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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關於「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及平台上主要資料庫簡介 

 

  萬方數據總部位於北京，成立迄今已有三十餘年歷史，初始乃中國科技部下轄之國家級研

究機關──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信所）結合民間所共同成立，是中國首間以資訊服務

和數位內容為核心業務的高新技術企業。 

  萬方集結了數十年來持續積累的巨量資料，建置而成「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網

站，是中國最大的學術內容資料庫平台之一。既稱作「平台」，顧名思義，便是於平台網站上匯

聚有多種不同類型之資料庫，主要包括有： 

1. 《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 

  收錄超過 8,000 種中國專業學術期刊，年代起自 1980 年，全文總量逾 4 千萬篇。資料

庫內容每週更新，每年持續新增超過 3 百萬篇期刊論文。全文為 PDF 檔案格式。 

  8,000 餘種期刊於學科類別上，分作「基礎科學」、「工業技術」、「醫藥衛生、「農業科

學」、「教科文藝」、「哲學政法」、「社會科學」、「經濟財政」共八大學科主題專輯，可分專輯

訂購。 

2. 《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 

  收錄中國 900 餘所高等教育校院和研究機構之碩博士論文，年代起自 1980 年，迄今

論文總量逾 5 百萬篇。資料庫內容每月更新，每年持續新增超過 20 萬篇學位論文。全文為

PDF 檔案格式。 

  學位論文於學科類別上，分作「人文社科」、「工業技術」、「基礎科學」、「醫藥衛生」、

「農業科學」共五大學科主題專輯，可分專輯訂購。 

3. 《中國學術會議文獻資料庫》 

  收錄 1980 年以來各國家級學會、協會、研究會等團體機構和大專院校、國家重點實驗

室、科研機構、大型企業等在中國召開的全國性及國際性研討會、峰會、年會、論壇等所發

表之論文，即時反映中國各產業科技發展的最新動態和各學科的最新發現，迄今收錄論文總

量近 5 百萬篇，是中國收集學科最齊全、數量最龐大的會議論文全文資料庫。資料庫內容

每月更新，每年持續新增超過 20 萬篇會議論文。全文為 PDF 檔案格式。 

  學術會議文獻於學科類別上，分作「人文社科」、「工業技術」、「基礎科學」、「醫藥衛

生」、「農業科學」共五大學科主題專輯，可分專輯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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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地方志資料庫》 

  地方志乃地方性的百科全書，記錄了各地區的史地、社會、政治、經濟、人文、風俗民

情等人事時地物，幫助文史研究者縱能知古今、橫可通地域，是欲瞭解各地時空間全貌與變

遷所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萬方《中國地方志資料庫》所收錄之志書，除了 1949 年前之「舊方志」，更於近年，

針對 1949 年後的當代地方志，展開了全國性大範圍蒐錄工作，迄今，萬方的《中國地方志

資料庫》，獨家收錄有 1949 年後近 5 萬冊當代志書，是收錄最為完整、藏量最為豐富的中

國當代地方志資料庫，目前市面上無其他相仿之當代地方志資料庫。 

5. 《中外專利資料庫》 

  專利資料之蒐集，是尋找新商機、研發產品、創新設計及申請專利等之必備前置工

作。萬方的《中外專利資料庫》收錄了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自 1985 年以來所受理的全部專

利，高達 2,000 餘萬項，含括發明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和實用新型專利，均有專利說明書

全文可供下載。除了中國專利，並收錄有外國專利索摘資料 4,000 餘萬條。資料庫內容每

月更新，每年持續新增專利全文 20 餘萬項。全文為 PDF 檔案格式。（*注意：歐美等外國專

利無全文可下載） 

6. 《中外標準資料庫》 

  萬方與中國標準出版社、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等權威部門合

作，收錄了中國國家標準（GB、GB/T）、中國行業標準、中國地方標準、以及外國標準之索

摘資料，共計 200 餘萬條記錄。（*注意：本資料庫現暫無全文） 

7. 《中國法律法規資料庫》 

  收錄 1949 年以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

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其他機關單位等所頒佈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各地方行政

