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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簡介 

此資料庫為一跨學科性、全方位的參考全文資料庫。其學科從生物、科學

到歷史、人文、法律社會學科皆涵蓋於其中。而收錄資料類型不僅於索引

摘要資料，甚而報紙、期刊全文、雜誌全文及即時之通訊資料收錄在此資

料庫中。重要的是，超過半數的期刊是經過專家審查通過的

(peer-review)，權威性不容置疑。 

InfoTrac OneFile 中收錄超過種的索引資料及超過 9,000 種的期刊索摘資

料，而全文期刊占有 5,000 多種，而主題分布如下所述： 

 Social science journals 社會科學類期刊 

 Humanities journals 人文期刊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科學與科技類期刊 

 National news periodicals 全國性新聞期刊 

 General interest magazines 一般雜誌 

 Newspaper 各類數位報紙 

收錄年限：1980年至今 

資料更新頻率：日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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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連線方式 

1. 利用瀏覽器(IE或是 NetScape)連線至圖書館電子資料庫之網頁。 

2. 選擇 InfoTrac OneFile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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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索主畫面及系統功能說明 

InfoTrac OneFile  檢索主畫面圖示如下： 

 

 
 

 

【功能選單】    【查詢主畫面】 

 

主畫面分布 INFOTRAC的操作畫面分為兩部分，左邊為功能選單，右邊為搜尋畫面。

在功能選單中，將列出與相關資訊的選項，以提供讀者一個快速的查詢環境，讀者可

以在數種選項中跳躍查詢，增加查詢效率。 

 

在搜尋畫面中所顯示的，即是由相對應的功能，如果讀者完成查詢，查詢結果將排列

於此。再讀者完成每一次的搜尋後，INFOTRAC將會把結果放在搜尋畫面的 History

下，讀者可以回過頭來查詢之前所查詢的資料，或在進階查詢中，對已檢索過的資料

做進一步的限制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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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索功能 

 Subject Guide Search主題檢索 

針對主題做檢索，與該主題相關的人、事、物的文章都會被檢索出來。檢索後將

會出現一個 subject guide，提供該主題的細分或相關主題等的列表，得以進

行更深入精確的主題檢索。 

 

如：希望找有關 Harry Potter對當今人文與社會的影響，則可利用主題檢索，

系統將顯示關於 Harry Potter的主題列表(注意：此主題是根據美國國會標題

法而製定的。) 

 
【在主題檢索模式中鍵入 Harry Po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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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所顯示者，為 Harry Potter 所相關一系列的主題列表，在每個主題後會

出現符合的檢索結果數量(例如： Potter, Harry 主題下有 11 篇文獻)；若

須再細分主題，可選擇 功能繼續細分直至所欲主題出現為主。如下

圖所示：例如：分析 Harry Potter；及 Harry Potter這本書對於社會的貢

獻及社會影響等…… 

 

 
【檢索結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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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 Search關鍵字檢索 

檢索時可選擇關鍵字是只出現在題名摘要部分，或是出現在全文中的任何部分。

此種檢索方式方便使用者，將全部有出現該關鍵字的文章，全部一網打盡。 

 

如：想找所有與知識管理相關的文獻，在關鍵字檢索模式下鍵入 Knowledge 

management ，系統共尋得 1,387筆以上與 KM相關的資料。 

 
【在關鍵字模式中鍵入 knowledge management】 

 

 
【系統共尋得 1,387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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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evance Search相關檢索 

檢索方式與關鍵字檢索相同，但由於關鍵字檢索有可能找到在文中僅出現一次該

詞彙，但該詞彙與全篇文章重點並不吻合的情況，使得檢索精確性大打折扣。因

此相關檢索在檢索結果的呈現上，會針對輸入詞彙所出現之欄位的重要性（如出

現於題名或於文章中僅出現一兩次），及詞彙的符合呈度（如 various 或

variable）進行評估該文章與檢索詞彙的相關百分比。檢索結果呈現時即是由

百分比高至低排列，以期使用者能快速準確地得到最相關的資料。 

如：想獲得與 KM相關之資料，在關鍵字模式中尋得過多的資料（1,387筆），因

此希望能找到符合率最高的 200筆資料。 

 
【在相關檢索模式中鍵入 Knowledge management】 

 
【系統自動顯示相關程度最高的 200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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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Search進階檢索 

在進階檢索中，InfoTrac提供了各種欄位，如題名、作者、刊名、主題等的檢

索。可單一欄位檢索，也可利用布林邏輯（and，or，not）進行跨欄位的檢索。 

 

如：希望尋得有關 KM與 library間的所有相關文獻，因此我們在進階檢索模式

中以 knowledge management為主題，以 library為 text word進行檢索

同時只搜尋全文(to article with FULL text) 

結果我們尋得 98筆相關文獻。 

 

 

【98筆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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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索結果利用 

檢索結果將以書目資料的條列呈現。可點選進入，瀏覽摘要或全文。 

 

 Mark List 
可藉由文章前方塊的點選，將需要的文章加以註記，並另外呈現，不需反覆瀏覽

所有資料。瀏覽資料時，只需點選 View mark list即可瀏覽所勾選之資料。 

 
【將需要的文章加以勾選註記】 

 

