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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ife science?



課程範圍

介紹校總區生科、生農二學院
所屬主題領域之 、
類型研究資源！



課程大綱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大部分電子資源須於臺大校園網域內方能使用

開放近用研究資源(Open Access)

•不限身分皆可利用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電子資源須於臺大校園網

域內方能使用



館藏故事
臺灣本土第一次發現
鱷魚化石的可能證據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相關主題分類號-享受瀏覽書架的樂趣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圖書館資料庫哪裡找

亦可進行主題瀏覽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期刊文獻)

PubMed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的國家生技資訊中心
(NCBI)製作，為醫學期刊文獻索引摘要資料庫。

主題包括:臨床與基礎醫學、護理、牙科學、獸醫
學等；收錄年代自1950年起。



若本校有訂購全文，文獻右方

會出現 圖案，點選此圖即

可連到全文喔！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期刊文獻)

PubMed

雖為免費資源，但透過本館資料庫網頁連結進入，
可使用本校醫圖提供之Linkout功能！





Pubmed 與 MeSH

資料來源：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180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180


範例：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253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253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期刊文獻)

AGRICOLA [EBSCO]
收錄超過600種來自美國國家農業圖書館、美國農業局農業研究處等農
學研究單位之期刊論文、圖書、會議論文、專利、技術報告、政府文件
等資料之索引摘要，涵蓋主題包括：農學、生物工程、植物學、細胞學、
動物學、森林學等自然科學領域。共計收錄470萬筆資料，每月更新。

Biological Abstracts－BA [Web of Science]
生物學摘要

CAB Abstracts [EBSCO] 
農業及相關應用生命科學領域之索摘資料庫
CAB Abstracts由 CABI Publishing 製作，涵蓋1973年以來超過
400萬篇有關農業學與生命科學文獻(線上3人版)。

EMBASE
生物醫學與藥理學索引摘要資料庫（涵蓋歐洲及亞洲資料）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期刊文獻)

SCIE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Web of Science]

Scopus [Elsevier]

以上2個資料庫可查詢期刊文獻的被引用次數並提
供視覺化功能。





查詢作者國際合著的國家數量與分布

SCIE與Scopus的
視覺化功能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期刊文獻)

Airiti 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

原名Greater China Scholar(GC Scho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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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庫。

 本校未訂購「CJTD中國大陸期刊」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期刊文獻)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系列數據庫]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

●中國工具書集錦在線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OECD iLibrary
Books/Papers/Statistics/Factbook/Glossaries

 本校社科院訂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 )所出版的電
子書、電子期刊、28 種統計資料庫以及10種國
際能源總署 (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簡稱IEA) ) 統計資料庫、統計資料與參考及詞
彙出版物。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期刊文獻)

Faculty of 1000

◦ F1000Prime：由超過5000位生物醫學界的科學家與
臨床研究的專家所推薦的核心論文評選(非論文全文)。

◦ F1000Trials：廣泛的列舉最重要臨床試驗發表並給予
推荐與評論。

◦ F1000Research：創新的公開取閱期刊，提供立即的
發表及同儕評論

◦ F1000Posters：生物學、醫學海報與簡報公開取閱知
識庫。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資料庫(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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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Interference等之46種之次主
題，提供投影片動態顯示及同步演說之隨選遠距學
習，保留主講人之原音重現，可關鍵字檢索所需的
學術發表演說，可下載PDF檔講義。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實驗指南

名稱 出版社
形
式

更新 本校訂購 如何連線使用

Springer 
Protocols

Springer
叢
書

不定期 1980-2013

圖書館首頁 →研究資源→
電子資源 →電子書，搜尋
「Springer Protocols」

Current 
Protocols

Wiley
叢
書

每季
1997-2018

15種主題

圖書館首頁 →研究資源→
電子資源 →資料庫，搜尋
「Current Protocols」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JoVE
期
刊

每月
2010迄今

10種主題

圖書館首頁 →研究資源→
電子資源 →資料庫，搜尋
「JoVE」

Nature 
Protocols

Nature
期
刊

每月 2006迄今

圖書館首頁 → 研究資源→
電子資源 → 電子期刊，搜
尋「Nature Protocols」

CSH
Protocols

Cold 
Spring 
Harbor

期
刊

每月 未訂購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電子期刊

 本館電子期刊可透過館藏目錄查得，或由下列途
徑瀏覽各學院購置之電子期刊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電子期刊資料庫

ScienceDirect (SDOL)

收錄Elsevier所發行之全文電子期刊。

透過SDOL平台(Elsevier國外主機)使用, 僅本校
所訂購之電子期刊可直接於線上下載全文。請從圖
書館首頁之「電子期刊」介面查詢可使用之全文年
代及注意事項。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電子書

 本館電子書可透過館藏目錄查得，或於本館電子
書網頁查得各平台收錄範圍與使用說明



開放近用研究資源

(Open Access)

•不限身分皆可利用



開放研究資源-圖書與期刊

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

結合世界上自然史及植物學圖書館進行古老文獻數
位化，並免費提供全文。(小故事)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90


