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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資源面面觀 

資料類型 取得管道 備註說明 
紙本圖書 館藏查詢系統 
資料庫、電子期刊、
電子書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單篇期刊文獻 1.Google scholar 
2.異質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可輸入關鍵字或篇名查找
不同資料庫的文獻 

國內學位論文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 

收錄國內所有學位論文書
目資料，不一定有全文 

華藝線上圖書館 收錄學位論文、期刊 

國外學位論文 

國際博碩士論文數位圖書
館(NDLTD) 

收錄世界各地學位論文書
目資料，不一定有全文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資料
庫(PQDT) 收錄美加地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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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查詢系統 

查詢紙本圖書(亦可查視聽資料、電子書、高醫紙本論文) 

https://toread.kmu.edu.tw/toread/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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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read.kmu.edu.tw/toread/opac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查詢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 
若要查單篇期刊文章，請進入資料庫或期刊網站搜尋，或使用異質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http://erm.kmu.edu.tw (帳號：學號/職號；密碼：數位學園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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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rm.kmu.edu.tw/


異質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使用關鍵字或篇名同時查詢多個資料庫 
http://muse.lib.kmu.edu.tw (帳號密碼同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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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use.lib.kmu.edu.tw/


Google scholar 

查詢單篇期刊文獻 
https://scholar.googl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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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holar.google.com.tw/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查詢國內所有學位論文書目資料，不一定有全文 
https://ndltd.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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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dltd.ncl.edu.tw/


華藝線上圖書館 

查詢國內期刊文章、會議論文、學位論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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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學位論文系統 

查看高醫紙本/電子學位論文公開狀態  
http://etds.kmu.edu.tw/  

 

10 

http://etds.kmu.edu.tw/


取得國內學位論文方式 

 需先確認論文紙本、電子全文授權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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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公開 延後公開 

紙
本
論
文 

• 高醫：圖書館2F學位論文區(不
外借) 
• 外校：親自到館or申請館際合
作(須付費) 

• 已過延後公開年限or五年前論
文一定可取得，取得方式同左 
• 若未公開則無法取得 

電
子
論
文 

可透過以下管道取得：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華藝線上圖書館 

• 已過延後公開年限論文有機會
取得，取得方式同左 
• 若未公開or不公開則無法取得 



國際博碩士論文數位圖書館(NDLTD) 

查詢世界各地學位論文書目資料，不一定有全文 
http://search.ndlt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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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rch.ndltd.org/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資料庫(PQDT) 

查詢美加地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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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電子資源-醫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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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醫學資料庫 
MEDLINE Complete 生物醫學旗艦版全文資料庫 

ProQuest Health Research Premium Collection 健康與醫療資料庫 

AccessMedicine 醫學臨床與教育整合資料庫 
MICROMEDEX 2.0 醫療照護系列資料庫 



常用電子資源-實證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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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mh.org.tw/taitam/medical_edu/www/default.asp?contentID=642 

UpToDate 臨床醫學主題評論資料庫 

ClinicalKey 臨床醫學資料庫 

DynaMed 實證醫學資料庫 

Cochrane Library 實證醫學資料庫 



常用電子資源-護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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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 護理學系列全文資料庫 

Nursing Reference Center(NRC)臨床實證護理電子資源 



常用電子資源-生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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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Pres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RSC) 



常用電子資源-人文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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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ARTICLES心理學全文資料庫  

SocINDEX with Full Text社會學全文資料庫 

JSTOR人文社會學科過期期刊全文資料庫  



華藝線上圖書館 

常用電子資源-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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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Read台灣全文資料庫 

Web of Science (WO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熱門點閱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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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PubMed 醫學資料庫 

No.2 UpToDate臨床醫學主題評論資料庫 

No.3 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Library)  

No.4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資料庫  

No.5 MICROMEDEX 2.0 醫療照護系列資料庫  

No.6 CINAHL Plus with Full Text 護理學系列全文資料庫 

No.7 AccessMedicine醫學臨床與教育整合資料庫  

No.8 DynaMed實證醫學資料庫  

No.9 Web of Science (WOS) 資料庫 

No.10 Cochrane Library 實證醫學資料庫 



電子資源檢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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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質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Google scholar 

• 在領域資料庫中查詢 

關鍵字 
查詢 

• 異質資源整合查詢系
統、Google scholar 

• 從ERM直接查詢期刊 

已知篇名
查詢 



電子資源檢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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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技巧 使用說明 範例 

布林邏輯 在關鍵詞間加入大寫AND(交集)、
OR(聯集)、NOT(差集) 

lung AND cancer 
cancer OR tumor 
lung cancer NOT female 

括號 當關鍵詞組間的結合有先後順序，
可用()包覆，括號內先運算 

lung AND (cancer OR tu
mor) 

切截 右切截(*)，代表0到多個字元 
左右切截(?)，代表1個字元 

diabet*可搜尋到 
diabetes、diabetic… 
wom?n可搜尋到 
woman、women 

引號 關鍵詞包含多個字且是專有名詞，
不想被拆開查詢時可使用””  

“social welfare” 
不會搜尋到social worker a
nd…welfare policy 

_ 
+ _ 

_ 
+ 



電子資源檢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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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檢索條件 
進階檢索(跨欄位檢索) 



電子資源檢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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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對的關鍵字(Key word) 

• 善用檢索符號，或限制檢索條件、進階檢索 

2. 找出關鍵文章(Key paper) 

• 從WOS、Google scholar看文章的“被引次數” 

3. 滾雪球法 

• 參考相關主題文章的關鍵字 

• 從Key paper的參考文獻找出更多文獻 



善用個人化功能 

25 

匯出至 
Endnote 

儲存文獻 
(需註冊個人帳號) 

專題選粹服務 
(新知通報) 

 (需註冊個人帳號) 

儲存檢索策略 
 (需註冊個人帳號) 



館際合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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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可取得圖書、文獻類型 

申請方式 費用 合作館 
圖書 西文期刊 中文期刊

/論文 

國際期刊文獻傳遞服務(Rapid ILL)   ✔   線上申請 免費 289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 ✔ ✔ 線上申請 付費 411 

代借代還服務 ✔     線上申請 免費 46 

館際閱覽證服務 ✔     櫃台辦理 免費 16 

虛擬借書證服務 ✔     線上申請 免費 46 



【圖書資訊處讀者服務組】 

 圖書館3F辦公室 

 (07)3121101#2133#73or74  

 erm@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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