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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前…

Garfield, E.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A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 Science, 122 (3159), p.108-111, July 
1955.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 傳統搜尋方式的可信賴度

– 根據關鍵字(Keyword)

– 根據主題類型(subject category)

• 利用引證資訊增進檢索的效益

– 引用參考資訊可視為作者創意來源的
一種呈現

– 直接引導至相關文獻

• 引證資訊的”衝擊” (impact)

– 將被引用次數集中統計

– 提供客觀評估研究影響力的參考指標

• 收錄範圍

– 廣泛而全面

– 質重於量
Garfield, E.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 New 

Dimension in Documentation through Association 

of Ideas." Science 122, no. 3159 (1955): 1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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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One-Stop Shopping”的概念應用在研究工具中…

 22,000 Academic journals

 100 years of backfile records 

 31 million patents

 60,000 Conferences

 Institution Repositories

 Uncover hidden 

relations among 

articles

 Discover trends 

& patterns

 Identify hot 

topics

 Provide citation 

reports

 Reference management

 Search strategy 

management

 Alerting services

 Full-text link

 Cite while you 

write in Microsoft 

Word

 Automatic 

formatting in-text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ies

 Over 2,300 

journal 

publishing styles



完整的學術資源, 更符合研究人員工作流程

Research & 

Discovery
Manuscript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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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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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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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的 “語言” 隨時都在變化

• 觀念及術語也隨之進化

• 單純使用關鍵詞 (Keyword) 的檢索, 已經無法充

分滿足研究人員的需求



引文索引 (citation index) – 加值型的資訊擷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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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證索引的效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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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出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By subject category

尋找出未來可能跨國合作對象- By country

視覺化引證地圖-- 以”An on-line self-constructing neural 
fuzzy inference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s”為例



8 countries

67 institutions

168 individuals



ResearcherID
•研究人員專屬之免費網路社群空間 ，可建構並促成全球研究人員/社群之溝通脈絡

•研究人員完成註冊後即取得一組專屬識別碼

•有助提升研究人員/機構之國際能見度



建立全球研究社群間的引證關係與合作脈絡

例如:看出引用此篇文章的地區分佈情況 ...

ResearcherID 研究小間 – 1/2



ResearcherID 研究小間 – 2/2

以及引用此篇文章的學科
領域分佈



Biology

Chemistry

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多少期刊應該被收錄? 如何選擇?

• 「布萊德福定律」(Bradford's Law)

• 大部分的重要科學研究成果是刊載在少數期
刊上的，於1930年代中期提出,認為任何科
學學門的核心文獻(core literature)是包含
於不到1,000種的期刊中，而在這1,000種期
刊中，僅少數與特定主題高度相關，絕大多
數都鮮少有相關性，卻通常與另一學科主題
有較高的相關性，而環繞著各個不同主題的
許多不同相關性的期刊，就形成了核心科學
文獻

• 布萊德福相信基本的核心期刊是所有學門文
獻的基礎 (Bradford’s law of scattering)

• 影響-- 確定核心期刊、制定館藏策略、藏書
政策、優化館藏、掌握讀者閱讀傾向、文獻
檢索利用



為什麼需要“Smart Discovery” ?

● 田納西大學教授 Carol Tenopir 在 “科學家實際需
要什麼 (What scientists really need)” 的研究

● 大體而言，現今的科學家要閱讀更多

● 平均每位科學家每年必須閱讀200篇文章

● 50,000 之中的 200 → 0.4%。大致而言，這表示每
位科學家只能閱讀每年出版品中的0.4% (假設每種
期刊一篇文章)

“… Scientists need to read more in 

not much more time…”



Thomson Reuters’ 選刊原則

• 編輯群包括資訊專家, 圖書館員及學科領域的專家,具有絕對的中立性

– 超過50年, 堅持相同的嚴格選刊標準

– 每年需評估全球超過2000種的期刊…

– 卻只有10%可能被收錄

• 四大基本原則

1. Basic Journal Publishing Standards

2. Editorial Content

3.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4. Citation Analysis

• http://scientific.thomsonreuters.com/free/essays/selectionofmaterial/journalse
lection/

http://scientific.thomsonreuters.com/free/essays/selectionofmaterial/journal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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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回溯文獻 (Backfiles) ?

對前人研究的致謝
研究倫理: 感激先前有關的科學
研究倫理: 同儕引用

啟發靈感
從先前的研究受到激發而至全
新的研究領域

同儕覺察

能力
想知道先前技藝 (Prior Art) 以
促成新的研究領域

預防重複作法



BackFiles的應用實例 - I

• 範例: Johns Hopkins 2001 Asthma Study



• 用對了資源, 找對了年代, 此一遺憾是否可以避免??

• 回溯資料的應用可揭露過往研究的結果, 是研究過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 最核心的期刊 + 完整的回溯資料 = 研究人員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在WoS以Topic=(hexamethonium) AND Topic=(lung or 
pulmon*)為檢索值即可找出相關結果

早在1956年即有研究指出六甲銨
（hexamethonium）會產生對
肺部嚴重傷害的極端病例



BackFiles的應用實例 – II

• 經典的研究不會因爲年代久遠而失去其重要性….

• 範例: 六度分隔理論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1967



以Stanley Milgram在
1967年發表的文章為
例…..



近年來仍被許多文章引用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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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心理學但運用到多學科領域由另一個面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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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資料庫收錄內容選擇標準

收錄的資料必須……

• Be Selective

–是經由篩選過的內容

• Quality not Quantity

–強調收錄文獻的質量，而非數量

• Excellent not Exceed

–經由專家優選的核心內容，而非過量的資訊



做為研究使用

 學術研究的核心資源

 兼具核心期刊的價值與多樣內容

 優秀的研究工具

 廣度-- 擴展研究視野及跨領域合作方向

 深度-- 追溯經典發現 (回溯至1900年)

 精選--來自高影響指數期刊的最佳研究作品

Citation 資料庫的重要性

研究和評量的工具



做為評量工具

• 學術評量的標準

 超過50 年的粹煉: 嚴格的選刊標準+中立性

 Web of Science: 全球超過 2500 個單位使用, 

平均使用年限超過 30 年

 全球公認的評量指標之一

Citation 資料庫的重要性

研究和評量的工具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