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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說明

1. 出版品查找

2. 關鍵字查找

3. MeSH醫學主題辭彙查找

4. 結果清單之檢視與利用

5. 文獻利用

6. 設定提醒

7. 個人資料夾及帳戶



一、出版品查找

• 輸入完整之「期刊名稱」或「任一關鍵字」
以查找特定期刊

• 輸入期刊之「主題」以查找相關主題期刊



點選「Publications」



1. 於欄位中輸入期刊的完整名稱
2. 搜尋期刊可依照「字母排序」或

「符合任何關鍵字」
3. 點選瀏覽



結果清單第一順位之期刊，即為欲查找之期刊



1. 於欄位中輸入期刊的主題或描述名稱
2. 依照「主題&描述」排序
3. 點選瀏覽



此結果清單即為與「infectious」
此一主題相關之期刊清單



點選欲閱讀之期刊名稱



期刊的基本簡介

點選欲閱讀之年、
卷、期、刊、號



為此刊該卷期所收錄之文章總數

點選PDF以開啟全文閱讀



亦可閱讀該卷期內之
其他文章內容



二、關鍵字查找

• 基本檢索

• 進階檢索



點選「基本檢索」
提供Google like的單一檢索介面



四種不同之關鍵字檢索模式 擴大檢索：
1. 連同同義字一併查找
2. 針對文章內文進行全文檢索

開啟「search options」，提供基本的關鍵字
檢索方式、擴大查詢、縮小結果等功能及條件



 布林邏輯/片語 Boolean/Phrase
以and, or, not 限定檢索策略之邏輯，and, or, not無大小寫之分，置於and, or, not 之間字

詞系統自動視為「片語」.   Ex. 使用 [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檢索結果與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相同

 尋找我的所有項目/Search all my terms
與 Google檢索方式相同（布林邏輯中自動加上and），片語需要加上雙引號來區分。 Ex. 

使用 [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檢索結果少於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尋找我的任何項目/Search any of my terms
只要任何一個關鍵字相符，即顯示於檢索結果中

 SmartText檢索
以自然語言檢索相關結果，最多輸入5,000個單字，可”以文找文”。檢索結果較其他模式

多，檢索結果預設以[相關性]排列



透過此限定條件之欄位勾選，可限定文獻的全文類型與
否、出版期間、文獻類型、語言、是否有提供摘要、是
否限定於某一期刊內之文獻…等



點選「進階檢索」
可輸入多組關鍵字並限定欄位檢索



最多可有12個搜尋框

「增加/移除欄位」



分別輸入兩組關鍵字
h7n9及Oseltamivir

並且限定文獻的標題(title)須出現
「h7n9」此一關鍵詞並且文獻的
摘要須包含「 Oseltamivir 」此一
關鍵字



進階檢索提供更多的限定及篩選條件

患者年齡
文獻主題
出版品類型
動物實驗種類

EBM評論文獻或一般評論文獻

患者性別
臨床問題類型
期刊或引文類型
語言類型

文獻出自特定出版品或作者



共計70筆文獻符合
文章標題含有h7n9且
文章摘要包含Oseltamivir



將滑鼠移到圖示上，可以看到文章的摘要



三、MeSH醫學主題辭彙查找

• 於MeSH辭彙表畫面中，輸入關鍵字查找



於任一畫面中點選畫面上方之「MeSH 2018」標籤



於欄位輸入關鍵字或主題，並可依照以下
三種方式列出相對應之醫學主題辭彙
1. 依照字母排序
2. 主題辭彙有包含關鍵字者排序
3. 相關性排序



尋找依照「aids」字母排序之主題辭彙



依照字母排序列出的主題辭彙



尋找主題辭彙名稱中包含「aids」之主題辭彙



列出主題辭彙名稱包含
aids的主題辭彙



尋找與aids有相關性之主題辭彙



列出與「aids」有相關性之主題辭彙



點選Scope下的黃色小圖示可以開啟此一主題之說明及範疇視窗



點選該主題辭彙



此主題之樹狀檢視
(與上下主題之從屬關係)

第一個分類架構檢視

第二個分類架構檢視



各種不統架構的分類方式



勾選特定之主題辭彙

顯示該主題之所有相關
副標題(subheading)



將「explode」選項打勾，
將會搜尋所有包含virus diseases
此一標題及其所有子標題
(narrow subject term)的文獻



若將「major concept」
打勾，將會搜尋以「aids」
為主要標題(major subject 
term)的所有文獻



共計60,159 筆符合條件之結果：
文獻的主要標題皆包含「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



四、結果清單之檢視及利用

• 二次篩選檢索結果

• 文摘預覽

• 圖片預覽



左側之欄位內的選項，可針對
目前的檢索結果進行篩選



限定結果為提供全文之文獻、提供摘要之文獻
英語之文獻且於2014年-2019年間出版之文獻



限定文獻來自於nature communications此一期刊



限定文獻內之患對象年齡為19歲-24歲之年輕人



讀者所進行的篩選歷程與結果數量會出現於左側



如果點擊文章標題右側的＋號資料及圖示，
即可將該篇文獻添加至暫存資料夾中

若全文文獻中包含若干
影像資訊，將會於顯
示於該篇文章資訊之上



點選任一縮圖即可開啟其完整圖片與相關資訊

詳盡的圖片資訊包含:
圖片說明、來源、類
型、圖片引用格式之
撰寫方式、使用授權
說明…等



可將該篇全文加入至個人資料夾中或再按一下，
會自個人資料夾中移除，也會用不同顏色標示
已存在資料夾中的文章

文章加入個人資料夾後，即會於右側顯示註記



五、文獻利用

• 引用文獻及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 電子郵件寄送文獻全文



點選文獻標題以進入其詳細資訊頁面



右側為可針對該篇文獻進行的工具列：
加入至個人資料夾、列印、郵寄、儲存、
引用、輸入至書目管理軟體、建立註記、
該篇文獻之固定URL、分享至社群網站



點選「cite」即可顯示此篇文獻之多種主流
參考文獻格式，如APA, AMA

直接複製所需要之參考文獻格式

亦可將該篇文獻直接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選取欲使用之書目管理
軟體後，按Save