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及其他規範性檔案，迄今總量逾 100 萬篇。資料庫內容每月更新。全

文為 HTM 檔案格式。 

 

現在，您應該已對「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有了基本的認識了。 

接下來，就讓我們到網站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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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網址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進入「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網站首頁後，請先注意右上角，應會持續顯示

您所屬的校名／機構名。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是公開網站，對所有一般公眾開放，但需是有付費

訂購之機構，其所屬之人員方有權限可下載全文（一般公眾僅能檢索或瀏覽文摘資

訊）。而系統判別進入網站者之身分的方式，是以其進入網站之 IP 做驗證，故若您

所屬之機構有訂購萬方，則您需連結機構內之網路（或使用機構內之電腦）進入萬

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進入後，付費身分便可通過驗證，並將會直接自動登入，登

入後則右上角會持續顯示您所屬的校名／機構名。 

 
 

    在未登入的狀態下，您將無法下載全文。若您所屬的機構乃採帳密驗證，非以

IP 驗證，則請點選右上角的「登錄」，接著輸入有效的用戶名及密碼進行登入。 
 

    若您希望在校外／機構外也能使用萬方，請洽詢您所屬機構之圖書館。通常，

在透過圖書館網站的身分驗證系統及轉接後，或利用學校的 VPN 等方式，便亦能於

校外／機構外使用萬方。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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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頁介面說明：簡／繁中文轉換 ＆ 搜尋框 
 
 
    進入「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網站後，網站整體介面之語言，會依據您的網

際網路瀏覽器所設置的語言別或地區別而自動切換，若您的瀏覽器所設置的語言是

繁體中文，則正常而言「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網站介面之語言應亦會自動切換

為以繁體中文顯示。倘若未自動切換，您隨時可在網站畫面最下方的右下角處，手

動切換簡／繁中文。 

 
 

    接著，請將目光聚焦於中央上方處的搜尋框。因萬方所收錄之資料量過於龐

大，故「檢索」乃是最普遍之利用方式。而搜尋框中之檢索，乃預設於檢索「全

部」，意即將會搜尋第 1~2 頁的前言中所介紹的《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中國學

位論文資料庫》、《中國學術會議文獻資料庫》、《中外專利資料庫》、《中國地方志資

料庫》等所有資料庫，乃跨資料庫整合檢索之意。 
 

    倘若您只想針對特定類型之資料庫做搜尋，請先點選搜尋框上方「全部」右側

的「期刊」、「學位」或「會議」等，例如：若您先點選了「期刊」，再輸入檢索

詞，則搜尋範圍便會僅針對《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所收錄之期刊去做檢索。 

 
 

（*各個機構所付費訂購之內容不盡相同，若您是在「全部」下去做搜尋，得到的檢索結果並不一

定皆可下載全文；但在檢索結果頁面中，亦可進一步再做篩選，可剔除無法下載全文者，將檢索

結果限縮在僅顯示可下載全文者，相關功能該如何操作，於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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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結果頁面介面說明 
 
 
    接下來，您可試著於搜尋框中輸入任意欲檢索之字詞，然後按下 Enter 或右方 

       按鈕後，畫面便會來到檢索結果之頁面。在檢索結果頁面中： 

 

左欄為各種不同之聚類，可於此進一步限縮檢索結果。 

 

中央為檢索結果之列表。 
（*在下一篇章中，我們會對檢索結果及如何獲取全文，單獨專篇做更詳盡的說明） 

 
點選右側的「展開更多」，便可看到「智能擴

展」、「研究趨勢」、「相關熱詞」等附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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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結果與獲取全文 
 
 
    首先看到檢索結果的最上方，乃「二次檢索」，即為將檢索範圍限定在檢索結

果中，做再次檢索。 

 
 

 

    「二次檢索」的下方，則有「排序」等數個選項可自由選擇，其中較需要特別

說明的是「已購全文」和「獲取範圍」。 

 
 

