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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科睿唯安
就沒有現在的Google



引用
是科學活動的文獻印記

Dr. Eugene Garfield
（1925. 9.16–2017.2.26）

美國情報學家和科學計量學家
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創始人

引用文獻

相關記錄

參考文獻

引用

1955年，原美國情報資訊研究所（ISI）的Dr. Eugene Garfield在《Science》

發表論文提出將引文索引（Citation Index）作為一種新的文獻檢索與分類

工具。



與各政府及研究機構密切合作關注創新領域



為什麼科睿唯安可以協助

這些國家機構分析研究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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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

• 深度的跨學科綜合學術資訊

• 全球/區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跨領域前沿的相關研究成果

• 全世界學術群體的合作與交流

• 潛在的合作研究者和深造機會

• 相關領域內的核心學術期刊

含蓋多學科與文獻的廣度 01

02

03

• 3,330種期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9,046種期刊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1,815種期刊

Art & Humanity Citation Index

04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 7,280種期刊

• 1900年-迄今

• 1900年-迄今

• 1975年-迄今

• 2005年-迄今

05

06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Book Citation Index

• 超過191,000個會議錄

• 80,617種學術專著

• 1990年-迄今

• 2005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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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梳理理論脈絡 瞭解課題前世今生

1900 1975 1990 2005

SCI
SSCI

A&HCI CPCI BKCI

百年文獻回溯的深度

• 根據早期的期刊、報告、

出版物來定位當前研究

• 追溯某一觀點從首次提出

至今的歷史脈絡與方法論

• 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檢

索，並跟蹤百年的研究發
展趨勢。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



• Web of Science核心合輯嚴格遵循50多年來一貫的選刊
標準，遴選全球最具學術影響力的高品質期刊

• 完整收錄每一篇文章的全部資訊，包括全面的引文資訊

• 前所未有的回溯深度，包含1900年至今的共1.5億多萬
條文獻和14億多條參考文獻

• Web of Science核心合輯篩選全球優質的學術資源放到
平臺上，省去了我們大量閱讀文獻，挑選優質文章的時
間和精力

根據文獻計量學中的布萊德福定律

（Bradford’s law），在各個學科領域中，少

數的核心期刊彙集了足夠的資訊，反映科學

發展中最重要的成果與進展，因而WOS核心

合集僅收錄各學科領域中的重要的學術期刊。

深受科研界信任的品質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輯



找研究方向？

10Insert footer

停! 看!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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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用引文將論文的關聯組織成巨大的知識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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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前沿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去洞悉科學研究是如何展開的，揭示了不同研究者因探究科

學問題產生的關聯性。

◼ 科睿唯安持續跟蹤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學術文獻，不斷豐富和提升分析方法以觀察和記錄科學研究的

發展過程。為科學政策的制定者、管理者、以及需要對科學研究進展進行監測、提供支援、推動研

究進步的人們提供客觀、詳實的分析資料與結果。

研究前沿—尋找並描述科學的結構



解析科技文獻的大數據掌握研究最焦點：研究前沿

研究前沿報告下載： https://clarivate.com.tw/research-fronts

剖析高被引論文的共被引文獻聚類能夠爲我們提供一種全新的視角來探索科學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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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分類
學科分類 11個大學科領域

農業、植物學和動物學 生態與環境科學

地球科學 臨床醫學

生物科學 化學與材料科學

物理學 天文學與天體物理學

數學
經濟學、 心理學及其
他社會科學

資訊科學

下載報告：https://clarivate.com.tw/research-fronts

https://clarivate.com.tw/research-fr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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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被引( Co-Citation )原理： 共被引是一種新的文獻耦合形式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計算一對文獻被同時引用的次數，越多的文獻引用這一對文獻，它們之間的相關性就越強。

當論文A和論文B同時被論文P引用

A和B很有可能具有研究主題方面的相關性

A

P

B

當共被引頻率較高時，即形成了一組文獻

它們之間具有研究主題方面的相關性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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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利用co-citation analysis對高被引論文進行分析，一組高被引論文的標題中的主要關鍵片語成研究前沿

ESI Research Fronts的生成過程

定位近六年
高被引論文

“核心論文” 將核心論文作
為研究前沿的

基礎

運行演算
法

定位存在
共被引關係的

論文對

聚類
研究前沿

❖ 研究前沿的分析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去

洞悉科學研究是如何展開的，揭示了不同

研究者因探究科學問題產生的關聯性。

探索研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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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研究前沿：化學與材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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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前沿主題變化

