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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索摘資料庫簡介 

在 2004 年 12 月，原『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PQDD）』正式更名為『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ProQuest（原 UMI）在超過半個世紀以來擔任了學術資料的保
存者—出版、拍攝、儲藏、索引以及銷售北美地區的博碩士論文—自 1861 年美國的第一本論文
到目前所出版。自 1997年起，ProQuest-UMI開始製作數位化論文，不僅維護學術資料的延續性，
亦提供了論文出版品一個更進步寬廣的取得途徑。 

1. 【全國大專院校教育版】─索引+摘要+24頁預覽 

自 2000年起，以簽署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的方式引進，以提供全國大專院校 160餘
所免費連線使用。 

(1) 連線位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 
(2) 最完整的論文摘要 

• 收錄自 1861年起美加地區超過 200萬篇的博碩士論文摘要 
• 主題涵蓋理、工、醫、農、文、法、商等各類學科 
• 每年新增來自 1,000多所學校近 6萬篇論文 

(3) 前 24頁全文預覽－免費瀏覽 1997 年之後已數位化之論文的前 24頁，且利用列印方式下載

預覽之全文影像。 

2. 論文全文取得途徑 

(1) 在系統上直接以信用卡付款購買取得，詳見 P.24  九、線上訂購。 
(2) 委託台灣代理商漢珍公司購買取得，請洽漢珍公司 業務部（02-2736-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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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登入＆選擇資料庫 

1. 登入資料庫 

連結至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之網頁（如下圖）後，在空白欄位中輸入帳戶名稱與
密碼，如在 IP範圍中，請輸入 IPAUTO⁄IPAUTO即可。然後，在下拉式選單中選擇欲使用的語
言，再點選 （Connect）鍵。 

 

＊ 共計十種語言介面：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日文、韓文、葡萄
牙文、土耳其文。 

2. 選擇資料庫：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A&I 

正式開始檢索前，先進入『資料庫（Databases）』畫面（如下圖）。以清單的方式列出貴館
所訂購的所有 ProQuest資料庫名稱，且選擇資料庫需在方塊（□）中註記即可。請選擇【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A&I】完畢，點選 （Continue）鍵即可進入檢索畫面。 

 

資料庫為勾選狀態的底色為黃色，反之，為白色 

PQDT 美加地區博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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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檢索方式 

(一) 基本檢索（Basic Search） 

 

1. 輸入檢索詞彙 

在『基本檢索（Basic Search）』頁面（如上圖）中的空白欄位鍵入檢索詞彙後，可利用引號
（" "）或布林邏輯運算元來修正檢索詞彙，最後，點選 （Search）。點選 （Clear）
可清空欄位，重新輸入。 

(1) 加上引號 （" "） 

由兩個單詞組成的檢索詞串，系統會自動將其視作一個特定的片語；若由三個以上的單詞，則必須

使用引號，否則，系統會誤認這些詞彙視為用 AND 連接起來的單詞，如『small animal hospital』這樣
的詞串，會被視為『small AND animal AND hospital』。因此，若要檢索特定詞彙的組合，請在所組成

的詞串兩邊加上引號 （" "）。這樣，便會尋找與該串檢索詞彙顯示順序完全相符的文章。 

此外，檢索詞彙中還可能包括被 ProQuest 列為停用詞的常用單字（停用詞清單可參見網頁右上方

之說明），例如 and, at, by等。若欲將這些詞也列入檢索，也必須加上引號。例如："AOL and Time Warner"。 

(2) 運用布林邏輯運算元 

利用布林邏輯等運算元來排除某些詞彙，以達到更精確檢索的目的。布林邏輯的AND和AND NOT
就常用來縮小範圍查詢。例如，若與 Internet相關的檢索結果過多，便可使用 AND 尋找包含兩個或

多個檢索詞彙的文章，又如 Internet AND education 會尋找提及 Internet 和 education 的文章。或者，
也可使用 AND NOT 來排除檢索詞彙；例如 Internet AND NOT education 便會尋找提及 Internet 的文
章，而刪去提及 education 的文章。其他運算元的介紹請參見網頁右上方之說明，或 P.8  (二).進階檢
索→1.輸入檢索詞彙《運算元表格》。 

