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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需求產生時
你會怎麼查資料？



點開Google，輸入關鍵字！



「關鍵字」可以是「概念」

「關鍵字」可以是「事件」

「關鍵字」有「範圍」

#多個「關鍵字」組合，直到找到需要的資訊

使用「關鍵字」來找已存在的資訊

K

#檢索的「關鍵字」就是會隨時間 需求而不斷發展的一組檢索辭彙



那要查學術文獻呢？



Google Scholar



用對關鍵字了嗎？

相關的文獻多嗎？

有查到重要文獻嗎？

還有沒有更相關的？

查詢過程自我確認

#檢索的「關鍵字」就是會隨時間 需求而不斷發展的一組檢索辭彙



關於查詢與關鍵字

1) 期末報告、實驗初始需要閱讀文獻，我如何開始找資料？

2) 找到的文獻很多，要如何篩選出相關度高的文獻？

3) 我能夠利用「索引典」、「主題標目」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搜尋詞彙嗎？

4) 我可以使用關鍵字與AND、OR、NOT組合查詢嗎？

5) 別人會用甚麼樣的關鍵字找相同領域的資料？

6) 如何幫自己文章下關鍵字？



期末報告、實驗初
始需要閱讀文獻，
如何開始找資料？



進
階
查
詢
頁
面

圖書館S L I M

鍵入關鍵字



學術論文：有完整學術寫作結構的內容、參考文獻
限定年代：提供找新進或特定時間的資料



高架草莓
>病蟲害防治
>栽培生長
>產品加工
>環境影響

學術論文標題

研究主題
>應用層面

主題關鍵字

主題關鍵字



高架草莓品種、栽培與生長影響因子

◉ 應用領域
◎ 農業
◎ 園藝

◉ 主題關鍵字
◎ Cultivation of strawberry in plant 

factory using recirculating 
hydroponic system

◎ daughter plant
◎ flowering
◎ plant factory
◎ recirculating system
◎ strawberry (Fragaria ×ananassa

Duch.)
◎ 循環式系統
◎ 植物工廠
◎ 草莓
◎ 走莖苗
◎ 開花

◎ Effects of light quality and temperature on plant growth and 
fruit color in white strawberry

◎ Fragaria × aananassa Duch.
◎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bility
◎ 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 anthocyain biosynthesis
◎ cultivated location
◎ phenolics compound
◎ 栽培地區
◎ 總酚類化合物
◎ 花青素生合成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daughter%20plant&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flowering&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plant%20factory&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recirculating%20system&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strawberry%20(Fragaria%20%C3%97ananassa%20Duch.)&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5%BE%AA%E7%92%B0%E5%BC%8F%E7%B3%BB%E7%B5%B1&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6%A4%8D%E7%89%A9%E5%B7%A5%E5%BB%A0&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8%8D%89%E8%8E%93&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8%B5%B0%E8%8E%96%E8%8B%97&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9%96%8B%E8%8A%B1&tab=LibraryCatalog&search_scope=MyInstitution&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DPPH%20free%20radical%20scavenging%20ability&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DPPH%E8%87%AA%E7%94%B1%E5%9F%BA%E6%B8%85%E9%99%A4%E8%83%BD%E5%8A%9B&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anthocyain%20biosynthesis&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cultivated%20location&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phenolics%20compound&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6%A0%BD%E5%9F%B9%E5%9C%B0%E5%8D%80&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7%B8%BD%E9%85%9A%E9%A1%9E%E5%8C%96%E5%90%88%E7%89%A9&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sub%2Cexact%2C%E8%8A%B1%E9%9D%92%E7%B4%A0%E7%94%9F%E5%90%88%E6%88%90&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886NTU_INST%3A886NTU_INST&lang=zh-tw&offset=0


分析關鍵字間的關係

◉ 分類:
◎ 研究對象?
◎ 研究方法?
◎ 影響因子?
◎ 分析方式?
◎ 時空背景?
◎ 理論基礎?
◎ 應用技術?