• 以鈣鈦礦電池的例子，
從歷年的熱點前沿與
新興前沿可看出學科
聚焦的轉移與主題的
變遷。

研究前沿年代 內容
高效太陽能電
池才料設計與

備製

高效太陽能電
池材料器件組

裝

高效太陽能
電池材料集
成的光電轉

換過程

2015熱點研究前沿
高能量轉換效率聚合物
太陽能電池

Y Y

2015新興研究前沿
高效鈣鈦礦型太陽能電
池及真空管傳輸材料

Y Y Y2016熱點研究前沿

2017熱點研究前沿

2016熱點研究前沿
基於非富勒烯的有機太
陽能電池

Y Y Y

2016新興研究前沿
高效單結聚合物太陽能
電池

Y Y

2016新興研究前沿
用於染料敏化太陽能電
池的新型染料

Y Y

2017熱點研究前沿
非富勒烯型聚合物太陽
能電池

Y Y Y

2017熱點研究前沿 全聚合物太陽能電池 Y Y

2017新興研究前沿
基於無機吸光層的鈣鈦
礦型太陽能電池

Y Y Y

2017新興研究前沿 無鉛的鈣鈦礦型太陽能
電池吸光材料

Y Y
2019熱點研究前沿

2018熱點研究前沿 鈣鈦礦太陽能電池 Y Y Y

2018熱點研究前沿
全無機鈣鈦礦奈米結晶
光電材料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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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研究前沿：臨床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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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醫學領域的11個新興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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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學領域Top 10熱點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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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與天體物理學領域Top 10熱點前沿



即時掌握國際研究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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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礎的研究方向

期刊收錄內容
✓ 領域內最重要的期刊所收錄的內容主題是什麼？

✓ 最新研究重點在哪裡？有沒有技術上的挑戰與瓶頸？

✓ …

✓ 我的研究方向有哪些? 各自有哪些優勢？

✓ 我的研究在領域內的影響力？

✓ 如何確定此次基金申請的選題方向？

✓ …

✓ 如何獲取與我申請基金的選題方向相關的研究前沿與熱點？

✓ 如何利用研究前沿與熱點預測我的研究領域發展趨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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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OS分析
專家研究方向

1. 檢索個人/專家研究成
果

檢索領域專家的期刊論文

支援“偏好姓名”檢索

（姓名變體）

作者姓氏 + 名字全拼

ORCID, Researcher ID

Web of Science作者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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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展示研究影響力

影響力指標

作者位置

合作網絡

Author Impact Beamplot

01 首次發表時間

02 科研產出的連續性

03 職業生涯發展

04 分年度及總體產出分析

05 單篇論文、年度論文及
全部論文影響力揭示

06 正規化的影響力：百分位指標

Peer review
記錄

獲獎記錄

其它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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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作者檢索

• 快速掌握專家研究方
向與現況

• 從導師的研究中找到
研究的方向與值得深
入探究的主題

• 加快對於研究主題背
景的熟悉度查看學者發表文獻



28Insert footer

1. 檢索專家研究成果

2. 篩選代表作

• 利用Web of Science 的
被引用次數排序篩選
高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利用WOS分析專
家研究方向
Web of Science作者檢索

發光二極管用螢光粉的研究進展

等離子體光催化

用於暖白光發光二極管的非稀土紅光螢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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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索專家研究成果

2. 篩選代表作

• 利用Web of Science 的
被引用次數排序篩選
高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 利用「引用文獻報告」
分析專家學術背景及
有潛力的研究方向

從近年被引趨勢和年均被引次數可
協助篩選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點擊瀏覽引用文獻進行下一步分析

利用WOS分析專
家研究方向
Web of Science作者檢索

對選定的主題研究代
表作做進一步的挖掘



範例：脊髓損傷與神經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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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選定的代表性研究做進一步分析

•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P蛋白抑制神經軸突再生

相關記錄

引用文獻

參考文獻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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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參考文獻瞭解更多研究的基礎

•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1. 參考文獻：該論文的
研究基礎

P蛋白抑制神經軸突再生

參考文獻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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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1. 參考文獻：該論文的研
究基礎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參考文獻中不乏引用次數較高的綜
述性論文和本領域的經典研究成果

用於成像神經元活動的螢光蛋白

Piezo1 和 Piezo2 是不同機械陽離子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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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引用文獻追蹤後續發展

•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1. 參考文獻：該論文的研
究基礎

2. 引用文獻：該論文的後
續發展

P蛋白抑制神經軸突再生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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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1. 參考文獻：該論文的研
究基礎

