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vidSP操作介紹

�平台環境介紹



a)變更資料庫或瀏覽
電子期刊/電子書

b)線上指引

�瀏覽資料庫欄位

�聯繫館員

�Ovid知識庫

�線上求助

c)開啟/編輯之前儲存
的檢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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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以展開點選以展開點選以展開點選以展開////摺疊檢索歷史摺疊檢索歷史摺疊檢索歷史摺疊檢索歷史

����目前查詢使用之資源目前查詢使用之資源目前查詢使用之資源目前查詢使用之資源

����各種檢索模組選項各種檢索模組選項各種檢索模組選項各種檢索模組選項

����點選以展開點選以展開點選以展開點選以展開////摺疊一般限制篩選功能摺疊一般限制篩選功能摺疊一般限制篩選功能摺疊一般限制篩選功能

����點選以進入更多限制篩選選項點選以進入更多限制篩選選項點選以進入更多限制篩選選項點選以進入更多限制篩選選項



如何選擇合適的檢索模式

� 如果您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很短的時間很短的時間很短的時間得到答案

→Basic Search

� 如果您想查特定一篇文獻特定一篇文獻特定一篇文獻特定一篇文獻，且知道該文獻部分出版資訊

→Find Citation

� 如果您熟悉醫學標題詞彙，欲利用特定工具特定工具特定工具特定工具協助查詢

→Search Tools

� 如果您想針對文獻的特定欄位特定欄位特定欄位特定欄位查詢資料

→Search Fields

� 如果您需要完整而嚴謹的檢索策略檢索策略檢索策略檢索策略查詢

→Advanced Ovid Search



Basic Search模式

1.選擇Basic Search為查詢方式1.選擇Basic Search為查詢方式

2.輸入要查詢的關鍵字或一句話
•Check Spelling:系統檢查拼字
•Include related Terms:系統主
動查詢相關字詞

2.輸入要查詢的關鍵字或一句話
•Check Spelling:系統檢查拼字
•Include related Terms:系統主
動查詢相關字詞3.挑選要篩選

的項目

3.挑選要篩選
的項目

����

4.點選Search展開查詢4.點選Search展開查詢

����



5.依據關聯性評分選出
約略5百篇的文獻結果

5.依據關聯性評分選出
約略5百篇的文獻結果

6.依據關聯度呈現最適合的文獻資料6.依據關聯度呈現最適合的文獻資料



關於Basic Search

� 為什麼Basic Search只會查出約略500筆結果

1. 避免撈出太多相關度太低的結果。

2. 篩選出最適合答案，讓讀者在最短時間內找到所需資
料。

� 星等評比的依據：計算每篇文獻的關聯度

– Count 在每個段落中出現的次數

– Frequency在每個段落中出現的頻率

– Importance關鍵字在資料庫中的重要性

– Cohesion關鍵字彼此之間的距離遠近

– Vocabulary Level與輸入的關鍵字相符程度



Find Citation模式

範例：
查詢特定文獻，但僅知道部
分出版資訊—
期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出版年代：2005
起始頁碼：651

1.選擇Find Citation為查詢方式1.選擇Find Citation為查詢方式

2.輸入已知資訊
注意：不需要所有欄
位都填滿就可以查資
料囉！

2.輸入已知資訊
注意：不需要所有欄
位都填滿就可以查資
料囉！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05

651



快速查到所需的文獻結
果。

快速查到所需的文獻結
果。



Search Tools模式

本模式提供給對於Mesh醫學標題詞熟稔者

Map Term：醫學標題表比對工具。
Tree：醫學詞彙樹狀圖查找工具。
Permuted Index：替代索引工具，協助查找醫學標題詞以及類似醫學標題
詞。
Scope Note：定義註解工具，利用此工具可以查詢醫學標題詞之定義。
Explode：延展標題詞工具。
Subheadings：副標題工具。鎖定檢索詞的研究領域。



