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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在 Emerald Insight 
上搜尋內容？
平台的搜尋功能採用 MarkLogics 的強大搜尋
技術，提供快速準確的搜尋結果。演算法根據使
用者條件而定，回傳與搜尋詞最相關的結果。

1.  可以從 Emerald Insight 首頁瀏覽快速和進
階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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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搜尋 
emerald.com/insight

旨在根據您的搜尋條件快速提供初始結果， 
並可以進一步使用篩選器縮小搜尋結果。 

1.  在搜尋框中輸入您的想搜尋的關鍵字或詞
組， 然後按一下搜尋圖示。  

2.  搜尋框將始終保留在頁面頂部， 以便隨時執
行新的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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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搜尋
emerald.com/insight/advanced-search

當您尋找特定的內容時， 此功能允許您在初始
搜尋中輸入更多詳細資訊， 以便接收更符合搜
尋條件的結果。 

1.  在搜尋欄中選擇「Advanced search（進階
搜尋）」。 

2.  選擇一種或多種類型的內容進行搜尋。 

3.  輸入您的關鍵字或詞組。 您可以包含萬用字
元「*」。 詞組應加引號（例如， “clean air” 
或 “clean air legislation”）。 

4.  透過選擇要搜尋的欄位（全部、  標題、  摘要、  
投稿人、  DOI）來最佳化搜尋。 

5.  按一下「Add row（新增行）」以新增其他
搜尋詞。 

6.  使用下拉式選項瀏覽布林運算子：「與」、 
  「或」、  「非」。 

7.  使用「Date range（日期範圍）」進一步縮
小搜尋範圍。 

8.  套用「Access type（瀏覽類型）」篩選器
（所有內容、  已訂閱或開放瀏覽）。 

9.  按一下「Search（搜尋）」以執行進階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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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儲存您的搜尋 

為了儲存搜尋， 您必須登入到您的用戶個檔。 
當搜尋條件很複雜時， 儲存搜尋功能特別有
用。 這使您可以儲存結果以供日後再次檢視。 

1.  您可以按一下「Save this search（儲存此次
搜尋）」， 便能儲存任何搜尋結果。 

2.  可以透過頂部導覽列上的「Saved 
searches（已儲存的搜尋）」檢索和管理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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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 
所有搜尋結果均依照排序和篩選的標準方式顯
示， 因此您可以快速輕鬆的找到所需內容。 

1.  結果會根據您的搜尋詞按相關性自動回傳。 
您可以變更搜尋結果的順序， 並按日期排
序。  

2.  回傳的搜尋結果數量。 

3.  內容類型（文章、  書籍章節、  案例研究或簡
報）。 

4.  存取狀態（有存取權/無存取權，  開放存取）。 

5.  作者。 

6.  出版日期。 

7.  文獻題名。 

8.  快速存取連結（HTML、  PDF、  ePub、  
OpenURL）。 

9.  文章下載次數。 資料每 24 小時重新整理一
次。 

10.  Altmetrics 分數（文章等級定性資料）。 

11.  如果您的機構無權存取特定內容， 您將看到
此訊息。 請向您的圖書管員詢問是否有其他
存取選項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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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書目資訊 
單一下載 

1.  開啟內容並按一下位於書目下方單獨的
「Download as .RIS（下載為 .RIS）」
選項。  

批次下載 

您可以先選擇您需要的搜尋結果， 然後據此批
次匯出書目。 

2.  一次顯示 10、  20 或 50 條搜尋結果。 

3.  勾選核取方塊以選擇要下載的 .RIS 檔案。 

4.  下載功能會保持灰色。 勾選完成後， 文字
將變為綠色。 按一下 download .RIS（下載 
.RIS）。 然後， 您可以選擇儲存檔案、  在記事
本中開啟， 或將其直接傳送到書目管理軟體 
（如果已下載外掛程式）。 

