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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投稿期刊 

 
Scopus 引文分析資料庫 

   
 

 

教育訓練 



 不知如何下手找研究主題? 

 與我研究領域的最熱門的主題是什麼？現在發展的趨勢為
何？ 

 您知道此主題國內外的權威學者有哪些?發表哪些文獻? 

 想找共同作者共同發表國際期刊文獻? 

 除了掌握新文獻外，被引用的情況如何? 

 您有做足夠的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嗎? 

 哪一期刊適合您投稿? 您掌握核心期刊嗎?  

 想知道學校/機構的研究競爭力與優勢在哪裡? 

 

您是否以下類似的經驗嗎? 



 Scopus 是全世界最大的引文索引摘要資料庫，收錄來自
全球 5,000 個出版社，四大學科領域（科學、技術、醫學
、人文社會科學與藝術）的學術出版品，目前收錄 
21,000 種文獻（2014 年 8月更新），主要為同儕評鑑期
刊（其他如：會議論文、叢書與商業期刊） 

 收錄亞太地區期刊數量也遠比其他同類型資料庫多 

 跨學科、跨語言、跨地區、跨文獻類型（綜合性） 

 國科會(現更名為科技部)已將Scopus加入計畫學術著作
資料(C302)的資料庫 

 THE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大學排名、QS世界大學排名採用
Scopus資料作為學校研究能量評估之數據來源 

 

 
  

 

Scopus 內容 & 特色 



Scopus涵蓋不同資料類型，兼顧各種學科的研究面貌 

JOURNALS 

• Peer-reviewed 
(formal research) 

• 20,874種同儕審查

期刊 

CONFERENCES 

• Preliminary research 
(can be a bit less 
formal), Newer ideas 

• 77,000個會議 

BOOKS 

• Thorough analysis of 
a specific topic 

• 50,000多本圖書 

All subject fields, but 
typical fields with high 

ratio of journal 
publication: chemical, 

biological, health 
sciences etc. 

Mainly of importanc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related 
subject fields 

Mainly of importance in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Arts & Humanities 

Physical  

Sciences 

7,410 

Health  

Sciences 

6,740 

Social Sciences 

A&H 

7,684 

Life 

Sciences 

4,436 

Source: Scopus title list (May 2014) 

物理科學：化學、數學、電腦、工程、環境、材料、地球科學等 

    - 健康科學：醫學、護理、獸醫、牙醫等(100%Medline coverage) 

    - 社會及人文：藝術、心理學、經濟學、商管等 

    - 生命科學：生化、藥理、神經科學、農學、毒物等 



Scopus 可以協助研究人員 

發現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 

找到新的研究主題與想法 

尋找可能的研究合作夥伴 

追蹤研究成果影響力 

了解哪些期刊為適合投稿對象 

透過引用資料及專屬的作者檔案，協助研究人員了解自己的研究產出成果 



訂定 

研究主題 

下關鍵字 

搜尋 

分析 

主題趨勢 

剖析文獻 

影響力 

掌握 

關鍵文獻 

確認必讀 

文獻清單 

獲取 

相關文獻 

最新文獻一

步到位&有

效管理文獻 

找尋適合 

投稿期刊 

研究投稿流程 

文獻搜尋 –  
Document 
Search 

圖像化分析 -  
Analyze Results 

期刊分析系統 – Journal Analyzer 
限制搜尋 (刊名) –  Refine results 
(Source) 

建立新知通報 
- Alert 
匯出書目資料 
- Export 
下載PDF全文 - 
Download 

文獻引用追蹤 –  
View Citation 
Overview 

結果畫面 –  Result 
Page 

限制搜尋 – Refine 
results 

註 : 英文為在Scopus中的功能名稱! 

