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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對研究的關鍵影響力

鄭薇薇

Elsevier 台灣、韓國資深行銷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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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數據
- 做實驗、驗證實驗 ...

投稿期刊
- 期刊指標、期刊追蹤 ….

找Funder
- 科技部補助、國外補助 ….

查找資料
- 書、期刊、實驗數據 ...

宣傳研究
- 社群媒體、P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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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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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文章 - 傳統資料提供方式
漸凍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摘要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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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新的ScienceDirect 文章頁

3

21

1. 從 Elsevier書中提取定義
2. 與超連結相關的術語進行探索
3. 簡短摘錄的書籍章節中常見的最相關資訊，並聯結到資
訊來源書籍、連續出版物、參考工具書（MRW）和電子
百科全書以提供進一步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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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 內容 = 更好的研究過程
主題頁包含來自參考書籍的關鍵背景資訊，包括定義、段落內容和相關術語，以提供主題的可靠概述。

從期刊文章與書籍章節處直接與主題頁互動

ScienceDirect上的主題頁採用創新的自動化方法進行資
訊提取和相關性排名而產生。超過百名 Elsevier員工合
作建立並部署此項功能。他們的第一步是開發符合
Elsevier內容整體概念的分類。Elsevier的Omniscience團
隊為範圍內的領域建立並管理分類標準。名為指紋引擎
（Fingerprint Engine, FPE）的Elsevier內部系統可為書籍
和期刊內容編列索引，並在上述文獻中「註釋」或標記
分類概念。只要文獻經過註釋，就可以透過兩種不同管
道移動：為概念生成一個主題頁，或在期刊和書籍內容
中註釋並超連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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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Page 能見度增加
每天產生20萬次點擊，回流使用者的比例為55％，這
表示使用者在Topic Page 中找到足夠的價值以便一次
又一次回流以獲取更多資訊。對於2018年年初至今主
題頁貢獻了7％的電子書使用率和11%的被拒率。

第一階段
2017 年7月發佈 80,000 主題頁, 包括三個領域 – Life 
Science, Biomedical Sciences 和 Neuroscience

第二階段2018年3月底發佈30,000 個 Topic Page，學科領
域包括:
-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Food Science
- Materials Science and Material Engineering
- Chemistry
- Chemic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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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Page 使用者調查

84％的使用者在期刊文章中遇
到陌生術語時發現主題頁有幫助

18％的主題頁面使用者點擊進入
書籍章節，代表內容對研究人員
的實用性。

82％的使用者表示他們發現主題
頁面有助於閱讀新領域背景知識

84%

18%

82%

• 無縫連結接書籍章節和期刊文章以增
強共同使用

• 提供書籍內容的定義，幫助使用者理
解和解讀科學文獻

• 為使用者導航新領域提供權威性和相
關概述

• 根據需求並向使用者提供答案
• 從書本中獲得的基礎知識可讓研究人
員和學生迅速學習

• 內容聯結到相關學科的豐富知識以支
持跨學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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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Page 對圖書館的影響

超過75%的受訪者認為新工具
中整合的內容，可增加他們
機構的電子書使用量

近70%的圖書館員預期所購買
書籍的價值會增加，因為其使
用者對於內容的接觸增加，而
使內容價值達到最大

75%

70%

BOOK 
CONTENT

Breadth 
Connecting 
Disciplines

ARTICLE 
CONTENT

Depth in 
Growing 

Disciplines

Supports 
Understandin

g of Article 
Content

• 可從使用者用Topic Page 的情形規畫
購買電子書並開始構建核心收藏

• 由於被拒率來自於一個活躍的聯結（這
與一般圖書管理員不確定哪種類型的使
用者行為會導致被拒），基於主題頁面
的所造成的被拒率可能會被視為更有價
值的資訊

問卷調查



|     10

實驗/驗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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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覆驗證的重要性

圖片來源:TechNews

許多頂尖研究者表示他們無法重複出小保方的
實驗結果。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頂尖的幹細胞研究學
者 Paul Knoepfler 是最早質疑 STAP 的人之
一。

他認為超凡的成果要有超凡的證明，以及可以
重覆驗證才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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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問卷 – 重製研究結果會有危機?(1)

資料來源: https://www.nature.com/news/1-500-scientists-lift-the-lid-on-reproducibility-1.19970

“My-own” 是指我（和
其他任何人）不能重複
使用我自己的數據

是, 有重大危機不知道

不, 沒有危機

是, 有點危機

您曾經無法重製實驗結果嗎?

