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北教大圖書館常用電子資源匯入 Refworks 方式
2017.11.2 更新

圖書館推廣組編製 (02)6639-6688 # 82121、82124
系統名稱

匯入方法

一. 在館藏目錄搜尋
1. 查尋本館館藏目錄，勾選書目資料後，點選頁面上方【儲存/email】，
輸出格式選【書目引用格式】－＞確定－＞將滑鼠移至儲存，按右鍵
－＞另存目標 (使用 google 瀏覽器者，則需點選儲存－＞於開啟的頁面按右鍵
－＞另存 新檔 )。
2. 登入 RefWorks，點選【書目】－＞ 【匯入】－＞匯入轉換器/資料來
源點選【RIS format】－＞資料庫點選【RIS format UTF-8】；選擇文
字檔點選之前儲存的檔案；編碼方式點選【UTF-8】－＞再按 【匯 入】
即可。 (20141008)
國北教大館藏 目

3. 或透過 SFX（文 獻連結系統） 匯入：
(1) 查尋本館館藏目錄，在”相關連結”欄(每筆書目最右邊) ，點選
【Findit@NTUE】(20170313)
(2) 在彈跳出的頁面中點選【Reference 或參考工具】底下的
Download Record into RefWorks Direct Export Tool
即可自動匯入。

錄－Aleph 系統

二. 在 Refworks 遠端資料庫搜尋
1. 登入 RefWorks，點選【查詢】 －＞【遠端資料庫】
2. 在查詢欄位的下拉選單點選【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在字詞欄位中輸入欲查詢的關鍵字－＞點選【查詢】即可查詢到
館藏目錄的資料，勾選書目資料後，按 【匯入】即可。

綜合資料庫平台
在 IE 或 Google Chrome 查詢資料庫會遇到彈跳視窗外顯遭封鎖情形（封鎖訊息 IE 出現 在下
方，Google Chrome 出現在右上方）
，請自行依各式電腦或筆電不同之解除方法予
以解除封鎖，通常在工具 中有解除封鎖之設定。
系統名稱

資料庫名稱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EBSCOhost
ERIC

匯入方法
1.勾選欲輸出資 料：依次點選書目資料右 邊【+號資料
夾】， 完成後至右邊點選【資料夾檢視】
，勾選欲匯出之
文章，選 擇右邊 【匯出】 －＞ 【 直接匯出至
RefWorks】 －＞ 左 邊【儲存】
2. 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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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

資料庫名稱

Omnifile Full Text
EBSCOhost
Select(H.W.Wilson）

匯入方法
(20170310)

PsycARTICLES
Education Database

1.勾選欲輸出資料後，點選右上方【儲存】 －＞

(Education Journals)

點選 【RefWorks】 －＞ 【繼續】。
2. 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
(20170313) 檢視上次匯入的資料夾－＞選舊版 Refworks

[ProQuest]

ProQuest

ERIC
PQDT: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1861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

中國知識資

文全文數據庫

源總庫
--CNKI 系
列數據庫

中國博士論文全文數
據庫

1.勾選書目資料後，選擇右下方 【導出】將檢索結果輸出，
左方輸出格式點選【RefWorks】－＞【輸出到本地文件】，
將檔案儲存(在桌面或「下載」資料夾)。(預設即為文字檔)。
2. 登入 RefWorks，點選【書目】－＞ 【匯入】－＞匯入
轉換器/資料來源點選【Taiwan-中國期刊網(CNKI)】；選擇
文字檔點選之前儲存的檔案；編碼方式點選【UTF-8】－＞
再按【匯入】即可。 (20161018)
※CNKI 的期刊書目未提供文章出處之頁碼，頁碼需從全
文 PDF 檔查得，再自行輸入於 RefWorks 該筆書目的頁碼
欄位中。
1.勾選書目資料後，下方「將勾選書目匯出」：點選
【RefWorks】－＞點選 【開始匯出】，將檔案另儲存(在桌
面或「下載」資料夾)。(預設即為文字檔)。

高等教育知
高等教育知識庫
識庫

2. 登入 RefWorks，選擇左上角的【書目】－＞ 【匯入】
－＞匯入轉換器/資料來源點選【Refworks Tagged
Format】
；資料庫選【Tagged Format】－＞選擇文字檔點選
之前儲存的檔案；編碼方式點選【UTF-8】－＞再按【匯入 】
即可。 (20170608)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華藝線上圖 (CEPS)
書館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
庫(CETD)(未訂全文)

1.查詢得出條列的書目後，勾選欲匯入的書目資料，至頁面
上方【書目匯出】匯出格式點選【輸出至 Refworks】匯出
－＞會跳出另一視窗－＞點選【Export toRefworks】即可。
2. 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選匯出至舊版
Refworks，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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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名稱

資料庫名稱

全國學術版人文及社會科學資料庫
檢索系統 (HUSO)
科技部購置並建置 HUSO 系統供全國大專院校使用的
資料庫包括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Oxford Journals Archives、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Social Theory、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The Economist Historical
Archive、The Making of Modern Law:Legal Treatises、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Trials、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U.S. Supreme Court Records and Briefs、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Times Digital
Archive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Historical Archive

