查 證 經 驗 。 我 們 與 全 世 界 超 過 
20,000 位學術編輯、75,382 位編委會
成員和超過 130 萬位涵蓋數百種學科
的審查者一起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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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與企業責任
Elsevier基金會
從 2006 年起，愛思唯爾的非營利部門
－Elsevier 基金會，一年捐贈超過 1 百萬
美元給世界各地的知識為中心的機構。
透過於健康資訊領域發展科技創新、為
科學與健康領域帶來多樣性和在開發中
國家進行研究所帶來的貢獻，從而達成
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只要有發展可
能之處，愛思唯爾便會透過技巧為主的
自發精神、技術、策略和溝通專業來提
供所需的資源。Elsevier 基金會也提供完
整的配捐計畫 (matching gift) 和自發型
募款，讓員工與基金會一起合作支援社
群。

Research4Life
愛思唯爾是 6 位 Research4Life 創始募款夥
伴的其中一位：伴隨超過 80,000 項同儕審
查資源，Research4Life 已成為開發中國家
主流使用者的主要存取工具。愛思唯爾提
供其研究的 1/4 ，約提供 3,000 篇愛思唯爾
期刊和 20,000 本電子書作為企業責任計畫
的一部分。2018 年， ScienceDirect 上的 
Research4Life 下載次數超過 180 萬。

Scientific African
2018 年，愛思唯爾成立 Scientific African平
台，此為一款 Next Einstein Forum 和 NEF 
Community of Scientists 合作的開放取用平
台，能提供非洲研究人員提升其研究影響
力和能見度的嶄新平台。Elsevier 基金會也
持續支援由 Amref 發起

的促進非洲平台 Innovate for Life，其為推
動非洲的國際健康非政府組織，藉由募款
和存取愛思唯爾的知識和科學網絡，能幫
助非洲企業家發展面對健康難題的解決方
案。

Sense About Science
從 2006 年起，Elsevier 與 Sense About 
Science，SAS 組織合作，該組織是一個獨
立慈善信託機構，擅長實證、科學推理、
早期職涯研究人員需求與公開討論科學議
題。基於這份合作關係，我們努力加強對
早期職涯研究人員、記者、政策制定者與
大眾間對於佐證、充分科學證據 (sound 
science) 和大數據的瞭解。

使用資訊分析，為進步紮穩根基
愛思唯爾努力推動女性在科學上的發展。
愛思唯爾 2017 年的透過性別角度之全面
性研究績效報告，Gender in the Global 
Research Landscape，涵蓋了 20 年、12 個
國家和 27 種學科。此項全球研究運用數
據和分析、獨特的兩性辨析方法、以及全
球專家的合作。在關鍵研究中發現，女性
研究員和發明家的比例在所有12個國家中
都增加，當中女性更加專攻於生醫和跨學
科領域，男性則專攻物理科學。同時，平
均而論，女性出版較少的研究論文，她們
的文章與男性的下載和引用比率相同，且
在美國還稍微高出男性一些。愛思唯爾採
用數據分析的專業技術在職涯研究上，分
析大量的資料來突顯所要追求、最具影響
力的研究途徑，以發展詳盡的抗癌登月計
畫(Cancer Moonshot initiative)藍圖。

「我想感謝愛思唯爾專注在深入了解和確
保我們擁有此藍圖。… 我爸是對的- 此藍
圖告訴我們重要的優先順序。所以，對於
你們使用實用資訊所做出的努力，今晚成
果才能如此豐碩。」
– 前美國副總統 喬‧拜登

開發中國家
愛思唯爾提供 1/4 的 Research4life 文章
－80,000 篇以上的同儕審查資源，以供
超過 100 個開發中國家的研究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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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透明

資料來源中立 互通

使用者控制
愛思唯爾支援資訊系統的四項核心原
則，能滿足研究員、研究機構管理者
和資助方的需求。

指引改變
愛思唯爾相信能讓研究生命週期的每一個部分
更簡單、更密切相關和更加公開透明。

採用新興科技於可信賴的資訊上，代表我
們能為推動科學卓越盡一份心力。我們的
工具設計方向為讓使用者握有控制權。帶
來更快速的工作方法、管理複雜事項並騰
出時間以專注於目標上。因此使用者能了
解推薦功能如何實現。我們協助機構追蹤
和分析科學帶來的影響力，並支援更佳的
研究績效。藉由解放想法的交流，我們的
平台能協助科學進一步應用於現今社會面
臨最急迫的議題上。