大部分科學家曾經要驗證研究但最終失敗

73％的受訪者認為本身領域中的研究論文至少
有一半是值得信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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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問卷 – 重製研究結果會有危機? (2)
有多少研究在您的領域是可以被重製的?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布隆伯格公共衛生學院的微生物學家Arturo Casadevall表示這些研究結果顯示
大家聚焦這些問題的困惑態度，他說：「目前對再現性的議題尚未達到既定或該有的共識！」，但認為目前的狀況
已有進展。「下一個步驟應該是找出問題並達成共識，未能重製實驗結果是必然的過程。」

提高再現性的最佳方法之一是預先登錄，實驗前科學家先將數據分析的假設和研究計劃提交給第三方，藉此防止後
來只挑選在統計具重大意義的結果。 資料來源: https://www.nature.com/news/1-500-scientists-lift-the-lid-on-reproducibility-1.19970



|     14

研究人員資料共享面對的挑戰 – Nature 問卷

76%研究人員認為資料易取性很重要，63%在
投稿期刊時，會將資料當作附屬資料提供給期
刊出版商，或將資料存入特定知識庫中

出版時會一併將資料公開比例最高的是生物科學研
究人員(75%)，其次是地球科學(68%)、醫學科學
(61%)、物理科學(59%)。醫學研究人員認為最大的
挑戰是不確定版權及授權(44%)，

資料來源: Practical challenges for researchers in data sharing
中文翻譯: CONCERT 網站

https://www.jisc-collections.ac.uk/UKSG/418/Practical-Challenges-for-Researchers-in-Data-Sharing/?n=121b8a3f-e721-4bc0-8354-7ad4d47f99de&utm_source=UKSG+eNews:+UKSGNonMembers&utm_campaign=6f8e3562aa-EMAIL_CAMPAIGN_2018_03_2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7a376ef8a7-6f8e3562aa-711182201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news/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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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共享主要的挑戰 – 不想分享資料的原因(不同資深學者)

沒有時間儲存
資料 不知可使用何知

識庫

分享資料的
費用不確定版權

及授權
將資料以容易呈
現及有用的方式

組織

26%

46%
33%

19%

37%

資料來源: Practical challenges for researchers in data sharing
中文翻譯: CONCERT 網站

越資深

https://www.jisc-collections.ac.uk/UKSG/418/Practical-Challenges-for-Researchers-in-Data-Sharing/?n=121b8a3f-e721-4bc0-8354-7ad4d47f99de&utm_source=UKSG+eNews:+UKSGNonMembers&utm_campaign=6f8e3562aa-EMAIL_CAMPAIGN_2018_03_2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7a376ef8a7-6f8e3562aa-711182201
https://concert.stpi.narl.org.tw/news/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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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共享主要的挑戰 – 不想分享資料的原因(不同領域)

沒有時間儲
存資料 不知可使用何

知識庫

分享資料的費
用不確定版權及

授權
將資料以容易
呈現及有用的
方式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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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管理
“研究資料管理關注資料的組織，從開始到研究週期，再到傳播和歸檔有價值的結果，目的是
確保可靠的結果驗證，並能讓新穎與創新的研究建立在現有資訊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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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研究資料
何謂研究資料?
研究資料是指驗證研究結果的觀察或實驗結果。研究資料可包括
與研究專案相關的原始或已處理的數據文獻、軟體、代碼、模
型、算法、協議、方法和其他有用的資料。研究資料不包括手稿
或最終發表的文章形式的文本，也不包括作為期刊文章一部分提
交和發布的數據或其他資料。

