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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Works 2.0 特色

▪ 獨家繁體中文介面

▪ Web版線上書目管理軟體

▪ 可附加檔案，輕易整理各種類型書目資訊

▪ 支援行動載具，隨時隨地掌握研究資訊

▪ 提供約50多種線上資料庫直接匯入之服務

▪ Ref Share書目分享，支援教學與研究

▪ Write-N-Cite自動產生內文引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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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Works 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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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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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登入請先註冊個人
帳號



建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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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所有欄位，尤其是
email必須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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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完成後，信箱會
收到一封確認郵件



功能列

語言、個人可自行調整之客製化項目

書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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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Works 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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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書目資訊

▪ 自行輸入書目資訊

▪ 從電子資料庫直接匯入書目資訊

▪ 將書目資訊儲存為文字檔，再匯入Ref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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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輸入書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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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選擇匯出格式
書目類型



資料庫直接匯入

▪ A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 EBSCO平台(BSC、OmniFile……等)

▪ Emerald Management 電子期刊

▪ IEL(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 ProQuest平台(ASFA、PQDT……等)

▪ SDOL-ScienceDirect OnLine電子期刊資料庫

▪ 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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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re



資料庫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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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背景 適用資料庫

水圈學院
 ProQuest Natural Sciences Collection 自然科學專輯
 PubMed 生物醫學資料庫
 EBSCO Food Science Source 食品科學資料庫

管理學院
 EBSCO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BSC) 商管財經學科全文資料庫
 Emerald Management 電子期刊

海洋工程學院
海事學院

 IEL(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學會出版品資料庫
 SAE Mobilus Technical Papers 美國自動車工程師協會技術論文資料庫
 EBSCO Vocational Studies Premier(VSP) 技職領域全文資料庫

綜合性資料庫

 A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
 EBSCO整合查詢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PQDT) 美加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SDOL-ScienceDirect OnLine電子期刊資料庫
 Web of Science(WOS)引文索引資料庫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以下資料庫可在本館電子資源查詢系統中查詢連結



A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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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要匯入RefWorks的
書目後選擇「書目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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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
如點選匯出後視窗無反
應，請確認是否被瀏覽
器阻擋彈跳視窗，如是，
解除彈跳視窗封鎖即可
正常使用



EBSCO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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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資料夾後，
點選上方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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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Management 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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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要匯入
RefWorks的書目

Download 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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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RefWorks並點選
「Download article 

citation data」



IEL(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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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要匯入
RefWorks的書目



ProQues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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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要匯入
RefWorks的書目



SDOL-ScienceDirect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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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要匯入
RefWorks的書目



Google 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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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導入「Ref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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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點選「導入RefWorks」系統
即會自動開啟另一視窗匯入書目



將書目資訊儲存為文字檔，再
匯入Refworks

▪ 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

▪ PubMed 生物醫學資料庫

▪ SAE Mobilus Technical Papers 

▪ Web of Science(WOS)

▪ (國圖)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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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Read臺灣全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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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格式「Refworks」，
另存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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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轉換器／資料來源選擇「Refworks Tagged Format」
• 資料庫選 「Tagged Format」
• 點「選擇檔案」，開啟剛才儲存的文字檔
• 編碼方式選「UTF-8」

回到Refworks，
選擇書目匯入



PubMed 生物醫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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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Create File」
後另存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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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轉換器／資料來源選擇「NLM PubMed」
• 資料庫選 「PubMed」
• 點「選擇檔案」，開啟剛才儲存的文字檔
• 編碼方式選「ANSI – Latin I」

回到Refworks，
選擇書目匯入



SAE Mobilus Technical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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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REFWORKS」
後另存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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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轉換器／資料來源選擇「RIS Format」
• 資料庫選 「RIS Format」
• 點「選擇檔案」，開啟剛才儲存的文字檔
• 編碼方式選「ANSI – Latin I」

回到Refworks，
選擇書目匯入



Web of Science(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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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要匯入
RefWorks的書目



