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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識操作環境 

 

Ａ語文切換、筆數、即時統計 

提供 3種語文可供選擇分別為英文、正體中文、簡體中文三種。 

全文筆數：全部資料中含全文資料的筆數。 

總筆數：系統收錄資料的全部筆數。 

造訪人次：自系統完成建置以來所造訪的人次。 

線上人數：現在正在使用系統的人數，包含一般瀏覽、上傳、管理等。 

Ｂ瀏覽全部 

 提供社群與類別、題名、作者、日期等 4種方式並依中文（筆畫）、數字(0-9)、英文字母順序

排列瀏覽資料。 

C 相關新聞 

 由系統管理者編輯提供給使用者建議的網站連結及出版社著作權相關資訊。 

Ｄ最新消息 

 管理者公告最新消息的區塊。 

語文切換、筆數、即時統計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按此可回NTOUR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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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NTOUR 中的社群 

 依學校 6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工學院…)、1行政單位、1研究中心共建立 8個社群。 

Ｆ上傳排行、下載排行 

 系統即時顯示上傳筆數最多的社群與作者，同時也可顯示被下載最多的社群、作者、文件，以提

供使用者暸解目前 NTOUR 著作流動情形。 

二、瀏覽 

依社群與類別瀏覽 

點選社群與類別可瀏覽所有的社群與類別，如人文社會科學院所屬的

子社群(外語教學研究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類別(研究計畫、期刊論

文…)。欲切換至其他學院者，可直接在學院的欄位內點選。 

 

 

 

依題名瀏覽 

依中文（筆畫）、數字(0-9)、英文字母順序瀏覽系統內所有記錄的題名。 

 

 

現在展開的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院 子社群

選擇其他學院 

可在此點選 
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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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作者瀏覽 

依中文（筆畫）、字母順序瀏覽系統內所有作者，並可看到該名作者在系統內

上傳記錄的筆數(全文筆數/總筆數)。 

 

 

 

 

可依字母及關鍵字查詢 

選擇作者１ 

選擇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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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日期瀏覽 

  依著作出版日期由最近日期開始顯示系統記錄。 

 

 

 

 

 

 

 

 

 

 

 

 

 

 

 

三、搜尋 

快速搜尋 

 可使用頁面上方的功能列進行全域搜尋。 

 

如要搜尋特定學院、系所、或類別的記錄，可各別進入後再進行搜尋。 

本系統使用 Jakarta Lucene 搜尋引擎，說明如下： 

1. 一般關鍵字搜尋到的內容 

在搜尋方塊中輸入的字詞會依題名、作者、摘要及每筆記錄的欄位加以搜尋。一般使用者的網

站介面支援全文檢索，因此輸入的字詞可檢索本系統內所收藏的文字類型檔案的全文資料。 

2. 不會進行搜尋的字詞－非查詢用語 

搜尋引擎會忽略某些英文中常出現的字詞，但不會增加搜尋的數值。這些字詞包括： 

"a", "and" , "are" , "as" , "at" , "be" , "but" , "by" , "for" , "if" , "in" , "into", 

可依年份及月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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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no" , "not" , "of" , "on" , "or" , "such", "the" , "to" , "was" 

3. 截斷字串 

在字幹後使用星號（*），可獲得所有以此字根開頭的字。例如：select* 會檢索到 selects、

selector、selectman、selecting。 

4. 詞幹處理 

搜尋引擎會以常用字尾，自動擴展字的範圍，包括複數、過去式等。 

5. 詞組搜尋 

若欲使用數個字組合成一個詞進行搜尋，可在詞的兩端置入雙引號（"）。例如："organizational 

change"。 

6. 精確搜尋 

若一個字必須出現在搜尋結果中，可在字的前面加入加號（+）。舉例來說，在下面的搜尋中，

『training』是非必要選項，但『dog』一字必須出現在結果中。例如：+dog training 

7. 剔除搜尋結果中的特定字詞 

若一個字不應出現在搜尋結果中，可在字的前面加入減號（-）。另外，您也可以使用 NOT 來

限制您的搜尋，剔除不希望出現的結果。例如在 training -cat 或 training NOT cat 的搜

尋中，您能夠得到包含『training』的資料，但會剔除包含『cat』的資料。 

8. 布林運算元搜尋 

下面的布林運算元可用來結合多項搜尋字詞。請注意布林運算元必須用大寫來表示，以避免與

其他字混用，如珍‧奧斯丁的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與偏見) 的＂and＂是書名的一部

