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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RESOURCE AND AGRICULTURE



WHAT IS LIFE SCIENCE?



課程範圍
介紹校總區生科、生農二學院
所屬主題領域之文獻、數據、
影音類型研究資源！



圖書館的研究資源

是網路資源之外的有

效的解決方案

資料庫內容精準、

有效且值得信任。

利用完整的檢索與匯出

功能協助記錄與寫作



內容介紹

PUBMED MESH NTUL的研究資源 公開取用學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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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重要的生物醫學資料庫
PUBMED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簡稱NLM）的國

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簡稱NCBI）所研發及維護的線上醫學資料庫系統。

收錄超過3千萬筆的書目資料，來自Medline、生命科學期刊及電子

書，以生物醫學、健康相關文獻為主，並包括生命科學、行為科學、

化學及生物工程等領域的文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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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權威

主題
完整

資源
延伸



入口1

入口2



入口3









◆ Learn【學習資源】

PubMed資料庫中備有詳盡的資料庫線上操作說明，包括：
FAQ、User Guide 等。

http://tul.blog.n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2255/files/2012/12/2020-02-06-5.jpg
http://tul.blog.n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2255/files/2012/12/2020-02-06-6.jpg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otool=itwntumtlib




◆ Find【檢索工具】

請參考「PubMed 一般查詢功能介紹」。

臨床資源查詢。提供臨床醫生查詢臨床資源。包含有Searchby 

Clinical Study Category、Find Systematic Reviews、Medical 

Genetics Searches。詳細請參考「PubMed 中的主題篩選指
令懶人包」。

單筆引文查詢，可利用 journal、date、volume、issue查找單
篇文章的資料。用於已知部分書目資料時。

Advanced Search

Clinical Queries

Single Citation Matcher

http://tul.blog.n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2255/files/2012/12/2020-02-06-7.jpg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15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105




Download【批次下載】

批次引文查詢，輸入特定格式以批次取得該文獻之PMID號碼。

PubMed可透過NCBI的整合檢索工具Entrez 系統檢索，而此功
能允許軟體開發者透過各種程式語言使用URL語法檢索Entrez，
進而批次取得檢索結果。

NLM每年於其FTP伺服器提供一次PubMed完整書目資料下載
(XML格式)。

E-utilities API

FTP

Batch Citation Matcher

http://tul.blog.n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2255/files/2012/12/2020-02-06-8.jpg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1329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549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help/#download-pubmed-data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batchcitmatch/




Explore【其他相關資料庫】

期刊資料庫。以主題尋找期刊或主題瀏覽、瀏覽期刊清單、瀏
覽有提供全文連結的期刊清單。有時檢索出來的期刊名稱為簡
稱，即可利用期刊資料庫查詢期刊全名。

醫學主題詞表。可用於進階檢索，詳細請參考「PubMed中的
文獻查詢利器 ─ MeSH 基本介紹」。

MeSH Database

Journals

http://tul.blog.n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2255/files/2012/12/2020-02-06-10.jpg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180
https://www.ncbi.nlm.nih.gov/mesh/
https://www.ncbi.nlm.nih.gov/nlmcatalog/journals/


用甚麼關鍵
字查詢呢？



主題檢索(SUBJECT SEARCH)

• 想找「自動駕駛」的文章？

autonomous car

driverless car
self-driving car

robotic carautos



主題檢索(SUBJECT SEARCH)

• 以主題的方式來找資料，例如主題詞(heading)、分類號。

driverless car

self-driving car

robotic car

autos

FULLY autonomous automobile driving

autonomous car





關鍵字檢索 V.S 主題檢索

優點 缺點

關
鍵
字

• 表達方式比較自由

• 新的詞彙查得到

• 長不一樣就找不到

• 結果較不精確

主
題
詞

• 無視同義異形、同形異義問題

• 結果較精確

• 新的詞彙可能查不到

• 人為錯誤導致查不到



PubMed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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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輸入sweet potato：自動轉換為"ipomoea batatas"[MeSH Terms] OR 

("ipomoea"[All Fields] AND "batatas"[All Fields]) OR "ipomoea batatas"[All Fields] 

