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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狹義關係 

• Animals 動物 
▫ Chordata 脊索動物 

 Vertebrates 脊椎動物 

 Mammals 哺乳動物 

▫ Ungulates 有蹄類動物 

▫ Artiodactyla 偶蹄目 

▫ Ruminants 反芻動物 

◦ Bovidae 牛科 

◦ Bos 牛屬 

Broad Term 

Narrow Term 



相關關係 

• Bos 牛屬 
▫ Cattle 牛 

 Beef cattle 肉牛 

 Bulls 公牛 

 Calves 小牛 

 Dairy cattle 乳牛 

 Feral cattle 野生牛 

 Heifers 小母牛 

 Steers 閹牛 

• cow housing 牛舍 
• Dairies 乳品業 
• Dairy breeds 乳牛品種 
• Dairy herds 牧人 

Related Terms 



Bettles 

Non-preferred term 

Coleoptera 

Preferred term 

常用、罕用關係 



Google Scholar：Advanced Search 

 



Google Scholar 



Google Scholar 



Google Scholar 



進入資料庫 



期刊文章索摘資料庫：主題排列 

 



其他文獻類型資料庫：類型排列 



VPN校外連線 

Off 
campus 

NTU 
Network 

https://sslvpn.ntu.edu.tw 

計中帳密登入 

臺大網域140.112.*.*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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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連線vpn 

• 臺大師生可以透過校外連線（VPN）設定，在校
外使用台大圖書館訂購的電子資源 

• 設定方法 
▫ 輸入計中e-mail帳號、密碼 

▫ 安裝Juniper Networks，以後都用程式開啟vpn 

▫ 設定問題詳見圖書館&計中網頁 
 校外連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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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node/12


資料庫簡介 

Agricola CAB Abstracts 
線上3人版 

建置單位 美國國家農業圖書館 CABI Publishing 

涵蓋主題 動物與獸醫學、昆蟲學、植物
學、森林學、水產養殖與漁業、
農業與耕作制度、農業經濟、
農業推廣與教育、食品營養學、 
農業工程與科技、地球與環境
科學等 

農業工程、應用經濟學和社會學、
畜牧生產、動物營養、水產養殖、
生質能源、生物技術、生物選育、
農業化學、氣候變遷、作物科學、
生態旅遊、昆蟲學、環境科學、食
品科學與技術、林業科學等 

資料類型 期刊論文、圖書、會議論文、
專利、技術報告、政府文件 

期刊論文、圖書、手冊、學報、會
議論文、年報、通訊、技術報告、
學位論文 

收錄期刊量 2,000餘種 7,000餘種，其中700餘種附有全文 

回溯年份 1970年迄今 1973年迄今  



【EBSCO 平台一網打盡】 



 



EBSCOHOST特殊查詢指令 

指令 用途 範例 

N數字 檢索詞彙間相距n個字數以內的文獻 copper N4 chlorophyll 
→ copper和chlorophyll相距4個字 

W數字 檢索詞彙間相距n個字數以內與前後
位置 

copper W5 chlorophyll 
→ copper和chlorophyll相距5個字，
且copper在前 

＃ 檢索文獻中符合同字根0-1個字元的
紀錄 

cat# 
→可查到cat和cats 



查詢「銅葉綠素」（Copper Chlorophyll）相關文獻 



1. 以copper chlorophyll詞組查詢 

兩詞被拆開查詢，查找結果
與銅葉綠素非直接相關 



2.前後加上引號查詢 

 前後加上 quotation marks（引號），
詞組不會被拆開查詢 



3 .檢索詞彙中間加上N數字 

 
中間加上N數字，會找到兩詞之間

相隔特定字數以內的文獻 



4. 有其他同義詞、相關詞、或其他用法 

同義詞、相關詞、或其他用法，
也可全數加入並以 OR 連結 

copper N4 chlorophyll  

OR  

Chlorophyllin N4 Copper  

OR  

E-141ii N4 Colorant 



你用對關鍵字了嗎？ 







查詢地溝油與食品安全的相關文獻 

• 地溝油的相關詞彙 

cooking oil 

hogwash oil 

waste oil 



查詢地溝油與食品安全的相關文獻 

• 食品安全的相關詞彙 

food security 

food safety 

food hygiene 



 

地溝油 
"hogwash oil" OR 

"cooking oil" OR 

"waste oil" 

食品安全 

"food security" OR 

"food safety“ OR  

"  food hygiene" 

以AND找出同時包
含兩種概念的文獻 



篩選檢索結果 

 



 

有助思考檢索詞的選擇與修改 

1. 查詢臺大有無館藏（P+E) 
2. 查詢國內有無館藏 

單筆匯出至
Endnote 



 

1. 勾選多筆到資料夾 





追蹤檢索策略的後續發展 

 

請先註冊個人帳密 



 



全文取得  

•優先選擇PDF Full Text，或其他出版社的全文
連結 

•以上管道均無法取得，可透過find it @ntu 試
試看： 
▫ 看全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去Google、
碰運氣→若均無法取得，可透過「館際合作服務」
申請。 

 



期刊文獻複印 

• 圖書館沒有蒐藏的期刊，或因資料庫延遲提供而無
法直接下載的期刊文章，可透過JADE可取得 
▫ 圖書館首頁→服務項目→館際合作服務→ 
期刊文獻快遞服務 JADE 

▫ 約1-3天取得文獻 

▫ 費用以每頁新臺幣5元計算 

▫ 中文期刊建議使用N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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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JADE
http://www.lib.ntu.edu.tw/JADE
http://www.lib.ntu.edu.tw/JADE
http://www.lib.ntu.edu.tw/JADE
http://ndds.stpi.org.tw/


其他類型文獻複印 

▫ 學位論文、圖書篇章、會
議論文、研究報告、大陸
地區文獻，透過NDDS取
得 

• 圖書館首頁→服務項目→
館際合作服務→全國文獻
傳遞服務系統(NDDS) 
▫ 第一次使用須註冊帳號 

▫ 借期、費用、處理時間詳見
網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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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u.edu.tw/node/157
http://www.lib.ntu.edu.tw/node/157


   圖書代借代還 

• 透過NDDS線上向其他圖書館
提出借書申請，由本館代為借
還書 

自行前往他館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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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館借書  



自行前往他館借書  

• 在總圖流通櫃台換其他圖書館的館際合作借書證 

• 借閱規則 
▫ 自行前往各館借書及還書 

▫ 每人限借圖書5冊 

▫ 借期依各館規定，一般為3週，不續借及預約 

▫ 師大、政大、文化、淡江可由台大圖書館代還  
(到期日前3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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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文獻何處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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