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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ORCID的檢索與顯示
�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ORCID, Inc.) 是

非營利機構，目標是要藉由建立集中註冊的唯一識別碼，
解決學術交流中作者/貢獻者名稱含混不清的情形。

� ORCID 提供一組永久的數位識別碼，可區分您和其他研
究者，而且透過與主要研究工作流程 (如稿件、授權提交) 究者，而且透過與主要研究工作流程 (如稿件、授權提交) 
的整合，支援您與您的專業活動之間的自動連結，確保
您的成就為人所知。

� 建立 ORCID 識別碼，您將能夠連結您的 ResearcherID
帳戶。

� 如需相關資訊，請前往 ORCID 首頁。





一、作者ORCID的檢索與顯示
� 輸入ResearcherID 號碼或 ORCID 識別碼以檢索完整記

錄中的「作者識別碼」表格。

� 例如：
� 輸入 A-1009-2008 會尋找 ResearcherID.com 中出現� 輸入 A-1009-2008 會尋找 ResearcherID.com 中出現

在此作者出版品清單中之出版品的所有記錄。
� 輸入 0000-0003-3768-8390 會尋找所有 ORCID 記錄。







二、改良機構登錄資料庫檢索
� 機構檢索-加強版

� 使用出版社提供的索引清單來尋找慣用的機構名稱，以及出版社已識
別並加以關聯的名稱另類寫法。備註: 並非所有機構都已包含在此清單
中。

� 例如，Harvard University 會傳回含有慣用名稱 (Harvard University) � 例如，Harvard University 會傳回含有慣用名稱 (Harvard University) 
的所有記錄，以及含有諸如下列另類寫法的所有記錄：
� Pfizer Inc, Biotherapeut Stat, Cambridge, MA USA (輝瑞製藥公司)
� Boston Univ, Dept Biostat, Boston, MA 02215 USA (大學分校)
� Harvard Clin Res Inst, Boston, MA USA(哈佛臨床實驗中心)

� 從檢索輔助工具中選取慣用名稱通常會傳回更精確及正確的結果。我
們建議在執行強化機構檢索時使用檢索輔助工具。



單位名稱鍵入的方式皆不同



示範用 「地址」 檢索



利用機構檢索加強版時，
不可自行輸入，要從索
引選取



示範用 「機構檢索-加強版」 檢索



第一建議是單用「地址」檢索
第二建議是同時利用「地址」和「機構檢索-加強版」檢索，再從 Refine 中去挑選



利用Refine
自行勾選



機構加強版的檢索技巧教學
https://www.brainshark.com/thomsonscientific/WoS_org
_enhanced

若發現索引清單有誤，請提供修正清單給我們

聯繫窗口
services@customer-support.com.tw 



三、方便使用的遠端存取
� 遠端漫遊說明：http://wokinfo.com/about/mobile/

先在IP範圍內
註冊帳號密碼



利用手機連結網址：http://m.webofknowledge.com



四、依處理日期檢索



處理日期是2013年8月9日
有4篇文章
(僅會顯示出版日期，不會顯
示處理日期欄位)



五、清楚的引用文獻報告



改版後會顯示表頭



改版前顯示得比較清楚



六、檢視多篇文章全文



七、建立檢索策略追蹤





維持24周



八、從DCI存取關聯的資料



九、更新的Medline





� 截至2013年5月為止Web of Science收錄的Open Access 期刊清單有
1,225本

� 可上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 (DOAD:http://www.doaj.org)
查詢Open Access 期刊

十、開放取用期刊



用瀏覽的方式查詢



檢索Web of Science時，系統不會特別標註OA期刊，若可以連結全文，
讀者會看到 Full Text的全文連結。



十一、SUSHI升級
� 如欲申請SUSHI使用統計報告，煩請連線至 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info/wokusagereports
/ 填妥表格中的資料後提出申請，請務必填入IP Address 
(貴單位的SUSHI server的IP位址)並勾選「SUSHI 
report are required」。report are required」。

� 表格送出後，您會收到出版社寄發的信件提供您使用
Web of Knowledge SUSHI web service的認證資訊。



Web of Knowledge 
SUSHI web service的認證資訊

� Server URL：
https://sushi.webofknowledge.com/cxf_sushi/ws/SushiService

� Requestor ID：會列於信件中

� Customer ID：會列於信件中

� 申請者必須具有Web of Knowledge個人帳號而且被設定為
Web of Knowledge使用統計管理者(可以查看Web of 
Knowledge使用統計權限)。

� 提供的使用統計報告格式：Consortium Report 2、
Database Report 1、Database Report 2以及Database 
Report 3