分享研究資料的好處?
• 驗證和重製研究發現，能以新的方式重複使用資料
• 加快相關研究的探索進度
• 資助者能從資助項目中得到更多價值

如何分享?
可透過研究元素期刊或 Mendeley data

科學、技術、醫學之布魯塞爾宣言
Elsevier 於 2007 年，與其他科學出版商簽定了科學、技術、醫學
之布魯塞爾宣言，支持免費提供原始研究數據。原始研究數據應
該免費提供給所有研究人員。出版商鼓勵公開發表研究中的原始
產出數據。期刊發表論文所用的數據集或數據子集應盡可能地供
其他學者免費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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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元素期刊 Open Access (Data Article)
為了讓研究人員更容易由他們所籌備及執行的實驗中獲利，Elsevier 近期發表了一系列歸類為研究元素的同儕
審核期刊，讓研究人員可以短文格式發表他們的數據、軟體及研究週期中的其他元素。

Data in Brief 
讓研究人員可以分享及重複使用
彼此的數據集
journals.elsevier.com/data-in-brief

SoftwareX
旨在確認軟體對現今研究實作，以及
幾乎所有新科學發現所造成的影響
journals.elsevier.com/softwarex

MethodsX
發表研究人員每天對研究方法所進行微
小卻重要的修改調整
journals.elsevier.com/methodsx

ISSN: 2215-0161

ISSN: 2352-7110

ISSN: 2352-3409

研究元素可以適用於多個研究領域；例如一些跨領域的期
刊 ( Data in Brief、SoftwareX、MethodsX ) 接受來自各種學
科領域的投稿。而有時候，這些元素更適合用於單一領
域；因此，一些特定領域的期刊 ( 例如：Genomics Data 基
因體數據、Chemical Data Collections 化學數據特輯、
Neurocomputing類神經演算法 ) 也支援此種新的文章格
式。
研究元素會經過積極策劃、格式化、數位文件識別碼分
配、於 ScienceDirect、Scopus 及 PubMed 上建立索引等流
程，並會在出版後公之於眾。有些研究元素在出版後更新
文章。這些新的期刊形式的重要性及創新性已得到認可。

在 2016 年之初，開放取用的期刊 SoftwareX榮獲由美國出
版商之專業及學術出版協會所頒發的「期刊出版創新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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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Data Mendeley Data 認為公開資料時，能加快科學探索的進度，研究人員得以驗
證研究發現，或是重複使用資料，得到新發現。

當研究員公開資料時，其結論信賴度會提高，也有可能獲得更多的引用。
這些因素都代表資助機構和出版商越來越傾向尋找欲公開的資料。

Elsevier 在2015年推出 Mendeley Data，讓研究人員能夠上傳研究資料、增加
曝光率和追蹤資料的使用情況。

建立 Dataset

review
DOI

合格的審核者

Data Archiving and 
Network Services

永久保存

保有對資料的管理權和著作
權，可以選擇授權給其他人
取用和重複使用資料的條款

資料儲存於愛爾蘭的
Amazon S3 (儲存和代管
服務)伺服器，確保資料的
完整性和安全性

資料集的DOI一律會變成提供
資料集詮釋資料和檔案的網頁

https://peerj.com/articles/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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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integration
planned integration

Mendeley Data 已藉由開放 API 的方式整合世界研究資料管理生態系統

Index datasets 
metadata

Mint DOIs Import/export datasets, 
notebooks, experiments

Repository 
indexed by 
OpenAIRE

Zenodo indexed 
by DataSearch

Publish links 
between articles 
and datasets

Datasets indexed by 
DataSearch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published 
datasets

+ 22 repositories

Integrate with 
machine 
readable DMPs

Open API with any 
other tool

歐盟研究入口網站
提供歐洲資助的

研究成果

資料管理平台

資料搜尋引擎

大學間政治和社
會研究聯盟數位資料庫和地球系

統科學的數據出版商

國際同儕審核
的科學和醫學
文獻資料庫

讓研究人員在搜索許多不
同的數據類型和格式

學術聯結交換框架
聯繫學術文獻和數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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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從資料集到文章頁面的連結

https://data.mendeley.com/datasets/v8sfxkh9pw/1

如果研究員發佈的資料與某文章有關，我們可以建立從資料集到文章頁面的連結，研究人員便能輕鬆取得相關
研究。

https://data.mendeley.com/datasets/v8sfxkh9p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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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Linking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research-data/data-
base-linking/supported-data-repositories

Database Linking 工具可供研究人員和資料典藏庫
建立資料典藏庫和 ScienceDirect 線上文章的雙向
連結，以確保能輕鬆搜索和存取與科學、技術和
醫學研究相關的資料。ScienceDirect 的讀者可利
用單鍵存取相關可靠資料，有助於驗證研究或推
動深入調查。

