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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頁說明 

進入本知識庫之後，您將看到下列畫面： 

 

 

》選擇「開始檢索」您將可直接以查詢的方式，找到想要查詢的資料。 

》選擇「資料庫簡介」將幫助您了解本產品的基本資料及製作過程。 

》選擇「操作說明」將可幫助您了解基本的檢索方式，和圖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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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視窗介面介紹  

《昆蟲圖鑑小百科》知識庫的主要檢索和瀏覽的方式包括﹕昆蟲外形分類檢索

（首頁）、全文檢索、生態檢索、英文學名瀏覽、注音瀏覽、筆劃瀏覽、影片目

錄瀏覽、昆蟲的知識樹瀏覽、昆蟲入門瀏覽，總共九種。 

 

◎如果您很明確的知道您想要查詢資料的關鍵字詞，建議使用快速查詢列鍵入關

鍵字詞後，選擇資料範圍，直接按下  或 〔Enter〕鍵確，即可找到相關資

料。 

 主要檢索介面分為四個部分：（以英文學名檢索頁面為例） 

說明框：說明該項目的搜尋介面或瀏覽選單的使用方式。 

切換瀏覽及檢索選單功能列：切換八種不同的檢索及瀏覽功能。 

快速查詢列：鍵入關鍵字詞並選擇資料範圍，可迅速查詢到相關資料。 

瀏覽選單或搜尋頁面：顯示該項檢索或瀏覽功能的選單。 

 

 

 

 

3.快速查詢列 

4.瀏覽選單或搜尋頁面 

1.說明框 

2.切換瀏覽及檢索選單功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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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索功能介紹 

《昆蟲圖鑑小百科》提供：首頁的外形瀏覽（1）、全文檢索（2）、生態檢索（3）

等三項檢索功能，以及英文學名瀏覽（4）、中文學名注音瀏覽（5）、中文學名

筆畫瀏覽（6）、生態影片瀏覽（7）、昆蟲知識樹瀏覽（8）、昆蟲入門知識瀏覽

（9）等七種瀏覽方式，使用方式說明如下： 

 

 

   (1)     (2)     (3)      (4)      (5)    ( 6)    ( 7)   ( 8)     (9) 

 

3-1（首頁）昆蟲外形分類檢索： 

在您開啟《昆蟲圖鑑小百科知識庫》後，將會自動進入首頁，透過首頁之「昆蟲

圖片外形分類」，便可藉由外型找到您想查詢的昆蟲種類，在該種昆蟲下方並標

示了本知識庫所提供的數量；確定外形符合所查詢的項目之後，可以直接在該種

昆蟲的標本圖上以滑鼠按一下，即可進入該種昆蟲之目錄和瀏覽頁面。 

點選任何一種昆蟲即可進入該種昆蟲的

目錄和瀏灠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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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文檢索： 

請您在「全文檢索」網頁的檢索，輸入想要查詢的昆蟲名稱或關鍵字詞，選擇檢

索範圍的資料庫，然後選擇呈現的方式後，按下 Enter 鍵或是 ，所

有查詢結果會立即顯示在下一頁的查詢結果目錄中；用滑鼠按下任一項目，即可

連結到該項標題下的閱覽頁面。 

 

 

 

Ⓞ選擇呈現方式為「顯示內容片段」，說明查詢結果及其路徑，如需回到上一層

或兩層的頁面，也可以直接點選路徑，即可迅速返回。查詢結果將顯示關鍵字

所在內文的前後文字，其呈現方式如下圖： 

 

 
以紅字標示出關鍵字詞的位置 

顯示查詢到的資料筆數，及結果頁面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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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選擇呈現方式為「僅顯示標題列表」，查詢結果將顯示出現該文的昆蟲中

文、英文學名、一般名稱、所屬的目，或是昆蟲入門和知識樹資料庫的中文標

題。，其呈現如下圖的結果畫面： 

 

 

3-3 生態檢索： 

使用生態檢索的功能，必須設定兩種條件： 

ⓞ步驟一：應先設定「昆蟲種類」，您可選擇全部的昆蟲，如限定特定昆蟲則可

單選一種，或複選多種昆蟲。多種昆蟲的複選為「OR」的邏輯，為「聯集」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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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則選定昆蟲的生態環境、食性以及活動時間。考慮不熟悉昆蟲生態環境使用者

的需求，第二步驟同一種生態條件的選項（例如大環境中的「平」、「低」、「中」、

「高」）之間的組合為「OR」（聯集），亦即所勾選的項目都會顯示在查詢結果

中，所設定的條件越少，查詢結果越精確；設定條件越廣，查詢到的資料越多。

但不同的生態條件之間，則可視查詢的需求，使用布林邏輯的「AND、OR、

NOT」組合查詢。「生態條件」之定義，請參照「生態圖例說明」。 

 

