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BSCOhost 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更新時間：2013 年 1 月 10 日 

 
 
 
 

support.ebsco.com 



 

EBSCOhost 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 2 2013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support.ebsco.com 

目次目次目次目次 關於EBSCOhost 資料庫平台 ........................................................................................................ 4 系統要求 .................................................................................................................................. 4 本使用說明內容 ........................................................................................................................ 4 偏好設定 ...................................................................................................................................... 5 介面語言 ...................................................................................................................................... 8 變更介面的語言 ........................................................................................................................ 8 翻譯文章 .................................................................................................................................. 9 檢索功能 .................................................................................................................................... 10 進階檢索 – 單一尋找欄位 ....................................................................................................... 12 進階檢索 – 引導式尋找欄位 .................................................................................................... 14 檢索歷史 .................................................................................................................................... 16 編輯檢索 ................................................................................................................................ 18 視覺檢索 .................................................................................................................................... 20 欄樣式結果清單 .................................................................................................................. 20 區塊樣式結果清單 ............................................................................................................... 23 檢索模式 .................................................................................................................................... 24 圖片 ........................................................................................................................................... 25 個人資料夾 ................................................................................................................................ 27 儲存檢索 .................................................................................................................................... 29 設定期刊提醒 ............................................................................................................................. 30 使用進階提醒設定 ............................................................................................................... 32 將檢索另存為提醒 ...................................................................................................................... 34 從提醒/儲存/共享連結進行儲存 ............................................................................................... 34 單一步驟 RSS 檢索與期刊提醒 ............................................................................................... 37 從檢索畫面建立提醒 ............................................................................................................... 39 結果清單 .................................................................................................................................... 41 左 - 限制條件與 Facet ......................................................................................................... 41 中 - 結果顯示 ...................................................................................................................... 42 右 - 相關資訊 ...................................................................................................................... 42 頁面選項 ............................................................................................................................. 43 提醒/儲存/共享 .................................................................................................................... 44 

Facet ......................................................................................................................................... 45 使用儲存區 ......................................................................................................................... 47 閱讀文章 .................................................................................................................................... 48 詳細記錄 ................................................................................................................................ 48 

HTML 全文檢視 ...................................................................................................................... 49 

PDF 全文檢視器 ..................................................................................................................... 50 工具功能表 ............................................................................................................................. 50 使用文字轉換語音功能 ........................................................................................................... 51 檢視結果清單 ............................................................................................................................. 53 



 

EBSCOhost 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 3 2013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support.ebsco.com 

使用資料夾 ................................................................................................................................ 55 管理自訂資料夾 ...................................................................................................................... 56 將文章儲存至特定資料夾 ........................................................................................................ 59 列印您的結果 ............................................................................................................................. 60 以電子郵件傳送結果 .................................................................................................................. 62 儲存您的結果 ............................................................................................................................. 65 匯出您的結果 ............................................................................................................................. 68 建立註記 .................................................................................................................................... 71 

 

 
 



 

EBSCOhost 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 4 2013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support.ebsco.com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EBSCOhost 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資料庫平台 
 

EBSCOhost是一個功能強大的資料庫檢索系統，通過網際網路直接連結到由 EBSCO製作的全文資料庫或 其它所摘型資料庫（如：ERIC、Econlit、Medline、Psyinfo等）。所連結資料庫涵蓋範圍包羅萬象，包括針對公共、學術、醫學和商業性圖書館而設計的各類資料庫。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由於管理員有眾多可用自訂選項可供使用，您的 EBSCOhost將具有獨一無二的外觀。 

 

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 
 為了有效地使用所有 EBSCOhost 功能，最基本的瀏覽器要求為 Internet Explorer 7.0、Firefox 8.0、
Google Chrome 16 及 Safari 5.1 (麥金塔電腦)。同時需要安裝 Adobe ® Reader® 以便閱讀 PDF 全文檔案。若使用「視覺檢索 (Visual Search)」，您還必須安裝 Adobe ® Flash Player 8.0 或更新的版本。 

 

本使用說明內容本使用說明內容本使用說明內容本使用說明內容 
 本使用說明將介紹 EBSCOhost 介面的獨特功能，以及 EBSCOhost 介面的常用功能。所有 EBSCOhost 介面的使用說明皆可從 EBSCO 支援網站下載：support.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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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設定偏好設定偏好設定偏好設定 
 「偏好設定」可讓您控制「EBSCOhost 結果清單」的外觀與操作。您在「偏好設定 (Preferences)」上選擇的項目現在已能儲存至您的個人資料夾 (我的 EBSCOhost)，以供隨時擷取使用。登入「我的 EBSCOhost」後，系統即會套用您的個人偏好。若您變更了個人偏好，這些變更也會儲存以供日後使用。  

 
 若要設定您若要設定您若要設定您若要設定您 EBSCOhost的個人偏好的個人偏好的個人偏好的個人偏好：：：： 

 
1. 從任何畫面的右上方點選工具列中的「「「「偏好偏好偏好偏好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Preferences)」」」」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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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設定一般設定一般設定一般設定 – 選擇語言與關鍵字建議設定。 

 

•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 選擇用以顯示介面的語言：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葡萄牙文、俄文、韓文、日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土耳其文、希臘文、波蘭文、阿拉伯文與泰文。(此功能是否可用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是否有開啟此功能) 

 

• 自動完成檢索建議自動完成檢索建議自動完成檢索建議自動完成檢索建議 – 當您開始在「「「「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輸入檢索詞時，關鍵字建議會自動顯示。(設定為「開啟 (On)」或「關閉 (Off)」。) 

 

• 在查詢未傳回結果時執行在查詢未傳回結果時執行在查詢未傳回結果時執行在查詢未傳回結果時執行 SmartText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 若管理員啟用此選項，您即可設定為在初次查詢未傳回任何結果時，使用「智慧文本檢索 (SmartText Searching)」檢索模式執行您的檢索。 

 
3. 結果清單顯示結果清單顯示結果清單顯示結果清單顯示 – 選擇「結果清單顯示畫面 (Result List Display)」的外觀與操作。 

 

•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 選擇每項結果的詳細程度：「標準 (Standard)」、「僅標題 (Title Only)」、「概要 

(Brief)」或「詳細 (Detailed)」。 

 

• 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 – 開啟或關閉結果清單、相關文獻與資料夾的影像縮圖顯示。(可用性會因資料庫而有所不同。) 

 

• 每頁結果數每頁結果數每頁結果數每頁結果數 – 指定每頁所顯示的結果 (或記錄) 數量 (例如：5、10、20、30、40 或 50)。(將同時套用至「結果清單」與「資料夾」。) 

 

• 排序依據排序依據排序依據排序依據 – 您可以設定結果的排序方式。「依相關性排序 (Sort by Relevance)」或「資料庫預設值 (Database Default)」。(只會套用至「結果清單」。) 

 

• 頁面配置頁面配置頁面配置頁面配置 – 控制「結果清單」上所顯示的欄。 

 
4.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儲存匯出儲存匯出儲存匯出儲存匯出 – 為結果設定「列印」、「電子郵件」、「儲存」與「匯出」等功能的預設值。在列印、以電子郵件傳送、儲存或匯出結果時，您仍然可以變更這些設定。 

 

• 預設格式預設格式預設格式預設格式 – 決定您要在結果中納入多少資訊。 

  

• 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 – 預設為「詳細引文文獻與摘要 (Detailed Citation and Abstract)」。您也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 簡簡簡簡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 – 指出只應列印簡短的相關文獻。 

  
� 簡簡簡簡要引要引要引要引文與文與文與文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 指出應列印簡短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 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引引引引文獻與摘要文獻與摘要文獻與摘要文獻與摘要 – 指出應列印詳細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 引文引文引文引文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 若要將引文格式預設為特定格式，請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 AMA - 美國醫學會  

� APA - 美國心理學會  

� 芝加哥論文格式，作者 - 日期  

� 芝加哥論文格式，人文類形式  

� MLA - 美國現代語文學會  

� 溫哥華格式 (Vancouver/ICMJE) 

 

• 自訂欄位格式自訂欄位格式自訂欄位格式自訂欄位格式 – 指出列印/電子郵件/儲存管理員應預設為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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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 您所傳送的電子郵件會將「寄件者」地址預設為 ephost@epnet.com。若要變更此地址，請在此欄位中輸入資訊。(例如，您可以輸入自己的電子郵件地址，或是圖書館的電子郵件地址。)傳送的電子郵件會在「寄件者」欄位中自動填入此地址。 

 

•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目的地 –「電子郵件管理員 (E-mail Manager)」上的「收件者」地址會預設為空白欄位。若要以特定電子郵件地址自動填入「電子郵件地址」欄位，請在此欄位中輸入資訊。
(例如，您可以輸入自己的電子郵件地址，或是在校學生或一組同事的電子郵件地址清單。)  

 

• 電子郵件格式電子郵件格式電子郵件格式電子郵件格式 – 選擇是否要將電子郵件預設為 RTF 格式或純文字格式。 

 

• 匯出設定匯出設定匯出設定匯出設定 – 您可以將結果匯出為相容於書目管理軟體的格式。(例如 RefWorks、EndNote、
ProCite 等。)「匯出」功能是否開啟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 

 
� 將相關文獻儲存為格式化檔案 – 選擇用以儲存檔案的預設書目管理格式。 

 

� 以電子郵件傳送附加相關文獻的檔案 – 選擇以電子郵件傳送檔案時所使用的預設書目管理格式。 

 
5.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按鈕。若您先前位於「結果清單」中，系統則會根據您選擇的項目進行更新。若您先前位於「檢索畫面」中，則必須先執行檢索，才能檢視自訂結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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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語言介面語言介面語言介面語言 
 
變更介面的語言變更介面的語言變更介面的語言變更介面的語言 
 經系統管理員啟用後，您可以將 EBSCOhost的介面文字從英文變更為： 

 

• 阿拉伯文 

• 印尼文 

• 簡體中文 

• 繁體中文 

• 克羅埃西亞文 

• 捷克文 

• 丹麥文 

• 荷蘭文 

• 波斯文 

• 芬蘭文 

• 法文 

• 德文 

• 希臘文 

• 希伯來文 

• 匈牙利文 

• 義大利文 

• 日文 

• 韓文 

• 挪威文 

• 波蘭文 

• 巴西葡萄牙文 

• 羅馬尼亞文 

• 俄文 

• 斯洛維尼亞文 

• 西班牙文 

• 瑞典文 

• 泰文 

• 土耳其文 

 

 語言選擇功能位於 EBSCOhost的上方工具列與「偏好設定 (Preferences)」中。 若要變更介面的語言若要變更介面的語言若要變更介面的語言若要變更介面的語言：：：： 

1. 在介面的上方工具列中，將指標置於「「「「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Language)」」」」上方。可用語言的下拉式功能表隨即顯示。 

 

2. 在清單中點選所需的語言。介面會重新整理，並翻譯為選擇的語言。 您可以將預設語言設為前述的任何語言，等到您下次登入「我的 EBSCOhost」時，畫面上就會顯示您所選擇的語言。 若要設定預設語言偏好若要設定預設語言偏好若要設定預設語言偏好若要設定預設語言偏好：：：： 

1. 登入「資料夾 (folder)」。 

2. 點選「「「「偏好偏好偏好偏好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Preferences)」」」」連結。 

3. 在「一般設定 (General Settings)」區域中，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您的語言。 

4.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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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翻譯文翻譯文翻譯文章章章章 
 根據預設，EBSCOhost畫面會以英文顯示。經系統管理員啟用後，您可以將全文文章從英文翻譯成下列語言： 

 

• 阿拉伯文 

• 保加利亞文 

• 簡體中文 

• 繁體中文 

• 捷克文 

• 丹麥文 

• 荷蘭文 

• 法文 

• 德文 

• 希臘文 

• 豪沙文 

• 希伯來文 

• 印度文 

• 匈牙利文 

• 印尼文 

• 義大利文 

• 日文 

• 韓文 

• 挪威文 

• 普什圖文 

• 波斯文 

• 波蘭文 

• 葡萄牙文 

• 羅馬尼亞文 

• 俄文 

• 西班牙文 

• 塞爾維亞文 

• 瑞典文 

• 泰文 

• 烏都文 

 若要翻譯文章的全文若要翻譯文章的全文若要翻譯文章的全文若要翻譯文章的全文：：：： 

 
1. 在文章詳細資料中，從「「「「選擇語言選擇語言選擇語言選擇語言 (Choose Language)」」」」下拉式清單中選擇語言。 

 
2. 點選「「「「翻譯翻譯翻譯翻譯 (Translate)」」」」。文章的全文會以您選擇的語言顯示。 

 

