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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範圍

• 收錄自1970年以來，本館館藏之臺灣出版的中西
文學術期刊、學報以及部分港澳地區出版的期刊
約4800餘種，逾220萬筆資料，館藏1970年以前之
學術期刊亦陸續回溯建檔中。

• 本系統所收之期刊論文以研究論文為主，其他如
文藝作品、通訊消息、會計報告、人事動態、定
期統計資料、產品介紹、隨筆漫談等均不錄列。
收錄於本系統的學術期刊及專業期刊之單篇文獻，
就其內容可區分為學術性及一般性。



查詢模式

• 系統提供「簡易查詢」、「進階查詢」、「自然
語言查詢」、「指令查詢」四種查詢模式，查詢
欄位包括篇名、作者、類號、關鍵詞、刊名、摘
要、全文、出版日期等。

• 可配合精確查詢、同音查詢、模糊查詢、漢語拼
音以及布林邏輯、完全符合等查詢模式進行查詢。

• 系統亦提供資料性質、資料類型及作品語文以為
查詢或限制條件查詢。



簡易查詢

1. 檢索欄位包括篇名、關鍵詞、作者、
摘要、全文

2. 查詢欄位查詢詞可做組合查詢

例：老子 * 莊子 (* 表示and 的關係)

3. 資料性質、資料類型、語文可以單獨
或作為限制查詢條件

4. 查詢結果可依出版年月、篇名、作者、
刊名排序

5. 每頁顯示筆數可依個人需求設定10, 20, 

50筆



進階查詢

1. 可同時檢索篇名、作者、關鍵詞、
刊名、類號、摘要、全文欄位及選
擇上述單一欄位

2. 查詢欄位查詢詞可做同欄位及不同
欄位之組合查詢

3. 出版日期、資料性質、資料類型、
語文可以單獨或作為限制查詢條件

4. 查詢結果可依出版年月、篇名、作
者、刊名排序

5. 每頁顯示筆數可依個人需求設定10, 

20, 50筆



進階查詢—欄位間的組合查詢

不同欄位間可做組合查詢

【範例】

欄位1 : 大學 * 教育 (全部欄位) [AND]

欄位2：教育研究學報 (刊名)



自然語言查詢

檢索欄位中輸入一敘述性的句子，
系統將依所輸入之檢索值自動產
生關鍵詞於篇名、作者、關鍵詞、
摘要、全文等欄位執行模糊查詢，
並於結果顯示時依其相關度排序。



指令查詢

範例
查詢以英文發表有關莎士比亞的文章：
(LA=eng) [AND] (TI=Shakespeare OR KW=Shakespeare)

以指令及檢索值組合進行查詢，
欄位名稱代碼如下：
篇名=TI；關鍵詞=KW ；作者
=AU；刊名= JT；分類號=CC；
出版日期=PD；摘要=AB；全
文=TX；作品語文=LA

語文代碼：
中文=chi；英文=eng；日文
=jpn；法文=fre；德文=ger；
西班牙文=spa；俄文=rus；韓
文kor



查詢模式

• 精確查詢
– 針對輸入之查詢值，於篇名、關鍵詞、作者、摘要、全文欄位進

行逐字查詢時，系統可自動執行相關參照 (同義) 詞的檢索。
• 同音查詢

– 針對輸入的查詢值，除進行精確查詢模式外，同時查出與查詢值
之中文字的同音字。

• 模糊查詢
– 模糊查詢係將檢索值以近似詞的方式擴大檢索範圍，因此檢索值

中的每一字元不必同時且相連出現於同一欄位中，透過相鄰與加
權的計算而檢索出所有可能相關的資料，如：檢索值為「數位圖
書館」，相關欄位中有「數位化圖書館」或「圖書館之數位化典
藏」亦可被檢索出來，資料的顯示將依資料與檢索值相關度的計
算結果排序。

• 漢語拼音
– 欲查詢篇名或關鍵詞為「圖書館學」的文獻，在查詢欄位輸入

「tu shu guan xue」，並選擇漢語拼音查詢模式，即可查出上述二
欄位中包含有「圖書館學」的篇目。



切截查詢
本系統提供右切截功能，亦即只
要符合切截符號前之字串與字母
都可查詢。例如：輸入英文字
Lib/ 則可查出 library、liberty、
librarian、librarianship、libraries
等字。作者查詢輸入「王一!」，
則可查出王一杭、王一三、王一
安等作者所發表的文章。



完全符合查詢
如對檢索值十分確定，且不想由
系統自動擴大查詢範圍時，可在
檢索值後加上「$」符號表示完
全符合查詢。此功能將命令系統
對輸入檢索值，作字串完全比對
而非逐字檢索，但仍會針對關鍵
詞、作者、刊名欄進行參照查詢。