    又，在說明「已購全文」和「獲取範圍」前，您需要對萬方所收錄的各種內

容，先有基本概念。全新的「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在收錄內容上，除了萬方原

本的自有內容，更與其他學術資源供應商多方合作，加入了許多第三方資源，讓使

用者可一站式地查檢到更全面的資料。萬方所收錄的內容，從來源別去分類的話，

包括有： 

1. 萬方自有資源： 

由萬方向中國各大學會、學術出版社等取得授權後，將其出版品收錄於萬方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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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中。 

2. 中西文 Open Access 免費資源： 

西文 Open Access 免費資源如：DOAJ、arXiv、HighWire、Open J-Gate 等；

中文 OA 免費資源如：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Hans 漢斯國

際中文開源期刊；日文 OA 免費資源如：J-STAGE 等等。由來源方授權，將其

文摘資料置於萬方，透過萬方可逕連結至來源方之出處網頁。 

3. 西文付費資源： 

如 Wiley、SAGE、Taylor & Francis、Wolters Kluwer、Cambridge、Oxford

等學術出版社之資源。由來源方授權，將其文摘資料置於萬方，透過萬方可逕連

結至來源方之出處網頁。 

4. 此外，原屬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建置之《國家工程技術數字圖書館》

（https://netl.istic.ac.cn）所提供的「原文傳遞」服務，現在在萬方上便可直接

利用。我們將該服務嵌入萬方，使用者於萬方上不但可查得《國家工程技術數字

圖書館》之館藏，並可直接在萬方上利用「原文傳遞」功能，以 Email 方式取得

全文 PDF 檔案。 

（*「原文傳遞」為需額外付費之加值服務，可否使用，需視您所屬機構的圖書館有無訂購而

定。如何使用請詳見後述。） 

  

https://netl.isti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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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對萬方所收錄的多方內容有了基本認識後，接著我們再回到檢索結果頁面

來看起： 

 
 

    在檢索結果的上方，您會看到有一個           勾選框。會有此選項之存

在，係因《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上包含了多個資料庫，內容種類多樣且總量龐

大，目前並無機構完整訂購了全站所有內容，每間機構所訂購的內容有多有少，範

圍各有不同；故您檢索到的結果，不一定皆可下載全文，您是否有權限能下載全

文，便需視您所屬機構有無訂購而定。所以，在勾選了          後，便可讓檢索

結果中僅顯示您所屬機構有訂購、您有權可下載全文之文獻（包括若您所屬機構沒

有訂購「原文傳遞」服務的話，則可利用原文傳遞服務之文獻，亦會被篩除掉）。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獲取範圍」。點選「獲取範圍」，您會看到跳出的下拉選

單中有數個選項： 

 
(1)「全部」：獲取範圍一開始便是預設在「全部」，意即檢索結果不會經過任何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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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例如檢索出來的原始結果若是 1,000 筆文獻，則 1,000 筆會全部顯示於檢

索結果中。 

 

 

(2)「僅免費全文」：檢索結果會限縮在僅顯示屬於「免費資源」之文獻，即前述
DOAJ、arXiv、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Hans 漢斯國際

中文開源期刊等 Open Access 免費資源。 

屬於免費資源的文獻，在檢索結果中會顯示           按鈕，點選後便會連

結至其來源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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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僅原文傳遞」：讓我們跳到第(4)項「僅原文傳遞」先做說明，點選「僅原文傳

遞」，則檢索結果會限縮在僅顯示「可利用原文傳遞服務」之文獻。 

屬於「可利用原文傳遞服務」的文獻，在檢索結果中會顯示          按鈕。

請特別注意：「原文傳遞」亦屬於需付費訂購之服務，您可否利用，同樣需視

您所屬機構有無訂購原文傳遞服務而定。若您所屬機構有訂購原文傳遞服務，

那麼在您點選          後，會跳出要求您輸入 Email 信箱地址和手機號碼之

對話框，輸入完成並按下「請求原文傳遞」後，2 個工作日內，該文獻之全文

PDF 檔會以 Email 附件方式寄到您所輸入的信箱。（*若無手機號碼，您亦可輸入您

所屬機構之代表號。電話號碼凡 7~14 碼皆可，是否添加國碼、區碼等均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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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您所屬機構沒有訂購「原文傳遞」服務的話，那麼在按下          後，