 

 

您可直接以下拉式選單，選擇生態條件

間的布林邏輯查詢 

點選生態圖例，可另開視窗顯示圖例

所代表的生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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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兩個步驟的設定之後，可以按下 ，即可進行資料檢索的工

作。如果想改變上述的設定，可直接按下 ，系統將會清除

已設定的項目，您可以重新設定選項。 

 

ⓞ根據您所設定的選項，將會表列出圖鑑資料的「中文學名」、「生態條件」、「一

般名」出現下列畫面，告知您查詢的結果： 

 

顯示生態的條件，可以作為是否閱覽該

資料的參考 

顯示查詢到的資料筆數，及結果頁面的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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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英文學名瀏覽： 

如果您只知道某種昆蟲的英文學名，即可直接使用英文學名檢索的方式，找到該

種昆蟲的資料。您只需點選該種昆蟲英文學名的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即可循

序找到該種昆蟲的連結。 

 
 

ⓞ以查詢字首為「A」的英文學名為例，將會按照字母順序列出「英文學名」、「中

文學名」、「一般名」等資料，呈現方式如下列選單：  

從英文學名的首頁可以

直接點選英文學名的字

首字母 

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學名瀏覽選單 提供 A to Z 的字母選單，可迅速切換字首 

可迅速

點選到

下一層

字母的

瀏覽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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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文學名注音瀏覽： 

如果您只確定某種昆蟲的中文名稱或相近的發音，但不確定正確的寫法，可直接

使用注音檢索的方式，依照注音符號的排列，循序找到該種昆蟲的資料。您只需

點選該種昆蟲中文學名的第一個字的注音符號，即可循序找到該種昆蟲的連結。 

 

 

 

 

ⓞ以查詢「ㄅ」為例，瀏覽選單顯示「中文學名」、「英文學名」及「一般名」三

項資訊。 

從中文學名注音檢索的首

頁，可以直接點選中文學

名的注音符號，進入該注

音符號為字首的選單 

按照注音符號順序排列的學名瀏覽選單 注音符號從ㄅ到ㄩ的選單，可迅速切換字首 

中文學名

第一個字

的發音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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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文學名筆畫瀏覽： 

如果您只確定某種昆蟲的中文名稱的第一個字，可以根據第一個字的筆劃，循序

找到該種昆蟲的資料。您只需點選該種昆蟲中文學名的第一個字的筆劃數目，即

可找到該種昆蟲的連結。 

 

 

 

 

ⓞ以字首筆劃「三劃」為例，瀏覽選單顯示「中文學名」、「英文學名」及「一般    

  名」三項資訊。 

中文學名第一個字的筆畫選單 

按照筆畫順序排列的學名瀏覽選單 

學名第一個字從一畫到三十

劃的選單，可迅速切換到字首

為其他筆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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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影片目錄瀏覽： 

在本知識庫提供了約 70 個昆蟲影片的片段，兩種檢索影片的分類。 

ⓞ您可以點選 找尋相關的片段；同一種昆蟲有超過一個以上的片 

  段，您可以點選到下一層，瀏覽不同片段的標題，進一步連結到影片的觀賞頁 

  面。 

 

 

 

 

ⓞ同一種的昆蟲，可能會有好幾個片段，檢索選單呈現的方式如下， 

按照中文學名排列的昆蟲影音資料選單 

按照中

文學名

排列的

影片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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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按照昆蟲的生存狀態做主題檢索，點選 ，即可進入分類

的瀏覽頁面，點選相關主題後，將可直接連結到播放畫面進行觀賞。 

 

 

 

 

按照主題排列的昆蟲影音資料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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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昆蟲的知識樹瀏覽： 

本檢索功能，能夠協助使用者建構昆蟲知識的架構，您可直接選擇欲閱覽的文章

標題，進入閱覽內容的頁面。如您點選「目」，則會進入第二層的子題標題頁瀏

覽頁面，然後進入全文內容進行閱讀。 

 

 

ⓞ選擇「目」將進入選單，列出各目的名稱，點選後可直接閱讀內容。 

 

 

 

  

知識樹選單 

昆蟲各目的選單 

知識庫的選單，並

展開所在位置的

次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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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昆蟲的知識樹瀏覽： 

「昆蟲入門」內容提供有關昆蟲的基本知識，以及採集、飼養、辨識…..等相關

訣竅。分成七大主題，近 30 個昆蟲的問與答。，點選後可直接進入閱覽頁面。 

 