Search Field模式

範例：
查詢文獻特定欄位的資料—
例如，查詢由台灣機構/作
者發表的文獻。����

Taiwan



由台灣作者/機構出版
的文獻數。

由台灣作者/機構出版
的文獻數。



Advanced Ovid Search模式
同Ovid舊檢索介面的檢索模式

� 首先分析查詢主題的關鍵字有哪些？
以針灸治療下背痛的文獻為例：

– Acupuncture

– Low-back pain

� 決定查詢研究方向：
以本例：

– Treatment治療



Advanced Ovid Search：輸入第一個關鍵字

Acupuncture



比對醫學標題詞

����



Advanced Ovid Search：輸入第二個關鍵字

關於針灸的檢索結果
數

關於針灸的檢索結果
數

Low back pain



比對醫學標題詞



副標題定義

定義研究方向，做初步資料
篩選。
P.S 若在醫學標題詞頁面勾
選2個以上的標題詞，則系
統會自動判定查詢研究領域
為所有。

定義研究方向，做初步資料
篩選。
P.S 若在醫學標題詞頁面勾
選2個以上的標題詞，則系
統會自動判定查詢研究領域
為所有。

����



關於下背痛治療的檢
索結果數

關於下背痛治療的檢
索結果數



Combine Search（合併查詢）

����

����



以針灸治療下背痛的檢索結果



利用Limits進一步篩選檢索結果



實證醫學相關的限制
條件：
Clinical Queries 
Publication Types等
本例以篩選出屬於本例以篩選出屬於本例以篩選出屬於本例以篩選出屬於
RCT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實證醫學相關的限制
條件：
Clinical Queries 
Publication Types等
本例以篩選出屬於本例以篩選出屬於本例以篩選出屬於本例以篩選出屬於
RCT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RCT研究之結果數。RCT研究之結果數。



系統預先從三個方面：主
題、作者、期刊等來分析
檢索結果。
讀者可透過此做進一步的
篩選。

系統預先從三個方面：主
題、作者、期刊等來分析
檢索結果。
讀者可透過此做進一步的
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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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各類
相關資源

�連結各類
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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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顯示摘
要

Abstracts

：顯示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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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Reference：顯示完
整書目資訊

Complete 

Reference：顯示完
整書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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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MeSH快速了解
此篇文獻討論重點

瀏覽MeSH快速了解
此篇文獻討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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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d Full Text/Full 

Text：連結全文資料

Ovid Full Text/Full 

Text：連結全文資料



34

Ovid Full Text/Full 

Text：連結全文資料

Ovid Full Text/Full 

Text：連結全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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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Holdings：連結查詢館內紙本館藏
• Document Delivery：連結查詢國內所有館藏

• Internet Resources：連結查詢網路上主題資源

• Library Holdings：連結查詢館內紙本館藏
• Document Delivery：連結查詢國內所有館藏

• Internet Resources：連結查詢網路上主題資源



使用個人帳戶
~提供個人研究的隱私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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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Personal 

Account來登入
個人帳戶

1.點選Personal 

Account來登入
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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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註冊過，隨時可以
建立一個新的個人帳戶

若未註冊過，隨時可以
建立一個新的個人帳戶

1.點選建立新的個人帳戶1.點選建立新的個人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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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個人帳戶資訊2.建立個人帳戶資訊
輸入帳號名稱

輸入6-8個字元的密碼
重複輸入一次密碼

提供一個常用的Email電子信箱

3.完成帳戶設定3.完成帳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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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輸入帳號密
碼

1.輸入帳號密
碼

個人帳號

個人密碼

2.完成登入2.完成登入 帳號/密碼均由使用者個人設
定，可以用Forgot your 

Personal Account password查
詢

帳號/密碼均由使用者個人設
定，可以用Forgot your 

Personal Account password查
詢

輸入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與Ovid舊介面相同)

輸入帳號/密碼
(帳號密碼與Ovid舊介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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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個人帳戶後，
回到主要檢索頁面

登入個人帳戶後，
回到主要檢索頁面

若有需要變更帳號密碼或email，可以點選
Modify your Personal Account來作變更

若有需要變更帳號密碼或email，可以點選
Modify your Personal Account來作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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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個人帳戶時，
會出現帳戶名稱

登入個人帳戶時，
會出現帳戶名稱



儲存檢索歷史
~儲存檢索歷史以及定時更新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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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檢索過程1.完成檢索過程

2.Save Search History儲
存本次檢索記錄

2.Save Search History儲
存本次檢索記錄



儲存檢索歷史

Acupuncture

選擇欲儲存類型：
Temporary (24 hours)：暫存24小時
Permanent：永久儲存
AutoAlert(SDI)：自動專題選粹



自訂系統多久更新
一次資料

選擇以Email或
RSS的傳送方式

Email發送的對象

選擇email 格式

Email內容是否包
含檢索結果連結

Email內容要包含
哪些欄位。





OvidSP電子期刊瀏覽









提供您期刊介紹，與
取得投稿須知路徑。

期刊出版卷期清單







幾乎所有OVID
期刊都有提供
PDF格式全文





OvidSP電子書瀏覽





Recommended by: 
Brandon/Hill Medical 
Selection 

本書內容淘汰舊式用
藥，並加入實證醫學分
析資訊。

Recommended by: 
Brandon/Hill Medical 
Selection 



書中各章節清楚
列出，可隨時跳
到欲閱讀章節

每各章節段落都
提供儲存或列印
等功能，供讀者
輕易儲存需要的
圖書訊息。





您可以選擇查詢正在
閱讀的這本書或是針
對所有館藏OVID電
子書做查詢

當然，如果您需要利用嚴
謹的檢索策略查詢資料，
可以點選此回到主要檢索
畫面。



電子書的Advanced Ovid 
Search可以針對特定一
本電子書做查詢。



四、管理結果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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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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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勾選需要輸出
的文獻結果