2. 引用文獻：該論文的後
續發展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藉由引用文獻瞭解P蛋白的最新研究進展

Piezo參與骨骼形成

機械離子通道的結構和生理學發現

通過被引次數降冪快速鎖定核心高影響力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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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記錄跨越學科界限，發現更多研究方向

•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1. 參考文獻：該論文的研
究基礎

2. 引用文獻：該論文的後
續發展

3. 相關記錄：擁有共同參
考文獻的文獻

P蛋白抑制神經軸突再生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相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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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相關記錄中最相關的成果及高被引論文進行閱讀

•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1. 參考文獻：該論文的研
究基礎

2. 引用文獻：該論文的後
續發展

3. 相關記錄：擁有共同參
考文獻的文獻

• 獲取領域內高影響力論
文資訊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基於Piezo結構的藥物開發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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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文獻可説明學者迅速瞭解研究動態

•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1. 參考文獻：該論文的研
究基礎

2. 引用文獻：該論文的後
續發展

3. 相關記錄：擁有共同參
考文獻的文獻

• 獲取領域內高影響力論
文資訊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關於Piezo研究的綜述文獻



相關記錄

2004

1999

2002

1994

引用

▪越查越廣

2021

2020

引用文獻 2019

2016

▪越查越新

2002

參考文獻

1993
1991

1998

1980

▪越查越深
2019

39

引文網路三維度檢索

Dr. Garfield認為：將
一篇文獻作為檢索欄位
從而跟蹤一個Idea的發
展過程及學科之間的交
叉滲透的關係。



快速下載全文
Download full-text so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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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篇全文很難嗎？多餘的跳轉頁面與按鈕



快速獲取全文小外掛程式：EndNote Click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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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Click
Stop clicking, start reading

✓ 將全文訪問集成到研究人員現有的科研發現工作流
✓ 讓圖書館的館藏成為所有科研發現路徑中的隱藏組件，

從而更好的實現其價值
✓ 當一篇文章不在您的訂閱範圍時，Kopernio能幫您識

別其他OA版本的全文，從而擴充圖書館的預算

根據您的圖書館訂閱，在您需要時，只需點擊
即可獲得最佳PDF版本。

Install in Chrome

Firefox Extension
瀏覽器插件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kopernio/fjgncogppolhfdpijihbpfmeohpaadpc
kopernio.com/extensions/firefox/kopernio-0.2.51.xpi


44

註冊環節全部完成，您可
以自由使用EndNote Click，
並擁有容量為100MB的個
人PDF全文雲端空間。

快速獲取全文小外掛程式：EndNote Click



自動搜尋機構已訂期刊、OA或是機構典藏

只須One Click !

結合Web of Science方便快速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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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s of using EndNote Click



根據對代表性研究成果的文獻分析
構建研究發展路徑和課題方向的思考

• 根據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相關記錄引用文獻

參考文獻

發現機械門控Piezo基因

發現Piezo在血管生成中的作用

發現Piezo突變造成血液系統疾病

克隆鑒定Piezo基因

鑒定P蛋白結構

發現P蛋白啟動劑

Piezo調控鈣離子釋放
Piezo參與骨骼形成

基於P蛋白結構的藥物開發可能性

P蛋白抑制神經軸突再生

引用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Song et al. 2019

發現P蛋白抑制神經軸突再生
Syeda et al. 2015

發現P蛋白離子通道的啟動劑

Yan et al. 2013

克隆鑒定P蛋白基因

Xiao et al. 2015

鑒定P蛋白離子通道結構

Ranade et al. 2014

發現P蛋白在血管生成中的作用

…

…

Xiao et al. 2020

基於P蛋白結構的藥物開發可能性

Velasco-Estevez et al. 2019

P蛋白調控鈣離子釋放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P蛋白調控神經血管再生

根據文獻網絡整理研究方向

• 基於已有研究基礎展開
文獻調研

• 利用引文索引構建該研
究現狀的文獻網路

• 從文獻網路提取資訊並
整理課題思路

利用WOS
初步確定選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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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礎的研究方向

期刊收錄內容
✓ 領域內最重要的期刊所收錄的內容主題是什麼？

✓ 最新研究重點在哪裡？有沒有技術上的挑戰與瓶頸？

✓ …

✓ 我的研究方向有哪些? 各自有哪些優勢？

✓ 我的研究在領域內的影響力？

✓ 如何確定此次基金申請的選題方向？

✓ …

✓ 如何獲取與我申請基金的選題方向相關的研究前沿與熱點？

✓ 如何利用研究前沿與熱點預測我的研究領域發展趨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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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領域期刊
收錄內容

