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係以 SCIE、Scopus、Google Scholar及 CiteSeer為分析對象，

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的，在電機學科的資料收錄重

複性及獨特性，並針對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加以評鑑比較。除藉由文

獻探討，初步分析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特性及現況外；並依據實際

檢索與分析檢索資料，比較四者在檢索及資料分析上之優缺點，以歸納成

結論與建議，期作為圖書館選擇購買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及提供服務的參

考依據。因此，本章將根據本研究實證得到的結果，進行歸納並提出研究

結論，其次，針對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提出可資參考的建議，至於本研

究之限制與不足之處，則列入更進一步研究方向之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建置的本意，在於期望使用者可以藉由引用文

獻，了解文章引用及被引用的情形，以找出更多相關資料可供參考。但在

SCIE的發展日漸重要後，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逐漸演變成評價科學研究成

果，及學術評鑑的指標，其重要性不言而喻。因此許多商業公司，也加入

建置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的行列，但因為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的學術地位

日漸高漲，也變為商業公司牟取暴利的工具。商業出版社向學者收取投稿

費用，再將學術文章提供商業公司收入資料庫後，最後將引用文獻索引資

料庫高價賣給圖書館使用，然而學者甚至連取用自己的文章都還需付費。

此舉引起學者及圖書館的不滿，也因此開啟了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

庫的發展。本研究選取 SCIE、Scopus、Google Scholar及 CiteSeer四個引

用文獻索引資料庫進行實證研究，選取電機學界的諾貝爾獎”杜林獎”，在

1966 年到 2006 年間得獎的 50位得主為樣本，查詢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

庫所收錄 50位作者於 1990 年到 2005 年發表的著作，再藉由評比檢索結

果筆數及檢索細項、四個引用索引資料庫個別與交叉重複性及獨特性、傳

統商業及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重複性、獨特性以及重複資料來

源、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資料完整性及優劣，本節將依據第四章之



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下列結論： 
 

一、 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具有較完整的檢索機制 

 

使用者透過檢索資料庫，取得所需的資料，故檢索機制是使用者評估

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優劣的第一個根據。由實際檢索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