strawberry

Plant factory

White strawberry

recirculating hydroponic system

temperature

栽培地區

DPPH free radical scavenging ability

花青素生合成

走莖苗



找到的文獻很多，
要如何篩選相關
度高的文獻？



滾雪球

核心文章

核心文章的相關文章
核心文章的相關文章的相關文章

像雪球一樣，有一定數量且彼
此之間相關性極高的文章群



Web of Science

1.被引用與引用文獻脈絡
2.綜合領域：SCI、SSCI、A&HCI

更多教學



滾雪球

2017

Cited 
References

2000

2014

1995

2017Times 
Cited

Related 
Records

2016

2013

1999

2010

1994

2016

2006

往後探索

共同引用

往前追溯

透過引用關係，從少數核心文獻 (key papers) 滾雪球找到其他相關文獻

2015

核心文章



Web of Science
這是檢索結果



在調整檢索結果功能，找尋與主題、
領域或關鍵字相關的條件，進一步
篩選更適當關鍵字組合。



這
是
單
篇
文
章

作者關鍵字：文獻

本身的關鍵字，可

能是作者從內容、

主題、標題、摘要

等擷取描述研究的

詞彙

KeyWords plus：

是從被引用文獻的

標題所自動產生的

索引字詞。必須在

引用文獻中出現超

過一次，且是依多

字字句到單一字詞

方式排序。可增強

傳統關鍵字或標題

擷取。



Scopus

1.可作引用、被引用、共引等引文查詢功能
2.整合搜尋網頁資源引用及專利引用
3.各學科主題

更多教學



S c o p u s

這是檢索結果



在調整檢索結果功能，找尋與主題、領域或關鍵字相關
的條件，進一步篩選更適當關鍵字組合。

D D



這
是
單
篇
文
章

這些是作者選擇的關鍵字，他們
認為最能反映出他們文獻的內容

這些是內容提供者選擇的關鍵字，而且是
根據公開提供的詞彙加以標準化。考慮到
同義字、各種拼寫和複數。



藉由相關文章群的關鍵字分析，
可以知道用「strawberry」所查詢的文章，
多以「Fragaria」為關鍵字喔！



主題是有著共同的知識興趣的文獻集合，而且

可以是大或小、新或舊、氣勢增長或衰退。隨

著時間過去，新主題會展露頭角，而且由於主

題是有動力的，它們將隨著演變。由於當今研

究風貌的本質，很多主題是跨多個學科的，而

且舊主題可能蟄伏，但仍然存在。此外，研究

人員本身是機動的，並且從事不同研究領域，

因此可以對多個主題做出貢獻。

什麼是 Scival主題顯著？
關鍵字本身代表的概
念、內涵、主題，可
以擷取自文獻，作為
數據群被分析。

「關鍵字」代表的主
題也是會隨時間需求
而不斷發展的一組檢
索辭彙

Scival是分析資料庫的
一種



PubMed

1.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的國家生技資訊中心(NCBI)製作

2. 臨床與基礎醫學、護理、牙科學、獸醫學與生命科學等主題文獻

3. 涵蓋Open Access資源

4. 完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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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教學



這是檢索結果

P P u b M e d



這
是
單
篇
文
章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1. 綜合學科類全文資料庫

2. 提供Associated Press美國聯合通訊社(簡稱美聯社)影片

3. 每個月將會不定時新增300筆以上的影片及圖片

更 多 教 學



這是檢索結果

A c a d e m i c

S e a r c h

C o m p l e t e



這是單篇文章

點擊反藍關鍵字，可再延伸查詢相關文獻



ABI/INFORM Collection

1. 收錄國際產業報告、國家報告、Working Papers

2. 美加商學博碩士論文全文、財經類報章雜誌、經濟數據

更 多 教 學



這是檢索結果

ABI / INFORM Col lec t ion



這是單篇文章

直接開啟全文，瀏覽全文內的關鍵字。



華藝線上圖書館

1. 中文電子期刊文獻

2. 中文學位論文

3. 臺灣各大學或學會舉辦之重要研討會會議論文

4. 臺灣大學電子學位論文(全文僅授權公開者)

更 多 教 學



點擊反藍關鍵
字，可再延伸
查詢相關文獻。

華 藝 線 上 圖 書 館



JSTOR

1. 由非營利組織 ITHAKA 建置，旨在幫助學術社群使用數位技術來

保存學術成果

2. 針對多學科回溯逾千種學術期刊，自第一卷第一期製作電子版本

完整典藏

3. 更多歷史文本資料庫



這是檢索結果

完整圖文文本

J S T O R



這是單篇文章

追溯關鍵字詞
彙使用的演變



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

1. 報紙資料庫

2. 1928-1949官方媒體

3. 追溯歷史時事

4. 查詢關鍵字詞彙使用的演變

5. 更多報紙資料庫



帕
爾
？
草
每
？

追溯關鍵字詞
彙使用的演變



其他：產生、分析關鍵字的網站

1. GRB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2. HTML5 Word Cloud



資料內容

研究計畫：自82年起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各
機關委託研究計劃、各
機關科技類自行研究計
畫等之基本資料及摘要。