2. 狀態顯示 

《選定的資料庫：（Databases selected：）》及『資料庫（Database）』下拉式選單，顯示資料
庫的選取狀態，以檢查自己是在 PQDT資料庫中檢索。 

而右上角的『介面語言：（Interface language：）』下拉式選單則是語言狀態的顯示。隨時隨
地變更語言模式。 

點選後，即可進入基本檢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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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縮小範圍查詢 

若檢索結果筆數過多，可利用（1）日期範圍（Date Range）、（2）檢索結果限制（Limit results 
to）、（3）更多檢索選項（More search options）等功能來縮小檢索的範圍。 

(1) 日期範圍（Date Range） 

 

論文年代範圍限制共八個選項（如上圖）。其預設值為『所有日期（All dates）』，利用下拉式選單

即可。不過，若選擇特定論文年代範圍（後四項），則必須在一個以上的空白欄位輸入年代，例如：2003。 

(2) 檢索結果限制（Limit results to） 

 

(3) 更多檢索選項（More search options） 

在『基本檢索（Basic Search）』頁面下方，點選 ，會出現更多的檢索欄位和

選單（如下圖）。點選《^隱藏選項（Hide options）》則關閉這些選項。 

 

• 文件標題（Document title） 

輸入檢索詞彙以搜尋特定的論文標題。 

 

資料來源為博士論文（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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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uthor）⁄學校（School）⁄學科（Subject） 

在第二欄至第四欄分別為：作者（Author）、學校（School）、學科（Subject）的欄位。在空白

欄位中鍵入欲查詢的作者、學校、學科，點選 （Search）即可。此外，可不限順序輸入作者姓
名，檢索作者“John A. Smith”與檢索“Smith, John A”得到的結果相同；且輸入多個作者姓名，以 AND
隔開，來尋找由兩個作者合著的文章。 

或者，點選《瀏覽作者（Browse Authors）》⁄《瀏覽學校（Browse Schools）》⁄《瀏覽學科（Browse 

subjects）》的連結，在瀏覽畫面中，尋找到適合的檢索詞彙。最後，點選 （Add to 
Search），繼續完成檢索條件的設定。每個主題的簡介和畫面如下： 

欄位名稱 簡介 畫面 

瀏覽作者 

（Browse Authors） 
限定特定作者的文章 

 

瀏覽學校 

（Browse Schools） 
限定特定學校為檢索範圍

 

瀏覽學科 

（Browse subjects） 
限定特定學科為檢索範圍

• 文章所用的語言（Document language） 

 

選擇論文發表時所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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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結果排序（Sort results by） 

 

選擇利用文章之『出版時間』或與檢索詞彙的『相關程度』來排序。另外，檢索結果排序在檢索

結果顯示畫面依然能夠隨時視需要更改（參見 P.11  四、檢索結果清單顯示→1.其他檢視方式→(3).檢
索結果排序）。 

4. 工具（Tools） 

『檢索提示（Search Tips）』  提供關於檢索技巧的說明內容（如下圖）。
內容包括了布林邏輯運算元（AND⁄OR⁄NOT）、切截和萬用字元（？⁄＊）等等檢索技巧的說明。
在檢索技巧上如有問題，也可以參考檢索頁面右上方說明。 

 

(二) 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 

 

點選後，即可進入進階檢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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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檢索詞彙 

「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提供較為精確的檢索功能。在輸入檢索詞彙後，需進一步
選擇關鍵字出現的範圍（如下圖右）；若選擇特定欄位（如：文章篇名、作者），檢索的範圍較

小，結果會較精確；反之，選擇的範圍較大（如：引用和摘要），則能夠得到較豐富的檢索結果。 

 