則會跳出「貴單位尚未開通該資源」之錯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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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僅全文」：檢索結果會限縮在僅顯示屬於「萬方自有且有全文可供下載」、「免

費全文」和「可利用原文傳遞服務」之文獻。 

（*「僅全文」，是一種相對性的描述，係因萬方所收錄的文獻並非全數均有全文可供下載，

約一成的文獻因未得來源方之授權，而無全文可供下載，僅有書目索摘資料，因此，才會

有所謂「僅全文」這樣的篩選選項存在。故若您在獲取範圍中選擇了「僅全文」，則原本就

沒有全文可供下載之文獻，便會被篩除。） 
屬於「萬方自有且有全文可供下載」之文獻，在檢索結果中會顯示           

和        按鈕。 

 
 

但請特別注意：如前所述，萬方全站內容種類多樣且數量龐大，每間機構所訂

購之範圍各有不同，檢索結果中的文獻即使有          和        按鈕，並

不等同您皆可下載，您是否有權限能下載全文，需視您所屬機構有無訂購而

定。若是屬於您所屬機構有訂購範圍內的文獻，在點選           後，便會在

您的網際網路瀏覽器中開啟全文 PDF 檔；點選        後，則便可儲存全文

PDF 檔於電腦中。 

（*若您習慣利用「在線閱讀」以網際網路瀏覽器逕開啟全文 PDF，建議您使用 Chrome 瀏

覽器，Chrome 在開啟簡體中文 PDF 時，幾乎均能正確顯示，較不遇到亂碼或破字等字型

不全之問題。） 
 

而不屬於您所屬機構有訂購範圍內的文獻，在您點選了          或 

後，則同樣將會跳出「貴單位尚未開通該資源」之錯誤提示。 

 

 

「僅全文」之範圍，亦包括了「免費全文」和「可利用原文傳遞服務」之文

獻，如何利用，於前已有說明，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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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僅國外出版物」：檢索結果會限縮在僅顯示屬於「在中國以外之地區所出版」

之文獻，即前述 Wiley、SAGE、Taylor & Francis、Wolters Kluwer、

Cambridge、Oxford 等學術出版社之需付費資源。 

（*「在中國以外之地區所出版」之文獻，以歐美地區之英文文獻為最大宗；但倘若您輸入

的檢索詞是中文的，那麼實際上並不會檢索到太多歐美英文文獻。） 
屬於國外出版物的文獻，在檢索結果中一般會顯示          按鈕，點選後便

會連到其來源網頁。但連到其來源網頁後，因屬需付費資源，故能否下載全

文，便需視您所屬機構的圖書館有無訂購而定。 
 

 
 

 

 

 

    以上，將「已購全文」和「獲取範圍」相互做搭配利用，便可有

效地精簡或擴大您的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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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免費資源：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 

 
 

    大部分的免費資源，均可直接下載全文；但有部分的 Open Access 平台，可能

會要求需要註冊，或僅可線上閱讀。在眾多的免費資源中，我們特挑出重要性極高

的「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做專篇說明。 
 

    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數據庫》（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以下簡稱 NSSD）主要乃由中國一級國家研究機關──中國社會科學院

承奉中央之計畫所建置，旨在成為中國國內最大的公益性社科期刊資料庫，收錄有

2,000 餘種期刊，且多數皆是極具指標性的核心期刊。在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

中，便可查得 NSSD 之內容，在檢索結果頁面中的左欄聚類處，「來源數據庫」中

的「NSSD」便是。 

 
 

    我們可先點選「NSSD」，將檢索結果限制在僅顯示屬於 NSSD 者，接著再點選 

          按鈕，便可連結至 NSSD 出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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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至 NSSD 後，全文會自動開啟，您可直接進行線上閱讀（*線上全文是採 Flash