相關文獻 –   
Related 

Documents 

資料檢索能力 

資料篩選能力 



Keywords 

關鍵字 

Abstract, Title, 

Keywords 

摘要/標題/關鍵字 

All fields 

所有欄位 

縮小搜尋 

放寬 

搜尋 

若您的關鍵字搜
尋結果筆數太多
，建議使用資料
庫中的關鍵字（

Keywords） 

若您的關鍵字搜尋結
果筆數不是很多，建
議使用資料庫中的標

題、摘要、關鍵字 

（Article Title, 

Abstract, 

Keywords） 

如：H1N1 
如：photovoltaic  

cell（光電電池） 

如：H7N9 
如：organic 

photovoltaic cell 

（有機光電電池） 

搜尋概念 

每一組關鍵字(包含聯
集與交集)代表論文所
構成的集合。 

若關鍵字不恰當 , 可
能找到集合太小, 沒
有涵蓋所有相關文獻 

; 關鍵字太一般化, 集
合太大,  太多不相關
文獻 



最新腫瘤顯影儀器 PET 在肝癌上的應用 為例 

此研究主題是利用特定儀器來追蹤治療特定疾病，而顯影藥物可有其他的
選擇，因此我們先來決定用 PET（照影儀器）、Liver Cancer（疾病）先
搜尋，再將顯影藥物（18F – FDG）留到限制搜尋的關鍵字欄位來做進一
步的限縮。 

PE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Liver Cancer”   

FDG 18F - 

Fluorodeoxyglucose 

欄位：keywords 

Search within results 

欄位：All fields 

Refine results： 

Keywords 



分析主題趨勢 – 圖像化分析（Analyze results） 

Analyze 

Results 

年代 

刊名 

作者 

機構/ 

國家 

文獻類型 

學科領域 

了解發展趨勢 

獲取高度相
關期刊發表

清單 

掌握同領域作
者 

傑出相關研究機構/國家 

提供多種類型文
獻 

如:會議論文&回
顧性文獻 

分析組成學科領
域 

圖像分析 - 掌握研究精準度 



剖析文獻影響力 - 文獻引用追蹤（View Citation Overview） 

Scopus的強項「引用資訊」來進行文獻價值分析（建議使
用引用次數遞減來排序），並提供您感興趣之研究主題相關
熱門文獻；除了關注高引用文獻外，文獻引用追蹤（View 

Citation Overview）更進一步剖析每一篇文獻、每年度的
引用狀況，並深入分析文獻間的引用關係，讓您同時掌握近
年度高引用次數的高價值參考文獻，以提升您的論文品質！ 

總引用&近年來引用次數都高的文獻 - 很重要 

近年來引用次數高的文獻 

平均型引用文獻 

連結回文獻 

灰色區域的意義 

雖然總引用最高，但近年來引用次數有下降趨勢  



分析搜尋主題結果 – View Citation Overview 

提供引用文獻連結，讓
您輕鬆進一步分析！ 

平均型引用文獻：通常
為Review文獻！ 

近年來引用
次數高的文
獻：具高參
考價值文獻

！ 

總引用 & 近年來引用次數都高的文獻 – 
最重要的參考文獻類型，甚至可以在連

回這些引用文獻做深度分析！ 

灰色區域的意義：灰色區域越長，代
表此文獻越晚發表，若引用次數也高
， 意味者這篇文獻可能是在主題上有
重大突破或發現另一個研究處女地！ 

雖然總引用最高，但近年來引用次數有下降趨
勢 – 很可能代表此領域有降溫趨勢！ 



掌握關鍵文獻 – 限制搜尋（Refine results） 

進一步精準搜尋，讓搜尋到文獻更貼近您的研究 

(Refine Results) 

Keywords：Scopus貼心為使用者將每篇文
獻中，作者所列的關鍵字整理在Keywords這
個限縮欄位，您可以直接勾選所需欄位，協
助您避免同義不同字，而遺漏關鍵文獻的可

能！  

Source Type：文獻類型不
僅提供您高品質且經同儕審
閱的期刊文章、叢書以及讓
您掌握最新研究發表的會議

論文！ 

Language：Scopus不僅提
供英語系國家出版品，同時
也涵蓋各語系的重要文獻， 
讓您實實在在地掌握全球最

優質的學術參考文獻！ 

Scopus方便您進一步分析這些限縮欄位
，提供Excel檔案將資料筆數做輸出！ 

Note: 
Refine results內的資料筆數上限是160筆

! 