當然，也可在進階檢索功能中，修正檢索詞彙來提高檢索的精確性（參見 P.4  (一).基本檢
索→1.輸入檢索詞彙）。 

同時，也可檢索一個以上的詞彙，不過，得必須利用運算元下拉式選單以定義詞彙間的關

係，包括了 AND, OR, AND NOT, WINTIN 3, PRE/1五種選項。相關運算元的簡述如下： 

AND 
尋找所有單詞。 
如： internet AND education 

AND NOT 
尋找包含第一個單詞、而不包含第二個單詞的文章。 
如： Internet AND NOT html 

OR 
尋找任何單詞。 
如： Internet OR intranet 

WITHIN 
尋找兩個單詞之間相隔幾個單詞的文章。 
如： computer W/3 careers 

WITHIN DOC 
尋找所有單詞出現在索引或文章正文中的文章。 
如： Internet W/DOC education 

NOT WITHIN 
尋找後一個單詞前後一定數量的單詞內，不出現第一個單詞的文章。 
如： computer NOT W/2 careers 

PRE 
尋找 n 個單詞內出現所查單詞的文章。 
如： world pre/3 web 

檢索條件設定完畢後，點選 （Search）即可。點選 （Clear）可重設條件。 

2. 狀態顯示 

（參見 P4  (一).基本檢索→2.狀態顯示） 

3. 縮小範圍查詢 

利用【日期範圍（Date Range）】、【檢索結果限制（Limit results to）】等功能來縮小檢索的範

 Add a row：新增空白欄位 
 Remove a row：刪除空白欄位
最多增至 7列 

布林邏輯運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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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功能皆和基本檢索相同。（參見 P.5  (一)基本檢索→3.縮小範圍查詢） 

 

另外，在『更多檢索選項（More search options）』的部分，除了在「基本檢索（Basic Search）」
已具備的學校(學校名稱⁄代碼)、學科(學科名稱⁄代碼)與文章所用語言（見 P.5 (一)基本檢索→(3) 
更多檢索選項）之外，又提供導師與索引術語(關鍵字)等欄位選項。 

(1) 檢索導師(指導教授)⁄索引術語(關鍵字)（Advisor⁄Index(keywords)） 

在第一欄與第四欄分別為：導師(指導教授)（Advisor）、索引術語(關鍵字)（Index terms (keywords)）

欄位。在空白欄位中鍵入欲查詢的導師(指導教授)、索引術語(關鍵字)，點選 （Search）即可。
或者，點選《瀏覽導師（Browse advisors）》⁄《瀏覽關鍵字（Browse keywords）》的連結，在瀏覽畫面中，

尋找到適合的檢索詞彙，最後，點選 （Add to Search），繼續完成檢索條件的設定。每

個主題的簡介和畫面如下： 

欄位名稱 簡介 畫面 

瀏覽導師 

（Browse advisors） 

限定特定指導教授為檢索

範圍 

瀏覽關鍵字 

（Browse keywords） 

限定特定文章的關鍵字為

檢索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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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索結果排序（Sort results by） 

（參見 P.7  (一)基本檢索→檢索結果排序） 

(3) 每頁檢索結果顯示筆數（Results per page） 

設定 10筆、20筆或 30筆。 

4. 工具（Tools） 

（參見 P.7  (一)基本檢索→4.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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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索結果清單顯示 

在檢索條件設定完畢，且按下 （Search）鍵之後，將搜尋到的檢索結果呈現在『檢索
結果（Result）』頁面，畫面如下： 

 

1. 檢視方式 

(1) 標記⁄取消選取頁面中的全部內容（Mark⁄Clear all on page） 

在空格中勾選後，點選《標記（Mark）》，則選取全部的文章標題。反之，若點選《取消選取（Clear）》，
即取消全部所選取的文章標題。 

(2) 檢視標記過的文件（View marked documents） 

點選《看標記過的文章（View marked articles）》後，會出現『標記過的清單（Marked List）』頁面，
可以僅瀏覽選取過的文章（參見 P.14 六、標記清單與檢索匯總→(一)標記清單 ）。 