技術開啟，而若您使用的是 Chrome 瀏覽器，Chrome 內部預設乃是會封鎖 Flash，您需在

Chrome 右上角會出現一驚嘆號符號處另做設定，允許 Chrome 開啟 Flash）。若您有下載該

全文之需，則請點選右上角有一「下載 PDF 全文」。 

 
 

    欲於 NSSD 下載全文，需先於該網站進行用戶註冊並登入。故在您點選「下載

PDF 全文」後，會來到要求您輸入帳密之登入畫面。倘若您尚未註冊，請點選右上

角的「用戶註冊」先完成註冊。 

（*目前 NSSD用戶註冊，尚未要求需認證大陸手機之實名制，僅需電子郵件信箱做認證便可註

冊，建議您盡快完成註冊，未來便可於 NSSD上自由下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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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出      功能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收錄了超過 5 千萬篇的全文，若您尋得大量的需參

考文獻，便可利用「導出」功能，將所需文獻的索摘資料整批匯出。（*不含全文。為

保護智慧財產權，全文檔不可整批下載匯出） 
 

    在檢索結果頁面中，您可看到每篇文獻下方，都有        按鈕；您也可以利

用文獻題名左方的勾選框，或是上方的「批量選擇」勾選框，來對文獻進行導出。 

 
 

    在文獻詳細資訊的頁面中，同樣也有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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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按下「導出」後，瀏覽器會開啟一新頁面（您可回到原本的檢索頁面，再繼

續進行導出，導出文獻會一一自動加入至另一導出之頁面中）。 

 
    在此新開啟的導出頁面中，您可於左欄處，選取各種書目管理軟體，例如點選

EndNote 後，欲導出文獻自動轉換為 EndNote 可識別之格式，接著您可將其存作

txt 文字檔後，再匯入至 EndNote 中。 
 

    若您沒有如 EndNote 此種需付費之書目管理軟體可使用，則亦可於左欄處先

選擇「自定義格式」，將欲導出之文獻存作 txt 文字檔或 Excel 檔，可自行彙整管

理，或可找尋網路上免費之書目／文獻管理軟體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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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獨進入《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等個別資料庫 
 
 

    若您想單獨進入《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做瀏覽，請先點選搜尋框下方心智圖

中的「期刊」，即可進入《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進入《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後，首先您會看到在搜尋框右方，多了一個

「搜期刊」的按鈕，方便您可針對「刊名」去做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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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框的下方，則是將 8,000 餘種期刊分門別類，您可點選左方的「學科類

別」，查看該學科下，有哪些所屬期刊。 

 
 

 

此時，若您在搜尋框中輸入檢索詞進行檢索，則搜尋範圍便僅會針對《中國學

術期刊資料庫》所收錄之期刊內容去做檢索。 

 
    若您是僅針對「期刊」去做檢索（無論您是先單獨進入《中國學術期刊資料

庫》，或是在搜尋框上方處點選「期刊」），您會看見檢索結果頁面上方多了一個 

 的勾選框，勾選後，檢索結果便會僅顯示屬於核心期刊之文獻。 

（*各種核心期刊指標包括有北京大學的「北大核心」、南京大學的「CSSCI」（南大核心）、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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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的「CSTPCD」（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資料庫），商業機構的「EI」、「SCI」等等。） 

 

 

    而若您想單獨進入《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中國學術會議文獻資料庫》、《中

國地方志資料庫》等其他資料庫，亦是採取相同方式：請先點選首頁下方的心智

圖。 

 
 

    較特別的，是《中國地方志資料庫》，為因應其所收錄之志書資料，類型較為特

殊，故我們有為地方志單獨建立另一更適合其特性之獨立平台，故在點選心智圖中

的「地方志」後，將會開啟新視窗，連結到外部另一屬於地方志之獨立平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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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擴展」和「檢索結果分析」功能 
 
 
    在檢索結果頁面中，點選右側的「展開更多」 

 
 

    便可展開「智能擴展」和「相關熱詞」等附加資訊。 

 
 