確認必讀文獻清單 

閱讀標題和摘要來篩選文獻 

將需要的文獻勾選起來 

Scopus讓您輕鬆在同個畫面完成文獻篩選動作! 
下載：Scopus提供PDF下載軟體
QUOSA協助您自動搜尋可下載全
文的文獻，並提供客製化文獻檔
名的功能，讓您輕鬆下載並管理

您的文獻(需JAVA支援)！ 

匯出：提供您文獻的總引
用次數，讓您掌握重要文

獻也同時提供連結 

加到我的清單：提供您同
性質搜尋主題文獻儲存吝
一種方式(為個人化功能) 

排序方式：工多種
排序方式讓使用者
依需求排序文獻 ！  



獲取相關文獻 – 利用共被引(Co – Citation)關係 

B1文章引用A1, A2, A3….文
章，即A1, A2, A3為B1的
references 

C1, C2文獻引用B1文章，即
B1為C1, C2, C3的
references 

References
: 
1. A1 
2. J 2 
3. A3 
4. K4 E1 

Co - Citation 

指文獻之間有引用相同
的文章 (references) 

 
 
 
B1與E1都共同引

用A1, A3文獻 

跨領域學科 References
: 
1. A1 
2. A2 
3. A3 
4. A… 
5. …… B1 

2005 

A1 A2 A3 

2000 

References
: 
1. G1 
2. H2 
3. H3 
4. I4… 
5. …… 

C1 

2008 

References
: 
1. B1 
2. D2 
3. E3 
4. F4… 
5. …… C2 

你的文章 

往
後
回
顧 

往
前
探
索 

References 

相關文獻 
Related 

Document 

Cite 

References Cite 



研究主題設定 

下關鍵字找文獻 

（Keyword 1, 2, 3 …） 

設定新知通報 

（Alert 1, 2, 3 …） 

定期接收新文獻 

（E-mail 1, 2, 3 …） 

調整關鍵字 

（利用Edit功能） 

增加關鍵字 

（New Search） 
可自行設定接
收頻率及名稱 

E-mail內有最新文獻連結 

對於研究主題的搜尋結果，已經
提供研究人員現在包含過去的相
關文獻，而新知通報則是帶給研
究人員未來相關的文獻！ 

最新文獻一步到位 – 新知通報 



有效管理文獻 - 匯出書目資料（Export） 

提供您依照自己
的需求匯出所需

的資料！ 

多項匯出格式，滿足您各類管理
文獻的需求! 

對於具高參考價值文獻，我們提供您多樣化的匯出功能，協助您管理這些書目資料，以方便
您在撰寫文獻或是論文時有效且省時地將這些書目資訊列入參考文獻清單！ 

小叮嚀：輸出筆數限制限制 
Export（citation）：20000

筆。 
Print & E-mail：200筆。 
Bibliography：2000筆。 

選擇所需的資料
類型及匯出格式
即可進行匯出！ 

您只要將文獻先
做勾選，再按下
匯出（Export）
，即進入以下右
側畫面： 



Scopus與Mendeley結合 



有效管理文獻 一次下載51篇PDF（Download） 

Scopus提供您依照自己的喜好或
是方便管理的PDF檔名，以直觀
的方式，讓您輕鬆編排您的文獻

檔名！ 

選擇下載
目的地！ 

求助站 

如果沒有PDF全文
，則下載摘要！ 



QUOSA – 客製化檔名 

選擇檔名項目及編輯順序！ 

加上縮寫名稱！ 

Prefix：縮寫置前；Suffix：縮寫置後！ 

檔名預覽 

便利貼：建議
可將年代放置
檔名前方，以
方便管理文獻

！ 

便利貼：建議
縮寫可用搜尋
關鍵字，以方
便管理文獻！ 

若需要客製化檔名，請點選Create my own進入以下畫面： 



分析作者檔案，了解競爭與合作機會 

為何此作者的文獻被引用次數

或發表文獻多？  

此作者的文獻是否在此領域 ， 

有很高影響力？ 

此作者在近年是否仍 

繼續研究，且都持續關 

注哪些議題？ 

 

       是否與自己研究主題有高 

同質性 ，需避免重覆研究？ 

  作者
檔案 

利用查詢技巧與各項分析層面，找出您需要的文獻外，文獻的作者也是
您必須關注的。文獻的Analyze Results 可粗略看出文獻來自哪些作者的
同時，透過連接至作者小檔案 （Author Profile） 功能，讓您更深入地
檢視： 



