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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找資料，輕鬆寫報告 

：「資料庫」和 EndNote 文獻管理軟體 

 

我常告訴大一新生，「上大學，不再是被餵魚，而

是自己出海捕魚。」老師所扮演的角色是「陪你一起

出海捕魚」。既然如此，同學們需要重視自己是不是準

備好了捕魚的工具 ?  

 對於那些沒有在高中寫過小論文的同學，拜

Google 大神和維基百科是理所當然。重視考試成績，

輕忽基礎能力是臺灣學校教育的通病，姑且不談。既

然上了大學，學校和老師都有責任去協助他們充實這

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的提升，

這是作為現代公民必備的條件之一。  

 然而事實是，大學生到了畢業時，不懂得如何使

用圖書館的資料庫比比皆是。「找資料，寫報告」應該

是大學叢林的基本求生法則，若要「快樂找資料，輕

鬆寫報告」，必須要從「資料庫」和「EndNote 文獻管

理軟體」開始著手，這兩項就是在知識之海裡捕魚的

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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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學使用後的感受 

先來看幾位同學使用後的感受：  

「從前只會去圖書館借閱小說，或去書店翻翻書，

根本不知道『書目』的真正定義為何。『書目』詳細記

錄該著作的名稱、作者、出版年、出版處、出版者……

等等， CEPS(華藝線上圖書館)收藏從 1991 年至今台

灣和中國的書目，且提供全文下載；中國期刊全文數

據庫收藏中國 100 多年來的學術資料，範圍甚廣；台

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包含全台灣各大學的論文；台

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富含各類期刊的資料，透過對這

些資料庫的了解，提升了我找資料的深度。」（歷史一

莊孟瑜）  

「在接觸到 Endnote 之前，我整理文獻的方式都

只是單純地用資料夾來分類，要使用裡面的文章需要

點開一個個資料夾，至於在報告中使用文獻的引用及

註解，需要一個字一個字的手動輸入，不論是找尋資

料夾中的特定檔案，或是打出引用書目的格式都需要

花費不少功夫。而 Endnote 讓這些工作變得有效率，

可以輕易建立一個易於操作的個人書木及文獻資料庫，

再加上網路雲端的功能，即使要在不同地點使用、甚

至和其他人一起合作都可以實現。」（歷史四王昱勝） 

「EndNote 是一個整理書目的好工具，雖然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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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匯入方式不同，但匯入後會統一格式，一眼就可以

看到標題、作者、時間、摘要等，甚至可將全文插入，

如此一來，所有內容皆一覽無遺了。」。（歷史一翁雪

芳）  

「在沒有使用 endnote 以前想要將大量的書目和

文章整理在一起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像書目需要一

個一個匯出後再把它們一個一個貼上，而且排列整理

又需要再花上一大筆的時間。全文更不用說，每篇文

章的字數都非常龐大，如果將它們全都放在一起，檔

案的頁數可能要破幾百頁了。如果將它們分開放，又

必須一個一個打開，非常的麻煩。使用 endnote 不僅

占據的空間不大、方便攜帶，而且當他人在使用你所

整理好的檔案時可以一目了然，快速的了解你檔案內

有什麼樣的資料、有多少資料等等。」（歷史一  林清

仁） 

「這個軟體是一個簡單而便利的工具，讓撰寫文

章、論文的時候，可以快速地收集書目，累積大量的

資料，以供查閱，遠比自己一條一條的慢慢擷取書目

來的快速。有了這樣方便的功能，讓寫作者可以減少

時間耗費在這方面。而且這軟體也提供了附帶 PDF 檔

的功能，寫作者可以把蒐集到的論文、文章原文附加

在書目上，就不用再去找了。只要一次性地把資料都

蒐集完，很快地就可以進行文章的寫作，一氣呵成，

不會因為還要回到資料庫找資料而中斷寫作，導致靈

感流失。」（歷史一于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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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和 EndNote 文獻管理軟體雖然各有其功能，

