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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與發表

訂定研究
主題

利用關鍵字
查找文獻

取得需要
的文獻

分析歸納
進行實驗

引用文獻
撰寫論文

投稿期刊

• 圖書館目錄
• Web of Science
• Scopus
• PubMed

• Endnote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Research Cycle

• 紙本全文
• 電子全文
• Open Access 
• 館際合作

• Current Protocols
• Nature Protocols
• Springer Protocols 2臺灣大學圖書館



資訊素養

1.確認資訊需求

• 確立資訊需求的屬性與範
圍

• 建立知識背景

2.獲取資訊

• 建立檢索詞彙

• 發展檢索策略

• 選擇適當的檢索工具

• 適時進行修正

3.評估資訊

• 從獲得的資訊摘要、萃取
所需的資訊

• 綜合既有資訊建構新觀念

• 與專家學者共同討論驗證

• 評估資訊檢索的過程

4.了解資訊倫理、利
用資訊

• 撰寫報告，正確引用參考文獻

• 合理使用資訊、合法傳播資訊

• 重視資訊倫理、法律問題

5.資訊素養是一種終
身學習的概念
• 運用多元的方法與新技術，持續關

注學科領域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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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確認資訊
需求

查找文獻 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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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確認資訊
需求

查找文獻 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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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資訊需求
— 如何選擇研究主題?

• 要寫的報告類型? 平時作業? 期末報告? 
專題研究? 碩士論文?

• 需要多少資訊量?

• 需要新穎性資料，還是完整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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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背景知識

• 報紙新聞雜誌→ 時事趨勢

• 百科全書→概念與主題建立

• 教科書、專書→基本概念、理論架構

• 期刊文獻、評論性資料→問題發掘、研究
趨勢

• 其他大量的閱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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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數相
關的人

廣播
電視
網路

報紙
廣播
電視
網路

會議論文
學術期刊論文

事件剛
發生

事件發
生一天
內

事件發
生數天
或一兩
週後

事件發
生超過
一兩週
後

事件發
生超過
數月後

事件發
生超過
一年後

資訊生命週期 Information Cycle Timeline

參考工具書

百科全書書籍雜誌

2003

2003 8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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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領域論文題目發想

• 實驗室研究主題
• 同儕學位論文
• 綜述文獻 (review article)
• 研究論文 (research article)
• Seminar 書報討論

– 經由教授引領與討論，從他人論文中選擇具參
考性的研究方法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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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領域論文題目發想
-- 瀏覽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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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領域老師專訪
訪談老師 刊登館訊

生命科學系潘建源老師 168期 (4月)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溫進德
老師

170期 (6月)

生化科技系陳彥榮老師 174期 (10月)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何傳
愷老師

176期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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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確認資訊
需求

查找文獻 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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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資訊

博碩士論文

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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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種類與查詢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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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某特定文獻
• 找尋主題相關文獻

找尋文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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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某特定文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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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
citation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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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tts, A.D.M., Forrest, B.M. , 2007.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ools for incursion respons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uling pest Didemnum vexillum. J. Exp. Mar. Biol. 
Ecol.  342, 154–162.

著者 出版年代

期刊卷期、頁碼

文章引用文獻—期刊文章

引用文獻參考書目格式

期刊名稱

21

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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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書館目錄查詢該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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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圖書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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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 K.D. (2007).  The ecology & behavior of 
amphib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書名

出版資訊

著者

引用文獻參考書目格式

文章引用文獻—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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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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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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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源探索”整合查詢
圖書 The ecology & behavior 
of amphibians

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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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預設為查詢臺大圖書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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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源探索”整合查詢
文章篇名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ools for 
incursion respons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uling 
pest Didemnum vexillum.

利用Primo直接找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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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主題相關文獻
--未知的文章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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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概念解析-
以「3D列印人體器官」為例

• 3D列印
– 原理、設備、材料

• 人體器官
– 肝臟、肺、血管、下巴、

皮膚、視網膜細胞..

圖片來源:康健雜誌第183期 2014/02出刊 31臺灣大學圖書館



將concept轉化成檢索詞彙

• 關鍵字(Keywords)的抽取

觀念(concepts)、理念(ideas)、專有名詞

(terminology)、重要詞彙(significant terms)

• 找出詞彙的字形變化(單複數、縮寫等) 

• 找出詞彙的同義詞

• 同時思考中文關鍵字與英文關鍵字

• 找出詞彙間的階層關係(廣義詞、狹義詞、相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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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oncept

狹義詞 狹義詞 狹義詞 狹義詞

廣 義 詞

相關詞

同義詞

詞彙間的階層關係

找出詞彙間的階層關係 可利用索引典、標題表等工具

Ex. 醫學標題表（MeSH） 33臺灣大學圖書館



列出檢索詞彙 – 例舉
• 研究題目：紅麴應用於癌症預防
• 概念：紅麴、癌症
• Keyword:

34

紅麴 預防保健

降血脂、心
血管疾病

生技研發

MonacolinK

ntu 568
菌株

抗癌

阿茲海默症

代謝物

γ-胺基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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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檢索詞彙 – 例舉
• 研究題目：3D列印人體器官
• 概念：3D列印、器官培養
• Keyword:

概念 3D Printing Organ Culture

廣義詞 Printing;
Layer manufacturing; 
…..

