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方數據總部設於北京，乃中國科學技術部下轄之國家研究機關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結合民間所成立，是中國首間以資訊服

務為核心的高新技術企業。萬方集二十餘年來持續積累的鉅量資源和技術，打造《萬方數據知識服

務平台》，為中國最大的研究參考資料庫群之一，平台上匯聚八千種中國專業期刊、六百萬篇學位

論文和會議論文，以及中國專利、標準、地方志、企業機構資訊、法律法規等多元資源盡收其中。

收錄近8,000種中國專業期刊，期刊論文總量逾3,000

萬篇。每年持續新增300萬餘篇，每週更新兩次。

分為哲學政法、社會科學、經濟財政、教科文藝、基礎

科學、工業技術、醫藥衛生、農業科學共八大類，可分

類訂購。

全文採PDF格式，排版保持原紙本期刊之版式，內文則

皆以全數位轉製，所有文字均可選取、複製、貼上。

即刻登入 http://g.wanfangdata.com.hk/

收錄自1980年起中國900餘所高等教育校院及600餘所研究機

構所授予的中國博士、碩士學位論文。論文總量逾300萬篇，並

持續每年新增20萬餘篇。

分為人文社科、基礎科學、醫藥衛生、工業技術、農業科學共五

大類，可分類訂購。全文採PDF格式。每月更新。

收錄1983年以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下轄的國家級學會、協會、研究會等團體機構和高等教育校院、國家重點實驗室、

科研機構、出版機構、大型企事業單位等在中國境內組織召開的全國性及國際性研討會、交流會、峰會、年會、論壇

等發表的論文，即時反映中國科技發展的最高水準、最新動態以及各學科的最新發現。

迄今論文總量逾300萬篇，並持續每年新增20餘萬篇，是目前中國蒐集學科最齊全、數量最多的會議論文全文資料

庫。全文採PDF格式。每月更新。

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

萬方數據(國際)有限公司／台灣聯絡處 (02) 2272 5155
0932 253 157

larrylien@wanfangdata.com.cn
wanfangdata.tw@gmail.com

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

中國學術會議文獻資料庫



與中國各省市縣地方志組織、編纂和出版專業機構合作共建，整

合了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以來出版的方志書籍，詳細記錄

了各市、縣、鄉、區以及工廠企業的地方歷史。

收錄方志類型包括綜合志、部門志、地名志、企業志、學科志、

特殊志及地情書等，是微觀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變

遷不可或缺的資源。全文採PDF格式。

與中國質檢出版社、國家

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等權威

部門合作，收錄中國國家

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等政府

部門歷年來發佈的強制性

國家標準、推薦性國家標

準、國家標準化指導性技

術檔，以及行業標準、地

方標準和企業標準。

收錄了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1985年以來受理的全部專利，涵蓋發明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實用新型專利。是尋找新

商機、研發產品、創新設計及申請專利的必備工具。

分類採IPC國際專利分類，包括人類生活必需、作業運輸、化學治金、紡織造紙等。迄今總量逾4,600萬項，並持續

每年新增20餘萬項。全文採PDF格式。每月更新。

收錄1949年以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其他機關單

位等頒佈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各地方行政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及其他規範性檔案，迄今總量逾80萬

篇。全文採HTML格式。每月更新。

始建於1988年，蒐錄逾20萬家企業、機構的詳細

資訊，包含其所屬產業、經營項目、主要產品等，

是國內外工商界瞭解中國市場之捷徑。

萬方數據(國際)有限公司／台灣聯絡處 (02) 2272 5155
0932 253 157

larrylien@wanfangdata.com.cn
wanfangdata.tw@gmail.com

中國地方志資料庫

中國標準資料庫 中國機構資料庫

中國專利資料庫

中國法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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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網址：http://g.wanfangdata.com.hk/ 

 

  進入首頁後請先注意右上角，應會持續顯示校名／機構名。 

＊使用者身分之驗證通常皆以 IP 判定，凡連結校內／機構內網路之設備（即聯外 IP 屬校內／機構內

IP 者），進入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後會自動登入，登入後則右上角將持續顯示校名／機構名。 

