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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課程目標 
1. 了解學校理工學院電子資源使用狀況 

2. 認識科技工程必備的電子資源: 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 
1) 涵蓋領域 
2) 文獻類型 

3. 示範 IEEE Xplore® 平台功能 
1) 瀏覽功能 
2) 檢索功能 
3) 個人化設定 

 



3大關鍵收穫 
1. 正確使用合法授權的參考文獻 

2. 跟著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掌握415+萬篇學術
與產界權威資訊，與國際接軌： 

１) 期刊雜誌 2)會議論文 3)技術標準 4)電子書 

3. 運用平台３大功能，協助縮短資料搜尋時間，進而提升
研究質量： 

1) 瀏覽功能：單一平台，得到多元訊息 

2) ５種檢索功能：輕易從茫茫大海找到你的針 

3) 個人化設定：為自己建立專屬的IEEE Xplore®平台 

 



IEEE Xplore®全文電子資料庫 



組織 

IEEE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台灣-IEEE Taipei section 台北分會 
         IEEE Tainan section 台南分會 
 
IET 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VDE 德國電氣工程師協會 
(Verband Der Elektrotechnik) 
 
貝爾實驗室 

簡報者
簡報註解
AIEE美國電機工程師協會 +IRE無線電工程師協會= IEEE 1963 IEEE是世界上最大的專業技術組織之一，1並擁有39萬會員。除設立於美國紐約市的總部以外，亦在全球150多個國家擁有分會，其每年均會發表雜誌、學報、書籍



IEEE Xplore®平台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最完整最具價值的參考資料庫   

科技相關領域資料量最大 

領域涵蓋最廣 

文獻被引用次數最高 

專利申請最常被引用 

使用需求年年攀升 

 

www.ieee.org/ieeexplore 



科技相關領域資料量最大 
 

1/3 
IEEE提供超過全世界的三
分之一電機工程與資訊工
程相關領域研究文獻。 

 



RENEWABLE ENERGY 

所有科技相關的領域都在IEEE Xplore®  
 
 

SMART GRID 

AEROSPACE COMMUNICATIONS 

OPTIC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AGING 
SEMICONDUCTORS 

CIRCUIT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LTE WIRELESS BROADBAND 
ELECTRONICS 

NANOTECHNOLOGY 

CLOUD COMPUTING 



22 of the top 25   journals in 電機電子工程 
14 of the top 15   journals in 通訊科技  
  3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自動化與控制系統 
  3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計算機科學、硬體與架構 
  3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控制理論 
  3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人工智慧 
  2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影像科學及圖像科技 

IEEE Xplore® : 論文引用率第一 
Thomson Reuter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by Impact Factor 

 
IEEE publishes : 

Based on the 2015 study released June 2016 
More info: www.ieee.org/citations 

 

The Thomson Reuter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presents quantifiable statistical data 
that provides a systematic, objective way to evaluate the world’s leading journals. 



IEEE Xplore® ： 專利申請引用率第一 

全球前40大專利研發
機構引用文獻來源： 

IEEE 五度蟬聯第一 

1790 Analytics LLC perform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cience references from top 
patenting firms. 

 

• 被引用次數超過其他出版
單位的三倍 

• 1997年至今專利被引用次
數增加896%  

• 科技文獻在專利申請時的
重要性節節攀升 

• IEEE 文獻對創新者的影
響力持續增加 

IEEE 引領美國專利發展 
前40大專利機構最常引用的出版單位 

Based on number of references to 
papers/standards/conferences from 1997–2015 



IEEE Xplore® : 全球使用量不斷攀升 
每月平均將近900萬文獻檔案被下載 

Source: IEEE Xplore Internal Usage Stats 

全球下載量:台灣第四 

#2 USA  

#3 India  

#4 Taiwan  

#5 Korea  

 
 #1 China 

Data year e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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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Xplore® 平台收錄內容  