    點選「智能擴展」，便會開啟一可視化圖表，將您檢索詞的同義詞、上位詞、下

位詞等列出，方便您觸類旁通、擴展思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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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點選檢索結果上方的        

 
 

    您所輸入的檢索式，便可依據「年份」、「作者」、「機構」、「期刊」等，列出不

同之數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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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方式：高級檢索 
 
 
    除了在搜尋框中逕輸入字詞進行檢索，檢索其實還有多種方式，融會貫通後，

應用上便可綜合搭配，讓您在檢索上能更精確地找到所需資料。 

 

    如欲使用「高級檢索」，請點選首頁搜尋框右方之「高級檢索」。 

 
 

    在高級檢索中，您可於「文獻類型」區塊中，自由勾選一個或多個資料庫，按

您的需要去將檢索範圍限定在想搜尋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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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的「檢索信息」區塊中，可利用下拉選單中的各種項目，自由搭配組

合。各種下拉選單及其中的可選項目，說明如下： 
 

1. 中央處：文獻「條件項」限定 

    每一篇文獻，均有「題名」、「摘

要」、「作者」、「關鍵詞」等各種必備要

素，我們將這些必備要素稱為「條件

項」，在此下拉選單中，您可自由設定您

所輸入的檢索詞，是要針對文獻的全部或

部分條件項做比對檢索。並可利用左方的 

        符號，自由增減檢索欄位。 

    舉例而言：若您輸入的是一個或多個

很常見、通俗的檢索詞，則檢索結果數量

往往太多，此時您便可將「條件項」限定

在僅針對「題名」去做檢索，通常文獻題

名若是包含有您的檢索詞的話，與您想找

尋之目標的相關度應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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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側：「模糊」或「精確」檢索 

 
您輸入的檢索詞，在此下拉選單中，可設定要採用「模糊」或「精確」檢索。 

舉例而言：「社交網站」這個檢索詞，在精確檢索下，會被視作一單一片語，不會

被「拆詞」處理，檢索結果必會包含「社交網站」這四個連續的字、缺一不可，文

獻內各條件項若僅含有「社交」二字 或「網站」二字者，不會被檢索出來。相對

的，若為模糊檢索，則您的檢索詞會被「拆詞」處理，只要同時包含有「社交」或

「網站」二字的文獻，也會被檢索出來。 

 

 

3. 左側：各檢索條件的「與」、「或」、「非」結合 

 
若您有多個檢索條件，每一列的檢索條件均可選用「與」、「或」、「非」相結合。 

所謂的「與」、「或」、「非」，其實便是小時候數學課曾學過的布林邏輯：「交集」

(and)、「聯集」(or)、「差集」(not) 概念，舉例說明如下： 

(1) 「與」（交集／and）： 

若您有「手機」和「蘋果」這兩個檢索詞欲做檢索，並用「與」相連，則檢索

結果中的文獻，必定會同時包含有「蘋果」和「手機」這兩個檢索詞，缺一不

可。 

(2) 「或」（聯集／or）： 

手機「或」蘋果，則檢索結果中的文獻，只要包含有「蘋果」或「手機」這兩

個檢索詞其中之一即可。（*所以「或」的檢索結果數量將必定會比「與」多上許多。） 

(3) 「非」（差集／not）： 

手機「非」蘋果，則檢索結果中的文獻，將必定包含有「手機」一詞，但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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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任何一篇文獻內包含有「蘋果」一詞。「非」（差集／not）的意思，便是

先找出包含有「手機」一詞之文獻，下一步則會於其中剔除掉包含有「蘋果」

一詞之文獻。 

 

 

    最後，在高級檢索畫面的下方處，您會看到「智能檢索」。 

 
 

「智能檢索」中，有            和            兩個項目可做勾選。將滑鼠移到

這兩個項目上，便可看到說明： 

 
 

 
 

利用            和            ，便可擴展您的檢索詞，得到更加全面的檢索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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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方式：各種可直接用於搜尋框中的檢索方式 
 
 