研究報告：計畫的研究
成果報告摘要及全文





資料庫功能
蒐集關鍵字 從內容(檢索結果)

中分析與統計

有領域特性

可以透過資料庫
功能延伸查詢

用來組織知
識的詞彙
(主題詞)

以有結構的詞
彙來描述知識

(索引典)



我能夠利用「索引典」、
「主題標目」等知識圖譜
工具蒐集與我研究主題相

關的搜尋詞彙嗎？



檢索詞彙

● 抽取關鍵詞：

○ 觀念/理念、專有名詞、
重要詞彙

○ 字尾變化（詞性、單
複數、縮寫等）

○ 不同語文（中文、英
文、日文等）

○ 找出詞彙間階層關係
（廣義詞、狹義詞、
相關詞）

索引典

標題表



關鍵詞檢索
(Keywords Search)
Keyword searching uses any 

words you can think of that 
best describe your 
topic. Keyword searches 
will be broad: title, source 
and contents of each item 
will be searched for your 
keyword(s).

51Cited from https://libguides.hofstra.edu/c.php?g=796539&p=5697278



主題檢索
(Subject Search)

1. 以主題的方式來找資料，
例如主題詞(heading)、分
類號。

2. 主題詞是已經編製好的固
定詞彙(可擴充)，這些詞彙
通常可以來描述一個知識
體系的內容，真的與「主
題」「內容」息息相關。

Coffeas

Coffea arabica

Coffea arabicas

Caffea

Coffea

Caffeas
arabicas, Cof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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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次嘗試尋找精準詞彙

• 結果可能過多無關

主
題
詞

• 精準描述內容的詞彙

• 結果相關數較多

• 新詞彙可能還查不到

• 編制錯誤導致查不到



16大類主標目Main Heading (Descriptor) Terms

MeSH樹狀結構表
(Tre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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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wberry

Rosaceae

Agrimonia Fragaria Prunus

Prunus 

africana
Prunus 

dulcia

廣義詞

相關詞 相關詞

狹義詞

#以主題詞彙建構知識體系



關
鍵
字

主
題
詞

#以詞彙來描述知識內容

#採草莓
#愛草莓

#fragaria

#fragariavesca

#Fragaria×ananassa

#growthanddevelopment



Main Heading X Sub heading 排列組合

研究主題X應用層面排列組合

Fragaria adverse effects

Fragaria genetics

Fragaria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ragaria immunology

Fragaria microbiology

Fragaria parasitology
Fragaria physiology

Fragaria virology Fragaria physiology

Fragaria therapeutic use

Fragaria classification

Fragaria cytology

Fragaria drug effects

#以主題詞彙來描述知識內容



索引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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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jor Heading 具有以上特性之詞彙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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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④
以AND, OR, NOT組
合相關詞(RT)，廣義
詞(BT)與狹義詞(NT)，
精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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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引典與主題標目工具



索引典與主題標目工具

AAT-Taiwan 藝術與建築索引典

https://aat.teldap.tw/index.php?_session=z8X56dE3KLvb9*185APA

Thesaurus of Psychological Index Terms 心理學

https://www.apa.org/pubs/databases/training/thesaurus

CABI Thesaurus農業

https://www.cabi.org/cabthesaurus/

FSTA 食品科學

https://www.ifis.org/fsta

MLA Thesaurus語言

IEEE Thesaurus電資

Emtree 藥學



使用關鍵字與AND、
OR、NOT組合



布林邏輯(Boolean Operators)

AND
兩個條件都要符合

OR
只要其中一個條件符合

NOT
符合前者條件
並排除後者條件

例：查「社群媒
體」，但不想找社
群媒體致富的資料

social media NOT rich

例：查「基因改
造玉米」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OR GM corn
OR transgenic corn

例：查「黑腹果
蠅的生殖隔離」

drosophila melanogaster
AND reproductive isolation



布林邏輯 (Boolean Logic)

運算元 舉例 圖示 作用

AND
butterfly  AND

poetry

1. 縮小檢索範圍

2. 用於相異概念詞彙

OR

Foreign language 

OR second 

language

1. 擴大檢索範圍

2. 用於相似概念詞彙

NOT
Sonnet NOT

Shakespeare
排除不相關的範圍



White strawberry 

OR Fragaria X 

asnanassa Duch.