• 了解在特有主題中的
主要發表期刊

• 追蹤主題相關變化與
最新內容與突破

主題發展趨勢

高產出機構，找合作，找深造

主要基金
資助來源

主要發文期刊

不同國家/地區產出對比

高產出人員，找導師、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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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領域期刊
收錄內容

• 了解在特有主題中的
主要發表期刊

• 追蹤主題相關變化與
最新內容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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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領域期刊
收錄內容

• 了解在特有主題中的
主要發表期刊

• 追蹤主題相關變化與
最新內容與突破



最終確定基金申
請的選題

綜合個人研究基礎、期刊內容及全球研究前
沿與熱點及初步實驗資料確定主題選題

1. 利用Web of Science梳理
申請基金的研究基礎

2. 結合期刊內容調整主題
方向

3. 參考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研究前沿
進行前瞻性思考

最終確定課題:
P蛋白調控神經血管再生的機制

現有研究方向與研究基礎:
P蛋白調控神經再生

從引文網路獲得的啟示:
P蛋白調控血管生成、開發P蛋白相關的藥物

專案指南:
關注脊髓損傷修復

尤其關注神經血管損傷修復

鼓勵利用多種模式動物

ESI研究前沿與熱點:
P蛋白感受機械張力促進細胞分裂

神經再生的外在因素和內在因數

創傷性顱內高壓

初步實驗資料：

未發表的實驗資料

從文獻調研獲取已報導的實驗資料

有基礎的研究方向 期刊內容

研究前沿與熱點 初步實驗資料



最終確定基金申
請的選題

小結：利用WOS獲取研究基礎及現狀，利用ESI把握全
球相關研究熱點。期刊內容和實驗資料最終確定選題

1. 利用Web of Science梳理
申請基金的研究基礎

2. 結合期刊內容調整主題
方向

3. 參考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研究前沿
進行前瞻性思考

最終確定課題:
P蛋白調控神經血管再生的機制

現有研究方向與研究基礎:
P蛋白調控神經再生

從引文網路獲得的啟示:
P蛋白調控血管生成、開發P蛋白相關的藥物

期刊內容
關注脊髓損傷修復

尤其關注神經血管損傷修復

鼓勵利用多種模式動物

ESI研究前沿與熱點:
P蛋白感受機械張力促進細胞分裂

神經再生的外在因素和內在因數

創傷性顱內高壓

初步實驗資料：

未發表的實驗資料

從文獻調研獲取已報導的實驗資料



免費的才是最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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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性期刊的文章內容未經正式的Peer Review的把關
品質令人質疑



測試你對主題背景的掌握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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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Web of Science掌握研究主題概況

近____年來，關於_________________的研究方向，全球呈現________趨勢，其中較多的論文成果來自於

__________(國家/地區) 。發表課題相關論文較多的研究機構有____________。

全球的研究人員主要從___________等領域對相關課題進行研究，同時我們也注意到__________等領域的研究

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視角和靈感。

相關課題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發表在____________等期刊上。在相關研究領域中，_________等幾位學者有較

多的論文産出。

影響力較高的幾篇論文分別來自於___(國家/地區)的____(機構)的____學者。

近半年來_________方向引起了較多科研人員的關注。

選擇__________綜述文獻作爲快速瞭解這個主題的切入點。

最新的研究進展指出，該研究方向目前發展___________。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檢索查詢神經軸突再生領域國內外研究現狀

axon regeneration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1. 從國民經濟、社會發
展背景看專案的社會
意義

2.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究
現狀、發展動態與趨
勢、存在的問題與不
足來論述科學意義

主題發展趨勢

高產出機構，找合作，找深造

主要基金
資助來源

主要發文期刊

不同國家/地區產出對比

高產出人員，找導師、合作者

相關學科研究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1. 從國民經濟、社會發
展背景看專案的社會
意義

2.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究
現狀、發展動態與趨
勢、存在的問題與不
足來論述科學意義

神經科學

細胞生物學

生物化學與
分子生物學

臨床神經病學

多學科科學

工程生
物醫學

醫學研
究實驗

外科

材料科學
生物材料 細胞

組織
工程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加州大學系統

哈佛大學

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

邁阿密大學

賓夕法尼亞州
高等教育聯邦

約翰霍普金斯
大學

劍橋大學

華盛頓大學

倫敦大學

南
通
大
學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James Fawcett
U of Cambridge