料庫得知，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具有較完整的傳統機制，玆說明

如下： 
 
1. 多元檢索方式 
 
SCIE和 Scopus皆有多元的檢索方式，包含簡易檢索及進階檢索，可

供使用者選擇。此外皆具備作者檢索，使用者可藉由輸入的作者姓名縮寫

查詢到所需作者的所有著作，Google Scholar雖然也有作者檢索供使用者

查詢，但在檢索詞彙的符合程度上卻有很大的差異，很容易檢索出不相關

的作者，CiteSeer則不具有進階檢索。 
 
2. 作者權威檔的使用 
 
SCIE及 Scopus皆有使用作者權威檔，在作者檢索時只需要輸入姓名

縮寫，便可找到所需作者的著作。此外也會針對作者說明作者資料，包含

學科分類、就職機構等，讓使用者能夠辨別檢索出的資料是否為所查詢作

者之著作。 
 

3. 檢索結果的篩選及排列 
 
SCIE及 Scopus皆可針對檢索結果進行篩選，可利用學科、年代、期

刊、作者過濾檢索出的資料，以篩選出最完整所需的資料，初步篩選過後

也能夠一次選取多筆資料，進行進一步過濾篩選；Google Scholar及CiteSeer

則無法全面的對檢索結果進行篩選，只能靠使用者逐一比對及過濾每一筆

資料。此外 SCIE及 Scopus對於檢索結果有多種排列方法，可依照年代、

題名、被引用次數等排列方式排列，Google Scholar則無法選擇排列方式。 



 
4. 檢索結果之整理與匯出 
 
在資料庫中查詢所得的資料，必須整理匯出之後，方可被使用者利

用，作為學者研究的背景資料。SCIE及 Scopus皆可針對過濾後之檢索結

果，以各種書目資料類型，如 BioTex、Refworks或 Excel形式匯出，方便

使用者利用其他書目管理軟體或資料庫軟體分析；Google Scholar雖可連

結匯出書目資料至 Refworks及 BioTex，但需單筆選擇資料匯出，且無法

以資料庫軟體格式匯出；CiteSeer則無匯出服務，需以人工方式輸入書目

管理及資料庫軟體。 
 

二、 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有較完整的書目著錄格式 

 
使用者透過呈現出的檢索結果進而了解查詢的資料，故資料欄位呈現

是否清楚，書目格式著錄是否完整，皆直接影響到使用者對引用文獻索引

資料庫的觀感，若書目格式完整，對於使用者了解所檢索資料會有很大的

幫助。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引以為傲的特點之一，便是正確且完

整的書目著錄，能讓使用者利用多種檢索方式，正確且清晰的檢索和過濾

資料，不會在大量的資料中迷航。 
 
1. 人工建置書目資料 
 
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的書目資料，皆事先以人工過濾後輸

入資料庫，尤以 SCIE 更以此作為資料庫收錄書目資料完整的保證；開放

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則以網路搜尋引擎搜尋為主要之收錄資源的方

式，以全自動搜尋網路資源並呈現結果，故在書目格式的辨別與呈現上有

很明顯的錯誤及闕漏。 
 
2. 收錄資料來源 
 
SCIE由於收錄政策較為嚴格，其中收錄資料來源大多都為學術出版論

文，故擁有完整的書目著錄格式；Scopus的資料則分為三類型，除了網路



資源以外，學術論文及專利資料也皆擁有清楚的書目著錄；Google Scholar

及 CiteSeer中收錄的資料雖也有許多學術論文，但由於資料來源多來自於

在網路上，以自動化機器存取，且包含許多網路資源資料，網路資源由於

來源常不清楚，向來在書目的著錄和整理上有很大的困難，也因此造成使

用者對於過濾開放存取索引資料庫中的資料相當困擾。 
 

三、 Google Scholar的資料收錄較齊全，然而 SCIE在學術出版收錄

較完整 

 
1. 檢索結果筆數比較 
 
本研究經過篩選所有檢索結果，得到最後有效資料後發現，Google 

Scholar所收錄的資料筆數共 1230筆，高於 SCIE收錄的 790筆、Scopus

收錄的 896筆及 CiteSeer收錄的 339筆資料。由此可知，Google Scholar

中檢索出來有效的資料，高於其他三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2. 重複性比較 
 
在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SCIE資料庫的內部自我重複率最低，

僅佔所有檢索資料的 3%，由此可知 SCIE的檢索結果正確性較高；Scopus

的內部自我重複率則佔了 20.2%，歸納原因可能是，Scopus檢索結果中包

含學術論文、網路資源和專利資源三種，三種資源有各自的呈現方式，並

未經過事先過濾重複資源，故 Scopus自我內部重複率過高。經過交叉比對

資料重複性結果可得知，Google Scholar包含了其他三個引用文獻索引資

料庫最多的資源，分別是 SCIE 43.7%的資料；Scopus 46.1%的資料；及

CiteSeer 51.3%的資料。CiteSeer為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佔另外三

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重複性最低的資料庫，分別佔 SCIE中的 14.2%、

Scopus的 10.4%、及 Google Scholar的 14.1%資料。 
 
 
 
 



3. 獨特性比較 
 
在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SCIE資料庫獨特的資料大部分為正式

商業期刊出版品文獻；其他三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獨特資料則大部分

為網路資源，Google Scholar及 Scopus中則包含了許多研討會或會議論文

集。獨特資料的分散度，整體來說以 Scopus的獨特資料來源最為集中，

Google Scholar的獨特資料來源最為分散。比較傳統商業與開放存取引用

文獻索引資料庫之獨特資料，在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所包含的獨

特資料來源中，正式出版來源高於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而開放

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所包含的特殊資料分散性，遠高於傳統商業

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四、 美國計算機械學會出版品及網路資源， 佔電機學科文獻的重要

位置 

 
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無論是獨特性或重複性資料來源，美國計

算機械學會(ACM)之出版品，皆佔了十分重要的地位。故可知不論是傳統

商業或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其中美國計算機械學會出版品皆佔

很大部分，由此可知，美國計算機械學會出版品佔電機學科文獻很重要的

位置，也很容易搜尋到供使用者利用，圖書資訊服務是否能與美國計算機

謝學會合作或結合其網站及出版品，提供電機學科使用者更多的資訊來

源，值得參考。 
 



第二節 建議 

 