但是搭配起來使用，如虎添翼，達到「快樂找資料，

輕鬆寫報告」的目標。  

二、資料庫：以「CEPS 中文電子期刊」為例 

以下舉「CEPS 中文電子期刊」（以下簡稱 CEPS）為例來

說明書目資料庫的檢索方式，這個資料庫在華藝線上圖書館

（airiti Library）的平台上檢索，後者還包括了論文集、學

位論文及電子書等其他類型的文獻，現僅就 CEPS 介紹如下

(其他各資料庫在下述「四、匯入參考文獻」時分別介紹) 

（一）性質 

CEPS 是一個中文期刊全文資料庫，包含各種學科，從理

工農商到人文社會都有，屬於綜合性資料庫，可以查詢

書目、下載全文、預覽摘要及參考文獻。從 1991 年迄今

超過 20 年，還在不斷的增長中。本資料庫需要訂購，校

內透過 IP 管制使用，校外需要連線；若是個人使用者，

可以透過網路免費線上檢索書目，但下載全文則須購買

儲值點數或付費。本資料庫已整合至 Airiti library：華藝

線上圖書館中。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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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詢與檢索 

1. 簡易查詢 

畫面如下，因為是「簡易（簡單）查詢」，所以包含

「所有欄位(作者、篇名、關鍵字、摘要、期刊名等)」，

操作簡易，但會出現許多不相干的文章，例如查詢「胡

適」，出現近萬筆資料，固然包括了「胡適」所寫的

和包含了「胡適」在內的篇名、關鍵字及摘要的文章，

甚至連「胡適軍(Shi-Jun Hu) 、 胡適耕(Shi-Geng Hu)」

為名的作者之文章都出現，因為採取「全文查詢」。  

如點選「更多選項」，則出現另一畫面，可選擇「作

者、篇名、關鍵字、摘要、期刊名、地區」等多項條

件作精確的查詢。 

 

2. 進階檢索 

可以做布林邏輯的檢索，布林邏輯包含 AND/OR/NOT

三個條件來篩選：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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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查詢結果具備所有關鍵字。 

• OR ：查詢結果具備至少一個關鍵字。  

• NOT：查詢結果必須排除此關鍵字。 

例如：若查「胡適」及「魯迅」兩人以「文學」當作

「篇名、關鍵字及摘要」的所有文章，則在檢索欄位

內鍵入： 

 

系統會查詢 (胡適) = 作者 OR (魯迅) = 作者 AND (文

學) = 篇名.關鍵字.摘要，並出現近 300 筆文章。 

除了「布林邏輯」以外，還可以用其他的查詢欄位，

如：語言、文獻類型、出版地區和起迄年代，來篩選

結果，增加精確程度。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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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顯示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以簡目及詳目兩種方式呈現，先說「簡目」，若

以上例，檢索「胡適」及「魯迅」兩人以「文學」當作

「篇名、關鍵字及摘要」的所有文章，則出現以下條列

式的「簡目」。 

 

當「簡目」出現時，若在畫面左側出現學科分類、年代、

出版品、地區、語言等，可進一步篩選選取要閱讀的文

章。 

 

以下換個例子來說明，「簡目」顯示該文章的篇名、作者、

期刊名卷期頁碼、關鍵字，並可預覽摘要、全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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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簡目」之中點選任一篇「篇名」則出現該篇的「詳

目」，「詳目」除了上述基本資料外，並顯示該文章摘要。 

 

以上不論是簡目或是詳目，凡有超連結的地方，都可點

選繼續查詢。 



11 
 

（四）全文下載 

若在資料庫的 IP 範圍內，系統提供 PDF 檔全文。 

（五）書目匯出 

單筆書目直接點選「書目匯出」，多筆書目，先作勾選，

再點選「書目匯出」，進入下一畫面，選擇匯出書目格式，

點選「匯出」，或「送 出」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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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註冊會員、查詢歷史、及使用說明 

網頁右上方點選「加入會員」，註冊後系統提供多項個人

化服務，包括：1.「查詢歷史」，可以回溯自己的查詢記

錄，如關鍵字、查詢條件等。2.「訂閱目次」，當訂閱期

刊更新卷期，會以 Email 通知並寄送最新版本之目次。3.