Ying Li
UCL

Tessa Gordon
U of Toronto

Zhigang He
Harvard U

Vance Lemmon
U of Miami

Melitta Schachner
Rutgers State U

Jeffrey Goldberg
Stanford U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美國衛生服務部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美國國家神經病學研究所

日本教育部體育
科學與技術省

歐洲聯盟委員會

英國研究與創新單位

美國國家眼科研
究所

日本學術振
興會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美國

中國

德國

日本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南韓

西
班
牙

義
大
利



利用Web of Science
檢索依據所需要的
資料及資訊

• 從該領域國內外研
究現狀、發展動態
與趨勢、存在的問
題與挑戰來論述科
學意義



67

近____年來，關於_________________的研究方向，全球呈現________趨勢，其中較多的論文成果來自於__________(國家/

地區) 。發表課題相關論文較多的研究機構有____________。

全球的研究人員主要從___________等領域對相關課題進行研究，同時我們也注意到__________等領域的研究可能會給我

們帶來不一樣的視角和靈感。

相關課題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發表在____________等期刊上。在相關研究領域中，_________等幾位學者有較多的論文產

出。

影響力較高的幾篇論文分別來自於___(國家/地區)的____(機構)的____學者。

近半年來_________方向引起了較多科研人員的關注。

選擇__________綜述文章作為快速瞭解這個課題的切入點。

最新的研究進展指出，該研究方向目前發展___________。

創建引文報告

分析檢索結果

被引頻次 降冪
ESI高水準論文

使用次數——最近180天 降冪

文獻類型選Review

國家/地區

機構擴展

Web of Science類別

來源出版物 Web of Science類別 + 作者

WOS助力課題分析



68Insert footer

追蹤最新研究動態

依據同樣的檢索條

件，系統持續寄送

最新收錄文章給您，

以便快速了解文章

最新發展

以研究者管理論文的

角度出發，可設定系

統作者若有新文章被

WOS收錄，即可寄發

通知

可從單一高影響力的

文章，從被引用的資

訊，持續跟進更多不

同的研究應用或發展

相關主題
後續發展

追蹤單一篇文章被

引用的後續，以利

掌握論文影響力

論文影響力

引文追蹤主題追蹤

主題/期刊
最新文章

作者最新研究
是否被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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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追蹤：保存檢索歷史 & 即時跟蹤最新研究進展

註冊帳號並登入

自動保存檢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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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題追蹤：即時追蹤最新研究進展

可即時追蹤某課題、某作者、 某
機構、某期刊等的最新研究進展



引文追蹤：隨時掌握最新引用

71

建立引用
文獻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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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保存的檢索歷史

設定選項：

- 追蹤名稱

- 電子郵件追蹤

-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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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有效率地管理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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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文獻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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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分組文獻檔案管理

夾帶全文檔案



❑ Share...

共用圖書館
單篇文獻文獻組圖書館

File → Share…

通過輸入email地址
邀請共用圖書館

在共用時可限定存取權限
為“唯讀”或“讀寫”

✓ 大型團隊協作與研究共用可添加文獻、注釋、引用文獻，並可享有無限制的
雲端存儲空間

✓ 最多可與200位成員共用一個文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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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與Word的完美寫作應用

參考文獻

論文寫作



論文撰寫：插入參考文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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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格式一鍵式修改

選擇Nature Reviews

Nature Reviews

Cell



➢ 與Microsoft Word自動連接, Cite While You Write™

̵ 自動生成文中和文後參考文獻

̵ 提供7000多種期刊的參考文獻格式

➢ 提高寫作效率:

̵ 按擬投稿期刊的格式要求自動生成參考文獻, 節約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 對文章中的引用進行增、刪、改以及位置調整都會自動重新排好序

̵ 修改退稿, 準備另投它刊時, 瞬間調整參考文獻格式

➢ 匹配適合的投稿期刊

̵ 根據標題、摘要、參考文獻，匹配適合投稿的期刊

80

Endnote文獻的管理和寫作工具



小心掠奪性期刊！
隨時追蹤期刊動向
提升受稿機率

官欣瑩 Renee Guan
政府與大學解決方案資深顧問
Renee.guan@clarivate.com

mailto:Renee.guan@clarivate.com


Open Access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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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方式

• 訂閱 (Subscription)

o 電子或紙本出版

o 讀者付費獲取內容 Charge to user 

o 部份期刊會要求作者支付出版費用 (Page/color 
printing charges or Submission fees...)