Elsevier 鼓勵作者在相關資料典藏庫中儲存原始實
驗資料。各個資料典藏庫給予作者的指示不同，
有些典藏庫會由管理員擷取文章中的資料，也有
可能是作者必須手動上傳資料。支援的資料庫清
單中會提供資料典藏庫的個別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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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 引用 數據引用包含在文章的標準參考文獻列表中，並且與文章引用的文
章平等對待。這也意味著讀者將享有與文章引用相同的好處，包括
一鍵深入連結到參考資料，並能夠快速跳到引用該文章的文章中。

Elsevier已經在我們所有的期刊中採用FORCE 11數據引用原則。這表
示我們鼓勵作者將數據引用作為參考列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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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integration
planned integration

Mendeley Data 整合其他 Elsevier 解決方案(大數據一次呈現)

Datasets as Scopus 
records

Notify new articles to 
Monitor for data 
sharing compliance

Users

Submit / link datasets 
with publicationsProduce and 

consume data 
metrics

Sync datasets, 
projects, grants, 
equipment, 
showcase on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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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Data Summery
儲存
上傳到Mendeley Data：Mendeley Data是經過認證的免
費典藏庫，代管所有形式和學科的公開資料。在典藏庫中
上傳和儲存資料(包含原始和已處理資料、表格、代碼和
軟體)，資料就會配有DOI，能藉此單獨引用和搜索該資料。
透過您的文章能夠取得您的資料。請參閱此範例。

連結
建立與資料典藏庫的連結：Database Linking工具讓您建
立資料典藏庫和您發佈於ScienceDirect之文章的雙向連結，
促使資料和您的研究產生關聯。有了連結讀者便可以單鍵
存取相關資料，可能有助於驗證研究或推動深入調查，也
能更容易搜索和取用您的資料。請前往此網站瞭解目前支
援資料庫連結的典藏庫。
瞭解更多有關連結資料的資訊

擴充
使用互動式資料視覺化擴充：現在線上發佈研究不再侷限
於靜態視覺效果，研究員可以瞭解一系列文章內的互動式
視覺化工具，幫助他們和讀者分享深入見解。這些互動式
檢視器讓讀者運用功能鑽研資料，功能包含縮放、可設定
顯示選項和全螢幕模式。
瞭解更多有關擴充文章的資訊

發佈
發佈資料文章：資料文章是概述研究資料且經過同儕審核
的文章。分享資料能讓其他人獲得新的深度見解，並詮釋
自己的研究。由於資料集的描述詳細，因此其他人可以重
複使用、重新分析和重製發佈於資料文章的資料。
瞭解更多有關發佈資料文章的資訊

宣告
使用資料聲明宣告：為了提倡資料透明化，我們鼓勵作者
聲明資料的可用性。無法分享資料的作者便能說明無法授
與存取權限或不適合張貼的原因。作者可指定不公開資料
的原因。在ScienceDirect中聲明會與文章一併顯示。
瞭解更多有關資料聲明的資訊

引用
引用研究資料：在作者的文章中引用自己的研究資料，
並在參考資料清單中新增參考資料，獲得研究上的表彰。
如此能確保作者會因為自己分享的資料和/或在自己的
研究中應用的資料而受到認可。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期刊首頁中作者指南的參考資料一節。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0751916000588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research-data/data-base-linking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research-data/data-base-linking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enrichments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research-elements/data-articles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research-data/data-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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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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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Factor vs CiteScore
Impact Factor CiteScore
• 由於Impact Factor 源於Web of Science
索引的期刊，所以沒有其他期刊可以有IF

• 由於IF 只考慮當年引用的文章在前兩年，
它只適用於以快速引用為標準的學科。
而沒有考慮引用次數會因學科領域有所
差異。

• 藝術與人文科學沒有JCR，因此這些期
刊沒有IF。

• 公平起見，JCR也報告了5年影響因子，
但它是替代方案，而不是官方影響因子，
正如JCR中報告的其他一些方法，如即
時性指數，被引和引用 - 半衰期，以及文
章影響力分數。

