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科搜索用戶指南 

 

通過慧科搜索，您可在慧科龐大的新聞資料庫內，查尋大中華區各大報刊的新聞

內容；慧科先進的搜索功能及分類技術，使您在網上搜索新聞更爲快捷準確。 

 

您只需接入互聯網並開啓瀏覽器，鍵入指定的網址後輸入組別名稱、用戶名稱及

用戶密碼，便可即時登入慧科搜索。 
 

有關慧科搜索的技術支援問題，歡迎電郵至 cs@wisers.com 或致電慧科客戶服務

熱線。 

 

地區 電話 辦公時間 

香港 852-2948 3888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下午 6:00) 

周六(上午 8:30—下午 1: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北京 86-10-5738 2277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6: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上海 86-21-3368 8686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6: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深圳 86-755-8343 2390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6: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台北 886-2-2325 6486 
 

周一至周五 (上午 8:30—下午 6:00) 

周六(上午 8:30—下午 1: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常見問題: 

1. 慧科訊業搜索器的系統要求 

2. 慧科訊業搜索器登入基本設定 

3. 如何使用「新聞搜索」功能? 

4. 如何使用「儲存我的搜索項目」功能? 

5. 如何使用「電子報攤」/「精選影片」?  

6. 如何使用「公司搜索」? 

7. 如何顯示搜索結果？ 

8. 如何檢索搜索歷史記錄? 

9. 如何使用各項儲存功能 ? 

10. 設定,語言快捷鍵和常見問題 

11. 附錄 1: 搜索提示 

 

12. 常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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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慧科訊業搜索器的系統要求  

 

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6.0 
螢幕解像度 1024 x 768 pixel 
繁體中文平台 繁體中文視窗 Window 95/98/2000/NT 

其他語言視窗 Window 95/98/2000/NT 配合中文支援 
簡體中文平台 簡體中文視窗 Window 95/98/2000/NT 

其他語言視窗 Window 95/98/2000/NT 配合中文支援 
中文支援 Richwin 
字元支援 香港增補字元集 
  
  

返回上頁 

 



 

 

2. 慧科訊業搜索器登入界面的基本設定  
 

登入窗口 

請輸入由慧科或您的管理員提供的組別名稱、用戶名稱和用戶密碼，然後進入系統。 

 

保存登入資料 

在使用的電腦上儲存您的登入資料，按「自動記錄我的登入資料」。 

 

 

 

 

返回上頁 

 



 

 

3. 如何使用「新聞搜索」功能?  

新聞搜索提供多個搜索選項，讓您搜索新聞資訊更爲快捷準確。 

 

3.1 新聞搜索  

 

a) 關鍵字搜索 (請參考附錄 1: 搜索提示) 

您只需輸入中文或英文的關鍵字，便可查索資料庫內超過 900 份報刊每日更新的新聞內容。(資

料截至 2010 年 8 月)。 

 

 使用連接詞搜索 

使用連接詞「and」、「or」、「not」，或象徵性連接詞「+」、「/」、「-」建立更精細的搜索條件，讓

搜索結果變得更準確。 

 

 使用同義詞搜索 

在「包括同義詞」旁加上√ 號，搜索器便會連系至相關詞庫，詞庫內有關鍵字的中英、繁簡體

對應資料，例如：用關鍵字「Internet」來搜索 ，如選了「包括同義詞」，有關 internet 在不同

地方的稱呼、全形或半形的寫法，都會自動涵蓋其中，即文中有「internet , Internet, INTERNET, 
互聯網 , 因特網 , 英特網 , 網際網路」等字的文章都會羅列出來。 

 

 
 



 

 

在搜索結果頁面按「同義詞」便可立刻在新彈出的視窗查看關鍵詞的同義詞。 
 

此外，您也可電郵至cs@wisers.com ，爲慧科詞庫提供更多同義詞。 

 