OR ("sweet"[All Fields] AND "potato"[All Fields]) OR "sweet potato"[All Fields]

[Tip1] 布林邏輯運算元AND、OR、NOT需大寫

[Tip2] 關鍵詞組合運算若先後順序，可用括號包覆

例外情況：

X 片語查詢時前後加上引號“”

X 加上星號 * 作切截查詢

X 限定查詢欄位

PubMed自動比對關鍵字



PubMed         MeSH

MeSH全稱Medical Subject Headings(簡稱MeSH)，是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

建置的一套生物醫學領域主題詞。

MeSH是一種索引典，每個主題詞代表特定主題範疇，用於標示文獻內容主題。

專家閱讀文獻後，根據內容，標註適當的MeSH主題詞，使用者可透過 MeSH主題詞

查詢文獻。

有標註「*」號的MeSH Terms，為文中主要探討的內容(Major Topic)；未標註者表

示為次要主題。

描述
主題

What is MeSH?

標示
內容

專家
編製

標註
方式



Mesh以樹狀結構呈現階層組織，最上層分為16

大類，各大類之下再分為下層主題，可顯示標題

間的類屬關係。越上層的主題詞彙意涵越廣，愈

下層的標題詞越專指(specific)，彼此互為廣義詞

(broad terms)及狹義詞(narrow terms)關係。

PubMed         MeSH

MeSH Terms大家族

又稱Descriptor terms，總計超過2萬6千個主題詞標目。

副標目subheading 又稱Qualifier Terms，依附於主標目，用於描述文獻中著重的面
向或應用。

主標目Main headings 

廣義詞

狹義詞 狹義詞 狹義詞

https://meshb.nlm.nih.gov/treeView
https://www.nlm.nih.gov/mesh/topsubscope.html


MeSH Terms大家族

PubMed         MeSH

Supplementary Concept Records (SCR)

主要為物質（藥物）詞表，也包含部分程序(protocols)與罕見疾病名稱。

有些新的物質尚未成為主標目，會列入作為補充詞彙。

Pub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描述文獻類型。

Check tags 針對文中物種的特殊分類。

Pharmacological Action Terms 呈現該物質於文章中的藥理作用。

持續成長的

MeSH Terms

https://www.nlm.nih.gov/mesh/pubtypes.html


MESH樹狀結構表(TREE VIEW)

16大類主標目Main Heading (Descriptor) Terms

https://meshb.nlm.nih.gov/treeView


食品添加物(Food Additives)的樹狀結構表
依序隸屬於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現象與過程
→ Physiological Phenomena 生理現象
→ Diet, Food, and Nutrition 飲食、食物與營養
→ Food 食物

脂肪替代品
調味劑
食品防腐劑

食品添加物

調味劑下面還有更專指的詞彙
Sweetening Agents(甜味劑)



來試試一般查詢





書目匯出

V





★表示為本篇文章
Major Topic





例外情況：

X 片語查詢時前後加上引號“”

X 加上星號 * 作切截查詢

X 限定查詢欄位



運用MeSH查詢草莓炭疽病生物防治



步驟一：查詢Strawberry的MeSH Term



Main Heading主標目

Subheading 應用層面

1.”Fragaria”有出現在★Major Topic的文章
2. 僅查到”Fragraia”即可，不包含其下的狹義詞

勾選subheading後選擇
OR(只要有其中一個
都查)

樹狀結構



Mesh以樹狀結構呈現階層組織，最上層分

為16大類，各大類之下再分為下層主題，

可顯示標題間的類屬關係。越上層的主題

詞彙意涵越廣，愈下層的標題詞越專指

(specific)，彼此互為廣義詞(broad terms)

