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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S 簡介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美國科學促進聯會，簡稱 AAAS 

(http://www.aaas.org/)，於 1848 年創立，旨在成為科學所有學科的代表機構。AAAS 歷史悠

久，而且堪稱是全球最大的科學學會，目前著力支持科學交流，也支持科學與社會議題的討

論。 

 

Science 全球首頁簡介  (www.sciencemag.org) 

為使讀者不論是經由電腦或手機，都能更方便地閱讀與分享文章，自 2016 年 1 月 12 日起，

AAAS 發布了新設計的網站。AAAS 全新的網站設計著重於更易取得文章內容，並提供一鍵式

(one-click)的文章引用、共享工具，加強的資訊計量數據等等，意欲提供讀者最佳瀏覽及互動

經驗。 

 

 

Science 全球首頁除了提供可連結到 AAAS 所出版的期刊內容，還匯集許多豐富的輔助及多媒

體資源，您可利用綠色方框內之不同標籤來選擇不同專區。下面將針對不同專區逐一說明。 

 

 

http://www.i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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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專區 (Home) 

在 Science 全球首頁專區之下，有數個固定項目： 

 

Recent Videos 

提供科學研究的有關影片資源。 

 

Latest Podcasts 

每週 podcast 提供您了解科研領域一個導引工具，可直接透過電腦線上收聽、下載 MP3 檔案

或是從 iTunes 中訂閱收聽。 

 

Photo Galleries 

科研領域也有卓越的非文字形式之多媒體資源，如投影片檔，Science 也一次彙整相關資訊於

此。 

 

其他最新消息發布 

在 Science 全球首頁上，出版社會因有最新消息發布，而不定期地可能有暫時性的網頁加入。 

 

 

新聞專區 (News) 

每天 Science 雜誌的新聞組都會爲線上使用者提供幾篇有關科研成果或科學政策的每日最新

消息；另外也會提供每週出版之 Science 雜誌收錄的新資訊。這些消息簡潔扼要，使讀者以些

許的時間，就能即時瞭解世界各地各科研領域的最新進展。 

 

Latest News 

每日均有數篇最新科學/科技相關新聞，由 Science 本身的特約作者或是外部特約作者寫作發

表，讓讀者能了解最新趨勢發展。 

 

Scienceinsider 

提供使用者世界各地有關科學政策的重大消息與分析。 

 

http://www.i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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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hots 

Science 新聞組爲線上使用者提供的重大每日新聞精選，並附有令人驚嘆的影像或影片。 

 

Sifter 

編輯部從各網站中精選出科學相關的故事。 

  

Quizzes 

此處提供 Science 自製的一些科學相關的問答題目。 

 

 

期刊專區 (Journals) 

目前 AAAS 除了出版頗富盛名的 Science 線上版之外，更提供其他的刊物，為某個專門領域的

研究人員提供豐富、互聯且可檢索的資源，包括 Science Signaling、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以上兩刊均須另外訂閱)，以及 Science Advances (Open Access 刊物)。 

 

另外，AAAS 另有兩本新刊 ── Science Immunology 與 Science Robotics 正在籌備出版中。 

 

http://www.i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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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science.sciencemag.org) 

Science 在美國發明家 Thomas Edison 的支援下於 1880 年創刊，如今在尖端研究、科學新聞及

評論方面，已發展成為世界領先的刊物，其付費發行量在同儕評鑑的一般科學期刊中居於首

位。線上版 Science 雜誌可為您提供最新發佈的獲獎新聞內容，以及具高影響力的同儕評鑑研

究資訊。Science 的內容依年代區分為下列三個產品(需個別訂閱才可使用)： 

 

 Science Online (1997 - 迄今)：Science 的最新出版內容，每週五出刊。 

 Science Classic (1880 – 1996)：Science 的過刊內容。 

 First Release (原為 Science Express)：為 Science 的出版前服務。提供最新收錄的精選研

究文章。通常這些文章會比紙本提早出版四至六週。待文章正式出版於 Science 之後，將

由此處移除。 

    

 

 

Science Advances (advances.sciencemag.org) 

Science Advance 是新加入 Science 家族的同儕評論(peer-reviewed)期刊，於 2015 年 2 月份初次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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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採投稿者付費而使用者免費的機制出版(gold open access)。Science Advances 的主題範

圍與 Science 大致相同，但收錄的文章涵蓋面更廣泛。對於那些因內容過長（受限於紙本空間

大小）或者超出 Science 主題範圍，而無法收錄於 Science 的高品質論文，都會在 Science 

Advances 上出版。 

 

 
 

Science Signaling (stke.sciencemag.org) 

