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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圖書館可用的電子資源

�圖書館資源的檢索系統介紹

�檢索系統操作

�圖書館的資訊檢索平台 vs Google

�館際合作申請



圖書館資源(Library resources)

�傳統資源

紙本圖書、論文

紙本期刊

視聽資料

地圖、樂譜、小冊

子…..

�電子資源

電子圖書

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



電子資源的特性及使用

�付費 vs 免費

�電子 vs 紙本+電子(出版型式)

�單一資源型式 vs 綜合資源型式

�全文/部分全文 vs 索摘型

� current vs embargo(開放使用程度)



資源的種類及查詢方法

傳統資源 電子書 電子期刊 資料庫

查詢方
法

資料瀏覽

檢索

資料瀏覽

特定資料
查詢

主題檢索

資料瀏覽

特定資料
查詢

主題檢索

檢索



圖書館的檢索系統



檢索系統介紹_1

�館藏查詢系統(local collections)：可依資源名
稱、作者或出版者等查詢紙本與電子館藏，若資
源為電子型式則可線上直接透過連結獲得全文。
如電子書、電子期刊等。



�資料庫整合查詢系統(MetaLib)：專門查詢館藏
電子資源(電子書、電子期刊、資料庫)，可一次
整合20個館藏資料庫同一平台查詢。優點為一次
查詢多個資料庫查詢，省時方便；缺點為查詢欄
位有限、同一查詢欄位所有查詢值皆視為“or”、
且隨網路的擁塞狀況回傳查詢結果前後不大一致
。此系統亦可依書刊名或主題、關鍵字詞查詢電
子書及電子期刊。在校內外需透過學號及密碼(預
設為身份證字號)進入查詢。若查有全文亦可直接
透過線上連結取得。

檢索系統介紹_2



�資料庫單一查詢系統(ERMG)：單一電子資源系
統查詢 ; 即可針對單一電子資源做查詢。例如：
一本電子書、電子期刊或電子資料庫 ; 電子書、
電子期刊查詢後可進入看其全文，資料庫則可透
過此一系統進入個別做查詢(例如:進入
Ebscohost、華藝線上圖書館、IEEE、SDOL等
資料庫查詢)。

檢索系統介紹_3



館藏查詢系統—特定資料_1



館藏查詢系統—特定資料_2



館藏查詢系統—特定資料_3



館藏查詢系統—特定資料_4



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1



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2

1
2

3



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3



電子書的查詢—主題查詢_4



電子書的查詢—主題查詢_5



電子書的查詢—主題查詢_6



電子書--直接閱讀 下一代的電子書



電子書--下載軟體離線閱讀(行動載
具適用)



電子書--以華藝AIRITI華文電子書系統
平台為例



電子書--華藝需先登入(需先申請帳號
並登入 )



電子書—華藝系統需在本校網路環境下先至華藝
中文電子書網頁註冊會員（http://www.airitibooks.com/）



電子書--華藝系統註冊完須登入會員帳號



電子書—華藝系統登入完後回到借書頁面



電子書—華藝系統點選下載閱讀會出現借閱
成功訊息，並提醒使用者需安裝閱讀軟體



電子書--華藝系統根據自己的目前使用的行動
載具選擇合適的閱讀軟體版本



電子書--HyRead ebook(凌網系統)



期刊文獻—資料的瀏覽

�Metalib系統—相關主題期刊的瀏覽

�ERMG系統—刊名A-Z的瀏覽或相關主題期
刊的瀏覽



期刊文獻—特定資料的查詢

�例：

查找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期

刊 v.106(April, 2012)之一篇文章

Minimizing agricultural pollution to

enhance water qualit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ustralia 作者Danielle P. Oliver, 

Rai S. Kookana



以圖書館系統平台的查找方式



特定期刊文獻的查詢

�館藏查詢系統─以刊名查詢

�Metalib系統─以刊名查詢電子期刊；或選
擇幾個資料庫後，以篇名或刊名查詢

�ERMG系統─以刊名查詢；或選擇單一資料
庫進入個別查詢



以Google系統的查找方式



“If you use Google search engine, 
you should know that it is not 
search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entire Internet; instead, it only 
searches information from Google 
Index Web.”