1. 若欲一次獲取多篇之參考文獻引用格式或同
步匯出多篇參考文獻至書目管理軟體，則須
先將多筆文獻加入至個人資料夾中

2. 點選畫面上方之「Folder」或畫面右側之
「Folder View」以進入個人資料夾頁面



進入個人資料夾頁面後，點選Select all以
將所有文獻儲存為所需要之參考文獻格式或
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右側的工具列，可針對資料夾內的所有文獻
進行以下動作：
列印、電子郵件寄送、儲存為所需之參考文
獻格式、輸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儲存為所需要之引用文獻格式



勾選「Citation Format」後
並選擇所需的參考文獻格式
APA, MLA, AMA…
之後按Save



資料庫頁面會轉成一HTML網頁檔案
顯示其引用文獻格式並排列顯示於下方



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1. 選擇欲使用之書目軟體之格式後

2. 點選Save以進行匯出



若須一次將所有全文文獻透過電子郵件之方式寄送，
須先將全文文獻加入至個人資料夾中，可點選
「Share」，Add to folder，Results(1-20) 一次
整頁20篇文獻加入個人資料夾中



點選電子郵件選項
選取全部



輸入email address, 主題
名稱,說明等資訊

勾選「PDF於
郵件之附件中」

此選項

設定完成之後
點選傳送



全文文獻順利寄出後，將會
出現此一確認提示視窗



六、提醒（Alert）

• 期刊提醒（Journal Alert）

• 檢索提醒（Search Alert）



於出版品頁面中，輸入欲
進行設定期刊提醒之期刊名稱

針對某檢索條件設定期刊提醒（Journal Alert）



點選期刊名稱旁之橘色圖示，以進行設
定期刊提醒（Journal Alert）



利用RSS進行期刊提醒之設定，
複製RSS Feed網址後，於RSS
軟體或中新增即可

若須透過email接受期刊
提醒之訊息，則須點
選「Sign In」登入或註冊
個人帳戶(My EBSCOhost)



點選Sign In以進行email
寄送方式之期刊提醒



第一次使用請先建立一個人帳戶，有兩種方
式可以建立個人資料夾

1.填寫好下圖表格之後按下方繼續
2.或是可以選擇使用Google登入



填寫表格

密碼需要設定強度較高的密碼，
需包含大小寫字母，數字，符號
，方能註冊成功

設定忘記密碼時，
需要回答的問題跟答案

忘記密碼時，回復用的
電子郵件信箱



使用Google 登入以進行期刊提醒之設定
輸入Google的帳號密碼即可進行綁定



輸入欲接受期刊警示
之email，亦可利用分
號(;)加入其他多組
之email

設定收到之email格式為
Html或純文字郵件格式

最後點選Save Alert
以完成期刊警示

此時利用email接受期刊警示
之選項會顯示於該視窗中



限定從即刻起資料庫內有任何更新的文獻，只要符合
所搜尋的條件，即可利用RSS或email之方式通知讀者

輸入關鍵字，出現
搜尋結果畫面後，
點選Share此一選項

針對某檢索條件設定檢索提醒（Search Alert）



Email搜尋提醒之設定選項

RSS Feed之URL資訊

點選Save Alert
以儲存檢索提醒
(Search Alert)

留下欲收到
提醒的信箱



七、個人資料夾及帳戶

• 如何移除提醒（Journal & Search Alert）

• 如何進行文獻分類或子資料夾之建立



於任一頁面中點選
Sign In即可登入個人帳號



1. 使用已綁定的Google
帳號進行登入

2. 輸入已註冊之帳號及密
碼後點選Login



若成功登入後，左方之EBSCOhost 圖式會出現「MY」
右上方亦會出現「Sign Out」之選項



點選Folder圖案
進入個人資料夾



1. 已設定之期刊提醒、檢索提醒
2. 點選期刊提醒（Journal Alerts）



目前已經設定的期刊提醒
Human vaccines

勾選此一期刊提醒後，點選Delete Items
以刪除該期刊提醒



即可看到目前已經
設定好的檢索提醒

點選search alerts



勾選此一檢索提醒後，點選Delete Items
以刪除該檢索提醒



輸入子資料夾之
名稱與描述內容

好了之後點選Save

讀者可於左側My Custom欄位，點選
New選項以建立一子資料夾



此為方才建立之子資料夾「AIDS」



勾選尚未分類(或放入子資料夾內)之文章，點選「Move To」
選項後，選擇欲將文獻置放之資料夾名稱



AIDS folder已出現方才加入至此之兩篇文獻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the EBSCO Support Site:

https://connect.ebsco.com/

https://connect.ebs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