Science Signaling 為研究員提供有關動態細胞訊號傳導領域中的突破性研究與論述的最新資

源。從基礎科學到治療學的設計，以及從分子到網路與系統設計，Science Signaling 讓您的研

究員、教師及學生保持領先地位。Science Signaling 能讓您立即獲取引領訊號傳導方面突破的

理念和方法。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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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stm.sciencemag.org)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為來自所有與成熟及新興學科相關的基礎、轉譯及臨床研究人

員及見習生，提供交流和交換想法的討論區，將基礎科學家與臨床研究者聯繫起來，進而提

高世界各地的病人護理水準。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有助於加快基礎研究影響臨床研

究，以及臨床研究影響基本研究的多向過程。如今，源自實驗室的研究，可在患者治療方面

發揮有利作用。 

http://www.igrou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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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Immunology 

目前免疫學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擴張與進展時期。免疫系統對健康與疾病在各個不同方面

的廣泛影響力，正開始被醫界與學界理解與重視。Science Immunology 將在這個不斷增長的領

域中，為最激動人心的發現提供一個交流平台。 

 

Science Immunology 將出版具原創性、經同儕評審、以科學為基礎、包含重要新工具和技術，

促進免疫學各個領域的關鍵進展的文章。由編輯群及科學家組成的國際諮詢小組，將保證

Science Immunology 所出版的文章，擁有與 Science 系列期刊同樣的高品質水準。(本刊 2016

年春季將開始接受投稿，投稿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www.sciencemag.org/journals/immunology/information-for-authors)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http://www.sciencemag.org/journals/immunology/information-for-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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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Robotics 

無論是完全獨立或與人類緊密合作，機器人逐漸變得無所不在。無論是在太空和深海勘探發

掘、執行手術或駕駛汽車，機器人的影響力與日俱增。Science Robotic 為最新的技術進展，以

及被機器人圍繞所產生的社會、倫理和政策關鍵問題提供了一個急需的論壇。 

 

Science Rootics 同時迎合滿足研究人員和一般利益相關者，它的多學科內容，涵蓋了機器人的

傳統學科，以及新出現的趨勢，例如先進材料和仿生設計；它也涵蓋了所有尺度，從非常大

的系統到微/奈米機器人；它的適用範圍很廣，同時兼顧理論的進展與實際應用。 

 

Science Robotics 將出版具原創性、經同儕評審、以科學或工程為基礎、包含機器人領域重要

進展的文章。由學術編輯群組成的國際小組，將保證 Science Robotics 所出版的文章，擁有與

Science 系列期刊同樣的高品質水準。(本刊 2016 年春季將開始接受投稿，投稿相關資訊請參

考：http://www.sciencemag.org/journals/robotics/information-for-authors)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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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專區 (Topics) 

 

Hot Topics 
提供收錄在 News 專區及 Science Online 中相關於該熱門主題的新聞報導與研究文章。 

 

Curated Topics 
提供收錄在 News 專區及 Science Online 中相關於該專門主題的聞報導與研究文章。 

 

Special Issues 
提供 Science 所出版的特刊連結，以及相關該特刊主題的新聞報導以及其他 Science Online 中

的文章。 

 

Custom Publishing 
提供委由 AAAS Custom Publishing Office 出版，由某些機構單位所贊助的客製化主題單冊，內

容多半包含隸屬該贊助機構之作者的相關主題文章（不一定是曾出版在 Science 的文章）。 

 

 

職涯專區 (Careers) 

Science 的職涯專區致力於成為世界首要，不論是工業、學術或是政府機關中能夠給予科學家

最佳的資訊資源環境。其宗旨在提供科學家們相關的需求資源，相對於也給予雇主一個最有

效率的資源環境。 

 

Articles 

提供相關職涯建立與抉擇的相關文章。 

 

Find Jobs (jobs.sciencecareers.org) 

目前已有超過三千種工作需求，並且每日更新。 

 

Career Resources 

提供如何準備與撰寫履歷表 (How-To 系列專輯)、最新職涯趨勢報導 (免費小冊供下載)、

ScienceCareen 臉書連結……等等相關資訊。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http://jobs.sciencecaree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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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提供對於科學職涯疑問的 Q&A 討論論壇。 

 

For Employers 

提供雇主關於在 Science 紙本期刊中刊登廣告，或是在 ScienceCareer 中刊登職務需求的相關

資訊……等等。 

 

Graduate Programs 

提供國際間大學或實驗機構所提供的碩/博士課程計畫的相關資訊。 

 

Careers Features 

提供由 AAAS Custom Publishing Office 所撰寫的職涯特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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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期刊網站使用介紹 

此處以 Science Online 網站之使用為例，當連結到期刊首頁之後，首頁上方會以跑馬燈形式展

示當期 Science 內容精選五篇，點選圖片即可連結至該篇文章。 

 

 
 