 
 

3. 若要恢復為英文，請點選「「「「返回英文返回英文返回英文返回英文 (Return)」」」」。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在您列印、以電子郵件傳送或儲存全文時，全文將會以資料庫的語言傳遞。但您可以使用瀏覽器的「列印」功能來列印翻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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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檢索檢索檢索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基本檢索」可讓您建立具有限制條件、擴充器與使用布林運算的檢索。由於 EBSCOhost提供了自訂選項，因此您的介面選項可能有所不同。 

 若要檢索若要檢索若要檢索若要檢索 EBSCOhost：：：： 

 
1. 在「基本檢索畫面」上的「「「「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輸入您的檢索詞。 

 

 
 

2. 若要使用選用的限制條件或擴充器，請點選「「「「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 (Search Options)」」」」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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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以使用特定的檢索模式 (例如「尋找我的所有檢索條件」或「SmartText檢索」)、套用「「「「縮小縮小縮小縮小您的結果您的結果您的結果您的結果 (Limit your results)」」」」(例如「全文」或「出版品」類型)，或使用可擴充檢索範圍的檢索選項 (例如「套用相關字詞」)。 

 

4. 若要關閉「「「「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 (Search Options)」」」」，請再次點選連結。 

 
5. 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按鈕。接著會顯示結果清單。 

 

 
 檢索欄位會顯示在「結果清單」上方。系統會記憶您的檢索詞、限制條件與擴充器。若要精簡您的檢索範圍，可以點選左側的篩選項目，繼續縮小您的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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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 – 單一尋找欄位單一尋找欄位單一尋找欄位單一尋找欄位 
 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單一尋找欄位單一尋找欄位單一尋找欄位單一尋找欄位」」」」執行進階檢索執行進階檢索執行進階檢索執行進階檢索：：：： 

 

1. 點選位於「「「「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下方的「進階檢索」連結。 

 
2. 在「進階檢索畫面」上的「「「「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輸入您的檢索詞。 

  

 
 
 

3. 從可用的「「「「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 (Search Options)」」」」中進行選擇： 

 

• 檢索模式檢索模式檢索模式檢索模式 – 使用特定的檢索模式 (例如「尋找我的所有檢索條件」或「SmartText檢索」)，或使用可擴充檢索範圍的檢索選項 (例如「套用相關字詞」)。  

 

• 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 – 例如「全文」或「出版品」類型。 

 

• 特殊限制條件特殊限制條件特殊限制條件特殊限制條件 – 套用資料庫專用的限制條件。您所選擇的特殊限制條件只會套用至其所在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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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按鈕。接著會顯示結果清單。系統會記憶您的檢索詞、限制條件與擴充器。若要修訂您的檢索，您可以點選「「「「進階進階進階進階檢索檢索檢索檢索」」」」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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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 – 引導式尋找欄位引導式尋找欄位引導式尋找欄位引導式尋找欄位 
 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引導式尋找欄位引導式尋找欄位引導式尋找欄位引導式尋找欄位」」」」執行進階檢索執行進階檢索執行進階檢索執行進階檢索：：：： 

 

1. 點選位於「「「「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下方的「「「「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進階檢索 (Advanced Search)」」」」連結。 

 
2. 在「進階檢索」畫面的第一個「「「「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輸入您的檢索詞。 

 

 
 

3. 從選用的「「「「選取欄位選取欄位選取欄位選取欄位 (Select a Field)」」」」下拉式清單中選擇檢索欄位 (例如，可以僅檢索引文的「主題詞 (Subject Terms)」欄位)。  

 

4. 針對第二組「「「「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重複步驟 1 和 2。  

 
5. 選擇布林邏輯運算子 (AND、OR、NOT) 來結合兩個「「「「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的項目。  

 
6. 您可以在第三組欄位中輸入其他布林邏輯運算子、關鍵字和檢索欄位。  

 
7. 如果需要更多列，請點選「「「「新增列新增列新增列新增列 (Add Row)」」」」連結。最多可顯示 12 列。若要刪除列，請點選「「「「移移移移除列除列除列除列 (Remove Row)」」」」連結。  

 

8. 「「「「選取欄位選取欄位選取欄位選取欄位 (Select a Field)」」」」下拉式清單中的檢索欄位會依您所選擇的資料庫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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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從可用的檢索選項中進行選擇：  

 

• 檢索模式檢索模式檢索模式檢索模式 – 使用特定的檢索模式 (例如「尋找我的所有檢索條件」或「SmartText檢索」)，或使用可擴充檢索範圍的檢索選項 (例如「套用相關字詞」)。  

 

• 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 – 例如「全文」或「出版品」類型。 

 

• 特殊限制條件特殊限制條件特殊限制條件特殊限制條件 – 套用資料庫專用的限制條件。您所選擇的特殊限制條件只會套用至其所在之資料庫。 

 
10. 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按鈕。接著會顯示結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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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所有在您的 EBSCOhost作業階段期間執行的檢索，都可從「檢索歷史/提醒畫面 (Search History/Alerts 

Screen)」執行。您可以結合最近一次的檢索，以及擷取先前儲存在個人資料夾 (我的 EBSCOhost) 中的檢索。  

 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1. 在 EBSCOhost上執行檢索，然後檢視檢索結果。 

 

2. 點選位於「「「「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下方的「「「「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Search History)」」」」連結。檢索歷史會顯示在「結果清單」上方。若要關閉「檢索歷史」，請再次點選「「「「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Search History)」」」」連結。 

  

 
 

3. 從下列檢索歷史功能中進行選擇： 

 

• 在您目前的檢索中新增檢索陳述式歷程記錄行在您目前的檢索中新增檢索陳述式歷程記錄行在您目前的檢索中新增檢索陳述式歷程記錄行在您目前的檢索中新增檢索陳述式歷程記錄行 – 勾選檢索陳述式左側的核取方塊，選擇您的檢索陳述式行，然後點選「「「「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AND 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 with AND)」」」」或「「「「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OR 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 with OR)」」」」。檢索歷史行會以適當的布林運算子新增至「「「「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以顯示新的「結果清單」。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若您的系統管理員將 EBSCOhost 設定為在執行檢索後清除「「「「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則檢索歷史行將不會顯示在「「「「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但結果清單將會反映新的檢索。 

 

• 將您的檢索複製到將您的檢索複製到將您的檢索複製到將您的檢索複製到 RSS 讀取程式中讀取程式中讀取程式中讀取程式中 – 點選「「「「RSS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RSS feed)」」」」圖示 以顯示新聞訂閱摘要 URL，然後將其複製到您的 RSS讀取程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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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檢視檢視檢視檢索歷檢索歷檢索歷檢索歷執執執執行的結果行的結果行的結果行的結果 – 點選連結的「「「「檢視結果檢視結果檢視結果檢視結果 (xx)」」」」。「結果清單」隨即顯示。 

 

• 檢視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 – 點選「「「「檢視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檢視詳細資料 (View Details)」」」」連結，以檢視該檢索歷史行的介面、檢索畫面與資料庫。 

 

• 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 – 點選「「「「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 (Edit Search)」」」」連結。「「「「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 (Edit Search)」」」」視窗隨即顯示。您可以修改「「「「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的檢索詞，並對限制條件/擴充器進行任何所需的變更。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更新的「結果清單」會隨即顯示。 

 
4. 您可以勾選所需檢索旁的方塊，然後點選「「「「刪除檢索刪除檢索刪除檢索刪除檢索 (Delete Searches)」」」」按鈕，從歷程記錄中刪除特定檢索。 

 

• 可供您使用的檢索歷史僅包含現行作業階段中的檢索。除非您建立已儲存的檢索，否則在作業階段結束時，檢索歷史即會遭到清除。 

 

• 在變更資料庫後，檢索歷史會儲存下來 (僅限於查詢，不含結果計數)。 

 

• 若您在變更資料庫或檢索畫面時無法使用您在原始資料庫中套用的限制條件、擴充器與檢索欄位 (作者、標題、主題)，您的檢索可能會受到影響。 

 

• 若在新資料庫中開啟檢索歷史，「動作」欄中將會顯示「「「「重新執行重新執行重新執行重新執行 (Rerun)」」」」，而不是「「「「檢檢檢檢視結果視結果視結果視結果 (View Results)」」」」。這表示由於未在您目前的資料庫上執行檢索，因此結果計數不明。當您檢視結果時 (在點選「「「「重新執行重新執行重新執行重新執行 (Rerun)」」」」連結後)，將會啟動新的檢索，且其結果計數會新增至檢索歷史中。 

  

• 您可以在要重新整理的檢索旁勾選其方塊，然後點選「「「「重新整理重新整理重新整理重新整理搜尋搜尋搜尋搜尋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Refresh Search 

Results)」」」」按鈕，以從「檢索歷史/提醒 (Search History/Alerts)」視窗中重新整理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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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 
 

1. 針對您要編輯的檢索，點選「「「「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Edit)」」」」連結。 

 

 
 

2. 在「「「「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編輯檢索 (Edit Search)」」」」畫面上編輯您的檢索詞、檢索模式、擴充器和 (或) 限制條件，然後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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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的結果清單隨即顯示。您對檢索所做的任何變更，都會反映在「「「「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Search 

History/Alerts)」」」」視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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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檢索視覺檢索視覺檢索視覺檢索 
 點選「「「「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下方顯示「視覺檢索」連結，您可以檢索 EBSCOhost，並將結果顯示在互動式的視覺對映圖中。您可以隨時從「顯示樣式 (Display Style)」功能表中選擇「區塊 (Block)」樣式或「欄 (Column)」樣式，以變更結果清單的樣式。若此功能未開啟，請洽您的系統管理員。 

 欄樣式結果清單欄樣式結果清單欄樣式結果清單欄樣式結果清單 

 若要執行視覺檢索若要執行視覺檢索若要執行視覺檢索若要執行視覺檢索：：：： 

  

1. 在「EBSCOhost」畫面上，點選位於「「「「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下方的「「「「視覺檢索視覺檢索視覺檢索視覺檢索 (Visual Search)」」」」連結。 

 

 
 

2. 在「「「「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輸入您的檢索詞。 

 

3. 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您的檢索結果會顯示於欄中。若要依循路徑，請點選主題 (或出版品) 名稱。系統會進一步精簡您的結果範圍。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視覺檢索」最多可傳回 250 個與您的檢索詞相關的最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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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排序選項結果排序選項結果排序選項結果排序選項 - 若要檢視有哪些不同的方式可用來分組、排序或篩選檢索，請點選「結果清單」上方的按鈕。您可以隨時 (在執行檢索之前或之後，或是在檢視結果時) 選擇這些選項。 

  

• 將結果分組將結果分組將結果分組將結果分組 – 您可以依主題或出版品名稱進行分組。 

 

• 排序結果排序結果排序結果排序結果 – 您可以依日期來排序結果 (最新到最舊)，或依相關性排序 (相關性最高的文章放在清單最上方，相關性最低的放在最下方)。 

 

• 依日期篩選結果依日期篩選結果依日期篩選結果依日期篩選結果 – 移動「日期範圍」滑桿對文章進行篩選，按最新到最舊的順序排列。 

   

• 顯示樣式顯示樣式顯示樣式顯示樣式 – 隨時可在「區塊」或「欄」檢視之間進行切換。 

 若要預覽文章若要預覽文章若要預覽文章若要預覽文章：：：： 

 
1. 若要檢視相關文獻，請點選結果內的文章標題文章標題文章標題文章標題。「摘要」視窗會顯示文章的相關資訊，包括標題、作者、期刊名稱與簡短摘要等。 

  

 
 

2. 若要檢視文章的全文 (如果可用)，請點選位於相關文獻底部的「「「「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More)」」」」連結。「摘要」視窗會展開並顯示整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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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收集文章若要收集文章若要收集文章若要收集文章：：：： 

 使用「收集文章」區域，「拖放」您感興趣的文章。您所「收集」的項目在作業階段內會保留於該處，除非您加以移除。您必須收集要儲存至資料夾的項目。 

 若要將項目儲存至資料夾若要將項目儲存至資料夾若要將項目儲存至資料夾若要將項目儲存至資料夾：：：： 

 

1. 在「結果清單」顯示時，將文章拖曳拖曳拖曳拖曳至「「「「收集文章收集文章收集文章收集文章 (Collect Articles)」」」」區域。 

  

 
 

