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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資料類型的正確與認識

•ProQuest資料庫收錄內容介紹

1. 科學類

2. 商管類

3. 外國博碩士論文

•資料庫平台的介紹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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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研究資料時，您必須先瞭解研究資源的
類型



學術期刊

• 定期出版。

• 經過同儕評審。

• 主流的學術研究出版、交流、討論的平台或是形式。

An academic or scholarly journal is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in which 

scholarship relating to a particular academic discipline is published. 

Academic journals serve as permanent and transparent forums for 

the presentation, scrutiny, and discussion of research. They are 

usually peer-reviewed or refereed.



同儕評審

source: Hanneke van Doorn MSc., Maximizing the Global Visibility of Your 
Research Work through Elsevier, 201808



閱讀與參考期刊文獻時，您應該注意

• 點的討論而不是完整體系的呈現。

• 資料的即時性問題。

• 應該可能去確認與追蹤文獻中的相關參考文獻。



書籍

• 圖書館最主要且核心的收藏內容。

• 體系、組織、架構最完整的出版品。

• 學生最常使用的研究資源。

• 根據出版形式可分紙本與電子書。

• 為了便於撰寫文獻的利用，電子書是一種趨勢。



報紙

• 定期出版。

• 資料即時性。

• 議題的即時性。

A newspaper is a periodical publication containing written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events.

Newspapers can cover a wide variety of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business, sports and art, 
and often include materials such as opinion columns, weather forecasts, reviews of local 
services, obituaries, birth notices, crosswords, editorial cartoons, comic strips, and 
advice columns.

Some newspapers with high editorial independence, high journalism quality, and large 
circulation are viewed as newspapers of record.



Eric T. Meyer是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信息
學院院長，曾擔任牛津大學社會信息學教授
兼研究生院院長。他的研究重點是，在技術
應用無處不在的今天，科學、醫學、社會科
學、藝術和人文學科中知識創造性質的改變。

報紙的學術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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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采集、分析和報告，由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信息學院
院長Eric T. Meyer負責

• 數據來源：Scopus，由作者進行分析

• 完整研究：https://ssrn.com/abstract=3194632

目的：為了更好地瞭解報紙在學術文章中的重要性，確定報紙和
學科的趨勢。

範圍：評估並分析了2000-2017年間出版的學術期刊文章中出自以
下報紙的引文:

https://ssrn.com/abstract=3194632


所有報紙都涉及多學科的引用。

期刊引用報紙的比較分佈圖，20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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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管理和會計/經濟/金融

計算機科學

數學

能源/環境科學/化學

藝術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 地球與行星科學

農業與生物科學

醫學，神經科學，生物化學，製藥

衛生職業/護理

心理學

利用VosViewer對Scopus 數據進行可視化處理，重合數據的使用方
法見Leydesdorff, Moya-Anegón, and Guerrero-Bote (2015).

來源：“報紙的學術影響”，Eric T. Meyer，牛津大學，2018



Taken together, the data presented here tell a clear story: newspaper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landscape, and their use is 
growing, both in absolute numbers and when measured by the proportion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that cite one of these well-known titles.
Meyer, Eric T., The Scholarly Impacts of Newspapers: The Guardian, Washington Post,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8).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94632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94632

https://ssrn.com/abstract=3194632
https://dx.doi.org/10.2139/ssrn.3194632


學位論文

• 架構完整且論述深入的研究文獻。

• 提供完整的參考文獻，有助閱讀者進行資料蒐集與匯

整的參考。

• 通常涵蓋創新且首次發表的學術發現。

• 經常成為學術期刊引用的資料來源。





會議論文

• 會議論文的題材與內容較有新穎性或原創性。

• 會議論文較具有即時性。

• 知名學會舉辦的會議，其會議論文具有較高的品質。

• 會議論文有相當比例延伸出版成期刊論文。

• 商管類會議論文整體篇數比例雖然不高，但是確具備與期刊文章相當之學術
影響力*。

an academia and librarianship, proceedings are the acts and happenings of an academic field, 
a learned society, or an academic conference. For example, the title of the Acta 
Crystallographica journals is New Latin for "Proceedings in Crystallography";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the main journal of 
that academy;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re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context of an academic conference or workshop. 

