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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大綱 

一、 Mendeley簡介、特色 

二、安裝 

三、資料匯入— 

1. 資料庫資料 

(1)ATLAS、(2)華藝數位平台、(3)BRILL電子期刊、電子書 

2. 館藏紀錄資料 

3. PDF檔案 

4. 網路資料 

5. 手動建立書目 

四、 更改書目格式 



一、 MENDELEY簡介及特色 
Mendeley (讀音「ˋmɛndəle」)書目管理平台由
Mendeley與Elsevier合作建置，自2008年推出。具以
下功能及特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YX3or1u71s&feature=youtu.be) 

個人2GB 免費儲存空間。 

雲端版、桌機版及行動裝置皆可使用及同步。 

社群分享功能—可建立私人、公開群組，亦可搜尋
其他群組資料。 

 100M可共享文獻的 Groups 空間、不限人數的書目分
享Groups。 

 

 



二、安裝MENDELEY-1 

1. 建立Mendeley帳號，網址: https://www.mendeley.com/。 

 

https://www.mendeley.com/
https://www.mendeley.com/


二、安裝MENDELEY-1 

2. 輸入資料建立帳號 



3.填寫完註冊資料後，下載桌機板Mendeley 

 

二、安裝MENDELEY-1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 

資料庫匯入三步驟— 

勾選    匯出   拖曳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1) 

ATLAS 神學資料庫— 
(1) 勾選-將檢索結果加入資料夾後(按右側資料夾圖樣)，前往資
料夾檢視。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2) 

 ATLAS 神學資料庫— 

(2) 匯出— 

a.點選資料夾檢視畫面右側的[匯出]。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3) 

 ATLAS 神學資料庫— 

(2)匯出— 

b.點選第一項—直接匯出為RIS格式後，按下左側[儲存] 

1 

2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4) 

 ATLAS 神學資料庫— 

(3)拖曳--打開Mendeley桌機板，直接拖曳檔案，即完成匯入。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5) 

 ATLAS 神學資料庫--匯入完成。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6) 

 華藝數位圖書館 

(1) 勾選-勾選查詢結果後，點選[書目匯出]。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7) 

 華藝數位圖書館— 

(2) 匯出—選擇RIS格式後，匯出檔案。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8) 

 華藝數位圖書館— 

(3)拖曳--打開Mendeley桌機板，直接拖曳檔案，即完成
匯入。 

由”加入追蹤中的文
章”(個人化服務)，匯入方

式相同。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9) 

 BRILL平台(電子書、電子期刊) 
(1)勾選-BRILL平台無法一次勾選多筆檢索結果。目前測試BRILL平台資料匯入最有效
率的方式，為下載期刊全文PDF檔後再匯入。 

 



三、資料匯入—1. 資料庫匯入(10) 

請注意，自資料庫平台匯入之資料，
只會保留路徑。全文需另外下載後，
以手動方式加入。 

 

或可以下載全文後，以PDF檔案匯
入方式加進Mendeley。 



三、資料匯入—2.館藏資料匯入(1) 
(1) 勾選查詢結果後，按下[儲存/e-mail] 

 



三、資料匯入—2.館藏資料匯入(2) 

(2) 選取輸出格式為ISI ResearchSoft Tagged Output Format 

1 

2 

3 



(3)按下儲存 

三、資料匯入—2.館藏資料匯入(3) 



三、資料匯入—2.館藏資料匯入(4) 

(4)找到下載檔案，拖曳至Mendeley，即完成檔案匯入。 



三、資料匯入—3. PDF檔案匯入(1) 
僅需以拖曳方式即可一次匯入多筆PDF檔案，並自動擷取書目資料，匯入後亦可由
Mendeley直接開啟PDF文章。 

 

(1)整批匯入— 

a.選取多筆PDF檔案，拖曳至Mendeley桌機版。 

 



(1)整批匯入— 

b.匯入完成。 

 

三、資料匯入—3. PDF檔案匯入(2) 



