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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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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蒐集的基本步驟 

 圖書資料的蒐集 

 期刊資料的蒐集 

 相關資源簡介 

 館際合作 

 投稿期刊的選擇 

 中文學術期刊評估性工具 

 西文學術期刊評估性工具 

 

 



文獻蒐集的基本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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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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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確定本館館藏是否可取得? 

查本校圖書館圖書資料 

STEP 1 

STEP 2 

本館無法取得者 

透過館際合作借閱取得(圖書聯合目錄) 

親自至合作館借閱(no fee) 

透過NDDS向國內借閱 (fee) 

http://lib.ntin.edu.tw/mitopacweb/program/search.aspx?mode=0
http://nbinet2.ncl.edu.tw/union_category.php?union_id=1
http://lib.ntin.edu.tw/News/cor.htm
http://lib.ntin.edu.tw/News/ndds.htm


如何找本館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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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輸入關鍵字
或同時以二個以上
之欄位進行查詢 

可直接輸入關鍵字
或同時以二個以上
之欄位進行查詢 



如何找本館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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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得之結果會以
出版年排序,亦可自
行更換排序條件 

查詢得之結果會以
出版年排序,亦可自
行更換排序條件 

點選進入詳目資料 點選進入詳目資料 



如何找本館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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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架上之圖書可直接以索書號到
館藏地找書 

外借中圖書則可進行預約 

在架上之圖書可直接以索書號到
館藏地找書 

外借中圖書則可進行預約 

西文圖書、過期刊刊及中文圖書000-499

放在1樓 

中文圖書500-999放在3樓 

西文圖書、過期刊刊及中文圖書000-499

放在1樓 

中文圖書500-999放在3樓 



如何找博碩士論文(公開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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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行註冊個人帳戶 請先行註冊個人帳戶 

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進入 

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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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關鍵字並選擇檢
索條件 

輸入關鍵字並選擇檢
索條件 

以個人帳戶登入後，
即可查詢、瀏覽並下
載已授權論文全文 

以個人帳戶登入後，
即可查詢、瀏覽並下
載已授權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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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勾選需要之論文或
直接點選電子全文下
載 

可勾選需要之論文或
直接點選電子全文下
載 

可將選取之論文書目
資料輸出或將查詢結
果分類 

可將選取之論文書目
資料輸出或將查詢結
果分類 



如何找其他圖書館藏書(圖書聯合目錄) 

11 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國家
圖書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聯合目錄查詢其他圖
書館館藏圖書 

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國家
圖書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聯合目錄查詢其他圖
書館館藏圖書 



如何找其他圖書館藏書(圖書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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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不同欄位進行查詢 可選擇不同欄位進行查詢 



如何找其他圖書館藏書(圖書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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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查詢結果排序方式(如:出版年) 

並確定所需圖書所在圖書館 

可選擇查詢結果排序方式(如:出版年) 

並確定所需圖書所在圖書館 



館際合作借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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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其他南區技專校院館
合借書證學校名單查詢聯盟學校 

 

每人每次可借書5冊，借期14天， 

不得續借及預約 

圖書館網頁其他南區技專校院館
合借書證學校名單查詢聯盟學校 

 

每人每次可借書5冊，借期14天， 

不得續借及預約 

若為南區技專校院校
際整合聯盟之學校圖
書館藏書,可至本校圖
書館櫃檯申請館合借
書證後,直接至該校圖
書館借書(免費) 

若為南區技專校院校
際整合聯盟之學校圖
書館藏書,可至本校圖
書館櫃檯申請館合借
書證後,直接至該校圖
書館借書(免費) 



館際合作借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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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全國文獻傳遞服
務系統進行館際合作服務申請 

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全國文獻傳遞服
務系統進行館際合作服務申請 

亦可透過全國文獻
傳遞服務系統
(NDDS)進行館際借
書申請,第一次使用
請自行申請個人帳
號密碼（使用者付
費）  

亦可透過全國文獻
傳遞服務系統
(NDDS)進行館際借
書申請,第一次使用
請自行申請個人帳
號密碼（使用者付
費）  



館際合作借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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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國內圖書館”

借書”功能進入 

選擇國內圖書館”