*source: Zhang, L. (2011). Proceeding papers or journal articl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omputer science versus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n 
2011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AIMSEC)(pp. 1319-1322). Piscataway, NJ: IEEE. doi: 
10.1109/AIMSEC.2011.6010814.



研究草稿 (工作專題報告)

• 通常用於是尚未正式出版前的作者的意見分享或評
論蒐集

• 隨者網路與社群軟體的普及化，這類文獻資源的種
類與數量也隨之增加

• 這類文獻經過補充、延伸研究等，常出版成正式學
術期刊論文

• 通常包含較多創新議題與觀點

A preliminary scientific or technical paper. Often, authors will release working 
papers to share ideas about a topic or to elicit feedback before submitting to 
a peer reviewed conference or academic journal. Working papers are often the 
basis for related works, and may in themselves be cited by peer-review papers. 
They may be considered as grey literature.



研究草稿 (工作專題報告)-掌握即時的議題與研究

The latest thinking 

first



研究草稿 (工作專題報告)



經濟數據、產業分析報告

• 經濟數據或財經數據：舉凡國家、區域等經

濟數據(例如GDP、PMI、PCE等經濟指標)與期

貨、股票等經濟與金融相關數據。

• 產業分析報告：一般又可分成：1.國家級總體

產業分析；2.產業別、關聯產業或次產業之宏

觀分析；3.個別廠商之微觀分析等三種類別*。

source: https://mymkc.com/article/content/22431







https://blog.hungching.com/2015/01/rss-is-better-than-social-media.html



SciTech Premium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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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與環境科學相關領域

地球,大氣,海洋科學
相關領域

生物科學相關領域

科技相關綜合領域



農業與環境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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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R I C O L A超過 5百萬筆書目資料加上 P r o Q u e s t農業
與環境科學資料庫所收錄的 3千 8百多種出版物之內容，
是您搜尋相關領域資訊的好幫手。



農業與環境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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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OLA

農業相關領域常使用的資料庫之一，收錄來自美

國國家農業圖書館等農學研究單位之期刊論文、

圖書、會議論文、專利、技術報告、政府文件等

資料之索引摘要，超過 5百萬筆書目資料，涵蓋主

題包括：農學、植物學、動物學、森林學等自然

科學領域。



農業與環境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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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 Environmental Science Database

提供農業與環境科學相關領域之全文資料庫，收

錄超過 3千 8百種出版物，內容含括學術期刊、雜

誌、新聞、會議論文、書籍、政府出版品等。



地球,大氣,水產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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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專業領域指標型文獻資料庫加上 P r o Q u e s t地球、大

氣及海洋科學全文資料庫讓您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您要

找的資料 !



地球,大氣,水產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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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A/ Aquatic Sciences and Fisheries Abstracts

• Aquatic Science & Fisheries Abstracts (ASFA) 1: Biological Sciences 

& Living Resources

• Aquatic Science & Fisheries Abstracts (ASFA) 2: Ocean Technology, 

Policy & Non-Living Resources

• Aquatic Science & Fisheries Abstracts (ASFA) 3: Aquatic Pollution 

& Environmental Quality

• Aquatic Science & Fisheries Abstracts (ASFA) Aquaculture 

Abstracts

• Aquatic Science & Fisheries Abstracts (ASFA) Marine 

Biotechnology Abstracts

• Oceanic Abstracts



地球,大氣,水產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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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A/ Aquatic Sciences and Fisheries Abstracts

• 收錄約 3百萬筆豐富之水產科學與漁業相關之文獻摘要，

主題涵蓋水產養殖、水域生物、海洋污染、鹹水環境、

環境品質、漁業、湖沼學、海洋生物科技、海洋環境、

氣象學、野生動物管理等資訊，涵括多個子資料庫。

• 4家聯合國共同主辦成員：

•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

• 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IOC）

• 聯合國海洋事務和海洋法司（UN/DOALOS, Division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

•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地球,大氣,水產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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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A/ Aquatic Sciences and Fisheries Abstracts

• 11個國際組織成員：FAO-ADRIAMED、ICCAT、IOTC、NACA、

NAFO….

