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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為強化電子資源查詢及利用服務，圖資館 97 年教學卓越計畫 A 計畫「打造 e 化之教學與學習
環境」之「強化圖資館自動化服務」子項目特新增【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服務】，
提供 One-Stop 單一查詢介面，供全校師生跨資料庫整合檢索 40 多種資料庫及網站所收錄之電
子書、電子期刊所刊載的文章及索摘，電子學位論文，圖片，以及各種免費網路資源，使全校
師生教學及研究資料之蒐集更為便捷，並提升圖資館電子資源之利用效益。
二、 系統簡介
(一) Research Pro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系統係圖資館[館藏目錄系統]之延伸產品，在系統登入、
檢視個人記錄、儲存個人整合檢索資料庫群組，以及實際執行整合檢索上，均可與館藏目
錄系統密切整合。
(二) 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系統採 Muse 異質資源整合檢索引擎，可同時檢索數十種
資料庫、網站等，並迅速傳回檢索結果。
(三) 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系統的主要蒐尋對象是電子書、電子期刊資料庫及網站等
所收錄之文章書目資訊、索摘、全文，或圖片等(Find Articles, Images ...)，和館藏目錄系
統所提供的僅能查詢館藏書刊或電子資源等之書目及館藏資訊(Find Books, Journals …)
有別。
(四) 圖資館自 98.3.2 起正式啟用 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系統，開始提供全校師生
One-Stop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服務。
三、 登入路徑及方式
(一) 登入路徑 1(登入後立即檢索)
1. [圖資館網站]：點選[跨資料庫找文章]頁籤 Æ 選定資料庫群組及限定檢索欄位、輸入查
詢詞，按

Æ 登入 Æ 開始檢索並檢視各別資料庫檢索結果。

2. [圖資館網站]：[館藏目錄] Æ 中間 [Research Pro電子資源整合檢索] Æ 選定限定檢索
Æ 登入 Æ 開始檢索並檢視各別資源檢索結

欄位及資料庫群組、輸入查詢詞，按
果。

3. [圖資館網站]：[查個人紀錄] Æ 個人記錄：點選
資料庫群組，輸入查詢詞 Æ
4.

Æ 選定限定檢索欄位及個人

Æ 開始檢索並檢視各別資源檢索結果。

[圖資館網站] Æ [圖書服務]：[館藏資源] Æ 點選[跨資料庫找文章]頁籤 Æ 選定資料庫
群組及限定檢索欄位、輸入查詢詞，按

Æ 登入 Æ 開始檢索並檢視各別資料庫檢

索結果。
(二) 登入路徑 2(連至系統首頁)
1. [圖資館網站]：點選[跨資料庫找文章]頁籤 Æ 點選右下角[系統首頁] Æ 登入 Æ [簡易檢
索 Simple Search]模式。
2. [圖資館網站] Æ [圖書服務]：[館藏資源] Æ 點選[跨資料庫找文章]頁籤 Æ 點選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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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首頁] Æ 登入 Æ [簡易檢索 Simple Search]模式。
3. [圖資館網站] Æ [圖書服務]：[館藏資源] Æ 點選[圖書/視聽](或：[期刊/雜誌/報紙]、[資料
庫]、[博碩士論文])頁籤 Æ 點選[電子資源整合檢索] Æ 登入 Æ [簡易檢索 Simple
Search]模式。
4.

[圖資館網站] Æ [查個人紀錄] Æ 登入 Æ 點選
Simple Search]模式。

(三) 登入方式

(圖 1：登入 Research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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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簡易檢索

(圖 2：Research Pro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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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取資料庫
(一) 系統預設整合檢索[重點資料庫]群組
1. 登入後，系統預設勾選[重點資料庫 Key Databases]群組(Category)進行跨資料庫整合
檢索。如不使用，自行將群組前方的 v 移除即可。
2. 本預設群組不檢索之資料庫，可點選[重點資料庫 Key Databases]群組名稱連結，跳至
資料庫列表後，將不檢索之資料庫名稱前方的 v 移除，再進行整合檢索。

