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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站三種搜尋機制介紹

偏重圖書館所訂閱的線上資料庫
檢索欄位多元：例如篇名、關鍵字、摘要
搜尋單篇文獻，如期刊、會議集當中某篇文獻

查詢圖書館內有哪些資源，及其目前狀態
檢索欄位較有限：例如書名/作者、關鍵字、ISBN
搜尋單本書、單本期刊為單位

單一篇章

整合查詢EDS整合本館館藏和數個資料庫的平台
例如：Scopus、IEEE、Wiley、SDOL等電子資源

圖書館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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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查詢

整合查詢



電子資料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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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常用服務 >服務類別> 電子資料庫查詢

WOS為例

 個別資料庫提供不同的平台服務功能，例如引文索引、個人化服務等。
 若您對於個別資料庫並不熟悉，建議可使用整合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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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供以下檢索或查詢方式：

資料庫名稱查詢 (搜尋資源)

依資料庫開頭英文字母或注音查詢

分類 查詢-

分類 查詢-



選擇合適的資料庫
1.分析學科主題/涵蓋之學科領域

(利用學院查詢/學科網頁查找)

Information Timeline

學術期刊、會議論文

書籍、政府報告

參考工具書、學位論文

3 4

超過1個月後

超過1年後

1~幾年後

2.思考所需文獻類型
(利用資源類型查找)

3.考量資訊流
(Timeline)
與更新頻率

圖書館首頁快捷按鈕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Subject/Showcollege.php?lang=tw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Subject/Showcollege.php?lang=tw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Subject/Showcollege.php?lang=tw
http://pc03.lib.ntust.edu.tw:8000/Subject/Showcollege.php?lang=tw


資料庫檢索前的基本功-檢索技巧
項目 描述

確定主題
尋找關鍵字

進行資料庫檢索前，請先確定您欲查詢資料之主題。關鍵字的選取：宜選用能涵蓋
研究主題之主要觀念。

選擇適當的
查詢工具

如館藏目錄、整合檢索、個別資料庫檢索等。

進階檢索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索比簡易檢索增加可同時給予多個檢索字串的功能，提供布林邏輯運算檢
索 (AND交集, OR聯集 , NOT差集) 

調整檢索策略 調整檢索結果，找尋與主題、領域或關鍵字相關的條件，進一步篩選更適當關鍵
字組合。

片語檢索
Phrase searching

片語檢索：使用雙引號 ”____” 可精確查詢特定片語，該詞不會被分開，例如
「social marketing，精確比對到「social marketing」兩個字緊鄰出現、且順序一致
的文獻。適合用在包含多個字，且屬於專有名詞、不宜被拆開的關鍵詞組。

查詢結果篩選
Refine Results

若檢索結果過多，可限縮檢索結果，例如限定年代：限縮在特定時間的資料，限
縮資料類型、語言別等，限縮為同儕評鑑的資料。



EBSCO Discovery Service整合查詢系統提供單一檢索介面，可整合查詢台科大圖書館內的
紙本館藏資訊、部分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

整合查詢系統EDS

路徑
圖書館首頁>整合查詢搜尋框

基本檢索：可用關鍵字(預設值)、標題(Title)、作者檢索

進階檢索：
布林邏輯檢索
AND / OR /NOT

整合查詢系統EDS 收錄本館部分資料庫而非全面，目前包含：IEEE、Wiley、SCOPUS 、 SDOL、BSP、ERIC、
DOAJ Open Access、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等資料庫



整合查詢/縮小檢索結果

此整合平台會將查詢結果連回圖書館館藏目錄或該資料庫網頁

V

V

1.輸入關鍵字

2.縮小檢索結果

3.連到該電子書或紙本書館藏連結

4.連到該資料庫連結

V



常用英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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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資源分類 收錄範圍

WOS
Web of Science

引用文獻 提供理工醫農、人文、及社會科學等各學科領域之書目及引用文獻等。SCIE-
-1989年至今；SSCI--1989年至今。

Scopus 引用文獻 查詢文獻的引用與被引用狀況，收錄科學、科技、醫學及社會科學文獻。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學術期刊
評比

可引導使用者瞭解某一期刊在某一主題、年度、或國家之整體學術表現。主
要用來查詢SCIE與SSCI期刊資訊。

SDOL
ScienceDirect

綜合學科 收錄1995年至今由Elsevier Science所出版的工程、科學、管理、人文社會等
電子期刊之全文資料。

IEEE Xplore
IEEE Electronic Library 

電資領域 收錄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 出版的核心文獻，包括期刊雜誌、會議論
文及技術標準。IET 英國工程技術學會會議論文等。

