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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pus 是全世界最大的索引摘要資料庫，收錄來自全球
5,000 個出版社，四大學科領域（科學、技術、醫學、人
文社會科學與藝術）的學術出版品，目前收錄 21,000 種
文獻（2013 年 4 月更新），主要為同儕評鑑期刊（其他
如：會議論文、叢書與商業期刊）

 高達5,000個出版社發行的期刊

 收錄亞太地區期刊數量也遠比其他同類型資料庫多

 跨學科、跨語言、跨地區、跨文獻類型（綜合性）

 引文分析類型資料庫

Scopus 內容 & 特色



DOCUMENT SEARCH
文獻檢索

1. 從學校／機構圖書館連結進入

2. http://www.scopus.com

http://www.scopus.com/


文獻檢索（Document Search）畫面

在檢索欄位內，輸入一個或多個
欲查詢的詞彙

並將該檢索設定於特定年代、主題範圍或資料類型等。

可增加更多欄位，檢索更有彈性

可選擇詞彙在資料庫的哪個欄位查詢

搜尋歷史記錄



文獻限縮方式 –
Search within results & Refine Results

可在search within results
輸入第二組詞彙

將檢索結果，整理出十項分類：年代、作
者名、學科領域、文獻類型、刊名、關鍵
字、機構、國家、資料類型、語言
您可藉由以上分類做限縮 (Limit to)

篩選方式：出版日期
、被引用次數(Cited 
by)、相關性、第一作
者名、刊名

移入滑鼠，便顯示Show abstract
與Related documents



圖像化分析 - Analyze Result

圖像化分析年代、刊名、作者、機
構、國家、文獻類型與學科領域，
一目了瞭查詞彙的研究主題脈絡與
趨勢。



剖析文獻影響力 - 文獻引用追蹤
（View Citation Overview）

Scopus的強項「引用資訊」來進行文獻價值分析（建議使用
引用次數遞減來排序），並提供您感興趣之研究主題相關熱
門文獻；除了關注高引用文獻外，文獻引用追蹤（View 

Citation Overview）更進一步剖析每一篇文獻、每年度的引
用狀況，並深入分析文獻間的引用關係，讓您同時掌握近年
度高引用次數的高價值參考文獻，以提升您的論文品質！

總引用&近年來引用次數都高的文獻 - 很重要

近年來引用次數高的文獻

平均型引用文獻

連結回文獻

灰色區域的意義

雖然總引用最高，但近年來引用次數有下降趨勢



引用文獻追踪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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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Sort by選擇Cited by
2. 可看出文獻依被引用次數由高至低排列
3. 再勾選欲分析文獻的每年被引用情況
4. 點選View citation overview



引用文獻追踪畫面

依照年代或被引用次數多寡降冪或升
冪排序文獻

可選擇分析的年代，可回溯16年

可以排除作者自我引用與得知被書籍引用次數

縱向深入定位主軸

橫觀未來研究趨勢焦點



單篇文獻內容

相關文獻- 共同引用
此文獻的參考文獻

被網頁/
專利資
源引用

被同儕評
鑑文獻引
用

依作者或關
鍵字，找相
關文獻

參考文獻也列
出被引用次數

可了解此篇
文獻在哪些
社群媒體被
討論



文獻儲存、編輯與全文取得

下載：Scopus提供PDF下載軟體QUOSA協助您自
動搜尋可下載全文的文獻，並提供客製化文獻
檔名的功能，讓您輕鬆下載並管理您的文獻(需
JAVA支援)！

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加到我的清單：提供您
同性質搜尋主題文獻儲
存吝一種方式(為個人化
功能)

Full Text與View at Publisher 可連結
至該篇文獻全文網頁 (全文下載權
限，依各學校訂購而異)

移入滑鼠，可預覽該篇文獻之摘要
，再決定是否深入閱讀全文

先勾選需要的文獻



下載PDF全文（Download）

Scopus提供您依照自己的喜好或
是方便管理的PDF檔名，以直觀
的方式，讓您輕鬆編排您的文獻

檔名！

選擇下載
目的地！如果沒有PDF全文

，則下載摘要！

下載狀態！

設定好了後，按下Begin Download開始
下載！



QUOSA – 客製化檔名

選擇檔名項目及編輯順序！

加上縮寫名稱！

Prefix：縮寫置前；Suffix：縮寫置後！

檔名預覽

若需要客製化檔名，請點選Create my own進入以下畫面：



有效管理文獻 - 匯出書目資料（Export）

提供您依照自己的需求
匯出所需的資料！

多項匯出格式，
滿足您各類管理
文獻的需求!

對於具高參考價值文獻，我們提供您多樣化的匯出功能，協助您管理這些書目資料，以方便
您在撰寫文獻或是論文時有效且省時地將這些書目資訊列入參考文獻清單！

您只要將文獻先做勾選，
再按下匯出（Export），
即進入以下右側畫面：

直接匯入 Mendeley
或 Refworks



有效管理文獻 - 匯出書目資料（Export）Mendeley

匯入Mendeley時，需登入帳密。
請先申請免費帳密



Author search
檢索作者



作者檢索（Author Search）
將姓與名分開輸入，可以排
除同名同姓作者的困擾。

可依作者研究學科領域、機構、城市與國家，
分辨同姓名作者

可輸入機構名稱

或依作者學科領域查詢



作者檔案
基本資料

列出該作者在其他期刊發表時

所用的其他姓名併法。在查詢

時，都可以找到以這些姓名所

發表的文獻。

學術表現

作者在Scopus收錄的文

獻量、圖像分析、參

考文獻、被引用的文

獻、h index, 共同作者

與主要領域。

作者文獻清單，可匯入

Mendeley, 看出每一文獻

被引用次數等書目資料

追踪此作者未

來學術表現

- 追踪文獻被引

用的通知

- 匯入ORCID

自1996年以

來，引用此作

者文獻的文章

清單

作者歷年來任職機構



作者學術表現

圖像化分析學者文獻產量

：投稿期刊、文獻類型、

年代、跨學科領域與共同

作者

快速了解學者的文獻影響

力 –被引用情況



h index

定義為h篇文獻至少被引用h次以上，則其h index為h。
Weber, W. A. 發表197篇文獻，h index = 61 表示在197篇裡，有61篇文
獻都被引用至少61次以上，而136篇（197減61）則被引用次數皆低