 使用“我的字庫＂搜索 

透過“我的字庫＂可以將關鍵詞和自定的同義關鍵詞關聯起來。在“包括我的字庫＂旁加上√ 

號，“我的字庫＂設置頁中的所有自定的同義關鍵詞就會自動添加到關鍵詞搜索中。 

例如，如果在“我的字庫＂裏將“華東＂設置成相當於“上海＂ 或“山東＂ 或“安徽＂ 或

“浙江＂ 或“江西＂或“＂，然後輸入“華東＂作爲搜索關鍵詞，那麽在使用“我的字庫＂時，

所有包含相當於“華東＂的同義關鍵字的文章都會在搜索結果中羅列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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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索結果頁面點擊“同義詞＂ ，便可立刻在新彈出的視窗查看自定的關鍵字。 

 
 

 搜索日期 

用戶可直接輸入日期範圍，或點撃日曆表，或從日期選擇欄中選取適用時段。 

 

 

 



 

 

 搜索範圍 

 用戶可在「搜索範圍」的欄中選擇「標題」及 / 或「內文」，用以決定關鍵詞出現的範圍。 

 如輸入多於一個關鍵詞，更可同時選擇在「同一句內搜索」、「同一段落內搜索」或「全文

搜索」以縮小搜索範圍。 

 

 

b) 搜索選項 

♦ 搜索選項 - 熱門媒體 
 熱門媒體包括多個推薦的媒體列表。用戶通過點擊熱門媒體名稱可快速選取所需媒體。 

如欲獲取該列表的詳細資料，按「詳細資料」。 

 

 



 

 

♦ 搜索選項 - 所有媒體 
查找指定媒體 
用戶可透過輸入媒體名稱中的關鍵字，然後搜索 指定媒體。 

 輸入刊物名稱然後點擊「查看」 。 
 包括所輸入關鍵字的刊物/刊物組將會逐一列出。 

 

在刊物種類中搜索 

 打開清單，依據刊物的語言、所屬地區或類別來選擇刊物。例如，如果依據地區選擇刊

物而不限定刊物的語言，則選擇「全部 - 依地區」選項，地區名單將顯示出來。 

 按一下  便可展示所選地區的刊物清單。 

 點擊一下個別刊物或整個地區刊物群組，該選項將會加入已選取的刊物列。被選選項會

在右側「搜索選項」中展示出來。 
 如要取消有關設定，只需再按一次該刊物或刊物群組一次。 

 如需剔除(不包括)指定刊物或刊物群組，可連續按該刊選項兩次，刪除線便會出現，而在右側搜索

選項列表中，被排除的媒體前出現連接詞「not」。 

 



 

 

♦ 搜索選項 - 節目 

 打開清單，選取你所需的節目或多媒體群組名稱。 
 

 

  

♦ 搜索選項 - 作者 / 版面 / 欄名 

輸入作者/ 版面 / 欄名的名稱作搜索；於同一欄內若輸入多於

一個名稱，請用逗號（，）分隔。

 

 



 

 

♦ 查找指定的上市公司 

 於「上市公司搜索」的方格內，輸入上市公司名稱或股票編號，查找指定上市公司的新

聞。 
 包含已輸入關鍵字或股票編號的上市公司名稱被列出。 

 
 



 

 

搜索上市公司目錄 
 點擊“瀏覽上市公司列表＂的下拉清單以選擇上市公司所屬地區，瀏覽器就會將該地區

上市公司列表展示出來。 
 點擊所需搜索的公司名稱，該公司即被選中. 
 再次點擊公司名稱即可取消有關設定。 
 如需剔除(不包括)指定公司，可按該選項兩次，選項會出現刪除線，在被刪除的公司前

將顯示“not＂. 

 用戶可使用在上市公司選項中，選擇“及＂/“或＂，以縮小和擴大上市公司搜索範圍，

但無論選擇“及＂/“或＂，若同時選擇“剔除＂（not）時，“及＂與“或＂的變更將

不會影響“剔除＂（not）的作用。 

 

返回上頁 

 



 

 

4. 如何使用「儲存我的搜索項目」功能? 

