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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 Online Library 簡介
Wiley Online Library 是在徵集全世界之研究人員、學生、學協會合作夥伴，以及圖書館客戶
的意見後開發而成，Wiley Online Library 擁有最新的直觀式導覽介面，可供所有使用者輕鬆地
探索、閱讀、下載，並引用現有期刊與電子書之內容、Early View 文章、過刊專輯、各項相關
資料及支援資料(supporting information)。
主要功能：
若有任何全文可供使用，會
顯示使用權限圖示及使用方
式（透過機構訂閱、免費使
用或開放式存取 - open
access）。
詳盡的主題清單，擁有 100
個子目錄。
主題首頁提供相關書目資
料及其他新聞與資訊。
點選協助(help)可直接連結
至我們的常見問題頁面
(FAQs)。
透過內文參考的直接連結，
改善參考資料的連結功能。
改善「相似度高」的搜尋結
果。
改善 e-toc（電子目錄）通
知，包含已被接受的、Early
View 的文章。
改善客戶管理者介面。
後續版本將提供的功能：
更多的進階搜尋功能。
最常閱覽及最常引用的文
獻。
引文資料輸出功能提供更多
參考資料管理軟體選項。
搜尋詞彙反白功能。
行動裝置最佳化處理。
連結至社交網站／書籤網

Wiley Online Library is compatible with the following internet browsers:
Internet Explorer (Windows): versions 6 and higher
Firefox (Mac + Windows): versions 2 and higher
Safari (Mac + Windows): versions 3 and higher
Opera (Mac + Windows): versions 9 and higher
Google Chrome (Mac + Windows): all versions

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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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任何人均可於 Wiley Online Library 進行瀏覽、搜尋及檢視摘要，註冊用戶還能儲存文章及搜
尋結果、設定電子郵件通知，以及利用 「我的個人資料夾」帳戶。
如果您已擁有 Wiley InterScience 登入帳戶，您的詳細個人資料將會自動轉移至 Wiley Online
Library。
1.

1. 登入（若有需要）

2.

2. 若需註冊，請點選這裡。

3.

3. Athens、Shibboleth 與機
構登入(institutional login)
連結。
* 若需更多相關資訊，請

4.

洽圖書館員。
4. 任何頁面皆有瀏覽標籤。

5.

5. 任何訊息均會顯示，例
如：確認儲存動作及拒絕
存取等，均會出現於螢幕

9.

頂端。
6. 全範圍的搜尋特定主題或

6.

刊名。
* 欲執行較複雜的多重條
件搜尋，請使用「進階

7.

搜尋」(Advanced

8.

Search)。
7. 依字母順序瀏覽刊物。
8. 利用主題區瀏覽功能, 依
主題分類標題瀏覽各項出
版品。
9. 圖書館員、作者、學協

10.

會、訓練專用等各項資源
皆可方便取用，包含連結
至管理者介面。
10. 所有頁面下方均有各項
資訊連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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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字母順序瀏覽
您可在首頁中，依字母順序瀏覽出版品，亦可點選本網站任何頁面的「出版品」
(Publications) 連結，進入依字母順序瀏覽的功能。
備註：電子百科現已包含在電子書清單中。
1. 點選首頁中「出版品 AZ」(Publications A-Z) 區的
字母，或點選本網站任

1.

何頁面的「出版品」
(Publications) 連結，即可

1.

依字母順序瀏覽。
2. 無論瀏覽的是特定字母

2.

的出版品或所有出版
品，均採用相同的版面
配置。
3. 瀏覽已選擇清單中的所

3.
6.

4.
5.

有出版品，或
4. 使用篩選功能，進一步
縮小瀏覽範圍。
* 電子百科現已包含在電
子書清單中。
5. 各標題的右側，為出版
品類型。
6.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
您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
權。

7.

所有使用者均可免費使用
全文
可經由 OnlineOpen 免費使
用全文
可經由現有的訂閱服務使
用全文

7. 選擇一項或多項期刊
名，以利設定電子郵件
通知功能。(僅期刊適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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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主題瀏覽
您可在首頁中，利用主題區瀏覽刊物，亦可點選本網站之任何頁面的「依主題瀏覽」(Browse
by Subject) 頁籤，進入依主題瀏覽功能。

1.