系統預設整
合檢索[重點
資料庫]群組
全部資料庫

[重點資料庫]
群組資料庫列
表。
全部打 v。不檢
索資料庫可移
除 v。
點選資源名稱
連結可連至[館
藏目錄系統]
後，連至資料
庫網站個別檢
索

(圖 3：預設跨資料整合檢索[重點資料庫]群組全部資料庫)

3. 本群組涵蓋本校五學院共用或各學院重點資料庫，包括：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EBSCOhost、Engineering Village 2. Compendex、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Oxford Journals Online、ScienceDirect (SDOL)、Web of Science & JCR、Wiley Online
Library 等。

4

(二) 勾選欲整合檢索之資料庫群組(左側連結)
1. 您可勾選(可複選)左側資料庫群組，跨資料庫整合檢索此些群組所涵蓋之資料庫。
2. 各群組不檢索之資料庫，可點選資料庫群組名稱，跳至資料庫列表後，將不檢索之資料
庫名稱前方的 v 移除，再進行整合檢索。
3. 在不同群組重複勾選之資料庫，系統會自動去除重複。

[電子期刊]群
組資料庫列
表。
全部打 v。不檢
索資料庫可移
除 v。

點選群組名
稱，可跳至
該群組資料
庫列表

點選資源名稱
連結可連至[館
藏目錄系統]
後，連至資料
庫網站個別檢
索

(圖 4：勾選欲整合檢索之資料庫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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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勾選欲整合檢索之資料庫(中間及右側連結)
1. 您亦可勾選(可複選)資料庫後，進行跨資料庫整合檢索。
2. 在不同群組重複勾選之資料庫，系統會自動去除重複。

(圖 5：勾選欲整合檢索之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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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儲存個人資料庫群組
1. 您可依個人需求勾選資料庫群組及(或)資料庫後，儲存個人資料庫群組，步驟如下：
(1) 勾選您需要之資料庫群組及(或)資料庫後，勾選

。

(圖 6：勾選欲儲存之個人資料庫群組及(或)資料庫)

(2) 在下框輸入您的個人資料庫群組名稱，按
saved successfully.”。

(圖 7：設定個人資料庫群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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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告知 ”The group was

2. 儲存成功後，以後只要您登入個人記錄(如下圖)，即可點選

，選定限定檢索欄

位，於單一輸入框中輸入查詢詞，選定欲整合檢索之個人資料庫群組後，按
立即連結 Research Pro 進行跨資料庫整合檢索。

選擇限定檢
索欄位，輸
入查詢詞，
並選定擬整
合檢索之個
人資料庫群
組

(圖 8：個人紀錄-我的整合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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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索模式
(一) 簡易檢索 Simple Search
提供單一查詢詞輸入框及限定檢索欄位。檢索步驟如下：
1. 輸入查詢詞
a. 單一查詢詞輸入框可輸入欲查詢的全部查詢詞(即關鍵字)(以空格隔開)，數量愈多將
愈精確，但請避免輸入停用字(各資料庫或網站不檢索的字，如 the, a, an 等)，以免
耗費系統資源，或影響系統回應之速度。(全部查詢詞之間的連結方式依各資料庫或
網站而定。)
b. 為精確起見，如為關鍵詞(片語)，前後可加引號(“) (例如：”digital library”、”數位圖
書館”)，以查得完全符合(Exact match)該關鍵詞的資料。
2. 設定查詢詞之限定檢索欄位
包括：關鍵字(Keyword(s) Anywhere)、文章篇名關鍵字(Title Keyword(s))、作者關鍵
字(Author Keyword(s))及主題關鍵字(Subject Keyword(s))，但仍得依各資料庫或網站
提供之檢索欄位而定，有些欄位可能因資料庫或網站本身未提供而無法查得資料。
3. 按

，系統即開始跨資料庫整合檢索已勾選的資料庫。

(圖 9：簡易檢索 Simple Search 模式)