1.勾選需要輸出
的文獻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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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即顯示
挑選的紀錄

2.立即顯示
挑選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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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的文獻均
會被記錄在此
處，不會遺漏

挑選的文獻均
會被記錄在此
處，不會遺漏 3.滑鼠移動到選定的記

錄上會呈現該篇文獻篇
名

3.滑鼠移動到選定的記
錄上會呈現該篇文獻篇

名



	Results

� Selected Results：

– 讀者自己勾選的結果

� All on this page：

– 目前顯示的結果頁面內的資料

� All on this set：

– 本次所有查詢的資料筆數

� And/or Range：

– 選擇要輸出的結果編號（
1,3,10,14）或筆數範圍（2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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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ㄧ般輸出筆數預設為200




Fields

� Select Fields：

– 讀者可自行決定輸
出時所需的欄位

� Citation：

– 基本書目，包括篇名、作者與
出處

� Citation + Abstract：

– 包括篇名、作者、出處和摘要
� Citation + Abstract + Subject 

Headings：

– 包括篇名、作者、出處、摘要
和標準主題詞

� Complete Reference：

– 輸出所有欄位資訊

70



�Result Format

� Result Format

– Ovid：

– BRS/Tagged：

– Reprint/Medlars：

– Brief（Titles）Display：

– Direct Export：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71



�Sort Keys

� Ovid提供兩階層的升
冪/降冪排序方式，資
料庫內的欄位幾乎都
可以當作排序的方式
。包括作者、年代、
出處或是主題標題詞
等。

72



�Actions：完成輸出動作

� Display：線上顯示

– 提供讀者直接線上瀏覽

� Print Preview：列印前預覽

� Email：以電子郵件傳送

� Save：

– 儲存至磁碟內
– 儲存匯出至書目管理軟體

• 選擇Direct Export

• 選擇Save功能

• 自動開啟電腦內裝設的書目管理軟體並匯出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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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資料儲存



全文儲存

可以直接利用全文畫面
上的工具列執行儲存、

列印、EMAIL

可以直接利用全文畫面
上的工具列執行儲存、

列印、EMAIL

如果需要PDF檔案，也
可以點選此取得。

如果需要PDF檔案，也
可以點選此取得。



Save Article Text：
Txt檔案儲存純文字。

Save Article Text：
Txt檔案儲存純文字。



Email Article：
輸入收件人資訊即可將
該篇文章純文字內容轉

寄給朋友。

Email Article：
輸入收件人資訊即可將
該篇文章純文字內容轉

寄給朋友。

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email add，，，，可利用可利用可利用可利用””””，，，，””””輸入多個輸入多個輸入多個輸入多個email add.
寄件寄件寄件寄件email add，，，，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email add.

信件主旨信件主旨信件主旨信件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Send Email即可馬上寄出囉即可馬上寄出囉即可馬上寄出囉即可馬上寄出囉！！！！



Print Preview：
預覽列印，可以連同圖片一併印
出，且可以自選圖片顯示大小

Print Preview：
預覽列印，可以連同圖片一併印
出，且可以自選圖片顯示大小

自選圖片大小



以HTML格式閱讀時圖片看起來比較
小，但只要直接點選該圖片

以HTML格式閱讀時圖片看起來比較
小，但只要直接點選該圖片

直接點選畫面
上的Get TIFF
或在圖片上點
右鍵，即可進
行圖片儲存

如果只想針對文章中的圖表、圖片儲存



如果要儲存PDF格式檔案，您可以
直接利用Adobe軟體上的工具列進

行儲存或列印、傳送

如果要儲存PDF格式檔案，您可以
直接利用Adobe軟體上的工具列進

行儲存或列印、傳送



電子書章節段落儲存



於電子書中的每一個章節都提供儲
存、列印、EMAIL服務

於電子書中的每一個章節都提供儲
存、列印、EMAIL服務





選擇欲列印段落中
內含之圖片大小





Email ：
輸入收件人資訊即可將
該篇文章純文字內容轉

寄給朋友。

Email ：
輸入收件人資訊即可將
該篇文章純文字內容轉

寄給朋友。

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收件人email add，，，，可利用可利用可利用可利用””””，，，，””””輸入多個輸入多個輸入多個輸入多個email add.
寄件寄件寄件寄件email add，，，，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可自行更改為自己的email add.

信件主旨信件主旨信件主旨信件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可自行更改該主旨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Send Email即可馬上寄出囉即可馬上寄出囉即可馬上寄出囉即可馬上寄出囉！！！！



查詢完畢後要記得登出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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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Fast

Search Faster

OvidSP給您更直覺性的操作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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