1. 您可直接由首頁中依主
題瀏覽，或點選「依主
題瀏覽」(Browse by
Subject) 頁籤。
2. 若需依主題瀏覽，請將
滑鼠移至一項最上層的
主題，其右側會顯示出

2.

下一層的主題清單。
點選其中一項主題，即
可瀏覽該主題內的所有
標題。
3. 主題頁面會特別顯示出
四項定期更換的標題。

3.

4. 您可檢視該主題內的所
有產品，或
5. 依類別瀏覽。

5.

6. 您可在瀏覽主題內之出
版品的完整清單時，篩
選搜尋結果。

4.

7. 選擇一項或多項期刊標
題，以利設定電子郵件
通知功能。

7.

8.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

6.

您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
權。請參閱 「依字母順

8.

序瀏覽」的說明。

備註：

5

搜尋 > 進階搜尋
進階搜尋頁面提供執行較複雜的多重條件搜尋的選項，您還可在搜尋結果頁面（下一頁）
中，選擇編輯或儲存您的搜尋項目。
主要進階搜尋功能未涵蓋Wiley Online Library內的部分專業資料庫，若需搜尋專業資料庫，請
直接前往特定產品的網站。
1. 您可由首頁或利用本網
站任何頁面右上角的搜
尋欄位，進入進階搜尋

1.

1.

功能。
2. 搜尋小技巧可協助您充

2.

分運用強大的搜尋功
能。

3.

3. 由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
布林邏輯運算元 AND、
OR、NOT，及／或直接

4.
5.
4.

輸入文字欄位中。
4. 由下拉式清單中選擇特
定條件的限制。
5. 加入其他的搜尋行。
6. 設定其他條件
(Additional Criteria) 可進
一步縮小搜尋範圍。
7. 選擇特定的日期範圍。
後續版本將提供更多進一步
縮小搜尋範圍的選項：

6.

出版品類型
主題及／或主題之
子目錄
全文使用權限
排序搜尋結果的附
加選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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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 搜尋結果
您可在搜尋結果頁面中，使用篩選及排序搜尋結果的選項、輸出一筆或多筆引文資料，以及
將搜尋項目存入您的個人資料夾內（您必須是註冊用戶且已登入本網站）。

1. 排序搜尋結果。

1.

2. 點選編輯您的搜尋項目，
編輯搜尋功能即會回復至
進階搜尋頁面，並保留您

3.

2.
5.

6.

的搜尋詞彙及選項。

4.

3. 將搜尋條件存入您的個人
資料夾內－僅適用於已註
冊的用戶。
4. 依出版品類型篩選結果。
後續版本將包含依年份、

7.

全文使用權限及主題篩選
的選項。
選擇一項或多項搜尋結
果，並
5. 存入您的個人資料夾內－
僅適用於已註冊的用戶。

8.

所有使用者均可免費使用全文

6. 輸出引文資料(Citations)。

可經由 OnlineOpen 免費使用全文

後續版本將包含檢視摘要及

可經由現有的訂閱服務使用全文

連至電子郵件提醒的選項。
7. 若需檢視一篇文章或章
節，請點選標題或下方特

9.

定的連結。
8.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您
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權。
9. 您可利用純文字、
EndNote、Reference Manager 及 RefWorks 格式，
輸出引文資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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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Wiley Online Library 的期刊內容是依紙本出版的卷期編排，最新出版的卷期一律會顯示於首頁
中，而期刊首頁及功能表中顯示的其他內容，則需視個別期刊的特性及是否有相關資訊而
定。
1. 快速進入最新卷期。
2. 此處的內容視期刊的特

5.

性及是否有相關資訊而

3.

定。

4.

3. 可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
示您是否具有全文的使
用權。相關的詳盡資

1.

訊，請參閱 「搜尋結
果」頁面。
4. 期刊的所有頁面均提供

2.