查詢結果排序

• 精確查詢、同音查詢模式時

– 依資料之出版日期遞減排序；

– 讀者亦可選擇依其篇名、作者、刊名遞增／遞
減排序。

• 模糊查詢模式或自然語言查詢檢索時

–查詢結果則依資料內容與查詢值之相關程度高
低排序；

–本系統亦提供查詢結果後的再排序功能。



查詢結果簡目顯示

• 簡目顯示之內容包括篇名、作者、刊名、卷期、出版
年月、頁次、摘要、已授權之全文連結、延伸查詢、
國圖館藏目錄、全國期刊聯合目錄、電子期刊聯合目
錄。

• 刊名提供連結「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讀者可進
一步了解本篇資料所屬之期刊的詳細出版資料。



查詢結果詳目顯示

• 詳目顯示包括篇名、並列篇名、作者、刊名、卷期、出版
年月、頁次、摘要、延伸查詢、已授權之全文連結、未授
權或未掃瞄文獻申請文獻傳遞服務說明、參考文獻、被
[博碩士論文]引用次數、相關文獻、該筆資料被瀏覽次數
及收藏至我的信箱等項目。

• 「關鍵詞」、「分類號」、「本刊其他篇目查詢」均提供
再查詢的功能。

• 「相關連結」係指連結本篇資料在網路上之電子全文或目
次的網址，但因各網站網址可能有所變更，或因其網站伺
服器維護等問題，故可能有無法連結情況發生。

• 參考文獻
– 表列之書目資料，若為本系統所收錄之期刊篇目，亦可連結至該

筆資料之詳目顯示畫面，如欲取得該筆參考文獻的全文，即可根
據本系統提供之全文取得方式獲取全文；

– 表列書目若為博碩士論文，亦可連結至本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
訊網」，查詢該筆文獻之詳細資料。



查詢結果詳目顯示



查詢結果詳目顯示—相關聯結

連結本篇資料在網路上之電子全文



查詢結果詳目顯示—參考文獻列表



查詢結果詳目顯示—被引用次數

表列出引用該篇文獻的博碩士論文，
並可連結至全國博碩士論文系統，
瀏覽該筆論文之詳細資訊



查詢結果詳目顯示—被瀏覽次數及收藏至我的信箱

系統提供該筆資料被瀏覽次數統
計及將該筆資料收藏至我的信箱
信箱的功能



查詢結果後分析－－查詢提示詞

查詢提示詞係記錄讀者曾經
使用的檢索詞彙，可以提供
檢索詞之參考

• 點選查詢提示詞，系統將提示
詞帶入查詢欄位中，可以再檢
索

• 查詢提示詞的功能僅提供在簡
易查詢模式中



查詢結果後分析－－相關詞



查詢結果後分析－－刊名分析

輸入查詢詞「藝術治療」筆數為79

根據此79筆資料分析其所刊載的期刊，並依其
篇數排序



查詢結果後分析－－學術分類分析

輸入查詢詞「藝術治療」筆數為79，
此79筆資料在學術分類屬於哪一類。
例如哲學/心理 (40筆)，即表示歸於心
理治療的筆數有40筆



查詢結果後分析－－出版年分析

輸入查詢詞「藝術治療」筆
數為79，出版年的分析可以
得出每一年刊載此議題之文
獻的情況



收編期刊瀏覽

• 系統提供依期刊刊名筆劃及分類瀏覽所收編
之期刊

• 具學術價值之新創期刊或本系統遺漏未錄者，
歡迎各界E-mail或傳真至本館期刊文獻中心。
• E-mail: nclper@ncl.edu.tw

• 傳真電話 : (02) 23712132

mailto:perioncl@msg.ncl.edu.tw
mailto:nclper@ncl.edu.tw


篇目分類瀏覽

本系統所收錄之學術性文獻均依據文獻之主要學科或主題加註分類號，可以依類
查詢相關文獻資料。



檢索歷程

本系統提供歷次查詢過程中的每一步驟以及查詢結果之記錄，使用者可利用檢索
歷程瀏覽，再檢視先前所查詢的策略及結果。



熱門期刊資訊
為便利社會大眾能快速參閱
發表於我國期刊上之各項熱
門資訊，本系統特提供「期
刊熱門資訊」服務。



RSS訂閱服務
系統提供「人文與史地」、「心理與教育」、「圖書館與資訊科學」、「自然
生態與環境科學」、「農業」、「醫學與衛生保健」、「社會、傳播與管理科
學」、「經濟、法律與政治」、「運動休閒觀光」、「區域研究與地理學」學
門及本館出版期刊摘要訂閱服務，讀者可透過RSS訂閱機制訂閱本系統所提供
之期刊最新篇目資料。



OpenSearch 功能

提供瀏覽器支援的OpenSearch查詢平台

查詢結果簡目顯示

輸入查詢詞



OpenSearch設定方式 (1)

