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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H1 一起，成為了解生命科學和醫學最新研究趨勢的首選平台，Faculty Opinions生物醫學類核心論
文評選展望未來科學和醫學界更公平地獲取專家意見。(*H1於2022年收購Faculty Opinions)
自 2022 年 5 月以來，為了讓更多的研究人員受益於核心論文評選與學者專家的見解，Faculty Opinions
提供免費檢索瀏覽235,000篇以上核心論文評選（由專家個別評論）。
『專家評論』 Faculty Reviews,與當中的『里程碑評估』Landmark Evaluations（由專家小組評論）是
付費訂閱機構的進階功能，提供更深入的文獻評論，為讀者提供更多背景和分析。

付費進階功能還包括：
·人工智能檢索：可以「學習」和「發現」與您的興趣最相關的文章
·論文評等：篩選、優化和評估研究建議的指標
·培訓和用戶支持：線上培訓課程與協助

核心論文評選
專家對 45多個生命和醫學科學學院的最新醫學研究提出精要的評論。
認識學者專家群

檢索並關注我們的學者專家，了解他們的研究見解和建議。
學者專家評論期刊
深入了解生命科學和醫學領域的最新進展和新興概念。

https://www.h1.co/
https://facultyopinions.com/faculty-reviews


1. 登入…(1) • 訂閱機構已鎖IP可直接檢索
• 註冊/登入個人帳號可存取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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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登出…(2)

• 註冊/登入/登出個人帳號可存取檢索
結果



2. 我的個人帳戶資料夾…(1)

•回到首頁
•選閱單元
•儲存的論文評選

+人工智能檢索 + 推薦的論文評選
•追蹤的論文評選專家
•儲存/追蹤的論文評選
•電子郵件通知(追蹤的論文評選)
•個人資料

•推薦論文給 Faculty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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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個人帳戶指引



2. 我的個人帳戶資料夾…(2)

選閱單元

選擇感興趣的單元到右邊框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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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個人帳戶資料夾…(3) Smart Search (1)

貼上PMID

選擇收到email通知頻率

命名此智能檢索



2. 我的個人帳戶資料夾…(3) Smart Search (2)

儲存此SmartSearch



3.論文推薦- 檢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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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條件:
1.科系
2.科別
3.彙編
4.分類
5.評等
6.論文類型
7.排除預印本
8.評論期別
9.論文期別



3.論文推薦- 檢索…(2-1)

70篇推薦文章與此檢索相關

表列選項:
1.關聯
2.推薦日期
3.專家意見積分
4.發表日期



3.論文推薦- 檢索…(2-2) 論文評選

論文評選

*專家意見積分

*專家意見積分Refer to: https://facultyopinions.com/blog/meet-the-new-faculty-opinions-score/

『專家意見積分』評分方式：

 沒有被引用和推薦的論文評為零分。

 一組論文評選平均評分為10分，越多推薦或
引用越多的論文得分將越高，且無分數上限。

 沒有被推薦的論文評分一般低於被推薦的論
文。

 推薦的評分比重大於文獻計量學，亦即專家
意見增加的積分遠大於引用增加的積分。

此篇評選的『專家意見積分』顯示如下：

此篇論文得到1個三顆星的「論文評選」推薦，
『專家意見積分』為111.4，排名為「公共衛生和流
行病學」的前0.001%。

因此，此篇論文優於同領域的其他99.99%的文獻。

https://facultyopinions.com/blog/meet-the-new-faculty-opinions-score/


3.論文推薦- 檢索…(3) 進階檢索

表列選項:
1.關聯
2.推薦日期
3.專家意見積分
4.發表日期

所有條件
學者專家
學者專家群
論文評選
論文標題+論文評選
論文評選網址
論文標題
…



3.論文推薦- 檢索…(4) 儲存檢索結果



3.論文推薦- 檢索…(5) 於『個人資料夾』中管理儲存/通知(1)

管理儲存

管理通知

於『個人資料夾』中管理儲存/通知



3.論文推薦- 檢索…(5) 於『個人資料夾』中管理儲存/通知(2)