「加入最愛」，另在「個人化服務」中的「我的最愛」，

隨期刊更新提示最新卷期 ，這項服務相當於「訂閱期刊

目次」，可以及時瞭解該學科重要期刊中所發表的文章。 

此外，點選「使用說明」，則顯示詳細的使用手冊。 

 

 

書目資料庫種類甚多，操作的畫面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基本

的功能大同小異，在使用前，最好先仔細閱讀「使用說明」，

必定事半功倍。 

三、EndNote 文獻管理軟體 

EndNote 文獻管理軟體由校圖書館首頁「Google 站內搜尋」

打「endnote」，即出現簡介、功能及相關說明（包括：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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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安裝說明、使用手冊及影音教材）  

 

（一）Endnote安裝說明 

（二）建立個人 EndNote Library 

1.建立 Library 後，會產生兩個同名檔案: My Endnote 

Library.enl 和 My Endnote Library.Data。 (請留意存放路徑

變更時兩個檔案需同時移動，以免資料遺失)  

2.安裝好 EndNote 並開啟新的 Library 後，出現視窗介面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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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的視窗介面包含四個部份，從上方到左、中、右，

分別是： 

A.工作列，最上方，如同 Word 功能，可以下拉選項或點

選圖形，進行各項工作。 

B.群組視窗(Groups Panel)，左方，建立大、小不同的群組。 

C. 參考書目清單視窗(Reference List Panel)，中間，呈現參

考書目。 

D. 分頁預覽視窗(Tabs Panel)，點選任一筆參考書目時，出

現詳細的內容。 

3.使用者可利用畫面右下角的 Layout 選擇偏好的版面呈現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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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時，介面會多出來一個視窗（如右下），專門附加該筆書

目的 PDF 全文檔。 

 

（三）查找參考文獻和建立群組(Group) 

利用工具列的「Group」及「Search Panel」功能，可建立、



16 
 

修改及刪除（Create, Rename, Delete）母資料夾(Group Set)

以及子資料夾(Group)，並可搜尋 Library 內所有書目。 

 

四、匯入參考文獻 

（一） 由電子資源匯入參考文獻 

包括「自動匯入」、「另存成文字檔匯入」以及「下載過

濾器後匯入」等三種方式，舉例說明如下：  

CEPS 中文電子期刊 

由「台北大圖書館」網頁進入 

1. 以「東南亞」為檢索詞，勾選「台灣移民東南亞現象與

經濟關係」一文，點選「書目匯出」，進入下一畫面，選

擇匯出書目格式「輸出至 EndNote」，再點選「匯出」，左

下角即出現下載檔案，連點兩下即迅速「自動匯入」。 

http://www.lib.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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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繼續匯入該筆書目的全文，則先下載全文，點選下

載檔案後，記住 PDF 檔的編碼或篇名，再到 EndNote 介

面的右方，點選「PDF 全文檔視窗」中迴紋針圖形，夾帶

此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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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1. 專門檢索學位論文，由「國家圖書館」網頁進入，收錄

1956 以後臺灣博碩士論文，可以預覽論文基本資料、摘

要、目次、參考文獻、電子全文(需註冊)、紙本、QR Code。 

2. 系統首頁有「網站導覽」、「關於本站」、「操作說明」及

「免費會員 註冊」，使用前宜先瞭解。 

3. 以「東南亞」為檢索詞，顯示符合的論文「簡目」，若點

選「從巧實力看中國一帶一路東南亞戰略佈局」一文，

則進一步顯示「詳目」，如以下畫面： 

http://www.ncl.edu.tw/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T6G7A/nclcdrsitemap
http://ndltd.ncl.edu.tw/r/about
http://ndltd.ncl.edu.tw/r/manual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T6G7A/registry?newacc=1&st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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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到「查詢結果」畫面，勾選「台灣移民東南亞現象與

經濟關係」一文，點選右側「輸出管理」畫面，在「書

木資料輸出格式」選擇「RIS format(EndNote……」，再點選

下方「儲存」，左下角即出現下載檔案，連點兩下即迅速

「自動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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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匯入電子全文，需先註冊並登入，下載全文後，記住 PDF