• 開放獲取 (Open Access)

o 電子出版 E-only

o 讀者免費獲取內容

o 作者支付文章處理費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

SUBSCRIBE



論文版權

• 訂閱 (Subscription)

o 作者將論文版權轉至給出版商

o 作者保留在機構內及科研交流時分享文章的權利

• 開放獲取 (Open Access)
o 作者保留論文版權

o 作者及讀者在Creative Commons license下免費分享、傳播論文

作者 出版商

作者



出版費用

• 訂閱 (Subscription)

o 版面費 Page charge

o 彩圖費 Color charge

• 開放獲取 (Open Access)

o 文章處理費 Author Publishing Charges/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ubmission Fee

• Nature Communications: €3,850 

• PLOS Biology: USD2,900

• Cell Reports: USD5,000

SUBSCRIBE



必須要參考投稿需知



必須要參考投稿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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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參考投稿需知



期刊不會告訴你的事



掠奪型期刊的陷阱-真實案例

• 搭上Open Access的學術風潮，但他們是以「獲利」為目的，引誘或騙取研
究者稿並支付高額費用，但其內部文章的審稿或品質都是令人產生質疑

❖ 要求費用：

1)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 文章處理費

2) Submission Charges – 送審費

3) Publication Charges – 刊登費

不明的來信邀稿



掠奪性期刊的定義？



掠奪性出版商以欺騙手段剝削作者，最常見的

剝削形式：

• 提供關於其讀者群，重要性和期刊監管的虛假資訊

• 影響因子 (Impact Factor)

• 編輯委員會

• 期刊內容方面

• 同儕評閱 (Peer Review)

掠奪性期刊的手段?

• 通過欺騙手段取得智慧財產權

• 未經本人知情或同意的情況下，將領域內的

資深研究者列為主編/編輯群

• 收取過高或隱藏的文章處理費



• 確認出版商網頁上需有詳細的各項聯絡資訊

• 檢查期刊的編輯委員名單

• 確認期刊的收費制度

• 注意 email 上可疑期刊的邀稿或是編輯委員的邀聘 (Gmail或非正式電子郵件)

• 有無正規的投審稿系統，例如ScholarOne

• 瀏覽期刊上的文章，評估其價值與可信度。聯繫文章作者，詢問該期刊的發表經驗

• 檢查期刊是否有清楚描述其同儕審查制度

• 確認其提供的各項數據 (如宣稱具有Impact Factor指標、謊稱被某知名資料庫收錄)

如何聰明避開掠奪型期刊的陷阱



善用資源避開掠奪型期刊的陷阱

Master
Journal list

SCIE/JCR 
IF 影響因子 DOAJ

Beall’s List
Think. Check. Submit
Think. Check. Attend

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

(OSAPA)

運用相關的資訊協助

避開略奪性期刊的陷阱





黑色止血鉗

為什麼研究者都關注於
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

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代表
的是期刊的影響力。
✓ 研究能見度的提升
✓ 同儕之間的學術認可



Impact Factor (IF值)
由科睿唯安一年發表一次於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114



•您知道什麼是Impact Factor?



周邊國家的研究發表
還是傾向發表在高影
響力的期刊 (Q1)為主
要 的 選 擇 ， 對 於
Q3.Q4的期刊比例相
對都是較低的。

✓ 研究能見度的提升

✓ 同儕之間的學術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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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國家投稿傾向



•您知道
不是

所有的期刊都有

Impact Factor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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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品質選刊標準
嚴格的期刊評估流程確保高質量的開放獲取期刊被收錄



科睿唯安持續堅守期刊
品質追蹤，以提供最透
明的資訊做為期刊選擇
最佳的工具

Title Suppressions

可至以下連結查詢：

http://jcr.help.clarivate.co
m/Content/title-
suppressions.htm

期刊選擇公正性

119

• 今年的JCR警告10本期刊（不公佈JIF），以保證JCR的公正
公允。
JCR始終監控和淘汰存在異常引用現象的期刊，包括過度自
引和互引跡象的期刊。

• 今年的JCR還發佈了針對11本期刊的「編輯關切」，這些期
刊中有一篇或多篇出版內容對JIF有不正常的高價值貢獻，
並且期刊被引模式不成比例地集中在這些JIF上。

10
2021 JCR

http://jcr.help.clarivate.com/Content/title-suppressions.htm


學術期刊多似海，要投哪本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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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合適的投稿期刊

查閱所引用參考文獻
的來源出版物

瞭解領域內過去發表的文章都是集

中在哪些高相關的期刊發表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運用資料庫幫你查詢最即時且最正確

的指標，選擇正確的期刊/研討會

請教同行/指導教授

可從同仁的投稿/參會經驗的分享

瞭解期刊的一些小技巧與方法



最新2021年JCR發佈

Hot !!!