期刊卷期及頁數搜尋功
能。
5. 期刊的所有頁面均提供
期刊工具及功能表。
期刊功能表內的選項，
需視期刊的特性而定，
但大部分期刊均含有：
6. 卷期導覽，包括所有現
期期刊至所有的回溯刊
（1997 年以前）。
* 在適用的狀況下，免
費樣本連結將會顯示

6.

6.

6.

7.
8.
9.
10.

於此。
7. 瀏覽文章。
8. 訂閱或續訂。
9. 搜尋作者相關資訊。
10. 期刊資訊及特殊功能－
如有相關內容。

備註：

8

文章
文章首頁提供一致性的連結及資訊，只要輕鬆點選各頁籤，即可進入各種不同內容的頁面。
摘要及支援資訊（supporting information）為免費提供，其他內容則僅供訂閱單位使用，若尚
未訂閱，亦可經由「文獻選擇」（Article Select） 或「付費閱覽」(Pay-Per-View) 購買特定文
章的使用權。
1.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您
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權。
相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1.

「搜尋結果」 頁面。
2. 文章標題、作者、出版日

3.

2.

期及 DOI。

4.

3. 卷別／期別－含進入該期
目錄的連結。
4. 文章工具。
5. 其他資訊可能包含如何引

5.
6.

用、刊物歷史及經費來源
(funding information)。
6. 各頁籤可供輕鬆連結期刊
各種內容。摘要為免費：
大部分的其他內容（請參

7.

閱 「文獻全文」) 僅供訂
閱單位使用。

CrossRef® 是合作的參考資料連結服
務，有3,000餘出版商及社群共同參
與提供自引用參考資料至引用內容的
連結。相關的詳盡資訊，請參閱
www.crossref.org。

7. 引文資訊（僅供訂閱單位
使用）可顯示出您正在閱
覽且已引用的文章清單，
包含由 Wiley 及其他出版
商處引用的文章。

8.

8. 由作者提供的支援資訊
(supporting information)，
可供所有用戶免費使用。
其他頁籤選項可能包括評
註、圖形及表格。
9. 頁面底部為相關內容的連
結。

9.

備註：

9

文章全文
文章全文及參考資料連結僅供訂閱單位使用，若尚未訂閱，亦可經由「文獻選擇」（Article
Select） 或「付費閱覽」(Pay-Per-View) 購買特定文章的使用權－相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個人訂閱」(Individual Access) 選項 。
1. 以 HTML 呈現的全文，具
有方便的「跳至某頁
面」導覽功能。

1.

2. 彈出文內參考資料細
節，附帶的連結可直接
連結至參考文獻的來源
（若有相關內容）。

2.

3. 點選影像可放大畫面，
供您輕鬆閱覽。
4. 參考資料區，包含內部

3.

或外部參考文件來源的
連結－包括被
ChemPort、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 (CAS)、
PubMed/Medline、ISI
Web of Science 納入索引
的其他資料來源。
5. 許多文章還提供 PDF 格
式的全文。此類文件可

4.

儲存及列印，且包含進
入文章或期刊之其他區
域的各項方便連結。

5.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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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Wiley Online Library涵蓋電子書及電子百科－如百科全書及各項手冊。所有人皆可閱覽章節摘
要、序言、索引部分，但全文僅供訂閱單位閱覽。
備註：化學資料庫及實驗操作手冊系列亦使用電子書工具及功能表。
1. 所有頁面均配置電子書工

4.

3.

具及功能表，且包含「存
入我的個人資料夾」

1.

2.

（My Profile，僅供註冊用
戶使用）、「推薦給圖書
館員」(Recommend to
your Librarian)，並可連結
至目次、評述及作者傳

5.

記。
2. 書名、作者及其他詳細資
料。
3.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您
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權。
相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7.

8.

6.