作者檢索（Author Search） 
將姓與名分開輸入，可以排
除同名同姓作者的困擾。 

可依作者研究學科領域、機構、城市與國家，
分辨同姓名作者 

可輸入機構名稱 

或依作者學科領域查詢 



評量學術表現 

每年出版的文獻 （Documents） 與被引用次數 （Citations）  

一起觀看時，可留意這些文獻，在後續幾年是否有被引用情況
？藉此探究文獻在往後的學術影響力 （被引用次數） 外，也可
查看文獻引用內容，尋找高相關性文獻，做足夠的文獻探討 （

Literature Review），以清楚掌握此領域的研究動態。 

Weber, W.A. 的文獻都被哪些文獻引用？為何2009年被引用次
數最高？是否有遺漏的文獻？  

作者文獻發表後，後續引起哪些文獻引用與探討，這都可以透
過引用文獻內容做深入分析。 



h index 

文章引用
次數排名

1 2 3 … 60 61 … 190 191

引用次數 511 427 398 … 60 59 … 0 0

「文獻量」可知該作者學術產出的量；「被引用次數」則可
知該作者學術產出的質，Scopus依據這兩種面向，提供評量

個別研究學者績效的影響及數量，稱為h index  （高被引指數
highly cited index的簡稱） 指標 ，由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凝態物理學家Hirsch教授於2005年所發展。 

定義為h篇文獻至少被引用h次以上，則其h index為h。 

 

Weber, W. A. 發表191篇文獻，h index = 60 表示在191篇裡
，有60篇文獻都被引用至少60次以上，而131篇 （191減60

） 則被引用次數皆低於59次 （含59次） 。 



文獻發表&引用新知通報 

持
續
關
注
對
方
的
研

究
脈
絡 

持
續
關
注
相
關
引
用
的

研
究
脈
絡 

作者檔案更正 
匯入作者檔案ORCID 

經過作者學術表現的各面向分析，協助您獲得最新或最核心文獻後，仍須持續關注此作者
研究脈絡與其文獻的相關引用情況，以確保您在做實驗或撰寫論文的期間，對方的研究主
題沒有與您重覆。因此，新知通報 （alert）設定變得很重要！ 

若自己有作者小檔案，您也可透過此設定，隨時得知哪些人引
用自己文獻，藉此找到與您研究相關主題的學者。 



找尋適合投稿期刊 – 期刊分析系統、限制搜尋 - 刊名 
（Journal Analyzer and Refine results - Source） 



 方法一：期刊分析系統（Journal Analyzer） 

期刊分析系統讓您可以直接查詢這些
期刊的評比指標（SJR & SNIP），
及分析期刊每年度的被引用次數（
Citations）、發表文獻數（Docs）
、未被引用百分比（Percent Not 
Cited）及回顧性文獻百分比（
Percent Reviews），讓您掌握期刊
各項資訊以符合您的投稿需求以及提
升接受機會！ 

  

 *Scopus 期刊分析系統：讓您透視
某一學科領域，各學術期刊在同一時
序中的研究表現。 
*可同時比較10種期刊：每年「被引
用分析」、「發表總篇數」及「影響
趨勢」。 
*期刊資訊（Sources）每2月更新一
次，最早可回溯至1996年，涵蓋
20,500種經過同儕審查的期刊。 