檔的編碼或篇名，再到 EndNote 介面的右方，點選「PDF

全文檔視窗」中迴紋針圖形，夾帶此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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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圖書館整合查詢系統 

1. 臺北大學圖書館館藏目錄需要透過主網頁上的

「ProQuest-Summon 資源探索服務」匯出書目，這個系

統提供使用者在有如 Google like 環境下，輕鬆地同時查

詢館藏和電子資源，並可取得有使用權的電子全文。它

有兩個主要功能，包括：「搜尋全館館藏」，無論是紙本

與電子館藏、錄音與視訊出版品、從單篇文章到整個電

子期刊都可以被搜尋到；「匯出書目及引文服務」，提供

APA、AMA、MLA 等多種格式，可匯出至 EndNote 等書目

管理軟體。 

http://www.lib.ntu.edu.tw/
http://www.lib.ntu.edu.tw/
http://www.lib.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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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東南亞」來查詢，顯示符合「簡目」，點選「看盡東

南亞烽火．繁華四十年:一個戰地旅遊記者的回憶錄」，顯

示「詳目」如以下畫面： 

 

3. 點選右上方「匯出」，左下角即出現下載檔案，連點兩下

即迅速「自動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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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台北大學圖書館的資源來說，「ProQuest-Summon 資

源探索服務」是個方便的整合查詢工具，除了檢索館藏

目錄以外，還可以查詢圖書館蒐集訂購的「期刊論文」

以及「博碩士論文」等，但是找到的書目不盡然都可以

「匯出」，需要注意。 

JSTOR 

1. 從「台北大圖書館」資料庫進入，JSTOR(Journal STORage)

專門收錄過期學術期刊的全文資料，包括 Arts & Sciences 

I Collection 等系列資料庫，內容涵蓋人類學、亞洲學、經

濟學、生態學、數學、哲學、政治學、教育學、財政、

歷史、文學、人口統計學、社會學、統計學等人文及社

會學科，由「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

補助各大學訂購。 

http://www.lib.ntpu.edu.tw/
http://www.lib.ntpu.edu.tw/
javascript:;
http://www.lib.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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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題名「southeast asia」，有 4 萬多筆資料，再從左側

限制條件再從左側限制條件點「BOOKS 再從左側限制條

件點「BOOKS 勾選「BOOKS」，過濾成 100 筆。右側由上

至下分別有「匯出書目（Export Selected Citation）」、

「Download PDF」、及「Cite this item 引文」等選項。 

 

3. 勾選該筆書目，點選「匯出書目（Export Selected Citation）」

並選擇「Export RIS file」，再點選左下角出現的「書目檔

案」，則可匯出書目到 End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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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Download PDF」，並下載全文後，回到 EndNote 使

用連接（Attach）PDF 檔功能，即可將全文匯出到

EndNote。 

 

CiNii 

1. CiNii（/ˈsaɪniː/ ）日本學術書目資料庫由日本國立情報

學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 製作，

https://ci.nii.ac.jp/ja
https://ci.nii.ac.jp/j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Help:%E8%8B%B1%E8%AA%9E%E5%9C%8B%E9%9A%9B%E9%9F%B3%E6%A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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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收錄人文科學、法律、經濟、理工農醫等，包括日

本出版日文、英文及中文等語文資料，可檢索日本各學

術研究機構圖書館書刊、期刊論文及學位論文，現收錄

超過 1500 萬筆資料，網路免費查詢。 

2. CiNii 有論文、圖書館及學位論文三個查詢介面，可使用

日文及英文雙語檢索，以日文檢索時，題名出現該資料

原來使用的語文（日文、中文或英文）；但以英文檢索時，

則出現該資料並列的英文題名。 

 

 

3. 以「東南亞」查詢具有「全文（Include Full-text）」的

期刊論文，並勾選「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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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東南亞陶瓷」一文，畫面如下： 

 

 

4. 要獲得該文（Access this Article），點選 IR(機構典藏)

圖示；要匯入書目，點選介面下方”Export”下的”Export 

to EndNote”，即分別匯入到 EndNote。 

 

 