於60次（含60次）。

「文獻量」可知該作者學術產出的量；「被
引用次數」則可知該作者學術產出的質，
Scopus依據這兩種面向，提供評量個別研究
學者績效的影響及數量，稱為h index  （高
被引指數highly cited index的簡稱）指標，
由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凝態物理學家
Hirsch教授於2005年所發展。



Journal Analyzer
期刊分析



期刊查詢

輸入期刊名或是期刊資訊（如：
ISSN）可以按照需要選擇領域
將複選好的期刊拖曳至圖表中，
比較各期刊每年「被引用總次數
」之走勢



期刊分析指標_SJR; SNIP

SJR（SCImago Journal Rank）是藉由學術期刊被引用多少次數與這些引用
是來自哪裡的重要性或聲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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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突破傳統期刊比較指數單純計算引用次數而無法反映個別引用“價值”
的缺陷，也提供了我們在評價學術期刊時的另一種參考指標。
註：SJR 計算之時間區間為3年，並將期刊引用本身發行的參考資料限制
在33％。

SNIP（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是根據某個主題領域的總引
用次數、給予引用權重，進而衡量上下文引用所造成的影響。其目的在
允許直接比較不同主題領域內的資料來源，並將不同領域期刊的被引情
形標準化（normalized），以合理的方式將高引文領域期刊的 SNIP 值縮
小、低引文領域的值放大，以利跨領域的比較。
註：SNIP 值每年更新兩次，以提供最新的研究觀點。



SJR & SNIP 指標

同領域期刊可藉由SJR指標來
分析其學術表現！
Cell與Nature SJR 表現

不同領域期刊可透過SNIP來進行
綜合比較！
Cell 與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做比較說明！



透過各項指標分析期刊表現 - 傳統指標

分析期刊每年的「被引用總次數」（Citations）與每年的「總發表篇數」（
Docs），傳統常使用期刊的「被引用總次數」和「總發表篇數」兩者經計
算後來判斷評估期刊的學術表現，但其實我們也可同時間參考其他指數來
做更客觀的分析。



透過各項指標分析期刊表現 - 其他

單一期刊單一年度引用次數為零的文章篇數佔該期刊總篇數之
比例（Percent Not Cited）和單一期刊單一年度Reviews文章篇數
佔該期總篇數之比例（Percent Reviews）。



Sources
資源瀏覽



資料查詢



資料查詢

依照學科主題、資料名稱、
訂閱狀況或資料類型，瀏覽
資料來源 可經由資料名稱（題

名）、ISSN或出版
商名稱檢索特定資料
來源



Sources期刊頁面

依年份排序，查看每年
文獻並可直接點選引用
文獻追蹤功能，分析特
定年份的被引用狀況

此期刊基本資料
與收錄Scopus年份

此期刊SJR/SNIP指標

點選View Journal analyzer
查看此期刊分析內容

追踪此刊物的
最新卷期



My List & Profile
個人化設定與服務



個人化帳密登入方式



註冊個人帳號／登入

點選Register建立自己
的Scopus個人帳號

電子信箱

密碼為5-20個英文字母與數字組合



儲存文獻書目資料1

勾選文獻，再點選 My List

（暫時儲存）



儲存文獻書目資料2

點選 My List 鍵即可呈現所有在暫存清
單裡文獻（本次檢索行為）

勾選特定文獻後，點選 Save ，則可永
久儲存一筆或多筆文獻到新的個人儲存
清單或已存在的文獻清單中



個人設定（My settings）

可在此管理所有的個人化設定



 新知通報

– 檢索新知通報

（Search Alerts）

– 單一作者引用新知通報

（Author Citation Alerts）

– 文獻被引用新知通報

（Document Citation Alerts）

管理檢索策略：三大新知通報功能



檢索新知通報：Search Alert

先執行檢索
在檢索結果頁點選
Save as Alert 連結

將該新知通報命名，確
認電子郵件地址、選擇
再檢索頻率及電子郵件
型式後，點選Create
鍵即可



單一作者引用新知通報
Author Citation Alert

作者新文獻的通知設定

作者文獻的被引用通知



Affiliation search
檢索機構



「文獻所屬機構辨識」功能，可在Institutional-Level「機構層級」中進行以下任務:
文獻其實為同一出處，但機構名稱卻拼法不一致的，進行群組配對

輸入機構的英文全名



院校機構總研究：
產出篇數與發表期刊

該機構各
學科研究
產出篇數
與比重

機構名稱

共同合著機構：
與其他機構共同合著的文
獻，依機構自動羅列分類

追踪此機
構的新文
獻



SCOPUS資源下載 @ ELSEVIER TAIWAN網站

http://taiwan.elsevier.com

D

http://taiwan.elsevier.com/




Q & A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