及狹義詞(narrow terms)關係。

廣義詞

狹義詞 狹義詞 狹義詞

https://meshb.nlm.nih.gov/treeView


勾選subheading後以OR作為
檢索策略



步驟二：一般查詢裡用anthracnose查詢

步驟三：一般查詢裡以OR連
結生物防治的有關關鍵字查詢



叫出Advance Search可看到檢索紀錄

將剛剛步驟一二三的檢索策
略以AND連結重新組合查
詢



★Major Topic

不要勾！

重新試一次剛剛的
組合，結果多2筆



都不勾

MeSH查詢：擴大縮小檢索範圍

比對書目資料中MeSH Terms是否有符合查詢
條件的主題詞（Insulin Resistance）及其狹義
詞（Metabolic Syndrome X）



勾RESTRICT TO MESH MAJOR TOPIC
(限定主要標題)

比對書目資料中MeSH Terms的主要標題Major 

Topic*是否有符合查詢條件的主題詞（Insulin 

Resistance）及其狹義詞（Metabolic Syndrome X）

MeSH查詢：擴大縮小檢索範圍



勾DO NOT INCLUDE MESH TERMS FOUND BELOW THIS 
TERM IN THE MESH HIERARCHY （排除狹義詞）

比對書目資料中的MeSH Terms是否有符合查詢條
件（Insulin Resistance）

MeSH查詢：擴大縮小檢索範圍



都勾（限定主要標題AND排除狹義詞）

比對書目資料中的MeSH Terms的主要標題Major 

Topic*是否有符合查詢條件（Insulin Resistance）

MeSH查詢：擴大縮小檢索範圍



（為省篇幅未勾選副標目做範例）

勾選 檢索策略 說明 檢索結果

不勾 "Insulin Resistance“

[Mesh]

比對書目資料中MeSH Terms是
否有符合查詢條件的主題詞及
其狹義詞

68,956

勾1

（限定Major Topic)

"Insulin Resistance“

[Majr]

比對書目資料中MeSH Terms的
主要標題Major Topic*是否有符
合查詢條件的主題詞及其狹義
詞

43,681

勾2

（排除狹義詞）
"Insulin Resistance“

[Mesh:NoExp]

比對書目資料中的MeSH Terms

是否有符合查詢條件者
48,107

都勾
（限定Major Topic)

（排除狹義詞）

"Insulin Resistance“

[Majr:NoExp]

比對書目資料中MeSH Terms的
主要標題Major Topic*是否有符
合查詢條件者

24,989

勝兼具廣度與深度的檢索策略

MeSH查詢：擴大縮小檢索範圍



◆ Find【檢索工具】

臨床資源查詢。提供臨床醫生查詢臨床資源。包含有Searchby 

Clinical Study Category、Find Systematic Reviews、Medical 

Genetics Searches。詳細請參考「PubMed 中的主題篩選指
令懶人包」。

Clinical Queries

http://tul.blog.ntu.edu.tw/wp-content/uploads/sites/2255/files/2012/12/2020-02-06-7.jpg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105


臨床文獻篩選



臨床文獻篩選-研究種類

依臨床研究內容主軸分5 類：

Therapy (治療)：治療/預防方法的有效性

Diagnosis (診斷)：檢查方法/臨床表徵對診斷的有效性

Etiology (病因)：暴露的危害或疾病的原因

Prognosis (預後)：建立疾病未來發展的病程和結局之預測模式

Clinical prediction guides (臨床預測指南)

Category



臨床文獻篩選-檢索準確度

Scope:Broad Scope:Narrow



臨床文獻篩選-檢索結果

所有結果 系統性文獻回顧

遺傳學主題相關文獻



小結

• 善用檢索策略ＡＮＤ．ＯＲ．ＮＯＴ

• 更多ＰｕｂＭｅｄ

PubMed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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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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可進行主題瀏覽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圖書館資料庫哪裡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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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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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及相
關應用生命科學領域之索摘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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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查詢條件

