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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資料海中，如何撈到想要的寶藏? 

 快速撈取  對的資料 

 完整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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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A 

Method B 

步驟 1. 
完整性(廣泛) 

步驟2. 
分析/篩選(精確) 

Target  results 

茫茫資料海中，如何撈到想要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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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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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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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學資訊權威 美國化學學會(ACS) 

• 分支機構 美國化學索摘服務社(CAS)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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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化學及相關學科研究最全面的資料。 

 包含CAS REGISTRY(黃金標準)。 

 透過SciFinder/STN，有效提升研發能量。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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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REGISTRY
SM 

MEDLINE  

CASREACT
®
  

CHEMLIST
®
   

CHEMCATS
® 

CA Plus
® 

3種資料型態+7種專業資料庫 

MARP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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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4千萬筆文獻資料…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涵蓋+10,000種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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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全球63個專利局資料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涵蓋+1億個物質資訊…  

No one else has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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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7千萬筆反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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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7千萬筆反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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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化學-  
• 脂肪族 

• 合成物質 

• 生物鹼 

• 類固醇 

• 雜環、萜類 

• ………. 

高分子-  
• 塑膠合成 

• 染劑塗料 

• 紡織纖維 

• 介面活性 

• 工業皮革 

• ………. 

生物化學-  
• 藥理學、毒理學 
• 農化調節 
• 哺乳動物賀爾蒙 
• 微生物 
• 食品營養 
• 藥物學 
• ………. 

涵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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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化學-  
• 燃料、爆破 

• 冶金、電化學 

• 化妝品 

• 污染防治、水處理 

• 材料學 

• ………. 

物理、無機、分析-  
• 反應動力學 

• 核子技術 

• 相位平衡 

• 光電、質量學 

• 輻射、磁性 

• ………. 

涵蓋領域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版權為CAS-TW所有  勿任意轉載 

適用系所 

 化學、化工、材料、生醫、生技、藥學

、環工、光電、綠能、農化、畜產、食品

、海洋、妝品、纖維、高分子....... 

      泛理工農醫領域。 

 

 技轉中心、智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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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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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Finder個人帳號註冊: 簡單4步驟 

1. 利用圖書館提供的特定申請網址(URL)進行。 

2. 填入申請者相關資訊。 

   a. email：使用學校的email domain 

   b. username：5-15字元，ex: xyz7890 

   c. password：7-15字元並混合三種符號，ex: abcde@12345           

                                                                              ex:  Abcde12345 

3. 申請完成會提醒您CAS寄發確認信至填寫的email信箱中。 

4. 至收件匣收取CAS寄發的信件，並點選確認連結完成申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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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點1：scifinder.c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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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點2：www.c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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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點3：各校圖書館電子資源(資料庫) 

方式： 

-電子資源/資料庫 

-查詢：SciFinder 

-圖書館參考組/讀者服務組/資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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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官網：www.viservic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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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粉絲頁：igroupca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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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官網：www.c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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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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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如何檢索文獻中這些特別(圖、表)區塊? 

We cannot 
searc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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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publications 

caffeine 
bioactive 

CAS RN 

Valuable A & I 

資料庫建立流程： 

Scientists 

CAS Editors 
(1st literature) (2nd literature) 

Human Indexing (人工建置索引)  

http://pubs.acs.org/journals/jmcmar/articleWindow.html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www.bestrubber.com/Japanese_1.gif&imgrefurl=http://www.bestrubber.com/japanese.htm&h=754&w=547&prev=/images?q=japanese+patent&start=20&svnum=10&hl=en&lr=&ie=UTF-8&oe=UTF-8&sa=N
http://www.cas.org/SCIFINDER/scicover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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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uce Benjami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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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 RN 2835-34-8 

Somatotropin 
Animal gene pac43 
Oncogenes 
Neoplasm inhibitors 
Liver neoplasm 

 CAS RN 154907-93-4 

analysis 

透過人工方式閱讀整理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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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方式建置索引優點： 

 避免科學字詞誤用(少用)的風險，ex.同義詞、替代詞 

 對非熟悉語言仍可快速/精準掌握核心價值 

 以閱讀筆記方式大量瀏覽相關文獻  

 快速掌握文獻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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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想像，恣意在不同資料進行轉換與串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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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利用人工編製的內容成長了10%以上(包含了專利、期刊、物質、

反應等資料)；另廣泛涵蓋藥物、有機、生醫、臨床、分子基因、癌症、

材料、高分子等化學生醫相關領域最前端的資訊。 

 

 

 有愈來愈多非英語(日、韓、德、法、中等)寫成的專利與期刊發表，此

類型文獻占了每年發表數量約20~25%左右，而這些文獻(尤其是專利)若

無經過人工特別整理與翻譯，很難去做查詢與確認。 

SciFinder 提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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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Finder可就非英語寫成的專利/期刊文獻進行檢索與查詢(透過人工

編製的內容)，其背後代表的內容廣泛性與準確性，可大力協助提升研究

能量。 

 

 

 每年4次以上的操作功能更新，與daily update的內容更新頻率，讓使

用者更有效率檢索最新、最廣泛的內容。 

 

SciFinder 提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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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強聯手，和PerkinElmer合作將ChemBioDraw導入SciFinder檢索功

能，直接使用CBD即可進行SciFinder物質/反應查詢。 

 

 

 CAS台灣代表(CAS-TW)完整的教育訓練規劃，協助使用者在最短時間

熟悉操作，並針對特定實驗室進行小組深度討論，與主題式案例檢索教學。

SciFinder 提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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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預約~ 

SciFinder 免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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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 

SciFinder最佳檢索案例!! 

歡迎投稿CAS台灣，不限主題 

經採用可獲得獎品與獎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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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傳奇      許佳儒 

美國化學索摘服務社(CAS)台灣代表 

Tel:+886 2571 3369#228, 213 

E-mail: cas.tw@igrouptaiw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