 

  

昆蟲入門的七大主題，各

主題之下分別還有子題 



『昆蟲圖鑑小百科』 

17 

4.閱覽介面 

4-1 昆蟲圖鑑 

 

1. 昆蟲目錄：該影像顯示框顯示所點選的昆蟲中，相近的種類的影像目錄。 

2. 輔助工具：兩種輔助閱讀的目錄： 

   彩色的 圖示表示有解析線條圖 / 立體的 圖示，表示有影片可觀賞。 

3. 閱覽主畫面：昆蟲圖片的圖文閱覽畫面。 

4. 查詢結果提示：根據所連結的查詢的結果頁面，顯示上下數筆資料。 

5. 分類目錄：顯示分類目錄，可快速切換到其他的「目」。 

1 

2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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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閱覽畫面凡例】 

一、編  排 

《昆蟲圖鑑小百科》知識庫採用資料庫和超連結技術，呈現百科全書複雜的知識

體系架構，並在此架構上提供方便快捷的昆蟲學名或俗名檢索方式，以及各種昆

蟲類別和入門知識之間的相互超連結。        

 

二、標題 

在昆蟲圖鑑的內文顯示框中，昆蟲中文學名、英文學名、科名/目名等均另起一

行，。如下圖：  

 

 

三、圖鑑資料內文  

相關資料圖示：在主圖和主文的上方，固定出現兩個圖示，圖示呈現彩色或是明

顯的黑白立體色彩，並且游標移到該圖示會出現「手」的符號時，表示有近一步

可以對照的資料。 調色盤的符號表示同一種的昆蟲結構解析圖；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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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的符號表示相關的影片。若上述的圖示為灰階呈現並且指到圖示時游

標沒有變成手的符號，則表示該種昆蟲沒有對照的解析圖或是影片。 

 

主圖：顯示該種昆蟲的生態圖片，並附圖說及生態條件。圖說上方的數字為拍攝

的日期，後方的文字則為拍攝地點。 

 

主文：內文呈現該種昆蟲的「外觀特徵」、「生態習性」兩大項內容。 

 

 

延伸閱讀：提供有關該種昆蟲的延伸知識之標題超連結。每個標題之前都有圖示，

表現該延伸閱讀內容的媒體。如為文件圖示， 表示內容為文章； 調色板表

示昆蟲解析圖； 攝影機則為影片資料。 

 

 

 

  

主文 
主圖 

延伸閱讀 

C:/Users/ph235/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intro.aspx?id=1443
C:/Users/ph235/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video.aspx?s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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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知識樹及昆蟲入門閱覽介面 

 

 

1. 檔案路徑：顯示目前閱讀的文章的路徑位置，如需回到上一層或兩層，可直

接點選路徑位置。 

2. 閱覽介面：顯示閱覽圖文的介面 

3. 目錄：顯示知識樹或昆蟲圖鑑的目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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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影片資料觀賞介面及說明： 

點選影片圖示後將連結到播放影片的畫面，同一個種類的昆蟲，如果有超過一段

以上的影片，則先連結到同一種昆蟲的影片目錄。放映框下方會呈現該影片內容

的簡介，協助讀者了解該影片的生態內容。 

 

若您所查詢的昆蟲種類，有彩色的觀賞影片圖示 ，直接點選即可連結到該種

昆蟲的生態影片的目錄選單。 

您也可以在「影片目錄瀏覽」項目下，直接選擇想觀賞的昆蟲種類；進入該昆蟲

的目錄後，將呈現影片簡介，直接點選標題，可直接連結到觀賞影片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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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輔助工具 

上述的圖文閱覽區域中出現以下圖示，則表示您可使用這些功能： 

 

 昆蟲解析圖：點選後會跳出一個「昆蟲解析圖」視窗，顯示同一類目之同種

或近似種之昆蟲身體結構圖，以供比對參考。 

 

若顯示框中本圖示為彩色，則可以使用；若為黑白，則表示該項資料從缺。 

 觀賞影片：點選後會跳出一個影片播放視窗，播放該種昆蟲之相關生態影片。 

 

若顯示框中本圖示為彩色，則可以使用；若為黑白，則表示該項影片從缺。 

 

 

 

5. 技術支援: 

1. 為使知識庫相關功能正常使用，電腦使用者建議您使用 Chrome 瀏覽。使用

Safari 瀏覽器、Firefox 瀏覽器，請以最新版本為主。 IE 瀏覽器請使用 IE 10 以

上（含）版本。 

2.  iPhone、iPad 或 Android 智慧型手機，iOS 版本需 6 以上，Android 版本

需 4.0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