（未登入狀態下，您將無法下載全文。如您是帳密用戶，非以 IP 驗證，請點選右上角的「登錄」，

接著輸入您的用戶名及密碼進行登入） 

 

  

 
 

http://g.wanfangdat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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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索 

 

  首頁上方搜尋框中之檢索，是預設於整合檢索「學術論文」，請留意，「學術論文」

並非一獨立資料庫，其意為同時搜尋《期刊》、《學位》、《會議》三大學術論文主要資

料庫。 

 
＊各機構所訂購之範圍不盡相同，不一定皆訂購有《期刊》、《學位》、《會議》三全庫，故檢索出的結

果亦不一定皆可下載全文。檢索結果頁面中，可進一步再做篩選，限縮至僅列出可下載全文者，

於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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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結果頁面 

 

檢索結果頁面以一般大眾所熟悉的三欄劃分列出不同功能和資訊： 
1. 中央為檢索結果之論文列表。 
2. 左欄為各種不同分類和篩選限縮。 
3. 右欄為「知識脈絡分析」等進階資訊分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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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結果頁面 – 中央檢索結果論文列表 

 

1. 於檢索結果內再行檢索，縮小檢索結果數量。 

2. 可篩選檢索結果列表顯示範圍，由左至右分別有三選項可點選： 

(1) 全部：顯示全部檢索結果。 

(2) 僅全文：僅顯示檢索結果中有全文者。 
＊會有此選項乃因資料庫中所收錄之論文不一定有全文，少部分論文僅有書目資料及摘要，

點選「僅全文」後便會剔除無全文者。 

＊注意：即使僅顯示有全文之論文，並不代表皆有權限可下載。 

(3) XXX(機構名)已購全文：僅顯示檢索結果中有全文且有權限可下載者。 

＊若未登入，則不會有此選項出現（因一般訪客根本無權限下載任何全文）。 

3. 可選擇排序方式。 

4. 導出：可將書目資料匯出至 RefWorks、EndNote 等書目管理軟體，或自行定義格

式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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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收錄 1998 年起近八千種中國學術期刊／論文總量逾三千

萬篇。PDF 全文，每週更新。 
欲單獨使用《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請點選搜尋框上方「期刊」頁籤，即可進入

期刊庫中做檢索或瀏覽。 

期刊庫中，已為各種期刊分門別類，可針對不同類別瀏覽屬於該類別中之期刊，分

為三部分： 

1. 學科分類：依期刊主要歸屬何學科分類。 

2. 地區分類：依期刊出版機構位於大陸何省份分類。 

3. 首字母分類：可忽略，大陸漢語拼音採用英文字母，與台灣使用之注音符號不同。 

 
＊期刊庫中，搜尋框後多了一個「檢索刊名」按鈕，供查找特定期刊之用。 

＊檢索論文結果頁面則與前相同，於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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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 

 
《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收錄自 1980 以來之博士、碩士學位論文逾三百萬篇。PDF

全文，每月更新。 
欲單獨使用《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請點選搜尋框上方「學位」頁籤，即可進入

學位庫中做檢索或瀏覽。 

學位庫中，已為各校博碩士論文分門別類，可針對不同類別瀏覽屬於該類別中之論

文，分為二部分： 

1. 學科分類：依學位論文主要歸屬何學科分類。 

2. 學校所在地分類：依授予博碩士學位之學校位於大陸何省份分類。 

 
＊檢索結果頁面與前相同，於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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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學術會議文獻資料庫 

 

《中國學術會議文獻資料庫》收錄 1983 年以來各國家級學會、協會、研究會等團

體機構和大專院校、國家重點實驗室、科研機關、大型企業等在中國召開的全國性及

國際性研討會、峰會、年會、論壇等所發表之論文，反映中國各行業科技發展的最新

動態和各學科的最新發現。迄今收錄論文總量逾 300 萬篇，是目前中國蒐錄數量最多、

學科最齊全的會議文獻全文資料庫。PDF 全文，每月更新。 

欲單獨使用《中國學術會議文獻資料庫》，請點選搜尋框上方「會議」頁籤，即可

進入會議庫中做檢索或瀏覽。 

會議庫中，已為各種會議發表之論文分門別類，可針對不同類別瀏覽屬於該類別中

之論文，分為二部分： 

1. 學術會議分類：依會議主要歸屬何學科分類。 

2. 會議主辦單位分類：依會議主辦單位之屬性分類。 

 
＊檢索結果頁面與前相同，於此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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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簡易關鍵字組合搜尋－AND, OR, NOT 