• 50個國家成員: 加拿大、中國、印尼、日本、英國、法國、德

國、美國、巴西…

• 所有成員將資料發送到ASFA的出版商ProQuest，匯集成ASFA資

料庫

• 資料庫定期追蹤著5,000多份期刊出版物以及圖書,報告,會議紀

錄與文章,灰色文獻等資料

• 收錄內容主要涵蓋1971-current (Oceanic Abstracts: 1981-

current)



地球,大氣,水產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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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A/ Aquatic Sciences and Fisheries Abstracts

• 更新頻率: 每月; ASFA每次增加約3700筆記錄; Oceanic 

Abstracts每次增加約1200筆記錄

• 提供索引典方便查找所需的關鍵詞/主題

Meteorological & Geoastrophysical Abstracts

• 由美國氣象學會 ( A M S )推出，收錄超過 6百種出版品 ,多

達 1百多萬筆文獻之書目資料庫，內容包含全球氣象學、

氣候學、大氣層化學及物理學、天體物理學、冰河學等

文獻。



Earth, Atmospheric & Aquatic Science Database

• 收錄世界知名出版社之刊物

• 種類含括學術期刊 ,商業雜誌 ,會議報告 ,書籍 ,博碩士論文
等等多元化內容

• 包含中文內容

• 含括水產養殖、大氣污染、氣候、地質學、海洋生物學、氣象
學、海洋學、水質等相關領域之全文資料庫，收錄超過 2千 1
百種出版物。為A S FA及M G A書目文獻型資料庫提供更深入的
資料內容。

地球,大氣,水產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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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Atmospheric & Aquatic Science Database

地球,大氣,水產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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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Science Database

• 收錄超過四百萬篇來自期刊、商業雜誌、新聞報導等之全文
內容與超過四千萬篇書目之全文資料庫。內容含括生物科學
相關領域，包含動物行為、水生生物和漁業、生物化學，生
態學、植物學、毒物學、病毒學、微生物學、免疫遺傳學、
健康科學、癌基因、昆蟲學、內分泌和神經系統學等。

• 收錄U . S .  N a t i o n a l  L i b r a r y  o f  M e d i c i n e 所出之M E D L I N E
及 T OX L I N E

生物科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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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Collection

• 豐富的全文文章內容,收錄超過八千多種出版品,三千多萬篇全文文
獻,七千多萬筆索摘資料。

• 科技相關領域綜合型資料庫:其下包含三個全文子資料庫:

• Military Database 軍事領域資料庫

• 收錄 7百多種政治與軍事相關領域的出版品，其中超過 5百種包

含全文。主題涵蓋國際關係、政治學、犯罪學、國防、航空與

航太、通信、土木工程等內容。

• Advanced Technologies & Aerospace Database 尖端科技與航太科技資料庫

• 涵蓋廣泛的科技相關主題之全文資料庫，從航天工程、通信與

網路、電腦程式與系統、半導體和超導體、原子與分子物理學

等。收錄超過 3千多種出版品， 2千 6百多萬筆書目資料。

•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Database 材料科學與工程資料庫

• 收錄超過 4千 3百種出版品，主題包含各類材料與工程相關類別，

另外也涵蓋化學、能源與燃料、奈米科技、力學與動力學、廢

物管理等相關主題之全文資料庫。

科技相關綜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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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INFORM Collection

ABI/INFORM 
Collection

提供8個商業領域
相關的資料庫

1. ABI/INFORM Global:
收錄上千種學術期刊,論文,研究計畫報告,及廣泛的商業領域相關出版品

2.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
收錄各種市場研究報告及最新商情資訊

3. ABI/INFORM Dateline:
收集上百種商業新聞及分析報導,特別著重於地區性的商業出版物

4. Accounting, Tax & Banking Collection:
專注於會計,稅法,金融銀行業相關內容之資料庫

5. Asian & European Business Collection:
收集歐亞地區公司,經濟,市場,國際貿易和整體經營狀況之詳細訊息

6. Business Market Research Collection: 
提供更多元的企業,產業,政治經濟之最新市場研究調查報告

7.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8. Canadian Business & Current Affairs Database



