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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功能與特點

• EndNote可提升從文獻收集、管理、到最後論文寫作整個流程的
管理工具

• 可自動匯整從多種資料庫等管道收集來的資料。

• 能將文獻分類管理，並將書目、全文、圖表、個人閱讀筆記等
各種相關檔案作串連。

• 自動編製符合標準書目格式或國際著名期刊要求之參考文獻格
式，協助撰寫論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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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下載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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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路徑:
圖書館首頁>研究資源>電子資源>書目管理軟體

或者是圖書館首頁(最下方)

https://library.ntust.edu.tw/p/412-1049-205.php?Lang=zh-tw


點選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出現登入認證視窗

身分 帳號 密碼

專任教師/職員 員工編號 身分證號

學生 學號 身分證號

外籍學生 學號 學號

兼任教師 條碼號 身分證字號

系統預設帳密

下載注意事項

下載20版，請先備份個人
library並移除X9版

• 安裝前請先關閉Microsoft Office與Outlook等軟體，否則無法有效安裝。
• Windows 版本下載檔案為壓縮檔，請務必按滑鼠右鍵選擇解壓縮檔案或解壓縮全部。
• MAC電腦請另依照MAC版安裝說明操作 4



1.下載之檔案為壓縮檔 2.按右鍵解壓縮

簡易安裝，
安裝基本500多種書目格式模板。

4.有出現License: NTUST才是安裝正確步驟 5.選擇安裝型態-書目格式

單位序號

如沒正確解壓縮安裝，則會出現1個月到期的狀況

3.點選安裝檔進行安裝

安裝教學 (for Windows )

※請勿刪除!
(此為單位序號)

EN20Inst

5

Endnote 20

客製化安裝，可選擇完整7000多種書
目格式模板進行安裝。



注意安裝細節-Select Features

將磁碟機圖案xxx的部分箭頭
往下拉，選擇成右邊的樣式

安裝完成 可於工具列>找出EndNote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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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使用方式

自建書目
從資料庫轉入
以PDF檔案匯入

插入引文和書目
編修引文資料
書目資料分類

備份資料匯入書目 管理書目 撰寫引用

File →New…

建立 Library

查詢與編修
群組分類管理
剔除重複書目
管理功能

請記得存檔的路徑
備份
Library

第一次使用請記得建立新的library



8

產生書目方式方式1:資料匯入 –自資料庫直接匯入

資料庫匯出的選項可能是:

Export, Download, Cite, EndNote, Save, Send to..,
Citation manager, Citation, RIS format…
(輸出、匯出、引用、儲存)

下載後的檔案直接點選自動匯入:

*.enw /  *.ris /  *. ciw / *.nbib



資料庫直接匯入-WOS資料庫匯入書目

以WOS資料庫為例

記錄內容點選完整記錄匯出

2
3

4

勾選書目 匯出Endnote 桌面版

於資料庫輸入檢索查詢的關鍵字

9

5

1

按兩下轉入library



10

匯入書目 螢幕左下角，出現下載後的檔案
按兩下即可轉入library

已自動轉入library



未登入帳號
利用雙引號單筆匯出

匯入書目

輸入要查詢的關鍵字

資料庫直接匯入-Google Scholar

按兩下轉入library



設定>參考書目管理程式>    

顯示導入的EndNote鏈接

匯入書目

顯示導入
EndNote



登入帳號
利用星號 加入我的圖書館

批次匯出

匯入書目



匯入書目 資料庫直接匯入-國圖論文系統

4

以國圖論文系統為例

Endnote 書目輸出格式為RIS

14

按兩下
轉入library



產生書目方式2:資料匯入 – PDF匯入

PDF匯入分為單篇與多篇匯入，
無論是哪一種匯入，
在PDF檔案中需要有DOI碼

※目前中文PDF檔與圖檔式PDF不支援

What is 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英語：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DO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DOI


