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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資訊在研究過程中的作用

Web of ScienceTM及引文索引簡介

如何利用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為研究服務

如何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協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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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學資訊在研究過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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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 
Hypotheses

Experiments
Data 

Analysis
Discovery 

Research Workflow 研究的基本工作流程

• 檢索相關研究

• 分析現有研究
結果

• 發現問題

• 提出假說

• 製定實驗方案

• 定義實驗步驟

• 試驗

• 資料匯集

• 數據視覺化

• 資料驗證

• 調整試驗

• 驗證假說

• 撰寫研究論文

• 發表論文



5



CHALLENGE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Who can read this all?

 Who needs to read this all?

 Is it a Numbers game?

Basic Problem: Data Rich, Knowledge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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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科學研究

掌握科技文獻是前提



我們是怎麼找資料的呢?



如果換個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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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流程中與資訊相關的問題

如何下手?

追蹤管理?

期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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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b of ScienceTM及引文索引簡介



• 完善周全並不等於照單全收
– 特定學科之重要學術成果集中在相對少

數的期刊當中－「布萊德福定律」
(Bradford‘s Law)核心期刊

– ＞2,500/yr  Thomson Reuters

– 10-12% Web of Science

REUTERS/ Mohsin Raza

• Journal Selection Process
updated 18-07-2016

1.基本出版標準

2.編輯內容

3.國際多元性

4.相關引用資料

SELECTIVITY IS A MUST

http://wokinfo.com/essays/journal-selection-process/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資料庫——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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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政策(basic publishing standards)：
俱備同儕審議(peer-review)、定期出
刊、盡可能為英文或至少包含英文書
目資訊、完整的參考文獻著錄等。

 期刊內容(editorial content)：評估期
刊內容是否有助於提升整體資料庫的
主題完整性。

 國際多樣性(international diversity)：
除國際性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外，
亦徵集品質優良的區域性期刊
(regional journal)。

 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檢視該期
刊被引用與自引狀況。

• 。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資料庫——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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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SSCI

A&HCI

CPCI

BKCI

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

會議紀錄引文索引

圖書引文索引

ESCI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發表論文提出
將引文索引作為一種新的文獻檢索與分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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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資料庫—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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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甲 論文乙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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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利用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
為研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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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為研究人員建立整合的創新研究平台

檢索

分析

管理

寫作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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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為研究人員建立整合的創新研究平台

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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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e-Einstein condensate

玻色–愛因斯坦凝聚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玻色子原子在冷卻到接近絕

對零度所呈現出的一種氣態

的、超流性的物質形態

solid

liquid

gas

越冷的，越凝聚

FROM:wikipedia

絕對零度: -273.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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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詞: BOSE* EINSTEIN*

檢索欄位：主題
檢索資料庫：S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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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影響力的論文

最新發表的論文/會議論文

鎖定相關領域的論文

評論型文章 (review article)

研究前沿

我該先讀哪些文章？



29快速鎖定高影響力的論文——被引用次數（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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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鎖定高影響力的論文——被引用次數（降序）



在原子蒸汽中觀測玻色
愛因斯坦凝聚現象



在原子蒸汽中觀測玻色
愛因斯坦凝聚現象



全記錄頁面（引用文獻）



全記錄頁面（引用文獻）

鈉原子的玻色愛因斯坦凝聚



全記錄頁面（參考文獻）

38篇參考文獻



普朗克定律和光量子假說
1924

預言了新物質形態的存在
1925

全記錄頁面（參考文獻）

Satyendra Nath Bose

Albert Einstein



玻色愛因
斯坦理論

的提出

實驗室中
的最終實

現

1924

1995

what happened

?SCI：引文索引與百年回溯

?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1950~1990



突破性的用鐳射冷卻原子的方法

What happened：1950~1990

FORM:www.nobelpr

ize.org



全記錄頁面（相關記錄）



全記錄頁面（相關記錄）

共同引用的參考文獻：22

共同引用的參考文獻：21

共同引用的參考文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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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記錄

2004

1999

2002

1994

引用

 越查越廣

2010

2003

引用文獻
2008

2006

 越查越新

2002

參考文獻

1993
1991

1998

1980

 越查越深

三維度檢索——把握課題脈絡



玻色愛因
斯坦理論

的提出

實驗室中
的最終實

現

突破性的
鐳射冷卻

方法

ESI高影響
力論文-最
新研究進

展

總結：追尋諾貝爾獎的足跡



鎖定特定學科領域論文

Web of Science類別



鎖定特定學科領域論文

光學Optics



鎖定特定學科領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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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經典評論（文獻類型）



查看經典評論（文獻類型）



高影響力論文——— 被引次數降冪排列，ESI高水準論文

最新鎖定相關領域的論文—— 精煉檢索結果（Web of Science類別）

評論文章—— 精煉檢索結果（文獻類型Review）

……

檢索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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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為研究人員建立整合的創新研究平台