2. 點選「「「「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Add to Folder)」」」」連結。項目會立即新增至您的「作業階段」資料夾。  

 

3. 若要儲存供後續作業階段使用的項目，請確實登入「我的 EBSCOhost」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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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樣式結果清單區塊樣式結果清單區塊樣式結果清單區塊樣式結果清單 

 若您選擇「區塊顯示樣式 (Display Style of Blocks)」，「區塊樣式」結果清單隨即顯示。 

 

  
 「區塊樣式結果清單」有兩項附加功能 - 控制箭頭與「結果對映圖」。若要依循路徑，請使用位於畫面左側的控制箭頭控制箭頭控制箭頭控制箭頭。或者，請點選「結果對映圖」內的新區塊區塊區塊區塊，移至結果清單的其他區域。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視覺檢索」是否可使用以及預設的樣式為何 (區塊或欄) 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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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模式檢索模式檢索模式檢索模式 
 在「「「「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 (Search Options)」」」」下方，檢索模式提供了四種不同的檢索執行方式。您可以結合檢索模式與擴充器 (例如「套用相關字詞」)，和 (或) 限制條件 (例如「全文」或「出版品」類型)。 

 選擇來源： 

  

• 布林邏輯布林邏輯布林邏輯布林邏輯/字句字句字句字句 – 支援任何布林值檢索或精確片語檢索。在檢索片語的一部分時，會忽略停用詞。 

 

• 尋找我的所有檢索條件尋找我的所有檢索條件尋找我的所有檢索條件尋找我的所有檢索條件 – 自動為所有輸入的檢索詞加上 AND (例如，web AND accessibility) 

  

• 尋找我的任意檢索條件尋找我的任意檢索條件尋找我的任意檢索條件尋找我的任意檢索條件 – 自動為所有輸入的檢索詞加上 OR (例如，web OR accessibility) 

  

• SmartText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 您可以複製並貼上文字區塊 (含空格最多 5,000 個字元) 以檢索結果。「SmartText檢索」所採用的技術會將輸入的文字解譯為最接近的檢索詞，然後執行檢索。此檢索模式並不適用於所有資料庫。 

 當您點選「「「「智慧文智慧文智慧文智慧文本本本本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martText Searching)」」」」選項按鈕時，「「「「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會變大，以表示您可以依需求輸入不限字數的文字。請直接鍵入文字，或將文章文章文章文章、、、、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Word 文件或其他來源文件或其他來源文件或其他來源文件或其他來源中的文字複製並貼至「「「「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並選擇任何限制條件或擴充器，然後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  

 「SmartText 檢索」會使用相關文獻的摘要執行檢索，且新的結果清單隨即顯示。若沒有可用的摘要，「SmartText 檢索」則會對文章標題執行檢索。若在執行檢索的資料庫中無法使用「SmartText 檢索」，「「「「尋找相似結果尋找相似結果尋找相似結果尋找相似結果 (Find Similar Results)」」」」將會檢索文章的主題標題或描述(descrip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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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影像圖庫 (Image Collection)」可讓您即時存取超過 180,000 個與人、自然科學、地點、歷史與旗標有關的影像。「影像快速檢視收集 (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可直接從 EBSCOhost的結果清單、相關文獻檢視或資料夾提供文章中影像的縮圖。  

 您可以使用可用的「影像圖庫 (Image Collection)」類型，限定您的影像檢索：  

• 某人的相片 (Photos of people) 

• 自然科學相片 (Natural science photos) 

• 景點相片 (Photos of places) 

• 歷史相片 (Historical photos) 

• 地圖 (Maps) 

• 旗標 (Flags) 
 您也可以使用可用的「影像快速檢視 (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類型來限定檢索：  

• 黑白相片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 彩色相片 (Color Photograph) 

• 圖解 (Diagrams) 

• 圖例 (Illustrations) 

• 圖表 (Charts) 

• 圖片 (Graphs) 

• 地圖 (Maps) 
 若要檢索若要檢索若要檢索若要檢索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1. 在上方工具列上，點選「「「「圖片圖片圖片圖片 (Images)」」」」。「影像圖庫檢索畫面 (Image Collections Search Screen)」隨即顯示。 

 

 
 

2. 在「「「「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輸入您所需影像的檢索詞 (例如 mountains)。 您的檢索詞必須完全符合影像之標題或說明中的一個文字；檢索詞 mountains 所找到的結果並不會與檢索詞 mountain range 找到的相同。您可以使用布林詞進一步指定您的檢索。(例如：
mountains AND 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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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可用的「「「「影像圖庫影像圖庫影像圖庫影像圖庫 (Image Collection)」」」」或「「「「影像快速檢視影像快速檢視影像快速檢視影像快速檢視 (Image Quick View Collection)」」」」分類進行選擇，以精簡您的檢索範圍。若未選擇，則會檢索所有分類。  

4. 點選「「「「檢索檢索檢索檢索 (Search)」」」」。結果清單隨即顯示，其中包含具有簡短說明的縮圖影像。 
  

 
 

• 若要列印影像，請點選縮圖影像，然後點選「「「「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Print)」」」」。「列印管理員 (Print Manager)」隨即顯示。點選「「「「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Print)」」」」，然後從瀏覽器視窗進行列印。 

 

• 若要儲存影像，請點選縮圖影像，然後點選「「「「儲存至磁碟儲存至磁碟儲存至磁碟儲存至磁碟 (Save to Disk)」」」」。「儲存管理員 

(Save Manager)」隨即顯示。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然後從瀏覽器視窗進行儲存。 

 從結果清單中檢視影像快速檢視結果從結果清單中檢視影像快速檢視結果從結果清單中檢視影像快速檢視結果從結果清單中檢視影像快速檢視結果 

 若「影像快速檢視」結果可用於 EBSCOhost關鍵字檢索，這些結果將會連同其相關文章顯示在結果清單與文章詳細資料頁面中。 

 

 
 點選縮圖影像，以檢視完整大小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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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經系統管理員提供後，您可以設定個人資料夾，用以將檢索結果、檢索的固定連結、已儲存的檢索、檢索提醒、期刊提醒與網頁儲存至個人資料夾。 

 若要設定若要設定若要設定若要設定個人資料夾個人資料夾個人資料夾個人資料夾：：：： 

 
1. 在「登入畫面」中，點選「「「「建立新帳建立新帳建立新帳建立新帳戶戶戶戶 (Create a New Account)」」」」連結。 

 
 

 
 

2. 「建立新帳戶畫面」隨即顯示，並將個人資料夾輸入至「帳戶類型」欄位中。請填寫「建立新帳戶畫面」上的欄位(可填寫中文)。完成欄位的填寫後，請點選「「「「儲存變更儲存變更儲存變更儲存變更 (Save Changes)」」」」。 

 

 
 

3. 若接受了所有資訊，則會顯示一則訊息為您提供使用者名稱與密碼。點選「「「「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OK)」」」」。您會自動以個人使用者的身分登入。您應記下您所建立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以便在後續的作業階段中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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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設定個人資料夾時，我們會要求您提供名稱、電子郵件地址、唯一登入名稱、密碼與密碼驗證。EBSCO 只會將這些資訊用來識別您的登入身分，因此他人絕無法檢視或使用您的檢索。我們不會對外提供這些資訊。如需相關資訊，請點選我們的隱私權原則。 

 若您忘記密碼，您可以提交使用者名稱以取回您的密碼。 

 若要重設密碼若要重設密碼若要重設密碼若要重設密碼：：：： 

 
1. 在「登入畫面」中，點選「「「「忘記忘記忘記忘記您的您的您的您的密碼密碼密碼密碼 (Forgot my password)」」」」。此時會顯示一個畫面。 

2. 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然後點選「「「「繼續繼續繼續繼續 (Continue)」」」」。此時會顯示提示，要求您回答先前輸入為密碼提示的問題。 

3. 輸入您的新密碼兩次。 

4. 點選「「「「繼續繼續繼續繼續 (Continue)」」」」。您會根據新密碼自動以個人使用者的身分登入。您應記下新密碼，以便在後續的作業階段中登入。 

 若您忘記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則可以提交相關資訊以取回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若要取回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若要取回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若要取回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若要取回您的使用者名稱與密碼：：：： 

 
1. 在「登入畫面」中，點選「「「「忘記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忘記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忘記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忘記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Forgot your user name and 

password?)」」」」。此時會顯示一個畫面。 

2. 系統會提示您輸入名字、姓氏與電子郵件地址。點選「「「「繼續繼續繼續繼續 (Continue)」」」」。此時會顯示「重設密碼畫面 (Reset your Password Screen)」，並顯示您的使用者名稱。 

3. 此時會顯示提示，要求您回答先前輸入為密碼提示的問題，並輸入新密碼兩次。 

4. 點選「「「「繼續繼續繼續繼續 (Continue)」」」」。您會根據新密碼自動以個人使用者的身分登入。您應記下新密碼，以便在後續的作業階段中登入。  

 如有需要，當您登入「我的 EBSCOhost」時，您可以擷取先前選擇並儲存在作業階段中的「偏好」設定。  

 若要從若要從若要從若要從「「「「我的我的我的我的 EBSCOhost」」」」載入載入載入載入「「「「偏好設定偏好設定偏好設定偏好設定」：」：」：」： 

 

1. 在「登入畫面」中，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密碼密碼密碼。 

2. 勾選「「「「從我的從我的從我的從我的 EBSCOhost 載入偏好設定載入偏好設定載入偏好設定載入偏好設定 (Load Preferences from My EBSCOhost)」核取方塊。 

3. 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Login)」」」」按鈕。您在作業階段期間設定的任何偏好設定，都會取代為您所儲存的偏好設定。  

 若您的資訊有所變更，則可以使用新資訊來更新帳號。 

 若要更新帳號若要更新帳號若要更新帳號若要更新帳號：：：： 

 

1. 點選畫面上方工具列中的「「「「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Sign In)」」」」，以登入您的個人資料夾。 

2. 在畫面上方，點選位於個人化工具列中的「「「「更新我的帳號更新我的帳號更新我的帳號更新我的帳號 (Update My Account)」」」」連結。  

3. 使用頁面上的選項更新您的帳號，例如變更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您無法變更使用者名稱。 

4. 點選「「「「提交提交提交提交 (Submit)」」」」，以儲存您的變更。此時會顯示一則訊息，確認您的帳號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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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檢索儲存檢索儲存檢索儲存檢索 
 經系統管理員啟用後，您可以設定個人資料夾，用以儲存檢索、擷取及重複使用檢索，以及視需要加以列印。如需將檢索儲存為提醒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將檢索儲存為提醒」。 

 若要儲存檢索若要儲存檢索若要儲存檢索若要儲存檢索：：：： 

 
1. 在 EBSCOhost上執行檢索，然後檢視檢索結果。 

 
2. 點選「檢索歷史」連結，然後點選「「「「儲存檢索儲存檢索儲存檢索儲存檢索/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Save Searches/Alerts)」」」」連結。「已儲存的檢索/提醒畫面」隨即顯示。若您尚未登入「我的 EBSCOhost」，系統會提示您進行登入。 

   
3. 輸入檢索的「「「「檢索檢索檢索檢索/警示名稱警示名稱警示名稱警示名稱 (Name of Search/Alert)」」」」與「「「「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Description)」」」」。(例如 mysearch1) 

  

4. 在「「「「將檢索另存為將檢索另存為將檢索另存為將檢索另存為 (Save Search As)」」」」欄位中，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 儲存的檢索 (永久)  

 

• 儲存的檢索 (暫存 - 有效期 24 小時)  

 

• 提醒 - 若您選擇「提醒 (Alert)」，則會有其他可用欄位。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將檢索另存為提醒」。 

  

5. 若要儲存檢索，請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若不儲存，請點選「「「「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Cancel)」」」」。您將返回「檢索歷史/提醒畫面」。 

  您可以擷取已儲存的檢索與提醒，並加以編輯和重複使用。 

 若要擷取檢索若要擷取檢索若要擷取檢索若要擷取檢索：：：： 

 
1. 在「檢索歷史/提醒」畫面中，點選「「「「擷取檢索擷取檢索擷取檢索擷取檢索 (Retrieve Searches)」」」」。 

 
2. 若您尚未登入個人資料夾，系統會提示您進行登入。輸入您的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使用者名稱與密碼密碼密碼密碼，或點選「「「「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Cancel)」」」」並返回「檢索畫面」。 

 

