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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Mendeley?

https://www.mendeley.com/

Reference

Manager

有效掌握您的
研究

Research

Network

學術研究網路

DataSets

分享並發現數
據集

Careers

工作機會
Funding

連結到世界的
研究贊助機會

您可以輕易組
織, 搜尋您個人
的圖書館, 替文
章做註解, 並在
寫作的時候做
引用

超過6百萬的研
究者使用
Mendeley分享
想法, 查看在他
們所屬領域的
新消息, 並討論
重要發展

Mendeley資料
數據是一個安
全的雲端儲存
庫. 在這邊, 您
可以存放您的
數據, 確認它們
非常容易分享, 

取用,並引用,

不管您在何處.

在這邊您可以
搜尋到174,043

個有關科技的
工作機會
(20180608為止)

找到正確的機
會去發表您的
研究. 我們會從
超過2000個機
構中分類出及
時, 相關的贊助
資訊

一個免費的研究流程與學術網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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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個人版 vs. 機構版

https://www.mendeley.com/reference-management/institutional-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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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時何地皆可存取您的研究

https://www.mendeley.com/

手機版桌機版網路版

雲端儲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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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登入 Mendeley

https://www.mendeley.com/

1

2

3

• 如果您有
ScienceDirect, 

Scopus, Scival帳密, 可
以該組帳密登入

• 如果無以上任何或
Mendeley帳號, 請新增
帳密(Creat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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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

Reference Manager

有效掌握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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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板-概覽

https://www.mendeley.com/

https://www.mendeley.com/download-desktop/

左邊的部分是概覽, 可區分成
1. Mendeley

2. My library

3.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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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板- 匯入文章

https://www.mendeley.com/

您可以加入在電腦裡的文章
您可以加入在電腦資料夾裡的所有文章藉由Import, 您可以匯入從
EndNote, Refworks, Zotero等匯出的書目資料
藉由Export, 您可以匯出書目資料

1

2

1

2

3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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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板- 匯入文章

https://www.mendeley.com/

6

5

5

6

您可以定義一個在電腦中的”Watch Folder”, 意思是說只要該資料夾有任何
新增文章, 該新增文章會自動加入Mendeley

您可選擇不需要的文件並刪除
您可以重新命文件檔案名稱(需有pdf檔)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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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板- 匯入資料

https://www.mendeley.com/

透過Drag&Drop(拉跟丟),您可以輕易的將文章

從電腦放入Mend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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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板- 檢查資料細節

Mendely系統會詢問您資料是否正確, 若您發現資料不齊全的時候, 可先透
過Mendeley Catalog做初步搜尋
輸入DOI, PubMed, 或 ArXiv ID, 點選放大鏡, 讓Mendeley幫您補齊正確的
資訊

匯入資料可能不完全的時候~~~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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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板- 檢查資料細節

您也可以選擇手動增加書目資料

匯入資料可能不完全的時候~~~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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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Web Importer -匯入資料
https://www.mendeley.com/reference-management/web-importer#id_1

以Google Chrome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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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Web Importer -匯入資料
以Google Scholar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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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Web Importer -匯入資料
以Google Scholar為例,  查看網頁版Mend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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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Web Importer -匯入資料
從ScienceDirect個別文獻中藉由Save to Mendeley匯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0500521183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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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Web Importer -匯入資料
從Scopus中藉由匯出Export匯入

https://www.scopus.com/results/results.uri?numberOfFields=0&src=s&clickedLink=&edit=&editSaveSearch=&origin=searchbasic&authorTab=&affiliationTab=&advanced

Tab=&scint=1&menu=search&tablin=&searchterm1=Stem+cell&field1=TITLE_ABS_KEY&dateType=Publication_Date_Type&yearFrom=Before+1960&yearTo=Present

&loadDate=7&documenttype=All&accessTypes=All&resetFormLink=&st1=Stem+cell&st2=&sot=b&sdt=b&sl=24&s=TITLE-ABS-

KEY%28Stem+cell%29&sid=c0b4a43760909ff7bdefe127fb26ea1f&searchId=c0b4a43760909ff7bdefe127fb26ea1f&txGid=5aaf79cd463bbb76c0d4560ce5fc9319&sort=

plf-f&originationType=b&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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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以下資料夾分別代表
在圖書館內所有文章
最近(兩周)新增
最近所閱讀的
我的最愛
資料需要審核