「搜尋結果」 頁面。
4. 經由所有頁面搜尋電子書
內容（包含摘要、全文及
關鍵字）。
5. 電子書摘要細節可展開。
6. 選擇一篇或多篇章節，並
7. 存入您的個人資料夾（僅
供註冊用戶使用）。
8. 「輸出引文資料」(Export
Citations)。相關的詳盡資
訊，請參閱 「搜尋結
果」頁面。
後續版本將包含檢視摘要及
電子郵件寄送章節連結等選
項。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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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章節
所有人皆可免費閱覽電子書章節摘要，若您已訂閱電子書，則可閱覽全文及連結參考資料，
若尚未訂閱，亦可經由「文獻選擇」（Article Select） 或「付費閱覽」(Pay-Per-View) 購買特
定章節的使用權
1. 章節標題、作者 DOI 及其他

2.

1.

資訊。
2.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您是
否具有全文的使用權。相關

3.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搜尋

4.

結果」頁面。
3. 章節工具包含「存入我的個
人資料夾」(Save to My Pro-

5.

file)、「電子郵件連結至此
章節」(Email link to this

6.

Chapter) 及「輸出引文資
料」(Export citation)。
4. 其他資訊可能包含：如何引
用、刊物歷史及 ISBN 資
訊。
5. 摘要中包含關鍵字清單。
6. 參考資料（僅供訂閱單位使
用） 包含：連結至參考資
料的電子檔來源（若有相關
資料），包括被

7.

ChemPort、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 (CAS)、
PubMed / Medline、ISI Web

8.

of Science 納入索引的其他
資料來源。
7. 連結至 Wiley Online Library
內的相關內容。
8. 章節全文（僅供訂閱單位使
用） 僅以 PDF 格式提供，
可搜尋、瀏覽、儲存及列
印。
9. 快速連結至書籍／章節的其
他部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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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百科
Wiley Online Library 提供許多線上版的頗負盛名、不可或缺之電子百科。電子百科的全文內容
僅供授權機構使用－或經由「文獻選擇」（Article Select） 或「付費閱覽」(Pay-Per-View)之
方式使用個別文章。
備註：電子百科使用電子書的工具及功能表－採文章方式而非章節方式。
1. 電子百科的所有頁面均提
供電子書工具及功能表。
2.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您

1.
2.
5.
3.

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權。
相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搜尋結果」頁面。
3. 在電子書內搜尋，或使用
進階產品搜尋－請參閱以
下 (6) 的說明。

4.

4. 相關介紹、新聞、焦點及
特色將會顯示於此，內容
則需視各電子百科而定。
5. 您可在電子書功能表中，
利用標題或類別瀏覽文
章、尋找取得使用權的資

6.

訊、作者指南(author
guidelines)、編輯部新聞、
樣本內容及特殊功能（若
有提供）。
6. 進階產品搜尋功能，包含
利用文獻標題及類別搜尋
的選項。
7. 在瀏覽或搜尋結果清單
中，點選文章標題下方的
連結，即可開始閱覽。閱
覽文章內容的資訊，請參

7.

閱「文章全文」。
備註：本範例內的文章層級
圖示，為 Encyclopedia of
Life Sciences 特有的圖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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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Wiley Online Library的資料庫提供極專業的內容，這些內容是依化學、材料、科學及醫學等目
標學科的獨特需求而編排。資料庫首頁是採用與Wiley Online Library各項出版品相同而熟悉的
介面，並附有內容獨特的專業導覽連結。

1. 您可在電子書工具及功能

1.

表中，利用標題或類別瀏
覽、搜尋及取得使用權的
資訊、作者指南(author

2.
3.

guidelines)、編輯部新
聞、樣本內容及特殊功能

4.

（若有提供）。
Wiley 的部分資料庫是由
其他不同網站提供，您可
由此連結至這些資料庫。
2.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您
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權。
相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搜尋結果」頁面。
3. 利用瀏覽方式或使用出版
品類別之特定搜尋功能，

5.