什麽是「我的搜索項目」? 
用戶可儲存其搜索條件和過濾標準，並可隨時取用。 (總共可儲存四個搜索項目) 
 
如何建立或修改「我的搜索項目」 
• 用戶通過點擊「新聞搜索」頁面或「搜索結果」頁面的「保存搜索」，即可永久儲存所有的

搜索項目，以便日後再次選用。 

 

 

 



 
• 按「儲存」後，您可在彈出的小視窗上按任何一個按鈕及為該選項模板命名並按「儲存」。 

 
 
• 如您想修改已儲存的「搜索項目」，可以從下拉列表中選擇需要修改的「搜索項目」，重新

輸入需要的資料，修改後的搜索條件，將成為新的「搜索項目」。 

 
 

返回上頁 

 

 



 

 

5. 如何使用「電子報攤」及「精選影片」?  

a) 「電子報攤」 
 「電子報攤」為用戶提供 4 份自選媒體。 
 你亦可於新聞選項中，選取所需報紙報導。 

 

 

 

 

 



 

 

b) 「精選影片」 
 「精選影片」為用戶提供 7 條最新的多媒體新聞報導。 

 
 

返回上頁 

 



 

 

6. 如何使用「公司搜索」? 

「公司搜索」功能爲客戶提供財經新聞摘要，客戶也可從中瀏覽香港上市公司最新新聞及公司

背景資料。 

按上市公司行業分類/名稱或股票代號搜索 

 客戶可以按照行業分類瀏覽上市公司或透過輸入上市公司名稱/股票代號即可查找任何一間

香港上市公司。 
 按客戶所選的行業分類或輸入的關鍵字/股票代號，符合的上市公司將被列出。 

 
 
 按任何一間公司的名稱，該公司的最新新聞及該公司的背景資料將顯示於一個新視窗上。 

 使用左面的導航功能表可瀏覽最新新聞以及公司的背景資訊。 
 使用“新聞搜索＂按鈕，可以自定搜索條件進行搜索。 

 
 



 

 

按財經數據搜索 
 客戶可以使用行業分類及財經數據來搜索上市公司。只需選擇一個行業然後輸入營業額、

稅前利潤、市盈率和/或資産平均收益率即可。 
 與輸入條件符合的上市公司將會被列出，客戶只需任意按任何一間公司的名稱即可查看其

最新新聞和公司資訊。  

 
 

返回上頁 

 



 

 

7. 如何顯示搜索結果？ 

a) 按媒體類型顯示 - 「刊物」/「廣播」/「網站」」 
點擊「全部新聞」/「刊物」/「廣播」/「網站」可依照媒體類型查看搜索結果。 

來自報紙、雜誌、通訊社、政府資訊、電視/電台和網站的新聞歸類至「全部新聞」。 

來自報紙、雜誌、通訊社、政府資訊和網站的新聞歸類至「刊物」。 

來自電視/電台的新聞歸類至「廣播」。 

來自各網站的新聞歸類至「網站」。每一個媒體類型的文章總數將顯示於括弧內。 

  

  

 

b) 如何使用時間線? 

你可以利用時間線去瀏覽每年的相關條件的搜尋結果，點擊時間線的黑色箭咀選擇年份，再點

擊“搜索”，該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相關條件搜尋結果將會顯示在搜索結果內。 

 

 

 



 

 

c)如何令查詢結果更精確?  
用戶可使用在頁面上方的「在結果中搜索」功能進一步縮小搜索範圍，令搜索結果變得更精確。

使用該功能有兩種方式 -「關鍵字搜索」和「媒體搜索」，兩種方式需獨立運行。 
關鍵字搜索: 
 在文字輸入框（i）中鍵入關鍵字和連接詞。如果預先設定中選擇了「包括同義詞」，搜索

