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0.04.
期刊論文登錄與維護操作說明
圖書資訊處、研究發展處



登錄準備 中、英文題名
中、英文作者
全文 PDF 檔
Pubmed ID
其他相關資料 (關鍵字、摘要…等)



中、英文題名

中文題名 (如只有英文題名，請翻譯為中文，或直接填寫英文題名)。
網路成癮與精神病理學於大學生的雙向關聯性 - 前瞻性研究

英文題名 (如只有中文題名，請翻譯為英文，或直接填寫中文題名)。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s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with
Internetaddi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a prospective study

如題名為其他外文，請填寫於「英文題名」欄位；而
「中文題名」欄位，請填寫其中文翻譯。



中、英文作者

請依論文發表時的順序填寫作者。
中文作者 (校/院內教職員生請填寫中文姓名，校外人士請填寫英文姓名) 。

林晏如, Ray C. Hsiao, 劉黛玲*, 顏正芳*

英文作者。
Yen-Ju Lin, Ray C. siao, Tai-Ling Liu*, Cheng-Fang Yen*



中、英文作者

各作者姓名請以英文小逗號「,」分隔。
通訊作者後方請加星號「*」。
共同第一作者後方請加井號「#」。
如作者人數超過20人，第五作者以後可省略校外、非通
訊作者，但請於最後方備註總人數。

範例：吳〇〇, 黃〇〇#, 陳〇〇, Lin YZ, 李〇〇, ... 鄭〇
〇*, 林〇〇* (共28位作者)。



全文PDF檔

請備妥論文全文
PDF檔。



Pubmed ID

請至PubMed查詢
Pubmed ID 
http://pubmed.n
cbi.nlm.nih.gov/。

輸入「題名」查詢
取得「 PMID」31653577
同時可於PubMed資料庫獲得
論文其他相關資料

1

2

http://pubmed.ncbi.nlm.nih.gov/


其他相關資料 – 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

查詢SCI、SSCI
期刊論文資料。

1

2

3

至圖資處電子資源管理系
統 http://er.kmu.edu.tw
點選「資料庫」分頁
輸入「WOS」查詢
點入「WOS資料庫」

http://er.kmu.edu.tw/


其他相關資料 – 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

5

點選「基本檢索」分頁

輸入「題名」查詢

4



其他相關資料 – Web of Science (WOS)資料庫

6

7

8 點入「題名」查詢論文資料

點入「期刊名」查詢期刊資料

點入「出版者提供的免費全文」
查詢論文全文



其他相關資料 – 華藝線上圖書館 (airitiLibrary)

查詢國內中文期刊
論文資料。

1

2

3

至圖資處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http://er.kmu.edu.tw
點選「資料庫」分頁
輸入「華藝」查詢
點入「華藝線上圖書館」

http://er.kmu.edu.tw/


其他相關資料 – 華藝線上圖書館 (airitiLibrary)

5

點選「文章」分類

輸入「題名」查詢

4



其他相關資料 – 華藝線上圖書館 (airitiLibrary)

6

7

點入「題名」查詢
論文資料

點入「全文下載」
查詢論文全文



其他相關資料 – 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查詢國內中文期刊
論文資料。

1

至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
論文索引系統
http://readopac.ncl.ed
u.tw/
輸入「題名」查詢

http://readopac.ncl.edu.tw/


登錄論文
資料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至T.3.2.01.查詢論文資料
至T.3.0.04.登錄論文資料
T.3.0.04.登錄小技巧

以Pubmed ID自動匯入論文資料

維護SCI、SSCI期刊IF及排名資料

維護作者部門及職稱資料

上傳論文全文 PDF 檔

列印論文資料表

錯誤排除與問題反映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至校務資訊系統
https://wac.kmu.ed
u.tw