3. 此時會顯示資料夾的「已儲存的檢索」區域。 

 
4. 點選所需檢索的「「「「擷取已儲存的檢索擷取已儲存的檢索擷取已儲存的檢索擷取已儲存的檢索 (Retrieve Saved Search)」」」」連結。 

 若要列印若要列印若要列印若要列印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1. 在「檢索歷史/提醒畫面」中，點選「「「「列印列印列印列印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Print Search History)」」」」。此時會顯示瀏覽器視窗，並顯示已針對列印進行格式化的檢索歷史。 

  
2. 在瀏覽器工具列上，點選「「「「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Print)」」」」圖示。若要關閉瀏覽器，請點選位於視窗右上角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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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期刊設定期刊設定期刊設定期刊提醒提醒提醒提醒 
 您也可以設定電子郵件提醒，使其在所選期刊有新一期的內容發行時自動通知您。若想瞭解有哪些 

EBSCOhost 資料庫支援「期刊提醒」建立作業，請點選此處。 
 若要設定期刊提醒若要設定期刊提醒若要設定期刊提醒若要設定期刊提醒：：：： 

  
1. 點選位於畫面上方的「「「「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 (Publications)」」」」連結。「出版品畫面」隨即顯示。 

  

 
 

2. 若要尋找出版品，請在「「「「瀏覽出版品瀏覽出版品瀏覽出版品瀏覽出版品 (Browse Publications)」」」」欄位中輸入標題，然後點選「「「「瀏覽瀏覽瀏覽瀏覽 

(Browse)」」」」，或使用 A - Z 連結與向左鍵/向右鍵瀏覽標題清單。 
 

3. 在期刊的「出版品詳細資料畫面」中，點選「「「「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連結，然後點選「「「「電子郵件提醒電子郵件提醒電子郵件提醒電子郵件提醒 (E-mail Alert)」」」」連結。若您尚未登入「我的 EBSCOhost」，系統會提示您進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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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時會顯示「期刊提醒」視窗，並自動填入「主旨 (Subject)」與「電子郵件寄件者 (E-mail from)」地址。若您尚未登入「我的 EBSCOhost」帳號，請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Sign in)」」」」連結進行登入。 

 

 
 
5. 設定您的提醒參數，然後點選「「「「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 (Save Alert)」」」」。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o 在提醒到期前，您將會持續收到電子郵件，並有機會加以更新。 

o 若要檢視所有可用的提醒參數，請點選「「「「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連結。 

 在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區域中 

 
1.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 輸入將會在「期刊提醒」電子郵件的主旨行中顯示的簡短說明。 

 
2. 電子郵件寄件者電子郵件寄件者電子郵件寄件者電子郵件寄件者 - 預設為 epalerts@epnet.com。您可以視需要輸入不同的「寄件者」電子郵件地址。 

 
3. 電子郵件收件者電子郵件收件者電子郵件收件者電子郵件收件者 - 若要在新出版品發行時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請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若要輸入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以分號隔開每個電子郵件地址。 

 
4. 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 – 若選擇此選項，您所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將會被放入電子郵件的「密件副本」欄位中，而不是「收件者」欄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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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選擇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選擇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選擇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 - 純文字或 HTML。 

 
6. 電子郵件內容電子郵件內容電子郵件內容電子郵件內容 - 指出您是否要納入：目次的連結或個別文章的連結。 

 在一般設定一般設定一般設定一般設定區域中 

 
1. 選擇所要使用的結果格式選擇所要使用的結果格式選擇所要使用的結果格式選擇所要使用的結果格式 -「概要 (Brief)」、「詳細 (Detailed)」或「書目管理員 (Bibliographic 

Manager)」格式。 

 

2. 僅限全文提醒僅限全文提醒僅限全文提醒僅限全文提醒 – 勾選適當核取方塊，指出您只要在全文提供時獲得提醒。 

• 一個月 (預設值)  

• 兩個月  

• 六個月  

• 一年  

 使用進階提醒設定使用進階提醒設定使用進階提醒設定使用進階提醒設定 

 點選「「「「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連結，檢視內含所有可用參數的「期刊提醒」畫面。 在「「「「提醒執行期間提醒執行期間提醒執行期間提醒執行期間 (Run Alert for)」」」」欄位中，選擇期刊提醒要執行的時間長度：  

 在提醒選項提醒選項提醒選項提醒選項區域中 

 
1. 選擇所要使用的提醒結果格式提醒結果格式提醒結果格式提醒結果格式：「概要(Brief)」、「詳細 (Detailed)」或「書目管理員 (Bibliographic 

Manager)」格式。 

 

2. 若要將若要將若要將若要將 EBSCOhost的存取限定為提醒中的文章的存取限定為提醒中的文章的存取限定為提醒中的文章的存取限定為提醒中的文章 (而非整個網站中的文章)，請勾選此欄位左側的核取方塊。 

 
3. 僅限全文提醒僅限全文提醒僅限全文提醒僅限全文提醒 – 勾選適當核取方塊，指出您只要設定全文的提醒。 

 在電子郵件選項電子郵件選項電子郵件選項電子郵件選項區域中 

 
1. 指出您是否想收到通知。選擇其中一項：  

• 以電子郵件傳送所有提醒與通知 (預設值)  

• 以電子郵件寄送建立通知 

• 不使用電子郵件通知功能(僅限 RSS) - 若選擇此選項，則會隱藏其餘電子郵件內容 (因為 

RSS 不需要這些內容)。 

 
2. 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 - 若要在新出版品發行時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請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若要輸入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以分號隔開每個電子郵件地址。 

  

3. 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 – 若選擇此選項，您所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將會被放入電子郵件的「密件副本」欄位中，而不是「收件者」欄位中。 

 
4.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 輸入將會在「期刊提醒」電子郵件的主旨行中顯示的簡短說明。 

 
5.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 您可以選擇性地輸入電子郵件的標題。「標題」欄位的預設值為：EBSCOhost 提醒通知。 

 
6. 電子郵件寄件者地址電子郵件寄件者地址電子郵件寄件者地址電子郵件寄件者地址 - 預設為 epalerts@epnet.com。您可以視需要輸入不同的「寄件者」電子郵件地址。 

 
7. 選擇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所要使用的電子郵件格式：純文字或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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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出您是否要納入：EBSCOhost檢索系統上目次資料網頁的連結，或嵌入於電子郵件訊息中的文章嵌入於電子郵件訊息中的文章嵌入於電子郵件訊息中的文章嵌入於電子郵件訊息中的文章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9. 納入電子郵件中納入電子郵件中納入電子郵件中納入電子郵件中 - 若要將檢索字串納入結果中，請勾選「「「「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Query)」」」」核取方塊。若要納入頻率 (提醒的執行頻率)，請勾選「「「「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Frequency)」」」」核取方塊。 

 
10. 完成變更後，請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您將返回「出版品詳細資料畫面」。此時會顯示一則訊息，指出已設定出版品的期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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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檢索另存為提醒將檢索另存為提醒將檢索另存為提醒將檢索另存為提醒 
 

EBSCO 的「檢索提醒 (Search Alert)」功能可將檢查程序自動化，用以檢查有無特定檢索的新結果。將您已執行的檢索儲存為「檢索提醒」，EBSCOhost即會自動將新結果附加在電子郵件中傳送給您。您也可以擷取這些提醒以立即執行檢索，而無需等待提醒執行。將您的檢索另存為提醒的方法有三種。 

 

從從從從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連結進行儲存連結進行儲存連結進行儲存連結進行儲存 
 若要從提醒/儲存/共享連結將檢索另存為提醒： 

 
1. 在 EBSCOhost上執行檢索，然後檢視檢索結果。 

 
2. 點選「「「「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共共共享享享享 (Alert/Save/Share)」」」」連結，然後從產生的快顯功能表中選擇「「「「電子郵件提醒電子郵件提醒電子郵件提醒電子郵件提醒 

(E-mail alert)」」」」。「建立提醒 (Create Alert)」視窗會顯示在結果清單上方。 

 

3. 若您尚未登入，請在提醒視窗中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Sign in)」」」」連結，以登入「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 

 

 
 

4. 設定您的提醒參數，然後點選「「「「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 (Save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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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視窗的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區域中： 

 
1.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 在「「「「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Subject)」」」」欄位中，輸入將會在「提醒」電子郵件的主旨行中顯示的簡短說明。 

 
2. 電子郵件寄件者電子郵件寄件者電子郵件寄件者電子郵件寄件者 - 預設為 epalerts@epnet.com。您可以視需要輸入不同的「寄件者」電子郵件地址。  

 

3. 電子郵件收件者電子郵件收件者電子郵件收件者電子郵件收件者 - 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若要輸入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以分號隔開每個電子郵件地址。 

 
4. 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隱藏收件者地址 – 若選擇此選項，您所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將會被放入電子郵件的「密件副本」欄位中，而不是「收件者」欄位中。 

 

5. 電子郵件格式電子郵件格式電子郵件格式電子郵件格式 - 選擇純文字或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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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視窗的一般設定一般設定一般設定一般設定區域中：  

 
1. 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 選擇檢索的執行頻率：  

• 每天一次 (預設值)  

• 每週一次  

• 兩週一次  

• 每月一次 

 
2. 結果格式結果格式結果格式結果格式 - 選擇提醒的結果格式。  

• 概要 

• 詳細 

• 書目管理員 

 
3. 過去特定期間內發行的文章過去特定期間內發行的文章過去特定期間內發行的文章過去特定期間內發行的文章 - 若要限定所要檢索的文章，請選擇其中一項： 

• 一個月  

• 兩個月  

• 六個月  

• 一年  

• 無限制 (預設值)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若要檢視所有可用的提醒設定，請點選「「「「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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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步驟單一步驟單一步驟單一步驟 RSS 檢索與期刊提醒檢索與期刊提醒檢索與期刊提醒檢索與期刊提醒 
 若您習慣以 RSS 讀取程式來檢視檢索或期刊提醒，單一步驟提醒將可讓您快速而簡便地取得提醒新聞訂閱摘要，進而複製到您的 RSS 讀取程式中。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請務必在摘要建立後的一週內將其新增至彙總工具中。單一步驟提醒並不會過期，除非彙總工具整整兩個月未自動更新摘要所提供的結果，但這種情況微乎其微。  

 單一步驟提醒功能是否可用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 

 若要設定單一步驟若要設定單一步驟若要設定單一步驟若要設定單一步驟 RSS 檢索或期刊提醒檢索或期刊提醒檢索或期刊提醒檢索或期刊提醒：：：： 

  

1. 在「結果清單」或「檢索歷史畫面」中，點選「「「「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快顯畫面上的 

RSS 提醒圖示提醒圖示提醒圖示提醒圖示或 RSS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連結。 

  

 
 

2. 此時會顯示含有檢索提醒資訊的快顯畫面。將「「「「RSS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URL (RSS Feed URL)」」」」複製到您的新聞讀取程式中。 

 

 
 

3. 點選「「「「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 (Save Alert)」」」」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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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您決定必須以電子郵件傳送提醒資訊，請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Sign in)」」」」連結。在您登入「我的 EBSCOhost」時，「檢索提醒畫面」隨即顯示。您可以依照「「「「將檢索另存為提醒將檢索另存為提醒將檢索另存為提醒將檢索另存為提醒 (Saving a Search as an Alert)」」」」中的說明儲存提醒。 
  經系統管理員啟用後，您也可以直接從「出版品瀏覽畫面 (Publications Browse Screen)」設定單一步驟期刊提醒。  若要設定單一步驟若要設定單一步驟若要設定單一步驟若要設定單一步驟 RSS 期刊提醒期刊提醒期刊提醒期刊提醒：：：： 

  
1. 點選位於 EBSCOhost  畫面上方的「「「「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出版品 (Publications)」」」」連結。在找到所需的出版品後，點選出版品名稱左側的 RSS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圖示。 

  

 
 

2. 此時會顯示含有期刊提醒資訊的快顯畫面。將「「「「RSS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URL (RSS Feed URL)」」」」複製到您的新聞讀取程式中。 
  

 
 

3. 點選「「「「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儲存提醒 (Save Alert)」」」」按鈕。 
 

4. 若您決定必須以電子郵件傳送提醒資訊，請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Sign in)」」」」連結。在您登入「我的 EBSCOhost」時，「期刊提醒畫面」隨即顯示。您可以依照「「「「設定期刊提醒設定期刊提醒設定期刊提醒設定期刊提醒 (Setting Up a Journal Alert)」」」」中的說明儲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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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檢索畫面建立提醒從檢索畫面建立提醒從檢索畫面建立提醒從檢索畫面建立提醒 
 經系統管理員啟用後，您可以直接從「檢索」畫面以單一步驟設定檢索提醒。 