1

3

2

4



搜尋指南 	 搜尋指南

縮小搜尋結果 

1.  使用頁面控制項檢視並捲動瀏覽結果。  

勾選畫面右側的選項，進一步縮小您的搜尋結
果範圍。

2.  存取權限
•  只限訂閱或透過相關許可能存取的內容。 

•  只限開放存取內容。  

3.  年份 
•  按出版日期縮小範圍 。  

4.  內容類型（從以下選項選擇）：
•  期刊文章
•  書籍章節
•  Earlycite（出版前）文章
•  案例研究
•  Expert Briefings

•  執行摘要 
•  圖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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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的內容顯示為 無法存取， 請與您的圖書管理員聯絡，  
可能有其他選項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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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覽內容 

期刊文章範例

1.  按一下「View summary and detail（檢視摘
要和詳細資訊）」按鈕， 便會顯示放大檢視
畫面， 包括： 

2.  完整摘要。 

3.  出版詳細資訊。 

4.  關鍵字。 點擊任何關鍵字即可再次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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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覽內容 

Expert Briefing範例

Expert Briefing有兩類關鍵字： 
1.  地理
2.  主題
相關主題關鍵字，使用者可以選擇或取消選擇
該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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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在搜尋結果頁面中， 有多種途徑可以存取內
容。  
1.  按一下標題會自動開啟 HTML 格式的內容。 

2.  按一下可用格式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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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1.  檢視作者和所屬單位的完整詳細資訊。 每個

名字均可點選以檢視其貢獻過的文章內容。  
2.  選擇期刊名稱以檢視目錄 (TOC) 頁面上的所

有卷數和期數。 

3.  出版日期。 

4.  以其他可用格式下載。 

5.  跳至內容中的各個部分。 

6.  結構化摘要。 

7.  側欄顯示您可能感興趣的相關文章，由 
Emerald 和其他出版商出版。

8.  關鍵字。 按一下任何關鍵字即可再次搜尋。 

9.  書目資訊。  

10. 文章的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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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章節
1.  檢視作者和所屬單位的完整詳細資訊。 每個

名字均可點選以檢視其貢獻過的文章內容。 

2.  選擇書名以檢視目錄 (TOC) 頁面上的所有
其他章節。 

3.  出版日期。 

4.  以其他可用格式下載。 

5.  摘要。 

6.  跳至內容中的各個部分。 

7.  書目資訊。 

8.  關鍵字。 按一下任何關鍵字即可再次搜尋。 

9.  快速瀏覽其他章節。 

10. 章節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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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  檢視作者和所屬單位的完整詳細資訊。 每個

名字均可點選以檢視其貢獻過的文章內容。 

2.  選擇選輯名稱以檢視所有其他可用的案例
研究。 

3.  出版日期。 

4.  以其他可用格式下載。 

5.  選擇檢視案例研究或教學筆記（若有檢附）。 

6.  跳至內容 1 中的各個部分。 側欄顯示您可能
感興趣的相關文章， 由 Emerald 和其他出版
商出版。 

7.  摘要。 

8.  關鍵字。 按一下任何關鍵字即可再次搜尋。 

9.  書目資訊。  
10.  側欄顯示您可能感興趣的相關文章， 由 

Emerald 和其他出版商出版。 

11.  案例研究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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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 Briefings
內容分為三類：Expert Briefings（長篇）、  執
行摘要和圖表分析。 

1.  內容類型。 

2.  區域焦點。 

3.  有兩類關鍵字：地理和主題。 相關主題關鍵
字，使用者可以選擇或取消選擇該關鍵字。 

4.  書目資訊。 

5.  出版日期。  

6.  Expert Briefings的內容結構一致， 涵蓋重要
性、  影響、  事件和分析。 

*其他內容類型：
•  執行摘要 – 簡要說明正在發生的情況或事

件及其可能影響。  
•  圖表分析 – 以視覺化圖表展現比較資料， 

強調全球和地區遭遇的風險和機會。  

7.  側欄顯示您可能感興趣的相關文章， 由 
Emerald 和其他出版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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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瀏覽 Insight 上的內容時遇到
問題， 請聯絡您的圖書館管理員。 

要檢視 emerald.com/insight 的所有指南， 請瀏覽： 
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how-to/use-emerald-insight

insight 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