點入「教職員」

輸入「職號」與
「密碼」登入系統

1

2

https://wac.kmu.edu.tw/


登入校務資訊系統

T.3.0.04

於教師導覽點選「研發處」
或利用「快速過濾」尋找：

✽ T.3.2.01.期刊論文查詢

✽ T.3.0.04.期刊論文登錄
與維護



至T.3.2.01.查詢論文資料

為避免重複登錄，
先至T.3.2.01查詢
論文是否已登錄。

輸入「西元年」、「姓名」
等資訊，選取所有「作者
別」，再按「查詢」

檢視論文是否已登錄

1

2

https://wac.kmu.edu.tw/tea/teardd/teaq3001.php


至T.3.0.04.登錄論文資料

若未曾登錄，請
至T.3.0.04登錄
論文資料。

輸入「西元年」後按「查詢」
按「新增」新增 1 筆資料
逐欄輸入論文、作者、期刊等
資料 (*為必填)

按「存檔」儲存資料
按「上傳PDF」上傳論文全文

1

2

3

4 5

https://wac.kmu.edu.tw/tea/teardd/team3004.php


T.3.0.04.登錄小技巧 – 以Pubmed ID自動匯入論文資料

如有Pubmed ID，
可以Pubmed ID自
動匯入相關資料，
減少手動輸入時間。

輸入「Pubmed ID」後按
「新增」自動匯入資料

檢視自動匯入資料，手動
輸入未匯入資料 (*為必填)

按「存檔」儲存資料

1

2

3



T.3.0.04.登錄小技巧 – 維護SCI、SSCI期刊I.F及排名資料

發表於SCI、SSCI期
刊者，請維護期刊IF
及排名；其他則免。

點領域名稱旁「放大鏡」
於彈出視窗選擇JCR年份，
並以英文大寫輸入「期刊關
鍵字」，再按「查詢」

利用「上筆」、「下筆」選
取正確期刊及最佳領域點入

1

2

3

輸入英文大寫



T.3.0.04.登錄小技巧 – 維護作者部門及職稱資料

請務必正確維護中文作
者、部門及職稱，論文
資料才能連至教師歷程、
評鑑、獎勵等作業。

正確維護「中文作者」，再
按「存檔」

按「依中文作者欄位產生作
者」於頁面下方產生作者部
門及職稱資料

1

2



T.3.0.04.登錄小技巧 – 維護作者部門及職稱資料

 請逐筆確認作者職號、部門
與職稱；有同姓名者，系統
會依順位抓取作者資料；若
有錯誤，請手動修正。

3

 作者資料錯誤：利用「上筆」、「下筆」
移動「手指指標」，選取錯誤資料，按
「刪除」，再按「新增」，輸入「職號」
及「作者順序」，再按「存檔」

 部門職稱錯誤：點該作者部門職稱欄位上
的「小鉛筆」，於彈出視窗利用「上筆」、
「下筆」、「刪除」、「新增」等維護部
門職稱資料，再按「存檔」



T.3.0.04.登錄小技巧 – 上傳論文全文PDF檔

請上傳論文全文
PDF檔。

按「上傳PDF」
於彈出視窗按「選擇
檔案」，選取檔案，
再按「上傳PDF」

於主頁按「存檔」

1

2

3



T.3.0.04.登錄小技巧 – 列印論文資料表

若需要，可列印
論文資料表。

按「預覽列印」
於彈出視窗檢視論文
資料是否正確

按滑鼠右鍵，再按
「列印」

1

3

2



T.3.0.04.登錄小技巧 – 錯誤排除與問題反映

無法存檔時，請查看系統回報錯誤訊息；常見問題包括：
重複登錄、必填欄位未填寫、字元過多…等。

成功存檔後，僅有原登錄者可返回修正資料。
審核完成後，原登錄者便無法返回修正資料；若有需要，
請洽研發處協助。

若登錄上有問題，請視情況提供畫面截圖、西元年、論文
序號、全文PDF檔、中文作者等資料，來信研發處詢問。



致謝

謹此特別感謝圖書資訊處王國禎圖資長、林揚凱組長、傅揚
程技士、陳建名技佐、陳鵬元技佐等協助程式建置與修改~



登錄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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