 若要從檢索畫面建立檢索提醒若要從檢索畫面建立檢索提醒若要從檢索畫面建立檢索提醒若要從檢索畫面建立檢索提醒：：：： 

 
1. 在「「「「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搜尋框」」」」中輸入提醒的檢索詞，然後點選「「「「建立提醒建立提醒建立提醒建立提醒 (Create Alert)」」」」。 

 

 
 

2. 結果清單畫面將會與「提醒」視窗同時顯示。 

 

 
 

3. 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Sign in)」」」」連結，登入您個人的「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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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您的提醒參數。 

 
 

5.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警示警示警示警示 (Save Alert)」」」」，將提醒儲存至您的資料夾。 

 點選「「「「取取取取消提醒消提醒消提醒消提醒 (Cancel Alert)」」」」可取消提醒，並返回「結果清單」。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警示並建警示並建警示並建警示並建立其他立其他立其他立其他警示警示警示警示 (Save Alert and Create Another)」」」」可將提醒儲存至您的資料夾，然後返回檢索畫面。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若要檢視所有可用的提醒參數，請點選「「「「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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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清單結果清單結果清單結果清單 
 檢索結果可以是相關文獻、圖書館編目記錄、全文文章、書籍、多媒體、文件摘要或節錄，此外，結果中可包含全文的連結。  

 

 
 「結果清單畫面」中有三欄： 
  

• 左左左左 - 限制條件與限制條件與限制條件與限制條件與 Facet 

  

• 中中中中 - 結果顯示結果顯示結果顯示結果顯示 

 

• 右右右右 - 相相相相關關關關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您可以點選位於左欄與右欄上方的控制箭頭，以隱藏或顯示不同區域。是否顯示左欄中的 Facet 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 

 左左左左 - 限制條件與限制條件與限制條件與限制條件與 Facet 
 左欄會顯示「儲存區 (Breadbox)」功能、限制條件與 Facet。 
 

• 儲存區儲存區儲存區儲存區 - 點選切換箭頭可開啟「儲存區 (Breadbox)」。「儲存區」可記錄結果數目、您的檢索詞、檢索選項，以及套用至檢索的叢集。 

 

• 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 – 直接從結果清單套用限制條件。選擇畫面上顯示的任何限制條件，然後點選「「「「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Update)」」」」。修訂後的結果清單隨即顯示。(您可以點選位於「限定結果」下方的「「「「顯示更顯示更顯示更顯示更多多多多 (Show 

More)」」」」連結，進一步精簡您的檢索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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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t – 您可以依來源類型、主題、期刊、作者等項目來精簡範圍。此功能也稱為「叢集化」，可協助您直接探索相關主題的主要議題群組，而無須瀏覽多個結果頁面，或是查看個別文章是否具有相關性。 

 

o 若要精簡檢索結果範圍，請在您選擇的區段中勾選一或多個主題詞彙的方塊，然後點選「「「「更更更更新新新新 (Update)」」」」。此時會顯示新的結果清單，將結果限定於選擇的一或多個詞彙，並重新整理主題詞彙清單。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Facet。 

  中中中中 - 結果顯示結果顯示結果顯示結果顯示 
 結果顯示結果顯示結果顯示結果顯示 – 找到的文章會顯示在「結果清單畫面」中央。您也可以從「結果」欄存取「「「「結果排序結果排序結果排序結果排序 (Result Sort)」」」」、「「「「頁面選項頁面選項頁面選項頁面選項 (Page Options)」」」」與「「「「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下拉式功能表。 

  

• 文章標題文章標題文章標題文章標題連結會導向至相關文獻資訊和 (或) 全文。將滑鼠置於「「「「預覽預覽預覽預覽 (Preview)」」」」圖示  上方，即可檢視「摘要」。 

 

• 「「「「HTML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HTML Full Text)」」」」連結會直接導向至文章的全文。 

  

• 「「「「PDF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PDF Full Text)」」」」連結會導向至 PDF 版的全文。PDF 會在 Adobe ® Reader® 中開啟。  

 

•  「「「「音音音音訊摘要訊摘要訊摘要訊摘要 (Audio Summary)」」」」連結會提示您下載或聽取音訊摘要。(僅限「商務書籍摘要 

(Business Book Summaries)」資料庫。) 

 

• 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 若要將文章儲存至資料夾，請點選「相關性」指標右側的「「「「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Add to 

Folder)」」」」連結，或點選您將滑鼠置於上方時所顯示的「文章預覽」內部。 

 

•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 指派給每個項目的「主題詞彙」會顯示在結果清單中。 

 

• 結果清單排序結果清單排序結果清單排序結果清單排序 – 點選此連結，可選擇下列其中一個結果清單排序選項：遞減日期、遞增日期、作者、來源、相關性。 

 

• 頁面選項頁面選項頁面選項頁面選項 – 點選此連結，可檢視頁面顯示選項。 

 

•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 點選此連結可檢視提醒、連結與書籤選項。  

 右右右右 - 相關資訊相關資訊相關資訊相關資訊 
 有其他可用的來源時 (例如 EBSCOhost 整合檢索、影像、部落格、小工具與網路新聞等)，這些來源將會顯示在此欄中。 

  

• EBSCOhost 整整整整合合合合檢索面檢索面檢索面檢索面板板板板 – 若您的機構訂閱了 EBSCOhost 整合檢索，右欄中即會顯示 EHIS 面板。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整使用整使用整使用整合合合合檢索與檢索與檢索與檢索與探探探探索索索索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 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 儲存在資料夾中的文章，將會顯示在此欄中的「「「「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含含含含有項目有項目有項目有項目 (Folder has items)」」」」下方。若要檢視資料夾中的項目，請點選「「「「移至資料夾檢視移至資料夾檢視移至資料夾檢視移至資料夾檢視 (Go to Folder View)」」」」連結。若要加以儲存，請登入「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如果有「整合檢索面板」，資料夾項目就不會顯示在此欄中。) 

 

• 相相相相關關關關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 將滑鼠置於影像上方，即會顯示影像的完整大小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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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來源其他來源其他來源其他來源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 在檢索適當的資料庫時，您可以依據其他來源類型來精簡結果清單。這種來源類型包括： 

  
o 視訊 

o 商業視訊 

o 小型商業視訊 

o 歷史影像 

 

• 小小小小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 若管理員使用小工具新增了其他資源，這些資源將會顯示在此欄中。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可用的功能取決於系統管理員，因此您的結果清單外觀可能略有不同。 

  

• 您可以在「「「「偏好偏好偏好偏好 (Preferences)」」」」區域中進行變更，並登入「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以儲存結果清單的外觀供後續的作業階段使用。  

 

 頁面選項頁面選項頁面選項頁面選項 
 使用此下拉式功能表，可自訂結果清單頁面的顯示方式。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目前使用的設定會以黃色方塊強調顯示。 

 若要設定頁面選項若要設定頁面選項若要設定頁面選項若要設定頁面選項：：：： 

• 結果格式結果格式結果格式結果格式 - 點選結果清單格式。 

 

• 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 - 選擇是否要在結果清單中顯示文章中影像的縮圖。 

 

• 每頁結果每頁結果每頁結果每頁結果 - 選擇每頁所要顯示的結果數目。 

 

• 頁面頁面頁面頁面佈佈佈佈置置置置 - 為結果清單選擇您要的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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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功能表功能表功能表功能表：：：： 

 

• 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 將所有顯示的文章新增至資料夾，或將檢索新增至資料夾做為檢索的固定連結。 

  

• 建立提醒建立提醒建立提醒建立提醒 - 即使您尚未登入「我的 

EBSCOhost」，仍然可以直接從結果清單建立檢索提醒電子郵件或 

RSS 摘要。 

 

•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 強調顯示連結文字，並使用瀏覽器的複製功能加以複製。您可以立即將連結貼至網站、文件或電子郵件中。 

 您也可以將 EBSCOhost頁面的連結儲存至社交書籤網站，例如 dig、
del.icio.us、Technorati、blogline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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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t 
 結果中是否會顯示 Facet (也稱為「叢集」) 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Facet 可供使用時，便會顯示在結果清單左側的欄中。  點選每個叢集頂端附近的控制箭頭 ，可隱藏或顯示不同的 Facet。您可以依來源類型、主題、期刊等項目來精簡範圍。此功能可協助您直接探索相關主題的主要議題群組，而無須瀏覽多個結果頁面，或是查看個別文章是否具有相關性。  經管理員啟用後，即可使用查閱計數指出每個 Facet 的結果數目。Facet 會依查閱計數以遞減順序顯示。 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 Facet：：：： 

1. 從 Facet 中的核取方塊選擇一或多個詞彙。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一次只能選擇一個區段中的詞彙。在您完成選擇並點選「「「「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Update)」」」」前，畫面的其餘部分都會呈現為暗灰色。 

 

2. 點選「「「「顯示更顯示更顯示更顯示更多多多多 (Show More)」」」」連結 (如果可用)，以檢視所有可用詞彙。  

 

3. 完成選擇，然後點選「「「「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Update)」」」」。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您可以點選位於 Facet 頂端的「「「「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Name)」」」」連結，依名稱重新排序「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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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會顯示新的結果清單，將結果限定於選擇的一或多個詞彙，並將選擇的詞彙新增至「儲存區」。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當您從結果清單上的 Facet 選擇單一標題 (主題、期刊、作者等)，然後點選「「「「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Update)」」」」時，將會使用 AND 運算子將標題新增至檢索詞中，將結果限定為與檢索詞和主題標題有關的項目。  

• 若您在點選「「「「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Update)」」」」按鈕前從叢集中選擇多個標題，則會使用 OR 運算子將標題新增至檢索詞，以防止使用者無法獲得任何結果。  

• 若要使用多個標題將檢索限定為較少的結果，建議您在選擇一個主題標題後更新檢索，然後再新增其他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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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儲存區使用儲存區使用儲存區使用儲存區 

 「儲存區」位於左欄頂端，會顯示下列項目以追蹤您的整體檢索：  

• 可用結果數。 

• 您的檢索查詢。 

• 所套用的所有限制條件與擴充器。 

• 套用的來源類型。 

• 套用的主題詞彙。 您所選擇的每個限制條件、擴充器、來源類型和 (或) 主題詞彙都會新增至「儲存區」，並附上一個 'x' 圖示。點選此圖示即會從檢索中移除對應的詞彙，並且會顯示新的結果清單。 點選超連結導覽鏈項目，將只會執行該詞彙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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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章閱讀文章閱讀文章閱讀文章 
 當您點選文章的標題時，將會顯示系統管理員所選擇的「最佳檢視」。若要檢視其他格式，請點選相關文獻、
HTML 全文或 PDF 圖示。  

 
詳細記錄詳細記錄詳細記錄詳細記錄  
 「詳細記錄」在顯示時可能也會包含摘要或節錄。經系統管理員啟用後，文章的全文即可能顯示在「詳細記錄」下方。「「「「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 (Image Quick View)」」」」功能可讓您直接從相關文獻檢視文章中影像的縮圖。 

  

 
 

• 記錄的作者與主題詞彙可顯示為連結，讓您執行該欄位的檢索。 

  

• 可用的「「「「尋找尋找尋找尋找相相相相似似似似的的的的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Find Similar Results)」」」」連結會顯示在相關文獻上。點選該連結，可執行相關文章的「SmartText」檢索。「SmartText檢索」會使用相關文獻的摘要執行檢索，且新的結果清單隨即顯示。若沒有可用的摘要，「SmartText檢索」則會對文章標題執行檢索。若在執行檢索的資料庫中無法使用「SmartText檢索」，「尋找相似的結果 (Find Similar Results)」將會檢索文章的主題標題或描述元。 

 

• 此來源可能會顯示連結至來源或出版品之詳細檢視的連結或期刊標誌。點選期刊標誌，可連結至期刊的詳細說明。點選「「「「上上上上一頁一頁一頁一頁 (Back)」」」」，可返回文章的完整記錄。 

 

• 此來源也可能包含目次連結，可讓您對同一期的來源或出版品執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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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全文檢視全文檢視全文檢視全文檢視  
 當 HTML 全文檢視顯示時，您也可以點選可用圖示，返回「詳細記錄」或任何 PDF 或連結文字。文字會顯示為經過格式化而可供列印的文字。文章結尾處一律會加上簡短的相關文獻。  

 

 
 

