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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探索...
如何透過瀏覽發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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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瀏覽發現內容？ 
您可以按以下類型瀏覽內容：期刊、  書籍、  案
例研究和Expert Briefings。 

1.  選擇頁面頂部的「Browse our content（瀏
覽我們的內容）」並選擇您的內容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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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和書籍瀏覽 - 篩選和內部搜尋 

1.  透過輸入特定書名或可能出現在書名中的詞語來搜
尋期刊和書籍。 

2.  快速檢視可供瀏覽的書名數量。 

3.  套用的篩選器可以單獨清除或選擇 「全部清除」。 

4.  選擇書名或按鈕以檢視每本期刊或書籍中的所有內
容 。 

5.  使用 A-Z 篩選器根據書名縮小內容範圍 。 

6.  使用學科篩選器的三層結構， 按主題重點縮小內容範
圍。 「Subjects（學科）」下拉式選單顯示了廣泛的
學科， 「Subcategories（子類別）」涵蓋了每個學
科內的特定領域。 

7.  透過選擇「Journals（期刊）」 或「Books（書籍）」
按出版物類型縮小內容範圍。 

8.  每個書名都附有學科類別， 因此 也可以在此處選擇
篩選器。 

瀏覽期刊和書籍
emerald.com/insight/browse/publications 

期刊和書籍瀏覽區彙整了所有期刊和書籍卷冊。 該頁面自動預設按字母順序顯示所有內容。  

emerald.com/insight/browse/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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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目錄 (TOC) 頁面 

1.  在您登入到您的用戶個檔後，  您可以訂閱所
選的期刊標題內容（電子郵件）通知。 

2.  從此頁面為您選擇的期刊設定 RSS 訂閱。 

3.  輸入關鍵字或詞組以搜尋 此期刊中的內容。 

4.  檢視 EarlyCite 內容 （預印本）。 

5.  「開放存取」期由 掛鎖符號標識。 

6.  期刊目錄頁面按日期順序顯示所有卷 期內
容。 

7.  「特別期」在每卷的期清單中 醒目提示。 

8.  出版資訊（ISSN、  最早的 內容日期、  
OpenAccess 狀態、  編輯 以及更多資訊的連
結）可以 在頁面右側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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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目錄 (TOC) 頁面 
1.  概述該書涵蓋範圍。 

2.  透過選擇相關核取方塊並按一下
「download（下載）」連結來下載多個章
節（PDF）。 

3.  按一下章節標題 以 HTML 格式檢視內容。 

4.  選擇向下箭頭以顯示其他 格式和章節詳細
資訊。 

5.  書籍目錄頁面處於卷冊等級 並顯示所有可
用的章節。 

6.  對於系列叢書， 您可以 透過選擇書名檢視所
有可用的卷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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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目錄 (TOC) 頁面
續…

7.  您可以從系列叢書首頁輕鬆瀏覽所有卷冊， 
從最新的卷冊開始。 

8.  選擇「Recent chapters（最新章節）」標籤
即可快速瀏覽已出版的最新章節。 

9.  在您登入到您的用戶個檔後， 您可以訂閱所
選的叢書標題內容（電子郵件）通知。 

10.  出版資訊（DOI、  ISSN、  最早的線上內容日
期和編輯）可在頁面右側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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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案例研究
emerald.com/insight/content/case-studies 

您可以根據案例研究選輯分類瀏覽，或是一次
瀏覽所有案例研究內容。 在這兩種情況下， 您
都可以套用各種篩選器來縮小瀏覽範圍。 

瀏覽所有案例研究 - 篩選和內
部搜尋
1.  選擇「View all case studies（檢視所有案例

研究）」以按日期順序檢視所有可用案例內
容（最新的優先）。 

1

http://emerald.com/insight/content/case-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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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所有案例研究 - 篩選和內部搜尋
續… 

1.  顯示 – 如果您完成權限驗證， 您可以選擇僅檢視您有權存取的
內容。 如果您是教職員工並且想使用教學筆記， 您可以篩選檢
附教學筆記的案例。 

2.  案例文長– 按案例研究文長縮小顯示結果。 

3.  學科 – 您可以根據學科重點縮限顯示結果。 可多選。 

4.  國家 – 該文內容著重的區域。 

5.  語言 – 您可以選擇僅檢視西班牙語案例研究。 

6.  日期 - 您可選擇月份來快速檢視最新內容， 也可按年份縮限所
顯示的內容。 

7.  案例提供者 – 根據案例選集檢視內容。 

8.  透過在搜尋方塊中輸入單字或片語來搜尋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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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案例選輯瀏覽
Emerald Insight 的案例研究可透過各種 
Emerald 和許可合作夥伴的選輯存取。 

1.  僅瀏覽 Emerald 選集旗下的案例研究內容。

2.  僅檢視許可合作夥伴的案例研究內容。 當您
選擇特定選輯時， 這將僅自動按日期順序顯
示此選輯的內容（最新的優先）。 與上述相同
的篩選器和內部搜尋可用於進一步縮小內
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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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Expert Briefings
emerald.com/insight/content/briefings

瀏覽最新的 Expert Briefings 

1.  如果您登入您的用戶個檔， 您可以按一下訂
閱按鈕註冊「專家每日簡報」電子郵件通知。 

2.  有了每天發佈的新簡報， 您可以在此頁面上
檢視最新簡報。 按一下超連結的標題或底部
的連結以檢視每個簡報。 

瀏覽並篩選 Expert Briefings 

3.  按一下按鈕以按日期順序檢視完整Expert 
Briefings（最新的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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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並篩選 Expert Briefings
續… 

選擇按鈕檢視所有Expert Briefings後， 您可以
使用頁面右側的篩選器縮小內容範圍。  

1.  存取 – 如果您完成權限驗證， 您可以選擇僅
檢視您有權存取的內容。  

2.  年份 – 按發佈日期縮小範圍。  

3.  內容類型 – 根據簡報類型縮限結果。  

4.  國家 – 您可以從 A-Z 清單中選擇一個國家/
地區來篩選出內容著重的區域。 



如果您在瀏覽 Insight 上的內容時遇到
問題， 請聯絡您的圖書館管理員。 

要檢視 emerald.com/insight 的所有指南， 請瀏覽： 
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how-to/use-emerald-insight

insight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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