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r profile

客戶支援服務

您的個人資料區功能簡介：

您若需要任何進一步協助，請與Emerald客戶服務部聯絡
E-mail: support@emeraldinsight.com

Your marked lists 您的標記清單
您可以在標記清單編輯頁面中，檢閱、設定及管理您的
標記清單。

常見問題
Q. 我如何在家中進入Emerald網站
A. 如果需要由家中進入網站，請洽詢貴單位圖書館員，說明如
何在校園外進入Emerald。
Q. 何謂Emerald EarlyCite?

Digests and newsletters 文摘與時事報導
在文摘及時事報導頁面，註冊及管理您的訂閱。Emerald
每週發布電子郵件文摘，提醒您每周出版雜誌期刊概要。
我們同時還有不同主題的時事報導。

A. Emerald出版前線上服務，讓您在正式發行前即可取用期刊
文章。
Q. 何謂Emerald Backfiles?
A. 包含120份以上的期刊，由第一份卷期開始，68,000篇PDF

格式的文章可供您搜尋。進一步資料請至：
Table of contents alerts 目錄提醒
在目錄提醒頁面，註冊及管理您的提醒。訂閱您挑選期
刊的目錄提醒後，最新一期發行時，立即將內容頁面以
電子郵件發送給您。

http://info.emeraldinsight.com/backfiles
Q. 如果我想要用軟體工具出版及管理書目的話，該怎麼做？
A. 您可以在 “Your Profile”標記清單功能中，下載ASCII格式的

參考書目。
Q. 我該如何購買文章？
A. 註冊“Your Profile”帳號後，即可購買單篇文章。

Your favourites 您的最愛
您可以在您的最愛頁面編輯您的最愛清單。點選標題後
即可儲存您喜愛的期刊和書籍。選擇 “加入最愛”，
就可以讓您直接進入最新一期雜誌，或書籍清單。

http://info.emeraldinsight.com/products/subs/
article_purchasing_guide.doc 了解如何購買全篇文章。
Q. 我要如何取得我購買的文章?

傳送給您。

在儲存搜尋提醒頁面，管理您的提醒。
搜尋將自動執行，並將結果以電子郵件發給您。

逐步指南

或者您可以前往：

A. 在您購買後，文章將立即以PDF或HTML格式透過電子郵件

Saved search alerts 儲存搜尋提醒

Step-by-Step Guide

在一強大的整合性平台上
存取電子期刊、電子書以及其他資源
www.emeraldinsight.com

Q. 我可以透過電話來訂購嗎?
A. 很抱歉，Emerald並未開放電話訂購。如果您有任何上網購

買的問題，歡迎洽詢我們的客服團隊，以便協助您完成訂購。

Research you can use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大中華暨東南亞區營運總部
聯絡電話: 業務部 +886 2 8786 0601 分機 888
電子郵件: salestw@ebsco.com
公司網址: www.ebsco.com; www.ebsco.com.tw

登入
Login

搜尋及瀏覽貼心小提示：
Tips on searching & browsing:

前往：www.emeraldinsight.com
Go to:
www.emeraldinsight.com
輸入您的帳號及密碼

Selecting the “My Subscribed Content” option on

Enter your
password
and
username

在進階選項或瀏覽，選擇“我的訂閱內容”選項，結果將會僅出現
Advanced Search or Browse returns only the results of
你可完全選讀的內容。

the content to which you have full access.

搜尋
Search
for
• 在“搜尋”下方的搜尋框輸入關鍵字元或字詞
•
Enter your word or phrase in search box under “Search
•for”使用下拉清單指定搜尋內容形式
• 選擇“進入”

When searching, try to avoid common words in isolation.
搜尋時，盡量避免使用通俗單字。
For example, searching for “management” will return
例如：搜尋“管理”的話，將出現115,000篇以上雜誌文章。盡可
over 115,000 journal articles. Use more than one word
能使用一個字以上搜尋。

•
Use the drop-down menu to specify the type of content for
which you are searching

進階搜尋
•
Select “Go”.
• 在左列清單中選擇“進階搜尋”
•Advanced
使用頁頭標籤，指定搜尋內容形式
search
• 在“搜尋”下方的搜尋框輸入關鍵字元或字詞
•
Select “Advanced search” on the left-hand menu
• 選擇搜尋類別，以縮小搜尋範圍
•• 自“所有”、“任何”、或“片語”中設定搜
Use the tabs on the top of the page to specify the type of
content for which you are searching
尋選項

•

Enter your word or phrase in search box under “Search

where possible.

