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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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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項限定檢索 
 

    所謂的「條件項」，在前面第 23 頁的「高級檢索」章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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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關鍵詞、摘要、作者

等，我們將其稱作「條件項」。若您輸入的檢索詞，想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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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名:  

用法：在欲檢索之字詞前，先加入前導條件項「題名:」，例如輸入「題名:圖書

館」去做檢索，則會找出所有在文章題名中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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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所指之「關鍵詞」，乃作者為其學術論文所下的關鍵詞。） 
3. 摘要: 

用法同上。 

4. 作者: 

用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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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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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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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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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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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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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