份，而非運算元。 

AND –限制搜尋範圍，找到的資料會包含運算元中的所有字詞。例如：光 AND 電 會檢索到

所有同時包含「光」以及「電」的項目。 

OR – 擴大搜尋範圍，找到的資料會只要包含運算元中的任一詞彙。光 OR 電 會檢索到所有

包含「光」或包含「電」的項目。 

NOT - 排除包含此字詞的資料。例如：光 NOT 電 會檢索得到所有包含「光」的項目，但不

包括包含「電」的項目。 

括號可將搜尋字詞分成數個子集，因此運算元便可在整個集合進行彈性運用。 

例如：(光 OR 電) AND (水 OR 樹) 

進階搜尋 

1. 進階搜尋的網頁允許您指定希望搜尋的範圍，並將

搜尋字詞與布林運算元的「AND」、「OR」或「NOT」

結合。 

2. 您可以按下搜尋方塊右邊的向下箭頭，將搜尋範圍

限制在某個社群中。若您希望搜尋包含所有NTOUR，

便毋須更動預設值。 

3. 接下來請在圖中的查詢條件Ａ左邊欄位利用下拉式

選單，選擇欲搜尋的項目（如關鍵字、作者、題名、

查詢條件Ａ

查詢條件Ｂ
查詢條件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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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摘要…等），並在查詢條件Ａ輸入欲搜尋的字詞；若有一併查詢其他條件的需要，可以

繼續在第二個條件框選擇欲組合的方式（如 AND、OR、NOT）之後，在查詢條件 B 輸入查詢字

詞。 

4. 請注意：查詢條件 A、B、C必須依 A、B、C順序使用，若查詢條件 A 留下空白，而直接輸入

查詢條件 B，便無法進行搜尋。 

四、登入 

認證方式與學校電子郵件信箱系統相連結，帳號密碼與學校的 Email 信箱相同，不需另外申請。 

 

登入之後看到的畫面 

 

 

 

 

五、我的 NTOUR 

我的 NTOUR 

 

A:暫存文件：之前上傳到一半未完成的文件。每一次上傳作業，系統都會自動儲存在此，可以隨時回

到此繼續未完成的上傳作業，或刪除已不需要的上傳作業。 

Ｂ：系統處理中文件：這是指已經上傳完成，但仍在系所或系統管理者核可流程的文件，核可之後即

可公開給網路一般使用者取閱。目前尚未公開。 

 

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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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個人資料 

由於NTOUR 與學校Email帳號認證，故僅能修改聯絡電話，若有修改聯絡電話之後，請點擊更新個人

資料。 

 

 

我的文件 

我的文件：分成「我的文件」與「候選文件」兩大部分。

 
Ａ：我的文件：列出屬於此帳號相關的文件，具有「一次」修改類別的機會，修改類別之後再點擊更

新按鍵即可；若要將該文件從我的文件中移除，請勾選文件名稱旁邊的方框之後，點擊上方的自「我

的文件」移除。 

Ｂ：候選文件：則可以利用系統所提供的搜尋框，輸入欲查詢的關鍵詞，便可以搜尋出NTOUR 所有相

關的文件，您可以勾選屬於您的文件後，點擊加入到「我的文件」 ；若文件列表中有不屬於您的文

件，則請在文件名稱旁的方框中打勾，並點擊上方的標示為「不是我的文件」。 

上傳新文件 

上傳新文件：請參考「海大機構典藏單筆上傳（使用者）」說明文件。 

 

Ａ 

Ｂ 

修改類別

搜尋框

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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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已核可的上傳文件 

查看已核可的上傳文件：先前上傳並已被核可置於系統之文件。

 

 

可上傳文件之類別總覽 

可上傳之文件類別總覽：列出使用者可上傳的所有類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