以上是由電子資源「自動匯入」參考文獻，以下說明「另

存成文字檔匯入」，並以「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為例：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1. 由「台北大圖書館」資料庫進入，收錄 1915 年至今中國

Export 

Export to RefWorks 

Export to EndNote 

…… 

http://www.lib.ntpu.edu.tw/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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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超過 7 千萬篇，有 PDF 全文影像，含蓋自然科

學、工程技術、農業、哲學、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各

個領域，台北大學圖書館購買文史哲、政治軍事與法律、

經濟與管理三個子庫。 

 

2. 查詢「主題」為「東南亞」論文，出現 2 萬多筆「簡目」。 

 

3. 點選第二篇篇名「東南亞邊境安全與地區恐怖主義」，即

出現「詳目」，包括作者、摘要，關鍵詞及文獻出處，並

可下載全文 PDF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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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到「簡目」，勾選後在點選右上方「導出」，即出現下

一畫面，在左側點選輸出格式為「EndNote」，在於右上

方點選「輸出到本地文件」，左下方即出現「下載書目」

的 TXT 文字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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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到「EndNote」，點選工作列 Flie 內的 Import File(輸入書

目)，另開視窗，有四個欄位，包括 1)Imprort File：點選

之前下載的書目檔案，2)Import Option：下拉選擇 EndNote 

Import，3)Duplicates：下拉選擇 Import All，1)Text 

Translation：下拉選擇 Unicode(UTF-8)(國際字碼)，在點選

Import，書目即輸入到 EndNote。 

 

6. 下載全文 PDF 檔，回到 EndNote 的「PDF 全文檔視窗」

中使用迴紋針圖形，夾帶此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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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介紹「下載過濾器後匯入書目」，所謂的「過濾器

（Filter）」是一個軟體，透過它來進行匯入書目，以下用「台

灣期刊論文索引」來說明。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1. 從「國家圖書館」進入或直接從網路進入「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系統」，收錄 1970 年以後臺灣期刊論文 5,000 種，

書目量超過 200 萬筆，數量龐大，可以預覽摘要，部分

授權的全文提供下載。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index.jsp?la=ch
http://www.ncl.edu.tw/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index.jsp?la=ch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index.jsp?l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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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首頁左側點選「系統簡介」，內有「系統功能及使用

說明」，詳細介紹各項功能，包括查詢結果分析、篇目分

類瀏覽、RSS 訂閱服務、查詢出來的簡目可以連結到國圖

的館藏目錄或延伸查詢、登入會員即有 SDI 專題選粹服務

等，有利使用。 

 
3. 查詢篇名或關鍵詞為「東南亞」，顯示符合的論文「簡目」，

若點選「馬來西亞推動跨境教育之跨國認可學歷資

格架構及品質保證政策探究」一文，則進一步顯示「詳

目」，如以下畫面：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doc/intro.ppt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doc/intro.ppt


33 
 

 

4. 從「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需要配合「過濾器 Filter」，

不同的系統有其專屬的過濾器 Filter，下載「臺灣期刊論

文索引系統」過濾器的步驟說明如下。首先點選系統首

頁左側「軟體工具下載」，即有「EndNote 書目管理  過

濾器下載  使用說明」。 

 

5. 下載 NCL_Journal.zip 檔案後直接點擊檔名，解壓縮。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doc/NCL_Journal.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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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產生解壓縮完成的檔案 

 

7. 將此檔案移到 EndNote 的 Filters 資料夾下，並重新開啟

EndNote，一定要重新啟動 EndNote 才會讀入新增的

filter。 

 
8. 從國圖期刊文獻網下載數篇文獻，並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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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產生一筆 txt 檔 

 

10. 從 EndNote 直接 import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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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匯入書目及全文 PDF 檔。 

 

                           

 

以上列舉各資料庫是最基本的綜合性「索(引)摘(要)」資

料庫，性質及功能整理如下： 

1. 查台灣期刊論文，以 CEPS 及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為主，

CEPS 收 1991 年以來臺灣近 30 年的期刊論文，幾乎都

有全文；台灣期刊論文索引收近 50 年來的期刊，種類和

數量超過前者，但是受限於授權，網路可獲取的全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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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而且書目匯出需要過濾器，操作不便。 