ABI/INFORM Collection

資料庫內容來自世界各地



ABI/INFORM Collection

含括各大商業領域並持續加入在地化出版內容

研究者需要的不只是期刊, ProQuest擁有多樣的非期刊內容以研究為導向

收錄了大量的預行刊物(Preprints)及論文最新研究趨勢

指標性
學術期刊

豐富的教學資源 提供專為教學而設計的工具



ABI/INFORM Collection

收錄眾多世界知名出版社的期刊



ABI/INFORM Collection

您可查詢到以下知名商業相關期刊之全文內容,涵蓋各大商學領域

IF: 4.528

CiteScore: 5.17

IF: 2.569

CiteScore: 1.83

IF: 2.917

CiteScore: 2.91
IF: 6.198

CiteScore: 7.27

IF: 2.474

CiteScore: 2.37

IF: 5.480

CiteScore: 5.61

IF: 8.488

CiteScore: 6.85

IF: 3.833

CiteScore: 5.45



ABI/INFORM Collection

IF: 6.480

CiteScore: 5.27

IF: 1.525

CiteScore: 1.79

IF: 4.535

CiteScore: 3.83

IF: 3.653

CiteScore: 6.12

IF: 5.028

CiteScore: 4.97
IF: 3.169

CiteScore: 3.38

IF: 1.526

CiteScore: 1.80

IF: 1.587

CiteScore: 2.25

您可查詢到以下知名商業相關期刊之全文內容,涵蓋各大商學領域



ABI/INFORM Collection

除了學術期刊外,您也可以獲取指標性商業雜誌與報紙資源



ABI/INFORM Collection

The Economist為台積
電董事長張忠謀推薦
為大學生學習世界必

讀刊物之一



ABI/INFORM Collection

Working Papers

由於文章發表至期刊上可能耗費一段時間,

我們提供許多資源讓您掌握最新研究趨勢

提供超過52萬篇研究計
畫報告，即目前學者在
進行哪些研究計畫，藉
此了解目前有哪些較熱
門的主題，也是一種瞭
解別人都在幹嘛的管道



ABI INFORM Collectio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Nov 
2015 in Quality and Quantity, 
(Springer; 2015 Impact Factor 
0.72); the paper could be found 
as a working paper 3 years 
earlier on RePEc



ABI/INFORM Collection

提供超過5萬篇博碩士論文:

1. 深入的學術內容
2. 由此獲得尚未在期刊發

表的研究成果與發現
3. 所引用參考的內容可能

對讀者的學習有幫助

Dissertations & Theses

由於文章發表至期刊上可能耗費一段時間,

我們提供許多資源讓您掌握最新研究趨勢



ABI/INFORM Collection

另外還有提供超過
1萬篇會議報告、會刊

Conference Papers & Proceedings

由於文章發表至期刊上可能耗費一段時間,

我們提供許多資源讓您掌握最新研究趨勢



ABI/INFORM Collection

Company Profile

更有將近6千
萬家企業資料

由於文章發表至期刊上可能耗費一段時間,

我們提供許多資源讓您掌握最新研究趨勢



ABI/INFORM Collection

Business Case & Case Study

全文商業案
例及個案研究
也有上萬筆

由於文章發表至期刊上可能耗費一段時間,

我們提供許多資源讓您掌握最新研究趨勢



ABI/INFORM Collection

另外還有:

眾多各國經
濟及產業相

關報告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BMI)

提供4000多份各國與區域產業報告,並提供SWOT分析,
市場趨勢,預測,及競爭概況

ABI/INFORM Collection



ABI/INFORM Collection

提供該產業分析與概況

以台灣保險市
場報告為例



棕櫚油庫藏與價格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提供: 
• 商品價格預測: (1) 糧食,飼料,及飲品 (2) 工業原料
• 國家經濟數據, 國家財政與未來展望報告