利用網頁右側捲軸向下拉，即可瀏覽當期的每一篇文章的篇名。除摘要(Abstract) / 概要

(Summary)之外，每篇文章視情況會提供 HTML 或 PDF 格式的全文 (或兩種格式皆提供)。在每

篇文章篇名之下，有一個小鎖的符號，鎖頭若是呈現打開狀，則表示可下載閱讀 (機構已付

費訂閱或該篇文章可能為 OA 文章)；若小鎖呈現封閉狀，則表示需訂閱才可下載閱讀。從文

章的右側的連結區 (MORE FROM SCIENCE) 可連結至其餘相關的網頁。 

連結到 Science 的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網頁，以及訂閱
Email 通知及 RSS feed。 

快速檢索框 

五篇精選的當期文章 

當期 Science 的
出版日期與卷期
編號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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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Table of Contents 
瀏覽當期刊期內容 

 

First Release Science Papers 
瀏覽最新收錄的精選研究文章(First Release 原為 Science Express)。First Release Science Papers

為 Science 的出版前服務，文章挑選標準包括研究的即時性及重要性。通常這些精選文章會比

Science 紙本提早出版四至六週。待文章正式出版於 Science 之後，將由此處移除。此處所提

供的文章版本，可能因之後編輯群的編修，而會與正式出版於 Science 時有所不同。 

 

Archive 
此處提供 Science 自 1880 年首次發行至迄今所有的刊期索引，使用者可以依照年份卷期瀏覽

過期期刊的目次，進一步取得摘要或全文。請留意 1880 年至 1996 年的刊期屬於 Science 

Classic 的內容，需另外訂閱才可取得全文。 

當期期刊封面 

連結至其餘的
Science 相關的
網頁 

下載文章全文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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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s 
此處將所有自 1996 起發表於 Science 的期刊文章，依照 Life Sciences (生命科學)、Physical 

Sciences (自然科學)、Other Subjects (其他主題) 這三個類目去分類。 

 

 

About Science 
提供 Science 的期刊任務與範疇、編輯與顧問群、編輯政策、投稿者須知、審稿者須知、職員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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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與聯絡方式等參考資料。 

 

Awards 
提供 Science 與 AAAS 贊助的獎項資訊。 

 

Alerts 
提供 Science 系列各期刊訂閱 Email 通知與 RSS feeds 的相關資訊。 

 

Submit 
Science 系列各期刊投稿的入口網站 (投稿者需先行在網站上註冊個人帳密，方能登入投稿)。 

 

 

檢索 Science 系列期刊方式 

基本檢索：由 Science 系列各期刊首頁的紅色功能列的右方，直接在檢索欄位中輸入所欲查詢

的關鍵字詞，即可查詢所有 Science 系列期刊的內容。 

 

 

 

進階檢索：在 Science 系列各期刊的首頁檢索欄位中，不輸入關鍵字詞(留白)，直接按下放大

鏡的圖示，即可進入進階檢索(Advanced Search)畫面。 

 

在進階檢索中，可設定多種選項以縮現與精確檢索結果。各項設定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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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欲在本期刊中所有
文章中檢索的關鍵字 

設定文章出版的起迄 
年份與日期 

限定文章所屬期刊 

限定文章所屬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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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作者姓名，可同
時設定兩位作者。 

輸入在文章”題名”需
包含的關鍵字/詞。 

輸入在文章”題名”
或”摘要”需包含的關
鍵字/詞。 

輸入在文章”全文” 
或”摘要”或”題名”需
包含的關鍵字/詞。 

輸入在書目資料需包
含的關鍵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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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若由 Science 全球首頁(www.sciencemag.org)的紅色功能列的檢索框進行檢索，則會

輸入文章出版年份 

輸入文章出版卷號 

輸入文章出版期數 

輸入文章第 1 頁的
頁碼 

輸入文章的 DOI 

設定每一頁面顯示
的檢索結果筆數，
預設為顯示 10 筆。 

設定檢索結果顯示的排序方式 

設定檢索結果展現格式 

設定檢索結果不包含
會議摘要 

http://www.igroup.com.tw/
mailto:services@igrouptaiwan.com
http://www.sciencemag.org/


 
 

 
 

智泉智泉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VI Services, Ltd.  10457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72 號 8 樓 
Tel: (02)2571-3369  Fax: (02)2571-3119  www.igroup.com.tw  services@igrouptaiwan.com 

19 

先行檢索非研究類的內容，若要由此改為檢索期刊的內容，請點選”Research journals”頁籤。 

 

 

檢索小技巧  

1.  檢索詞彙  

在 Search Term 欄位中採用的檢索定義的是字彙檢索(word)，因此如果檢索的是一個詞(phrase)

