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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學習：新加坡國立大學 (QS 15)



提升 Citation 之策略

• 提高在網路世界的 Visibility
– Google 檢索研究者姓名，link to TMU 

Academic Hub / Pure Experts
• 定期檢視自己在 TMU Academic Hub之著作清單，主

動告知尚未被包括之新著作

– 經營學術社群 Research Gate 
• 與學術社群互動，增進文獻引用及合作研究

– 建立作者ID  ORCID  
• 香港政府規定申請科研計畫需附上申請人之ORCID，

因此香港的大學教師擁有ORCID比率幾近100%



不同平台收錄著作量不同~

• Tzu-heng Chiu (2018.3.19止)

– TMU Academic 60

– Research Gate 12 

– ORCID  24 



推廣計畫
• 研發處調查目前各學院教師有Research Gate和ORCID帳號

的人數及百分比，說明會之後再追蹤各單位之申請百分比達
成率。

• 學校兩場說明會

– 對象: 專任教師& 研究人員, 學院經理, 系所祕書

– 時間: 04/25(三) 12:00-13:00  (醫綜大樓前棟4樓誠樸廳)

05/02(三) 12:00-13:00  (醫綜大樓後棟16樓演講廳)

• 三附屬醫院各一場說明會

– 對象: 專任醫師

– 時間: 附醫~ 06/27(三) 12:00-13:00

萬芳~ 05/18(五) 12:00-13:00

雙和~ 06/07(四) 12:00-13:00



01 TMU Academic Hub
北醫學術知識庫



系統建置
人員基本資料匯入
Scopus資料比對
全校系統說明會(一)

2015
9-12月

系統規劃
系統評估
專案會議
系統採購

啟用
Scopus資料比對完成
人員基本資料匯入完成
系統第一階段建置與上線

2015
8-9月

資料更新維護
全校宣傳

建置專案時程

2016
1月 2016

後

系統
建置



收錄內容

學術庫包含

618專任教師 、16研究人員、8專案教師
三院研究人員申請加入學術庫

106個學術單位

3,595 筆研究計畫

來源：研發處資料庫，每半年更新

27,349 篇論文

669 位專家experts
全部專任教師＋部分三附醫人員

TMU
HUB

8 校級研究中心
10 學院 1通識中心
13 研究所
15 學系
10 學程

359筆媒體報導

系統自動更新



研究單位

平臺簡介

研究成果 媒體報導專家

TMU
HUB 首頁

研究計畫



北醫近五年在全球的合作機構

北醫近五年的研究主題

TMU
HUB

展現合作機構及研究主題



單位簡介

概覽

單位基本資料

TMU
HUB 單位 (organization profile)



研究主題 單位專家的研究主題概覽，來源：專家論文關鍵字、篇名、摘要

概覽

TMU
HUB 單位-研究主題



概覽

近五年與外部合作的單位

TMU
HUB 單位-合作機構



單位內的專家概覽

概覽

TMU
HUB 單位- 所屬專家



單位內專家研究計畫概覽

計畫的狀態

概覽

TMU
HUB 單位-研究計畫



研究成果類型

概覽

單位內專家研究成果

單位研究競爭指標

文章被使用情況

TMU
HUB 單位-研究成果



論文被引用次數

歷年論文數呈現

H-Index

1

7

連結Scopus專家檔案

TMU
HUB 專家 Expert Profile



TMU
HUB 專家 Expert Profile – Fingerprint

專家的研究主題，來源：論文關鍵字、篇名、摘要
Overview of Research topic

概覽



視覺化

校內專家

校外專家

校內單位

顯示合作數目

校外單位

1

2

TMU
HUB 專家Exeprt Profile – Network

網絡



應用：建立專家完整學術履歷檔案

匯出公開CV

實際
應用



NIH CV

Chien-huang Lin

應用：建立專家完整學術履歷檔案
實際
應用



286筆媒體報導49筆設備資料106個學術單位

3,598筆研究計畫26,835 篇論文669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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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TMU Academic Hub之成效