時自動運行該功能。 
 按 「搜索」 重新搜索結果。 

  

 
媒體搜索:  
 用戶可依照語言或媒體篩選搜索結果。 

 語言選項有兩個 -“所有中文媒體＂或“所有英文媒體＂。 
 媒體列表是依照字母順序排列的，每個媒體名稱後都列有該媒體中包括的文章數目。 
 用戶按“所有已選媒體＂後可返回原有的結果清單。 

 

 

i) 



 

 

d) 顯示選項 
選擇「分屏顯示」介面分割爲上下兩個視窗，搜索結果清單及文章全文可在同一介面顯示；點擊

「新視窗顯示」可在結果列表中僅顯示搜索清單，在新視窗顯示文章全文。 

 

 
 
 



 
e) 如何查看新聞全文和圖片 

按新聞標題或者 圖示，可顯示新聞全文。 

按 圖示可顯示圖片。 

用戶可通過“定制圖像查看功能＂  或 查看全圖和縮略圖。按  圖示可下載

圖片。 

 

 

 



 

 

f)  如何打開視訊/音訊檔案？ 
用戶可在廣播類別中搜索到包括視訊/音訊檔案的新聞。點擊音頻/視頻圖示，該節目便會在新視

窗中播放。   

 
 

g) 如何查看網站文章？ 
網站文章會提供網址連結。當滑鼠放到新聞標題時，將會顯示其摘要，點擊摘要中的網址連

結或  圖示，該網頁即會在新視窗中打開。 
 

h) 什麽是標示關鍵字選項？ 
按「標示關鍵字」後，您所用的搜索字詞將在文章中標示出來。 

 



 

 

 

 
i) 如何使用標示關鍵詞和搜索功能？ 

用戶可以用滑鼠左鍵標示關鍵詞及點擊文章中的“標示關鍵詞和搜索＂按鈕隨時進行搜索。在彈

出的窗口中選擇自己喜愛的搜索專案即可完成搜索。 

 

 
 

 
 
 
 
 
 
 
 



 

 

j)  如何改變新聞標題的排列次序? 

從搜索結果中，您只要按上方的“標題＂改變新聞標題排列次序。 

• 選擇「文章相關度」以首先列出最多關鍵字的新聞。 
• 選擇「刊登日期」以顯示報刊名稱的英文字母先後來排列由遠至近或近至遠的次序排列。 
• 選擇「媒體」以報刊的英文字母先後來排序。 

  

 
k)  相關文章 

您只要按右方的“更多相關新聞＂瀏覽更多相關新。 

 

 

 

 

 

 

 

 



 

 

 

l)  如何將新聞類聚? 

從搜索結果中，您只要按左上方的“文章類聚＂將新聞標題類聚。 

 選“關閉＂會將所有搜索新聞全部列出。 

 選“相似＂會將新聞內容相似的新聞類聚。 

 選“相同標題＂會將相同標題的新聞類聚。 

 
 

返回上頁 



 

 

8. 如何使用搜索記錄? 

a) 怎樣查看搜索記錄？ 
用戶可在 i) 新聞搜索頁面；ii) 搜索結果頁面進入“搜索記錄＂頁面查看最近 5 次的搜索記錄。 

 

 

 



 

 

b) 搜索記錄有何用處？ 
• 點擊“編輯搜索＂可修改搜索項目 
• 點擊“搜索＂可再次執行搜索 
• 點擊“保存搜索＂可將搜索記錄保存爲“搜索項目＂ 
• 搜索項目如有任何修改例如:在結果中搜索）都會被視爲新的搜索記錄 
• 登出後“搜索記錄＂就會被清除 

 
 
返回上頁 



 

 

9. 如何使用各項儲取功能 ? 

