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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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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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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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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溫進德
老師 

170期 

生化科技系陳彥榮老師 174期 

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何傳
愷老師 

176期 

生化科學研究所冀宏源老師 18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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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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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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某特定文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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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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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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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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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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 M.F., Fu, H.Y., Cai, C.J., Yi, H.P., Yang, C.S., 

and Wang, A.H. (2015).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Studies of a Newly Grouped Haloquadratum 

walsbyi Bacteriorhodopsin Reveal the Acid-

resistant Light-driven Proton Pumping Activit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90, 29567-29577. 



找尋主題相關文獻 

--未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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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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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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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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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用字元-切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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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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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查詢範圍 



檢索技巧：片語查詢 

片語查詢-精確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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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須留意! 
• “查詢詞”，輸入 “Nano Drug Delivery System”不會查到 

”nano-hydroxyapatite drug-delive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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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查詢範圍，找到更精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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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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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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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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 Culture 

從主題查詢有關器官培養 organ culture的館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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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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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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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期刊文獻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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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縮條件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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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跨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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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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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rimo.lib.ntu.edu.tw/


小心漏網之魚 

•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使用時機 

– 查詢特定文章 

– 不知道該用什麼資料庫(database) 

•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 ≠ 所有資料庫 

• 資源探索服務系統未包含全部台大資料庫 

• 避免漏網之魚，建議您 

– 個別查詢重點資料庫 

– 善用主題資料庫的加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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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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期刊： 
– Current Protocols (實驗手冊) 

– Springer Protocols 

– Nature Protoco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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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logy 、 Engineering 、 Behavior 、
Bioengineering 、 Chemistry 、 Medicine 、 Environment 、
Immunology and Infection、Neuroscience、Developmental 
Biology等10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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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stalks.com/main/index_category.php?c=252
http://hstalks.com/main/index_category.php?c=252
http://f1000.com/prime
http://www.jove.com/
http://www.jove.com/
http://www.jove.com/
http://www.j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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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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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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新知通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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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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先申請個人帳戶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 

[Henry Stewart Talks] 

 邀請世界級生醫領域的專家(含諾貝
爾得主)演講的線上講座 

 目前已有超過2000部演講，內容廣
泛，超過100個相關系列 

 影片內含高畫質投影片並同步搭配
講者旁白 

 講解主題廣泛: 基因學到分子生物
學/疾病成因到治療 

 每月更新最新演講影片及新增系列 

 使用者: 科學家、研究生、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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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際大師面對面 



資料來源:飛資得醫學資訊 58 臺灣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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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研院院士﹣
蔣觀德教授 

2011諾貝爾生理學獎- 
Bruce Beutler 

2011諾貝爾生理學獎-
Jules A. Hoffman 

2011諾貝爾生理學獎-
Ralph M. Steinman 

長庚大學生物研究所 – 
林錫賢教授 

2009諾貝爾生理學獎-
Venki Ramakrishnan 

2009諾貝爾生理學
獎-Thomas Steitz 

北京大學分子醫學研
究所- 程和平教授 



60 

全球頂尖講者 
最新研究成果 

國際級演講技巧 
高畫質影片觀看 
輕鬆嵌入課程教學 
專業課程顧問-New! 

講義一鍵輸出 
資料輕鬆共享 
反覆觀看學習 



查詢與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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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您要的“類別” (Category)或“治療領域” (Therapeutic area)  



63 臺灣大學圖書館 

• 觀看影片時可用的選項 

 

1.跳轉到一個選定的幻燈片 

 

2. 添加字幕（已發布在2014年和以後
的講座） 

 

3. 將幻燈片轉為PDF格式 

 

4. 控制影片的解析度 

 

5. 該篇演講的引用格式(Citation) 

 

6. 查看在同一系列中的其他演講 

 

7. 嵌入到Word文檔，PowerPoint，
電子郵件，虛擬學習系統（如
Moodle，Blackboard，Sakai）等 



PDF 講義输出 



高畫質實驗圖片 



可重複、停頓觀看
複雜的圖像說明 



講義內容可直接記錄
筆記，方便學習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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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複製到剪貼然後貼在：
Word，Moodle等。 
B. 拖放 
C. 輸入開始和結束時間後
嵌入您選擇的講座段落 
D. 使用“高級”選項
(Advanced)可以更好地設
定顯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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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的教學
錦上添花！ 

方式1、郵件諮詢 

🔽老師提供教學大綱 

🔽課程顧問分析並提供 

 配合教學的視頻內容 

方式2、會議討論 
🔽 老師提出需求 
🔽 廠商協助安排老師與課
程顧問討論課堂內容 
🔽 課程顧問再發郵件提供
配合教學的視頻內容 



Send Your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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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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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每月更新發布的講座訊息，
點選網頁上方或底部的 “Keep 

me up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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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現今實驗技術複雜，經常一個實驗費時數週、實驗設備成本昂貴…等不易重複操作的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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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文字無法精確描述創新實驗技術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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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VE的優勢及特色 

從 2006 年至今，發展出 

10 個不同的主題，除了

最早的生物領域，還包含

了臨床&轉譯醫學、應用

物理、化學等主題。 

8

3 

2010（500) 2011(1,000) 2012(2,000) 

2013(2,500) 2014(4,000) 

JoVE Timeline 



期刊：10個主題領域 

84 

紅色框框標明圖書館訂購內容 

• 每月出刊，可依時間搜尋過刊。 

• 影片包含摘要、簡介、討論、步驟、結果等內容文字檔。 

• 可透過內文進行檢索。 

• 比照文字期刊的形式，包含doi值、期刊、作者資訊等引用
格式，便於使用者進行文章的搜尋、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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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瀏覽 熱門影片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J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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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看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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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ble of Contents按出版年代/月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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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個人帳戶 

90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91 



貼心小叮嚀 

• 請確認email是否輸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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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建立個人帳戶 

94 

• 再前往您輸入的email連
結確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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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JoVE投稿資訊 

96 

若讀者有興趣投稿
JoVE，投稿文章優先。 

 

在文章被JoVE 

Accepted之後，
JoVE編輯團隊將在與
作者聯繫討論後續研
究影片拍攝細節。 



實驗手冊 

• Current Protocols • Springer 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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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手冊 
• Nature 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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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使用校外連線 
電子資源只能在臺大網域（140.112. * . *）內使用。

校外使用要先設定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臺大校園虛擬私有網路），才能取得使用權限喔！ 
 

計中 
帳號密碼 

    https://sslvpn.ntu.edu.tw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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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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6790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6790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6790


將Google Scholar 查得書目 - 匯入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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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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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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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tul@ntu.edu.tw


誠摯邀請您填寫課程滿意度調查 
• 圖書館首頁→「服務項目」 → 「圖書館利用講習」 → 

HELP講堂 

105 



誠摯邀請您填寫課程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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