今年 7月 28日



瀏覽器支援
� 如果您是用舊版或不受支援的瀏覽器，在使用部分新功

能可能會遇到一些小問題。若想體驗最理想的效能，建
議使用以下瀏覽器版本：

� Windows 使用者：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 或
Firefox 19Firefox 19

� Mac 使用者：使用 Safari 5 或 Firefox 3.6



適用於主題與標題的
[Did You Mean] (您是指) 檢索功能

� 導入檢索容錯的功能，以協助您順利在 Web of 
Knowledge 中進行檢索。

� 當您執行 [All Databases] (所有資料庫) 或 Web of 
Science 檢索時，即使主題和標題欄位包含常見的拼寫Science 檢索時，即使主題和標題欄位包含常見的拼寫
錯誤，也仍可顯示建議內容，讓您更輕鬆找到檢索的結
果。

� 這些建議的辭彙均取自一套自訂字典，其中會涵蓋來自
所有 Web of Knowledge 內容、且完成索引編製的高頻
度辭彙。



建議
如果找不到任何結果，檢索頁面上顯示的
建議內容會提供可連往結果的連結。

拼錯



如果能找到結果，但是拼寫方式不同時，
在結果摘要頁面中，建議結果會顯示於第
一筆記錄之上。建議結果的
連結可引導您前往建議拼字的檢索結果。

注意：這項功能無法在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SM 中使用。



自動建議刊物名稱
� 這項功能可預測輸入的結果，並在您輸入 3 個字元之後

利用智慧功能即時回應，顯示一份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刊
物名稱清單。

� 建議的內容也會隨著您輸入更多字元而調整，顯示與查
詢相關度最高的 10 筆記錄。詢相關度最高的 10 筆記錄。

� 這項功能可在 Web of Knowledge 的所有產品中使用。



請在 [Publication Name] (出版品名稱) 
欄位中輸入刊物名稱。



當您輸入文字時，請留意顯示的建議刊物
名稱會隨著輸入而持續調整。



您可以在主要檢索頁面的
[Search Settings] (檢索設定) 中
關閉顯示建議的功能



新的本地語言介面
葡萄牙文及西班牙文

Web of Knowledge 使用者介
面和說明內容均已翻為西班牙文
及葡萄牙文。
-巴西葡萄牙文
-拉丁美洲西班牙文



簡化的登入與註冊流程

登入畫面現在採用覆疊式介面，可讓您繼續停駐
於目前所在的產品頁面中。



註冊畫面現在也採用覆疊式介面，步驟也更精簡
步驟 1：輸入您慣用的電子郵件地址，並按一下 [Continue] (繼續)。



步驟 2：填寫註冊表單所需的資訊，以便建立帳戶。
必填欄位會以紅色星號加以標示。

步驟 3：進行確認之後，重述您的電子郵件地址以
建立帳戶。



快速輸出選項



您可以在不預先選定記錄的情況下，透過輸出選單選擇頁面上的所有記錄，
或是特定範圍的記錄

記錄內容預設的選項為 [Author, Title, Source] (作者、標題、來源) 
[Author, Title, Source, Abstract] (作者、標題、來源、摘要)。[Author, Title, Source, Abstract] (作者、標題、來源、摘要)。
[Full Record] (完整記錄) 
[Full Record and Cited References] (完整記錄和引文) 僅開放於 Web of 
Science 中使用。



線上版ENDNOTE
� 新 URL - my.endnote.com

� 您的帳戶現在會有 2 GB 的專屬儲存空間，方便您儲存
全文 PDF 檔或其他需要的檔案類型，以及您的
EndNote Library記錄。

EndNote 仍可與 Web of Knowledge 引用次數及其他� EndNote 仍可與 Web of Knowledge 引用次數及其他
資料完全整合。

� EndNote單機版使用者可持續使用優質的功能組合，其
中包括：與 Microsoft Word 完全整合的[Cite While 
You Write] (寫作時引用) 功能、進階單機版功能和 5 GB 
的線上儲存空間。



https://orcid.org/

註冊ORCID 帳號密碼註冊ORCID 帳號密碼





確認您授權在自己的帳戶之間共用資料



登入ResearcherID的帳密

如果您的 ResearcherID 帳戶和 ORCID 帳
戶之間並未建立關聯，就會看到下列訊息





系統會顯示您的 ResearcherID 帳戶 出版
清單，方便您選擇以匯入您的ORCID



從ResearcherID 帳戶 新增至 ORCID 50筆記錄



Q & AQ & A
~~謝謝謝謝~~

台灣地區獨家代理—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電話：02-82268587
客戶服務信箱：services@customer-support.com.tw
網站： http://www.sris.com.tw

線上學習：

http://www.customer-support.com.tw/training/sris/WOS5.php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版權所有，禁止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