慧科新聞資料庫備有「預覽」、「電郵」、「列印」、「下載」 和「加到我的暫存文件夾」五項功能。 
a) 如何使用「預覽」功能？  

• 選擇新聞標題或按 圖標即可預覽文章或 
• 在新聞標題結果清單頁選擇多個標題並按 ，即可同時查閱所有被選文章 

 
 
 
 
 
 
 
 
 
 
 
 
 
 
 
 
 
 
 
 



 

 

b) 如何使用電郵 功能?  
• 閱覽文章時，若要以電郵發送一篇文章，按上方的 ，打開「電郵服務」視窗；或 
• 如選擇更多文章，在被選標題旁邊的方格內加上√ 號，再按 ， 「電郵服務」視窗將會出現。 
• 選擇需要電郵的文章，是“全部文章＂/“已選文章＂/“所在文章＂。 
• 選擇傳送文章的格式：html 或 text 格式，再選擇顯示範圍，即「標題、內文及圖片」或「標題

及內文」或「標題及圖片」 或「只顯示標題」。 
• 填上寄件者的電郵地址或名稱； 
• 填上收件者的電郵地址，或者如已在設定頁中設定個人地址薄，用戶可以點擊“地址簿＂選取聯

絡人。若有超過一位收件者，請用「﹐」分隔電郵地址； 
• 輸入電郵主題及內容； 
• 選擇是否使用「關鍵字標示」的功能。 

• 在傳送電郵之前按「文章排序」，可以重新排列文章的次序。 
• 完成後，按「發送」。 

 



 

 

c) 如何使用列印功能?  

• 閱覽文章時，按上方的 打開「列印」視窗；或 
• 如選擇列印多篇文章，在被選標題旁邊的方格內加上√ 號， 再按 打開「列印」視窗。 
• 選擇列印範圍：「只顯示標題」、「標題及內文」、「標題、內文及圖片」或「標題及圖片」。 

• 選擇需列印的文章，是“全部文章＂/“已選文章＂/“所在文章＂； 
• 選擇是否使用「關鍵字標示」的功能。 
• 完成後，按「列印」。 

 

 

 



 

 

d) 如何使用下載功能? 

• 閱覽文章時，按上方的 打開「下載文章」視窗；或 

• 如選擇多篇文章，在被選標題旁邊的方格內加上√ 號， 再按打開 「下載文章」視窗。 

• 選擇需下載的文章，是“全部文章＂/“已選文章＂/“所在文章＂。 
• 選擇顯示範圍，即「標題、內文及圖片」或「標題及內文」或「標題及圖片」或「只顯示標題」， 

再選擇文章格式 
• 勾選輸出“儲存為壓縮檔＂，可將多篇文章分開為個別 PDF 檔並以壓縮檔輪出。 
• 選擇是否使用「關鍵字標示」的功能。 
• 按「下載」，打開 「下載文章」對話方塊； 
• 按「儲存」文件即可。 
• 在「檔案下載」的對話方塊中，選擇「儲存」文件的位置後按「儲存」。 

 

 
 



 

 

e) 如何重新排列文章的次序? 
• 如用戶在進行列印、電郵或下載文章的時侯，需要重新排列文章的次序，可以按  以

打開「文章排序」視窗。 
• 選擇要進行排序的文章標題，通過按   向上或向下移動標題，也可直接在右側的文本輸入

框中鍵入要移動到的位置，按 鍵即可將該標題直接移到指定位置。 
• 按「完成」可繼續列印、電郵或下載的操作。文章即可按被排列好的順序完成操作。 
 

 



 

 

f) 如何使用我的暫存文件夾功能 ? 
• 閱覽文章時，按上邊的  ，「加到我的暫存文件夾」視窗便會出現；或 
• 如選擇多篇文章，在被選標題旁邊的方格內加上√ 號， 再按  打開「加到我的暫存文件夾」

視窗。 
 

 
 
 
 
 
 
 
 
 
 
 
 
 
 
 
 