• 您可以從「詳細記錄」或「全文」檢視來精簡檢索，然後返回「結果清單」。 

 

• 可用的「「「「尋找尋找尋找尋找相相相相似結果似結果似結果似結果 (Find Similar Results)」」」」連結會顯示在「詳細記錄」與「HTML 全文」檢視上。點選該連結，可執行相關文章的「SmartText」檢索。「SmartText檢索」會使用相關文獻的摘要執行檢索，且新的結果清單隨即顯示。若沒有可用的摘要，「SmartText檢索」則會對文章標題執行檢索。若在執行檢索的資料庫中無法使用「SmartText檢索」，「尋找相似結果 (Find Similar 

Results)」將會檢索文章的主題標題或描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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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全文檢全文檢全文檢全文檢視器視器視器視器 
 
PDF 全文顯示時，可使用「PDF 全文檢視器」工具來檢視。 

 

 
 
工具功能表工具功能表工具功能表工具功能表 
 檢視文章時，畫面右側會有數項工具供您使用。 

 

•  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 將文章新增至作業階段資料夾，或是您個人的「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 

•  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 列印文章。 

•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 以電子郵件將文章傳送給您自己或多個電子郵件地址。 

•  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 將文章儲存至您電腦上的目的地。 

•  引用引用引用引用 - 以數種不同格式擷取文章的相關文獻資訊。  

•  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 將文章匯出至您的編目管理軟體。  

•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註註註註記記記記 - 將文章的註記儲存至「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 

•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 將固定連結複製並貼至文章。  

•  書籤書籤書籤書籤 - 將文章加到眾多社交書籤網站之一的書籤，例如 dig、del.icio.us、Technorati、
bloglines 等。  

•  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 聽取透過「文字轉換語音」為您朗讀的 HTML 全文格式文章。(若已由管理員啟用。) 

•  翻譯翻譯翻譯翻譯 - 將 HTML 全文格式文章翻譯為眾多可用語言之一。(若已由管理員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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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文字轉換語音功能使用文字轉換語音功能使用文字轉換語音功能使用文字轉換語音功能 經管理員啟用後，EBSCOhost 可使用「文字轉換語音」功能為您朗讀 HTML 文章。  

 若要使用文字若要使用文字若要使用文字若要使用文字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語語語語音功能音功能音功能音功能：：：： 

1. 尋找要朗讀的 HTML 格式 EBSCOhost 文章。 

2. 在「「「「聲調聲調聲調聲調 (Accent)」」」」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朗讀文章時所要使用的聲調。  

 

3. 點選「「「「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Settings)」」」」圖示，以設定「「「「讀速讀速讀速讀速 (Reading Speed)」」」」與「「「「強調強調強調強調顯示選項顯示選項顯示選項顯示選項 (Highlighting 

Options)」」」」。 

 

4. 點選「「「「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Listen)」」」」按鈕，聆聽朗讀的文章。 

-或或或或- 點選「「「「下下下下載載載載 (Download)」」」」按鈕，將要朗讀之文章的 MP3 檔案下載到您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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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文字轉換語音功能聆聽一段文章文字轉換語音功能聆聽一段文章文字轉換語音功能聆聽一段文章文字轉換語音功能聆聽一段文章 您也可以選擇只為您朗讀一段文章。 

 將要朗讀的一段文字圈選(反白)。此時會顯示新式迷你工具列。點選迷你工具列上的「「「「聆聽聆聽聆聽聆聽 (Listen)」」」」按鈕。 下下下下載文字載文字載文字載文字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語語語語音音音音 MP3 您也可以將要朗讀的 HTML 文章，以 MP3 格式的音訊檔下載到您的電腦。 若要若要若要若要下下下下載文字載文字載文字載文字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語語語語音音音音 MP3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1. 在「文字轉換語音」工具列上，點選「「「「下下下下載載載載 (Download)」」」」按鈕。 

 

2. 選擇「「「「開啟開啟開啟開啟 (Open)」」」」檔案或將檔案「「「「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到您的電腦。 

 

3. 若要儲存檔案，請在「「「「另存新另存新另存新另存新檔檔檔檔 (Save As)」」」」對話方塊中瀏覽至儲存位置，然後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 

MP3 檔案會儲存到您的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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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結果清單檢視結果清單檢視結果清單檢視結果清單 
 檢索結果可以是相關文獻、全文文章、文件摘要或節錄，並且可包含 HTML 或 PDF 全文以及來自外部來源之全文的連結。 

 

• 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 – 直接從結果清單套用限制條件。選擇畫面上顯示的任何限制條件，然後點選「「「「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Update)」」」」。修訂後的結果清單隨即顯示。(您可以點選位於「限定結果」下方的「「「「顯示更顯示更顯示更顯示更多多多多 (Show 

More)」」」」連結，進一步精簡您的檢索範圍。) 

  

• 叢叢叢叢集集集集 – 您可以依來源類型、主題、期刊、作者等項目來精簡範圍。此功能也稱為「叢集化」，可協助您直接探索相關主題的主要議題群組，而無須瀏覽多個結果頁面，或是查看個別文章是否具有相關性。 

 

o 若要精簡檢索結果範圍，請在您選擇的區段中勾選一或多個主題詞彙的方塊，然後點選「「「「更更更更新新新新 (Update)」」」」。此時會顯示新的結果清單，將結果限定於選擇的一或多個詞彙，並重新整理主題詞彙清單。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叢叢叢叢集集集集化化化化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所有結果所有結果所有結果所有結果 – 找到的文章會顯示在「結果清單畫面」中央。 

 

• 文章標題文章標題文章標題文章標題連結會導向至相關文獻資訊和 (或) 全文。將滑鼠置於「「「「預覽預覽預覽預覽 (Preview)」」」」圖示上方，可檢視「摘要」。  表示僅限相關文獻；  表示相關文獻與全文。 

 

• 「「「「HTML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HTML Full Text)」」」」連結會直接導向至文章的全文。 

 

• 「「「「PDF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PDF Full Text)」」」」連結會導向至 PDF 版的全文。PDF 會在 Adobe ® Reader® 中開啟。 

 

• 「「「「擷取全文擷取全文擷取全文擷取全文 (Retrieve Full Text)」」」」連結會導向至外部來源之文章的可用全文。 

 

• 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 若要將文章儲存至資料夾，請點選「「「「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Add to Folder)」」」」連結，或在情況允許時，點選您將滑鼠置於上方時所顯示的「文章預覽」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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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 若要將文章儲存至資料夾，請點選位於「相關性」指標右側的「「「「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Add to 

Folder)」」」」連結。若要檢視資料夾中的項目，請點選「「「「移至資料夾檢視移至資料夾檢視移至資料夾檢視移至資料夾檢視 (Go to Folder View)」」」」連結。 

 

• 相相相相關關關關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 有其他可用來源時 (例如影像、部落格與網路新聞) 可供使用時，這些來源便會顯示。 

 

• 相相相相關關關關影像影像影像影像 – 將滑鼠置於影像上方，即會顯示影像的完整大小檢視。 

 

• 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 點選此連結可檢視提醒、連結與書籤選項。 

  
o 建立提醒建立提醒建立提醒建立提醒 - 即使您尚未登入「我的 EBSCOEBSCOhost」，仍然可以直接從結果清單建立檢索提醒電子郵件或 RSS 摘要。 

 
o 將檢索新增至資料夾將檢索新增至資料夾將檢索新增至資料夾將檢索新增至資料夾 – 將查詢新增至資料夾，做為檢索的固定連結。 

 
o 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 檢索查詢會顯示在連結下方的陰影區域中。強調顯示連結文字，並使用瀏覽器的複製功能加以複製。您可以立即將連結貼至網站、文件或電子郵件中。 

  

o 書籤書籤書籤書籤 – 將 EBSCOhost 頁面的連結儲存至社交書籤網站，例如 dig、del.icio.us、
Technorati、bloglines 等。 

 注意： 

 

o 僅檢索外部來源時，「「「「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功能表將會有「「「「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Add search to folder)」」」」、「「「「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Permalink)」」」」與「「「「書籤書籤書籤書籤 (Bookmark)」」」」等選項。 

 

o 當外部來源產生的結果顯示於結果清單時，您可以從「「「「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限定結果 (Limit your results)」」」」下的「「「「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檢索選項 (Search Options)」」」」連結使用限制條件來精簡您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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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夾使用資料夾使用資料夾使用資料夾 
 若要收集數篇文章，請點選位於每個文章結果底部的「「「「新新新新增至資料夾增至資料夾增至資料夾增至資料夾 (Add to folder)」」」」連結。若要將某頁上的所有項目新增至您的資料夾，請開啟「「「「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功能表，然後點選位於結果上方的「「「「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X-XX)」」」」。要新增的結果數會隨著您逐頁檢視結果清單而變更。  

 

  
 當您將文章新增至資料夾時，您可以點選「「「「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Folder)」」」」圖示 (或移至「「「「資料夾檢視資料夾檢視資料夾檢視資料夾檢視 (Folder View)」」」」連結)，然後檢閱哪些項目已新增。「「「「圖片圖片圖片圖片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快速檢視 (Image Quick View)」」」」功能可讓您直接從「資料夾」畫面檢視文章中影像的縮圖。 

 

  
 接著，您將可同時列印、以電子郵件傳送或儲存許多結果。若您已透過「我的 EBSCOhost」登入，則您收集到資料夾中的任何檢索結果，都將在作業階段結束時自動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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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訂資料夾管理自訂資料夾管理自訂資料夾管理自訂資料夾 
 自訂資料夾功能可讓您建立多個資料夾 (每個特定主題建立一個)，例如，它可讓您排序及儲存不同的結果。您可以自訂每個資料夾的名稱，並決定哪些資料夾要內嵌於其他資料夾中，讓您以最高的效率對已儲存的項目進行管理。  

 您可以視需要建立不限層數的資料夾與子資料夾。但只有四層資料夾與子資料夾會顯示出來。任何更下層的資料夾都會顯示於第四層。  

 您必須以個人化使用者的身分登入 (我的 EBSCOhost)，才可使用自訂資料夾功能。 

 若要建立新的自訂資料夾若要建立新的自訂資料夾若要建立新的自訂資料夾若要建立新的自訂資料夾：：：： 

  

1. 點選「「「「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Folder)」」」」圖示。「我的資料夾」隨即顯示。  

 

 
 

2. 點選位於「「「「我的自訂我的自訂我的自訂我的自訂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My Custom)」」」」連結右側的「「「「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New)」」」」連結。「建立新資料夾畫面」隨即顯示。  

 

 
 

3. 在「「「「資料夾名稱資料夾名稱資料夾名稱資料夾名稱 (Folder Name)」」」」欄位中，輸入不超過 40 個字元的資料夾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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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資料夾移至將資料夾移至將資料夾移至將資料夾移至 – 您可以為資料夾選擇「某一層」。(例如，您可以建立「環境科學專案」資料夾，然後將「環保節能」子資料夾放置於其中。) 

5. 在「「「「註註註註記記記記 (Notes)」」」」欄位中，您可以輸入不超過 200 個字元的資料夾相關資訊。 

 

6.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您會返回「資料夾」區域，而您命名的資料夾會顯示在左側的欄中。 

 若要為若要為若要為若要為自訂自訂自訂自訂資料夾重新資料夾重新資料夾重新資料夾重新命命命命名名名名：：：： 

  
1. 點選「「「「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Folder)」」」」圖示，然後點選編輯[Edit]。 

  
2. 在「「「「資料夾名稱資料夾名稱資料夾名稱資料夾名稱 (Folder Name)」」」」欄位中，輸入不超過 40 個字元的新資料夾名稱。 

 
3.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您會返回「資料夾」區域，而您重新命名的資料夾會顯示在左側的欄中。 

  若要刪除若要刪除若要刪除若要刪除自訂自訂自訂自訂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1. 點選「「「「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 (Folder)」」」」圖示，然後點選您要刪除之資料夾旁的加加加加號號號號。 

 

2. 點選資料夾名稱下方的「「「「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Edit)」」」」連結。 

 
3. 點選「「「「刪除資料夾刪除資料夾刪除資料夾刪除資料夾 (Delete Folder)」」」」按鈕。此時會顯示一則確認訊息。 

 

4. 選擇「「「「是是是是 (Yes)」」」」。資料夾及其內容會遭到永久刪除。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絕對不可刪除頂層資料夾 (我的資料夾)。 

  若要將資料夾若要將資料夾若要將資料夾若要將資料夾及及及及其內容移至其內容移至其內容移至其內容移至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的資料夾的資料夾的資料夾的資料夾：：：： 

