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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ScienceDirect(SDOL)?
• 文獻搜尋(快速搜尋)/進階搜尋
• 如何找尋期刊/電子書?
• 整理編輯/個人化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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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ScienceDirect(SD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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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1 Global Provider 
ScienceDirect 出版了
2,700+ 本期刊與43,000
書, 提供了超過1900萬篇
的文獻.

~18%
Elsevier’s article output accounts for ~18% of global of 
research and ~28% of citation share, demonstrating our 
commitment to delivering research quality significantly 
ahead of the industry average.

2,700+
我們出版了超過2,700本電子化期刊, 包含 The Lancet 與
Cell.  我們的 43,000+ 電子書包含指標性刊物如 Gray’s 
Anatomy 格雷氏解剖學.

>99%
自從2000年, 超過99%在科學領域的諾貝爾得主都曾發
表過文章在Elsevier期刊上.

18m+
Over 18 million monthly users visit ScienceDirect , the 
world’s largest database of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and 
medical research.



內容涵蓋四大主題, 24個子主題

Chemical Engineering/Chemistry/Computer Scienc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Energy/Engineering
Materials Science/Mathematics/Physics and Astronomy

物理科學
與工程學

Medicine and Dentistry/Nursing and Health 
Professions/Pharmacology, Toxic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Science/Veterinary Science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醫學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Biochemistry, Genet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Environmental Science/Immunology 
and Microbiology
Neuroscience

生命科學

Arts and Humanities/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Decision Sciences/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Psychology/Social Sciences

人文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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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Chemistry/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



淨零報告-學術研究如何幫助這個世界達
成2050淨零的目標?

網址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net-zero-report 7

2021年10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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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Center

網址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coronavirus-information-center

175m+
In 2021, Elsevier’s free Novel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Center saw over 175 million 
downloads, and Elsevier was awarded the 
Digital Health Award for its COVID-19 Since 
2000, more than 99% of Nobel Laureates in 
Healthcare Hub in the category of Web-based 
science have published in Elsevier journals.
Digital Health. 

2021年11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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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keypox Information Center 猴痘資訊中心

網址 https://www.elsevier.com/connect/monkeypox-information-center

2022年8月更新



• 文獻搜尋(快速搜尋)/進階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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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運算子

OR 必須出現至少一個字詞，例如 liver OR cirrhosis
有時為同義語的檢索

AND 必須出現兩個字詞，例如"Cognitive architecture" AND robots

NOT 排除一個字詞，例如 lung NOT cancer 或 lung -cancer
目的為排除某類文獻的可能性

• 布林邏輯的使用順序是 NOT, AND, OR
• 可用括號清楚標示集合概念, 如 a OR (b AND c)

“” 搜尋完整相似詞組，例如：輸入"heart attack”，將會搜尋heart attack、
heart-attack、heart attacks 之結果。

搜尋相關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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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字, 字元 Example 舉例

Spelling variations 拼字的不同 Both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 variants are supported. A 
search for colour returns color, and vice versa

Greek letters and character equivalents
希臘字母與同等符號

To search the Greek letter Ω, enter omega. This matches 
documents containing the word omega as well as the 
symbols Ω (uppercase omega) and ω (lowercase omega).

Subscript and superscript 下標與上標 Enter subscripted and superscripted characters on the 
same line as the other characters. To search for the 
chemical notation "H2O," enter H2O.

Accented characters 重音字符 To search for the name Fürst, enter Fürst or Furst.

Non-alphanumeric characters
非字母數字字符

Characters such as bullets, arrows, daggers, and plus signs 
are ignored. 項目符號如箭頭等則會忽略. 

搜尋相關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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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搜尋(首頁上)
快速搜尋

可以將關鍵字輸入以下欄位搜尋
Keywords 關鍵字 (全文所有欄位搜尋, 除參考資料外)
Author name 作者名稱
Journal/book title 期刊/書名(輸入刊名其中一字, 系統會列出相關刊名)
Volume卷
Issue 期
Pages 頁數

網站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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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首頁上)
進階搜尋

搜尋所有欄位除參考資料

期刊或書名 年份(或區間)

作者名 作者機構名

卷 期 頁數

顯示所有欄位
搜尋

搜尋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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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首頁上)
於文章標題, 摘要, 關鍵字內搜尋

於文章標題內搜尋

於參考資料內搜尋

期刊/書編碼

可於搜尋小撇步查看文獻類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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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相關須知

Title
文獻標題

Abstract, Title, 
Keywords

摘要, 標題,關鍵字

Find Articles with these terms
所有欄位

縮小搜尋
若您的關鍵字搜尋結
果筆數太多，建議使
用資料庫中的限定欄
位作搜尋。

放寬搜尋
若您的關鍵字搜尋結
果筆數不是很多，建
議使用資料庫中的所
有欄位作搜尋。

研究範圍 研究時間
較長較大

如：H5N2如：法律

較新較小
如：H10N3如：多元成家

每一組關鍵字（包含聯集與交集）代表一個論文所構成的集合，關鍵字不恰當
可能找到的集合太小，沒有涵蓋所有的相關文獻；
關鍵字太一般化，找到的集合會太大，還加上好幾十倍的毫不相關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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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限制搜尋)

