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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與SDOL介紹



樹下老人 Logo 很眼熟嗎？
• 1620年Elsevier的logo原始初稿首度誕生

• 榆樹 & 葡萄藤：象徵出版的豐碩智慧

• 老人：象徵研究的學者

• Non Solus：

• 為拉丁字－原意為Not alone（研究不孤獨）

• 意涵：研究學者（老人）與 出版成果（榆樹）需
相輔相成而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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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Direct 為Elsevier的全文資料庫平台名稱，簡
稱SDOL



• 索引、摘要、全文（期刊、手冊、叢書、參考工具書）資料庫

• 包含超過 3,500 種期刊和 19,000 本電子書

• 收錄資料主題涵蓋：農業、生物、生化、基因、分子生物、免疫、微生物、化
學、化學工程、醫學、藥學、製藥、牙醫、獸醫、電腦科學、地球與行星科學、
工程、能源、技術、環境科學、材料、科學、數學、物理、天文、管理、會計、
心理學、商學、經濟、經濟計量、財務、社會科學、藝術與人文等。

• 透過 CrossRef 連結，連接超過 300 家其他供應商平台上的全文

• 線上查詢、瀏覽、列印、下載所需論文，並可E-mail與匯出書目資料至論文管理
軟體（如：EndNote、RefWorks、ProCite 等）

• 搶先瀏覽多數經過同儕審查後預定出版紙本之期刊文章（Articles in Press）

• 強大的個人化服務功能（新知通報：期刊卷期、檢索策略與主題新知）

ScienceDirect（SDOL）
簡介及其功能特點



首頁與瀏覽



首頁

快速檢索欄位

進階檢索連結

學科領域分類

字母順序排列

所有期刊電子書明細

免費電子期刊連結 前25篇最熱門下載全文 最新穎文章連結



瀏覽

學科次分類

按字母順序排列

期刊、書籍分類

使用權限顏色分類

綠色: 可下載全文

橘色: 免費期刊

灰色: 無訂購, 無法下載全文

使用權限

- Subscription & 
Complimentary 已訂購期
刊可看全文

- Open Access journals 免
費期刊, 不限是否有訂購都
可以下載全文

- Contains Open Access 部
份卷期為免費全文



瀏覽功能－期刊頁面
呈現期刊卷期索引與該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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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期索引在畫面左側易於快速切換於不同卷期間

經同儕審查後，可線上瀏覽預計發行紙本文章的全文

文章編輯整理
-Email
-Export: 匯入Mendeley或其他
書目管理軟體
-PDF Download: 一次下載20篇
文獻並且客製化檔名

期刊相關介紹、線上投稿系統

追踪最新卷期(需登入個人化帳密)



瀏覽功能－書籍頁面
呈現書籍章節內容

新增此電子書介紹, 以便快速獲
得此書內容

預覽次章節



檢索功能介紹



快速檢索-文獻

- All fields欄位輸入任意關鍵字
(兩個單字, 請輸入””)

- Journal/Book title: 刊名書名
- Author: 作者姓字

檢索結果依以下分類，做限制搜尋
-文獻類型(Publication) ; 
-刊名書名(Journal/Book Title); 
-Topic (關鍵詞彙);
-年代(Year)

輸入第二
個關鍵字，
做第二次
的限制查
詢



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

可限制學科主題、年代範圍

預設的All Sources可一次查找Journals、
Books；另可查找Reference Works與
Images

選擇AND, OR, AND NOT

限制欲查詢的關鍵字
在文章哪一部份做搜
尋。選擇Abstract, 
Title, Keywords欄位，
表示欲查詢的關鍵字，
在文章的摘要/標題/
關鍵字部份搜尋。



檢索結果依以下分類，做限制搜尋
-文獻類型(Publication) ; 
-刊名書名(Journal/Book Title); 
-Topic (關鍵詞彙);
-年代(Year)