在首頁的搜尋框中，並不是僅能輸入欲檢索之字詞，還能夠有許多的變化。通

曉這些技巧，十分重要，可讓您僅在一個搜尋框中，便能建構出完善的檢索式，事

半功倍地精確找到所需資料。 

 

一、布林邏輯──and、or、not 

 
    若有多個檢索詞欲做檢索，可直接於搜尋框內，使用空格及「and」、「or」、

「not」，來連結多個檢索詞。「and」、「or」、「not」，即為在前面第 25 頁中所說明

過的：「與」（交集）、「或」（聯集）、「非」（差集）。茲再次舉例如下： 

 搜尋框中輸入「小米 and iPhone and 手機」 

→ 搜尋結果為：在論文題名、摘要、關鍵詞等各條件項中，同時出現有「小

米」和「iPhone」和「手機」之文獻，三檢索詞缺一不可。 

 搜尋框中輸入「小米 or iPhone or 手機」 

→ 搜尋結果為：在論文題名、摘要、關鍵詞等各條件項中，出現有「小米」或

「iPhone」或「手機」之所有文獻，三檢索詞擇一即可。 

 搜尋框中輸入「手機 not 蘋果」 

→ 搜尋結果為：第一步，先找出包含有「手機」之文獻，接著，在這些文獻中

剔除包含有「蘋果」者，所以在檢索結果中，您會看到每篇文獻一定都包含有

「手機」一詞，但卻絕不會有任何一篇有「蘋果」一詞。 

 

 

 

二、符號 
 

除了前述之布林邏輯（and、or、not），一個更完整的檢索式中，還可以再加入

「符號」，系統可識別的檢索用符號，最常用的有兩種：（*注意：請使用半形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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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雙引號（Quotation Mark）：“” 
    雙引號代表「精確比對」(exact match)，即前面第 25 頁中所說明過的「精確

檢索」概念。雙引號內的檢索字詞，整體會被視作一單一片語，不會被「拆詞」處

理，搜尋時以其整體做一字不差、一字不漏的精確比對。 

    例如：您可試試看檢索 社交網站 和“社交網站”，未加上雙引號和有加上雙

引號括注之片語，檢索出來的結果數量將有所不同。 

    若前後未以雙引號括注，逕輸入 社交網站 四字去檢索，檢索上除了以「社交

網站」這連續四字做精確比對搜尋外，也會進一步將其拆分為「社交」和「網站」

二詞去做搜尋（即模糊比對），只要文獻中同時包含有「社交」和「網站」二詞

者，同時也會被檢索出來（故檢索 社交網站 之結果數量，必會高於檢索“社交網

站”之結果數量。 

 
 

 
 

（*使用情境：當目前檢索式得到的結果過多，可考慮對某些片語使用雙引號括注，藉以對檢索結

果做進一步篩除並提高檢索結果之相關性。） 

 

2. 括號：() 
    如同數學四則運算的先乘除、後加減，檢索式中，亦存在有運算之優先級，優

先順序為：() > not > and > or 

    從數學四則運算的角度去思考（數學四則運算算式中要先乘除後加減，若不要

的話，便需將加減之算式以括號將其前後括注起來），便可較容易地理解：括號內

的檢索字詞，將被視為一優先、獨立之運算集。以下逕舉實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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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現在有三個檢索式，我同時想找： 

1. 太陽能 and 發電 and 光伏 

或是 

2. 太陽能 and 發電 and 光電 

或是 

3. 太陽能 and 發電 and 光熱 

那麼檢索式該如何建構呢？ 

第一種方式：我們可以直覺地使用 () 符號和 or，檢索式為： 

(太陽能 and 發電 and 光伏) or (太陽能 and 發電 and 光電) or (太陽能 and 發

電 and 光熱) 

 
 

第二種方式：上列檢索式是否太過於繁瑣了呢？我們可進一步為其簡化。前半，可

將相同重複的檢索詞 太陽能 and 發電 提取出來；後半，再將不同的 光伏 光電 

光熱 以括弧括注聚合，並用 or 相連，前半和後半結合起來後，檢索式即： 

太陽能 and 發電 and (光伏 or 光電 or 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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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件項限制檢索 
 