Web of Science(WOS)

34

點選傳送將會另存新檔



Web of Science(W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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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Refworks，
選擇書目匯入

• 匯入轉換器／資料來源選擇「Thomson Reuters」
• 資料庫選 「Web of Science」
• 點「選擇檔案」，開啟剛才儲存的文字檔
• 編碼方式選「ANSI – Latin I」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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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資料輸出格式「RIS format」
輸出字碼選「UTF-8」

勾選要匯入
RefWorks的書目



37

• 匯入轉換器／資料來源選擇「RIS Format」
• 資料庫選 「RIS Format UTF-8」
• 點「選擇檔案」，開啟剛才儲存的文字檔
• 編碼方式選「UTF-8」

回到Refworks，
選擇書目匯入



RefWorks 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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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功能

就像在電子郵件裡加上附件一樣! 

RefWorks用戶也可以在書目記錄中加上各種附件

▪ 支援檔案格式包括:

▪ BMP, TIFF, JPEG, PNG, GIF

▪ Microsoft® Excel

▪ Microsoft® Powerpoint

▪ Equation

▪ Chemical structure

▪ Technical drawing

▪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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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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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編輯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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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附件

42

有迴紋針圖示的就是有附件的書目資料



RefWorks 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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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管理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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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管理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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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管理書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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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按住滑鼠左鍵，
用拖曳的方式將書目放入資料夾



RefWorks 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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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引註及編製參考書目

▪ 從書目格式清單進行書目編製(列表)

▪ 使用 one-line/cite 編製書目

▪ 使用Write-N-Cite 編製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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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單編製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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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要產出的書目，
點選上方的「編制書目」

選擇要匯出的書目及檔案
格式，點選「編制書目」



使用one line/cite 編製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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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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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word，
檔案完成後儲存檔案



使用one line/cite 編製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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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剛剛完成的word檔



中文輸出：全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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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欄位「輸出語言」
• 輸出語言「 Chinese(Traditional)」



管理書目格式(匯出格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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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Write-N-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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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並安裝Write-N-Cite



Write-N-Cite 安裝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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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好開啟word，
會出現Refworks頁籤須先登入方可使用

Windows版本畫面



Write-N-Cite 安裝成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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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好開啟word，
會出現Refworks工具列

Mac版本畫面

點選小人 ，
登入後方可使用

如無法安裝，請先確認：
1. 須安裝舊版Java 6(下載網址)
2. 僅支援Word 2008 及 2011 版本

https://support.apple.com/kb/DL1572?locale=zh_TW


使用Write-N-Cite 編製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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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書目格式



使用Write-N-Cite 編製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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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滑鼠移到引用之文句後面
1.點選插入引文
2.選擇插入新項目



使用Write-N-Cite 編製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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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引文編輯視窗
3.選擇引用書目
4.點選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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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插入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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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選項＞插入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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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引文格式點擊兩
下或按滑鼠右鍵，即
可編輯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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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註腳

引用兩個書目以上，
先點擊「+」，
即可選擇第二筆書目



RefWorks 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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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使用分享功能

點此使用分享功能

• 老師：我想分享課程參考書目給學生…

• 同學：寫分組報告，想和組員分享討論…

• 助教：想將老師的著作分享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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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分享功能



分享整個資料庫

點此開啟分享功能

已分享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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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分享功能

分享指定資料夾

分享到社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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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分享的圖示後…

可直接將此網址
分享給其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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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享者看到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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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分享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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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是否顯示附件和意見
代表有附件
代表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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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開啟/下載附件

對此書目的意見/評論



補充資源

▪ RefWorks 台灣官方網站

▪ RefWorks官方YouTube頻道(英文影片)

▪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洽詢圖書館：

▪ 楠梓：林韋伶小姐(#2217)

▪ 旗津：李思緰小姐(#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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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fworkstaiwan.blogspot.tw/p/blog-page_22.html
https://www.youtube.com/user/ProQuestRefWo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