尋找需要的文章。
4. 相關介紹及新聞、焦點及
特色等其他資訊將會顯示
於此，內容則需視資料庫
而定。
5. 出版品進階搜尋功能需視
資料庫而定，您可透過大
部分化學資料庫提供的結

若資料庫需要第三方軟
體支援，例如瀏覽器專
用的化學結構圖外掛程
式時，請由資料庫首頁
連結的「開始使用」頁
面，取得下載及安裝的
相關資訊。

構與試劑，以及透過本網
站提供的 MeSH 或其他醫
藥焦點搜尋功能，進行搜
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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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手冊
實驗操作手冊 (CP，Current Protocols) 是生命科學所有領域中，全方位及定期更新的實驗室
作業方法。除全文及參考連結僅供訂閱單位使用外，實驗操作手冊之摘要、圖形、實驗步驟
之影片、社群頁面、工具及計算機，皆為免費提供。

1. 瀏覽實驗操作手冊時，請
選擇實驗操作 手冊篩選
條件。
2. 使用權限圖示用於表示您
是否具有全文的使用權。

1.

相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搜尋結果」頁面。
3. 使用電子書內容搜尋或使

2.

用進階出版品搜尋。

5.

4. 首頁將會顯示出目次，以

3.

利輕鬆查閱文章。
5. 您可由電子書工具及功能

4.

表（所有頁面均有）連結

6.

至首頁及目次，並取得使

7.

用權限的資訊、作者指南
(author guidelines)、編輯

6.

影片可同時提升特定實
驗操作手冊之基本與複
雜技術的重現性。

部新聞及樣本內容。
6. 特殊功能包括實驗步驟之
影片 －免費供所有人使
用。
7. 使用權限及閱覽文章的相
關資訊，請參閱「文章全

8.

文」 。
8. 另外的
currentprotocols.com 網
站，含有各項工具、計算
機、討論區及編輯部落格
等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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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
您可在註冊為 Wiley Online Library 用戶後，儲存文章、章節、出版品及搜尋項目，以及設定
內容、引文資料與已儲存搜尋項目的電子郵件通知，並購買單篇文章、章節或訂閱。 如果您
已經擁有 Wiley InterScience 登入帳戶，您的詳細個人資料將會自動轉移至 Wiley Online
Library。
1. 點選首頁的「尚未註

1.

冊」(Not Registered) 連
結。
2. 在註冊頁面中輸入您的
電子郵件地址－此即為
您的使用者名稱， 然後
設定您的密碼。
3. 輸入您的姓、名、國家

2.

及感興趣的領域。
* 此資訊絕不會透露予任
何第三方。

3.

4. 若需要經由電子郵件或
一般郵件獲得推廣資
訊，請點選相關的核取
方塊。

4.

5. 若選擇經由一般郵件獲
得推廣資訊，請輸入您
的郵寄地址。

5.

6. 檢查細節資訊，讀取各
項使用條款並勾選核取
方塊後，點選「提交註

6.

冊」(Submit Registration)。
* 提交註冊資料後，您將
會收到一封要求您驗證
註冊事宜的電子郵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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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個人資料夾
您可在「我的個人資料夾」內，管理已儲存的文章／章節、出版品與搜尋項目，以及管理電子郵件通
知事項、編輯個人與登入資料，並檢查訂購進度及管理訂閱事宜。您儲存的所有標題、文章及電子郵
件通知( all saved titles, articles, email alerts)，皆會從 Wiley InterScience 轉移至此－由於已儲存的搜尋項
目(saved searches)是採用不同的技術，因此目前尚無法轉移。
1. 登入。

1.

3.

2.

2. 點選「我的個人資料夾」
(My Profile) 連結（可自任
何頁面中點選）。

4.

3. 您可操作「我的個人資料
夾」頁面內之左側功能表
中的所有功能：
4. 編輯您的帳戶與登入資
訊。
5. 追蹤訂單及檢視訂閱細

5.

節。
6. 啟用或更新漫遊連線服

6.

務。
7. 管理已儲存的文章／章
節、出版品及搜尋項目。
8. 管理您的電子郵件通知以
及最新目次 (e-toc) 通知、

7.

Wiley Online Library 提供的
先期閱覽 (Early View) 與已
接受之文獻 (Accepted Articles) 通知。
若已註冊 最新目次(e-toc)

8.

通知，即會自動接獲 EV 及
AA 通知，亦可選擇不使

9.