2. 查大陸的期刊論文，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幾乎一網打盡，

收錄年限從 1915 年起超過 100 年，都有全文。 

3. 查台灣的學位論文，使用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完整包

含 1956 年以來學位論文的書目，早年的紙本論文需要到

圖書館查閱，近 10 年的論文約有 80%是電子全文，可線

上蕿取。 

4. 查台北大學書刊，使用該館「ProQuest-Summon 資源探

索服務」很方便，不僅查到的數目可以下載，並且都可

在校內獲得全文；若要查到更多的中、西文書刊，可以

使用台灣大學館藏圖書目錄，藏書豐富，而且方便匯出

書目。 

5. 查詢英、文日文書刊，使用 JSTOR 與 CiNii，這兩個資

料庫將期刊論文、書刊及學位論文合併一處，前者將三

者整合為一個介面，後者則分成三個介面，兩者不僅收

錄豐富，而且下載書目及全文都很方便。 

6. 以上各資料庫都有瀏覽、簡單查詢、進階查詢及指令查

詢等不同查尋介面，也分別各有特點，例如「中文期刊

全文數據庫」具有「期刊導航」、「文獻知網節」等輔助

功能；「台灣期刊論文索引」也有多項功能，值得探究。 

7. 建議初學者先熟悉 CEPS 及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CEPS

資料新穎，容易操作，台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可以從論文

的「目次」及「引用書目」中觸類旁通，找到新的線索。 

http://www.lib.ntpu.edu.tw/
http://www.lib.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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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 PDF匯入(中文 PDF 或掃描檔不適用) 

 (注意 : 可以成功匯入PDF檔書目資料的前提是該篇文章具

有單一正確的 DOI 碼)  

（三）自行新增參考書目與夾帶檔案 

1. 選擇References→New Reference，出現New Reference的

視窗。先選擇資料的文獻類型Reference Type，再依序輸

入 作者、年代、標題等相關書目資訊。(鍵入第二位作

者請按鍵盤上的Enter鍵換至第二行)  

2. 點選迴紋針圖示的快捷鍵Attach File，可夾帶PDF等相關

文獻(至多45個檔案)。 

3. 完成後，請選File→Save，再點擊視窗右上方的第二排

X(叉叉)，關閉視窗，即可在Library中看到新增的書目。

五、寫作編輯功能搭配。 

（一）插入引用文獻 

1. 引用文獻(Citation)的格式主要有「APA」及「Chicago」

兩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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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是美國心理學

會所制訂的論文寫作格式，主要使用在社會科學領域 ，

目前第 6 版（6th edition）。論文中的說明使用內文註腳

(in-text citations)，引用的出處用“author-date”，在括弧

中寫下所引用文獻的作者的姓氏及出版年份，以逗號

分隔，稱為「括弧註（parenthetical citation）」，引用的出

處必須包含在參考文獻的清單之中。 

 

 

（顧長永 (2006)，台灣移民東南亞現象與經濟關係） 

3. Chicago（芝加哥格式）為 Chicago 大學所出版的論文寫

作格式（Chicago Manual of Style），多用於文學、歷史

和藝術相關學科。它使用尾注或腳註（Footnote）；引文

透過引用文獻標號，在頁面的底部或章節的末尾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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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獻資料；參考書目在文章末尾，並照所有文獻資

料的字母排序排列；引用文獻不同（文章、書籍、網

站），引用格式（如作者、標題、日期等）也不同，有

明確規定。 

 

4. Chicago 格式多使用「隨文註」，它的註釋（包括所引用

資料的出處）附於本文的頁底，附註及本文都在同一

頁，又稱為「當頁註」查閱時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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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浩庭.(2017)，明清時期中國外銷瓷在東南亞發展概況） 

5. 插入引用文獻(以 Word 2013 為例)，先介紹「APA」格

式的步驟如後，在 Word 檔中，確認欲加入參考文獻之

位置(如標點符號的句點之後)，將游標放置該處。 

6. 在 Word 中放置好游標位置後，回到 Library， 輸出

格式（Style）改為「APA」，選取所需的參考文獻後，

點選工具列的快捷鍵 Insert Citation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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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或者回到 Word 內，輸出格式（Style）改為「APA」，