輸入第二個關
鍵字，做第二
次的限制查詢

Save this search: 儲存檢索
結果 ; Save as search: 檢索
條件下的新文獻通知

文章編輯整理
-Email
-Export: 匯入Mendeley或其他
書目管理軟體
-PDF Download: 一次下載20篇
文獻並且客製化檔名

檢索結果畫面



書目管理軟體- Mendeley

可自動匯入Mendeley, 請先申請Mendeley免費帳號密碼

點選Save to 
Mendeley , 登入
帳號密碼

此畫面顯示這些
檢索結果都已成
功完成匯入



一次下載20篇PDF檔，
並客製化檔名

Preview（預覽），
不用另開新網頁即可
預覽摘要、圖表與參
考文獻

Recommended articles 推薦文章與
有關聯的參考書籍

QUOSA: 一次下載多篇文章並客製化檔名



1. 請先勾選要下載的文獻
2. 再點選Download 

multiple PDFs

自動命名功能，文獻可設定依照作
者名、出版年份、文章標題、期刊
名稱等組合命名。

客製化檔名選單
客製化檔名關鍵
字：您可輸入方
便您管理文獻的
縮寫，還可以指
定縮寫在檔名的
位置，Prefix：
縮寫放在最前面；
Suffix：縮寫放
在最後面。

預覽檔名

QUOSA 操作畫面



•PDF：下載全文

•Export : 匯出書目資訊至
書目管理軟體

•More options：

文章本文

- 同時瀏覽次數多的文章
( Recommended articles )

- 此文獻被引用次數與被引用
文章書目資料( Citing 
articles )

文
章
架
構

顯示更多作者資訊

圖
表
縮
圖

網頁版文章

- 相關參考文獻 ( Related 
reference work articles ) 此
文獻在社群媒體討論情況



點選左側縮圖後，
圖片便會放大至
中間 在圖片右下角的Figure options: 

1. View workspace: 可在右側
workspace(工作區)瀏覽

2. Download full size image: 下載圖
片檔

3. Download as PowerPoint slide: 
直接開啟PPT

文章內圖片儲存編輯



文章內表格儲存編輯

點選左側縮圖
後，表格便會
放大至中間

在表格右下角的table options: 

1. View workspace: 可在右側workspace(工作區)
瀏覽

2. Download as CSV: 直接開啟Excel

小叮嚀：表格裡有非英文字母字元，請務必先以記事本 Notepad (.txt) 儲
存後再另存新檔 ( save as)， 將Encoding改為UTF-8後儲存，再以excel

開啟，才能顯示特殊字元。



善用個人化功能

浩翰如海的文獻，每日增加，如何能確保時時掌握最新且
相關的文獻?

核心期刊的出版動態
Volume / Issue Alert
期刊卷期新知通報

與自己相關的研究主題文獻發表 檢索策略新知通報
Create Search Alert

Topic Alert

主題新知通報

研究新生，如何培養對主
題領域的各文獻的了解?



先登入或註冊個人化帳密

登入畫面

註冊畫面

密碼為5-20個英文字母與數字組合



設定卷期新知通報
（Volume / Issue Alerts）



設定檢索新知通報（Search Alerts）

在檢索結果頁可設
定檢索新知通報

可命名新知通報、電郵與更新頻率



在檢索結果頁中儲存檢索

永久儲存檢索結果（Save this Search）

儲存完畢的檢索結果

從Advance Search頁
面最下方，點選

Recall history , 選擇您
之前儲存的檢索結果



設定TOP 25 Alerts

首頁中間，可進入到TOP25
的設定頁面



設定TOP 25 Alerts

全球熱門下載前25篇文章！

輸入email後即可依您選擇的
學科或期刊通知您



Search alerts - 檢索策略新知通報

Manage my alerts

Topic alerts - 主題新知通報

Journal/book alerts  - 期刊卷期新知通報



Q & A 問題與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