(3) 檢索結果排序：時間⁄關聯度 

利用『檢索結果排序依據：（Sort results by）』下拉式選單來選擇依【最近發表的文章在前（Most recent 
articles first）】的時間順序排列或依【關聯度（Most relevant articles first）】的程度排列。 

2. 檢索策略新知通報 

（參見 P.21  八、新知通報） 

 

 

檢索策略新知通報(Set up Alert) 

標示文章的形式

連結至線上訂購 Shopping Cart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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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單篇文章結果顯示 

瀏覽過標題後，點選某篇文章的連結，即可進入『文件（Document View）』頁面，其中包括
了文章的詳細書目資料，及摘要顯示頁面。畫面如下： 

 

1. 切換顯示格式 

在上圖的右上角可互相切換兩種文章格式為：《摘要（Abstract）》及《24 頁預覽（24 Page 
Preview）》。其中，《24頁預覽（24 Page Preview）》為免費瀏覽 1997年後數位化論文的前 24頁。 

2. 找尋同類文章（More Like This） 

點選《同類文章 »顯示尋找同類文章的選項（More Like This » Show Options for finding 
similar articles）》 ，則會顯示本篇文章各個欄位（如上圖），用來查

詢相似於這篇文章的某特定欄位，選取該欄位，再點選 （Search）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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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連結功能 

(1) 全文選項（Full Text Options） 

點選《全文選項（Full Text Options）》，連結至線上訂購『（Shopping Cart）』的頁面，以進行線上論

文訂購。 

(2) 出版者資訊（Publisher Information） 

點選《出版者資訊（Publisher Information）》，連結至『出版物檢索（Publication Search）』的頁面，
提供關於該篇出版物的資料，例如：出版物詳細收錄時間範圍資訊、出版商聯絡資訊、PMID 代碼（檢
索特定出版物內的文章），另外某些出版物還包含出版商的連結。 

(3) 文章 URL（Open URL） 

每篇文章都提供 URL，可直接在 IP範圍內有效連結使用，取代原先的『持久連結』（Druabl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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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標記清單與我的檢索匯總 

(一) 標記清單（Marked List） 

1. 選取文章 

在『檢索結果（Result）』頁面中，瀏覽完檢索結果後，勾選符合需要的文章，也就是在標
題前方的空格（□）打勾即可。或者，點選文章標題，進入『文件（Document View）』頁面後，
勾選在標題上方的『□ 標記文章（Mark Article）』空格，該篇文章便會被選取。 

標記後的文章會自動記錄在『標記清單（Marked List）』中，以便查閱瀏覽，進一步輸出選
取的檢索結果。例如，選取二篇文章後，原本『標記清單（Marked List）』標籤顯示為 0筆資料

，變為顯示 2筆資料 。 

＊ 最多可標記 50篇文章 

2. 『標記過的清單』－文件和參考書目 

 

在『標記過的清單（Marked List）』（見上圖）中，便可瀏覽所選取的文章。若欲刪掉某筆
資料，則需先取消勾選想刪掉的資料，再點選《刪除未標記的項目（Delete unmarked items）》；
或者，連結至其他頁面或使用其他功能，再回到『標記過的清單（Marked List）』頁面即可。同
時，也提供了多筆書目輸出功能，包括『列印書目（Print Bibliography）』、『電子郵件標示過的
文件和參考書目（Email marked documents and bibliography）』以及『匯出引文（Export citations）』
（參見 P.18  七、輸出檢索結果→2.批次多篇文章輸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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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的檢索匯總（My Research Summary） 

 

1. 檢索匯總（Research Summary） 

『檢索匯總（Research Summary）』為儲存「標示過的文件」與「檢索歷史」的 URL，以
便日後檢視過去的結果。另外，在「檢索歷史」也提供新知通告的功能（參見 P.21 八、新知通
告）。 

(1) 標示過的文件（Marked Articles） 

列出所有標記過的文章以供瀏覽，且可再次點選並瀏覽該篇文章。 

(2) 檢索歷史（Recent Searches） 

將先前所有檢索條件列成清單，並詳細列出其尋找範圍、出版物類型，及檢索時間和檢索到的筆數，

且可再次點選並瀏覽該次檢索結果。 

 