選擇 Insert Selected Citation(s)，插入一筆或多

筆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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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亦可利用 Insert Citation 的功能，在對話視窗，利

用空白欄位，輸入欲查詢的關鍵詞，再選取欲加入的

書目文獻後，點選下方的 Insert 加入。 

 

9. 再介紹「Chicago」格式的步驟，並配合「隨文註（當

頁註）」，此處注意：輸出格式改為「Chicago」。當你

安裝 EndNote後，會自動於 Word 中產生 「Cite While 

You Write (簡稱 CWYW )工具列」，所有 EndNote 搭

配 Word 撰文的功能都是透過此工具列來完成。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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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Word 檔中，確認欲加入參考文獻之位置(如標點符

號的句點之後)，將游標放置該處。點選 Word檔工具列

中的「參考資料→插入註腳」，游標處右上角即出現「編

碼」，再點選工具列上的「EndNote X9」中，先將輸出

的格式改為「Chicago 16th Footnote」，再使用工具

列上的「Insert Citation」或「Go to EndNote」，選取所

需的參考文獻，點選工具列的快捷鍵 Insert Citation 圖

示，該筆註釋即插入。 

 

 

11. 在 Word 檔中的下方會出現 Chicago格式的註釋，文末

會出現這筆書目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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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輯引用狀況 

可利用Edit & Manage Citations 的功能，新增、移除或

修改已經加入的參考文獻。在EndNote X9 Edit & Manage 

Citations 視窗中 : 

1. Pages 可以填入參考文獻之頁數範圍。 

2.可點選Style進行書目格式轉換，選擇Select Another Style

來尋找欲套用的書目格式。  

3.編輯完成後，點選Update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可同

步更新調整過的引用和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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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除參數 

1.利用 EndNote 插入書目至 Word 中時，這些資料皆具有

參數，因此當整份文件完成後，需從 EndNote X9 標籤面板 

點選 Convert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下的 Convert to 

Plain Text，移除參數。 

  

2.跳出警示視窗請您將該份文件命名後儲存，之後會另外開

啟一份新文件(沒有參數的Word)。建議勿刪除原本有參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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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方便日後繼續和 EndNote 搭配運用。  

六、EndNote 資料匯出與分享 

經由 EndNote 壓縮 Library 的功能，可將蒐集的書目進行備

份，以便使用者另存檔案至其他電腦或分享與他人。  

一、資料備份壓縮  

1. 開啟 EndNote Library 點選File→Compressed Library(.enlx)

選項。  

 

2. 可以依照個人需求設定 : 建立壓縮檔或E-mail直接傳送，

另可選擇是否夾帶附加檔案(With/Without File 

Attach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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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選擇欲匯出之參考書目範圍 : Library內所有文獻或單

一群組。 

4. 點選 Next 後，選擇存放備份的位置，可在儲存路徑上看

到*.enlx的備份檔。(內含*.enl(存放書目)及*.Data(存放PDF

檔等文獻)兩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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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用 EndNote配搭資料庫來編輯專題書目 

(一) 建立分類資料 

在 EndNote中，利用 Create Group Set功能建立一個新

資料夾「東南亞分類」，並在其下利用 Create Group功

能建立數個子資料夾，如：總類、歷史發展、政治軍事、

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等。 

(二) 進行分類 

點選「東南亞」Group Set，顯示所有書目，並利用 Add 

Reference to功能，將各筆逐一標誌後，按照性質，轉

到各類之內。 

 
(三) 開啟 Word 檔，打出類名。再點選 EndNote 中「東南亞

分類」下類名（如總論）內的書目，決定書目輸出的格

式（如 APA 6th），點選工具列的 EXPORT(輸出) ，即出現

文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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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字檔 

開啟並複製文字檔到上述開啟的 Word 檔相對應的類名

下。 

 
(五) 利用 WORD 功能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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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利用 WORD 功能加上編號，各類都如此輸出、儲存文字

檔、複製貼上、排序及編號，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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