PDF匯入:單篇PDF檔案

匯入單篇PDF：
點選File→Import→File，出現Import File視窗，利用Choose鍵選擇欲匯入之PDF檔路徑，Import 
Option則是利用下拉選單，選擇PDF，點選Import後，則會匯入該篇PDF檔和書目資料。

注意：可以成功匯入 檔書目資料的前提是該篇文章具有 碼

匯入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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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希望匯入時可按照原本分設的資料夾層級產生一整個群組命名，可以勾選Create a Group Set 
for this import選項，再點選Import即可將全部的PDF匯入至Library中並產生群組。

File→Import→Folder，出現Import Folder的視窗，
用Choose鍵選擇資料夾的路徑

匯入書目 PDF匯入:多篇PDF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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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3:自行鍵入

須注意三個地方:

文獻類型[Reference Type]要選擇正確。
一個作者一行，兩個作者兩行，以此類推。
當以英文輸入時，作者姓氏在前要加逗點，
如: Wang, Da Min   姓氏在後不用加逗點

比較快速的做法:
可查詢Google Scholar是否有書目後匯入

匯入書目



直接鍵入:自建一筆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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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出現 的視窗。先選擇資料的文獻類型
。再依序輸入作者、年代、標題等相關書目資訊。

References →New Reference

若英文姓氏欲輸入在前面
得加上逗號，方便程式辨
識，如Wu,Tom

匯入書目



自動查找全文–Find Full Text

EndNote的全文查找，主要查找:

利用Find Full Text功能可自動連結書目到
館內所訂購的資料庫查找全文(視購買範圍)

找到全文者須有(DOI碼)會以迴紋針圖案顯示。
(此功能並非支援每個資料庫)

※查找全文請勿一次太多筆 (合理範圍內下載)

自動查找全文

匯入書目



小功能~自動找全文/查找書目

查找書目

在EndNote Library中點選要查找
全文的書目資料，按住Ctrl鍵可複選
再按滑鼠左鍵找Find Full Text

利用Find Full Text功能可自動連結書目到館內所訂購
的資料庫查找全文(視購買範圍)

※ 查找全文請勿一次查找太多筆，有上限筆數限制

匯入書目

21找到該書目全文
並同時夾帶PDF(迴紋針)



管理書目重覆書目管理/刪除

1. 選取好(全選)所有參考書目。
2. Library > Find Duplicates，會出現兩兩比較的視窗。
3. 可從兩邊的資料來確定資料保留與否，保留某一篇，
點選Keep This Record 。

4. 都須保留可以Ski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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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1.Create Group：可自己將書目拖曳

2.Create Smart Group：根據預設的條件自動分類

3.Create From Groups：將既有的多個Groups以

AND(交集)、OR(聯集)、NOT(差集)的關係結合書目

管理書目

23

書目-群組分類型態



記得要輸入群組名稱(自訂)!
使用者訂下篩選條件，符合的文
獻資料自動進入該群組

管理書目群組分類-Smart Group 
建立Smart Group(智慧群組)，EndNote會將符合檢索
條件的文獻自動匯入相關群組

記得要輸入群組名稱(自訂)!
使用者訂下篩選條件，符合的文獻資料
自動進入該群組 (例如Title為3D群組)

已經自動建立3D群

24



撰寫引用

EndNote是透過Insert Citation(s) 來產生Reference(s)

紅框為參考文獻Reference(s) 

Citation & Reference

25

參考書目

黃色螢光標示為
Citations (引文)



寫作– 插入引文Citation

4.回到Library，選取(或拖曳)所需的參考文獻後。點選工具列的快捷鍵Insert Citation圖示即可。
Citation已被引用進本文中，並於文末自動出現參考文獻。(引用)若出現#字號，例如Mao 2020 
#7  請按Update Citation and Bibliography.

撰寫引用

5.刪除引文點「Edit & Manage Citation(s)」在該筆citation後方選擇「Remove Citation」，正文
及文末的參考文獻會一併刪除。

1.在EndNote先選好書目格式Style，例如：APA 7th。

2.開啟Word和參考文獻所在的Library

3.在Word中放置好游標位置後

26

4.回到Library

5.