瀏覽量

2016年建立至今已達 次

學術庫
包含

月份 10月 11月 12月 01月 02月 3月

瀏覽量 33,506 37,522 35,005 39,038 31,655 44,757

78萬



02 ResearchGate
學術研究社群



簡介

2008年由Dr. Ijad Madisch, Dr. Sören
Hofmayer, Horst Fickenscher成立

目前擁有超過1400多萬名會員

科學家與研究者的Facebook or LinkedIn

讓科學家與研究者分享論文、詢答問題、
找尋合作者的園地

https://www.researchgat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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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earchgate.net/


TMU Academic Hub v.s. ResearchGate

項目 TMU Academic Hub ResearchGate

資料來
源

Scopus+人工輸入
串聯8大資料庫，例如pubmed、
Citeseer、ArXiv和Nasa Library…

全文 串聯全文資料庫 作者自行上傳

更新機
制

本校由圖書館協助認領與新增 作者自行認領

功能

Overview研究概況與基本資料
Fingerprint 研究主題(MeSH)
Network學術合作
Project計畫
Research output論文清單
Similar profile相似研究者

Overview研究、引用與合作概況
INFO基本資料與研究主題
STATS研究概況統計
Contributions論文清單
RG Score個人研究績效指標

特色
以單位與個人角度彙整學術產能，視覺化
呈現學術表現，並提供統計資料

以個人角度：分析與你曾經共同發表文章
的學者、你曾引用過文章的學者、曾引用
你文章的學者、並主動通知引用資訊，以
及作者關心領域研究情況。(互動)



ResearchGate範例





Research Gate : Push & Interaction



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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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Gate能做什麼？
1. 分享及下載研究：

在符合著作財產權的範圍內，您可上傳自己的著作原稿或
全文，同樣您也可以下載其他研究者分享的全文資料。當遇
到您所需的資料無法從圖書館下載的時候，可以嘗試在
ResearchGate尋找全文，即使作者未公開分享pdf檔案，您還
可點選 Request full-text 禮貌性地向作者索取全文資料。

2. 連結研究同儕，進而發展學術合作機會：

ResearchGate系統會分析與您曾共同發表文章的研究者、
您引用過的文章作者、您的文章被哪些作者引用過，自動建
議與其建立連結(Follow)，擴展研究人脈進而發展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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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Gate能做什麼？
3. Project專案協作與即時回饋：

ResearchGate創辦者Ijad Madisch認為科學家們一直以來都
在重複著相同的錯誤，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原因就在
於他們在研究過程中不公開分享資訊，因此ResearchGate鼓
勵研究者分享其成功或失敗的實驗及研究數據，並提供
Project的功能，使科學家可以實時協作，記錄他們在實驗中
的發現，並即時得到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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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Gate能做什麼？
4. 提問與回答：

遇到問題時您可直接請教作者，也可以直接提出問題，將
有其他學者為您解惑。

5. 影響力統計：

可了解您的研究作品影響力，並取得瀏覽次數、引用次數
、RG Score與 h-index等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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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1)

免費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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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2)

選擇研究者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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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3)
輸入機構及部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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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4)
輸入姓名及email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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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5)
自動尋找可能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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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6)
比對完成，之後若有新論文會自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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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7)
認證email信箱以啟用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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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8)
追蹤相關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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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ResearchGate帳號(9)
註冊完成

回到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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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個人著作清單(1)
 註冊時已自動尋找可能的論文，比對完成之後若有新論文
會自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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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個人著作清單(2)
亦可於個人頁面兩紅框處手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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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個人著作清單(3)
輸入著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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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頁面功能_Overview(1)
呈現您的研究成果及進行中的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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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頁面功能_Overview(2)
呈現您的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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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頁面功能_Overview(3)
與其他研究者之間的關係