用。後續版本將包含引文資
料通知。
9. 若需停用或啟用電子郵件
通知，請點選「停用／啟
用內容通知」(Stop/ Start
Content 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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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連線服務
Wiley Online Library 的連線是由 IP（網際網路通訊協定）範圍存取控制，亦即當您機構內的網
路存取已訂閱內容時，即無需登入。若需於家中或其他地方連線至已訂閱內容時，可啟用漫
遊服務功能。
設定漫遊連線服務時，您必

1.

須為註冊用戶並於您機構
的 IP（網路）範圍內登入，
才能啟用。
1. 登入並進入「我的個人
資料夾」。
2. 點選左側功能表的「漫
遊連線」(Roaming
Access) 連結。

2.

3. 點選此連結可啟用或更新
漫遊連線服務。
漫遊連線服務的有效期
限為 3 個月。
4. 目前漫遊連線的到期日將
會顯示於此。
若需更新漫遊連線，請
再次點選「更新漫遊連

3.

4.

線」(Refresh Roaming
Access) 連結即可。

備註：

18

關於我們
您可在「關於我們」(About Us) 區內，找到 Wiley Online Library 出版品及各項服務的相關資
訊，包括出版品清單、各種價格表、連線選項及連絡資訊。

左側功能表可提供所有區域
的快速存取功能。
1. 您可在「關於我們」(About
Us) 區內，檢視所有出版品

1.

的詳盡資訊，包括各種出
版品與價格表及購買選
項、設定電子郵件通知，
以及檢視包括開放式存取
(Open Access)、作者權利
(Author Rights)、機構典藏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
環保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ies)與使用權限
(Accessibility)等各項政策。
2. 您可在「資源」(Resources)
區內，取得特定需求的資
訊，包括使用者及機構所
需的相關資訊（如新聞、
簡易新聞供稿系(RSS

2.

feeds)、付費閱覽(Pay Per
View)等資訊）、使用手
冊、教育訓練資訊，以及
包含使用規範、費用及
reprints 方面的廣告資訊。
3. 「聯絡我們」(Contact Us)
區內將提供全年無休的客

3.

服中心連線服務，服務內
容包括線上登入系統、常
見問題與電子郵件服務，
電話支援則提供週一至週
五的 24 小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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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Wiley Online Library 擁有極豐富的資源，供客戶、使用者及合作夥伴使用，相信必能協助您充
分運用 Wiley 提供的內容及各項服務。

1. 您可由左側功能表中連上
線上自學、真人線上教
育訓練等相關訓練與教
學服務，或為您的機構
安排專屬訓練課程。相
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訓練」。
2. 「研究人員專用」(For
Researchers) 資源區將提

1.
2.
3.
4.
2.
5.

供如何充分運用 Wiley
Online Library 以協助研究

3.

需求的資訊。
3. 「圖書館員專用」(For
Librarians) 資源區包含圖
書館新訊及相關資料，
以及連結至使用手冊、
推廣資料與其他圖書館
資源的圖書館工具箱。
4. 「作者專用」(For Authors) 資源區將提供如何
撰寫及提交 Wiley 出版品

4.

的資訊。
5. 功能表中的其他連結可為
學協會、廣告商、企業
合作夥伴、媒體及代理
商提供資訊，以及查詢
更深入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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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及教學
您可在訓練及教學頁面中，找到線上自學、線上研討會、日曆、使用手冊的相關資訊及連
結，此外，Wiley 亦可提供客製化訓練研討會，以符合個別客戶機構之需求。

1. 概覽我們的各項服務及人

1.

員聯絡方式。
2. 左側的功能表可提供「線

2.

上訓練解決方案」內所
有選項的快速連結。
3. 檢視可用的「免費」線
上教學範圍，並由此直

3.

接操作。
4. 透過簡易的操作連結至註
冊表單，檢視 Wiley 最新
的線上訓練研討會日
曆。
5. 聯絡 Wiley 人員為您的機
構安排專屬訓練課程。
6. 檢視使用手冊，以取得如
何在 Wiley Online Library

4.