檢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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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某研究課題的總體發展趨勢。

找到該研究課題中潛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機構。

對該課題領域的國家資訊分析，例：國家內領先機構和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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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來源期刊 ▪文獻類型 ▪會議名稱 ▪國家/地區

▪基金資助機構 ▪授權號 ▪團體作者 ▪機構 ▪機構擴展 ▪語種

▪ WOS學科類別 ▪編者 ▪叢書名稱 ▪研究方向



出版年份
分析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發
文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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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



機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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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分析



美國研究者發表關於玻色愛因

斯坦的相關文獻情況

注意!! 前提為結果
數低於ㄧ萬筆以下



引文報告呈現該領域的總體趨勢



迅速鎖定領域內的高影響力/熱點論文



研究人員與科學資訊的獲取和利用

研究過程中合理利用文獻
• 研究人員的文獻平台可以由SCI資料庫作為

入口，滿足整體的需求；然後，通過這個
入口來獲取有用的高品質的全文期刊來滿
足縱深的研究需要。

如何獲取全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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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對OA期刊文章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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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整出版的文獻，出版者
提供的免費全文 (金色)

視為已出版的文獻，可從
Repository 免費取得。

經同行閱讀的最終稿件，可
從存放庫免費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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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全文的方法
• WoS全文連結按鈕
• 館際互借
• 圖書館文獻傳遞
• 免費全文網站

 http://www.freemedicaljournals.com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 提供免費全文的期刊
 http://intl.sciencemag.org

 www.pnas.org

 www.genetics.org

• 作者E-mail聯繫或作者主頁
• ……

http://www.freemedicaljournals.com/
http://highwire.stanford.edu/
http://intl.sciencemag.org/
http://www.pnas.org/
http://www.geneti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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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為研究人員建立整合的創新研究平台

檢索

分析

管理

管理

- 跟蹤最新研究進展

定題跟蹤

引文跟蹤

- 高品質論文的收藏和管理

對參考文獻進行分類、統一管理收藏及聯合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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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追蹤最新研究進展

• 怎樣利用Web of ScienceTM將有關課題的最新文獻

資訊自動發送到您的Email當中?

– 定題追蹤

– 引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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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追蹤”：可即時追蹤某課題、某作者、 某
機構等的最新研究進展

“建立追蹤”－即時追蹤最新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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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檢索歷史在伺服器或個人電腦上，訂製主
題服務

設定選項：

-檢索歷史名稱

- 電子郵件地址

-訂製類型及格式

-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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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引用文獻跟蹤”－隨時掌握最新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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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為研究人員建立整合的創新研究平台

檢索

分析

管理

寫作



Reference 

在2004年投向Nature的中國文章有55%,
2003年更是高達62％，未經編委審查，在
期刊初審階段就退稿，很大一部分是格式
問題，特別是參考文獻格式。

即使是最高水準的期刊，其中也有30％的
文章有參考文獻的錯誤，這大大降低了文
章被引用次數的統計。

• 不同領域
• 不同期刊
• 不同院校的碩博士論文

參考文獻格式要求不盡相同
EndNote ® online

參考文獻格式的正確與否直接關係著我們文章投稿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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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YW外掛程式：Word與EndNote 之間的優雅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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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文獻的管理和寫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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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Microsoft Word自動連接, 邊寫作邊引用

– 自動生成文中和文後參考文獻

– 提供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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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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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為研究人員建立整合的創新研究平台

檢索

分析

管理

寫作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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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適的期刊會遭遇：

退 稿

因研究內容“不適
合本刊”，而被退
稿或使稿件延遲數
周或數月發表。

少有同行關注

埋沒在一份同行很
少問津的期刊中，
達不到與小同行交
流的目的。也可能
從沒有被人引用。

不公正的同行評議

由於編輯和審稿人
對作者研究領域的
瞭解比較模糊，從
而有可能導致稿件
受到較差或不公正
的同行評議。



如何選擇合適的投稿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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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所引用參考文獻的來源出版物

請教同行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輯

查詢：
本領域的SCI期刊都有哪些？台灣學者的投稿傾向?......
關注：

 用稿特點
 影響因數

 容量、週期
 學科排名



案例三:台灣學者在基因測序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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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genome sequencing AND genome
檢索欄位：主題
檢索資料庫：SCI-EXPANDED

精煉：國家/地區-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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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Year Rank Categories Quartile

2016 50/166 Genetics & Heredity 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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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比對功能-找到最合適您投稿的期刊



ENDNOTE比對功能-找到最合適您投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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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助力研究?4.如何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助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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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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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線上教育課程

定期舉辦活動

碩睿資訊 www.sri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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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睿資訊 張皓翔 |  www.sris.com.tw

客服專線：02-7731-5800 | 客服Email： services@customer-support.com.tw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