作者/文章標題/出版年份/出版來源刊物/新增日期
可點選並依此排序

我的最愛
未讀
附帶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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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Create Folder 您可以根據不同主題編列不同
的資料夾
Unsorted 尚未被歸類在其他資料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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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可以針對文獻,作者, 來源出版物, 年份, 備註
搜尋文章
也可以單獨在資料夾中搜尋

Clear 清除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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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您可以根據不同的主題設置標籤, 並可以根據
關鍵字, 作者名稱, 出版物, 標籤名等過濾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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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透過File Organizer,  您可以有組織的下載您
圖書館內的PDF檔文獻

選擇您要存放在電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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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查詢是否有文獻重複, 若有重複, 可選擇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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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您也可以透過Mendeley Web Catalogue搜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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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文獻重點註記

在該文中做關鍵字查詢
字體以黃色表示

選擇內容 移動畫面 做註記 重點標示 標示顏色

匯出註記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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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匯出有注釋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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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文獻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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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文獻引用

輸入關鍵字如作者年份等, 選擇所用引用文章. 

如忘記細節, 可至Go to Mendeley查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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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文獻引用

如果有任何需要手動的地方, 可利用
該功能並另存新檔.在新檔執行手動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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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文獻引用

如果發現引用格式有問題, 可
以藉由更改管理設成
English(US)模式更正成正確
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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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文獻引用
透過引用格式選項更改成需要的格式, 

一旦選定格式, 所有引用資料格式會更
著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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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文獻引用

透過引用格式選項更改成需要的格式, 一旦選
定格式, 所有引用資料格式會更著連動

裡面建置超過6000種引用格式可供使用
如果要建置新的引用格式, 請參考http://csl.mendeley.com

http://csl.mende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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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桌機版- 文獻引用

可搜尋您想要的格式, 若無, 可透過CSL內建客
製化格式

http://csl.mendeley.com

http://csl.mende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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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匯入文獻, 建立新資料夾, 手動更新書目資訊, 

匯入 Endnote, RIS, BibTex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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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管理你的圖書館
點選所需文獻

選擇內容 移動畫面 做註記 重點標示 標示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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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搜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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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參加群組

建立群組, 並設定是否公
開或私密, 並邀請成員

透過左邊群組, 可看到自己建立, 參加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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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建立群組
需分享的文章可以直接透過拖曳的方式放
入該群組

在私人的群組, 組員可分享彼此備
註過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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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

Research Network

學術研究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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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建立個人檔案

跟其他研究者分享你的
研究成果

可連結到Scopus文
獻產出與ORCID個
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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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建立個人檔案

跟世界推廣你的工
作跟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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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建立個人檔案

可將您出版的文獻放在”My Publications”, 其他使用者
可透過您在Mendeley的個人檔案或是Mendeley Web 

Catalogue看到該篇文章而跟您有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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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搜尋追蹤作者檔案

可透過搜尋人名, 搜尋該作者並加以追蹤該作者的更新資
料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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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網頁版- 作者檔案Stats

藉由Stats, 作者可以快速了解自身
作品的影響力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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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資訊設定

https://www.mendeley.com/

1

3

• 如果您有
ScienceDirect, 

Scopus, Scival帳密, 可
以該組帳密登入

• 如果無以上任何或
Mendeley帳號, 請新增
帳密(Create Account)

2

可選擇您的學術職業跟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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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

DataSets

分享並發現數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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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Dataset 數據集

https://www.mendeley.com/

儲存,分享, 與搜尋相關研究數據集

在Mendeley, 您可以索引到以下公開資料庫的資料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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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Dataset 數據集

https://www.mendeley.com/

1

2

設定是否公開
與分享權限

上傳數據集, 最大至2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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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

Careers 工作機會
Funding 連結到世界的
研究贊助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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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Career 工作機會

https://www.mendeley.com/

研究者可以根據自身領域與所在位置找到適合的工作
機會; 學校機構可以在此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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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eley Funding 研究贊助

https://www.mendeley.com/

研究者可以在這邊找尋適合自己計畫的研究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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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ndele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