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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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6588 8630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5: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上海 86-10-6588 8630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5: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台北 008-0185 5717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下午 5:00) 

公衆假期日除外 

 

常見問題: 

1. 慧科資訊搜尋器的系統要求 

2. 慧科資訊搜尋器登入基本設定 

3. 如何使用各項搜索功能? 

4. 如何閱讀報刊頭條新聞? 

5. 如何使用「快速搜索」? 

6. 如何使用「搜索記錄」? 

7. 如何使用「我的搜索範本」? 

8. 如何顯示搜索結果？ 

9. 如何保存和輸出新聞? 

10. 設定和說明 

11. 附錄 1: 搜索提示 

12. 常見問題 

 

13. 下載更新的內容列表

mailto:cs@wis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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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慧科資訊搜尋器的系統要求  

 

瀏覽器 IE 5.0 or above, Netscape 7.1 or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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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科資訊搜尋器登入基本設定  

 

a) 語言設置 

慧科資訊搜尋器提供四種語言設定，讓您閱覽新聞更方便。 

 英文介面配合繁體中文內容 

 英文介面配合簡體中文內容 

 繁體中文介面及內容 

 簡體中文介面及內容 

 

如需更改語言設置，您可以選擇以下任一方式： 

 

(i) 在登入前選擇語言；或 

(ii) 在登入後，按 設定，再選擇語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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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保存登入資料 

在使用的電腦上保存您的登入資料，按 自動記錄我的登入資料 

 

d) 瀏覽報刊頭條新聞標題 

用戶可在首頁上瀏覽報刊頭條新聞的標題，如需看文章內容，請登入系統。 

 

e) 查閱「最新消息」 

瀏覽「最新消息」，可獲悉更多慧科的特別推介，包括最新的資訊，以及系統維護的通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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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頁 

 
 
3. 如何使用各項搜索功能？  

慧科資訊搜尋器提供多項搜索功能，讓您搜索新聞資訊更爲快捷準確。 

 

3.1 進階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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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 份報刊每日更新的新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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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獲得

更準確的目標結果。 

全文搜索/同一段落內搜索/同一句內搜索 

使用超過一個關鍵字搜索時，用戶可通過選擇「同一句內搜索」、「同一段落內搜索」來縮窄該關鍵字的

搜尋範圍，也可以「全文搜索」。 

（注：在 同一段落內搜索 / 同一句內搜索 只適用於「標題及內文」或「內文」的範圍選項下） 

 

  使用相關詞搜索 

在 包括相關詞 旁加上√ 號，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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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搜尋，如選了「包括相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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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網、英特網、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INTERNET、互聯網、網際網路」等字的文章都會羅列出來。 

b) 

c) 

d)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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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您也可電郵至 cs@wisers.com ，爲慧科詞庫提供更多相關詞。 

 

 
 

 日期搜索 

用戶可從日期選擇欄中選取適用時段，或直接輸入日期範圍。 

 

 

 範圍搜索 

用戶可輸入關鍵字後，可在「範圍」的欄中選擇「標題及內文」、「標題」、「內文」，用以決定關鍵字

出現的範圍。  

 

mailto:cs@wis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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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頁 

 

b) 過濾搜索 

 選擇刊物 

選擇指定的刊物 

用戶可選擇指定刊物，輸入不同的關鍵字，然後搜尋。 

• 按  擴大刊物選擇範圍 

• 輸入刊物名稱，然後按  

• 指定刊物或刊物群組中包括所選關鍵字的文章，將會查搜出來。 

 
 

 在刊物種類中搜索 

• 按  擴大刊物篩選範圍，您可依據刊物的語言、所屬地區或類別來選擇刊物。如果依據地區選擇刊物

而沒有限定哪種語文的刊物， 按「全部-依地區」選項(i)，地區名單將顯示出來，再按  就可見到所

選地區的刊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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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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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如要取消有關設定，只需再按一次該刊物或刊物群組一次就可以。 

• 如需剔除(不包括)指定刊物或刊物群組，可連續按該刊物／選項兩次，刪除線(報章)便會出現(iii) ， 

而在刊物篩選範圍上出現連接詞「not」(iv)。 

 

