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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
InCites 是什麼? 可以做什麼事情?



Screen caption

Width: 8.65 cm
Height: 13.8 cm

全方位研究績效分析工具

InCites簡介

• 分析機構的科學研究生產力，與全
球同儕的科學研究進行基準化分析。

• 客置的引文數據、多種指標與分析
維度，可以全面瞭解貴單位的科學
研究表現。

• 根據Web of Science強大的數據資源，
InCites採最詳盡、準確和客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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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地區與14,000多個研究機構
及企業，完美整合ESI與JCR等多元皇冠評估指標



追蹤掌握內外研究競爭力概況

了解機構內部概況 (Strength, Weakness) 放眼全球與國內趨勢分析( Opportunity ,Threat)

• 探究機構本身研究能量，亦可針
對每個研究所進行多角度分析。

• 了解機構本身國際合作概況，尋
找全球研究人才與學術合作機
會、提升國際合作績效。

• 掌握全球科研機構研究能量概況
與標竿機構表現。

• 了解全球研究趨勢，定位優勢學
科、挖掘潛力學科。



WOS
引文索摘
文獻脈絡

ESI
研究人員排名

機構排名
研究趨勢

JCR
期刊表現
期刊排名

InCites B&A
研究評鑑
標竿分析

高影響力路線

期刊清冊

綜合分析

更新時間：2個月

更新時間：1年

更新時間：每天
更新時間：1個月



Selective & Focus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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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7種期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9,394種期刊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1,843種期刊

Art & Humanity Citation Index

04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 7,727種期刊

Web of Science核心合輯資料庫

• 1900年-迄今

• 1900年-迄今

• 1975年-迄今

• 2005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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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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優質的大數據提供綜合學科領域的研究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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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什麼時候要用到InCites?



什麼時候要用到InCites?

剖析
機構優勢領域

透析
系所研究能量

追蹤
研究者/研究團隊表現

分析
主題背景

尋找
人才或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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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為什麼要用InCites



ESI指標文章指標 合作指標正規化指標 期刊指標
Text here

機構調查 國家指標

Web of Science
文獻量

被引次數

平均被引用次數

被引用論文數量

論文被引百分比

H-index

學科正規化
引文影響力

學科正規化引文影響
力-國家正規化

TOP1%論文百分比

TOP10%論文百分比

相對於全求平均水準
的引文影響力

基線

高被引論文百分比

熱點論文百分比

熱本論文數量

高被引論文數量

國家

機構類型

州/省

Q1期刊論文百分比

Q2期刊論文百分比

Q3期刊論文百分比

Q4期刊論文百分比

發表於獲得IF期刊的
論文數量

Q1期刊論文數量

Q2期刊論文數量

Q3期刊論文數量

Q4期刊論文數量

期刊正規化引文影響
力

國際合作百分比

產業合作百分比

國際合作論文數量

教學人員/學生

國際教學人員/教學
人員

博士學位/教學人員

博士學位/碩士學位

機構收入/教學人員

論文/教學+研究人員論文/教學+研究人員

國際合作論文/論文

研究收入/教學人員-
正規化

產學研究收入/教學
人員研究聲譽-全球

國際學生/學生

教學聲譽-全球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國內合作論文數量

國內合作百分比

機構合作論文數量

機構合作百分比



可產生多種視覺化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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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誰適合用InCites?



InCites 登入說明

https://incites.clariv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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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於貴校IP環境底下進入InCites頁面

• 進入畫面後可看到如左圖所示的畫面，點

選『Register』並依照指示輸入所屬機構學

校e-mail資訊註冊。

• 註冊後即可收到確認信件，變輸入帳密登

入使用。

• 請注意InCites/WOS/EndNote/Publons的帳號

密碼皆為同一組。

https://incites.clariva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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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首頁
快速開始分析，訪問報告或整理項目

Analyze分析
初學者可從此開始學習

入門分析

快速使用
導覽項目仍在同一位置，
提供給專家用戶直接進
入分析、報告或儲存項

目的頁面

幫助與導覽
每個頁面上都會有
「Resource center」協
助您解決任何操作的問
題

Report報告
創建新報告或使用系
統報告

Organize整理
管理您的儀表板/報告以
及資料集(dataset)



InCites可以做出什麼報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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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構分析 論文發表分析 期刊分析 學科分析

整合WOS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可隨時依照需求客製化報告

透過InCites/ESI與Web of Science所呈現的多種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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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生成報告

分析校/院/系研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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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產出學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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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產出院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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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分析機構表現

21



分析設定選項
篩選項目(Filter)、
指標(indicators )、
基準線(baselines)