 
【點選 View mark list，即可瀏覽所有之前勾選註記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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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 
除了檢索結果，也可利用 Link功能，瀏覽更多相關資料。 

   －Othe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可連結至該篇文章所出現之期刊中其他的文章，類似該期刊的目次。 

如：我們找到一篇文獻，是由 Computer in Libraries 此本期刊所收錄，

而我們希望看到這一期該本期刊所有文章的目次摘要或及全文資訊，我們即可

點選 View other articles in this issue便可以看到。 

 

【點選 View other articles in this issue】 

 

 
【該期期刊中，所有文章的目次及全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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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 in this article 

可連結至與該篇文章相同主題或相關主題的文章。以擴大檢索範圍，例如：先

前瀏覽單一圖書館如何利用知識管理的文獻，發現有其他相關主題，如：

Knowledge management相關的會議、研討會論文集等資料，點選該一主題，

系統隨即將該主題下所有文獻篩選出來。 

 

【點選 Knowledge Management-Conferences, Meetings, Seminars】 

 

 
【所有與 KM相關的會議、研討會內容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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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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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ser Print 
點選 Browser Print以最經濟的方式列印，只列印出重要的書目及全文資料，

並不會印出不需要的瀏覽器畫面。 

 

【點選 Browser Print】 

 

   
點選 Browser Print 後，系統隨即出現瀏覽器之列印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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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bat Print 
點選 Acrobat Reader以 pdf的格式列印， 

1. 使用者端需有 Acrobat Reader ，並且有掛入（Plug in）瀏覽器中，則

使用者只需點選 Retrieve 即可以顯示 PDF格式的全文檔案。 

 
【直接點選 Retrive，即可以顯示 PDF格式的全文檔案】 

 

2. 使用者端需有 Acrobat Reader ，但是沒有掛入（Plug in）瀏覽器中，

則使用者則需先點選 Retrieve，系統會先將檔案下載，使用者在用

Acrobat Reader讀取 PDF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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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出現處置對話框】 

 

【選擇 Save File，後選擇存檔路徑即可】 

 

 

P. -  15



InfoTrac OneFile 使用手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飛資得資訊 

【開啟 Acrobat Reader讀取 PDF格式之全文】 

 

3. 使 用 者 端 並 沒 有 Acrobat Reader ， 可 至 以 下 網 址 直 接 下 載

http://www.adobe.com/products/acrobat 

 
 Posts Script 

讀者需要有完整的 Acrobat4.0，並且先用其中的 Distiller將歐.ps檔轉換

成.pdf 檔後再用 Acrobat Reader 讀取。或是使用其他專業讀圖軟體讀取檔

案。 

 

 E-mail 
將檢索到的資料 E-mail到自己的電子郵件信箱之中，如：檢索到一篇與反壟斷

法的文獻，並且希望將資料 E-mail到自己的信箱中。 

 
【在E-Mail Address:中鍵入自己的郵件信箱如：info@flysheet.com.tw  

在 Subject中鍵入希望的郵件主題如：linux】 

 

【在郵件匣中檢視所查得之文獻書目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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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值運用 

在 2002 年七月，Gale 與 Ingenda 合作，在 Gale 的資料庫系統中單一的

citation 可連結至 INGENDA 的電子期刊全文，增加了跨平台的資源的運用

性。 

八、其他檢索技巧 

 Wildcards 
（*）在字母後加上一（*）號，如 vege*，即可檢索出開頭含有 vege的字 

母，如 vegetable、vegetarian等。 

（?）在一個字中，可加入數個（?）號，如 psych????y，將可檢索出夾 

有與問號同多字母的字，如 psychology、psychiatry。 

（!）在一個字後加上（!），如 cat!，將可檢索出 cat後有一個字母或沒 

字母的字，如 cat、cats。 

 

 Logical 
即布林邏輯，利用 and、or、not做交集或聯集的檢索。 

 

 Nesting 
利用括弧，在一次檢索中可進行多次布林邏輯的檢索。 

如 (iraq or kuwait) and iran，將可檢索出 iraq and iran 或 kuwait 

and iran。 

 

 Proximity 
利用 Wn及 Nn的指令，可限制兩字之間，包含其他字彙的上限。 

如 family W2 values，在 family及 values兩字之間（values一定跟在

family之後），只能出現兩個或兩個以下的字。 

Nn則是相同功能，只是 family與 values的前後順序是可以調換的。 

 

 Range 
Range的使用，是利用一些字做時間的限制，如 since、after等。  

 

 Help 
在每一個檢索畫面，InfoTrac都提供了 Help的功能，除了可以瞭解該檢索模

式的使用方式，也提供檢索技巧（如 Wildcards、Nesting等）的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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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提供限制的條件，使檢索能夠更精確。 

     by date  

     限制檢索的文章是在某一特定期限內出版。 

     to the following journal(s) 

限制檢索的文章必須出自某一特定期刊。 

to entries containing the word(s) 

限制檢索的文章必須包含以下字串 

 

 History / Start over 

檢索過程的記錄，方便使用者回顧檢索的方式或結果。如需清除檢索歷史，只要

點選 Start over即可。 

 

 

Thomson Gale  台灣地區總代理 

飛資得資訊有限公司 

地址：台北市內湖路一段 91 巷 40 號 

電話：02-2658-1258 

傳真：02-265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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