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Direct Books:  
提供具有極高影響力
的重要內容
在今天的世界，資訊觸手可及。打開簡單的線上搜索，
系統將提供數百萬搜索結果，並聲稱可以為您提供專業
而及時的資訊，但我們都曾質疑過這些資訊是否可信、
準確，懷疑它們能否滿足我們的要求。

 即使是漫無目的的網路使用者，也不知應如何解讀充
斥於搜索結果頁面的大量無關資訊；面對浩瀚廣渺的
陌生資訊，專業研究者又該何去何從？

ScienceDirect ®



ScienceDirect: 發揮影響力，提供值得信賴的研究解決方案
作為 Elsevier 旗下的知名線上全文資訊解決方案，ScienceDirect 不僅是科學家的
研究目的地，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儲存資料庫，利用各學科的最新研究資料
持續不斷地更新內容。

 
 

 

該平台利用最新技術隨時為使用者提供重要內容，涵蓋科學、技術與健康等廣泛
主題，幫助使用者獲取深入資訊，令其他研究解決方案望塵莫及。

 
 

 

資料導向型策略
我們採取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視角，以研究流程為基礎，深入瞭解研究人員需求，以制定適當的內容
出版策略
Elsevier 將研究人員的需求放在首位，為使用者提供
更明確的資訊、更出色的知識洞見。ScienceDirect 
平台將大量重要內容與尖端技術相結合，提供覆蓋
多個領域的快速便捷搜索功能。我們同時也為制定
採購決策的執行人員與圖書館員提供更深入的資訊。

我們為使用者提供相關資料與分析結果，協助他們瞭解其機構
在 ScienceDirect 上的使用行為，以精準辨識哪些明確的內容需
求。利用這些重要資訊，圖書館可以獲得最關鍵的內容，從而
更好地為圖書館使用者提供協助。

Elsevier 將研究人員的需求放在首位，
為使用者提供更明確的資訊、更出色
的知識洞見。

確定使用者需求

在發展最快的領域
確認研究差距

創建多種類型的未來內容提高內容的可取得性，
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為圖書館提供資料
與相關資訊，以
填補不足的內容



 

87%
的 ScienceDirect 使用者認為，他們在工作中
需要使用基礎研究資訊

Source: TechValidate survey of 270 users of  
Elsevier ScienceDirect. TechValidate. TVID: 9D4-230-2AD

第一階段：確定使用者需求

Elsevier 透過分析和研究使用者行為確定使用者需求。我們深知，研究人員的工作
流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複雜，因此我們需要根據使用者目前面對的挑戰創建相關
的內容，包括：

 
 

• 瞭解最新主題，緊跟發展步伐

• 瞭解新領域或相關領域的發展，以開展跨學科研究

• 對關鍵問題做出快速解答

• 在單一搜尋過程中瀏覽多種不同類型的內容

• 回顧主要文獻

• 掌握流程/方法/模型

• 在研究中運用基礎知識

第二階段：在發展最快的領域確認研究差距

我們致力於確定當前趨勢，瞭解全球研究資金情況。

• 哪些主要研究領域發展最快？

• 哪些機構和作者最具有影響力？

• 哪些研究引用率最高、最受重視，或廣受好評？

在面對此類分析面向，我們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能夠利用 Elsevier 寶貴的資料
來源，瞭解 Scopus 和 SciVal 等資料庫的關鍵指標，包括研究趨勢、研究成果、研究
經費、使用情況、引用率和關鍵字搜尋趨勢等。通過這項高品質研究，我們描繪出
知識發展圖，指出目前最需要的內容，並預測新興領域中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階段：創建多種類型的未來內容

下一個階段，我們的編輯團隊將審查個人文獻內容，找出涵蓋範圍的缺口，
使用資料導向型決策方案，確保隨時提供最需要的重要內容，填補使用者的
知識缺口。該策略構建前瞻性的方法，使 ScienceDirect 始終處於所有學科領
域的研究尖端。

第四階段：提高內容的可取得性，滿足使用者需求

我們不斷創新，不斷開發互補的內容來源，協助研究人員提高工作效率，每一種
內容來源都針對不同使用者需求提供解決方案，包括參考工具、自訂參考模組、
書籍和手冊系列，以及電子書等。

ScienceDirect books 的力量
幫助研究人員:

