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cument Search）

（Author search）

（Affiliation search）

Scopus 預設畫面，直接輸入查詢的詞彙。

             包含 Scopus 所有功能選項，如：搜尋 
（Search）、新知通報（Alerts）、暫存清單  （My 
list）、個人化設定（Settings） 。

                          提供 Live Chat 線上客服、Help 
and contact 助以及 Toutorials 影音，讓您使用起來
更無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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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生命科學、醫學、人文
社會科學與藝術）的學術出版品，其包括 21,000 種 （2014 年 3 月更新） 經同儕審查的期刊以及會議論文集與370 本叢
書等相關學術資源；特色在於引用文獻年份已可回溯至 1970 年，讓資深的學者(曾在 1996 年前發表文獻)計算 h-index 更
為精確，此外，提供被引用資訊並以圖表作深入分析，整合學術網頁搜尋與專利引用資訊，並和 Elsevier 旗下 Reaxys , 
Engineering Village , Embase 及 QUOSA 線上資源做連結，完整支援您的研究工作。

自 2012 年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更將 Scopus 加入計畫學術著作資料（C302）的資料庫選項之一。您填寫 C302 表
格申請專題計畫時，可將 Scopus 所收錄的文獻一併填寫上傳，以確保您的學術表現可以更完整的呈現。



               點選後可瀏覽此文獻的書目摘要與索引詞
彙。

註：下方 Export Refine 可匯出 CSV 格式 (Excel)

（參考第 3 頁）

                                      將查詢後的文獻，透過以下
十項條件做分類，如：年代 （Year） 、刊名
 （Source Title）、關鍵字 （Keyword）、作者
（Author Name） 、機構單位 （Affiliation Name） 
、學科主題 （Subject Area） 、刊名 
（Source Type） 、文獻類型 （Document Type） 
、語言（Language） 、國家 （Country）。並使用
限定 （ limtit to ） 與排除 （ Exclude ） 以作為限縮
篩選的方式。

滑鼠移動至文章標題，自動顯示摘要與相關文獻的
連結。 

Export：匯出文獻之書目資料功能，可支援常見
的書目軟體，或匯成 Text 與 Excel 格式。
亦可匯入免費書目與文獻管理工具 Mendeley

Download：QUOSA 為文獻下載管理軟體可自動
找出學校機構可使用的全文，並下載 PDF 全文
，且可客製化檔名。
* 請先執行 JAVA，以支援 QUOSA 功能。

（參考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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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Show abstract, Related doucments

View at publisher



（參考第 7 頁 ─ 期刊分析）

（參考第 10 頁）

有別於一般文字分析搜尋結果或是表格式的限制搜尋欄位，Scopus 提供視覺化分析，讓使用者透過圖像輕鬆獲取相關研究

領域之發展脈絡（透過年代欄位）及競爭對手相關資訊（透過作者、作者機構以及國家欄位）； Analyze results 內含 7 項
欄位，讓使用者全方位掌握研究競爭力。



                                                       提供在 
Mendeley 註冊的讀者，有儲存此文章的讀者群來
自哪些國家與其職位，了解可能對此文章有興趣的
讀者群背景
點選 View article in Mendeley，查看此文獻在
Mendeley 上的畫面

                    查找相同作者的其他著作；
Keywords：查找相同關鍵字的其他文獻 （此關鍵
字為作者提供、特定學科的索引典，如：
EMTREE, MeSH, Compendex）
註：預設皆以相關度排列

Article – 掌握”高品質”的文章、Review – 能鑑往知來，全盤了解該領域
的整體發展、Conference Paper – 可掌握最新技術發展。

9

View related documents based on references 畫面：與此篇共同引
用的文章有 2120 篇。

第 3 篇參考文獻，可知有 168 篇文章都有
引用第 3 篇參考文獻。

（參考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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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documents

View all related doucments based on 
references

Author 、Keywords

Mendeldy readership statisti...