    所謂的「條件項」，在前面第 23 頁的「高級檢索」處，亦有說明過：意指一篇

文獻中，主要必備有的各項描述性要素，包括：標題、關鍵詞、摘要、作者、日期

等，我們將其稱作「條件項」。若您輸入的檢索詞，想限制在僅針對特定條件項內

做比對檢索，可在欲檢索詞前方先加上： 
 

1. 標題:  

用法：在欲檢索之字詞前，先加入前導條件項「標題:」，例如輸入「標題:圖書

館」去做檢索，則會找出所有在標題中含有「圖書館」一詞之文獻。 

2. 關鍵詞: 

用法：在欲檢索之字詞前，先加入前導條件項「關鍵詞:」，例如輸入「關鍵詞:

大數據」去做檢索，則會找出所有在關鍵詞中含有「大數據」一詞之文獻。 

(3) 摘要: 

用法同上。 

(4) 作者: 

用法同上。 

(4) 日期: 

先輸入前導條件項「日期:」，並在其後輸入四位數年代，年代可同時包含起始年

和結束年，或二者僅擇一亦可。 

例：輸入「無人機 and 日期:2000-2015」（「and」可省略），會找出 2000-

2015 年間，各條件項中包含有「無人機」一詞之文獻。 

輸入「無人機 and 日期:2000-」（「and」可省略），會找出 2000 年起至

今，各條件項中包含有「無人機」一詞之文獻。 

輸入「無人機 and date:-2015」（「and」可省略），會找出 2015 年以前，

各條件項中包含有「無人機」一詞之文獻。 

 

    所謂檢索，便是從抽象到具體的過程，奠基於在您融會貫通了以上
所說明的「布林邏輯」、「符號」和「條件項」這些檢索技巧後，便可自
由地將其相互搭配使用，在搜尋框中不斷地去延伸、限制、添加、縮
減，持續地改進您的檢索式，最終便能精確地尋得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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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技巧：檢索式可存作瀏覽器書籤 

 
    以上，說明了各種檢索之方式和技巧。而在您的檢索技巧越來越精進，建構檢

索式越來越純熟後，請記得，您的每個檢索式，均可直接存作瀏覽器書籤，方便您

下次僅需點選書籤，便可直接執行相同檢索式，快速取得最新之檢索結果。 
 

    倘若您使用的是公用電腦，您則可將網址（URL）複製至 Word 自行彙整，下

次只要將您複製下來的相同網址，再次貼上到瀏覽器網址列後進行連結，同可直接

執行相同檢索式，快速取得最新之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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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技巧：關於論文的複製、利用 

 
  萬方資料庫中各論文之 PDF 全文，文字皆可選取、複製、貼上，請開啟

Word，在 PDF 中選取並複製論文內容，貼上至 Word 後，可做以下處理： 

1. 簡體中文轉繁體中文： 

在 Word 上方點選「校閱」頁籤，然後點選其中的「簡轉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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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去除多餘的斷行（清除多餘的分段或分行符號）： 

貼入Ｗord 的論文內容，仍會維持原文之排版樣貌，意即在原文之版式上，字句

間是在何處斷行，貼入 Word 後仍會在相同處形成斷行，故在Ｗord 中會產生許

多多餘的分段符號（即 Word 中按下 ENTER 鍵換行所產生的下左箭號）或分行

符號（即 Word 中按下 Shift+ENTER 鍵換行所產生的下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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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在 Word 中去除多餘的斷行（即清除多餘的分段或分行符號），讓字句

間恢復連續以自動符合 Word 版面寬度，請依下列步驟執行： 

(1) 點選 Word 上方最左邊「常用」頁籤，接著點選最右邊「取代」（快速鍵

Ctrl+H）。 

(2) 在跳出的對話框中，「尋找目標」處輸入^p（分段符號代碼）或^l（分行符

號代碼），「取代為」處則留白。接著點選「全部取代」按鈕。 

＊按住電腦鍵盤上的 shift，再加上數字 6，即可打出「^」這個符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