 

 建立、修改或刪除「我的刊物選取清單」 

您可以保存經挑選的刊物來源作爲 我的刊物選取清單，您可隨時再使用此一個人化的刊物清單。  

 

 

ii i 

iv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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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 按「保存」 打開 命名和保存刊物選取清單 視窗 

• 輸入刊物選擇清單名稱後按  

• 每個「用戶名稱(User ID)」最多可保存 3 個刊物選取清單 

 
 

修改或刪除 

• 修改或刪除保存過的 我的刊物選取清單 ，按每一個已選取的刊物旁邊的 「修改或刪除」，然後再更　

改 我的刊物選取清單，再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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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面篩選 

使用「版面篩選」搜索結果。按  擴大版面選擇範圍；於「輸入版面」旁的方格中輸入版面名稱（如

經濟、社評等）後按 ；若輸入多於一個版面名稱，請用逗號（，）分隔。 

 
 
 欄名篩選 

使用欄名選擇篩選搜索結果。按  擴大欄名選擇範圍；於「輸入欄目」旁的方格中輸入欄名（如

政經札記、政情周記等）後按 ；若輸入多於一個欄目，請用逗號（，）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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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篩選 

使用作者篩選來縮窄搜索結果。按  擴大作者選擇範圍；在「輸入作者」旁的方格中輸入作者的名

稱（如石鏡泉、張文光等）後按 ；若輸入多於一個作者，請用逗號（，）分隔。 

 
 

 上市公司選擇  

查找指定的上市公司 

• 按  擴大上市公司的選擇範圍  

• 於「尋找上市公司」的方格內，輸入上市公司名稱或編號，查找指定上市公司的新聞 

• 包含已輸入關鍵字或股票號碼的上市公司名稱將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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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上市公司目錄 

• 按  擴大上市公司的篩選範圍  

• 使用「顯示上市公司目錄」，在左邊的選項中選擇上市公司的地區，被選擇的上市公司名單將會顯示出

來 (i) 

• 按一下所需搜索的公司名稱(ii) 

• 如要取消有關設定，只需再按一次該公司名稱(iii) 

• 如需剔除(不包括)指定公司，可按該選項兩次，選項會出現刪除線廣東億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8)，  

在被刪除的公司前將顯示「not」(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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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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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上頁 

 

c) 從結果中搜尋 

若要令搜索結果更準確，在尋找結果後，可使用介面底部的 從結果中搜索 功能。 

 用戶可在方格內輸入關鍵字及連接詞，連接詞「and」、「or」及 「not」，以及連接符號「+」、「/」及「-」

在這裏都可適用。 

 在 包括相關詞  旁加上√ 號，搜尋器便會連繫至相關詞庫，詞庫內有關鍵字的英文、中文繁

簡體、縮寫詞等對應資料，故搜索時，系統亦會將有這些對應資料的文章一併搜索出來。 

 按 搜索 

 
返回上頁 

 

 

vi 
iii 

iv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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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閱讀報刊頭條新聞? 

 

• 按進階搜索主頁右邊的任何報刊頭條新聞標題，被選標題的新聞全文將會顯示出來。 

 

 

 

 

返回上頁 

 

 

5. 如何使用「快速搜索」? 

a) 使用「我的搜索範本」 

您可保存之前的搜尋選項為「我的搜索範本

定的條件進行搜索。 

 
b) 上市公司篩選 

使用上市公司篩選，您可以輕移易舉查找上

公司名稱，搜索指定公司的新聞。 (請參閱

返回上頁 

 

」，您可輕鬆從事搜尋。按 ，新的搜尋將會因應範本設

市公司新聞，可以從「上市公司」列表中選擇地區，或按上市

第 3 部分 上市公司選擇 詳細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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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使用「搜索記錄」? 

a) 最近 5 次搜索記錄 
您可到 最近 5 次搜索記錄 的頁面查看搜索記錄 

• 按  修改搜索記錄  
• 按  再搜索相同的關鍵詞一次 
• 按 「保存 到我的搜索範本中」保存搜索記錄作爲「我的搜索範本」  
• 所有的更改(如在結果中搜索)將被視爲一個新的搜索記錄  
• 登出系統後，所有的搜索記錄將被抹去   

 
b) 編輯上次搜索 
按 編輯上次搜索 進入進階搜尋，修改最近一次的搜索條件或篩選項目。 

 

 
返回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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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使用「我的搜索範本」? 