 
 

• 選擇需儲存的“全部文章＂/“已選文章＂/“所在文章＂後，按「加到我的暫存文件夾」。 
• 閱讀儲存了的文章，可按 。 
• 要刪除儲存了的文件，在有關文章標題旁的方格內加上√ 號，再按  打開「刪除文件夾中的

文件」視窗， 
• 確認要刪除的是“全部文章＂/“已選文章＂/“所在文章＂後，再按「是」。 
 

 

返回上頁 



 

 

10. 設定語言快捷鍵和常見問題 

• 進入「設定」，用戶可更改「顯示介面」及「我的電子報攤」的設定。 

 
 
♦ 顯示介面設定 
♦ 在顯示介面下，用戶可更改語言、文章顯示格式、每頁顯示的標題數目及文章分類的設定。 

 
     



 

 

♦ 「我的電子報攤」設定 
如果用戶想閱讀電子報攤預設的 4 份媒體以外的報刊，可通過點擊「設定」- 「我的電子

報攤」來實現。 
 點擊要修改的媒體中的「編輯此媒體」，可在新視窗作出修改。 
 選擇地區、媒體以及希望加到「我的電子報攤」內的版面。 

 
 如果用戶希望改變某個刊物版面的排列次序，使用向上/向下箭頭即可；點擊х可刪除

列表中的版面名稱。 

 



 

 

♦ 「聯絡資料」設定 
用戶可以使用「聯絡資料」來組織聯絡人，設定及儲存有關個人及群組的聯絡資訊。隨時

可透過互聯網存取。 

 
設定送件人的資料 
 只需設定送件人的姓名和電郵地址，所有電郵視窗中的發信人姓名和電郵地址欄位中都

會自動填上這些資料。 
 選取「發送副本給送件人」，在發出任何郵件時送件人將會收到一份副本。  

 
設定個人地址簿 

 輸入聯絡人名稱及相應的電郵地址，然後按「儲存」。 
 若要更新已儲存的資料，修改後按「儲存」。按「取消」可退出，而不更改資料。 
 按「新增」可添加更多聯絡人。用戶在個人地址簿中可儲存最多 20 個聯絡人，

而每個聯絡人最多可輸入 650 個字元。 

 



 

 

語言快捷鍵 
用家可點擊語言快捷鍵，作快速中/英文語言切換 

 
 
點擊用戶指南，您可查索在線常見問題。 

 
返回上頁 

 
 
 
 
 
 
 
 



 

 

11. 附錄 1: 搜索提示 

基本提示 
簡易輸入方法及其用途 範例 
您可使用符號”+”或空格來代替”and”去搜索 所有同時出現關鍵詞的文章  中國+學生 

 中國 學生 
 中國 and 學生 

您可使用符號”/”來代替”or”去搜索 所有可能出現關鍵詞的文章  中國/學生 
 中國 or 學生 

您可使用符號”-”來代替”not”去搜索 排除某些關鍵詞的文章  青年-學生 
 青年 not 學生 

您可使用雙引號””來搜索 包含空格或“-”, “.”, “!”  等符號的關鍵詞的文章 
(因為在沒有使用雙引號的情況下，空格將等同於連接詞 “and ”)  

 “Hong Kong” 

進階提示 
用途 範例 輸入方法 
搜索 所有同時出現關鍵詞的文章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香港” 及 

“學生” 的文章 
香港 and 學生 
(“+” 相等於 “and”)  
 

搜索 所有可能出現關鍵詞的文章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香港” 或 
“學生” 的文章 

香港 or 學生  
(“/” 相等於 “or”) 

搜索 排除某些關鍵詞的文章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青年” 但不

包括 “學生” 的文章 
青年 not 學生 
(“-” 相等於 “not”) 

搜索 包含空格或“-”, “.”, “!”  等符號的

關鍵詞的文章  
(在沒有使用雙引號的情況下，空格將

等同於連接詞 “or”)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Hong 
Kong” 的文章 

“Hong Kong” 