當天日期

編輯與輸出檢索匯總 

檢索策略新知通報（Set up Alert）

再次修改某次檢索歷史的檢索條件重新查
詢，點選後，自動加入檢索畫面的檢索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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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可利用基本⁄進階檢索的『工具（Tools）』  來瀏覽檢索歷史的

狀態（筆數）。點選《N 條檢索歷史》，會跳出新的視窗（如上頁圖），欲瀏覽某次檢索歷史的檢索結

果，點選右方的《N 個檢索結果》連結後，會跳出一個對話方塊，點選 （Countine）即可。 

2. 編輯與輸出 

 

一旦登出資料庫，會自動刪除未儲存過的『標示過的文件（Marked Articles）』及『檢索歷
史（Recent Searches）』。欲保留當天的檢索紀錄，必須先經過編輯後再輸出。點選《編輯以下資
訊（Edit the information below）》，便進入編輯的畫面（如上圖）。 

針對標題重新編輯，且可加入註解。完畢後，點選 （Update）即可。最後，視需要選擇
輸出方式：《將您的檢索匯總以 web頁/ HTML檔案下載（Download your search summary as a web 
page / HTML file）》或《將您的檢索匯總以 web頁/ HTML檔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Email your 
search summary as a web page / HTML file）》。 

 

取消選取即可刪除該筆記錄

點選後，即刪除該群組所有的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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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輸出檢索結果 

1. 單篇文章輸出方式 

 

(1) 列印（Print） 

列印單篇全文文章，在『文件（Document View）』上方，點選 （Print）鍵，資料庫會自動

呈現適合列印的全文格式，並且跳出列印方塊準備列印（如下圖）。 

 



PQDT美加地區博碩士論文 使用手冊 

18 

(2) 電郵（Email） 

將單篇文章內容以電子郵件方式寄回個人信箱，只要點選 （Email）後，選擇電郵傳送格式、
以及在空白欄位中填入『電郵地址（Email address）』、信件『主旨（Subject）』、信件『訊息（Message）』，

再點選 （Send mail）鍵即可。 

 

2. 批次多篇文章輸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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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印書目（Print Bibliography） 

在『標記過的清單（Marked List）』頁面的『文件和參考書目（Articles and Bibliography）』標籤中，
點選《列印書目（Print Bibliography）》，進入『列印書目（Print Bibliography）』的選項畫面（如下圖）。
ProQuest 提供六種專業書目格式功能，自行選擇輸出之索摘類型。 決定好格式（Format）和引文樣式

（Citation Style）後，點選 （Print），系統會依所選擇的欄位樣式呈現該資料的書目，並自動準備

列印。 

 

(2) 電子郵件標示過的文件和參考書目（Email marked documents and bibliography） 

 

六種書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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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和參考書目（Articles and Bibliography）』標籤下方，點選《電子郵件標示過的文件和參考

書目（Email marked documents and bibliography）》，進入『將文件以電子郵件發出（Email Documents）』
（如上頁圖左）的畫面。決定寄回信箱的文章格式（Format）與電子郵件格式，再輸入郵件的地址、主

旨和訊息內容後，點選 （Send mail），待出現「電子郵件確認」（如上頁圖）後即表示成功。 

＊ 新功能加強：可透過單封 email，批次寄出多篇全文文章 

(3) 匯出引文（Export citations） 

所收集的文章用於論文，則 ProQuest提供一種簡便的方法，以便獲得所需的全部資訊來建立書目，

有時亦稱為「引用清單」或「引用著作清單」。也就是將書目資料直接匯出至 ProCite、EndNote、Reference 
Manager或 Ref Works 書目軟體，或者以純文字 （ASCII） 下載。 

