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dNote X8
參考諮詢組



今天講的投影片哪裡下載？



EndNote書目管理

3

研究所讀的一堆文獻，
是要怎麼整理阿？



學習EndNote重點只有一個！

寫論文時
可以自動產生
參考資料



自動產生參考資料？
1.全數自動產生
2.自動依照字母順序排列
3.中西文參考文獻自動分類

好棒哦！可以教我怎麼用嗎？

沒問題！接下來請注意聽清楚啦！

大感謝！這樣我寫論文就很輕鬆了！



EndNote自動產生參考文獻的小概念

先將所有讀過的文獻資料
全部匯入EndNote當中

利用EndNote的功能
自動產生參考文獻



EndNote下載

• 圖資處首頁搜尋框→選擇資料庫的頁籤→輸入Endnote搜尋





ENDNOTE安裝 1/2
• Endnote下載為一個壓縮檔

• 請務必解壓縮檔案至同一個資料夾

（會出現２個檔）

☞請用RAR解壓縮

• 其中License的檔案，檔案不能刪除，
安裝的時候會自動讀取License

解壓縮至同一資料夾
進行安裝



ENDNOTE安裝 2/2

• 選Custom安裝

• 安裝時office系列word和power point需要關閉



建立個人EndNote Library



個人EndNote Library

• 建立後會產生２個檔案→（資料夾、 EndNote 檔案）

• 若要攜帶皆須將兩個檔案放入隨身碟中



EndNote頁面介紹
• 上方工具列

• File（建立新檔案、開啟舊檔、匯出和匯入資
料）

• Edit（更改個人偏好設定、更改輸出格式）

• References（建立新的參考文獻、夾帶檔
案），若想利用References功能，也可直接
點選滑鼠右鍵

• Groups（運用在EndNote管理，將參考文獻
做群組分類）

• 最左邊可做簡單的分類

• 中間為參考文獻呈獻的地方

• 右邊為參考文獻的預覽

右下方Layout可變更版面，
選擇Bottom-Split



輸入資料至EndNote Library中

先將所有讀過的文獻資料
全部匯入EndNote當中



從資料庫匯入-「資源探索服務系統」為例

直接點選即可匯入
EndNote



以Web of Science為例

• 勾選資料

• 點選EndNote Desktop

• 勾選的資料即匯入至EndNote



需登入WOS才能下載完整記錄



國家圖書館－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匯入

請先註冊會員
• 下載論文全文
• 匯出完整書目







ProQuest匯出



EBSCO匯出







華藝



Google Scholar



開啟後即自動匯入EndNote



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解壓縮後將 NCL_Journal 檔案移至 Program files\EndNote\Filters 目錄下



匯出後為一個記事本的檔案





• 選擇匯出的記事本檔案

• 選擇NCL_Journal

• 選擇Unicode(UFT-8)



全部匯入的書目清單



快速匯入小技巧



Endnote副檔名

• Endnote的副檔名為enw、ris、ciw

• 可直接更改副檔名

• 更改後直接開啟即可將資料匯入Endnote



移除打勾



副檔名改enw

點選檔案可直接匯入Endnote



更多資料庫匯入EndNote介紹

• 台大圖書館整理一系列匯入方法，請參考下列網址

• http://dbi.lib.ntu.edu.tw/dbs/manual/Filters.htm



自PDF匯入



DOI碼

• 當已下載一個或多個PDF檔於電腦中，在電腦是上網的狀態
下，可直接匯入書目和PDF檔文獻至Library中。

• 注意：可成功匯入PDF檔的書目資料前提是該篇文張具有
DOI碼

ProQuest





匯入單篇PDF文章

單篇





可閱讀PDF檔案

可螢光劃線或註記文字



匯入多篇PDF文章

匯入資料夾只能到第二層



設定自動匯入PDF之資料夾

• 可設定一個資料夾作為「自動匯入資料夾」

*注意*
新的PDF檔請務必
放至於資料夾中的
第一層，若存放在
您另外建立之子資
料夾中，則無法自
動匯入

1

2

3

PDF檔名會
自動命名

匯入EndNote之後，會將PDF檔自
動存放在「Imported」的資料夾



自行新增參考書目與夾帶檔案

 選擇文獻類型

 迴紋針圖示可夾帶PDF等相關檔案

(最多45個檔案)

 圓餅圖示可夾帶一張圖或表

➀

➁

➂



建立完畢後請點選Save

夾帶的檔案將儲存於My Endnote 
Library. Data下的PDF資料夾中



管理參考書目(EndNote Library)



欄位排序與書目標記 直接點選欄位即可作書目資料的排序

直接拖曳欄位，可調整欄位擺放位置

利用滑鼠點擊圓點，可將該書目標記為已讀或未讀

可依據該書目的重要程度給予星星符號評分



書目查詢與格式預覽

可展開或隱藏查詢欄位



分類參考書目
• Create group set(母資料夾)

• Create group (子資料夾)新增
群組，類似新增資料夾的功能

• 是以標籤分類為概念，All
Reference 中的書目資料不可
亂刪



Create smart group

自設群組名稱



• Create from group

• 群組的交集

• 已讀過並且是marine的相關資料



寫作編輯功能搭配
最好用也一定要學會的技巧

利用EndNote的功能自動產生參考文獻



插入引用文獻方法一選擇單筆



插入引用文獻方法二選擇多筆



插入引用文獻方法三直接於Word進行



更改書目格式



編輯引用狀況
• Edit Library Reference

• 可回到Endnote編輯參考文獻

• Remove Citation

• 移除該筆參考文獻

• Insert Citation

• 在該筆文獻後加入新的Citation

• Update from My Library

• 若有更新Library 中的書目資訊，
記得點選此項

可修改參考文獻
插入的順序

修改完書目資料後，一定要按此更新

插入引文前、後

增加頁數

註：若要變更書目資料，一定要用此功能
做修改，不可像word一樣直接刪除修改
(因有參數功能)



參考文獻分類 依據不同需求將參考文獻做分類

Ctrl+滑鼠點擊欲選擇的項目，並以拖曳的方式至分類中

可自行增加類別



• 分類後的文獻



移除參數

• 當文章完成時，需要移除參數

• 重要：請先將有參數的文件進行儲存

此為無參數的版本

註：請務必將無參數的檔案另存新檔
有參數和無參數的檔案一定要分開儲存



APA 6th 中文版 for EndNote
臺大圖書館參考服務部落格（可點此下載中文版）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tag/apa-6-
%E4%B8%AD%E6%96%87%E7%89%88



APA_6_TW_022.ens檔案

• 請移至 Program files\EndNote X8\Styles 目錄下

將APA_6TW_022打勾





PowerPoint的寫作搭配



先行選好需套用的書目格式

請務必先選好要套用的書目格式

註：在PowerPoint插入引
文或參考資料，書目資料
皆無參數存在，請務必先
選擇需套用的書目格式，
再插入參考資料





Endnote資料備份與分享
壓縮Endnote檔案



檔名可依日期進行命名
作為備份、分享或攜帶用途

於壓縮檔上雙點擊，會自動解壓縮



EndNote Sync.同步書目資訊
(單機版和Web版同步)



點選Sync Library即可同步





課程宣傳！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