放大分析範圍
可根據您的分析需求，自

由增添ESCI內容

快速設定年代

篩選項目
可清楚在完整的列

表中選擇分析項目

選擇分析模組
快速選定模組並開始進行分析

條件設定顯示
一次檢視所有條件並
可快除移除條件選項

資料列表與視覺化
簡單切換數據列表與視
覺化

下載數據

標題列
查看數據的排序方式，

添加或刪除指標

顯示、隱藏或固定列表項目

快速增添指標



快速增添基準線
(Baseline)

增加至報告

選擇視覺化
輕鬆找到正確的

視覺化選項



分析心法：InCites三步驟

1 設條件 2 選指標 3 分析圖



運用My Org分析院系研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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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Dataset

• InCites支援不同種類的
Dataset：

– InCites Dataset

– MyOrg Datasest

– 自定義Dataset

• 分析角度不同需要選擇的
Dataset就必須要在平台上
做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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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MyOrg Data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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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更新日期：2021/10/1



可進行不同階層
單位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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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各學院合作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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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2%

41.62%

16.48%

0.28%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18.59%

51.23%

23.96%

6.22%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28.39%

41.38%

27.49%

2.74%

College of Engineering



Refocus
進階分析

• 內部合作單位

• 研究領域

• 發表期刊

• 研究主題

• 基金支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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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投稿期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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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發展主題
以海洋工程學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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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矩陣不等式

生物柴油

逆熱傳導問題



掌握海大研究人員研究影響力
以海洋工程學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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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研究談社會貢獻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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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劃「實踐永續，驅動未來」的永續藍圖
臺灣大學第一本《社會責任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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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ceptual report of key facts and figures abou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s impact upon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多倫多大學2020 SDGs報告

https://data.utoronto.ca/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sdg-report/

https://data.utoronto.ca/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sdg-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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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了一股SDGs關鍵字查詢熱
誰是對？誰比較全面？哪些才是真正的SDGs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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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開始發展自定義的SDG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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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作法：關鍵字獎勵
(一)符何前述第一至五款獎勵要件且將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17項指標

關鍵字納入標題、摘要或關鍵字至少

一項者，再給予所獲獎勵金10%之額

外獎勵金。

(二)收錄於資料庫之學術期刊或研討會

論文且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17項指標關鍵字納入標題、摘要或關

鍵字至少一項者，每篇獎勵最高為新

臺幣貳仟元整。

(三) 本點第一、第二款所述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SDGs) 17項指標關鍵字之定

義及內容係指本校永續經營辦公室網

站公告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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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N SDGs關鍵字: http://ap-unsdsn.org/regional-initiatives/universities-sdgs/

TS=("Access to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or "Affordable medicines" or "AIDS" or "Air contamination" or "Air pollution" or "Alco
hol abuse" or "Antenatal care" or "Antiretroviral" or "Antiretroviral therapy" or "Biomedical" or "Bodily autonomy" or "Child deat
hs" or "Contraceptive use" or "Death rate" or "Dental" or "Disability and family support" or "Disability and inclusion" or "Disabilit
y and politics of location" or "Diseases" or "Family planning" or "Health" or "Health in resource-
constrained settings" or "Health worker density" or "Healthy" or "Healthy lives" or "Hepatitis" or "HIV" or "Improving mortality" o
r "Increasing life expectancy" or "Indigenous" or "Infected" or "International health policy" or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o
r "Malaria" or "Maternal mortality" or "Measles" or "Medical" or "Mental health" or "Mortality" or "Mortality rate" or "Narcotic d
rug abuse" or "Neonatal mortality" or "Polio" or "Premature mortality" or "Preventable deaths" or "Reducing malaria" or "Reduci
ng mortality" or "Refugees and health services" or "Reproductive health" or "Road traffic accidents" 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or "Sexual health" or "Soil contamination" or "Soil pollution" or "Tobacco control" or "Treatment of substance abuse" or "Tu
berculosis" or "Universal health" or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or "Vaccines" or "Vaccin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Violence"
or "WASH" or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for All" or "Water-borne disease" or "wellbeing" or "well being" or "well-being" )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s 目標3

http://ap-unsdsn.org/regional-initiatives/universities-sdgs/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s 目標3：以銘傳大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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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來源:WOS/InCites

THE SDGs關鍵字: https://md-datasets-cache-zipfiles-prod.s3.eu-west-1.amazonaws.com/87txkw7khs-1.zip

https://md-datasets-cache-zipfiles-prod.s3.eu-west-1.amazonaws.com/87txkw7khs-1.zip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s 3：銘傳大學125篇研究分別是在哪些學科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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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SDGs 3：銘傳大學研究研究主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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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3主要貢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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