借書”功能進入 



館際合作借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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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書目資料及被申
請館填寫完整後,按
申請送出即可 

本館會以Email通
知申請進度 

將書目資料及被申
請館填寫完整後,按
申請送出即可 

本館會以Email通
知申請進度 



期刊資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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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本校圖書館線上資料庫或電
子期刊,取得書目資料 

STEP 1 

STEP 2 

資料庫是否提供全文? 

http://lib.ntin.edu.tw/database2.htm


期刊資料的蒐集(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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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本館紙本期刊館藏是否可取
得全文,查詢本校期刊資料 

STEP 3 

STEP 4 

本館無法取得者,透過館際合作系統
NDDS向國內外申請複印取得(fee) 

http://lib.ntin.edu.tw/mitopacweb/program/search.aspx?mode=2
http://lib.ntin.edu.tw/News/ndds.htm


電子資源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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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選擇適當的電子資源 

主題、收錄學科範圍 

綜合性、護理、醫學、商學、普通科學… 

收錄時間範圍與更新頻率 

過刊or現刊，每日、每週或每月更新… 

收錄資料類型 

摘要or全文，期刊、圖書、會議論文… 

電子期刊  v.s.  資料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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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可用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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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中文電子資源 

電子資源名稱 類型 收錄範圍 

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系統 電子期刊全文 
收錄臺灣、中國大陸、香港及其他全
球各地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期刊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期刊索引 

收錄自民國59年以來，國家圖書館館
藏之臺灣出版的中西文學術期刊、學
報以及部分港澳地區出版的期刊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 

學位論文 

(部份全文) 

收錄臺灣各大學校院之博碩士論文為
主  

考科藍實證醫學資料庫中文
版 

索引摘要 
以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之文獻摘要進行中文化 

聯合知識庫 報紙全文 

收錄有聯合報 、經濟日報、民生報、
聯合晚報、Upaper 、、美洲世界日報、
歐洲日報全文檢索 

HyRead ebook電子書 電子書 

收錄各大出版社出版之語言學習、科
學科普、人文社會、休閒生活、藝術
設計、宗教心靈、醫藥養生、考試證
照、電腦資訊等電子書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index.htm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http://clc.nhri.org.tw/
http://clc.nhri.org.tw/
http://udndata.com/library
http://sttlrc.ebook.hyread.com.tw/
http://sttlrc.ebook.hyread.com.tw/
http://sttlrc.ebook.hyread.com.tw/


本校可用電子資源(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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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文獻電子資源 

 電子資源名稱 類型 收錄範圍 

萬方數據資料庫 大陸期刊全文 
收錄中國大陸學術會議論文、學位論
文及期刊論文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 報紙全文 
收錄臺灣、港澳、中國大陸及亞太地
區多種新聞報紙及雜誌 

超星數字圖書館 電子圖書 收錄中國大陸出版醫學類中文圖書 

聖典中文電子書 電子圖書 
收錄中國大陸出版各學科領域之中文
圖書 

http://g.wanfangdata.com.hk/
http://concert.wisenews.net.tw/?user=C-NTIN
http://192.168.22.79:8000/ebook/
http://140.127.150.106:8080/sdbook/sReader.do?formAction=reader


本校可用電子資源(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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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名稱 類型 收錄範圍 

Web of Science 引用文獻
索引資料庫系統 

期刊索引 

收錄各學科領域之文獻書目、作者摘要、
及引用文獻等資料，涵蓋SCIE、SSCI及
AHCI三大資料庫。 

Academic Search 

Premier(ASP)綜合學術全
文資料庫 

部份期刊全文 

收錄1975年至今的全文期刊4,650種，其
中包括3,600種同儕評鑑期刊；全文期刊
約有1,900種同時收錄在ISI-WOS內(逾
1,150種在SCI、逾780種在SSCI及A&HCI)。 

CINAHL Plus with FT護理
學全文資料 

部份期刊全文 
收錄美國國家護理聯盟、美國護理協會，
超過768種的全文期刊。 

Clinical Drug Guide 

臨床醫護用藥指南 
參考工具 

針對臨床用藥專業需求所建立，將豐富的
內容以簡潔的方式呈現，即時提供醫護人
員藥物的概括作用，正確建議其應採取的
臨床措施，並使之清楚地了解藥物用藥概
念。 

 西文常用電子資源 

http://apps.isi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P1Ob5BchJAGEOoIAgD6&preferencesSaved=&highlighted_tab=WOS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profile=ehost&defaultdb=ap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profile=ehost&defaultdb=ap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profile=ehost&defaultdb=rzh
http://cdg.onlinepl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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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常用電子資源 
 