如果您是： 

心中已有特定投稿期刊的研究員：在
完成研究後，選擇適合投稿的期刊，
以提升發表機率，是一篇完整研究的

核心步驟！  

想看期刊被Scopus收錄後的表現的
期刊主編／編審：超強期刊分析指標
讓您了解期刊被收錄之後的引用表現

並可與標竿期刊比較出版表現！ 



期刊分析操作介面 

可選擇刊名、ISSN或出版
社名來輸入！ 

了解這些分析項目的
計算方式 （英文） 

提供期刊的SJR, SNIP兩項指標及詳細分析
期刊每年度的被引用次數、發表文獻數、
未被引用百分比及回顧性文獻百分比！ 

輸入欲分析的期刊 

顯示數據最新更新時間 

可選擇以圖片或
是表格來呈現！ 

可藉由點選兩下或是拖曳至右側
空白處，以顯示期刊分析圖！ 

小叮嚀：最多可同時分析10種期刊
！ 

便利貼：滑
鼠移到節點
上可看每年
SNIP 指數

！  

下圖是期刊分析系統（Journal Analyzer）的畫面，您可直接輸入欲分析的
期刊名稱，直接透過 SJR、SNIP 及其他期刊分析指標做分析； 



期刊分析指標_SJR; SNIP 

SJR（SCImago Journal Rank）是藉由學術期刊被引用多少次數與這些
引用是來自哪裡的重要性或聲望性來衡量期刊的影響力，因此被聲望高
的期刊所引用，對聲望的提升應較被一般期刊引用來得顯著，這樣的演
算方式突破傳統期刊比較指數單純計算引用次數而無法反映個別引用“價
值”的缺陷，也提供了我們在評價學術期刊時的另一種參考指標。 

註：SJR 計算之時間區間為3年，並將期刊引用本身發行的參考資料限
制在33％。 

  

SNIP（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是根據某個主題領域的
總引用次數、給予引用權重，進而衡量上下文引用所造成的影響。其目
的在允許直接比較不同主題領域內的資料來源，並將不同領域期刊的被
引情形標準化（normalized），以合理的方式將高引文領域期刊的 

SNIP 值縮小、低引文領域的值放大，以利跨領域的比較。 

註：SNIP 值每年更新兩次，以提供最新的研究觀點。 



方法二：限制搜尋 - 刊名（Refine results - Source） 

提供連結至Analyze results ，除了讓您分析有興趣之期刊，更提供連結至Journal analyzer讓您獲取重要投稿資訊！  

候選投稿清單，預設
是根據篇數做排序！  

研究主題”最新腫瘤顯影儀器PET在肝癌上的
應用”的關鍵字！ 

 首先，您可以透過交叉比對同義不同字的搜尋結果，以獲取高度相關的期刊投稿清單： 

在您搜尋文獻時，限制搜尋中的刊名項目，提供您在您的研究主題”最新腫瘤顯影儀器 PET 

在肝癌上的應用”的投稿清單，您可以先參考大多數同領域研究人員投遞清單（如：前5本
期刊），如下圖： 



獲取投稿清單 

候選投稿清單，預設是根據篇數做
排序！  

相同的研究主題”最新腫瘤顯影儀器PET在肝
癌上的應用”，但關鍵字”Liver Cancer”改成同

義字”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提供連結至Analyze results ，讓您進一步分析此主題文獻是否持續收錄在欲投稿期刊，更提供連結至Journal analyzer讓您獲取重要投
稿資訊！ 

您也可以輸入與您的主題相關的其他關鍵字，例如：將主題”最新腫瘤顯影器PET在肝癌上的
應用”中的第二組關鍵字”liver cancer”改成同義字”hepatocellular carcinoma”並進行搜尋，
將兩種關鍵字的搜尋結果所得到的刊名清單來比對，重複出現的期刊清單就是高度符合您搜尋
主題的投稿清單！ 



交叉比對以獲取投稿清單 



深度剖析期刊 
點選 Analyze Source Title 以進行： 

1.「分析欲投稿期刊是否持續收錄研究主題之文獻」；2.「獲取期刊詳細資訊」；3.「
透過各項指標分析期刊表現」；三種分析以挑選出適合您投稿的期刊！ 

3.可將有興趣投稿的期刊，進
一步到期刊分析系統進行投

稿分析！ 

2.也可點選期刊標題
進入該期刊詳細介

紹！（p） 

1.點選數字分析該期刊是
否持續收錄該主題文獻！ 

便利貼：點選
Author name可

找到在此領域具有
高發表量的候選編
輯（Editor）！  



分析欲投稿期刊是否持續收錄研究主題之文獻 

您可直接在限制搜尋
中的年代欄位查看各

年度的文獻數量！ 

也可點選Analyze results進年代分析圖，看該期刊收錄此領域的文獻數
量圖！ 

小叮嚀：您也可以同時比較同義不同字的搜尋結果中，”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 這本期刊收錄此領域的年代
分布！ 

