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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世代的綠草草查詢象統一一瓷盟軍探索象統(DDS)

本館新上線的資源探索:&統(Discovery & Delivery System ， 間再ODS) ，己於5

月2日正式與大家見面，相信大家對這套新象統一還是既好奇文充滿期待，因此本

期館訊將辛苦領您進一步認織「資源探索采統(DDS) j 。

Google.l ike-發您輕鬆找文章、找書、找期刊

在第七期館訊「新世代的檢索利器- Google-like Discovery Services j 一文中

曾為大家介紹探索服務檢索系統，而今園書館甫上線的「資源探索系統(DDS)j 即

是為了更胎近一般人使用Google的習慣， JiJf推出的新一代探索服務檢索:&統，它提

供請者簡易、快速、宜昌遠的查詢介面，請者透過單一入口及單一檢素質品(Single

Search Point) ，便可一站式(One-stop)經鬆地查找及取得園書館各種形式的資源，

如園書、期刊、學位論文、視聽資料以及電子資源等，不論是紙本或是電子形式應

有盡有，都可以一網打盡。

不過您一這?良好奇且不縈想間，資源探索采統和傳統的館藏目錄(WebPAC)究

竟有何不同呢?它又有哪些優點呢?

一般而言，否統的館藏目錄只能檢索到固蓄、期刊、主單位論文等以「書刊名」

索引為主的簡單書目資料及館藏資訊，而資源探索采統除了涵蓋WebPAC的功能

外，並能透過來統原廠取得相關出版商授權的Metadata知被庫，可查到大量的期刊

文章，若是本館，育贈質的文章則可直接連結查閱或下載全文;對於本館未賠質的文

章，則可經由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或國際快速文獻傳遞服務(Rapidl Lι)等館際

合作申請象統，直接連結申請館際合作，讓您的學術研究變得自由﹒極意，查找資料

不高是一件廠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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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不可不知的功能

國1 中與六學園書館資源線索來統 (Discovery & Delivery System) 

資源探索系統除了可提供Google-l i ke檢索模式，讓您可以依照平常Google檢索

習慣，利用AND 、 OR 、 NOT進行布林邏輯查詢資料外，相信大家迫不及待想要暸

解它還有哪些好用的功能呢?以下就一一告訴您:

一、多種1t1券w;功能(SOII)

所有檢索結果可以隨時依照不同選擇進行重新排序，例如相關性、年代、作

者、主題、熱門程度等，而不會再有舊n，IRWebPAC檢索結果無法再篩選排序的無

女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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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結果分草草顯示(Faceted Navigation and Sealch Refinement) 

系統會將查詢結果做主題、語言、資料類型、年代、作者、出版者、紙本或電

子資源等予以分群，使用者再做自己的喜好做多種分訴篩選，經鬆i也縮小查詢絡

果，快速的找到自己要的資料。 (因2)

頁頁開軒

周刊爽. <2_"神

3夜紋Jiilf. "" 
電子﹒ 帥
.. 份

軒" 的

出個區'"
'I!役1.個 份

19但到 1998 但~
19甜甜002 ‘嘲
扭回到2筒16 4)21) 
軌齡2曲. (1圓3

主矗
NanoS'叭xtures

曲酬iSfJY 但3，
N."，悔帥的“帽子

.......， 間
岫岫加值， P8) 
eu: ttil) 
。(lt(I-CheI'l'li甜y (9) 
.魚，更多 >; v 

作零S

S9nngert..'lk (Oril!'IC 
開明的 開

Stuzdak. Gary 曲
M曲尬。 Som耐 叫

A抽..怡。hObs l. (4) 
G研'tI. NesSIITI 吶

級mJ!多 >; v 

暉，

Efd
L『

“比她Q U 9 '~Iut軍車「可古軍哥爾CHV

$..我U''''bly <lf Op喝ul M訓"ω..咽酬 Supr"Mol.c叫"rConupu

OI<amoω Ken. ChCht'通 Pat甜頭d. R.char曲。信yJ.Hll.J側敘恥3nP.A的P

.. 倡“、.. 。
h關matlOnal Jolomal of M叫輯WfSt,ences, 2曲9.VoIIO(5). p 1師。1揖6 (peer 
"制制制"'.....喝

苟，軍1$全文

驗主艙設 "自 身祖祖Iflili r M t@NCHU 

IIIlIJ:!tIt 

苟同

, 
」已

閣會J文.11

$..吋"-u'MbIV(1' op祉..1 Mol.(叫“神恥 $upr~mol.tuln Conc﹒闕，
"".。岫mo岫 Parayaw 曲的va , G3ty J Rc-I'laf自 J個甜渴盼P 剛1. 1<31甜"岫
均可，

t'ltern~啪."'...徊。1M悟"“神，$ç，朝開'.1回9，VIωIO(旬.'峙。(p蟬，
R~ewedJo酬吋

"'.終寺，定

綠J:1tiI. 研自 研融帽"liIi r~OI@NC附

劇
，ak

N.)nostructu,. .lnd ch...lnry o( 3 們岫}MgO/( 1曲)G蝸‘ int.rl3C.
JB叫叮 S Stefl'開e'.f EmsLM Ro飢槍 W.YH剖.RRaJ
A帥lleð Phy$Ic5leUer5 峙。“J4 (19但) (peerR制制甜品um甜