 
 
 

 

本校可用電子資源(續3) 

電子資源名稱 類型 收錄範圍 

ProQuest -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A&I (PQDT)美
加博碩士論文索摘資料庫 

索引摘要 

收錄美加地區 170 萬篇博碩士論文索摘 

(1986- )，其中可免費瀏覽 1997 年後已數
位化之論文的前 24 頁。 

World Public Library電子
書資料庫 

電子圖書 

包含古典文學、攝影、電影、音樂、美國
政府出版品、法律、歷史、基礎科學、科
技、環境&環保等等，總數超過750,000本，
涵蓋125個專輯，超過100種語言。 

全國學術版人文及社會科
學資料庫(HUSO) 

圖書、過刊及舊
報紙 

收錄英美國家有關文學、政治、經濟、人
文及社會科學等領域之圖書、回溯性期刊
及報紙。 

http://search.proquest.com/
http://search.proquest.com/
http://search.proquest.com/
http://search.proquest.com/
http://search.proquest.com/
http://search.proquest.com/
http://community.ebooklibrary.org/?AffiliateKey=Tainan1
http://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
http://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


Web of Science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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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三大引文索引資料庫與2個化學資料庫所組成，可以
個別查詢單一資料庫或是合併查詢多個資料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 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收
錄6,376種期刊，每週更新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社會科學引文索引資料庫：
收錄1,815種期刊，每週更新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A&HCI) 藝術與人文引文索引資
料庫：收錄1,134 種期刊，每週更新 

 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CCR）最新化學反應資料庫：收錄
116種期刊 

 Index Chemicus（IC）化學索引：收錄104種期刊  

 



為什麼要使用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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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地更新某一研究領域中最新發表的文獻  

 探索誰在引用自己的研究及其於當前學術研究的
應用  

 追蹤同時進行該項研究的競爭者  

 追隨該項研究的歷史進展  

 搜尋難以使用關鍵字取得的相關主題文章  

 分析已發表的相關研究成果  

 檢驗書目資料中參考文獻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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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不同檢索欄位 

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不同檢索欄位 直接輸入關鍵字詞 直接輸入關鍵字詞 

設定檢索資料
之年限 

設定檢索資料
之年限 可設定個人帳

號密碼以提供
個人服務 

可設定個人帳
號密碼以提供
個人服務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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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資料排序方式 

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資料排序方式 

檢索得資料量太多
時可再縮小檢索範
圍 

檢索得資料量太多
時可再縮小檢索範
圍 

分析檢索
結果 

分析檢索
結果 

點選Scientific WebPlus
可查找更多與檢索條
件相關的網路資源  

點選Scientific WebPlus
可查找更多與檢索條
件相關的網路資源  

這篇文章被
引用的次數 

這篇文章被
引用的次數 

點選此處可連結至本校
已訂購之資料庫，瀏覽
該篇文章全文 

點選此處可連結至本校
已訂購之資料庫，瀏覽
該篇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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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筆數出現在頁
面下方，可選擇每頁顯
示10、25或50筆記錄。  

檢索結果筆數出現在頁
面下方，可選擇每頁顯
示10、25或50筆記錄。  

選擇好要輸出的記錄後，
可選擇輸出選項 

選擇好要輸出的記錄後，
可選擇輸出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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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題分析為例，分析完成後會呈現各主題資
料筆數、百分比、直條圖。可勾選欲瀏覽主題
資料，點選View Record即可得到資料。 

以主題分析為例，分析完成後會呈現各主題資
料筆數、百分比、直條圖。可勾選欲瀏覽主題
資料，點選View Record即可得到資料。 

可將分析結果儲存為純文字檔。 可將分析結果儲存為純文字檔。 

分析檢索結果 分析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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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文章
Ｃitation 