1. 分析該期刊是否持續收錄該主題文獻：以收錄該主題最多文獻的”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這本期刊為例，點選數字分析該期刊是否持續收錄”最新腫瘤顯影儀器PET在肝
癌上的應用”這個研究主題的文獻！ 

從上圖可以看出：”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這本期刊在”最新腫瘤顯影儀器PET在肝癌上
的應用” 的發表量自2009年後有下降的趨勢，可能要注意是否代表這本期刊收錄此領域文獻

熱門度下降或考慮投稿其它期刊！ 



獲取期刊詳細資訊 

期刊評比指標及最新數據 

該期刊每年度文獻的文獻引用追蹤 

學科領域分類 

基本資訊 

2. 點選有興趣期刊名稱，可獲取詳細期刊介紹：包含基本資訊（含Journal Homepage）、評比
指標及每年度文獻引用追蹤！在此以”Radiology”這本期刊為例，雖然在”最新腫瘤顯影儀器
PET在肝癌上的應用”這個研究主題上的發表文獻沒有”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這本期刊
多，但”Radiology”也是在我們的研究主題上相當知名的期刊，建議您不僅要著重在您的研究
主題上發表量最高的期刊，同時也分析知名期刊！ 



透過各項指標分析期刊表現 - SJR 

3. 利用上述分析方法獲取欲投稿清單後，可點選Compare journals in 

Journal Analyzer進入期刊分析系統（Journal Analyzer）做更深入的投
稿分析！ 

SJR期刊指標分析： 
同領域期刊可藉由SJR指標來分
析其學術表現！ 
  
將以投稿量最多的”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及在醫學分
子影像領域上著名期刊
”Radiology”進行SJR期刊比
較和分析！ 
  
左圖顯示”Radiology”的SJR
一直都比”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來得高，但
”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的SJR有逐漸上升的
趨勢！ 



透過各項指標分析期刊表現 - SNIP 
SNIP期刊指標分析：不同領域期刊可透過SNIP來進行綜合比較！ 

以下將以”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以及”Radiology”（這兩本為醫學類）和
”Cell”（生化、基因及分子生物學類）做比較說明！ 

若使用SNIP則明顯發現這兩類期刊的指
標數值差異變小，比較結果更為客觀！ 

若用SJR比較這兩類期刊，會發現這兩類
指標數值差異很大！ 

 

 

註：SNIP這類來源標準化指標已將不同領域期刊標準化列入指標內複雜的計算公式！ 



透過各項指標分析期刊表現 - 傳統指標 

分析期刊每年的「被引用總次數」（Citations）與每年的「總發表篇數」（Docs）
，傳統常使用期刊的「被引用總次數」和「總發表篇數」兩者經計算後來判斷評估

期刊的學術表現，但其實我們也可同時間參考其他指數來做更客觀的分析。 



透過各項指標分析期刊表現 - 其他 
單一期刊單一年度引用次數為零的文章篇數佔該期刊總篇數之比例（Percent Not 

Cited）和單一期刊單一年度Reviews文章篇數佔該期總篇數之比例（Percent 

Reviews）。 



在Scopus的影響指數IPP 

IPP (The Impact per Paper)  

其計算方式與Impact Factor相同
，即該期刊文章總引用次數除以
總發表篇數，唯計算區間為三年 

該期刊過去三年的被引用次數 

該期刊過去三年的文章數 

取三年的原因:Optimal time period to 
accurately measure citations in most subject 
fields.  

IPP 



依期刊指標比較期刊表現 



以期刊所屬學科領域排序期刊影響力 

http://www.journalindicators.com/indicators 

http://www.journalindicators.com/indicators


Elsevier free service - Find the perfect journal 

for your article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台灣官方網站 

網址: Taiwan.elsevier.com 

 

線上意見調查 

網址: taiwan.elsevier.com/survey2014 

適合您的投稿期刊 

http://www.journalmetrics.com/ 

http://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詳細說明Scopus審查期刊該注意的地方。 

http://www.info.sciverse.com/scopus/scopus-in-

detail/content-selection 

線上申請表格http://suggestor.step.scopus.com/index.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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