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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統架構圖 

一、 申請文獻全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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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功能 

一、 系統首頁 

 

圖 1 首頁 

 

首頁包含最新消息、加入會員、忘記密碼、系統登入、PubMed 圖示、電子

期刊及電子書連結：點選『忘記密碼』可透過申請之 Email 自動發送密碼至原申

請者；點選『PubMed 圖示』，可連結到 PubMed 醫學資訊檢索系統網站；點選

『電子期刊』或『電子書』連結，可連結到該電子期刊或電子書；或輸入帳號密

碼，進入『數位醫學資訊平台』進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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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系統 

連結至『數位醫學資訊平台』(http://eshare.tmu.edu.tw/DapsWeb/)之系統網

頁後，系統提供登入系統之功能，使用者於本網頁輸入帳號及密碼後再點選『登

入系統』即可，如帳號或密碼錯誤，系統會提示使用者『帳號或密碼輸入錯誤』。

若使用者尚未加入會員可點選『加入會員』申請帳號。 

讀者經系統確認帳號及密碼無誤後，系統進入『訂單申請(自行輸入書目)』，

並有 1.『訂單申請』、 2.『訂單查詢』、 3.『修改個人資料』、 4.『OA 資料瀏覽』、 

5.『連結 PubMed』等數個部分。 

 

 
圖 2 登入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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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會員 

使用者首次使用本系統之前，須先申請帳號，待結盟醫圖館員或北醫圖館員

核可後即可登入本系統，點選『加入會員』進入本網頁之後，使用者依網頁所列

欄位填寫資料（有＊標記的欄位皆須填寫），填寫完畢後點選『送出申請』將資

料送出。 

結盟醫圖館員或北醫圖館員核可申請者之資料後，系統會寄發 Email 通知申

請請者帳號已核可，可登入系統開始使用。 

 

圖 3 加入會員 

 

3. 忘記密碼 

當讀者忘記密碼，必須先輸入帳號後再點選『忘記密碼』，系統會透過申請

之 Email 自動發送密碼至讀者。 

 

圖 4 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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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訂單申請 

1. 自行輸入書目 

 

圖 5 自行輸入書目 

點選『自行輸入書目』後進入本網頁，當點選『新增細目』會開啟下圖： 

 

圖 6 新增訂單 

 

讀者依網頁所列欄位填寫資料（有＊標記的欄位皆須填寫，有填寫 PMID 則

不用填寫其他欄位），填寫完畢後點選『儲存』。 

admi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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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自行輸入書目(有細目) 

 

細目儲存完成後，點選『新增下一筆細目』則可繼續新增細目，直至點選『確

認送出訂單』即送出訂單至結盟醫圖館員審核。若未點選『確認送出訂單』離開

本網頁，該網頁的所有細目將不會送出亦不保留。 

 

2. 上傳文獻檔案 

 
圖 8 上傳文獻檔案 

 

點選『上傳文獻檔案』後進入本網頁，當點選『選擇檔案』即可從電腦目錄

上選擇要上傳之檔案（限上傳 word、text、pdf 檔）。選擇完畢後，點選『儲存』

即送出訂單至結盟醫圖館員審核。 

  

admin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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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檢索服務 

點選『代檢索服務』後進入本網頁，依網頁所列欄位填寫資料（擇一申請，

即只填寫主題代檢索或期刊代檢索），填寫完畢後點選『送出申請』，即送出訂單

至結盟醫圖館員審核，並會自動寄出 Email 給予讀者。 

 

 
圖 9 代檢索服務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數位醫學資訊平台 

2014-12-16 
使用手冊(讀者端) v1.00 

 

藝術碼科技有限公司 頁 10 / 13  
 

三、 訂單查詢 

1. 待審核 

 
圖 10 訂單查詢(待審核) 

 
點選『待審核』可查詢目前待審核的訂單資料，亦可輸入訂單編號查詢該訂

單資料。 

點選『訂單編號』後可以查看該筆訂單的詳細資料，並能自行刪除訂單資料。 

 

2. 待處理 

 
圖 11 訂單查詢(待處理) 

 
點選『待處理』可查詢目前待處理的訂單資料，亦可輸入訂單編號查詢該訂

單資料。 

點選『訂單編號』後可以查看該筆訂單的詳細資料。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數位醫學資訊平台 

2014-12-16 
使用手冊(讀者端) v1.00 

 

藝術碼科技有限公司 頁 11 / 13  
 

3. 處理中 

 

圖 12 訂單查詢(處理中) 

 
點選『處理中』可查詢目前處理中的訂單資料，亦可輸入訂單編號查詢該訂

單資料。 

點選『訂單編號』後可以查看該筆訂單的詳細資料。 

 

4. 已完成 

 

圖 13 訂單查詢(已完成) 

 
點選『已完成』可查詢目前已完成的訂單資料，亦可輸入訂單編號查詢該訂

單資料。 

點選『訂單編號』後可以查看該筆訂單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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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修改個人資料 

 
圖 14 個人資料修改 

 
點選『修改個人資料』，系統即可顯示讀者個人資料網頁，除讀者帳號、權限群

組及結盟醫圖外，讀者可依據個人狀況修改，修改後點選『儲存』即可。 

 

圖 15 密碼修改 

 

點選『密碼修改』，系統即會出現密碼修改頁面，依所列欄位填寫後點選『儲存』

即修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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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OA 資源瀏覽 

 
圖 16 OA 資料瀏覽 

 
點選『OA 資料瀏覽』，讀者可點選上方（A-Z），即可查詢字首為該字母的電子期

刊或電子書連結。 

六、 連結 PubMed 

點選『連結 PubMed』，即連結到 PubMed 醫學資訊檢索系統網站。 

七、 登出 

點選『登出』即回到『數位醫學資訊平台』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