開放研究資源-圖書與期刊

SORA: Searchable Ornithological Research Archive

https://sora.unm.edu/node

美國各鳥類學會以及新墨西哥大學圖書館合作建置的世界上第一個且最
大規模的open access鳥類學出版品系統，提供連結至北美120年來與
鳥類學及其歷史相關的各種文獻全文。

https://sora.unm.edu/node


農業相關灰色文獻資料庫

AGRIS,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via FAO]

http://agris.fao.org/agris-search/index.do

本資料庫為美國食品農業組織(FAO)所建立，收錄
農業科學及科技相關之灰色文獻，如非正式出版之
科技報告、博碩士論文、研討會論文、以及政府出
版品等書目資訊。

http://agris.fao.org/agris-search/index.do


公開取用的實驗室指南

protocols (OpenWetWare)

https://openwetware.org/wiki/Protocols

免費的實驗室指南全文資料庫

任何人都可分享自己的實驗室指南

目前有超過200個實驗室指南

https://openwetware.org/wiki/Protocols


公開取用的實驗室指南

Bio-protocol

https://bio-protocol.org/Default.aspx

經同儕審核的生命科學實驗室指南資料庫，每個指
南都有詳細指引如何複製出相同的實驗。每個指南
都有Q&A功能提供指南作者與使用者互動的機制。

https://bio-protocol.org/Default.aspx


魚類資訊資料庫

FishBase: A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on Fishes

http://fishbase.org/search.php

可查詢各種魚類的分類、平均尺寸、重量、生存環
境氣候、地區分布等資訊。

http://fishbase.org/search.php


影音資料庫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US Fish & 
Wildlife Service]

https://digitalmedia.fws.gov/digital/

提供免費線上數位媒體，包含圖片、歷史文獻、影
音、以及地圖等資訊。

https://digitalmedia.fws.gov/digital/


海洋生物照片資料庫

NOAA Photo Library

http://www.photolib.noaa.gov/

美國海洋及大氣總署之數位化相片圖書館，內容涵
蓋數個世紀以來，從地球中心到太陽表面的圖片，
包含許多海洋生物的照片。

http://www.photolib.noaa.gov/


生物醫學圖片資料庫

Open-i

https://openi.nlm.nih.gov/

https://openi.nlm.nih.gov/


生物資訊研究常用平台與資料庫

GenBank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GenBank是NCBI發展的提供分子生物資料的公開資料庫。目前許多期刊要求
在發表文章時，須將DNA序列存入GenBank中取得Accession number後才
可發表。

EMBL-EBI http://www.ebi.ac.uk/

DDBJ（DNA Data Bank of Japan）http://www.ddbj.nig.ac.jp/

Sanger Centre http://www.sanger.ac.uk/

SWISS-PROT http://web.expasy.org/groups/swissprot/

PDB（The Protein Bank）http://www.rcsb.org/pdb/

PIR（Protein Information Resource） http://pir.georgetown.edu/

PRF（Protein Research Foundation） http://www.prf.or.jp/en/

資料來源：https://investigatortw.wordpress.com/2013/11/27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http://www.ebi.ac.uk/
http://www.ddbj.nig.ac.jp/
http://www.sanger.ac.uk/
http://web.expasy.org/groups/swissprot/
http://pir.georgetown.edu/
http://www.prf.or.jp/en/
https://investigatortw.wordpress.com/2013/11/27


生物多樣性相關資料庫

GBIF-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https://www.gbif.org/

生物多樣性公約中要求各國要加強分類學之能力建設 (Taxonomic Capacity 
Building) 並推動全球分類學倡議 (Global Taxonomy Initiative)，制訂全球
生物多樣性資訊交換機制，故在聯合國之經濟合作開發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的推動下，
於 2001 年正式成立了全球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積極蒐集、整合全球生物多樣性之相關資訊，並
公平合理地與世界各國分享。

https://www.gbif.org/


生物多樣性相關資料庫

TaiBIF
http://www.taibif.tw/
「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Taiwan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之簡稱，即
臺灣的GBIF入口網站，負責整合臺灣地區生物多
樣性之相關資訊，含物種名錄，專家名錄，物種基
本解說，圖片，特有種，外來入侵種，臺灣陸域與
海域生物分布、生物多樣性文獻資料、地理資訊、
環境資訊，及相關機構、團體、計畫、景點、生物
資料庫及出版物等等各類資料。

http://www.taibif.tw/


專利資料庫

經濟部智財局全球專利檢索系統
https://gpss.tipo.gov.tw/

經濟部智財局為有效協助國內產業與中小企業快速掌握產業技術
發展趨勢，完成建置「全球專利檢索系統」免費提供各界使用，
該系統整合五大局全球專利（美、日、歐、韓、中國大陸）與本
國之專利資料，後續並持續增加資料量，提供國內各界便於進行
跨國專利檢索，搭配系統提供之各項檢索指令，可精準找到所需
專利資料，瞭解產業技術發展脈絡，提升競爭力，並做為企業技
術研發與專利布局基礎。

使用者可免費註冊，登入後可進行全文檢索並提供統計分析、圖
表分析、新訊通知、個人喜好設定等加值功能。

https://gpss.tipo.gov.tw/


國內政府統計資源

政府統計-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s://www.dgbas.gov.tw/np.asp?ctNode=6281

https://www.dgbas.gov.tw/np.asp?ctNode=6281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