或片語，就必須使用引號 ” ”。例如，輸入”Genome Sequence”，檢索結果只會查詢到 

Genome Sequence；如果輸入的是 Genome Sequence，沒有引號，檢索結果則別包括 

genome、sequence 和 genome sequence。  

2.  切截符號  

可使用” * ”作爲切截符號，如”bio*”則可檢索岀 biology、biophysics、biological、bio-

chemistry ……等等結果。 

3.  布林邏輯  

可使用布林邏輯 AND、OR、NOT，可用於同一欄位中。 

 

布林邏輯 解釋與範例 

AND 

 

 

兩個或兩個以上概念的交集。例如：我想查 

詢 Human 和 Diseases 的資料，請輸入 

”Human AND Diseases” 

OR 

 

 

兩個或兩個以上概念的聯集。例如：我想查 

詢 Human 或 Diseases 的資料，請輸入 

”Human OR Diseases” 

Human     Disease 

Human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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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例如：我想查詢 Human 的資料但是資料中

不要出現 Diseases 的資料，請輸入 

 ”Human NOT Diseases” 

 

 

檢索結果說明 (此處以 Ebola virus 為例)  

在摘要或作者部份出現的檢索關鍵字會以粗體字標示。 

 

Human     Disease 

預設檢索結果為僅檢索 Science 系
列期刊，若要檢索新聞的內容，則
請再點選”DAILY NEWS”連結。  

該篇文章所提供的內容格式選項 ── 

- Abstract: 文章的摘要 
- Full Text: HTML 格式的文章全文 
- PDF: PDF 格式的文章全文 
- Editor’s Summary: 編輯所寫的文章概要 

選擇在 Google 文件中開啟 PDF 

點選文章標題，即可進入
該文章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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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頁面介紹 

進入文章頁面後，可看到類似下列的頁面，在頁面的右下區塊還有更多的功能，說明如下： 

 

文章工具 
Email: 以傳送電子郵件方式將文章分享給其他人。 

Print: 開啟 PDF 格式全文已方便列印 

縮限檢索結果於某一本
Science 系列期刊 PDF 

縮限檢索結果於某一年代
區間 

縮限檢索結果於某一主題 

 

 

 

 

分享此篇文章到自己的
facebook, Twitter 或
google+帳號   

本篇文章的 peer-
review 相關資訊 

 

 

 

 

本篇文章所出自的 
期刊封面與卷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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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t: 設定與儲存想要收到關於此篇文章的電子郵件通知類型、郵件主旨與發送頻率？有下

列三種選項可選擇（需先登入個人帳號）： 

- Citation: 文章被引用時發送電子郵件通知 

- Correction: 文章內容有更正時發送電子郵件通知  

- eLetters: 有人對此篇文章發表線上評論時發送電子郵件通知 

電子郵件發送頻率可選每日(Daily)或每週(Weekly)。 

Citation tools: 選擇匯出引用此篇文章的書目管理軟體檔案格式。目前可選擇匯出的格式包

含有 BibTeX、Bookends、EasyBib、EndNote、Medlars、Mendeley、Papers、RefWorks、Ref 

Manager、RIS 與 Zotero。 

Download Powerpoint: 一次下載本篇文章中所有的圖表 PPT(所有圖表置於一個 PPT 檔案

中)。 

Save to my folders: 將本篇文章儲存在個人資料夾中（需先登入個人帳號）。 

Request Permission: 要求授權使用本篇文章的許可。 

Share: 分享此篇文章在多種社群媒體。此處可選分享於 CiteULike、connotea、del.icio.us、 

digg.com、facebook、Google、Mendely、reddit.com、Twitter 等等社群媒體。 

 

文章相關資料 
Figures & Data: 此篇文章的圖表與輔助資料 

Info & Metrics: 此篇文章的出版相關資料、歷史版本資料、作者資料與網路計量學新指標

Alt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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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tters: 對本篇文章的讀者公開評論。若讀者想要對本篇文章發表評論，可從此區發表。 

 

於文章全文頁面繼續向下拉，可於右方看到下列 

 

 

 
 

 

其他出版於 Science 系列期刊中，
與本篇文章相關的文章 

由 PubMed 或 Google Scholar 查詢
其他類似的文章 

與本篇文章的主題相同的其他發
表於 Science 的文章（僅限於
Science 中的文章有此項目） 

在 ScienceCareer 中尋找此主題相
關的工作機會 

引用本篇文章（CITED BY）的文章
資料，以及本篇文章所引用的文
章資料。 

每張圖表都可以下載高解
析度的影像，以及下載影
響的 PPT 檔（圖表的說明
會附於 PPT 內）   

可由 NAVIGATE 區選擇直接跳至想
讀的文章內容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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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至附加文件
所在的網頁   

本篇文章所引用的參考
書目文章,，可透過
CrossRef、Medline、
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 或直接連結
(通常提供免費全文)，
連結到該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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