新增的檢索儲存



4. 彙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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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增長的館藏資源呈現了專家認為的最佳研究，涵蓋醫學和生命科
學的關鍵領域和主題，為用戶提供全面的文獻概覽。彙集不斷更新，
確保不會錯過重要的新研究。



4. 彙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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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等
5

此評等係根據學者專家對論文的評價和評分，並以專家意見積分呈現，排名提供
了專家見解中認為非常重要並可能對該領域影響最大的研究。

Anesthesiology & Pain Management (麻醉學和疼痛管理)
Bioinformatics, Biomedical Informatics & Computational Biology
(生物信息學、生物醫學信息學和計算生物學)
Biological Physics (生物物理學)
Cardiovascular Disorders (心血管疾病)
Cell Biology (細胞生物學)
Chemical Biology (化學生物學)
Critical Care & Emergency Medicine (重症監護與急診醫學)
Dermatology (皮膚科)
Developmental Biology (發育生物學)
Diabetes & Endocrinology (糖尿病與內分泌學)
Ecology (生態)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胃腸病學和肝病學)
Genomics & Genetics (基因組學與遺傳學)
Hematology (血液學)
Immunology (免疫學)
Infectious Diseases (傳染性疾病)
Microbiology (微生物學)
Nephrology (腎臟科)
Neurological Disorders (神經系統疾病)
Neuroscience (神經科學)
Obstetrics, Gynecology & Women’s Health (產科、婦科和婦女健康)
Oncology (腫瘤學)
Ophthalmology (眼科)
Otolaryngology (耳鼻喉科)
Pharmacology & Drug Discovery (藥理學和藥物發現)
Physiology (生理)
Plant Biology (植物生物學)
Psychiatry (精神病學)
Psychology (心理學)
Public Health & Epidemiology (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
Research Methodology, Policy & General Interest
(研究方法、政策和普遍興趣)
Respiratory Disorders (呼吸系統疾病)
Rheumatology & Clinical Immunology (風濕病學和臨床免疫學)
Structural Biology (結構生物學)
Urology (泌尿科)

科系年度精選論文



6. 論文評選專家…(1) 以台灣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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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系/科別/職級/國別檢索學者專家 以『台灣』為例



6. 論文評選專家…(2) 以中央研究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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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論文評選專家…(3) 追蹤論文評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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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專家評論…(1)

『專家評論』由 Faculty Opinions 出版，包含評論文章和里程碑評估。『專家評論』旨在涵蓋最近 1-3 年
生物和醫學領域的最新進展和新興概念。

『里程碑評估』反映了一個新的卓越標準，作為Faculty Opinions學者專家論文評選的最高階服務，其中
由特別諮詢委員會選出的最優秀的論文由該領域的權威小組正式評估後，發表一篇簡短的、結構化的論
文共識評估。這提供了一種更加系統與透明的方式來評估科學家手中已發表研究的重要性，也提供了一
種除期刊影響因子和期刊威望以外更被需要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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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專家評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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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諮詢委員會
諮詢委員會成員每季參加線上會議，討論並選擇其領域內近期發表最傑出的文章。他
們也提名小組成員來評估每篇選定的論文，以確定其符合里程碑品質。

諮詢委員會



7.專家評論…(3)
7

創始委員
里程碑創始委員包括一些擔任該項目初始諮詢小組或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就候
選論文提供一般性建議和具體建議以供評估；部分委員成立小型諮詢小組為個別論
文的初始評估提供建議；以及部分委員提供非正式意見和建議。創始委員



7.專家評論…(4) 里程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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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View All 目前有20篇『里程碑評估』



7.專家評論…(5) 里程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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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評估

里程碑評估積分

受評之論文

里程碑評估 pdf 下載



7.專家評論…(6)

7

點選 View All 瀏覽所有專家評論



7.專家評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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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篇專家評論

2015 ~ 2020專家評論存於
F1000Research



聯絡資訊

Ms. Lillian Huang
黃宏如 小姐

Tel: (02)2608-7581
Mobile: 0937-804-966
E-mail: lillian.huang@chiur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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