47



個人頁面功能_Contributions
分類呈現您上傳的文章及研究數據

48



個人頁面功能_Info
呈現您的專業領域

及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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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頁面功能_Scores
提供RG Score及h-index數據呈現您的研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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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頁面功能_Research Interests
記錄您追蹤的文章、專案、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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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ORCID
作者ID



簡介
甚麼是ORCID？

ORCID全名 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er ID，它是一個
獨立、非營利、社群導向、跨領域組織，所提供給研究學者
註冊的唯一永久辨識碼，此識別碼可串聯研究人員與他們的
研究結果及學術活動。

我甚麼時候會用到ORCID ID？

在你投稿期刊論文或申請獎助時，出版社及贊助者通常會
要求你提供ORCID ID，此外，你也可以在你的履歷表、名片
、個人網站使用它。

網址 : https://orcid.org/

https://orcid.org/


ORCID 臺灣機構會員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淡江大學

 長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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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的好處
1. 解決姓名辨識問題 (Eliminates name ambiguity)
由於不同研究者使用相似姓名的現象普遍存在，尤其在中文學術環境

，此現象更為普遍。ORCID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個人身份識別的
問題，透過唯一的身份識別碼ORCID與不同研究系統中的著作相連，讓研
究者在眾多姓名相似者之中，把自己的研究活動正確地公諸於學界。

2. 提高研究成果能見度 (Improves discoverability)
一旦有了ORCID ID，研究者可將此識別碼連結到個人的其他身分編碼

(例如 Google Scholar Profile, Scopus Author ID, ResearcherID或 LinkedIn)。
並於發表論文、申請補助或於任何研究工作流程中啟用它，這有助於提
升他們的研究成果能見度及被檢索率，並確保研究成果獲得完整並正確
地被引用。



ORCID的好處
3. 節省時間 (Saves your time)
越來越多的出版者及研究資助者支援ORCID機制, 例如期刊出版商要求

投稿者提供ORCID ID，即可將個人資料自動帶入，投稿者不需人工填寫
線上表單，出版商也可將最新的文章著作匯入ORCID帳號，如果研究者已
將ORCID ID連到他的其他研究帳號，即可節省自行更新著作資料的麻煩
，隨著更多機構與ORCID結合，研究者更能減少在不同研究系統上重覆輸
入相同資料的時間。

4. 終身使用 (Stays with you throughout your career)
ORCID ID 是提供給個人並由個人管理維護的終身使用識別碼，它不會

與任何個人曾隸屬的機構連接，當你遷移到一個新的職位時，你的ORCID 
ID也會跟著你。





ORCID



ORCID



註冊ORCID帳號(1)
免費註冊



註冊ORCID帳號(2)
輸入姓名及email帳號密碼



註冊ORCID帳號(3)
認證email信箱以啟用帳號



維護「我的ORCID記錄」(1)
填入個人資料



維護「我的ORCID記錄」(2)
匯入作品



個人記錄公開頁面



Springer Nature Road Show
- Making your research count

66

活動
預告

活動時間: 107/5/16(三)  15:00-16:30
講者: Springer Nature大中華區科學總監

Mr. Ed Gerstner(印格致)
地點: 教研大樓3101教室

講座內容: 
 Springer Nature旗下各刊的

差異
 開放研究為何重要？它將如何

幫助您？
 如何寫出清晰易懂的文章，讓

您的文章更易被發表



相關問題請洽圖書館_北醫
TMU Academic Hub：

- 李昱瀅 小姐

- 分機：2509

- Email：yylee@tmu.edu.tw

ResearchGate、ORCID：

- 賴惠君 小姐

- 分機：2522

- Email：julielai@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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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請洽圖書館_三院
 附設醫院：

- 簡莉婷 小姐

- 分機：2519

- Email：vicky1102@tmu.edu.tw

 萬芳醫院：

- 黃鈺婷 小姐

- 分機：#7 8913

- Email：maryhuang@tmu.edu.tw

 雙和醫院：

- 張愛鈴 小姐

- 分機：#6 8933

- Email：stella@tmu.edu.tw
68



謝謝聆聽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