Medical Application
Clinical Medicine;

狹義詞 Nanoscale 3D printing;
Bio-printing

Organ Culture Techniques
Liver, kidney, skin…

相關詞/

同義詞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3DP);
3D Printer(s);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M);

Tissue Engineering
Tissu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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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檢索技巧、建立檢索策略

運用資訊檢索的基本觀念配合資料庫系統所提供的
檢索功能，將已分析的研究主題關鍵詞，建立檢索
策略執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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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技巧：布林邏輯
AND

結果會出現所有檢索詞
OR

結果至少出現一個檢索詞

NOT
結果包含前者

但不包含後者檢索詞

探討「果蠅遺傳、突
變和學習行為研究」

探討「基因工程與複
製人」

cloning NOT sheep果蠅AND遺傳AND學習行為

探討「慢性病用藥觀
念」

慢性病 OR糖尿病 OR高血壓

用於相異概念詞彙 用於相似概念詞彙 排除不相關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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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技巧：萬用字元、片語查詢

萬用字元
• 用於檢索單一詞彙之單

複數形
• 用於檢索不確定之拼字
• ?代表一個英文字母、*

代表多個字母
– 輸入wom?n ：可找到

woman、women
– 輸入t??th：可找到 tooth、

teeth、 truth、tenth
– 輸入comput*：可找到

computer、computers、
computerize、
computerization

片語查詢
• 輸入 “ ”：可限制為片

語，輸入的詞彙不會被
拆解查詢，適合查詢專
有名詞或確切名稱時使
用。例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縮小查詢範圍，找到更精確的資訊

擴大查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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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組合檢索法

將各概念利用布林邏輯關係進行結合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or Bio-printing) AND (Organ Culture or Tissue Engineering)

依序找出代表每個概念之所有詞彙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or  Bio-printing Organ Culture or Tissue Engineering

確定主題之主要概念及其布林邏輯關係

3D列印AND 器官培養

確立研究主題

3D列印與器官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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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獻滾雪球法

利用這些相關文章尋找更多相關的文章

先找到一篇或數篇相關文獻， 經由相關文章的
參考文獻，篩選出更多相關文章

利用關鍵字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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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主題相關文獻
-- 查找途徑

館藏目錄

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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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 Culture

從主題查詢有關器官培養 organ culture的館藏

43
臺灣大學圖書館



44
臺灣大學圖書館



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45

圖書、期刊文獻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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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條件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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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跨庫查詢

47臺灣大學圖書館



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跨庫查詢

• 可以單一平台同時檢索圖書館所訂購之網路版資料庫
• 缺點：無法提供各資料庫特有的查詢欄位與加值功能

! 資源探索 ≠ 所有資料庫
• 網址：http://primo.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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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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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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指引

• 依文獻類型 • 依學科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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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農/生命科學/醫學相關資料庫資源
• 期刊為主要收錄資料類型之主題型資料庫：

– 跨學科領域：Web of Science、SCOPUS、中華民國期刊論文
資料庫、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 PubMed

• 電子書產品：
– Current Protocols (實驗手冊)
– Springer Protocols
– Wiley Online Books

• 博碩士論文：
– 美加地區：PQDT（PQDT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 臺灣：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CETD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
– 中國大陸：CNKI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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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醫學相關資料庫資源
•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 [Henry Stewart 

Talks]
– 收錄超過1200篇世界頂尖專家學者的學術發表演說 (Seminar

style presentations)，涵蓋生醫生命科學領域，保留主講人之原
音重現。

• F1000Prime
– 由全世界超過10,000位各領域的醫學臨床學者、生物學專家學者，

針對其特定之專業領域，即時挑選世界上最重要的醫學及生物學論
文，做出評論與建議閱讀，並給予評分。使用者可在此資料庫先閱
讀由專家學者所評論的文獻，再延伸閱讀其他深度及廣度的資料。

•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JoVE
– 視覺化實驗期刊，包含科學實驗的影片教學示範與超過2500部的

實驗影片。本校訂購:General、Applied Physics、Behavior、
Bioengineering 、 Chemistry 、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
Medicine 、 Environment 、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 、
Neuroscience等9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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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 PubMed為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