文章費用來資助出版和發行的選項。此外，
愛思唯爾現在還出版約 250 篇金色開放取用
的出版品。 2018 年，愛思唯爾出版超過 
34,000 篇金色開放取用的出版品，相較前一
年已帶來雙位數的成長。我們也發行了 9 篇
全新訂閱和 45 篇完全開放取用的期刊，包
含取自 Cell Press 和 Lancet’s Eclinical Medicine 
的 iScience 和 One Earth。

賦權公開科學
作者付費的開放取用方式與愛思唯爾的超
過 1,900 篇期刊，現在我們提供透過贊助

我們提供混合式開放取用和訂閱模型，藉此
呈現出世界各地的作者選擇發表文章方式的
不同。有些喜歡付費出版，讓讀者能有暢通
的文章存取管道，而有些則更喜歡免

免費出版。此選擇彈性讓我們能滿足研究
社群多樣的需求。不論愛思唯爾的期刊募
款方式為何，都同樣能保證採用高品質和
具備公信力的資訊。

開放科學出版選項
我們的提交系統介面讓研究員能握有版權
的選項，同時具有符合募款規定的選項指
南。

分享的工具和服務
我們採用合作、分享和展示研究文獻服務
的科技。舉 SSRN 為例，其為一款公開取
用的線上預印社群，研究者能在發布於學
術 期 刊 前 ， 先 發 布 初 期 階 段 的 研 究 。
Mendeley 資料藉由讓研究者的研究資料存
放在公開研究資料儲存庫上，從而讓研究
者的研究資料能公開取得。 Bepress 在 
2017 年加入愛思唯爾，協助學術圖書館透
過機構典藏呈現和分享該機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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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研發工程以支援開放取用與公開
數據
所有的愛思唯爾期刊都與機構型和學科儲
存庫互通。

成長中的開放生態系統
愛思唯爾開發了一系列策略型開放科學服
務工具(例如：Mendeley, SSRN, bepress 和 
Hivebench) 和開放指標服務 (例如：
Newsflo, Plum Analytics)。

夥伴關係
愛思唯爾在超過 50 個策略型夥伴關係中相
當活躍，透過領導的贊助機構以主動支援
開放取用 (例如：the Gates Foundation, 
NSF) 和開放資料政策，同時，我們與英國
研究社群有 5 年的開放科學夥伴關係。

科學提倡
我們支持大眾參與和信任科學：
科學智識 (Sense About Science), NLM’s 
Emergency Access Initiative, Research4Life,-
Access2Research, Atlas。

我們的使命：領導科學、
科技與健康的發展
透過愛思唯爾，我們分享研究社群對於科
學成就的信念。許多愛思唯爾相關人員的
職涯開端是科學和醫學，我們與世界各地
涵蓋數百種學科的編輯、作者和專家網絡
合作。與社群緊密合作意味著我們能迅速
回應該領域最真切的需求。讓我們能事先
思考和處理未來科學與醫學可能會面臨的
挑戰。

我們的全球社區計畫 RE Cares，支持員工
與企業參與透過志工和付出而對社會帶來
正面影響的活動。

綠色團隊計畫提高大眾對我們環境影響的
意識，並改善企業策略，建立一個更好的
世界。

愛思唯爾女性網路 (Elsevier Women’s 
Network) 強調女性為企業所貢獻的才華，
並透過宣傳與教育促進她們在專業上的進
步。

愛思唯爾已達成等級一的EDGE性別平等
檢定。

愛思唯爾是工作場域同志基金會 (Work-
place Pride Foundation) 的一員，伴隨愛思
唯爾同志章程在全球各地啟用。愛思唯爾
致力於工作環境的維護，讓 LGBT+ 員工
能感受自身賦權的影響力，並讓工作環境
能有所不同。

想在 Elsevier 工作嗎？
歡迎造訪 elsevier.com/car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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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國家：
愛思唯爾擁有 7,900 名員工，並為約
180個國家的客戶提供服務。

不論您身處何處，
愛思唯爾都能支援您

Elsevier 是全球性企業，總部位於
阿姆斯特丹，全球都設有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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