 

  首頁上方搜尋框內，可使用＂and＂、＂or＂、＂not＂連結多個關鍵字，藉以更

完善地表達概念，提高搜尋精確度。 

1. 例一：我想找「小米手機與 iPhone 二者間的各種論述、比較、差異、關聯等資訊」 

→ 可於搜尋框內輸入「小米 and iphone」。 

搜尋結果為：在論文標題、摘要、內文等之中，同時出現有「小米」和「iphone」

之論文。 

＊＂and＂可省略，直接以空格代替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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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二：我想找「小米手機或 iPhone 的各種相關文獻」 

→ 可於搜尋框內輸入「小米 or iphone」。 

搜尋結果為：在論文標題、摘要、內文等之中，出現有「小米」或者「iphone」之

論文，定位範圍較使用＂and＂擴大許多，搜尋結果之數量自然亦較使用＂and＂增

加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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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三：我想找「智能手機的相關文獻，但我不想要關於 iPhone 的」 

→ 可於搜尋框內輸入「智能手機 not iphone」。 

搜尋結果為：先找出在論文標題、摘要、內文等之中，出現有「智能手機」之論文，

但剔除掉亦出現有「iphone」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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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跨庫檢索（查新服務） 

 

  請點選首頁搜尋框旁「跨庫檢索」。 

 
   

  於此，多種檢索條件可自由選擇搭配。可檢索單一資料庫，亦可同時檢索多個資

料庫。並可針對「標題」、「作者」、「關鍵詞」、「摘要」等各種不同的索引項目，分別

給予不同檢索詞，自由組合多種檢索條件，藉以提升檢索結果之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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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庫檢索下檢索結果的頁面呈現，與一般於首頁搜尋框直接檢索稍有不同。跨庫

檢索下檢索結果的頁面，左側欄僅以年份及該年份之文獻數量做排列分類，主要是為

「查新服務」（*註）所設計。 

 

*註：在中國，各學術圖書館經常設有專人提供「查新服務」。研究者在撰寫論文、申請國家研究計畫

等之前，均會自行或透過專人，查詢、訪探其欲研究的主題、方向，在各年間之分佈狀況、是否符合

趨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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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RSS 期刊訂閱功能 

 

  萬方《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中，所有期刊均具備 RSS 功能，可供訂閱。在使用

RSS 功能訂閱了某期刊後，日後該期刊只要有新的卷期、有新的文章上線，您便可得

到主動通知。 

  在此以 Chrome 和 Firefox 瀏覽器為例，講解如何使用瀏覽器的擴充功能(add-ons，

在 Chrom 中譯作「擴充功能」，在 Firefox 中譯作「附加元件」)，做期刊訂閱。 

（欲使用 RSS 期刊訂閱功能，不建議您使用 IE 瀏覽器，IE 瀏覽器對 RSS 功能的支援程

度不佳） 

 

 Chrome 瀏覽器 

1. 請先安裝「RSS Feed Reader」擴充功能至 Chrome。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rss-feed-reader/pnjaodmkngah

hkoihejjehlcdlnohgmp?hl=zh-TW。或在「Chrome 線上應用程式商店」搜尋並安

裝其他 RSS 擴充功能亦可。在此推薦的「RSS Feed Reader」是較多人使用的） 

安裝後，您的 Chrome 瀏覽器右上角會出現一個廣播符號的小圖示，即為您安裝的

「RSS Feed Reader」擴充功能。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rss-feed-reader/pnjaodmkngahhkoihejjehlcdlnohgmp?hl=zh-TW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rss-feed-reader/pnjaodmkngahhkoihejjehlcdlnohgmp?hl=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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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透過檢索結果之連結、或進入《中國學術期刊資料庫》中瀏覽，找尋您感興趣的