建置一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不但需要完整豐富的收錄範圍，讓使

用者能快速的找到所需的資料；也需要簡易能上手的檢索機制，讓使用者

可以用最簡單的檢索方式找到最多的資料；此外也必須讓使用者能對其檢

索輸出的資料一目了然，讓使用者能最方便的使用及達到目的。本研究觀

察 SCIE、Scopus、Google Scholar及 CiteSeer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

檢索狀況、涵蓋資料範圍，及資料庫本身與交叉比較之重複性與獨特性，

依據使用情況提出建議，期可作為四資料庫之修正建議，及圖書館利用引

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時之參考依據。 
 

一、 針對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將網路資源纳入資料

庫索引，並妥善處理網路資源之書目著錄及應用 

 
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講求正統有保障的資料來源，及便利

使用的檢索機制，但也由於嚴格的收錄來源限制，讓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

引資料庫，在收錄範圍上反而顯的稍有不足及來源過於單一化。然而，網

路資源的過濾及索引，有其困難處，其他包含資料品質參差不齊，資料數

量及重複量過多，同名作者著作辨別不易等，皆為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

資料庫收錄網路資源，所必須面對的困難。因此，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

資料庫，該如何在網路海洋中，篩選出最重要且正確的資源，相信這是傳

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未來所需面對的問題，也是最難克服的課題。

再且，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由商業出版社建置，並向圖書館及作

者多重收費，以獲取更多利益，因此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應調

整其收費政策及辦法。 
 

二、 針對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改善索引書目之正確

性與著錄完整性 

 



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以其免費且便於使用為人稱道，但也

因其免費供使用者利用，故其建置多來自於研究計畫或非商業機構，在資

料的過濾和處理上，也多仰賴電腦自動在網路上抓取資料，及全自動化的

索引資料後收入資料庫。但也因為如此，全自動索引之書目著錄精準度不

如人工索引，檢索機制也較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簡單，故開放存

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在檢索時，較易發生檢索到大量錯誤資料，或檢索

到多筆重複資料的情形；此外，在書目索引上常產生錯誤，書目的著錄也

常發生不夠完整的狀況，以 Google Scholar及 CiteSeer為例，在書目著錄

上通常只著錄題名、作者、來源及年代，但年代及作者卻時常產生錯誤的

情況，造成使用者在過濾所檢索出的資源時，需要花過多的精力及時間比

對資料的正確性，因此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在書目的處理、比對

及著錄上，必須多加以管理，以保持書目的完整與正確性，讓使用者能更

方便的利用及查詢。 
 

三、 針對圖書資訊服務因應政策 

 
圖書資訊服務必須以使用者為本，提供最優質的服務，讓使用者能便

利的找到所需的資料與數據，故如何在兩種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選擇，

提供最完整的服務，就端看圖書資訊服務如何抉擇，以下針對圖書資訊服

務提出幾點建議，期能對圖書資訊服務利用及推廣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有

所助益： 

 

(1) 推廣使用者了解傳統商業引文索引資料庫之正確使用方式 

 

傳統商業引用]文索引資料庫之購買價格十分昂貴，但由於檢索機制建

置較完整，使用者較容易找到所需的資料。然而，在使用傳統商業引用文

獻索引資料庫之檢索介面，使用者必須具備基本檢索概念，方可輕易的利

用布林邏輯或限制欄位檢索到所需資源。圖書館必須協助使用者，有效率

的利用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的特性，達到最有投資報酬效益的檢

索結果，故圖書館必須加強推廣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教育訓練。再且，



因電機學科人員多利用預印本或網路資源找尋資料，並無查詢資料庫搜尋

資料之習性，故圖書館更需要加強推廣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特性，讓使

用者知道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的優勢所在，並學習如何最有效率的達到搜

尋目的。 

 

(2) 教導使用者利用開放存取引文索引資料庫之正確觀念及方式 

 

開放存取引文索引資料庫，是為了反動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而產生的，對於使用者來說仍屬陌生。網路資源繁多且雜亂，故圖書館應