•

Search results are organised by content type:

搜尋結果將以內容形式排序：
－雜誌– Journals
－書籍– Books
－書目數據庫
–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網頁

From your results page you can carry out a new search,
•• 您可以在搜尋結果頁面，繼續新的搜尋，修
modify your search or save your search (see Your Pro le
改您的搜尋或儲存您的搜尋。
for information on saved searches).
（請參考Your Profile瞭解如何儲存搜尋）。

搜尋任何(Any)－搜尋用戶輸入的任何字元

搜尋結果
Example:
例如：

Example:
,例如：
words
but not necessarily together

both
If
the
search
is
two
words,
then
the
results
will
contain
若搜尋二個字元，將有二個各包含一個字元的搜
Any
any
– Searches
word(s)
entered
on by the user.

如果您想要閱讀指定雜誌或書籍系列，或在特定

Use “Browse”, if you would like to view the content of a
主題領域內找尋雜誌/書籍系列，可使用“瀏覽。
speci
c journal or book series or nd journals/book series in a
您可以用下列方式瀏覽雜誌、書籍系列、評論及
particular
subject area.
精選摘要（書目數據庫）：

You can browse journals, book series, reviews and abstracts
(Bibliographic database) as follows:
•• 在左列清單的“瀏覽”選項下，選擇“書籍或
Under the “Browse” option on the left-hand menu select
雜誌”或“書目數據庫”
either “Books & Journals” or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 “書籍或雜誌”標題按照字母排序，您也可以
“Books & Journals” titles are listed alphabetically and you
依分類主題，取得相同頁面
can also browse by subject as the taxonomy is accessible
• 當瀏覽“書目數據庫”時，會同時顯示Emerald
on the same page
•

檢閱及Emerald精選產品結果

When browsing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both Emerald
Reviews and Emerald Abstract Products results are listed.

– Site pages

for”
搜尋所有(All)－搜尋用戶輸入的所有字元
例如：
wish
to search
•ne your
Re
search by selecting the
若搜尋二個字元，搜尋結果將包含這二個字元，
•
Select your search option from “All”, “Any” or “Phrase”:
但未必二字相連
All
all
– Searches
words
entered
on by the user.

瀏覽
Browse

Search results

尋結果

Example:

搜尋片語(Phrase)－以輸入順序搜尋準確片語
If the search is two words, then you will receive results for each

individual word

布林邏輯運算(Boolean operators)
按更多選項進入布林邏輯運算：
Phrase
– AND－結果包含所有輸入字詞
Searches
phraseon the
in the order in which
•exact
it• isOR－結果包含任何一個輸入字詞
entered.
• NOT－結果包含一個但不包含另一個字詞
• 您還可以限定您搜尋的出版年份
Boolean
operators
• 若要包括“EarlyCite”及舊檔資料(Backfiles)，點選對
應框格
Click on more options to access the Boolean operators:
• 選擇“搜尋”

•AND
all
– results
of
the terms
contain
entered

您已取用本項目

You have access to this item

舊檔資料

Back
les

Earlycite

Earlycite

僅顯示精選

•OR
any
– results
of
the
one
terms
contain
entered
one
•NOT
–term
results
but contain
another

圖示說明
Icon key

Abstract only

do not contain

•
In addition you may limit your search by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

To include “EarlyCite” and Back les, tick the relevant box

•

Select “Search”

This book/journal has been added to your

本書籍/期刊已加入“您的資料”頁的
“Favourites” page managed within “Your
“您的最愛”中
Pro 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