Alert 

建立文章
Ｃitation 

Alert 點選Cited References 查看此
篇文章的參考文獻 

點選 Times Cited 查看引用此
篇文章的文獻記錄 

點選Cited References 查看此
篇文章的參考文獻 

點選 Times Cited 查看引用此
篇文章的文獻記錄 

作者機構地址 作者機構地址 

Keywords Plus 為ISI自此
文章的參考文獻的title

中擷取出的關鍵字 

Keywords Plus 為ISI自此
文章的參考文獻的title

中擷取出的關鍵字 

作者之電子郵件 作者之電子郵件 

可利用此號碼向
出版社訂購全文 

可利用此號碼向
出版社訂購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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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須先
建立個人帳號密
碼 

第一次使用須先
建立個人帳號密
碼 

當此篇文章有新的引
用文獻時，自動寄送
Emial通知 

當此篇文章有新的引
用文獻時，自動寄送
Emial通知 檢索完畢，請點

選此處離線 

檢索完畢，請點
選此處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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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設定檢索方式及檢
索範圍 

可設定檢索方式及檢
索範圍 

直接輸入關鍵字，同
時可選取檢索欄位 

直接輸入關鍵字，同
時可選取檢索欄位 

可設定資料年限、
出版品類型、文章
類型等，以精確檢
索所要資料 

可設定資料年限、
出版品類型、文章
類型等，以精確檢
索所要資料 

EBSCOhost-ASP EBSCOho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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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有全文可直
接下載瀏覽、列印或
儲存 

此篇文章有全文可直
接下載瀏覽、列印或
儲存 

此篇文章中之圖片，
可直接開啟或按滑鼠
右鍵另存圖片 

此篇文章中之圖片，
可直接開啟或按滑鼠
右鍵另存圖片 

可選擇排序方式、頁面
編排方式並將資料存檔
或共享至Facebook上 

可選擇排序方式、頁面
編排方式並將資料存檔
或共享至Facebook上 

相關圖片 相關圖片 

滑鼠移至此，可直接
瀏覽文章詳細書目及
摘要 

滑鼠移至此，可直接
瀏覽文章詳細書目及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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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之出處 此篇文章之出處 

檢索得資料量太多時，
可再次縮小檢索範圍 

檢索得資料量太多時，
可再次縮小檢索範圍 

可利用不同工具進行
列印、傳送、儲存、
匯出書目等動作 

可利用不同工具進行
列印、傳送、儲存、
匯出書目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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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自動提供之引用
文獻格式 

系統自動提供之引用
文獻格式 

若有書目管理軟體，
則可直接匯出書目資
料 

若有書目管理軟體，
則可直接匯出書目資
料 

可直接將所需之書目
資料複製到個人文章
之參考資料中 

可直接將所需之書目
資料複製到個人文章
之參考資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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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個人帳戶可享有
個人化服務 

建立個人帳戶可享有
個人化服務 

第一次使用
時須建立個
人帳號密碼 

第一次使用
時須建立個
人帳號密碼 



其他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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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引擎 Google Scholar 

 網路上免費電子資源 Open Access 

Ｄ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 

 機構典藏 

數位典藏聯合目錄 

 線上百科全書 

維基百科 

http://www.doaj.org/
http://www.doaj.org/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Organization/Organization.js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B4%E5%9F%BA%E7%99%BE%E7%A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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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
請先申請個
人帳號密碼 

第一次使用，
請先申請個
人帳號密碼 

依各館服務收費
標準收取費用 

依各館服務收費
標準收取費用 

可透過各種查詢
系統先確認館藏
位置，再提出館
合申請 

可透過各種查詢
系統先確認館藏
位置，再提出館
合申請 

http://ndds.stpi.org.tw/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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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需要之期刊
進入 

點選需要之期刊
進入 

輸入刊名關鍵字
進行查詢 

輸入刊名關鍵字
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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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所需要的卷期所屬
圖書館，並將滑鼠移至
此，先行瀏覽收費標準 

確定所需要的卷期所屬
圖書館，並將滑鼠移至
此，先行瀏覽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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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個人帳號及
密碼進入申請畫
面 

輸入個人帳號及
密碼進入申請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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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書目資料填寫
完整，並選擇傳
遞方式 