輸入檢索詞彙

設定檢索模式



直接以關鍵字查詢之後可用Refine Results調整查詢結果



協助正確查詢的工具

• Subject

• 針對文獻內容、主題的描述詞彙，不只是從全文擷取任何一詞

• Subject: Thesaurus Term／

• 針對文獻內容、主題的描述詞彙

• 有上下階層關係，可協助擴大或精確索檢索結果

• 有同義詞、相關詞關係，可一併查出同概念之事物

• Subject: Major Heading

• 針對文獻內容、主題的描述詞彙

• 有上下階層關係，可協助擴大或精確索檢索結果

• 有同義詞、相關詞關係，可一併查出同概念之事物

• 具有以上特性之詞彙並是此文獻的首要或主要描述關鍵詞



②
找到資料筆數太少，想
用相關詞(RT)或廣義詞
(BT)以擴大檢索範圍。

索引典can Help

①想找某一主題，卻不知用哪些關鍵字比較好？

③
找到資料筆數太多，想知
道更精確的關鍵字以縮小
檢索範圍，此時可利用狹
義詞(NT) 。



索引典可以幫助你知道
到底有沒有用對關鍵字！

描述到「甲蟲」，「Coleoptera」為常用詞
彙 (Preferred Term)，「Beetles」為罕用詞彙
(Non-preferred Term)。這表示想查「甲蟲」，
應該用「Coleoptera」而非「Beetles」。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
Cab Abstracts 中的文獻查詢利器 ─ CAB Thesaurus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54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546


書目中的資訊

藍底文字表示點選後可再查
詢相關資訊，如共同作者、
共同關鍵字、同樣來源的其
他文獻。



深入瞭解: CAB Abstracts 資料庫欄位介紹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454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7454


其他查詢範圍



儲存查詢結果(書目)



取得全文



檢索歷史：檢索過的紀錄都在這，可以再重新組合查詢或是修改
條件再查一次

儲存檢索策略：選擇要儲存的檢索紀錄，可設
定alert，會將符合檢索條件的新資訊寄到設定
的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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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資料庫(期刊文獻)

Scopus [Elsevier]

SCIE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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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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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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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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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庫(期刊文獻)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系列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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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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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獻)

Faculty of 1000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資料庫(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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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 [Henry Stewart Talks]



Jove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 (JoVE) 

是經由同儕審閱並被 PubMed / 

Medline 所收錄的視覺化實驗期刊包
含生物、臨床轉譯醫學、神經科學、
免疫感染等主題

另推出Science Education 資料庫系
列，提供多種主題實驗教學與研
究方法參考的（目前本校僅訂購
15部影片）

https://www.jove.com/

學習影片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view/action/uresolver.do?operation=resolveService&package_service_id=8207421910004786&institutionId=4786&customerId=4785
https://www.jo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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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圖書館研究資源
電子期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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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Direct (S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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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MED MESH NTUL的研究資源 公開取用學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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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研究資源
圖書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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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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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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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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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A: Searchable Ornithological Research Archive

https://sora.unm.edu/node

https://sora.unm.edu/node


BioMed Central Open Access Journals(BMC)

BMC 出版社為開放取用期刊之先驅
為免費全文資料庫，提供BMC 出版以醫學、生命科學為主之文獻
含270餘種期刊



BioOne

為1999 年由America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IBS)、
SPARC (Scholarly Publishing &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Greater Western Library Alliance 和
Allen Press, Inc. 創建之全球性非營利性合作組織

提供生物、動物、植物、經濟及環境科學方面之具影響力、
經同儕評鑑之學術期刊

https://bioone.org/

https://bioone.org/


農業相關灰色文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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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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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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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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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取用的實驗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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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ocols (OpenWetWare)

https://openwetware.org/wiki/Protocols

https://openwetware.org/wiki/Protocols


公開取用的實驗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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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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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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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類資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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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Base: A Global Information System on Fishes

http://fishbase.org/search.php

http://fishbase.org/search.php


海洋生物照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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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AA Photo Library http://www.photolib.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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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醫學圖片資料庫

https://openi.nlm.nih.gov/Ope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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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資訊研究常用平台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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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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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Bank

資料來源：
https://investigatortw.wordpress.com/2

013/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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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cbi.nlm.nih.gov/genbank/
https://investigatortw.wordpress.com/2013/11/27


生物多樣性相關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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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F-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https://www.gbif.org/

https://www.gbif.org/


生物多樣性相關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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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BIF

http://www.taibif.tw/

http://www.taibif.tw/


專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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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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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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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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