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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说明

• 出版品查找

• 关键词查找

• MeSH医学主题词汇查找

• 结果清单之检视与利用

• 文献利用

• 警示

• 个人资料夹及账户



一、出版品查找

• 输入完整之「期刊名称」以查找特定期刊

• 输入期刊之「主题」以查找相关主题期刊

• 输入「任一关键词」以查找期刊名称或期
刊类别、说明中包含此一关键词之期刊



点选「publications」



1. 于字段中输入期刊的完整名称
2. 依照「字母排序」
3. 点选浏览

结果清单第一顺位之期刊，即为欲
查找之期刊



1. 于字段中输入期刊的主题或描
述名称

2. 依照「主题&描述」排序
3. 点选浏览



此结果清单即为与「infection」
此一主题相关之期刊列表



1. 于字段中输入期刊名称、主题、
说明中包含的关键词

2. 依照「符合任何关键词」排序
3. 点选浏览



此结果列表即为期刊名
称、说明、主题中
包含「infectious」
一字的期刊清单



点选欲阅读之期刊名称



期刊的基本简介

点选欲阅读之年、
卷、期、刊、号



此刊该卷期所收录之文章总数

点选PDF以开启全文阅读



亦可阅读该卷期内之其
他文章内容

亦可阅读该期刊其他卷
期之内容



二、关键词查找

• 基本检索

• 进阶检索



点选「基本检索」
提供Google like的单一检索界面



开启「search options」，提供基本
的关键词检索方式、扩大查询、
缩小结果等功能及条件

四种不同之关键词检索模式 扩大检索：
1. 连同同义字一并查找
2. 针对文章内文进行全文检索



◼ 布尔逻辑/词组 Boolean/Phrase
以and, or, not 限定检索策略之逻辑，and, or, not无大小写之分，置于and, or, not 之间字

词系统自动视为「词组」.   Ex. 使用 [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检索结果与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相同

◼ 寻找我的所有项目/Search all my terms
与 Google检索方式相同（布尔逻辑中自动加上and），词组需要加上双引号来区分。 Ex. 

使用 [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检索结果少于 [heart attack and treatment] 

◼ 寻找我的任何项目/Search any of my terms
只要任何一个关键词相符，即显示于检索结果中

◼ SmartText检索
以自然语言检索相关结果，最多输入5,000个单字，可”以文找文”。检索结果较其他模式

多，检索结果默认以[相关性]排列



透过此限定条件之字段勾选，可限定文献的全文类型与
否、出版期间、文献类型、语言、是否有提供摘要、是
否限定于某一期刊内之文献..等



共计307笔文献，符合方才限定之条件：包
含全文、有提供文献摘要、2010年1月至
2015年1月间所出版的文献



点选「进阶检索」
可输入多组关键词并限定字段检索



最多可有12个搜寻框

「增加/移除字段」



分别输入两组关键词
h7n9及Oseltamivir

并且限定文献的标题(title)须出现
「h7n9」此一关键词并且文献的
摘要须包含「 Oseltamivir 」此一
关键词



进阶检索提供更多的限定及筛选条件

患者年龄
文献主题
出版品类型
动物实验种类

EBM评论文献或一般评论文
献

患者性别
临床问题类型
期刊或引文类型
语言类型

文献出自特定出版品或作者



共计32笔文献符合
文章标题含有h7n9且
文章摘要包含Oseltamivir



将鼠标移到图标上，可以看到文章的摘要



三、MeSH医学主题词汇查找

• 于MeSH词汇表画面中，输入关键词查找



于任一画面中点选画面上方之「MeSH 2015」标
签



于字段中输入关键词或主题，并可依照以下
三种方式列出相对应之医学主题词汇
1. 依照字母排序
2. 主题词汇有包含关键词者排序
3. 相关性排序



寻找依照「h7n9」字母排序之主题词汇



依照字母排序列出的主题词汇



寻找主题词汇名称中包含「h7n9」之主题词汇



列出主题词汇名称包含
h7n9的主题词汇



列出与h7n9有相关性之主题词汇



列出与「h7n9」有相关性之主题词汇



点选Scope下的黄色小图示可
以开启此一主题之说明及范畴
窗口



点选该主题词汇



此主题之树视图
(与上下主题之从属关系)

第一种树视图

第二种树视图



第二种树状分类方式



勾选特定之主题词汇

显示该主题之所有相关
副标题(subheading)



将「explode」选项打勾，
将会搜寻所有包含virus此
一标题及其所有子标题
(narrow subject term)的
文献



若将「major concept」
打勾，将会搜寻以「virus」
为主要标题(major subject 
term)的所有文献



若同时将「explode」与
「major concept」打勾，
将会搜寻以virus及其子标题
为主要标题的所有文献。



选取主题词汇，并限定查找文献
以该主题为主要标题之文献



共计264符合条件之结果：
文献的主要标题皆包含「Influenza A Virus, H7N9 Subtype 」



四、结果清单之检视及利用

• 二次筛选检索结果

• 文摘预览

• 图片预览



左侧之字段内的选项，可针对目前的
检索结果进行二次筛选



限定结果为提供全文之文献、提供摘要之文献
英语之文献且于2013年-2014年间出版之文献



限定文献来自于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此一期刊



限定文献内之患对象年龄为19岁-44岁之成人



读者所进行的二次筛选历程与结果数量会出
现于左侧



将鼠标移至文章标题右侧的黄色小图示，
即可立即显示该篇文献之书目与摘要信息

亦可于此窗口中阅读该篇文献之详细信息、
直接开启PDF全文或增加至个人资料夹中



若全文文献中包含若干影像信息，将会于显
示于该篇文章信息之下



点选任一缩图即可开启其完整图片与相关信息



详尽的图片信息包含：图片说明、来源、类
型、图片引用格式之撰写方式、用户许可证说明..