78% 使用者表示經常進行跨領域研究
Source: TechValidate survey of 270 users of Elsevier ScienceDirect. TechValidate. TVID: 9D4-230-2AD

Books
書籍能夠幫助使用者在陌生領域積累

專業知識、建立信心。書能夠提供重要的
背景知識，通常無法透過期刊獲取這些知識。

 

學習
新的方法跟流程

檢視
特定領域的發展概況

參考
同儕審核的說明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的書提供了更多背景
資訊，能夠滿足我們的需要。他們擁有更大
規模的書目和背景資訊，以及更豐富的理論
和研究綜述。」

- 教育機構資訊專家 
Source: TechValidate. TVID: 596-097-5BF

ScienceDirect Topics 
指引研究者以相關內容
為研究起點，無論其從
何處開始研究

ScienceDirect Topics 幫助研究者快速了解
特定主題及其相關內容和書籍摘錄

提供數以萬計的 Topic 
Pages，包含定義、
書籍片段和相關術語

 
通過超連結在期刊文章
術語與 Topic Pages 之間
建立連接，以創建流暢
便捷的互動式閱讀體驗

通過被搜尋引擎收錄，
以提高重要參考內容的
可發現性和可取得性

讀者點擊主題，即可
深入瞭解書籍內容

ScienceDirect Topics 點亮發現之路
Elsevier 運用最先進的技術，幫助使用者在適當的時間和場合發現並取得內容，以
滿足使用者需求。ScienceDirect 使用新型自動化技術生成主題頁面，用於資訊提取
和關聯性排序。

 

ScienceDirect Topics 提供來自參考書目中精選簡要的脈絡化資訊，在需要的時間和
場合提供重要的內容。它將廣泛而可靠的跨學科知識自然融入使用者的研究工作中。
藉由改進 ScienceDirect 使用者介面，我們確保使用者在最短時間內獲得工作所需的
精選相關資訊。

 

Search Engine

Topic Page

Topic Page

BooksJournal Article



92%
被調查的研究者認為，Topic Pages 能夠幫助他們達成目標 

Source: TechValidate survey of 271 users of Elsevier ScienceDirect Books.  
TVID: 734-E8E-137

「ScienceDirect 書籍具有易用性和即時可用性的
優勢。不熟悉相關主題的學生可以將其作為開始
研究的理想工具。」

— 教育機構圖書館員  
Source: TechValidate. TVID: BE6-D4F-44B

「電子書是一個綜合性的整體，包括期刊和其他
資訊來源。」

 
 

—州和地區地方政府圖書管理員  
Source: TechValidate. TVID: A2A-516-0FD

Topic Pages 概覽



「ScienceDirect Topics 的關鍵優勢在於，與一個
主題相關的諸多資訊都集中於同一個位置，而且易
於理解。」

—Josey Erickson-Pintaudi，學生，Monash University 
Source: TechValidate. TVID: 459-645-0E3

「ScienceDirect Topic Pages 匯集了一系列有趣的相
關資訊，簡言之，一站式。」

—Darian Okakpu，研究生，TU Dresden 
Source: TechValidate. TVID: 46E-2BC-D38

200,00o
次點擊數，每天

55%
使用者再次回流

近 2500 萬次使用
自推出以來

1.2 萬篇
篇期刊文章通過超連結連接至 
Topic Pages

ScienceDirect 資料於 2018 年 4 月推出



您知道嗎？
根據對 ScienceDirect 資料的四年分析，我們發現購買過去使用被拒的內容後
一年內，使用量平均成長到原先的三倍。

 

每一座圖書館都有需要填補的內容空白。為此，我們將評估貴機構的
「使用被拒率」（turnaway rate），該指標用於測量圖書館收藏對使用者研究的
支援情況。

通過監測全球研究趨勢，並根據圖書館使用資料分析結果，我們可以幫助您彌
補不足、獲取未來需使用的策略性內容，確保圖書館領先於用戶需求。

透過 ScienceDirect Topics，您可以深入瞭解使用者對書籍內容的真正需求
缺乏便捷的書籍取得管道時，使用者資料將掩蓋真實需求，使用被拒率也無法
顯示完整的需求