1.輸入查詢詞

2.設定限定檢索欄位

(二) 進階檢索 Advanced Search
提供 3 個查詢詞輸入框、布林邏輯運算元、各別之限定檢索欄位，並可設定檢索策略及檢
索結果頁每頁顯示筆數。檢索步驟如下：
1. 輸入查詢詞
a. 3 個查詢詞輸入框可輸入欲查詢的全部查詢詞(即關鍵字)(以空格隔開)，數量愈多將
愈精確，但請避免輸入停用字(各資料庫或網站不檢索的字，如 the, a, an 等)，以免
耗費系統資源，或影響系統回應之速度。
b. 為精確起見，如為關鍵詞(片語)，前後可加引號(“) (例如：”digital library”、”數位圖
書館”)，以查得完全符合(Exact match)該關鍵詞的資料。
2. 設定各查詢詞之限定檢索欄位
包括：關鍵字(Keyword(s) Anywhere)、文章篇名關鍵字(Title Keyword(s))、作者關鍵
字(Author Keyword(s))及主題關鍵字(Subject Keyword(s))，但仍得依各資料庫或網站
提供之檢索欄位而定，有些欄位可能因資料庫或網站本身未提供而無法查得資料。
3. 設定布林邏輯運算元
(1) AND (和)：檢索結果須均符合 AND 前後之查詢詞。
(2) OR (或)：檢索結果符合 OR 前後之查詢詞之一即可。
(3) NOT (不是)：檢索結果不含符合 NOT 後查詢詞之資料。
4. 訂定檢索策略
(1) 訂單 1-(用語 1*用語 2)*用語 3：第 1 及第 2 個查詢詞先執行，其結果再合併第 3 個
查詢詞後進行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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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訂單 2-用語 1*(用語 2*用語 3)：第 2 及第 3 個查詢詞先執行，其結果再合併第 1 個
查詢詞後進行檢索。
5. 設定檢索結果頁每頁顯示筆數
可選擇 20、30、40、50 或 100 筆，預設值為 50 筆。
6. 按

，系統即開始整合檢索之前已勾選的資料庫。

5.設定檢索結果頁
每頁顯示筆數

1.
輸
入
查
詢
詞
(圖 10：進階檢索 Advanced Search 模式)

4.訂定檢索
策略

3.設定布林
邏輯運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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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定各查詢詞之
限定檢索欄位

六、 檢視檢索結果
(一) 檢視各別資料庫檢索結果
1. 整合檢索後之檢索結果如下圖所示，系統預設以檢視：[個別資料庫檢索結果 Search
Results by Database]模式顯示：
(1)檢索策略

(6)切換為檢
視全部檢索
結果

(3)各別資料庫檢索結果

(5)勾選所需文
章，按此可檢視
已存紀錄

(3)點選系統會
繼續工作，顯示
更多檢索結果

(2)整合檢
索之全部
資料庫簡
稱及其檢
索結果筆
數。點選可
檢視各别
資料庫之
檢索結果

(4)直接連結全文

(4)點選文章篇名可
連至資料庫網站，
取得詳細書目資
訊、索摘及全文

(圖 11：檢索結果頁-檢視：[個別資料庫檢索結果 Search Results by Database])

2. 檢索結果頁說明
(1) 您的檢索策略
可於上方的簡易檢索模式重新輸入查詢詞，並選定限定檢索欄位後，再次整合檢索
之前已選定之資料庫。
(2) 您選定之全部資料庫簡稱及檢索結果
a. 依字母及筆畫順序排列，可檢視各別檢索狀況(工作中/完成/失敗)、目前查得筆
數及總查得筆數(例如：100 of 11144)。
b. 點選資料庫簡稱可檢視該資料庫之檢索結果。
(3) 檢索結果及顯示更多檢索結果
a. 先檢索到者先顯示，每種資料庫均僅先顯示 100 筆(但如登入路徑為個人記錄中
的[我的整合檢索]，則為 40 筆)。
b. 全部資料庫檢索完成(每種 100 筆)後，全部檢索結果將依資料庫簡稱排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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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點選右側最後 1 個頁碼，系統將繼續工作，顯示更多檢索結果。
(4) 連結文章
點選檢索結果中的文章篇名，可連至資料庫網站檢視該篇文章之書目資訊、索摘；
如屬本校授權範圍，並可連結全文。
(5) 勾選文章
勾選所需文章，按
，可檢視已勾選(存)紀錄。
(6) 點選檢視：[全部檢索結果 All Search Results Interfiled]連結，可切換檢索結果頁顯示
方式。
(二) 檢視全部檢索結果
1. 於(一)之檢索結果頁點選檢視：[全部檢索結果 All Search Results Interfiled]連結，系統
將增加顯示全部檢索結果。