收錄資料類型 

IEL allows you to access: 
[期刊雜誌] Journal & magazine 

[會議論文集] Conference publication 

[標準規範] IEEE standards 

[電子書] Books & ebooks 

[線上學習] Education & Learning 



每個月新增20,000＋ 篇文獻 
 
 2016 新增內容 

 
—9本IEEE期刊，4,000 多篇

IEEE/IET期刊文獻 
 
—貝爾實驗室期刊 

 
—15,000 多篇會議論文 

 
—40多篇技術標準新增或修改 

 

  大數據‧數位光學 
   多尺度運算系統 
 

Content Enhancements New in 2015 New in 2016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更新2015內容



Content Enhancements 

IEEE /IET/ VDE會議論文科技的開路先鋒 
Content Enhancements 

每一年IEEE/IET/VDE 在全球舉辦國際會議，學術與業界專家齊聚一堂，
分享與討論各科技領域相關議題。 

 

 

  VDE 每年舉辦1,400+場國際會議 ，文獻總數超過230萬！  IEEE IET 

簡報者
簡報註解
Attendees at the first IEEE Women i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held in 2014. 



Content Enhancements 

貝爾實驗室期刊正式登入在 IEEE Xplore® 
Bell Labs Technical Journals:  

貝爾實驗室(Alcatel-Lucent)內部科
學雜誌。 
 

IEL用戶享有全文下載權限 

收錄92年以上創新研究(1922~precent) 

每年新增26篇文獻 

推薦領域: 通訊科技, 資訊工程, 工業相關
領域等 

 

New in 2015 



IEEE Xplore®平台功能 
www.ieeexplore.org 

 

http://www.ieee.org/


全新功能提升研究效率 

Mobile friendly 互動介面 

瀏覽功能 
文獻、主題瀏覽 
HTML全文瀏覽 

檢索功能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 
And more…..  

個人化設定 
新知快報 (Content Alerts) 
檢索結果通知(Searches Alerts) 
And more…..  
 



最新消息 

首頁總覽(A) 
顯示學校英文名稱 

檢索工具列: 
•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 
• Publication Search 出版品檢索  
•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索 
• Other Search Options 其他檢索 

瀏覽功能: 
• 依文獻類型 
• 依主題 

個人化功能登入 個人化功能 



點選不同欄位，觀看
文獻訊息。 
 
欄位依序為： 
• 期刊雜誌 
(Journals & Magazines) 
• 會議論文 
(Conference Publications) 
• 標準規範 
(Standards) 
• 電子書籍 
(Books & eBooks) 
• 線上課程 
(Education & Learning) 

首頁總覽(B) 

熱門檢索關鍵字 



瀏覽功能 



2種瀏覽功能(Browse) 
Platform Enhancements 

1.依照文獻類別瀏覽 
a) 書籍&電子書 
b) 會議論文 
c) 線上課程 
d) 期刊雜誌 
e) 技術標準 

2.依主題領域瀏覽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先說明文線類型後續會說明的報名



1. 期刊雜誌瀏覽 

期刊清單 
預先設定顯示筆數 

可輸入關鍵字查詢刊名是否有符合的資料 

依開頭字母順序查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更新畫面



期刊雜誌瀏覽 

依主題領域查詢，共有16種科技領域主題 



預先設定顯示筆數 

鍵入關鍵字搜尋 

左邊檢索欄位可以設定
年份/出版社/主題 

設定排序條件 



期刊雜誌瀏覽 

      

      

      
 主旨 

Impact Factor 期刊影響係數: 
分析期刊被引用狀況，以呈現其影響力的指標 

熱門文獻 當期出版 歷史文獻 期刊介紹 



連結至學會網頁 

     主旨 

 出版頻率 

期刊雜誌瀏覽－About Journal 



文獻下載 

期刊雜誌瀏覽－Current Issue 

點選文獻 



期刊雜誌瀏覽－Current Issue 

文獻名稱 

作者 圖檔 



      