                     相關文獻，其相關度以共同
引用參考文獻多寡排列。畫面預設顯示共同引用最
多的 2 筆文章。

Sat citation alert 設定或

Set citation feed

        查看與此篇文獻所有共引用的文章。

Altmetric for Scopus                                      追蹤此文章在社群媒體的
關注。

Export：匯出文獻之書目資料功能，可支援常見的
書目軟體，或匯成 Text 與 Excel 格式。
亦可匯入免費書目與文獻管理工具 Mendeley   
            （參考第 6 頁）

         此篇文獻所有參考文獻。需勾選文獻後，才
能使用匯出 （Export）、列印、email與自行管理書目
資料的功能。

Download：QUOSA 為文獻下載管理軟體可自動找
出學校機構可使用的全文，並下載 PDF 全文，且
可客製化檔名。
* 請先執行 JAVA，以支援 QUOSA 功能。

View at Publisher：連結此文獻的全文（全文使用
權依各學校機構訂購情況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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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勾選文章，再點選此功能。



                    可將所選文獻書目資訊匯出至 Mendeley 
( 另可匯出 ris 及 txt 等檔案格式 )。
註： Mendeley 可免費申請帳號，請連結 www.mendeley.com 並註冊 。

Mendeley

                     可將所選文獻書目資訊匯出至免
費書目管理軟體 Mendeley 或 RefWorks 
direct export
註： Mendeley 可免費申請帳號，請連結 
www.mendeley.com 並註冊

也可匯至
- RIS format （EndNote, Reference Manager） 
- CSV（Excel）
- BibTex
- Text （ASCII in HTML）

五種輸出的形式內容：
- Citations information only （引用資訊）
- Citations and abstract information（引用資訊與
摘要）
- Citations,abstract and references（引用資訊、
摘要與參考資源）
- All available information（所有資訊）  
- Specify fields to be Exported （客製化內容）：
使用者可自行選擇需要輸出的資訊。
*Export 最多可一次匯出 2 萬筆資料，以Citations 
only內容、Excel 檔案呈現。

免費書目與文獻管理工具- Mendeley

         點選 Save All 後，文章立即被匯入 
Mendeley 。 
Save all

                                  
- 提供 2 GB 免費儲存空間
- 可在多台電腦同步使用，個人電腦版也與雲端同步
 更新
- 線上管理則提供與同儕共享文獻
- 可於 MS word 中快速引用論文並建立參考書目
- 可作為學術社群網站

Mendeley 小檔案



也可在首頁 Browse Sources 點選後，輸入查詢
期刊名。 
輸入欲查詢期刊名，並點選期刊名。

Analyze Journals 



作者搜尋結果畫面

作者曾引用的所有參考文獻筆數。

50 50
(從 1996 年計算)50

註：View h-Graph 為 h index 分析圖

作者所有發表文獻的總引用次數與總引用文獻的筆數。

作者所屬的單位機構。

               鍵入作者姓、名作為檢索條件外，也可鍵
入作者所屬機構（Affiliation） 名稱，以增加檢索結
果的精確程度。

               同一機構所發表的全部研究。

顯示作者名字、發表文獻與研究所屬的學科主題、
隸屬機構、城市與國家。

若有相同作者的著作被分成 2 個檔案，請點選
Request to merge authors 即可勾選同名作者，將
其作品合併。

顯示共同作者清單，最多列 150 位作者。

此作者文章的學科領域分佈。

將此作者的著作加入我的存檔清單。

建立作者發表的文獻新知通報。

同 Set document alert，追踪作者發表的文獻新
知通報。

作者歷年任職的機構名稱清單。

被引用的最新文獻。

Last name First name

分析作者的作品每年度的被引用情況。

引用文獻追蹤功能 （View citation overview） 

作者查詢

4. 作者與機構的學術研究表現力

機構查詢

             列出作者曾發表過的期刊。作者歷史資料

Set document alert

                 設定文獻引用新知通報。Get citation alerts



Co-author’s Total Documents 知道這些共同作者自己
本身發表多少篇文章。



                     包含該院校／機構所發表
的文獻總筆數、作者總數及專利搜尋結果。

                     列出該院校／機構學術發
表的合作對象（由高至低做排列）；以及投稿期刊
列表。



            先勾選欲暫儲的清單，再點選 Add to My 
list，儲存文獻後，可建立資料夾。

                   修改個人資料或密碼、新增或移除
新知通報、管理儲存清單及設定常用的書目管理
軟體如：Mend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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