ABI/INFORM Collection



ABI/INFORM Collection



ABI/INFORM Collection

國家經濟數據(含
回溯及未來預測)



ABI/INFORM Collection

國家未來展望報告



Oxford Economics
提供: 
• 商品價格預測
• 國家產業預估及國家經濟展望

ABI/INFORM Collection



ABI/INFORM Collection

商品價格預測

國家產業預估

國家經濟展望



ABI/INFORM Collection

Hoovers Company Records: 超過4萬家企業之公司概況,包含其歷史,主要經理人,
營業項目,競爭者,財務數字,….等等資訊



PQDT A&I 美加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世界收藏量最大的博碩士論文索摘資料庫:

• 收錄上千多所國際知名大專院校之博碩士論文
索引及摘要，主要來自美國和加拿大

• 收錄超過440萬份
• 每年持續新增約8萬筆資料
• 收錄年代主要為1861至現在，最早可回溯到

1637
• 內容含括各學科領域
• 也有中文內容
• 可與其他ProQuest資料庫整合查詢，更容易掌

握研究趨勢
• 多數1997年後發表之論文，提供預覽



PQDT A&I

目前提供超過440萬
篇博碩士論文索摘



PQDT A&I

目前提供超過3萬
篇博碩士論文全文



PQDT A&I

也提供超過38萬
篇中文博碩士論
文之英文摘要

(目前主要來自中
國大陸重點高校)

未來會陸續增加來自
港台各大專院校之博
碩士論文相關資料



ABI/INFORM Collection

學術期刊

報紙

論文

經濟數據 研究計畫

會議報告

商業雜誌

產業研究
多元化的
資源幫您
達成研究

目標



ProQuest

檢索平台介紹





ProQuest平台

可以選擇所要的
語言介面



ProQuest平台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在
這裏輸入查詢關鍵詞

是否限定
要有全文

是否限定須是Peer 

Reviewed的內容



ProQuest平台

當然也有提供進階檢
索做更精確之搜尋



ProQuest平台

簡易檢索技巧:
• A and B / A(空格)B: 結果中必須都含有A及B兩字詞
• A or B: 結果中要有A或是B或是兩者皆有
• A not B: 結果中要有A但不能有B這個字詞
• “A B”: 結果必須含有A 、B兩字詞且完全符合(A,B緊鄰未拆開)
問號? (用來取代任一個單一字元,可以使用多個?號來代表多個字元)

nurse? 結果：nurses、nursed，但不是 nurse
sm?th 結果：smith 和 smyth
ad??? 結果：added、adult、adopt

星號* (代表0至多個字元)
nurse* 結果：nurse、nurses、nursed
colo*r 結果：colour、color
(註: ?,*不可使用在關鍵詞的開頭)



ProQuest平台

左方提供多種選項來縮
小所搜尋出來的結果

以肝癌 ("liver 

cancer")為例

也提供MeSH醫
學主題詞方便檢
索實證相關資源



ProQuest平台

可先看看摘要決定
是否為所需之內容

打開全文內容



ProQuest平台

下載全文



ProQuest平台

引用文章



ProQuest平台

列印



ProQuest平台

Email文章
給其他人



ProQuest平台

儲存或匯出



ProQuest平台

線上翻譯



ProQuest平台



ProQuest平台



ProQuest平台

首次登錄, 請先註
冊個人帳號

已註冊完成可直接
輸入個人帳密登入

有了個人帳號即可在帳號內儲
存文件,儲存檢索,設定關鍵詞
新知通報,個人設定等功能



ProQuest平台

如只想搜尋特定領
域,可點選該學科圖
示進入該領域搜尋



ProQuest平台

這樣就只會在健康與醫
療相關資料庫內搜尋



ProQuest平台

或是點選資料庫



ProQuest平台

點選你欲使
用的資料庫

再點選“使用選擇
的資料庫”即可

點選即可下載該資料
庫內的出版品清單



如欲獲得更多資料庫詳情:



如欲獲得更多資料庫詳情:

https://www.youtube.com/user/proquesttraining/videos



【台南辦事處】
710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傳真：(06)302-5427

E-mail：info@tts.tbmc.com.tw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