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簡稱NCBI) 所研發生物醫學相關文獻的Web-based 檢索
系統。

• 以收錄生命科學相關文獻為主，並收錄資訊科學、航太科
學等其他學科文獻，收錄年代自1950年起。

• 提供部分免費及付費全文連結服務，並包含即將出版的醫
學文獻。

• LinkOut本館電子全文功能：檢索結果出現醫圖logo，代
表本院有訂購全文，點選該logo即可linkout連結至全文；
院外連線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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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醫圖設定取得全文
從本館提供的連結
（http://www.ncbi.nlm.nih.gov/sites/entrez?holding=itwntumtlib_fft_ndi ）或資
料庫清單進入PubMed資料庫。
*校外使用要先設定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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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書目資料

摘要

PMID-文章識別號

全文出處

Linkout 本館電子全文

根據摘要、標題與MeSH名詞，
配合字元權重計算出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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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記錄中的MeSH terms

書目資料的MeSH terms (醫學主題
詞表)，用以表示該篇論文所涉及的
主題；MeSH term前面若有*號，
則為主要標題；沒有*者為次要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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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具有自動詞彙轉換功能
(Automatic Term Mapping)，使用者輸入
關鍵詞，系統會根據主題詞表，自動找出
相對應的主題詞彙，並同時檢索關鍵詞與
主題詞。

詞彙檢索：cancer vs. “cancer”

運用布林邏輯：AND、OR、NOT (需大寫)

58

關鍵詞keyword與標題Subject Heading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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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癌症」相關文章

cancer
Tumor(s)

腫瘤

Keyword

Subject Heading
Automatic Term Mapping 

Neoplasms
腫瘤

Keyword vs. Subject H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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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詞彙轉換功能
(Automatic Term Mapping)

60

限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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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檢索，系統都會產生一個檢索號碼，
本區可看到所有檢索步驟的歷史紀錄。
如要運用先前的檢索策略，可直接輸入檢
索號碼，並運用布林邏輯加以運算。
例如：#2 AND #6
若超過8小時未使用PubMed，系統會自動
消除歷史紀錄。

歷史檢索(Search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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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檢索結果至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書目資料的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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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書目記錄，由PubMed自
動轉至Endnote書目管理軟體

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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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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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新知通告服務
(automatic email alert)
以email接收最新之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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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 SCOPUS
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

圖片製作參考自：碩睿資訊

Key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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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資料由多到少
A. Refine
B. Sort by
C. Create Citation Report
D. Analyze Results

資料由少到多
A. References 
B. Times Cited
C. Related Records
D. Keywor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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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資料由多到少
A. Refine
B. Sort by
C. Create Citation Report
D. Analyze Results

資料由少到多
A. References
B. Times Cited
C. Related Records
D. Keywor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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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有和其他
文章引用相同文獻

此篇文章被其他
2篇文章引用

此篇文章引用58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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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期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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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由多到少
A. Refine
B. Sort by
C. Analyze search results
D. View citation overview

資料由少到多
A. References
B. Cited by
C. Related Documents
D. Indexed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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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資料由多到少
A. Refine
B. Sort by
C. Analyze search results
D. View citation overview

資料由少到多
A. References
B. Cited by
C. Related Documents
D. Indexed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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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 me when this article is cited !

Web of Science

Create Citation Alert
Scopus
Set Citation Alert/RSS 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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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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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國家圖書館建置，可線上下載部
分已獲授權之論文。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

• 收錄臺灣大學、淡江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中興大學、元智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
國醫藥大學、臺北藝術大學、長榮大學、
清華大學、臺北科技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等的碩博士論文。 80臺灣大學圖書館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 
[Henry Stewart Talks]

• 學術發表演說資料庫
• 提供投影片動態顯示及同步演說之隨選遠距學習
• 收錄超過1200篇世界頂尖專家學者的學術發表演

說 (Seminar style presentations)
• 可關鍵字檢索所需的學術發表演說
• 可下載PDF檔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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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飛資得醫學資訊82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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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年代瀏覽相關影片

按年代瀏覽系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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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資訊

講者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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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00Prime

• 醫學與生物學論文評價和
檢索系統

• 由生、醫領域專家學者,挑
選醫學及生物學論文，進
行評論與推薦。

• 根據專家評分計算出
F1000Prime指數與進行排名。

• 分成 Exceptional(3 stars), 
Very Good (2 stars) or Good 
(1 star)並與該論文做連結。

• 使用者可在此資料庫先閱
讀由專家學者所評論的文
獻，再延伸閱讀其他深度
及廣度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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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00 Prime 功能鍵操作