• 科睿唯安運用中
立於出版社的數
據來分析全球領
先的期刊

• 持續評估並遴選
Web of Science 核
心合輯所收錄的
期刊、圖書及會
議錄，以確保準
確評估期刊的影
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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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發佈2021年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揭曉全球頂尖學術期刊



JCR期刊擴充70%-新增AHCI/ESCI期刊

SCIE

178個科學領域

學科的9,500多

種高品質學術

期刊。

SSCI

58個社會科學

學科的3,500多

種權威學術期

刊。

AHCI

28個人文藝術

領域的1,800多

種國際高影響

力的學術期刊。

ESCI

8,000多種區域

高品質學術期

刊 。

AHCI & ESCI期刊在 JCR 中不會
獲得JIF指標



用完整的期刊情
報指標評估每本
期刊的概況

• JCR中的Journal 
Profile都提供全面
豐富的資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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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指標了解期刊影響力

投稿選刊

125

2021JCR更新影片簡介

https://youtu.be/eIiQz93lcYs


從找同領域期刊- JCR



AI幫你找期刊-Master Journal List



AI幫你找期刊-EndNote Online



AI幫你找期刊-EndNote Online



揭開掠奪性期刊的嘴臉

• 杜撰了一位名叫Anna O. Szust的科學家

• 申請被發至360個期刊，它們分別來自

在三大知名資料庫內：JCR、DOAJ和

「Beall’s list」

• 4個期刊直接委任Szust為期刊主編；沒

有JCR期刊接受Szust；有40個掠奪性期

刊和8個DOAJ期刊委派Szust為編輯

參考網站：https://kknews.cc/zh-tw/science/9252pvj.html
參考文獻：Sorokowski, P., Kulczycki, E., Sorokowska, A., Pisanski, K., 2017. Predatory journals recruit fake editor. Nature.. doi:10.1038/543481a

https://kknews.cc/zh-tw/science/9252pvj.html


教授也要懂自我行銷！
增加研究能見度
提升學者國際影響力

官欣瑩 Renee Guan
政府與大學解決方案資深顧問
Renee.guan@clarivate.com

mailto:Renee.guan@clariv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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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國際前沿

國際學術影響

經濟社會影響

合著中的共獻度

開創了__研究的新領域、新分支，為__研究帶來全新視角，解決的__難
題

作為高被引論文並參與Research Fronts

正規化影響力

期刊等級影響力

引文影響力(引用狀態)

作為封面文章/Highlighted paper發表在
___領域高影響力期刊/卓越期刊上

作為研究團隊主持人，以第一作者/通訊作者身份發表

後續啟發了__專利的創新
/__藥物的研發；促成了__
標準的制定；為國家/國際
組織的__政策制定帶來影響

受到來自_知名機構/知名學者
的引用，後續啟發了__高被引
論文的創作。__期刊邀請撰寫
Review著重推薦



了解指標意義配合專家評鑑才能有更完整的影響力分析

用指標幫你了解影響力

學科正規化引文引響力
Category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H-index

高被引文章 (Highly Cited Papers)

平均被引用次數

被引用次數

文章篇數

論文平均百分位

期刊正規化引文引響力
Journal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



了解論文成果影響力
Web of Science作者檢索

支援“偏好姓名”檢索

（姓名變體）
作者姓氏 + 名字全拼

ORCID, Researcher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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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百分位

• 將每份文獻會與」同
發表年」與「同學科」
進行比較。

• 提供了正規化
(Normalization)度量
標準的集合。

• 研究人員可藉此了解
每篇文章在發表後與
全世界同領域的研究
影響力

相對指標

【示例說明】
2009年全球在心理學研究領域發表的所有文獻。2009年，共
發表了20,004篇出版物，該年度心理學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
為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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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Beamplots

• 研究人員都能生成一
個可以直觀地顯示每
篇論文的百分位，並
快速理解研究影響力

• 分析範圍從1980-2019

• 越趨近100的文獻，表
現越佳

• 僅呈現Article、Review

每一個點代
表一篇文章
的百分位

當年度的所
有論文的百
分位中位數

該研究者所
有論文百分
位的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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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展示研究影響力