該思考，如何讓使用者更了解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不單了解其

方便之處，也應了解網路並非萬能，而更謹慎的使用及過濾搜尋結果。此

外，圖書館應將重要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網址，列於圖書館網

頁中，並學習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於連結旁附上詳細的使用手

冊及簡介。以 Google Scholar為例，圖書館應自行或與 Google公司連絡，

製作簡介及使用手冊，放至於圖書館網頁，以供使用者便於連結利用；但

同時也應讓使用者了解，Google公司所製作的搜尋引擎雖然幾乎已成為

了”多資源”的代名詞，然而學術資源的要求和網路資源卻不盡相同，學術

資源必須同時重質重量及正確性，才是一個好的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故

圖書館應加強介紹開放式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讓使用者知道如何利用這

個免費管道，但也應提醒使用者注意資料來源及正確性。 

 

(3) 平衡兩種引文索引資料庫之經費運用 

 

圖書館之採購經費有限，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高價販售，

常會讓圖書館感到沉重的經濟壓力，因此圖書館應如何調整其採購政策以

做因應，關係到經費運用及提供服務的平衡點。圖書館應綜合此兩種引用

文獻索引資料庫之優缺點，一方面與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建置者

斡旋資料庫價格問題；一方面則由圖書館內部開始先推廣試用開放存取引

用文獻索引資料庫，讓圖書館專業人員先行嘗試使用，再歸納出最適合使

用者之推廣及使用方法，製作使用手冊，以期提供最適合使用者之服務。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受研究範圍與時間之限制，因此僅針對 1990-2005間，共計 15

年的資料進行分析 SCIE、Scopus、Google Scholar及 CiteSeer四個引用文

獻索引資料庫中之電機學科之資源完整性，以歸納分析四個引用文獻索引

資料庫之檢索狀況、資料完整性之情況及其原因，但研究中仍有不足之

處，為了能更深入了解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所收錄資料之完整性及檢索細

項，玆提出進一步相關研究的建議如下： 
  

一、 擴大研究範圍及增加研究對象 

 
本研究由於受到人力及時間的影響，僅針對 SCIE、Scopus、Google 

Scholar及 CiteSeer資料庫中，檢索指定作者著作之題名項及資料來源進行

研究初步分析，其他如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收錄資源年代分析、其

餘收錄作者完整度等皆尚未涉獵，建議未來的相關研究可將其纳入研究範

圍，多方探討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利用情況及發展趨勢，以作為開

發新系統之參考。 
 

二、 擴大分析學科範圍 

 
本研究僅針對電機學科之相關作者文獻進行分析，以期了解四個引用

文獻索引資料庫對於電機學科相關文獻的收錄完整性。建議未來的相關研

究可擴展學科範圍，多方研究傳統商業及開放存取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

在各種不同學科之資料收錄完整性，以作為圖書館推廣引用文獻索引資料

庫之參考依據。 
 

三、 擴大收錄範圍至引用文獻類型資源研究 

 
本研究由於人力、時間及引用文獻格式之限制，僅分析研究檢索出來

之一般資料，比較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一般資料收錄情況，而未研



究所檢索之引用文獻格式資料。建議未來的相關研究可針對引用文獻資源

進一步進行研究分析，了解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引用文獻之收錄

情況、書目類型及檢索細項，將有助於了解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學

術影響狀況。 
 

四、 針對書目著錄格式之規範，進行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研究 

 

本研究僅針對四個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檢索機制、書目著錄及收錄

範圍完整性，做初步分析及評估比較，未針對正式出版及網路資源，在引

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中之書目格式的著錄情況研究。建議未來的相關研究，

可針對正式出版及網路資源的書目格式加以研究分析，提出最適合之書目

格式，俾使使用者能得到最詳細且易懂的檢索結果呈現。 

 

五、 增加對開放存取及傳統商業引用文獻索引資料庫之使用者研究 

本研究僅針對四個資料庫本身收錄資料進行分析比較研究，未涉足使

用者對開放存取及傳統商業引文索引資料庫之使用狀況及評比。建議未來

的相關研究，能利用使用者調查，比較開放存取及傳統商業引文索引資料

庫之優缺點，以提供引文索引資料庫成長之更好意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