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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TOR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ASC EBSCOhost 

台大圖書館資源探索服務 

 



查詢步驟 

取得全文 臺大館藏、網路資源、館際合作 

進行檢索 查詢、瀏覽、輸出 

選擇查詢工具 
認識各種文獻類型 
館藏目錄、電子資料庫、電子書 

確定主題 資訊需求 



比較—館藏目錄與資料庫 

館藏目錄 

查詢圖書館內有那些館藏， 
  這些館藏目前的狀況。 
僅能檢索到書名、作者、標題、ISBN等 
無法檢索圖書/期刊/報紙裡的每一篇章 
 

電子資料庫 

可以檢索到圖書/期刊/報紙裡的每一篇章 
可獲得文章的索摘資料，部分可線上提供全文 
查到的資料不限於本館圖書館館藏 
 



資料庫選擇—期刊資料 

 中文資料庫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NKI系列數據庫] 

 

 西文資料庫 

 JSTOR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ASC EBSCOhost 



電子資源 

電子 
期刊 

資料庫 電子書 

Electronic Resources 

 限於臺大校園網域內使用（IP為140.112.*.*），請勿設代理
伺服器(proxy)。 

 欲於校外使用，請設定台大VPN服務，以計中email帳密認
證。 

 使用時請務必遵守出版社使用規範及版權聲明，以免觸法，
並影響全校讀者之使用權益。 

 

 



 臺大校區內使用 IP: 140.112.*.* 

 校外連線 
VPN連線：https://sslvpn.ntu.edu.tw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切勿大量下載 

進行檢索—電子資源使用方式 

https://sslvpn.ntu.edu.tw/


校外連線：VPN 
 瀏覽器網址列輸入：https://sslvpn.ntu.edu.tw 

 身份認證：計中email帳號及密碼 

 安裝ActiveX控制項  

https://sslvpn.ntu.edu.tw/


JSTOR 



What is JSTOR ? 
 JSTOR -- Journal Storage  過期期刊全文資料庫 

 期刊原始風貌呈現 

    從期刊封面到末頁完整呈現 

    提供原始紙本期刊的數位版：PDF格式 

 不缺期的“全文” 

    提供從創刊號開始的完整卷期 

 

(另有JSTOR Current Scholarship Program (CSP)：  

 自2011年也開始收錄現刊，目前有300多種。) 

 
 



JSTOR 目標 
 

完整收錄學術期刊 

 JSTOR從刊物的第一卷第一期製作電子版本，同時包
含完整的卷期 

 JSTOR提供與原始期刊相同之期刊頁面，同時提供全文
檢索。 

減少圖書館館藏空間不足的困擾 

 將紙本式期刊轉換成可節省空間的電子期刊。 

 減少圖書館長期保存期刊文獻的資本及營運成本。 
協助研究機構及出版社將出版品轉換成電子檔。 

 另提供期刊連結功能，協助取得更多全文。 



JSTOR選擇期刊的原則 

訂購該期刊的圖書館數量 

該期刊的影響指數 

各學科專家推薦意見 

期刊發行的年代長短 



如何進入
JSTOR ? 

 





JSTOR 首頁 

Basic search 
簡易查詢 

Advanced search 
進階查詢 

可以主題或刊名
進行瀏覽 







 



Advanced Search 進階查詢 

預設 









Citation Locator 特定文獻查找  



Citation Locator 特定文獻查找  



Citation Locator 特定文獻查找  



如何輸
出查詢
結果？ 



匯出至EndNote 



匯入至EndNote 



若要儲存citations  
或收到 alerts,  

需先註冊MyJSTOR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EBSCOhost]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EBSCOhost] 

 



EBSCOhost平臺統一介面 

預設為
Advanced 

Search 



Limit your results 



進階查詢實例(1) 

可設定查詢
結果的排序

方式 



查詢結果第1筆—HTML Full Text 

 詳見參考服務部落格文章: 

“英語學習不打烊！EBSCOhost 的 Text-to-Speech 線上英聽與 MP3 
下載功能”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758) 

 

提供 text-to –
speech 英文
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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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第1筆—Find It @NTU 



查詢結果第2筆—Find It @NTU 

由館藏目錄查
到有紙本館藏 



查詢結果第2筆—Find It @NTU 



http://tul.blog.ntu.edu.tw
/archives/6632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6632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6632


查詢結果第3筆—PDF Full Text 



進階查詢實例(2) 



實例2的查詢結果第2筆 

此例可透過 
Google Scholar 
取得全文 





Limit to Full Text 



Limit to Image Quick View 

 詳見參考服務部落格文章: 

“有圖有真相 ─ EBSCOhost 圖表查詢
（Image Collection 與 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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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輸出查詢結果—選取單筆 



如何輸出查詢結果—選取全部 



開啟Folder, 確認要輸出的書目 



輸出至EndNote 



匯入EndNote 



SmartText Searching 

 



SmartText Searching 

 



SmartText Searching 查詢結果 

  



圖檔查詢 

 



 



人文領域特定主題資料庫 

資料庫名稱 
收錄
年代 

說明 

British 
Periodicals 

1681-
1939 

主要收錄17~20
世紀427種英國
期刊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1920- 語言文學文獻 

Philosopher's 
Index 

  哲學文獻 



資源探索服務 



新服務—資源探索 (可同時查館藏及期刊文章) 







列出所有可線上檢視全文的管道 



資源探索服務—進階查詢 







查詢步驟 

取得全文 
電子全文資源、臺大紙本館藏、
館際合作文獻傳遞服務 

進行檢索 查詢、瀏覽、輸出 

選擇查詢工具 
認識各種文獻類型 
館藏目錄、電子資料庫、電子書 

確定主題 讀者資訊需求 



臺大未收藏的資料到哪裏找呢? 



館際合作 

 



利用Google Scholar 查找連結圖書館電子全文資源 

 詳見參考服務部落格文章: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46 



利用Google Scholar 查找 
連結圖書館電子全文資源 





Google Scholar查詢書目可匯入EndNote 

 詳見參考服務部落格文章: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75 





如何學會
EndNote 
呢? 

73 



多元管道學習 EndNote 

1) 圖書館首頁  服務項目  數位學習網  
EndNote 數位課程 

2) 參加資料庫系列講習—EndNote 課程 

3) 參加HELP講堂— EndNote 課程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