同時使用多個關鍵詞及連接詞進行搜

索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小孩” 及 
“青年” 但不包括 “嬰兒” 的文章 

小孩 and 青年 not 嬰兒 

優先處理括號中的關鍵詞的搜索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香港” 及”
小孩”) 或 (“香港”及 ”青年”) 的文

章 

香港 and (小孩 or 青年) 

搜尋出現於同一句子內的關鍵詞的文

章 (只可與連接詞 "and" 同時使用)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香港" 及"學
生" 並於同一句子內出現的文章 

香港 and 學生 然後選擇 同一

句子內搜索 
搜尋出現於同一段落內的關鍵詞的文

章 (只可與連接詞 "and" 同時使用)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香港" 及"學
生" 並於同一段落內出現的文章 

香港 and 學生 然後選擇 同一

段落內搜索 
搜索 包含空格或“-”, “.”, “!”  等符號的

關鍵詞的文章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wisers.com” 或 “wisers.net” 的文

章 
 

“wisers.com” or “wisers.net” 

搜索 包含 “and”, “or”, “not”, “+” 等連

接詞的指定關鍵詞的文章 
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字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的文章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萬用字元的搜索  
使用 ”*” 來代表 0 個或以上的字元 
(最少輸入 4 個英文字元或 2 個中文字

元) 
不支援”包括關鍵詞”功能及包含空格 

搜索 所有包括字元 “math” 的文

章, 例如: Mathematics 或

Mathematical 
 

Math* 

萬用字元的搜索  
使用 ”?” 來代表一個字元 
(最少輸入 4 個英文字元或 2 個中文字

元) 
不支援”包括關鍵詞”功能及包含空格 

搜索 所有包括 “Advice” 或

“Advise” 
 

Advi?e 

返回上頁 



 

 

12. 常見問題 
在關鍵詞搜索中，連接詞的數量是否有限制？ 

• 沒有。但根據搜索條件的複雜性，搜索時間會相應延長。  

 

如何使用搜索工具？ 

• 請參考 搜索提示 或說明——附錄 1 獲得詳細資料。 

 

在關鍵詞搜索中，空格意味著什麽？ 

• 空格相當於連接詞“and＂。例如，查找包含學生和同學的文章，只需簡單地輸入 學生 同學，

不用在其中加入“and＂這個連接詞。然而，用戶需要知道包含空格的限制，如 Hong Kong，

應該輸入 “Hong Kong”（加雙引號）, 才能搜索到正確的結果。 

 

關鍵詞與連接詞之間是否需要置入空格? 
• 這要視乎你是輸入符號又或是英文字連接詞進行搜索，如搜索 所有包括關鍵詞 “中國” 或 “學

生” 的文章，你可輸入 : 
1. 中國<空格>or<空格>學生 
2. 中國/學生 

 

如何使用萬用字元？ 

• 使用“*＂（代表 0 個或以上的字元）或“?＂ (代表一個字元)進行搜索。舉例來說，搜索 所

有包括字元 “math＂關鍵字的文章，如:“Mathematics＂或“Mathematical＂，可在搜索框中

輸入 math*。 但需在萬用字元前面或後面最少輸入 4 個英文字元或 2 個中文字元。此操作下不

支援“包括關鍵字＂及包含空格的功能。 

 

如果不能搜索一些術語怎麽辦？ 

• 使用慧科擁有的中文字元分割技術，有時搜索特殊的術語可能會比較困難。比如，在搜索框中輸

入 圖書館 ，包含 公立圖書館 的文章將不會顯示。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可嘗試使用萬用字元，

例如輸入 *圖書館。 

 