年份

文獻類型

出版品名稱

主題領域

可利用左邊條件進行限縮

選此進行重新搜尋

不需要可取消搜尋或更新好則選取搜尋

公開取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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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文獻(搜尋結果)
排序方式: 相關性I 日期

文獻種類

文獻存取種類:表可下載全文文獻標題名稱

出版品名稱與卷期資訊

作者

下載全文 摘要 匯出
文獻每頁顯示數量: 25筆I 50筆I 100筆

可直接於框中勾選需要的文
獻並進行下載
於最上方框Download 
Selected articles勾選將進
行該頁所選文獻全文的下載

圖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67362101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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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文獻(網頁全文頁左/中)
大綱

摘要
藉此快速瀏覽
所需觀看欄位

圖

表

期刊名稱, 點選即到期刊資訊

文章標題

作者

若作者名顯示藍色可點選,
即顯示出作者相關文獻

下載PDF

引用文獻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673621012034#!



瀏覽文獻(網頁全文頁中)

數位物件識別號

可藉由方向鍵看前一篇或後一篇文章

針對圖片可下載高顯影或全尺寸的圖片

加到Mendeley /分享 /引用

24

重點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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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文獻(網頁全文頁中)

可下載全文

可於Scopus 查看
文獻摘要

畫線字字可點選會接到書籍查詢定義

可於Google 
Scholar 查看該文
獻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0673621012034#bi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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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文獻(網頁全文頁右)
推薦文章
參考依據為研究者在閱讀該篇文章後的短時
間內所閱讀的其他文章. 根據頻率, 整體受歡
迎度,與該文章的聲望.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Recommendations are based on other articles researchers have read within a limited timeframe after having read the current article. This is based on frequency, along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recentness, overall popularity, and reputation of the articles



瀏覽文獻(網頁全文頁右)

USAGE 使用率
(點擊, 觀看, 下載, 館藏, 影片播

放)

CAPTURES擷取
(書籤, 我的最愛, 書目管理工具儲存)

MENTIONS 提及
(部落格, 新聞提及, 意見, 評論,

Wikipedia 提及)

SOCIAL MEDIA 社
群媒體

(tweets, +1s, 按讚, 分享)

CITATIONS 引用
(citation indexes, patent citations, 
clinical citations, policy c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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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53332222003547#!



• 如何找尋期刊/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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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尋期刊或電子書 (首頁)
１

2

3

30



Elsevier 期刊與書的列表(首頁上)
１

選擇專屬學科領域 選擇出版品總類 Ex. 
期刊

輸入期刊或書名(關鍵字或全名)

期刊與書的列表

31



Elsevier 期刊與書的列表

書名

期刊

出
版
品
依
照
A
t
o
Z
排
序

32

電子書
教科書
手工具書
參考工具書

叢書

期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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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資訊
期刊影響力
指標

有關這本期刊最新卷期

文章與卷期 有關 出版 於該期刊搜尋關鍵字 投稿 作者投稿指南

支援公開取用

投稿相關資訊



期刊資訊

文章與卷期

最新卷期

所有卷期

文章選集

登入以建立期刊新知通報

數據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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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資訊-所有卷期

下載整個卷期

下載全文

匯出書目(需先點選文章)

文章預覽 備註: 匯出書目前須先勾選文章登入SDOL並設定新知通報

綠點表可下載全文

文獻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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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資訊

書名

下載整個章節

出版年份

收錄內容

分享這本書
的連結



如何找尋期刊或電子書 (首頁上)
2

快速搜尋

輸入期刊或書名(關鍵字或全名)
可選擇想要瀏覽的特定期刊或含有該關
鍵字的期刊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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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出版品主題 (首頁中)
四大主題

子主題
熱門文章

最近出版品

註冊帳號以取得推薦文章

3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 整理編輯/個人化設定

40

今日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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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編輯(搜尋結果)(匯出)

先點選所需文章, 再點選Export
匯出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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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編輯(搜尋結果)(下載)
先點選所需文章, 再點選Downloaded 
articles 則是下載全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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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編輯(文獻網頁)(匯至Mendeley)
需先有Mendeley Web Importer.
若有SDOL帳號, 可用SDOL帳號登入.

Presenter
Presentation Note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47330992200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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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編輯(文獻網頁)(Share/Cite)

分享文章連結 可根據需求匯出不同的書
目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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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通報(設定個人化服務)

註冊

登入

需先設定帳密, 才能
登入設定個人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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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通報(搜尋新知通報) 請先登入

請填入通報名稱

可選擇每星期或每月通知

將該搜尋語法設定新知通報, 以獲取相關主題最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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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通報(搜尋新知通報)

可於我的檔案查看新知通報



SDOL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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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Direct 線上操作教學 (中文)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iencedirect/sciencedirect-training

ScienceDirect 線上操作教學 (英文)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10263/supporthub/sciencedirect/

Elsevier Researcher Academy 研究者學園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尋找投稿Elsevier最適期刊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ScienceDirect快速參考指南(中文)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7/1138057/2021-ScienceDirect-QRGWEB.pdf

https://www.elsevier.com/zh-tw/solutions/sciencedirect/sciencedirect-training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10263/supporthub/sciencedirect/
https://researcheracademy.elsevier.com/
https://journalfinder.elsevier.com/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pdf_file/0007/1138057/2021-ScienceDirect-QRG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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