三、資料匯入—3. PDF檔案匯入(3) 
(2)同步加入—watch Folder 

可設定一特定資料夾，將其中的PDF檔案，自動加入Mendeley中。 

之後下載全文時，將PDF檔案固定存於該資料夾，即可同步加入至 
Mendeley中。 

      a. 在左上角File中點選watch Folder功能。 

 



三、資料匯入—3. PDF檔案匯入(4) 
(2) 同步加入—watch Folder 

     b.選取資料夾 

 



三、資料匯入—3. PDF檔案匯入(5) 
(2)同步加入—watch Folder 

 c.當該資料夾有新增PDF檔案時，也會同步匯入Mendeley。缺點是無法匯入
Mendeley的個別資料夾中，需再自行搬移。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1) 
Mendeley提供「Web Importer」功能，將此功能加入瀏覽器的書籤列，即可將
網頁編輯後加入Mendeley。 

連結至「Web Importer頁面」 

(網址：https://www.mendeley.com/import/ )， Mendeley提供不同瀏覽器的安裝方
式。 

https://www.mendeley.com/import/
https://www.mendeley.com/import/
https://www.mendeley.com/import/
https://www.mendeley.com/import/
https://www.mendeley.com/import/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2) 
(1) IE安裝方式— 

     a.先由[檢視]中勾選[我的最愛]列，讓書籤列出現。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3) 
(1) IE安裝方式— 

     b.將網頁中提供的圖示拖曳到書籤列上即可。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4) 
(1) IE安裝方式— 

     c.網頁會跳出確認視窗，按下”是”。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5) 
(1) IE安裝方式— 

     d.完成安裝 。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6) 
(2) Chrome安裝方式— 

      a.安裝擴充功能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7) 
(2) Chrome安裝方式— 

       b.會跳出GOOGLE PLAY確認視窗，按下”新增擴充功能”。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8) 
(2) Chrome安裝方式— 

       c. 安裝完成，瀏覽器右側會出現Mendeley的紅色圖示。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9) 
(3) 使用「Web Importer」功能— 

a. 當想將網站資料匯入Mendeley時，按下「Web Importer」，此處以Chrome 
為例。(需登入雲端版)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10) 
(3) 使用「Web Importer」功能— 

b. 再將書目資訊編輯完整後即完成。 



三、資料匯入—4.網頁資料匯入(11) 
(3) 使用「Web Importer」功能— 

c.資料同時也會匯入桌機版。 



三、資料匯入—5.手動建立書目(1) 
(1) 「File」→「Add Entry Manually」 



三、資料匯入—5.手動建立書目(2) 
(2) 可選取不同資料類型，即會出
現不同欄位。並可附加相關檔案或
連結網址。 

 



四、更改書目格式(1) 

台神的研究報告註釋書目使用的格式主要按照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CMS ，再依中、西文資料而略有不同，故建議資料匯入後先做
幾項整理。 

 

在[view]>[citation style]可進行幾項設定- 

 



四、更改書目格式(2) 

(1) 更改引用格式--由[view]>[citation style]可更改引用格式，直接選取即可完成變
更。此處也可設定-- 

 引用格式的變更，是套用至所有資料類型?或是僅針對網頁資料。 

 預設引用格式的語言。 



四、更改書目格式(3) 

(2) 新增其他引用格式 

     a. 查看更多引用格式--可由”More Style”查看更多引用格式-- 

 



四、更改書目格式(4) 

(2) 新增其他引用格式 

     b. 新增其他格式—若無所需的引用格式，可由[Get More Style]中查找其他引用
格式，進行安裝後即可直接使用。 

 



四、更改書目格式(5) 
(3) 修改錯誤格式 

 a.在Mendeley中，中文書目格式若作者同時出現英文名，英文名格式會出
現錯誤。建議匯入資料後將作者英文名移除。 

 

 



四、更改書目格式(6) 
(2) 修改錯誤格式 

 b.可用上方[view]>[Library as Citation]，以引用格式來檢視，找出錯誤格式
的書目，並進行修改。 

 

 



 

謝謝聆聽。 

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王智豐 

分機227 

chih12@tgst.edu.tw 

~~趕快試試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