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參考指引

WEB OF SCIENCE

SM

什麼是 WEB OF SCIENCE ?
可同時檢索超過11400種期刊，以及120000種會議紀錄，內容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與人文多項領域，
可以在您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尋到最符合需求的高品質研究資料。資料皆由該領域的專業人員建立，提供完整的引
文資料以及相關主題文獻，可從一篇資料中延伸查找更多相關文獻。

一般檢索
選擇檢索欄位
檢索
在Web of Science底下收錄
之資料中。

透過下拉式選單選取檢索欄位，
可由主題、作者、期刊名、贊助
機構，或ResearcherID號碼來進
行檢索。

選取AND、OR、NOT以改變
欄位之間的檢索關係。

更改您的檢索條件
新增一個查詢欄位。

更改您的檔案深度、選擇您欲搜
尋的索引，將檔案歸類化關閉。

基本檢索

檢索方式
使用

AND

使用

OR

查找含有其中任一詞彙的資料

使用

NOT

屏除含有指定詞彙的資料

查找含有所有詞彙的資料

使用 NEAR/n

查找在限定字數內含有所有指定詞彙的資料（例如：stress NEAR/3 sleep）

使用

查找同一地址列中包含所有指定詞彙的資料（例如：Tulane SAME Chem）

SAME

字尾變化、停用詞、以及不同拼法
所有字彙都列入搜尋（去除停用詞）
英式英文與美式英文的拼字法同時列入搜尋（輸入behavior時會同時查找behavior與behaviour）
詞型還原化（Lemmatization）可自動查找字彙的單複數變化（即使是不規則複數變化，如tooth與teeth，也能
列入查找）、不同的動詞時態（如run/running）、比較級與最高級變化（big可找到bigger,biggest）。但如果
將字彙放置於引用符號（“＂）之間，便可關閉詞型還原化功能。

萬用字元符號
在關閉詞型還原化功能時，可使用萬用字元符號來指定檢索字彙的單複數與不同拼字方式，使檢索結果更完整。

*

＝0到多個字母

?

＝1個字母

$

＝0到1個字母

搜尋詞彙
將一組詞彙放置於引用符號（“＂）之間，便可以查找含有該組詞彙的標題或主題。
例如輸入“energy conservation＂，便可以查找確實含有energy conservation此詞彙的資料。

括號
使用括號將多個字彙群組起來，以利布林邏輯搜尋。
（river or stream or pond）and（“waste water＂or pollution）

作者姓名
先輸入作者的姓，空白鍵，可再加上至多五個字母縮寫。
使用切截符號查找可能的拼字方式，以查找不同的姓名拼寫方式。
Driscoll C*可找到Driscoll C, Driscoll CM, Driscoll Charles等等。
Driscoll可找到所有姓Driscoll的作者。
De La Cruz f* OR Delacruz f*可找到Delacruz FM, De La Cruz Fm等等。

被引文獻搜尋

步驟一
由被引用作者、被引用
作品、被引用年代、冊
數、期數或頁數來進行
檢索。
使用Journal
Abbreviation List查找
期刊縮寫

步驟二
在出現的各種不同搜尋
結果中，點選您想要的
資料，作為您的搜尋結
果，按下Finish Search
以瀏覽搜尋結果的資料。

查看完整資料

搜尋技巧：
‧在被引用作者與被引用資料中使用切截符號。
‧結束搜尋前先檢查各種變化型（論文有時會被引用錯誤）。

‧所有被引用的資料都被列入索引並可被檢索，包括書本、專利
資料、政府文件等參考資料。

‧
“Citing Articles＂的數目包括了所有年份以及在Web of Science ‧次要被引用作者、完整來源標題、以及非標準的資料縮寫，會
自動搜尋Web of Science之中的所有資料，請注意搜尋這些類
之中所有版本的資料――即使您的搜尋條件並不包括這些年份
型資料時，可能只會出現部份的結果。
或版本。

單篇文章全紀錄
標題
完整的標題會列入索引並可
被檢索。

連接到完整全文資料以及∕
或圖書館館藏。

作者
所有作者皆列入索引。以姓
和縮寫來進行搜尋（例如
Garfield e*）。

參考文獻
點選參考文獻數量，進入查
看參考文獻。

摘要
期刊提供之摘要（1991迄
今）。

作者關鍵字與擴展關鍵字
作者關鍵字皆列入索引並可
被檢索。擴展關鍵字是從參
考文獻的標題中擷取出的字
與詞。

通訊地址
作者通訊地址皆列入索引並
可被檢索，若有提供作者電
子郵件網址，也會再列入另
外紀錄。常見地址單字可能
以縮寫方式呈現（Univ、
Coll、 Hosp等等。）

贊助資訊
贊助機構、津貼數字、贊助
承認書內文也可被檢索（
2008迄今）。

ResearcherID
ResearcherID是由
www.researcherid.com取得，
取得的資 料 皆 有 列 出並 可 被
檢索。

被引用次數
顯示每筆資料被引用的次數，包括在Web of Science
中的引用次數，以及Web of Knowledge(包括Web of
Science、Biosis Citation Index、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所有被引用成功的紀錄皆會列
入次數計算，不會受到您的檢索條件限制。

參考文獻
所有參考文獻皆列入索引並可
透過Cited Reference Search
進行檢索，點擊完整資料中的
“References＂可以連結瀏覽
被引用的參考文獻資料。