期刊。在期刊頁面，都會有廣播符號樣貌的 RSS 標記。 

 

 

點選 RSS 標記，在接下來跳出的新視窗中，複製其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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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後，請點選 Chrome 瀏覽器右上角您安裝的「RSS Feed Reader」擴充功能；開

啟「RSS Feed Reader」後，請點選「＋」符號； 

 

接著，貼上您剛複製的網址，按下「Add Feed」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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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此，便可將該期刊成功加入您的「RSS Feed Reader」擴充功能中。日後，只要您

訂閱的項目，有新的全文上線，右上角「RSS Feed Reader」圖示中，便會出現數字

提醒有多少條新的內容尚未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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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fox 瀏覽器 

1. Firefox 瀏覽器的操作方式，與 Chrome 大同小異。同樣請您先安裝 RSS 附加元件。

在此推薦的是名為「Brief」的附加元件。

（https://addons.mozilla.org/zh-tw/firefox/addon/rss-icon-for-brief） 

2. Firefox 瀏覽器的「Brief」附加元件，使用更為簡易。 

同樣地，在萬方資料庫中點選期刊的 RSS 標記後，接下來跳出的視窗中，會直接詢

問是否以「Brief」訂閱，請直接點選「立刻訂閱」按鈕即可。 

 

  

 
 

https://addons.mozilla.org/zh-tw/firefox/addon/rss-icon-for-brief


18 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快速使用指南 
 

萬方數據台灣聯絡處：連佑仁 (02)2272-5155, 0932253157 wanfangdata.tw@gmail.com, larrylien@wanfangdata.com.cn 
 

 

 Tips：檢索式可存入瀏覽器書籤 

 

  當您於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上進行檢索時，所有檢索詞、篩選條件等所構成的

檢索式，均可直接存入瀏覽器書籤，方便您下次僅需點選書籤，便可直接執行相同檢

索式，快速取得檢索結果。 

舉例而言： 

1. 先在首頁的搜尋框中，輸入檢索詞：「仿生 材料 納米」。 

2. 接著在檢索結果頁面中，左側欄「學科分類」中點選僅需要「工業技術」類。 

3. 繼續在中央欄上方，選擇「新論文優先」，讓檢索結果以時間排序。 

4. 最後，再選擇「僅全文」，讓檢索結果僅顯示有全文者。 

以上所有檢索條件所構成的檢索式，可直接存入瀏覽器書籤。下次您僅需點選書籤，

便可直接執行相同檢索式，快速取得檢索結果。 

倘若您使用的是公用電腦，您亦可將網址（URL）複製下來，至他處或自己的電腦作編

輯、利用；您複製下來的網址，貼上至其他電腦／瀏覽器後連結，同可直接執行相同

檢索式，快速取得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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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關於論文的複製、利用 

 

  萬方資料庫中各論文之 PDF 全文，文字皆可選取、複製、貼上，請開啟 Word，

在 PDF 中選取並複製論文內容，貼上至 Word 後，可做以下處理： 

1. 簡體中文轉繁體中文： 

在 Word 上方點選「校閱」頁籤，然後點選其中的「簡轉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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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去除多餘的斷行（清除多餘的分段或分行符號）： 

貼入Ｗord 的論文內容，仍會維持原文之排版樣貌，意即在原文之版式上，字句間

是在何處斷行，貼入 Word 後仍會在相同處斷行，故在Ｗord 中會產生許多多餘的

分段符號（即 Word 中按下 ENTER 鍵產生的分段下左箭號）或分行符號（即 Word

中按下 Shift+ENTER 鍵產生的分行下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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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在 Word 中去除多餘的斷行（即清除多餘的分段或分行符號），讓字句間恢

復連續以符合 Word 版面，請依下列步驟執行： 

(1) 點選 Word 上方最左邊「常用」頁籤，接著點選最右邊「取代」（快速鍵 Ctrl+H）。 

(2) 在跳出的對話框中，「尋找目標」處輸入^p（分段符號代碼）或^l（分行符號代

碼），「取代為」處則留白。接著點選「全部取代」按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