點選『文章和參考書目（Articles and Bibliography）』標籤中的《匯出引文 至 EndNote、ProCite、
RefWorks 或  Reference Manager（Export citations into EndNote, ProCite, RefWorks or Reference 
Manager）》選項後，進入『匯出引用（Export Citations）』（如下圖）的畫面，且選擇匯出引用的方式。 

 

• 直接匯出至 ProCite、EndNote、Reference Manager 或 RefWorks 

遵循書目軟體應用程式提供的說明。 

• 若以一般文字格式下載，或用與 ProCite、EndNote、Reference Manager 和 RefWorks 相容的格式下
載 

點選瀏覽器『檔案』功能表中的『另存新檔』，將 RIS 檔案儲存為文字檔案（RIS 是 ProCite、
EndNote、Reference Manager 和 RefWorks 用來匯入資料的一種檔案結構，從 ProQuest 下載的檔案
使用此結構進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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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知通報（Set up Alert）－檢索策略 

設定最重要之檢索策略，透過 email傳送最新的檢索結果。利用「基本／進階檢索」執行檢索
策略後，在下述位置中，點選 （Set up Alert）即可。 

檢索結果（Results） 

 

標記過的清單（Marked List） 

↓ 

我的檢索匯總 

（My Research Summary） 

 

n條檢索歷史（n Recent Search） 

↓ 

檢索歷史（Recent Searches） 

進入『設定檢索策略新知通報（Set up Your Search Alert）』頁面（如下頁圖）後。輸入必要
的訊息，並點選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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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新知通報（Your alert has been created）』（如下圖）中，確認所輸入的資訊，再點
選 （Done）即可。若欲刪除該筆，則點選 （Delete This Alert）。 

 

設定好『新知通報』後，將會收到一封確認信，其中包含了相關資訊。若是第一封的『新知

通報』，收件者需點選『Confirm this email address』連結以進行最後一步地確認，日後所設的『新
知通報』便不用再確認。若要取消『新知通報』只需點選『Delete this alert』連結即可。當新知通
報到期時，系統會自動發出一則提醒訊息，讓收件者能夠更新該新知通報。若要在新知通報的電

子郵件中檢視文章，必須先登入 ProQuest。若在 IP範圍內，透過『新知通報』，即可檢視檢索結

設定停止接收新知通報的時間：2個星期、
1個月、2個月、4個月、半年、1年 

在沒有新訊息時也以 Email 通知 

設定每日∕週∕月∕季收取新知通報 

檢索策略

輸入 Email、信件
主旨與訊息欄 

點選後，即可取消該檢索策略的新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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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清單（如下圖）。 

 

＊ 一個電子郵件帳號可設定儲存 100 個新知通報，而一封電子郵件最多可包含 60 筆檢索結
果。 

 

 

 

 

 

 

 

 

 

 

 

檢視所有檢索結果：點選後，重新執行檢索並顯示出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檢索結果

刪除此新知通報：點選後，將不再收到更新的檢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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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線上訂購（Shopping Cart） 

1. 選擇訂購類型 

提供 6種不同的資料類型以供訂購。利用訂購類型的下拉式選單（見下圖）選擇需要的類
型，選擇完成後所選擇的項目會出現在下面狀態列（見下圖）中。 

 

若欲刪除訂購的資料，則直接取消購物車圖示前面的方塊，該筆資料的註記被消除後就不

會出現在「Shopping Cart」畫面中。 

2. 確認訂購資料： 

從下拉式選單下方的狀態列檢查訂購資料目前的狀態－顯示目前訂購的總數和價格，確認

預備訂購的資料正確後，便可繼續下一步驟。當改變了訂購資料的類型或數量後，點選

鍵確認總價。 

3. 開始訂購（CHECK OUT） 

點選 鍵後，填寫個人基本資料及聯絡方式。若第一次訂購，系統會把訂購

確認單及 PIN NUMBER，以 E-mail的方式寄給訂購者。訂購 PDF檔者，取得訂購 ID和密碼後，
可從頁首的  鍵進入「Request Order Download Instructions」畫面，輸入 ID和密碼
即可下載全文的 PDF檔。 

狀態列

訂購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