等



可将该篇全文加入至个人资料夹中或自个人资料夹中移除

文章加入个人资料夹后，即会于右侧显示注记



五、文献利用

• 引用文献及导出至书目管理软件

• 电子邮件寄送文献全文



点选文献标题以进入其详细信息页面



右侧为可针对该篇文献进行的工具栏：
加入至个人资料夹、打印、邮寄、储存、
引用、输入至书目管理软件、建立注记、
该篇文献之固定URL、分享至社群网站



点选「cite」即可显示此篇文献之多种主流
参考文献格式



直接复制所需要之参考文献格式



亦可将该篇文献直接导出至参考书目管理软件



选取欲使用之参考书目管理软件



若欲一次获取多篇之参考文献引用格式或同
步导出至书目管理软件，则须先将多笔文献
加入至个人资料夹中



点选画面上方之「Folder」或画面右侧之
「Folder View」以进入个人资料夹页面



进入个人资料夹页面后，点选Select all以
将所有文献储存为所需要之参考文献格式或
导出至书目管理软件

右侧的工具栏，可针对文件夹内的所有文献
进行以下动作：
打印、电子邮件寄送、储存为所需之参考文
献格式、输出至书目管理软件



储存为所需要之引用文献格式



勾选「Citation Format」后
并选择所需的参考文献格式
APA, MLA, AMA…



数据库页面会转成一HTML网页档案
显示其引用文献格式并排列显示于下方



导出至书目管理软件



选择欲使用之书目软件之格式后

点选Save以进行汇出



若须一次将所有全文文献透过电子邮件之方式寄送，须先将全文文献加入至
个人资料夹中，可点选「Share」，Add to folder，Results 一次性加入之个
人文件夹中



点选电子邮件选项
选取全部



输入email address, 主题名称,说明
等信息

勾选「PDF于邮件
之附件中」此选项

进行电子邮件之传送



全文文献顺利寄出后，将会
出现此一确认提示窗口



六、警示(alert)

• 期刊警示(journal alert)

• 检索警示(search alert)



于出版品页面中，输入欲
进行设定期刊警示之期刊名称



点选期刊名称旁之橘色图示，以进行设
定期刊警示( journal alert)



利用RSS进行期刊警示之设定，
复制RSS Feed网址后，于RSS软件或
Google Reader中新增即可

若须透过email接受期刊警示之讯息，则须
点选「Sign In」登入或注册个人账户
(My EBSCOhost)



点选Sign In以进行email之期刊警示



第一次使用请先建立一个人账户



姓、名可输入繁体汉字字符，
也无需用真名注册

密码需要设定强度较高的密码，需包含
大小写字母，数字，符号，方能注册成功

点选保存更改



输入user name与password登入个人账户
以进行期刊警示之设定



此时利用email接受期刊警示之选项会显示
于该窗口中



输入欲接受期刊警示之email，
亦可利用分号(;)加入其他多
组之email

设定收到之email格式为
Html或纯文本邮件格式

最后点选Save Alert以完
成期刊警示



若欲针对某检索条件设定检索警示：
限定从即刻起数据库内有任何更新的文献，只要符合所搜寻的
条件，即可利用RSS或email之方式通知读者：

点选Share此一选项



提供RSS或email两种警示方式



Email警示之设定选项

RSS Feed之URL信息

点选SaveAlert
以储存检索警示(Search Alert)



七、个人资料夹及账户

• 如何移除警示(journal & search alert)

• 如何进行文献分类或子文件夹之建立



于任一页面中点选
Sign In即可登入个人账号

输入已注册之账号及密码后
点选Login



若成功都入后，左方之EBSCOhost 图式会出现「MY」
右上方亦会出现「Sign Out」之选项



点选Folder图案进入
个人账号(或文件夹)中



1. 已设定之期刊警示、检索警示各计1笔
2. 点选journal alerts



目前已经设定的期刊警示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勾选此一期刊警示后，点选Delete Items
已删除该期刊警示



点选search alerts



目前已经设定的检索警示



勾选此一检索警示后，点选Delete Items
已删除该检索警示



读者可于左侧My Custom字段，点选
New选项以建立一子文件夹



输入子文件夹之名
称与注记

点选Save



此为方才建立之子文件夹「h7n9」



勾选尚未分类(或放入子文件夹内)之文章，点选「Move To」选项后，
选择欲将文献置放之文件夹名称



H7n9 folder已出现方才加入至此之两篇文献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