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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圖書館的資源

�圖書館資源的檢索系統介紹

�檢索系統操作

�森林、木材(行銷市場/家具/設計)相關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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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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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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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2



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3



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4



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5



館藏查詢系統—主題查詢_6



電子書與電子期刊的瀏覽與查詢

�館藏查詢系統─僅能查詢不能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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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Lib的期刊主題瀏覽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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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相關主題有167筆電子期刊如
左列可瀏覽全文

MetLib的期刊主題瀏覽_2



MetLib的電子書主題查詢/瀏覽_3



ERMG的電子期刊與電子書的查詢瀏覽



特定資料的查詢—期刊文獻

�例：

查找期刊刊名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n., 1996)之一篇文章Wood 

fracture, acoustic emission, and the drying 
process Part 1. Acoustic emission 
associated with fracture. 作者 為A.P. 
Schniewind, S.L. Quarles, S.-H Lee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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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ogle search

好手氣

advanced

� Google Scholar

Advanced

校外連結全文需設圖書館的proxy server



木設系所主題相關中文資料庫

� REAL+學術資源文獻探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開發的國內外學術研究
論文的分散式整合檢索資料庫)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服務系統(國家圖書館)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原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系統)

�華藝線上圖書館(原CEPS)*



木設系所主題相關西文資料庫
� Academic Search Premier(Ebscohost)(綜)

� Agricultural & Environmental Sci.(ProQuest)(農)*

� AgZines(農)*

� GreenFILE(Ebscohost)(自然/環境)

� Nature(自然科學)

� OmniFile Select Fulltext(Ebscohost)(綜)(最近2年無全文資料)*

� SDOL(綜)(2017暫停訂,2016年以前的仍可使用)*

� SpringerLINK(綜)*

� Wiley InterScience(綜)(2016年後僅訂10刊,2015年以前仍可使
用)*



Agricultural & Environmental Science 

�美國農業圖書館書目資料庫世界三大農業資料庫
之一(CAB Abstract、Agris、Agricola)

�蒐錄1970年的索摘資料庫

�目前可透過Proquest及OvidSP資料庫介面檢索

(本館用的是Proquest)



AgZines農業電子期刊全文

� A harvest of free agricultural journals

�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

�蒐錄農業及食物科學期刊共385

� browse/search的功能



圖書館系統的檢索技巧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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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系統的檢索技巧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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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系統的檢索技巧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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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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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