影響力指標

作者位置

合作網絡

Author Impact Beamplot

01 首次發表時間

02 科研產出的連續性

03 職業生涯發展

04 分年度及總體產出分析

05 單篇論文、年度論文及
全部論文影響力揭示

06 正規化的影響力：百分位指標

Peer review
記錄

獲獎記錄

其它ID



您有一個學術ID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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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CID 是一開放型研究者與投稿者識別碼 (Open 
Researchers and Contributor ID )的縮寫，
由 2012 年10 月開始由非營利單位贊助，提供研究人
員與投稿者可於ORCID線上註冊獨一無二的身分編碼
(ID)，助於研究者往後的陸續發表的研究活動、成果
報告、專利申請等案件中著錄，並可解決因命名不同
或是曾在多個研究機構工作之研究者，引用次數可以
更正確地計算。

• 簡單的說，ORCID 的目的在解決現今研究社群缺乏將
學者之各類型的學術成果與獎勵串連的機制，透
過 ORCID 可讓使用者利用此唯一性識別碼在不同資
料庫間發掘同一個研究者，追蹤學術研究產出

科睿唯安是ORCiD的創始成員

OR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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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ons全球知名同儕審查(Peer Review)專家平台，由擁有超過60萬名註冊之審稿專家、3,000多家出版商所
共同打造之同儕審查知識分享平台，可協助科研人員記錄其同儕審查與編輯委員任職經歷，讓曾被忽略的的科
學貢獻獲得公開認可，展現學術影響力。

• 目前Publons已與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引文資料庫Web of Science(WOS)結合，科研人員能輕鬆由WOS匯入個
人研究著作，並透過WOS公認的引文統計數據展現學術影響力。透過Publons亦可快速下載個人學術研究檔案，
打造科學家的專屬學術名片，協助科研基金的申請及職業生涯發展。

• 輕鬆匯入個人研究著作：可立即從Web of Science, ORCID, 或其他書目管理軟體 (如，EndNote等)匯入個人
研究著作。

• 提供公認的引文數據佐證：提供Web of Science引用統計數據，以數據說明研究影響力。
• 整合個人專屬的學術研究：結合個人ORCID 與ResearcherID，自動整合個人學術著作。
• 經認證的同儕審查與期刊編輯記錄：由數千個學術期刊出版社認證的同儕審查與期刊編輯記錄。
• 可下載的個人學術研究檔案：結合著作、編輯與同儕審查，綜覽您的學術影響力。

整合ResearcherID

Publons

Publons 的特色



Screen caption

Width: 8.65 cm
Height: 13.8 cm

全球共有210萬研究人員使用Publons

Publons 國際人才庫

• 提供Peer review的紀錄認證

• 串聯WOS，並提供研究人員H-
index和WOS即時引用資料

• 串接WOS與ORCiD

• 台灣目前擁有1.２萬研究人員在
Publon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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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ons同儕評閱的重要性

• 論文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指標…

✓ 獲得獎項

✓ 基金資助

✓ 學術大會主題發言

✓ 期刊的編委

✓ 論文：

• 論文量

• 影響力

• 期刊



研究者Publons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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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ons Researcher Profile



Reviewer Recognition Service for Publishers

4M+
Reviews

600K+
Reviewers

3,000+
Partnered Journals

75+
Publishers



融入大型出版社的審稿流程

Reviewer 
invited

Decision
by editor

Publication
Reviewer 
submits

Invitation 
accepted

Review 
complete

Yes

No

Publons opt-in

Publons checks for existing account. 
If none, invites reviewer to sign up

Publons automatically 
retrieves and transfers 
verified review details. 

Profile updated with verified review record
(No sensitive information is displayed)

Add this 
review to 
Publons?

快速簡便登入peer review的驗證



記錄peer review的貢獻展現專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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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ons公開認可同行評閱工作，助臺灣學者融入全球學術共同體

創建個人主頁
展示學術成果及審稿記錄

下載個人官方學術證明
協助學術晉升

快速生成個人審稿報告



運用國際Profile提升學者／機構學術影響力

研究影響力的呈現

研究論文管理

學術貢獻的認可



先從當Reviewer
開始學習

• Publons帶您瞭解同行評
議和審稿之路

152

Publons Academy 線上學院免費瞭解同行評議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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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科研資源
盡在你手中

全球領先的專業資訊服務提供者科睿唯安是數據專家，

擁有150年以上的經驗服務全球科研工作者，提供符合

研究生命週期的各項需要的工具與服務。

查找領域內的重要學術期刊的文獻

發表，透過引用快速收集核心文獻

Web of Science

節省研究人員尋找全文的時間，提

供更便捷下載全文的方式

EndNote Click

書目管理軟體加速組織與管理文獻

並在寫作之時方便引用參考文獻

EndNote

提供期刊重要的影響力指數與相關

資訊，讓您了解核心期刊的發展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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