1.推薦文章
2.評等
3.F1000Prime報告
4.F1000師資陣容
5.關鍵字檢索
6.進階檢索

1 2 3 4

5 6



1. 推薦文章

評等

按最新文章或最佳評等排序

選定限定時間

評論人

選定限定條件之文章

圖示說明:評等/高點閱/改變臨床實例

瀏覽方式:全部/生物學/醫學

資料來源:江憲助（九如江記圖書公司）。
F1000生物醫學類核心論文評選使用指南。



2. 評等

評等分為「推薦」Good 、「必讀」Very Good

、「極出色」 Exceptional

論文評等:
*一直是前10名
論文
*最近前10名論
文
*一直是最常被
點閱的論文
*14天內最常被
點閱的論文
*遺珠之憾:不常
被瀏覽但又是
值得被評論的
重要論文



3. F1000Prime報告

全部/生物報告/醫學報告

F1000Prime REPORTS是延伸自
F1000Prime評論的文獻，以發表獨特
且經同儕評論的生物學/醫學新興主題
報告的開放取閱(OA)期刊。

資料來源:江憲助（九如江記圖書公司）。
F1000生物醫學類核心論文評選使用指南。



4. F1000 師資陣容…(1)

國際顧問委員會

資料來源:江憲助（九如江記圖書公司）。
F1000生物醫學類核心論文評選使用指南。



4. F1000 師資陣容…(2)

由國際顧問委員提名
最頂尖的科學家和臨
床醫生擔任。

資料來源:江憲助（九如江記圖書公司）。
F1000生物醫學類核心論文評選使用指南。



5.關鍵字檢索

資料來源:江憲助（九如江記圖書公司）。
F1000生物醫學類核心論文評選使用指南。



6.進階檢索

資料來源:江憲助（九如江記圖書公司）。
F1000生物醫學類核心論文評選使用指南。



匯出EndNote / 取得全文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JoVE

• 將實驗技術影像化，以影片形式
出版。

• 成立於2006年，第一個經過Peer 
Review，收錄於PubMed的影片期
刊。

• 涵蓋生物、醫學、化學、物理科
學…。

有助於--
• 有效率的知識傳播形式，影片將實驗過程透明化，且可重

複觀看，節省時間、空間、資源上的成本。
• 影片紀錄的內容更詳盡，比起單純的文字、圖表形式，更

能將複雜且多面向的實驗過程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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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瀏覽 熱門影片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J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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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更多…
• 醫圖數位學習網
• http://lib.mc.ntu.edu.tw/home/

101臺灣大學圖書館



善用Google Scholar串聯台大全文

2• 若您在校外，請先設定「校外連線 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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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Google Scholar 查得書目 - 匯入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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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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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確認資訊
需求

查找文獻 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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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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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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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與「抄襲」

• 寫論文引用他人的文章或論述時，一定要註明來
源出處，以免變成「抄襲」。

• 引用他人著作的地方，須以Citation(引 註)標明引
用出處，並於文末以Bibliography / Reference(參考
文獻)註明來源資訊。

• 避免大量引用，遵守合理引用，注意比例原則，
論文撰寫應以自己的論述觀點為主，他人文字為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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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格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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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註(Citation) 、參考文獻 (Reference)

– 我們在撰寫論文時，若有引用他人著作的地方，必
須以Citation(引 註)標明引用出處，並於文末以
Bibliography / Reference(參考文獻)記載來源資訊。

– 在不同的學會、期刊參考文獻格式中，會有不同的
格式 要求。

110臺灣大學圖書館



常見的參考文獻格式

• 參考文獻有許多不同的格式寫法，通常各期刊的投稿須
（Guide for Authors) 都會有詳細說明，投稿前應詳相關說
明，依據要求的格式進行撰寫。

• 理工、生物科學領域常見Citation Styles 有:
• IEEE – IEEE 期刊規定之格式
• AC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化學領域
• AIP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物理領域
• AMS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數學領域
• CSE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CBE(Council of Biology Editors) – 生

物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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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

– 協助大量書目資料管理：蒐集、
分類、分享及備份

– 自動產生不同的引用(Citation)
格式及參考書目(Reference)格式

– 輕鬆轉化不同書目格式
– 搭配word，簡化論文寫作，節

省時間

有效管理你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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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書目管理軟體

輕鬆轉換書目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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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與5/14舉辦「從遊戲競賽中翻轉 EndNote」課程活動。

透過饒富趣味的團隊分組對抗，讓參加者從遊戲中獲得更紮
實的學習，獲得同學一致好評。
數位課程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q=zh-hant/node/91

HELP講堂翻轉教室-
從遊戲競賽中翻EndNote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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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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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服務組
E-mail: tul@ntu.edu.tw
Tel: 02-3366-2326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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