將書目資料填寫
完整，並選擇傳
遞方式 



投稿期刊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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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加利用學術期刊評估性工具 

某個學科領域中，哪些期刊在學科領域中影響
力最大？ 

哪些期刊是綜合性的期刊？ 

哪些期刊是被學者們經常利用和引用的？ 

哪些期刊是熱門期刊？ 

指導研究人員有選擇的瀏覽學術期刊，並且結
合實際有選擇的投稿。 

 



中文學術期刊評估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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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SCI（Taiwan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為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是國科會社會科學中心
所建立之我國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引用文獻資料庫，
其所收錄之期刊包政治、經濟、心理、法律、人類
學、教育、社會、管理、區域等學門 

 每年召開「期刊評審委員會聯席會議」，調整各年
TSSCI資料庫收錄期刊名單  

 THCI (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 

 為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收錄我國人文學期刊論文
引文資料，利用此資料庫，藉以評估各期刊在人文
學科領域上的影響力   

http://ssrc.sinica.edu.tw/ssrc-home/8-01.htm
http://www.hrc.ntu.edu.tw/index.php?option=com_wrapper&view=wrapper&Itemid=673&lang=zw


西文學術期刊評估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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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Science Edition：提供科學專輯170多個
領域6598本期刊的引文分析資訊 

 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提供社會科學專
輯中所收錄的社會科學50多個學科領域1980
本期刊的引文分析資訊 

 

http://www.webofknowledge.com/JCR


JCR中常用的幾個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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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act Factor(影響指數) ：用來評估同一研究領
域不同期刊的相對重要性。 

 5-Year Impact Factor（５年影響指數）：對於社
會科學領域的期刊該指數較能看出其期刊影響
力   (需經過較久的時間引用才會達到高峰) 

 Immediacy Index（立即指數）：用於評估特定期
刊在當年被引用的速度。 

 Current Articles：某特定期刊當年發表的文章總
數。 



Impact Factor影響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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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指數是指該期刊於早2年所出版的文獻數，在某一特定年份被其它文
章引用的平均數。而這是提供比較相同研究領域中，期刊相對重要程度的
方法。 

 即【該期刊當年度前2年所有出版文獻的被引用次數和】除以【該期刊前2
年所有出版文獻總數】所有出版文獻 

 



5-Year Journal Impact Factor  5年影響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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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影響指數是指該期刊於早5年所出版的文獻數在某一特定年份被
其它文章引用的平均數。提供年代更長的期刊引用趨勢，引用活動
的查看範圍因而隨之放大，使用者更能夠快速瀏覽豐富的資料   

 即【該期刊當年度前5年所有出版文獻的被引用次數和】除以【該
期刊前5年所有出版文獻總數】所有出版文獻 

 



Immediacy Index立即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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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指數為該期刊於當年所出版的文獻數在當年度被其它文章引用
的平均數。可以評量一本期刊中，所收文章在發表同一年內被引用
的頻率 

 即【該期刊當年度所有出版文獻的被引用次數和】除以【該期刊當
年所有出版文獻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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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資料庫及查
詢方式 

選擇資料庫及查
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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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查詢學科主
題及排序列方式 

選擇查詢學科主
題及排序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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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需要之期刊 點選需要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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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連線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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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IE功能表中「工具」選擇「Internet

選項」(或是「網際網路選項」)後出現以
下視窗 。 

IE 設定前注意事項 

 選用 區域網路(LAN)設
定 包含以下上網方式  

1.使用固定IP者 

2.使用DHCP自動取得IP者 

3.使用寬頻分享器或NAT自
動取得IP者  

 選用 撥號及虛擬私人網路
設定值 包含以下上網方式  

1.使用數據機撥接者 

2.使用計時制ADSL且未裝
寬頻分享器者 

3.用中華電信HiBuilding上
網者  



選用區域網路設定 

2013/11/18 

58 



選用 撥號及虛擬私人網路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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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圖書館專用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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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組帳號密碼與圖書館

預約、續借之帳密相同。 



歡迎多加利用圖書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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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
源資料庫推薦好用
資源 

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
源資料庫推薦好用
資源 



歡迎多加利用圖書館資源 

2013/11/18 

62 

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
資料庫試用資料庫 

自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源
資料庫試用資料庫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