引用編修
寫作–編輯引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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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引文中插入字首與後綴詞與頁碼，例如
想顯示如下格式: 
(請參照Binfield, 2008, P. 123，圖1) 

請參照

，圖1
123

Edit Reference

更換格式後，使用者還是必須要檢查是否格式正
確，若需修改Citation 或是 Reference ，請利用
EndNote工具列中的

• 可回到EndNote Library 中更改該參考文
獻的書目資料內容

• 查看該參考文獻是否有更新的書目資料內
容

• 移除引文(Remove Citation 可刪除引文)
• 插入引文
• 從現有library中更新資料



寫作– 更換書目格式
若在Word中顯示的書目格式沒有您想呈現的格式，請回到ENDNOTE畫面，找出文章下方
的Style下拉選單，Select Another Style 進行選擇更換或新增。

ENDNOTE畫面下拉式選單會列出常用的書目格式，
亦可點選[Quick Search]選擇更多格式，例如輸入
ieee，找到相關書目格式
新增Choose選擇您要的書目格式後，再回到Word
下拉Style， 就會看到該格式

引用編修

Style下拉選單

ieee



參考文獻分類撰寫引用

在文章最後的參考文獻清單中，
依據不同的資料類型作分類。

1.文章完成後，點選 Categorize 
References → Configure 
Categories

2.利用上方的 Category Headings ，
刪除預設的分類標目

3.新增您所要的分類標目，拖曳
書目到此類別下

1.

2.

3.

29



劃重點/便利貼與標註功能
引用編修

可以標顏色、畫底線等給註解、

利用搜尋功能將標註顏色與註解找出

30

標註功能
標註文字



撰寫引用 移除word裡帶有Endnote的參數

1. 點選Convert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下的

Convert to Plain Text，移除參數。

2.移除Endnote code後即為純word的檔案(沒有參數)。

3.另存一份沒有參數的檔案，
以及保留有參數的檔案，方便日後修改。

31



管理– 備份

備份My Endnote Library 壓縮檔

夾帶檔案會同
時建立副本存
放於此資料夾

存放書目
資料及開
啟之檔案

包含從資料庫
下載下來的PDF

安裝後 EndNote產生的檔案有兩個
1.My Endnote Library.Data 2.My Endnote Library.enl



匯出 Endnote檔案方式
File→Compressed Library(.enlx)

備份並mail給特定者分享

備份所有書目、PDF、
夾帶檔案等

可設定所有或某個library資料、或指定某個
Group群組等備份與分享

管理書目

◆匯出為Endnote檔案
必須有安裝Endnote才能開啟。 33

EndNote原本產生的檔案有兩個，將其備份成enlx

1. 備份可選擇全部,
2. 備份並與mail給特定者分享,
3. 或是備份所有書目,PDF,夾帶檔案

• 可設定所有或某個library資料
• 指定某個Group群組等備份與分享

全部

Endnote文獻匯出(備份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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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個人化帳號

可免費建立自己的個人化帳號，可同步至雲端，分享Library等功能

2.

同步提示

已可成功同步畫面

3.

管理書目

1. 現在就開始同步

myendnoteweb.com4.

在Help工具列
點選EndNote Online 
登入帳密後查看線上同步資料



分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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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Group 分享功能

發送邀請信

invite

• 用Create Group建立的資料夾(自己將書目拖曳)才可以分享喔

• 以Smart Group建立的資料夾無法分享

管理書目



EndNote相關學習資源

 簡報下載–台科大圖書館首頁 > 圖書館利用講習

 碩睿資訊教育訓練課程服務 –碩睿資訊

報名上課免出門，線上學習發問都方便

 原廠教育訓練 – Clarivate Analytics in English

原廠提供的使用手冊、教育訓練錄製影片及

可預約線上課程(注意語言時差)

https://libraryfile.lib.ntust.edu.tw/training/course_ppt.html
https://www.sris.com.tw/ts/
https://clarivate.com/webofsciencegroup/support/end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