1. 將「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設為首頁

2. 右上方「搜尋選項」按「新增搜尋提供者」

3. 選擇「國家圖書館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OpenSearch設定方式 (2)

4. 按「變更搜尋預設值」後，
出現對話框

5. 將「臺灣期刊論文索引」設
為預設值即可



提供iGoogle查詢期刊論文索引的工具

如果您有Gmail帳號, 登入後可將「臺
灣期刊論文索引」增加到小工具



iGoogle設定方式 (1)

1. 請先登入您Gmail帳號

2. 搜尋小工具輸入「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iGoogle設定方式 (2)

3. 新增「臺灣期刊論文索引」至小工具中

4. 當您之後登入iGoogle後，「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即可在您常用工具中



查詢結果簡目新增連結功能—館藏目錄

館藏目錄連結：

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

電子期刊聯合目錄

點選「國圖館藏目錄」可將
刊名直接帶入查詢



查詢結果簡目新增連結功能—全文連結

授權全文提供PDF全文格式, 

可直接點選開啟瀏覽

國圖網域內亦可供掃描
影像全文



查詢結果簡目新增連結功能—延伸查詢

延伸查詢可以單筆文獻擴大
查詢國圖館藏目錄、Google 
Scholar、TSSCI等資料庫

詳目顯示延伸查詢連結



查詢結果詳目新增連結功能—相關文獻

系統提供與單筆文獻相關之期刊
篇目和博碩士論文，最多顯示10
筆最新資料



查詢結果詳目顯示—申請文獻傳遞服務說明

對於未取得授權或尚未掃描
篇目的全文提供申請文獻傳
遞服務說明



刊名與期刊指南系統及國圖館藏目錄的查詢連結

點選刊名連結期
刊指南系統

期刊指南系統與
館藏目錄查詢連
結



刊名與期刊指南系統及全國期刊聯合目錄的查詢連結

點選刊名連結期
刊指南系統

期刊指南系統與全國期
刊聯合目錄查詢連結



查詢結果匯出
--單次匯出筆數上限50筆--

• 匯出資料再排序功能

• 資料匯出格式

– TXT、CSV、ENDNOTE、REFWORKS

• 自訂匯出欄位

– 系統預設匯出欄位為：篇名、作者、刊名、卷期、出
版年月、頁次

– 可依需求訂定所欲匯出之欄位，除系統預設欄位外，
尚提供資料語文、關鍵詞、中英文摘要、內容註及單
篇文獻網路全文連結

• 參考書目：APA、Chicago、MLA



會員專屬服務

• 查詢偏好設定
–系統提供簡易、進階、自然語言及指令查詢模
式以為會員登入後個人喜好的查詢模式

• 常用館藏設定
–會員可自由選擇三組常用館藏的設定

• SDI專題選粹服務
–可自行訂閱關鍵詞，系統即將您所訂閱相關期
刊篇目自動發送至您所設定的e-mail帳號

–之後為每月發送一次



會員申請註冊

1. 設定帳號、密碼

2. 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3. 設定電子郵件

4. 輸入驗證碼

5. 到您所設定的信箱收取驗證信即完
成註冊



忘記帳號或密碼

可輸入帳號或e-mail，系統將寄
送您的帳號及新密碼至您的信箱，
當您收到新密碼後，請先以此登
入並修改密碼。



查詢偏好設定

依據個人查詢偏好，可設定登入
後的查詢模式

偏好查詢設定為進階查
詢，每頁顯示50筆資料



常用館藏設定

1. 選擇自訂維護清單

2. 輸入設定常用館之全名、簡稱、
網址後按新增

3. 常用館藏清單出現所新增館藏名稱

4. 選擇新的清單後按確定

5. 查詢結果顯示所設定的館藏單位名稱



SDI專題選粹訂閱

3.系統將自動將相關篇目寄送自您所設定
的信箱

1.輸入訂閱關鍵詞

2. 按下「即時發送」



館外讀者如何取得全文

如果您在本系統無法即時獲得全文資料時，建議您：
• 洽詢所在地的圖書館或以下各館是否有館藏後到館調閱

– 國家圖書館
–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國立臺中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透過館際合作代表人向相關館合單位申請複印服務。各
合作館請參考：

–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 (NDDS)

• 利用其他全文資料庫
–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全文申請服務
–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 臺灣全文資料庫

http://www.ncl.edu.tw/mp.asp?mp=2
http://www.ntl.edu.tw/
http://www.tpml.edu.tw/TaipeiPublicLibrary/index.php?subsite=chinese
http://www.ntl.gov.tw/
http://www.ksml.edu.tw/
http://www.ilca.org.tw/
http://ndds.stpi.org.tw/
http://www.stpi.org.tw/STPI/services.htm
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http://www.hyread.com.tw/hypage.cgi?HYPAGE=./search.ncl3/index.hpg


敬請指教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