• 而 ScienceDirect Topic 有助於提高書籍內容的曝光度，全面掌握使用者需求

• 更準確的需求資訊將協助您做出更明智的採購決策

• 此外，Topic Pages 提供的使用率和使用被拒率更具價值，因為使用者在選擇該
本書時已經閱讀過部分章節內容

書籍與期刊的共同使用：共同為研究者提供支援
期刊與書籍都是當代研究者工作流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進行廣泛的主題
描繪還是開展深入分析，期刊和書籍都能傳授知識、培養洞察力，為知識探索提
供新途徑。利用 ScienceDirect 出版物內嵌的諸多交叉連結，研究者可以在不同
主題和學科的期刊與書籍之間進行無縫轉換。

「ScienceDirect 的書為我們提供了與特定主題有關豐富的綜合
性和脈絡型資訊。提供科學研究資訊的期刊通常為最新版本，
且集中於小型特定領域，具有極高的針對性。書籍，特別是章
節部分，有助於從整體上全面地瞭解相關主題。」

—教育機構圖書館員  
Source: TechValidate. TVID: 795-997-F7D

90%
的受訪者表示在工作中經常同時使用書籍
和期刊。

Source: TechValidate survey of 267 users of  
Elsevier ScienceDirect Books. TVID: 39C-DC2-A29

第五階段：提供資料與相關資訊，以填補不足的內容



Elsevier 最新共同使用率工具
客製化至機構層級，該創新的分析工具揭示：

 跨越領域的多學科內容使用多於以往
 研究者使用期刊跟參考工具書以獲得該學科的全貌
 只使用期刊的研究者僅能獲得部分的答案

藉著分析全世界的共同使用率，我們可以得知：
• 共同使用的行為說明使用者對書籍內容的明確需求

• 使用者行為是廣泛且跨領域的；優秀的機構並不會限制研究者使用內容

400 萬次
書籍與期刊內容在 2017 年共同使用
的次數

3,096 次
一年中平均每一本書籍可藉由連結
導向至期刊文獻的次數

 

3 本 
在與期刊共同使用中平均會有 3 本
書籍參與其中，根據 2017 年的共同
使用統計  

11,267 本
平均每一天，書籍在搜尋時與期刊
文獻同時被使用的數量

 
 

 

資料來源
2017 年 ScienceDirect 使用資料



Elsevier 出版策略所展現出來的出色品質

ScienceDirect 目前共有超過 37,000 本書籍，囊括了來自全球各地的 47,000 多位知名
作者的知識和專業技術。

他們擁有新思想和出色洞見，因此與其他出版商相比，ScienceDirect 的書籍內容更為
實用、更有影響、引用次數更多。2018 年的書籍引用和共用分析研究說明：

• 

• 

確保您的使用者可以使用並發揮 ScienceDirect 書籍與期刊文獻的最大潛力

靈活的購買方式

提供多種選擇，幫助您獲取最適合您具體需求的資訊和使用權限。您的解決方案
經理能根據您的需求客製化解決方案，以解決您獨特的需要。

所有權級別種類

Physical Sciences

• 

• Chemical Engineering 與 
Chemistry 擁有最高的相對
影響力 

Life Sciences

• 

• Neuroscience 擁有最高的
相對影響力 

Health Sciences

• 

• Dentistry 與 Medicine 擁有最高的
相對影響力 

Social Sciences

• 

訂閱型
獲得最新內容的使用
權利，每年續訂

用戶導向 / 實證基礎
根據您的使用情況，購買需要
的相關內容

永久型
享受系列或數量折扣，或單獨
購買需要的書籍，獲得書籍的
永久使用權

 

2013 至 2016 年間出版並由 Scopus 收錄的所有 60,309 本 Elsevier 非系列叢書的相對
影響力為 2.1 *
愛思唯爾擁有 5％ 的書籍比重，是 Scopus 書籍內容的第六大貢獻者，但擁有最高
的相對影響力（2.1）

資料來源
2018 年圖書引用與共用分析

相對影響力 相對影響力

相對影響力 相對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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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rect
Elsevier 優秀同儕審核學術出版物平台，研究者、老師、學生、醫護
人員與資訊專業人員使用 ScienceDirect 來改善搜尋、發現、閱讀、
理解與分享學術研究。 

瞭解更多
有關如何利用 ScienceDirect 中書籍的強大潛力，請聯繫您的客戶經理 
或參訪我們的網站 elsevier.com/sciencedirect/books

台灣辦公室
Tel： + 886 - 02 - 2522 - 5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