  
1. 在「資料夾」內，點選所要移動之資料夾下方的「「「「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Edit)」」」」連結。 

  
2. 從「「「「將將將將資料夾移至資料夾移至資料夾移至資料夾移至 (Move Folder to)」」」」下拉式清單中，選擇項目所要移到的資料夾 (即「目標」資料夾)。 

 

3.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資料夾及其內容都會移至目標資料夾。 

 若要將項目移至若要將項目移至若要將項目移至若要將項目移至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的資料夾的資料夾的資料夾的資料夾：：：： 

  

1. 在「資料夾」內，勾選所要移動之項目左側的核取方塊。(例如，文章、影像、視訊等。若要全選，請勾選「刪除項目」按鈕左側的「「「「全選全選全選全選 (Select All)」」」」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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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移至移至移至移至 (Move To)」」」」按鈕。選擇項目所要移到的資料夾 (即「目標」資料夾)。項目將會移至目標資料夾。 

  若要將項目複若要將項目複若要將項目複若要將項目複製到製到製到製到不同不同不同不同的資料夾的資料夾的資料夾的資料夾：：：：  

 

1. 在「資料夾」內，勾選所要複製之項目左側的核取方塊。(例如，文章、影像、視訊等。若要全選，請勾選「刪除項目」按鈕左側的「「「「全選全選全選全選 (Select All)」」」」核取方塊。)  

 
2. 點選「「「「複製到複製到複製到複製到 (Copy To)」」」」按鈕。選擇項目所要複製到的資料夾 (即「目標」資料夾)。項目將會複製到目標資料夾。  

 若要從資料夾中刪除項目若要從資料夾中刪除項目若要從資料夾中刪除項目若要從資料夾中刪除項目：：：：  

 
1. 在任何資料夾內，勾選所要刪除之項目左側的核取方塊。(例如，文章、影像、視訊等。若要全選，請勾選「刪除項目」按鈕左側的「「「「全選全選全選全選 (Select All)」」」」核取方塊。)  

 
2. 點選「「「「刪除項目刪除項目刪除項目刪除項目 (Delete Items)」」」」按鈕。項目會遭到自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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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章儲存至特定資料夾將文章儲存至特定資料夾將文章儲存至特定資料夾將文章儲存至特定資料夾 若您在「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內建立了自訂資料夾，您可以點選「「「「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新增至資料夾 (Add to Folder)」」」」連結，以指定要將文章儲存在哪個資料夾中。 

  

 
 文章會新增至您所指定的資料夾。 

 

 
 當您點選「「「「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移除移除移除移除 (Add/Remove)」」」」連結時，包含文章的資料夾名稱將會顯示一個資料夾圖示。 

 

• 若要將文章移至不同的資料夾，請點選文章所要移到的資料夾名稱。 

 

• 若要從資料夾中完全移除文章，請點選包含該文章的資料夾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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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您的結果列印您的結果列印您的結果列印您的結果 
 您可以在「偏好畫面」上設定「標準欄位格式」與「相關文獻格式」的預設值。在「偏好」上設定的選項將會在列印時套用。  

 若要列印一或若要列印一或若要列印一或若要列印一或多多多多個文章或相個文章或相個文章或相個文章或相關關關關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1. 在文章中點選「「「「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Print)」」」」  圖示。 

 

 
 「列印」面板會顯示在文章上方。 

 
2. 接受預設值，然後點選「「「「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Print)」」」」。「列印」對話方塊隨即顯示。 

 
3. 點選「「「「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OK)」」」」進行列印。  

 
4. 若要返回文章或相關文獻，請點選「「「「上上上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Back)」」」」。  

 進階功能： 

 

• 當您位於資料夾內時，便會顯示「「「「列印文章列印文章列印文章列印文章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Remove these items from 

folder after printing)」」」」。請指定您是否要在列印後清空所有項目的資料夾。 

  

•  在列印時在列印時在列印時在列印時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 若您未在此區域中選擇任何項目，則會套用預設值。此時會列印「詳細相關文獻與摘要」(以及任何可用的 HTML 全文)。 

  

• HTML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在可用時) – 指出是否應納入 HTML 全文格式文章 (如果可用)。 

 

• 現現現現行行行行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在可用時) – 指顯示行檢索歷史是否要與您的「結果清單項目」一起列印。(注意：現行檢索歷史有可能會與「結果清單項目」不相符。若您的資料夾包含先前作業階段中的項目，或是您在編輯或清除檢索歷史時未清除您的資料夾，現行檢索歷史與舊有的資料夾結果就可能同時顯示。) 

 

• 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 – 大部分的使用者會選擇預設值 -「詳細引文與摘要 (Detailed Citation and 

Abstract)」。您也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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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簡簡簡簡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 – 指出只應列印簡短的相關文獻。 

  
o 簡簡簡簡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 – 指出應列印簡短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o 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引引引引文獻與摘要文獻與摘要文獻與摘要文獻與摘要 – 指出應列印詳細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 引引引引文格式文格式文格式文格式 – 若要以特定格式列印您的相關文獻，請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o AMA - 美國醫學會  

o APA - 美國心理學會  

o 芝加哥論文格式，作者 - 日期  

o 芝加哥論文格式，人文類形式  

o MLA - 美國現代語文學會  

o 溫哥華格式 (Vancouver/ICMJE)  

 

• 自訂欄位格式自訂欄位格式自訂欄位格式自訂欄位格式 - 若要選擇要納入結果中的欄位，請參閱「列印/電子郵件/儲存的自訂欄位」。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若您的系統管理員提供了翻譯文章的功能，您必須直接從瀏覽器視窗翻譯文章。 

 若要列印若要列印若要列印若要列印 PDF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若要以 PDF 全文格式列印項目，您必須使用「Adobe Reader 列印 (Adobe Reader Print)」選項。在您的瀏覽器視窗中檢視 PDF 文件時，位於文章上方的 Adobe Reader 工具列中會包含「Adobe 列印 (Adobe Print)」選項 (印表機圖示)。請注意，項目中包含的相關文獻和 (或) HTML 文字將會從瀏覽器視窗中列印。  

 若要列印連結全文若要列印連結全文若要列印連結全文若要列印連結全文：：：： 

 

• 若要列印含有「連結全文」的文章，您必須點進全文的直接連結，然後進行列印。 

 

• 文章中包含的相關文獻和 (或) HTML 全文將會從瀏覽器視窗中列印，但您仍須點進全文的直接連結，然後進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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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郵件傳送結果以電子郵件傳送結果以電子郵件傳送結果以電子郵件傳送結果 
 您可以在「偏好畫面」上設定「標準欄位格式」、「引文格式」、「電子郵件來源」與「電子郵件目的地」的預設值。在「偏好」上設定的選項將會在傳送電子郵件時套用。 

 若要若要若要若要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送送送送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1. 在文章中點選「「「「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E-mail)」」」」  圖示。  

 

 
 「電子郵件」面板會顯示在文章上方。 

 

2.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若要傳送至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以分號將每個電子郵件地址隔開。(例如 

name1@address.com; name2@address2.com)。 

  
3. 若要傳送電子郵件，請點選「「「「傳傳傳傳送送送送 (Send)」」」」；若不傳送，請點選「「「「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Cancel)」」」」。電子郵件傳送完成時，會顯示一則訊息。 

  進階功能： 

 

•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 輸入會顯示在電子郵件主旨行上的主旨。(例如，主題 ABC 的研究結果。)(字元數上限為 40。) 

 

• 評論評論評論評論 - 輸入任何要隨附於電子郵件的註解。 

 

•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 選擇要以 RTF 格式或純文字格式傳送電子郵件。 

 

• 當您位於資料夾內時，會顯示「「「「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Remove these 

items from folder after e-mailing)」」」」。請指定您是否要在傳送電子郵件後清空所有項目的資料夾。 

 

• 在傳在傳在傳在傳送送送送時時時時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 若您未在此區域中選擇任何項目，則會套用預設值。此時會傳送「詳細引文與摘要」
(以及任何可用的 HTML 全文和 PDF 全文)。(大多數使用者都不會使用「自訂欄位格式」選項。)文章的固定連結會自動納入電子郵件中。 

 

• HTML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在可用時) – 納入 HTML 全文格式文章 (如果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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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為個為個為個為個別別別別的的的的 PDF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在可用時) – 以 Adobe PDF 格式納入所有的相關文獻資訊與文章 (如果可用)。  

 

• 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 – 大部分的使用者會選擇預設值 -「詳細引文與摘要 (Detailed Citation and 

Abstract)」。您也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o 簡簡簡簡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 指出只應以電子郵件傳送簡短的相關文獻。 

  

o 簡簡簡簡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 – 指出應以電子郵件傳送簡短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o 詳細詳細詳細詳細簡簡簡簡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 – 指出應以電子郵件傳送詳細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 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文獻格式文獻格式文獻格式文獻格式 – 若要以特定格式儲存您的相關文獻，請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o AMA - 美國醫學會  

o APA - 美國心理學會  

o 芝加哥論文格式，作者 - 日期  

o 芝加哥論文格式，人文類形式  

o MLA - 美國現代語文學會  

o 溫哥華格式 (Vancouver/ICMJE) 

 

• 現現現現行行行行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檢索歷史 (在可用時) – 指顯示行檢索歷史是否要與您的「結果清單項目」一起以電子郵件傳送。歷程記錄會以個別的 HTML 附件傳送。(注意：現行檢索歷史有可能會與「結果清單項目」不相符。若您的資料夾包含先前作業階段中的項目，或是您在編輯或清除檢索歷史時未清除您的資料夾，現行檢索歷史與舊有的資料夾結果就可能同時顯示。) 

  若要若要若要若要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送送送送連結全文連結全文連結全文連結全文：：：： 

 結果中包含的「連結全文」無法透過資料夾傳送。若要以電子郵件傳送含有「連結全文」的項目，您必須點進全文的直接連結，然後加以傳送。否則，將只會傳送相關文獻與可用的 HTML 全文。若您點進全文的連結，而這些文字屬於 PDF 格式，PDF 將會以電子郵件附件的形式傳送。 

 若要若要若要若要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送送送送檢索的檢索的檢索的檢索的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1. 點選位於結果清單右側的「「「「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連結。 

 

 
 

2. 點選位於「「「「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檢索檢索檢索檢索至資料夾至資料夾至資料夾至資料夾 (Add search to folder)」」」」右側的超連結詞彙。檢索查詢會在資料夾中儲存成檢索的固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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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資料夾的「檢索的固定連結 (Persistent Links to Searches)」區域中，點選「「「「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E-mail)」」」」圖示。「電子郵件管理員」的「「「「檢索的連結檢索的連結檢索的連結檢索的連結 (Links to Searches)」」」」區域隨即顯示。 

 

4.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若要傳送至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以分號將每個電子郵件地址隔開。(例如 

name1@address.com; name2@address2.com。) 

 
5. 輸入會顯示在電子郵件主旨行上的「「「「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Subject)」」」」。(例如，主題 ABC 的研究結果。)(字元數上限為 40。) 

 
6. 輸入任何要隨附於電子郵件的「「「「評論評論評論評論 (Comments)」」」」。 

 
7. 當您位於資料夾內時，會顯示「「「「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文章文章文章文章」」」」。請指定您是否要在傳送電子郵件後清空所有項目的資料夾。 

 
8. 點選「「「「傳傳傳傳送送送送 (Send)」」」」；否則請點選「「「「上上上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Back)」」」」。 

 

9. 電子郵件傳送完成時，會顯示一則訊息。若您選擇的項目超出系統管理員所允許的數量，超出的項目仍將保留在資料夾中，即使您勾選了「「「「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電子郵件寄出文章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Remove 

these items from folder after e-mailing)」」」」亦然。 

 
(固定連結功能是否可用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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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您的結果儲存您的結果儲存您的結果儲存您的結果 
 您可以在「偏好畫面」上設定「標準欄位格式」與「相關文獻格式」的預設值。在「偏好」上設定的選項將會在儲存時套用。  

 若要儲存文章若要儲存文章若要儲存文章若要儲存文章：：：：  

1. 在文章中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  圖示。 

 

  
 「儲存」畫面隨即顯示。 

 

2. 若要儲存結果，請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否則請點選「「「「取消取消取消取消 (Cancel)」」」」。 

 
3. 在瀏覽器功能表上，點選「「「「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 另存新另存新另存新另存新檔檔檔檔 (File>Save As)」」」」。輸入檔案的儲存路徑 (例如 