期刊雜誌瀏覽－Citation Map 

查看參考書目 

被引用文獻 



期刊雜誌瀏覽－Current Issue 

            
PDF下載 

引用文獻下載 

簡報者
簡報註解
39 40 合併



2. 會議論文瀏覽 

 
會議論文清單 

主題領域查詢 

依開頭字母順序查詢 

在檢索欄位輸入關鍵字查詢 



3. 標準瀏覽 

 
IEEE技術標準清單列表 

依主題領域查詢 

依標準編號範圍查詢 



利用左邊檢索欄位篩選
標準的狀態/類型/主題 

現行 

歷史 



HTML 全文瀏覽(A) 
全新互動式閱讀，提升效率 



HTML 全文瀏覽(B) 
 

 
 
 

Platform Enhancements 

功能總攬: 

按下「Quick 
Preview」快速掌
握全文關鍵 

輕鬆瀏覽文章的每
個章節 

毫不費力地找到文
中的圖表、圖像、
數學公式、引用文
獻 、 關鍵字以及
各種多媒體檔案 

運用相關文章推薦，
增進研究成果 



HTML 全文瀏覽(C) 

Platform Enhancements 



瀏覽操作練習 

利用瀏覽功能 
找出IET出版期刊 “Networks”  
近期熱門文獻的標題為何? 



檢索功能 



檢索工具列: 

基本檢索 作者檢索 出版品檢索 進階檢索 其他檢索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排序可以依照 
• 出版新舊 
• 文獻引用程度 
• 專利引用程度 
• 字母順序 

可再次輸入關鍵字 

文獻類型 

所屬單位 

出版刊物 

標準版本 

出版商 

作者 

出版年份 

研討會舉辦地點或國家 



多重檢索範圍總結  
作者 所屬單位 

出版商 

出版品標題 研討會舉辦地點 

更加精確的搜索及利用更多選項來擴大結果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點選設定



顯示發表文章數量最高的
前25位作者 

作者檢索與分析 

查詢特定作者 :  
優先使用Last Name 

快速定位該領域專家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機構檢索與分析 

前25名
出版機構 

 

可檢索機構名、地
名和國家 

快速定位該領域的領先研究機構；深度了解該 
關注的研究機構，為申請學校和進入公司做準備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多重縮小檢索範圍 
了解哪些期刊、會議可能是投稿對象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 

2015 IEEE Fellow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周至宏教授 
For contributions to hybrid evolutionary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 



Publication Search 出版品檢索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索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重新更新版面



檢索工具列: 

Other Search Options 其他檢索： 
1) Command search 
2) Citation search 
3) Search alerts 
4) Search history  



Command Search  



Citation Search  



個人化設定 



個人化設定 

1. 新知快報 (Content Alerts) 
2. 檢索結果通知(Searches Alerts) 
3. 我的資料夾 (My Project) 可連至                       管理資料及社群                    
4. 搜尋偏好 (Preferences)    



免費申請帳號  



新知快報(Content Alert)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新知快報(Content Alert)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我的資料夾(My Projects) 
現在可透過IEEE Collabratec
社群平台來管理個人Projects 

點選文獻存檔
至Collabratec 

即可跳轉至Collabratec
管理個人Projects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檢索條件通知
(Search Alerts)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檢索偏好
(Preference)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檢索紀錄  
(Search History) 



TAKEAWAY 

使用IEEE Xplore® Digital library 文獻 

      -提升研究學習與國際俱進 

熟悉平台收錄內容 獲取更完整多元文獻訊息  

運用瀏覽、檢索、個人化設定功能提升工作效率 

 

 



 
了解更多 IEEE Xplore® 運用 

觀看線上教學影片: 
www.ieee.org/go/clientservices 

線上申請LIVE教育訓練: 
www.ieee.org/go/training 

體驗資料庫，請至: 
www.ieee.org/ieeexplore 

 

 
Contact us at service@hintoninfo.com 
基泰國際有限公司 學術部門 
 

The Bes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y Winner – - IEE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Student Branch (STB09551) ,UK&RI Section 

Platform Enhancements 

http://www.ieee.org/go/clientservices
http://www.ieee.org/go/training
http://www.ieee.org/ieeexplore
mailto:service@hintoninfo.com


感謝您的聆聽! 

如有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絡 
 
 
 
涵堂資訊有限公司 
E-mail:ｓｅｒｖｉｃｅ＠ｈｉｎｔｏ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Phone: (02) 2799-3110x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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