什麽是包括同義詞搜索？ 

• 在 包括同義詞 旁加上√ 號，搜索器便會連系至相關詞庫，詞庫內有關鍵字的中英、繁簡體對

應資料，例如：用關鍵字「Internet」來搜索 ，如選了「包括同義詞」，有關 internet 在不同地

方的稱呼、全形或半形的寫法，都會自動涵蓋其中。 

 

什麼是"我的字庫"? 
• "我的字庫"讓您建立自定的同義關鍵詞。 

例如: 華東 = 上海 或 山東 或 安徽 或 浙江 或 江西 或江蘇 

 

如何建立"我的字庫"? 
• 請於黃色空格內輸入字庫的名稱，然後在灰色空格內分別輸入相對的關

鍵詞。 

• 如要儲存，請按[儲存]鍵。 

• 如要建立新的字庫，請按[新增]鍵，最多可建立 10 組字庫。 

 

如何使用"我的字庫"? 



 

 

• 如使用"我的字庫"，你只需於關鍵詞欄輸入任何一組字庫的名稱及剔選"包括我的字庫"便可。 

 

搜索內容有沒有時間限制？ 

• 有。搜索日期只能從 1998/01/01 開始。 

 

通過作者/欄目/版面/節目搜索有沒有限制？  

• 有。用作者/欄目/版面/節目功能進行搜索時有輸入字數限制，最多可輸入 50 個漢字或 10 個以

逗點分開的短語。  

• 通過作者/欄目/版面/節目搜索的時間範圍已從 1 個月擴大到 3 年，大大提高了搜索的機動性。 

 

刊物的排序是依據什麼特定的邏輯? 
• 不論於任何的語言介面下，刊物的排序都是依據刊物的英文名稱先後來排列。 
什麽原因可能導致系統登錄失敗？ 

• 系統登錄失敗可能由於： 

- 沒有被我們的服務認可。對額外團體或用戶的限制—— 同時登錄系統的數量取決於用戶購

買的許可權數量。   

- 錯誤的登錄資訊，包括：登錄 ID 或密碼。 

- 不正確的退出——用戶應該按 登出 退出系統。否則，由於佔據系統，可能會阻礙以後的

登錄。 

 

每次能搜索多少文章？ 

• 系統可以顯示搜索到的文章總數，但電郵、列印或下載文章的最大量是 1000 篇。 

 

保存“我的搜索項目＂有什麽限制？ 

• “我的搜索項目＂可快速獲取常用的搜索條件，因此用戶的搜索範本可在此功能下儲存。用戶最

多可儲存 4 個不同選項的搜索項目。在儲存搜索項目時，有沒有設定關鍵字都可以，但是執行搜

索的時候，一定要有關鍵字。 

 

使用 “我的暫存文件夾”有什麽限制？ 

• 在 我的暫存文件夾 中最多可保存 200 篇文章。文件夾實際是臨時的存儲庫，當每次登出系統時

所有被保存的記錄將被清除。  

 

如何開啟音頻及視頻節目檔案？ 
• 您需要微軟的「Windows Media Player」軟件來開啟音頻及視頻節目檔案。 

• 您可以在此網址免費下載：http://www.microsoft.com/mediaplayer 
 

如何改變語言設置？ 

• 進入設定，在語言設定中選擇設置的語言，再按 。 

 

如何改變每頁顯示文章的數量？ 

• 進入設定，在文章顯示格式中選擇需要的選項，再按 。 

 

如何改變文章的排列次序？ 

 進入設定，在文章顯示格式中選擇需要的選項，再按 。 

 

http://www.microsoft.com/mediaplayer
http://www.microsoft.com/mediaplayer


 

 

如何更改顯示介面的字形大小？ 

• 通過調節瀏覽器的設置就可更改顯示介面的字形大小。(請參照下面的演示) 

 

 
 

如何連到慧科的其他產品？ 

• 請點擊頁面右上角的 或 按鈕。 

 

如何獲得內容供應商列表？ 

進入 說明 的最後一部分查看或下載內容提供商列表。 

 

返回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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