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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圖書館網頁www.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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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圖書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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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查詢 

 
 
 
  專利 

 
 
   博碩士論文 

 
 
        標準 

  
 
    圖書 

   
  
 
    期刊  

   
   
 會議論文 

文獻類型 

圖書館目錄 資料庫 

圖書館目錄 資料庫 

圖書館目錄 資料庫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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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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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入資料庫名稱 

分類瀏覽資料庫 

文獻查詢--聯合查詢集結各家出版商的雲端書目 

 
 
 
  專利 

 
 
   博碩士論文 

 
 
        標準 

  
 
    圖書 

   
  
 
    期刊  

   
   
 會議論文 

文獻類型 

圖書館目錄 資料庫 

圖書館目錄 資料庫 

圖書館目錄 資料庫 

資料庫 

資料庫 

圖書館目錄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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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條件 

進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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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EE Xplore 

- 收錄IEEE/IET(前稱為IEE)學會所出版之期刊, 會議論文與標準全文資料庫 

 Compendex 

- 工程文獻索引摘要資料庫 

 SPIE Digital Library 

- 收錄SPIE國際光電工程學會所出版之會議論文集及期刊等全文資料 

 ACM Digital Library 

-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ACM)收錄有關電腦資訊科學之學術期刊、雜誌及會議論文書目或全文 

 ScienceDirect (SDOL) 

- Elsevier出版社出版學術電子期刊與電子書 

 SCI 

- 科學引用文獻分析 

 Scopus 

- 索引摘要資料庫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 

- 可整合查詢「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及「CETD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兩大資料庫 

 專利資料庫 

 ITIS智網 

- 國內產業資料庫 

資料庫文獻查詢 

複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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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有關電資學科領域文章的資料庫，除了

IEEE Xplore之外，請列舉二個資料庫？ 

資料庫文獻查詢 

 IEEE Xplore 

- 收錄IEEE/IET(前稱為IEE)學會所出版之期刊, 會議論文與標準全文資料庫 

 Compendex 

- 工程文獻索引摘要資料庫 

 SPIE Digital Library 

- 收錄SPIE國際光電工程學會所出版之會議論文集及期刊等全文資料 

 ACM Digital Library 

-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ACM)收錄有關電腦資訊科學之學術期刊、雜誌及會議論文書目或全文 

 ScienceDirect (SDOL) 

- Elsevier出版社出版學術電子期刊與電子書 

 SCI 

- 科學引用文獻分析 

 Scopus 

- 索引摘要資料庫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 

- 可整合查詢「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及「CETD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兩大資料庫 

 專利資料庫 

 ITIS智網 

- 國內產業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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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Xplore 

IEEE Xplore-收錄IEEE/IET(前稱為IEE)學會所出版之期刊, 會議論文與標準全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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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IP範圍內可使用的 IEEE Xplore 

臺大IP範圍內可使用的 IEEE 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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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IP範圍內可使用的 IEEE Xplore 

臺大IP範圍內可使用的 IEEE Xplore 

即將增加MIT出版1943-2014年 
電資領域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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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獻類型瀏覽 

 
 

檢索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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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h wen liu 

點選查看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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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全文
方式 

引用此篇文的IEEE文章 

此篇文章在CrossRef, Scopus and Web of Science
中被引用的情形 

IEEE文章引用此篇文的每月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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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全文 

方便複製文章中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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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下載書目 
匯入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1 

2 

建立個人帳號 
可以設定文獻
更新郵件通知
服務與查看已
儲存檢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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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Xplore手機使用頁面 

 http://m.ieeexplore.ieee.org 

可寄送全文的路徑連結 

台大網域內可看全文 

Compe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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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dex 

 工程文獻索引摘要資料庫 

Compendex收錄內容 

 年代：1969年至今 

 收錄超過6千種學術期刊、商業雜誌、會議論文和技術報告資料之文獻摘
要 

 學科領域：核子工程、生物工程、交通、化工、光學、農工、食品科技、
電腦資訊、應用物理、電子、土木、自動化、機械、材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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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查詢-利用Brows Index 

1 

2 

3 

專家查詢－利用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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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訂關鍵字作為標籤，
並設定標籤公開選擇： 
公開／個人使用／所屬機
構／所屬研究團隊 

點選連結找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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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 Digital Library  

SPIE Digital Library  

 收錄SPIE國際光電工程學會出版之會議論文集及期刊等全文資料、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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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 Digital Library 收錄內容 

 SPIE 會議論文：  

-  收錄 1990 年至今的會議錄全文  

 SPIE 期刊 :  

- Optical Engineering –回溯至 1990 年，自第 29 卷起  

- 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回溯至 1996 年，自第 1 卷起  

- Journal of Electronic Imaging –回溯至 1992 年，自第 1 卷起  

- Journal of Microlithography, Microfabrication & Microsystems –回溯至 
2002 年， 

- 自第 1 卷起 (2002 年創刊)  

- Journal of Applied Remote Sensing-回溯至 2007，自第 1 卷起 

- Journal of Nanophotonics-回溯至 2007，自第 1 卷起 

 電子書 

 涵蓋學科主題：  

- 航太學、遙感、天文學、自動化、檢查、產品工程、生醫光學、通訊和光纖、電
子影像、顯示與醫學影像、雷射與應用、微電子學、光電子學、微機電、光電物
理、化學和生物學、光電科學和工程、信號及影像處 

在台大的網域內註冊取得個人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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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的網域內註冊取得個人帳號 

個人化服務 

可設定某期刊最新
文章新知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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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服務 

可在任一本電子書點
按“Email Alter”
設定有新電子書增加
時的新書通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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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服務 

簡易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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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 文章中的圖表（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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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查詢 

進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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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台大網域的遠端使用 