(3)全部檢索結果
(1)全部檢索
結果筆數

(2)點選各別
資料庫簡
稱，將切換
回檢視各別
資料庫檢索
結果之顯示
模式

(圖 12：檢索結果頁-檢視：[全部檢索結果 All Search Results Interfiled])

2. 點選檢視：[個別資料庫檢索結果 Search Results by Database]連結，或點選左側各別資
料庫簡稱，均可切換檢索結果顯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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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儲存檢索結果
(一) 註記及檢視已存記錄
檢視檢索結果頁時，如欲輸出，可勾選儲存所需之檢索結果(或按Select All連結)，再按
，即可開啟另一新視窗檢視您已存之全部檢索結果(如下圖)。

移除不需要之
檢索結果後，
按此更新已存
紀錄

(圖 13：檢視已存紀錄)

(二) 更新已存記錄
1. 您可繼續於檢索結果頁勾選儲存所需之檢索結果，已存紀錄將自動更新。
2. 您亦可將已存紀錄中不需要的檢索結果移除(將 v 去除)後，按

更新之。

八、 輸出檢索結果
(一) 列印
您可於已存紀錄頁按

輸出您已存之檢索結果。

(二) 電郵寄出(故障！維修中)
您亦可於已存紀錄頁輸入電子郵件帳號、標題(預設為：Research Pro saved search
results)，並選定格式(HTML 或文句)後，按
郵件信箱(郵件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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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將已存檢索結果寄至您指定之

九、 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的使用限制及注意事項
(一) 圖資館電子資料庫種類繁多，功能各異，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服務的主要目的
在提供一 One-Stop 之電子資源檢索介面，讓您可深入至各資料庫或網路收錄之文章等進
行跨資料庫整合檢索。
(二) 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系統的蒐尋範圍可能為整個資料庫或網站(類似網路蒐尋
引擎，如 Google、Yahoo 等)，其檢索結果將會相當龐大，故建議檢索時，相關之查詢詞
儘量多給，並使用引號(“) (如 “digital library”、”數位圖書館”)，俾獲得較精確之檢索結果。
(三) 使用 Research Pro 蒐集資料的方式，和連至各別資料庫或網站去蒐集資料的方式大致相
同，但因整合檢索靠的是各資料庫共通之檢索欄位或檢索機制，故其檢索結果可能不夠精
確。例如：很多資料庫可設定檢索資料之類型、年限、有無全文等，但在 Research Pro
目前並無法進行這些設限。故如檢索結果太多或不符需要，建議於檢索結果頁點選文章篇
名，進入資料庫或網站後，再度依資料庫或網站所提供之檢索或設限功能，進行較精確的
檢索。
(四) 請特別注意!
1. 檢索結果頁所顯示的文章僅為蒐尋到之檢索結果，並不代表均可提供全文!
2. 如要確認是否可提供全文，進入資料庫或網站後，點選全文連結，如出現類似”沒有使用
權限”或要求login的訊息，建議另開一瀏覽器，依刊載該文章的資料庫名稱回查[館藏目
錄系統]，確定本館是否訂購，並注意其全文授權使用範圍。
3. 除了Research Pro可整合檢索的資料庫外，請不要忽略了圖資館還有相當多因經費關
係，或資料庫本身之限制而無法納入整合檢索的資料庫！ 建議您可經由[圖資館網站]連
至[電子資源]或[館藏目錄系統]，查得所需資料庫後，直接連至資料庫網站，進行所需文
章之檢索和利用。

… 使用 Research Pro 電子資源整合檢索系統如有任何問題，
請電分機 1510 或 E-Mail 至 lic@nkfust.edu.tw 洽詢圖資館諮詢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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