相關資料
點擊Related Records查看其
他引用相同參考文獻的文獻。

點擊文章的標題可以檢視
完整的資料內容。
無法連結的文獻
無法連結到完整內容的文獻，會以一
般字體顯示，無法連結的文獻包括：
在Web of Science中未被編入索引
的資料。
在您的檢索限制年代以外的期刊資
料。
不同形式的引文資料。

參考文獻
會顯示Web of Science中最新
的引用數字，在可連結的狀況
下，可以連結至全文資料。

檢索結果摘要
結果排序
可由出版日期（預設）、引用次數、來源，以及第一位作者
等重新排序。

點擊文章標題
可檢視完整文獻紀錄。亦可連結至完整的全文資
料（需指定）。

篩選檢索結果
使用篩選選單整理您的檢索結果，得到前一
百個主題領域、期刊名、出版年、作者，或
是贊助機構。

輸出檢索結果
可將結果輸入至書目管理軟體如EndNote、EndNote Web，
或Reference Manager。或者儲存文字內容、Email，或是加
進您的臨時標記清單中，至多可加入五千筆資料。

製作引用地圖

引用地圖
按此建立引用地圖，引用地
圖可讓您查看往前或往後兩
個層級的引用資料。

改變外觀
改變引用地圖的顏色、排序，以
及每個結點的內容展示方式。

自由操作引用地圖
點擊並拖曳結點以移動您的地圖
。游標移動到任一結點上，便可
顯示其他出版資料，引用地圖下
方的分格中會顯示您選擇的結點
中的資料概要，並且列出地圖中
所有的資料。

引用報告
建立引用報告
可在低於一萬筆檢索結果當中
，建立您的引用報告。點擊結
果摘要頁面中右上方的連結，
或是從Marked List中建立引用
報告。

引用報告可以由結果當中建
立實用的產量與產值表格
‧每年的出版文章數
‧每年的引用次數
‧H-index(至少有N篇文章被引用
了N次)
‧總被引用次數
‧平均被引用次數
‧引文數量

個人化功能

建立一個Web of
Knowledge檔案以…
‧儲存檢索
‧建立檢索追蹤服務
‧建立引用追蹤服務
‧建立一個Endnote Web Library
‧建立專屬的個人帳號ResearcherID

點擊“Sign in＂註冊一個
Web of Knowledge個人檔案。
點擊“Search History＂檢視
您的全部檢索紀錄。

點擊“My Citation Alerts＂或“My Saved
Searches＂，可管裡您的檢索與追蹤資料。
執行任一儲存檢索
更新追蹤資訊（Search Alerts可維持24
周，Citation Alerts可維持一年。）
變更您的追蹤設定
建立一組RSS Feed
*Search Alerts會根據您的最後一次的檢
索歷程建立，並可持續運作24周，在追
蹤服務期滿終止前兩週會通知您，已終止
的追蹤資料將會繼續紀錄在您儲存的檢索
中，直到您手動刪除為止。

管理結果
EndNote Web
在您個人的EndNote Web
Library中可儲存上至10000筆
的參考資料。使用EndNote
Web您可從全球的圖書館目錄
與線上資料庫中，收集到您需
要的資料。從Web of
Knowledge輸出的資料，只要
還存在您的個人圖書館之中，
就會一直標示EndNote Web
的圖像。
使用EndNote Web中強大的
Cite While You Write功能，
將參考資料與書目格式加到您
正在撰寫的文章中。一旦您建
立了自己的EndNote Web
Library，您就可以隨時連上，
不論是從您的Web of
Knowledge檔案，或是到
www.myendnoteweb.com，
輸入您的Web of Knowledge
使用者帳號密碼。EndNote
Web可以完全與EndNote的資
源整合。

分享

組織

收集

與任何EndNote Web
的使用者分享您的參
考資料群組。

使用“群組＂分類
您的資料。

到“Collect＂開始
檢索來自全球的圖
書館目錄。

QUICK REFERENCE CARD - WEB OF SCIENCE

ResearcherID

ResearcherID是一個線上的免
費公用空間，可註冊一組
ResearcherID號碼並且建立個
人的帳戶。您的ResearcherID
檔案可以儲存您的機構協會、
研究興趣，以及您出版品的
清單。Web of Science中的
出版品資訊皆有即時的引用
資訊（每週更新），並且包括
了可連回原本文獻的連結。一
旦您增加了您在ResearcherID
中的出版品資訊，您的
ResearcherID帳戶便會自動與
您在Web of Science中的出
版品作連結，在您的ResearcherID
帳戶中建立一筆可以直接連至
Web of Science資料的連結。
點選“Citation Metrics＂連結，可以查看ResearcherID
紀錄中所有的引用圖表，例如H-index，單筆資料的平
均被引用次數。

幫助
在任何頁面中點擊Help按鍵，即可檢視詳細的功能介紹，以
及詳細的搜尋技巧與範例。
隨時得到Web of Knowledge的動態，請至：workinfo.com
與您所在地區的技術服務據點聯絡，請至：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support/
與教育訓練團隊聯絡，請至：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info/contracttraining/
Science Head Offices
Americas
Philadelphia +1 800 336 4474
+1 215 386 0100

獲得即時的紀錄，並且進行即時線上訓練，請至：
thomsonreuters.com/products_services/science/training/

Europ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London
+44 20 7433 4000
Asia Pacific
Singapore
Tokyo

+65 6775 5088
+81 3 5218 6500

For a complete office list visit:
science.thomsonreuter.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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