 利用校外連線方式 

 使用在台大的網域內註冊取得個人帳號 

- 可使用任何裝置，如手機 

- 直接連線至http://spiedigitallibrary.org/ 

- 登入已註冊之個人帳號 

- 必須在台大網域內註冊取得 

- 三個月內必須在台大網域內登入使用 

 

ACM Digital Library 

http://spiedigitallibrary.org/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32 

ACM Digital Librar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ACM) 收錄有關電腦資訊科技約
6千7百多種學術期刊、雜誌及會議論文之書目資料或全文 

 

瀏覽 

簡易查詢 

進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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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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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rect (S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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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rect (SDOL) 

 Elsevier出版社出版學術電子期刊與電子書(本校訂購之電子期刊與電子書
可直接於線上下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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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未訂購該電 子期
刊，無法看全文 

為open access期刊或圖
書館已訂購該電子期刊，
可看全文 

再設條件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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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WOS)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學引用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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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被引用與共引 

 本篇文章引用的文章群（Cited Articles） 

 引用本篇文章的其他文章群（Citing Articles） 

 與本篇文章引用相同文獻的文章群（Co-Citation Articles）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建立文章間的 
引用關係，從一篇文章的引用與被引用 
關係，以滾雪球方式找尋更多相關文獻。 

引用、被引用與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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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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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期刊在各領域排名情形, 
Q1-為該領域影響係數名次前25%,  
Q2-為25%-50%,  
Q3-為50-75%,  
Q4-為後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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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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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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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可以查詢某文章引用、被引用與共引文

章的資料庫為何？ 

引用、被引用與共引 

 ISCI 

- 科學引用文獻分析 

 Scopus 

- 索引摘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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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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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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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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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種類 

 發明 

-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專利法第21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20年。(專利法第52條) 

 新型 

- 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之創作。(專利法第104
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10年。(專利法第114條) 

 設計 

- 指對物品之全部或部分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應
用於物品之電腦圖像及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亦申請設計專利。(專利法第121條) 

- 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12 年屆滿。(專利法第135) 

（專利法，民國 102 年 06 月 11 日修正。）  

為何要找專利資訊 

• 避免重覆研究或侵權  

• 掌握技術發展與趨勢分析 
– 找尋具體的技術 

– 探析技術最新研發情況 

– 預測技術發展  

• 查詢特定專利發明人/申請人 
– 技術能力指標 

– 隱含的經濟價值  

• 了解專利家族 
– 狹義：某專利在不同國家申請 

– 廣義：某專利後續衍生的不同申請案，包括分割案（ Division ）、連續案
（ Continuation ）與部分連續案（ Continuation in Part, CIP ）等 

– 判斷專利價值，選擇語文專利說明書閱讀，了解該專利在各國專利範圍  

– 可透過歐洲專利局（EPO）Espacenet專利資料庫中INPADOC Patent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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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核准」與「公開」 

 核准 

- 專利核准後，官方核發專利證書給專利權人（即申請
專利時的專利申請人）並公告專利申請書之申請專利
範圍及圖式部份於專利公報。 

 公開 

- 公開指發明專利向官方申請，於申請日（有主張優先
權者，為最早優先權日）起18個月後刊登於發明公開
公報，解除保密狀態，公布技術內容。 

- 經公開之發明專利，只是技術內容公開，並非已取得
專利權。  

- 可避免他人重複投入研發，並可因發明技術內容之公
開而有更進一步的研究發展。 

 

專利資料庫 

• Google patent search:網址連結 

• 各國專利官方網站 
– 臺灣(TI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美國(USPT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應用實例 

– 日本(J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歐洲(E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中國(SI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韓國(KIPRIS)：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 世界 (WIPO)：官網連結 | 使用教學 （包含PCT、Argentina、Bahrain、Brazil、Canada、Chile、China、

Colombia、Costa Rica、Cuba、Dominican Rep. 、Ecuador、Egypt、El Salvador、Estonia、Guatemala、Honduras、
Israel、Japan、Jordan、Kenya、Mexico、Morocco、Nicaragua、Panama、Peru、Republic of Korea、Russian 
Federation、Russian Federation (USSR data) 、Singapore、South Africa、Spain、United Arab Emirate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Uruguay、Viet Nam、ARIPO、European Patent Office等） 

• 廠商專利資料庫 
– Scopus：cross-searches 24 million patents from five patent offices (US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Japan Patent Offic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 WEBPAT 

 

https://www.google.com/?tbm=pts
http://twpat.tipo.gov.tw/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132
http://patft.uspto.gov/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53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710
http://www.ipdl.inpit.go.jp/homepg_e.ipdl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417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locale=en_EP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60
http://www.sipo.gov.cn/zljs/
http://www.sipo.gov.cn/zljs/sysm/200804/t20080423_391083.html
http://eng.kipris.or.kr/enghome/main.jsp
http://www.kipris.or.kr/enghome/guideMaina.do
http://patentscope.wipo.int/search/en/search.jsf
http://www.wipo.int/freepublications/en/patents/434/wipo_pub_l434_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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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IS智網產業資料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58 

國內相關產業資料庫 

 ITIS智網─產業資料庫 

 電子時報DigiTimes--週一至週五發行，報導全球半導體、電腦、通訊等
電子產業新聞 

國內相關產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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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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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報告 
音樂 

影片 
博碩士論文 

期刊文章 
電子書 

專利報告 
音樂 

智慧財產權 & 網路安全宣導 

123 

複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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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查詢資料庫時，因為個人使用需要，可

以寫個程式來大量下載資料庫的書目與全文

嗎？ 

影片 
博碩士論文 

期刊文章 
電子書 

專利報告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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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束。 

敬請填答問卷，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