--by Matt Cutts



� Google search

好手氣

advanced

� Google Scholar

Advanced

校外連結全文需設圖書館的proxy server



中文綜合學科資料庫_1

�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整合兩岸1,000多種學
術期刊其中包含400餘種國內期刊，資料型式包
含索引、摘要及全文。內容包含醫學與生命科學
、社會科學、人文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

期刊、學報全文可使用(學位論文及會議論文

不能使用全文)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為臺灣學術性期刊收錄
最多種的資料庫，但全文量少。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取得作者授權之
論文，始能線上參閱或下載全文，其餘僅供瀏覽
基本書目資料。線上參閱或下載全文，需要先註
冊成為會員。

�萬方資料庫─匯聚中國近八千種期刊，數百萬篇
學位論文和會議論文，以及專利、標準、企業及
機構資料、法律法規等多元資源。

中文綜合學科資料庫_2



外文綜合學科資料庫_1

� ASP(Ebscohost)—書目、全文資料
�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Ebscohost)─近2
年資料無全文

� JSTOR I&II─人文社會科學資料,全文多

� DOAJ─免費資源,全文多

� SDOL—全文多(2017年暫停訂)

� SpringerLink—書目下載一次最多1000筆,全文
多



� SSCI─社會科學期刊引文索引

� Wiley Online Library—目前僅訂10種期刊
,2015年以前的均可使用,全文多

外文綜合學科資料庫_2



檢索技巧檢索技巧檢索技巧檢索技巧_1

�選擇檢索欄位(subject/keyword/title/abstract)

�利用布林邏輯(Boolean logic) 

and/or/not

any/all/phrase

�利用限制查詢(limited)(年代/全文/資料型式)

�利用查詢結果分群/類(filter)(主題/年代/資料型
式/語言/地域…等)



�常(通)用的檢索符號：

“ “ (雙引號)--檢索字詞不可分(視為一個

phrase)

*   (星號)--用於字根相同字尾或字中不同但

代表相同詞意者(exclude 

ingenta )

?   (問號)--單字中某一字元(letter)不清楚者

�利用參考書目(引用)再查詢

檢索技巧檢索技巧檢索技巧檢索技巧_2_2_2_2



�瀏覽(brows)/查詢(search)

�檢索結果排序(sort)(relevance/date/title…)

�檢索結果的輸出(print/email/save/export)

�檢索結果的儲存(系統/外部)

�檢索歷史的儲存(系統)

�新知通告(Alert/SDI/RSS)

檢索技巧檢索技巧檢索技巧檢索技巧_3_3_3_3



Google搜尋系統_1

� Google的布林邏輯檢索功能
� 符號與字元不可空格

� “and”--以字元間空格或“+”代替

� “or”--以大寫的“OR”代替(小寫會被系統忽略，結果會
變成空格(and的邏輯檢索)

� “not”--以“-”代替“非”(排除)的邏輯檢索

�好手氣檢索功能—系統判斷直接給予檢索者其最
佳的網頁選擇(非先給予search list的排列結果)

�不支援切截與萬用字元(*/?)之檢索符號



�英文的大小寫檢索義意相同

�檢索值可以是詞組或句子，若為句子需於檢索字
加英文引號“”,但句子裡的英文符號,如?,。雖加了
引號仍會被系統忽略

�檢索中文句子不理想

� Google搜尋或Google scholar都有進階搜尋
(Advanced search),用以設定檢索策略做較精
確的檢索

Google搜尋系統_2



圖書館檢索系統 vs Google檢索系統

圖書館檢索系統圖書館檢索系統圖書館檢索系統圖書館檢索系統

� 館藏查詢系統/Metalib整
合查詢系統/ERMG電子資
源查詢系統

� 校內鎖IP/校外認證使用

� 有限資源對主題檢索較為
明確

� 各檢索系統針對其所蒐資
源,設計最有利的檢索功能

� 檢索系統較能依其設計功
能準確回現檢索結果

Google檢索系統檢索系統檢索系統檢索系統

� Google搜尋/好手氣
/Google scholar

� 免費資源/校外認證/校外
設proxy server使用

� 無限資源對獲免費資源較
為有利

� 搜尋世界各地主機,零點幾
秒的檢索速度令人驚豔

� 為使檢索回現率高,常有忽
略檢索值原意,斷章取意的
檢索結果出現



館際合作館際合作館際合作館際合作

� 免費的館際合作
館合借書證的借閱
持證至合作館檢索

� 付費的館際合作—NDDS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複印(國內外)：期刊、論文、圖書、會議資料等
借書(國內)：一般圖書、論文
申請帳號：帳號為身份證字號(大寫)

密碼自設
申請方式：圖書館首頁→館際合作→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

統



館際合作申請



The End

謝謝聆聽

歡迎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