Plant 

Factory

AND



清除自由
基能力

草莓

NOT



植物工廠 循環式系統

NOT



利用Search History功能
先以MeSH Terms查詢，再結合一般查詢



「進階」功能
可直接下檢索策略



其他人會用甚麼
樣的關鍵字找相
同領域的資料？



#Hashtag

從社群或學術社群看別人的用詞，以及最新的討論與趨勢，激發靈感



如何#tag
#多元的特質+個人化的需求

#有可能僅供個人使用

#tag與學術文獻上的關鍵字重

複程度不高，且彼此互補

#會以「主題」、「題名」、
「內容」、「功能」還有「其
他」來提供關鍵字

參考文獻
陳亞寧（2013）。以關鍵字使用分析探討社會標記者與索引專家的文獻
標引心智模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台北市。
取自https://hdl.handle.net/11296/uv6v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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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OpenAccess」為查詢tag，在twitter等社群網站
搜尋，可以找到「公開取用」資源(如，學術文獻)與討論。



Twitter







Facebook





分析與推薦
Hashtag用語
的網站



如何幫自己文章
下關鍵字？



Journal 

Article

SCI/SSCI

華藝線上圖書館
CNKI中國知網

PubMed

PubMed-

MeSH



課程回顧

1) 期末報告、實驗初始需要閱讀文獻，我如何開始找資料？

2) 找到的文獻很多，要如何篩選出相關度高的文獻？

3) 我能夠利用「索引典」、「主題標目」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搜尋詞彙嗎？

4) 我可以使用關鍵字與AND、OR、NOT組合查詢嗎？

5) 別人會用甚麼樣的關鍵字找相同領域的資料？

運用以上答案的技巧，幫自己的文章下關鍵字！



關鍵字的選擇

1) 從研究主要內容、特定範圍、重要發現數據與結論；使用了甚麼樣的研究
方法以及研究的特別貢獻中，列出15到20個關鍵字，作為關鍵字語料庫。

2) 將關鍵字分為主要關鍵字或次要關鍵字，把這些關鍵字在學術資料庫裡查
查看，如Google Scholar，PubMed，WOS等，是否出現相關的文章或
引用文獻。

3) 注意出現在標題、摘要、內文以及關鍵字區塊的關鍵字用詞一致。

4) 確認你要投稿期刊關於關鍵字的指引或是限制。



How to Choose Effective Keywords for Your Article
https://www.wiley.com/network/researchers/preparing-your-article/how-to-
choose-effective-keywords-for-your-article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 for your article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
Authors/Prepare/writing-for-seo.html

Infographic: 5 Tips to Improve the SEO for Your Article
https://www.wiley.com/network/researchers/promoting-your-article/infographic-
5-tips-to-improve-the-seo-for-your-article

Don’t Let Keyword Stuffing Kill Your SEO. Here’s How to Avoid It.
https://blog.alexa.com/keyword-stuffing

Reference

https://www.wiley.com/network/researchers/preparing-your-article/how-to-choose-effective-keywords-for-your-article
https://authorservices.wiley.com/author-resources/Journal-Authors/Prepare/writing-for-seo.html
https://www.wiley.com/network/researchers/promoting-your-article/infographic-5-tips-to-improve-the-seo-for-your-article
https://blog.alexa.com/keyword-stuffing


更多查詢資料技巧
http://tul.blog.ntu.edu.tw/?s=%E6%AA%A2
%E7%B4%A2

http://tul.blog.ntu.edu.tw/?s=%E6%AA%A2%E7%B4%A2


Q&A

☺感謝您的耐心聆聽☺

tul@ntu.edu.tw

02-3366-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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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tul@ntu.edu.tw


更多學習資源
http://tul.blog.ntu.edu.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OJd8jfjAdMDAmb0V0OB2g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956

http://tul.blog.ntu.edu.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OJd8jfjAdMDAmb0V0OB2g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