C:ProjectResearchInfo)。若要儲存至磁碟，請輸入磁碟機的路徑 (例如 A:ResearchInfo)。請務必另存為 HTML 或文字檔。  

 
4.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若要返回文章，請點選「「「「上上上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Back)」」」」。  

 進階功能： 

 

• 當您位於資料夾內時，會顯示「「「「儲存文章儲存文章儲存文章儲存文章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文章文章文章文章」」」」。請指定您是否要在儲存後清空所有項目的資料夾。  

 

• 在儲存時在儲存時在儲存時在儲存時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 若您未在此區域中選擇任何項目，則會套用預設值。此時會儲存「詳細相關文獻與摘要」(以及任何可用的 HTML 全文和文章的 HTML 連結)。  

 

• HTML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 指出是否應納入 HTML 全文格式文章 (如果可用)。  

 

• 文章的文章的文章的文章的 HTML 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 指出是否應納入您所選文章的 HTML 連結。(若只要儲存文章的固定連結，請清除「其他相關文獻詳細資料與摘要」與「HTML 全文」核取方塊，並確實勾選「文章的 HTML 連結」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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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標準欄位格式 – 大部分的使用者會選擇預設值 -「詳細相關文獻與摘要 (Detailed Citation and 

Abstract)」。您也可以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o 簡簡簡簡要引要引要引要引文文文文 – 指出只應儲存簡短的相關文獻。 

  
o 簡簡簡簡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要引文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 – 指出應儲存簡短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o 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引文引文引文引文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與摘要 – 指出應儲存詳細的相關文獻與摘要。 

  

• 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文獻格式文獻格式文獻格式文獻格式 – 若要以特定格式儲存您的相關文獻，請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 

 

o AMA - 美國醫學會  

o APA - 美國心理學會  

o 芝加哥論文格式，作者 - 日期  

o 芝加哥論文格式，人文類形式  

o MLA - 美國現代語文學會  

o 溫哥華格式 (Vancouver/ICMJE)  

 若要儲存若要儲存若要儲存若要儲存 PDF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 

 若要儲存含有 PDF 全文的項目，PDF 將不會自動從您的瀏覽器視窗儲存。您必須在 Adobe Acrobat Reader 中開啟 PDF，然後使用 Reader 的儲存功能。 

 項目中包含的相關文獻和 (或) HTML 全文將會從瀏覽器視窗中儲存，但您仍須在 Adobe Acrobat Reader 中開啟 PDF，然後使用 Reader 的儲存功能。 

 若要儲存連結全文若要儲存連結全文若要儲存連結全文若要儲存連結全文：：：： 

 結果中包含的「連結全文」無法透過資料夾傳送。若要儲存含有「連結全文」的項目，您必須點進全文的直接連結，然後加以儲存。 

 項目中包含的相關文獻和 (或) HTML 全文將會從瀏覽器視窗中儲存，但您仍須點進全文的直接連結，然後加以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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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複製檢索的若要複製檢索的若要複製檢索的若要複製檢索的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1. 點選位於結果清單右側的「「「「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連結。  

 
2. 強調顯示「「「「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連結連結連結 (Permalink)」」」」方塊中的連結文字連結文字連結文字連結文字，並使用瀏覽器的複製功能加以複製。您可以立即將連結貼至網站、文件或電子郵件中。 

 若要將檢索的若要將檢索的若要將檢索的若要將檢索的固固固固定定定定連結儲存至資料夾連結儲存至資料夾連結儲存至資料夾連結儲存至資料夾：：：： 

 

1. 點選位於結果清單右側的「「「「提醒提醒提醒提醒/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共享共享共享共享 (Alert/Save/Share)」」」」連結。 

  

 
 

2. 點選位於「「「「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檢索檢索檢索檢索至資料夾至資料夾至資料夾至資料夾 (Add search to folder)」」」」右側的超連結詞彙。檢索查詢會在資料夾中儲存成檢索的固定連結。 

 

3. 在資料夾的「檢索的固定連結 (Persistent Links to Searches)」區域中，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圖示。「儲存管理員」的「「「「檢索的連結檢索的連結檢索的連結檢索的連結 (Links to Searches)」」」」區域隨即顯示。 

 
4. 當您位於資料夾內時，會顯示「「「「在儲存在儲存在儲存在儲存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項目項目項目項目」」」」。請指定您是否要在儲存後清空所有項目的資料夾。 

 
5.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否則請點選「「「「上上上上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Back)」」」」。 

 

6. 在瀏覽器功能表上，點選「「「「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 另存新另存新另存新另存新檔檔檔檔 (File>Save As)」」」」。輸入檔案的儲存路徑 (例如 

C:\Project\ResearchInfo)。若要儲存至磁片，請輸入軟碟機的路徑 (例如 A:\ResearchInfo)。請務必另存為 HTML 或文字檔。 

 
(固定連結功能是否可用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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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您的結果匯出您的結果匯出您的結果匯出您的結果 
 您可以使用「匯出管理員」，以相容於編目管理軟體的格式儲存或以電子郵件傳送相關文獻。「匯出」功能是否顯示取決於您的系統管理員。  您可以在「偏好畫面」上設定您慣用的「匯出設定」的預設值。在「偏好」上設定的選項將會在匯出時套用。 

 若要若要若要若要以以以以編目編目編目編目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員員員員格式儲存相格式儲存相格式儲存相格式儲存相關關關關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1. 在開啟的結果中或資料夾中，點選「「「「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Export)」」」」  圖示。。。。「匯出管理員」面板隨即顯示。  

 

 
 當您位於資料夾內時，會顯示「「「「儲存文章儲存文章儲存文章儲存文章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文章文章文章文章」」」」。請指定您是否要在儲存檔案後清空所有項目的資料夾。 

 

2. 將相將相將相將相關關關關文獻儲存為格式文獻儲存為格式文獻儲存為格式文獻儲存為格式化檔案化檔案化檔案化檔案；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o 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匯出為匯出為匯出為匯出為 RIS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CITAVI、、、、EndNote、、、、ProCite、、、、參考管參考管參考管參考管理理理理員員員員、、、、Zotero) - 包含採用「研究資訊系統」(RIS) 格式進行編目管理的參考管理員所支援的欄位。(若您位於遠端，且在您的家用或工作電腦上具有 ProCite® 或 EndNote® 之類的編目管理軟體，這將會有所幫助。您可以先將相關文獻儲存在學校或公共圖書館，等回家時再將其匯入您的相關文獻圖書館中。) 

 
o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書書書書目目目目管管管管理理理理軟體軟體軟體軟體 - 包含所有可用於相關文獻的欄位。 

 

o XML 格式的引文格式的引文格式的引文格式的引文 - 包含所有採用 XML 格式的欄位。點選此處可檢視文件類型定義檔，以取得每個 XML 標記的說明。 

 
o BibTeX 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 - 包含 BibTeX 格式的相關文獻欄位。 

 
o MARC21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 - 包含 MARC21 格式的相關文獻欄位。 

 
o MARC21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 - 包含 MARC21 格式的相關文獻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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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匯出至匯出至匯出至匯出至 RefWorks - 將相關文獻直接匯出至 RefWorks 的 Web 型編目管理軟體。(您的圖書館必須要有 RefWorks 的訂閱，才可使用此選項。您還必須設定瀏覽器，使其接受快顯。) 

 

o 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匯出至匯出至匯出至匯出至 EndNote Web - 包含用以匯出至 EndNote Web 的 ISI 直接匯出技術所支援的欄位。 

 
3. 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 

 
o 若您以可上傳至編目管理軟體的格式儲存相關文獻，文章與相關文獻都會顯示在您的瀏覽器視窗中。請從您的瀏覽器視窗進行儲存。請確實輸入檔案的儲存路徑 (例如 

C:ProjectResearchInfo)。若要儲存至磁片，請輸入軟碟機的路徑 (例如 A:ResearchInfo)。請務必另存為 HTML 或文字檔。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 

 

o 若您以「直接匯出」格式儲存，且您在電腦上安裝了編目管理軟體 (例如 ProCite® 或 

EndNote®)，該軟體應會自動開啟。您應可指定要將 export.txt 檔案中的相關文獻新增至新建或現有的相關文獻圖書館中。  

 
 若要使用編目若要使用編目若要使用編目若要使用編目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員員員員格式格式格式格式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送送送送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1. 在開啟的結果中或資料夾中，點選「「「「匯出匯出匯出匯出 (Export)」」」」。「匯出管理員」面板隨即顯示。 

  

 
 

2. 點選位於「匯出管理員」面板上方的「「「「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 (E-mail)」」」」連結。 

 
3. 當您位於資料夾內時，會顯示「「「「在傳在傳在傳在傳送送送送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後後後後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從資料夾中移除這些這些這些這些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Remove these items 

from folder after e-mailing)」」」」選項。請指定您是否要在以電子郵件傳送檔案後清空所有已儲存項目的資料夾。 

 
4.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電子郵件地址。若要傳送至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以分號將每個電子郵件地址隔開。(例如 

name1@address.com; name2@address2.com)。 

 

5. 輸入會顯示在電子郵件主旨行上的「「「「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Subject)」」」」。(例如，主題 ABC 的相關文獻。) (字元數上限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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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任何要隨附於電子郵件的「「「「註解註解註解註解 (Comments)」」」」。 

 
7. 以以以以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電子郵件傳送附加送附加送附加送附加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文文文文獻的獻的獻的獻的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 請選擇下列其中一項： 

 
o 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匯出為匯出為匯出為匯出為 RIS 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CITAVI、、、、EndNote、、、、ProCite、、、、參考管參考管參考管參考管理理理理員員員員、、、、Zotero) - 包含採用「研究資訊系統」(RIS) 格式進行編目管理的參考管理員所支援的欄位。(若您位於遠端，且在您的家用或工作電腦上具有 ProCite® 或 EndNote® 之類的編目管理軟體，這將會有所幫助。您可以先將相關文獻儲存在學校或公共圖書館，等回家時再將其匯入您的相關文獻圖書館中。) 

 
o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書書書書目目目目管管管管理理理理軟體軟體軟體軟體 - 包含所有可用於相關文獻的欄位。 

 

o XML 格式的引文格式的引文格式的引文格式的引文 - 包含所有採用 XML 格式的欄位。點選此處可檢視文件類型定義檔，以取得每個 XML 標記的說明。 

 

o BibTeX 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 - 包含 BibTeX 格式的相關文獻欄位。 

 
o MARC21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 - 包含 MARC21 格式的相關文獻欄位。 

 

o MARC21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格式引文 - 包含 MARC21 格式的相關文獻欄位。 

 
8. 若要以電子郵件傳送結果，請點選「「「「傳傳傳傳送送送送 (Send)」」」」。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如需將檔案匯出至編目管理軟體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產品文件。 

  

• 「匯出管理員」不支援「自訂欄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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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註記建立註記建立註記建立註記 
 「建立註記」功能可讓您對文章做筆記，並將其儲存至「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以供日後參考，因此對您的研究很有幫助。 

 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若要使用 EBSCOhost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註註註註記記記記」」」」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1. 從您要做筆記的「詳細記錄」或「HTML 全文」，點選右側工具功能表中的「「「「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註註註註記記記記 (Create Note)」」」」

 圖示。  

 

 
 

2. 點選「「「「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註註註註記記記記 (+New Note)」」」」按鈕。 

 

 
 

3. 「「「「建立建立建立建立註註註註記記記記 (Create Note)」」」」視窗隨即顯示。文章的相關文獻資訊會顯示在「內容 (Context)」區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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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畫面上的欄位中輸入您的註記文字。註記輸入完成後，請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Save)」」」」按鈕。 

 

 
 

5. 註記會儲存至資料夾，並顯示在「註記」畫面中。您可以點選「「「「登入登入登入登入以以以以儲存儲存儲存儲存註註註註記記記記 (Sign in to store 

notes)」」」」以儲存您的註記，或點選「「「「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資料夾註註註註記檢視記檢視記檢視記檢視 (Folder Notes View)」」」」連結以檢視您 EBSCOhost 資料夾中的註記。 

 

 
 

6. 在 EBSCOhost 資料夾內點選左側功能表中的「「「「註註註註記記記記 (Notes)」」」」，即可使用您的註記。若要跨作業階段儲存您的註記，請登入「我的 EBSCOhost」資料夾。 

 

 
 

7. 若要檢視註記，請點選資料夾中的「註記」標題。您可以點選「「「「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檢視內容 (View Context)」」」」連結，以檢視註記的來源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