5.

搜尋、存取全文資訊及
如何使用管理者介面的
各項功能。您也可在此
取得 The Cochrane
Library、
currentprotocols.com 等

6.

其他線上產品的使用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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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資訊
您是否想為Wiley Online Library的出版品撰寫一篇文章？您可在個別期刊的首頁中找到期刊類
作者的指導原則(author guidelines)，此外，Wiley擁有的專屬網站Author Services，也可為未來
的作者提供相關資訊。

1. 左側功能表中的「投稿

1.

人專用」(For Contributors) 區，是查詢為特定

2.

出版品撰寫文章相關資
訊時的第一步，其中包
含編輯政策／目標與範
圍，倫理指導原則、準
備及提交手稿的相關資
訊。

3.

2. 在「作者指導原則
(Author Guidelines)／作
者專用」資訊中，可找
到 Author Services 網站的
連結。
3. 您可在 Author Services
網站中，找到指導原
則、資源、聯絡資訊以
及常見問題的解答。
4. Wiley的許多期刊皆是採

4.

用線上手稿提交系統
ScholarOne Manuscripts。
您可在此追蹤您的文
章－自提交至被接受的
過程。
* 不使用ScholarOne
Manuscripts的期刊，則
會在作者指導原則中提
供相關的提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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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過刊專輯
可完全搜尋及交互連結的 Wiley Online Library 回溯過刊專輯，儲存相當重要的與歷史文獻的
連結、在線上完成跨時空文獻的整合。

Wiley的回溯過刊專輯已與
現有的網頁型內容整合，並
提供相同的彈性取用及列印
功能。

回溯過刊專輯包含：

1. Wiley的回溯過刊專輯涵
蓋眾多經嚴格定義的學
科類別，不僅提供全方
位的回溯過刊解決方
案，更徹底消除書架空
間有限、館藏不足、紙
質變質及使用不易等問
題。

通訊技術、電機與系統工程

2. 回溯過刊專輯的呈現方式
與現有期刊相同－依期
刊卷期、文章摘要、參
考資料含引文連結，以
及提供PDF格式的全文。
不同於現有期刊之處－訂購
回溯過刊專輯並非採用年繳
訂閱，而是採用一次性採購
館藏。相關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 Wiley Online Library 的
回溯過刊專輯頁面。

1.

生物科技、生物化學及生物物理
商業及管理
化學
食品科學、科技與農業
地理與開發
文學、文化研究與藝術
醫學及護理
物理與天文
心理學
宗教與神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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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訂閱選項
Wiley Online Library的大部分內容皆是採用年繳方式訂閱，但是，此處仍將提供用戶兩種選
項，以利用戶取得一般訂閱範圍以外的個別文章與章節— 「文獻選擇」(Article Select) 及
「付費閱覽」(Pay-Per-View) 。
「文獻選擇」(Article Select)可供授權的機構使用。相關的詳細資訊，請洽您的圖書館員。
1.

若您不是隸屬於訂閱的機
構，或希望直接使用或下載
非訂閱內容，可採用「付費
閱覽」(Pay-Per-View)。

2.

1. 您必須是已註冊的用戶且
已登入。
點選您需要查閱的文章
或章節的全文連結。
2. 畫面中出現拒絕存取訊
息－其中含有進入購買
選項的連結。
3. 輸入您的帳單地址。您必
須輸入有效的帳單地址
（僅供驗證之用，系統
不保留此項資訊）。
4. 輸入付費的信用卡資訊。
5. 檢查您的訂單，再點選
「訂購」(Submit Order)。

如果您擁有Wiley Online Library任
何促銷活動的5位數「付費閱覽優惠
代碼」，下單時，請務必於此處輸
入！

3.
4.

您在送出訂單後，即擁有訂
閱之文獻或章節的 24 小時
使用存取權。
您將收到一封含有訂閱文章
或章節連結的電子郵件，供
您參考。

5.

6.

6. 您可在訂購及訂閱下方的
「我的個人資料夾」
中，追蹤訂單的詳細資
訊（包含 24 小時存取權
的終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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