可摳，華全文

師事J次數
"止.ltill 1'19 軒"部龜，自麓 F.的“咱NCHU

苟同

J 

S訓，.峙。.p.ndel\1 DI .ttom 8io到.lIcifiu肘。. Im例iu 間 lm.pol1，\1\1 R“.01 
E.rt. rn ;ll lonic Strength 
、A晦ling， &!gtl G ，恥..0吩咐咽。Tlan，協呵wen ，KOOV'明n， P~qJ , 
e蟾g緻"阻&ν叫悅訥師制WC.V哺擻闇、 s抽"幟'. R、\IIg伊肺erA . 5扭。酬m 向喘"，咱肉仇愉卅c帥OAJ M d 
衛oceed由u呵w耶'0'恥棚~Nat絢馴.，訓i趾甜肺1yofSo幢..僧c..ot何'"瞻.u
掏珊m呃"訊h叫Ju開. 1氓9.2曲7叭@、岫旬N徊.P圳t徊圳 .1但呻P穹..昕， R叭縛帆哺:edJ拘.刷υm胡

茍2聳甚'耨$豈全全艾

"←繪.." UR n祖01.總峰 F~由命NCHU

固2 資源線索為繞一一查詢結果分都顯示

、-
酷刑:51:11

三、頁籤遣軍(Tab View) 

查詢到的每一筆書目資料及其他加值功能，均以頁籤選單呈現，讓您在同一個

畫面下隨意切換頁籤，查詢相關館藏資訊，而不會產生男闊無數視窗，畫面切來切

去的困擾。 (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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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3 資源線索來統一-鐘書E書目及其加倍功能以頁籤i單單呈現



四、國像式書對(Book Cover) 

經由連結外部資料庫的技術，每畫筆書目可顯示相關網站建童的書封固像，可以

讓您清楚看到笑笑的書刊封面，掌提每本書刊的實在戚。

五、拼寫梭查功能(Spelling Suggestions) 

當您的檢索詞拼寫錯該時，采統會Ki5心的顯示「您是不是要查? ( Did You 

Mean ? ) J 的建議詞彙，提醒您是否打錯字了。

六、資竅fJ、幫手(Open Search@NCHU Library) 

您是IE或Fi refox瀏覽器的愛用者嗎?您應該會發現畫面右上角有個Open

Search的檢索欄位，只要將資源探索系統加入瀏覽器Open Search的選單，之後您

無須造訪DDS ，即可經鬆透過Open Search檢索資料。

4三、社草草功能(Social Feature) 

所有使用者可以為每筆書目新增標鐵和發表書評，自由分享自己請寄心?莓，共

享和創造厲於中興大學自己的園書社群。

J\ 、個人電子書架(e-Shelf)

提供個人ft設逗，以象統性管理個人的檢索結果及書目。

九、 Findit@NCHU(延伸查詢及書目匯出}

透過Fi ndit@NCHυ頁籤，提供您多種服務網站，包括國內外館藏及聯合目錄、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國際快速文獻傳遞(RapidI LL) 、 Google Books 、 1專客來

網路書店、 Find book做延伸查詢外;男也可利用它將您想蒐黨的書目，匯入

EndNote及RefWorks書目管理軟燼。

十、智慧聖手梭查詢介面(Mobile Interface) 

本系統胎心地設計了一個適合智慧型手機查詢瀏覽介面，讓您走到哪兒就可以

查到哪兒。

使用小叮嚀

所有的資訊檢索系統總是有其查詢侷限之處，當然，資源探索系統也不例外，

所以在您使用前，本館有下列幾點小叮嚀。首先是目前原廠采統取得授權建立索引

的資料類型主要集中在園書及期刊文獻，其他類型的資源較少;其次是現階段中文

及部分外文電子資料庫未敢得索引資料授權，因此本館電子資源的完整索引資料尚

未完全建立，可能會造成查詢中文及部分外文單第文章資料時，會有檢索結果不理

想或甚至無法檢索的情形。

話語

資源探索采統是您現階段資訊檢索的首選工具，只要多加利用，不論是在教學

研究或撰寫報告上，絕對會議您得心應手，並且逐漸愛上它。

您覺得這篇文章: 。非常好 。好 。普遍 。再改善 。不佳 匡豆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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