匯入方法
1. 於查詢結果畫面，勾選欲匯出的資料，於上方「格式」
下拉選單處選擇【Refworks】－＞「欄位」處選擇【詳目
輸出】－＞點選【執行】，此時會跳出下載.ris 檔案視窗，
點選【儲存】－＞將檔案儲存(在桌面或「下載」資料夾)。
2. 登入 RefWorks，點選【書目】－＞【匯入】－＞匯入轉
換器/資料來源點選【RefWorks Tagged Format】；選擇文字
檔點選之前儲存的檔案；編碼方式點選【UTF-8】－＞再按
【匯入】即可。

(20170316)

個別資料庫或學術搜尋平台
資料庫名稱
IEEE Xplore

Google Scholar

匯入方法
1. 先登入 RefWorks
2. 查詢後，勾選書目資料－＞頁面上方【Download Citations】－＞
output format 選【Refworks】－＞ 跳出另一 RefWorks 視窗即自動匯
入。(20161006)
1. 請先至 Google Scholar 進行設定，設定步驟如下：
（1）連線至 Google Scholar，點選【
】－＞【設定】
（2）在左方”搜尋結果”選項－＞【參考書目管理程式】點選【顯示導入 】
Refworks 的鏈接(Show links to import citations into Refworks)" (請利用下拉
選單將原本的【BibTeX】更改為【Refworks】 （3）按下【儲存】
2. 進入 Google Scholar 進行查詢，依下列步驟即可將資料匯入 RefWorks
(1)點選欲匯入資料下方的【導入 RefWorks (Import into RefWorks)】
(2)跳出另一 RefWorks 視窗即自動匯入。(20171102)

查詢後，勾選欲轉出書目－＞頁面上方右側點選【Export Selected
JSTOR

Citations】 －＞再點選【Export to RefWorks】－＞跳出登入 Refworks
且需輸入帳密(如已先登入則無此畫面) －＞另一 RefWorks 視窗即
自動匯入。(20170915)

1. 先登入 RefWorks
PQDT 數位化論文 2. 勾選欲輸出資料後，點選右上方【匯出】圖示 －＞點選確定鍵後
典藏聯盟 [DDC] 會跳出另一個視窗－＞ 點選 【直接匯入 RefWorks】－＞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20170314)

Sage Journals

1. 查詢後，點選該筆書目資料。
2. 文章 Articles 下方有【Download selected citations】點選後，出現
一個視窗，Format 旁有下拉式選單裡點選【Refworks】，再按
【Download Citation】
，出現再次核對的書目畫面，再按【Submit
data to Refworks】。
3. 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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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匯入方法

ScienceDirect
Online [SDOL]

查詢後，點選該筆書目資料－＞點選【Export】下拉選單,點選【Save
to RefWorks】－＞跳出另一 RefWorks 視窗即自動匯入。
（20170314 ）
1. 查詢後，點選該筆書目資料進入文章頁面。

Taylor & Francis
Online 電子期刊

Wiley Online
Library

2. 篇名下方有一圖示
點選【Download citation】－＞【Choose
format】點選【Refworks Direct Export】
，
【Include】點選擬轉出的書
目內容－＞【Download citations】－＞即自動匯入。
3. 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
（20170313 ）
1. 先登入 RefWorks
2. 查詢後，勾選書目資料。
3. 點選頁面下方【Export Citation】
，Format 點選【RefWorks】
；Export
type 點選【Citations & Abstracts】－＞【Submit】
4. 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

Omnifile Full Text 使用方法同 ”EBSCOhost”
Select (含 H.W.
Wilson 全部資料)
1.勾選書目資料後，至頁面下方，匯出格式點選下方【REFWORKS 】
臺 灣 期 刊 論 文 索 －＞【開始匯出】－＞【儲存】－＞將檔案儲存(在桌面或「下載」資
料夾)。
引系統
2. 登入 RefWorks，點選【書目】－＞ 【匯入】－＞匯入轉換器/資
（是索引，故期刊
料來源點選【RefWorks Tagged Format】或是【Taiwan-臺灣期刊論文
沒有全文）
索引系統】；選擇文字檔點選之前儲存的檔案；編碼方式點選
【UTF-8】－＞再按
【匯入】即可。
臺灣博碩士論文
1. 查詢後，勾選書目資料。
知識加值系統
2. 頁面右方【書目資料輸出格式】點選【RIS format (Endnote..)】，
※若要下載全文，需先
輸出字碼選【UTF-8】；再往下點選【輸出】－＞按下方【儲存】－
另外向國家圖書館申

＞將檔案儲存(儲存在桌面或「下載」資料夾)。
3. 登入 RefWorks，點選【書目】－＞ 【匯入】－＞匯入轉換器/資
（在 系 統 首 頁 右 上 方
料來源點選【RIS format】－＞資料庫點選【RIS format UTF-8】；
選 註冊 ， 已有帳號者
選擇文字檔點選之前儲存的檔案；編碼方式點選【UTF-8】－＞再
選 登 入 。 ）
按【匯入】即可。(20151014)
(20150319)
請個人帳號。

1. 查詢後，勾選書目資料。
臺 灣 人 文 及 社 會 2. 頁面右方點選【★ 資料輸出】－＞Step1.選擇輸出記錄－＞Step2.
科 學 引 文 索 引 資 選擇輸出格式的 參考文獻格式 點選【RefWorks】－＞Step3.選擇字
料庫

碼 點選【UTF-8】－＞Step4.選擇輸出方式按【儲存】。
3. RefWorks 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書目資料即自動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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