EV
Engineering Village

工程領域 Engineering Village收錄1969至今工程類各主題之期刊文獻、會議論文及技術

報告之索引摘要。

ABI/INFORM 商學管理 收錄商業、經濟情勢、企業策略、管理技巧及競爭和產品資訊等，另收錄產
業報告、全文個案研究、Country Report等

BSP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商學管理 收錄商業相關領域之議題，如金融、銀行、國際貿易、商業管理、市場行銷、
投資報告、產業報導等。



常用中文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 資源分類 收錄範圍

CEPS中文期刊論文資料庫
(華藝線上圖書館
airitiLibrary平台)

學術期刊 華藝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收錄包含台灣、中國大陸、香港
及其他全球各地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期刊。
收錄年代至1991年起。

CJTD中國大陸學術期刊暨
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學術期刊暨學
位論文資料庫

收錄中國大陸超過2,300萬篇期刊全文(內含中國大陸2萬多個
學術會議、150萬篇會議論文全文)。

本校可使用中國大陸期刊全庫(除了部分作者未授權不可使用)，
中國大陸博碩士論文僅可使用社會科學和應用科學分類。(華
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平台)

萬方數據庫 學術期刊 收錄大陸出版，理、工、農、醫、人文領域的期刊。資料庫
介面以繁體中文呈現，但全文內容的PDF檔案必須安裝
Acrobat Reader 簡體中文字庫包。法律法規全文以原文的簡體
字顯示，請將IE的編碼改為簡體字即可閱讀。



IEL Library (IEEE Xplore) 

。

設定個人化服務

收錄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 出版的核心文獻，包括期刊雜誌、會議論文及技術標準。
亦可查看，其他相關學會出版的文獻全文。
包括 : IET 英國工程技術學會會議論文、Bell Lab 技術期刊及 VDE 會議論文

也可以查詢下載IEEE的電子書

瀏覽



Engineering Village - EV資料庫

 涵蓋主題包含：化學工程、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子工程、環境、結構、材料科學等工程期刊、
研討會、會議記錄和技術報告資料

 提供索引典搜尋(Thesaurus Search) :用固定的詞彙表達同一概念，清楚呈現主題概念的結構，進而

提高搜尋精確度。 Search下拉選項

由美國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簡稱Ei)建置的平台，嚴選多種工程領域相關資源，
本校訂購該平台的Compendex，是由全球工程研究學者推薦的資料庫。

Thesaurus Search



Science Direct On Line / S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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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OL (ScienceDirect)是全球最大出版商 Elsevier自建網站，同儕審查學術文獻的卓越平台，
收錄Elsevier所出版之電子期刊全文，包含超過2,600種期刊與四萬多本的電子書。



CEPS中文學術電子期刊(華藝線上圖書館平台)

CEPS期刊論文&會議論文集是兩岸收錄最豐富的中文學術資源整合平台。收錄台灣與中國
大陸華文地區之期刊，收錄年代至1991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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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資料庫- 全球專利資訊網 (WEBPAT)

《收錄逾100個國家，超過1.8億筆資料》

網站具專利資訊整合呈現：有專利資料、法律狀態、分析資訊、批次影像下載。

帳號ntust/密碼ntust6196
上線人數5人

WEBPAT具備一站檢索多國專利的便利性，收錄台灣(TIPO)、美國(USPTO)、歐盟(EPO)、中國
(SIPO)、日本(JPO)的專利書目、全文影像。



標準檢索資料庫
CNS國家標準檢索系統
在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所實施的國家標準，收錄民國33年至今所有CNS線上全文資
料。選擇「網路版年繳會員」下載

ASTM COMPASS標準資料庫
為ASTM international國際標準組織所推出標準查詢平台，超過13,500份現行(Active)的技
術標準。



線上閱讀報紙
收錄內容包括全報：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
upaper(資料至2018)、民生報(資料至2006)、星報
(資料至2006)

聯合知識庫

全文報紙資料庫

DigiTimes電子時報 報導台灣地區及全球資訊電子產業界的新聞

聯合知識庫

原版報紙資料庫

聯合知識庫原版報紙資料庫，是把紙本報紙印刷
版以數位檔案形式，提供網路上閱讀及查詢。



線上學英文、看雜誌
空中英語教室

[數位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路徑
圖書館首頁> 電子資源> 語言學習區

路徑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 >
電子期刊/電子書資源>電子雜誌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https://library.ntust.edu.tw/p/412-1049-154.php?Lang=zh-tw
https://library.ntust.edu.tw/p/405-1049-86154,c151.php?Lang=zh-tw


圖書館電子資源使用規則

勿將個人帳密移轉給他人

請勿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請勿短時間內連續
大量下載

請勿從事商業行為
或供公眾流通

請全校師生使用電子資源時，遵守使用權規範與智慧財產權，一旦違反相關規定經查
證屬實，讀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圖書館將依情節輕重停止其使用權。

應合理範圍內使用 應遵守密碼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