• 可以在 Scopus Journal Metrics 網站上
免費查詢（JCR是付費訂閱。）

• 它是從Scopus 期刊列表中計算出來的，
比 Web of Science 期刊數量得多，包括
更多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期刊。

• 它提供了一個為期3年的引文窗口，而不
是IF 的2年窗口。

• 還有CiteScore Tracker，可以在這裡按
月查看期刊的分數

• 與IF一樣，CiteScore沒有考慮到不同領
域的差異

資料來源:美國俄亥俄州大學圖書館網頁
https://library.osu.edu/researchcommons/2017/06/12/citescore-vs-impact-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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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的三種期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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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高峰通常在前三年
每
篇
文
章
平
均
引
用
次
數

資料來源: The SJR indicator: A new indicator of journals' scientific prestige
每年被引用文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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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
CiteScore「三年期刊影響力指標」依單一期刊之過去三年的文章於當年度的總引用次數除以過去三年的總發
表篇數。 CiteScore Percentile 提供期刊所屬學科領域排名及百分比、 CiteScore Tracker 提供每月的期刊影響力
指標追蹤，幫助研究者了解該期刊目前被引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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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 期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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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core
預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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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可取得過去的期刊指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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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Journal Ranking-SJR
「期刊聲望指標」其核心概念來自 Google 的 PageRank演算法，旨在衡量期刊目前
的「文章平均聲望」。SJR 藉由學術期刊的被引用次數與引用來源的重要性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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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單純計算引用次數而無法反映個別引用
價值的缺點。

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SNIP
「期刊標準化影響指標」考量不同學科領域的引用情形，將其引用次數予以標準
化，將原本的期刊引用指數原始值透過其所屬學科領域的引用平均值予以換算，將
高引用的期刊值縮小，低引用期刊的數值放大，以利跨領域的計算。 SNIP 主要提
供研究者直接比較不同學科領域的期刊。

SJR - 期刊聲望指標

SNIP - 期刊標準化影響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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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PlumX指標
Field Weighted Citation Impact – FWCI 
「領域權重引用影響指數」依相同學
科領域、同出版年與同文獻類型做比
較而得出來的標準化平均引用次數。
若 FWCI 大於 1 ，表示該篇文章之被
引用文章高於世界平均 ( 世界平均
FWCI = 1 )

文章放著晚點再讀?
Bookmarks, Favorites, 
Mendeley…..

衡量活動，如關於研究
的新聞文章或部落客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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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投稿期刊非難事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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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F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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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Scopus 查看補助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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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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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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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研究管道

資料來源: https://www.nature.com/content/authortips/index.html

將文章分享到社群媒體

在Linkined 建立個人檔案

建立 Google 學術搜尋個人資料 - 或者
查看並加強現有個人資料

利用研究分享平台: 如Mendeley

在部落格中加強文章中的關鍵和主題

在Youtube上宣傳

研究成果可共享和發現

註冊ORCI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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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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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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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後台管理 - 圖書館使用



|     46

無時無刻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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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ORCID 與年度 Citation

- 活動宣傳ORCID
- 把 ORCID放在學生系統中
- 把 ORCID鍵入IR中
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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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 入口網站 - 宣傳研究成果，促進合作交流
Pure 可協助對外宣傳機構組織特色、介紹研究員和其研究
成果，並透過專用的入口網站促進合作交流。專屬
Fingerprint 引擎採用專業的語意技術和特定研究的關鍵字
詞彙 ( 其中包含最精確的關鍵字詞 )，可協助研究員辨識其
他同儕研究員的專業，找到可能的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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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訊息

• Mendeley  - www.Mendeley.com
• 查找 Elsevier 期刊並了解進度 www.journalfinder.com
• 查找 Elsevier 期刊、書等資訊

https://www.elsevier.com/catalog?producttype=journal
• 論文投稿講座 -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 圖書館資訊 (Library Connect) - https://libraryconnect.elsevier.com/
• Database linking (dataset 和文章連結) -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research-
data/data-base-linking/supported-data-repositories

http://www.mendeley.com/
http://www.journalfinder.com/
https://www.elsevier.com/catalog?producttype=journal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https://libraryconnect.elsevier.com/
https://www.elsevier.com/authors/author-services/research-data/data-base-linking/supported-data-repos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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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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