什麽是我的搜索範本？ 
• 您可以永久保留一個搜索條件及篩選項目作為範本，以便日後再次取用。（僅能保留一個範本） 

 
如何建立或修改我的搜索範本？ 

• 你可在 進階搜索 、最近 5 次搜索記錄 或 搜索結果列表 的介面中，按「保存 爲我的搜索範本」保

存已選擇的搜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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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搜索樣本，可在 我的搜索範本 頁面中按 修改或新增，系統立刻會進入進階搜索介面，您可輸入所

有需要的資料，修改後的搜索條件，將成為新的我的搜索範本。   

 
返回上頁 

 

http://uat02.wisers.net/wisesearch/edit-history-search.do?history-index=TEMPLATE&templat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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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顯示搜索結果？ 

a) 顯示／隱藏內容 
按 顯示內容，介面分割為兩個視窗，搜索結果清單及文章全文可在同一介面顯示。 
如只想看搜索結果清單（即文章標題），只需按隱藏內容，分割視窗模式將會變更，右邊顯示全文的視窗將

會關閉。 

 

b) 如何查看新聞全文和圖片? 

按新聞標題或  按鈕顯示全文。 按  按鈕 預覽圖片。 

您可查看原始格式的文章圖片，或使用“定制圖像查看功能” 預覽縮圖 。 

 
 
c) 什麽是關鍵字標示選項？ 
按 標示關鍵字 控制「標示關鍵字」或「不標示關鍵字」。選取「標示關鍵字」後，您所用的搜索字詞將在

文章中標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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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何改變新聞標題的排列次序? 

從搜索結果中，您只要按右邊的 標題排序 選項目錄，改變新聞標題排列次序。 

 

 選擇 相關程度 以首先列出最多關鍵字的新聞  

 選擇 報刊 以報刊名稱的英文字母先後來排列 

 選擇 日期(由遠至近) 以首先顯示距離現在最久遠的新聞 

 選擇 日期(由近至遠) 以首先顯示最新的新聞 

 
返回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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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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入我的暫存文件夾 五項功能。 

a) 如何使用「預覽」 功能？  
• 選擇文章名單後按  
•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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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填上收件者的電郵地址，若有超過一位收件者，請用「,」分隔電郵地址 
• 填上寄件者的電郵地址或名稱 
• 選擇傳送文章的格式：html 或 text 格式，再選擇顯示範圍，即 顯示全文 或 只顯示標題 
• 輸入電郵主題及內容  
• 選擇將以電郵發送的範圍，是全部文章/已選文章/自選文章 
• 選擇 關鍵字標示，即 使用 或 不使用  
• 完成後，按 電郵 

.  

 
c) 如何使用列印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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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覽文章時，按上方的  打開「列印」視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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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標題及內文」 
• 選擇需列印的全部文章、已選文章或 自選文章 
• 選擇 關鍵字標示，即 使用 或 不使用  
• 按 列印 

 

 
d) 如何使用下載  功能? 
• 閱覽文章時，從選項列中找  功能按鈕，打開「下載文章」視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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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文章、已選文章或 自選文章 
• 選擇文章格式：RTF(Rich Text Format), html 或 text 
• 選擇 關鍵字標示，即 使用 或 不使用  
• 按 下載，打開 文件下載 對話方塊 
• 按 開啟 或 儲存 文件 (Netscape 用戶按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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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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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何使用我的暫存文件夾  功能 ? 
• 閱覽文章時，按上邊的  「存入我的暫存文件夾」視窗便會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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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入我的暫存文件夾」視窗 
• 選擇需儲存的全部文章／已選文章／自選文章後，按 加到我的暫存文件夾 

(注：在「我的文件夾」中不支援內容中關鍵字超過 8000 個字元的關鍵字標示功能，但亦可儲存文章。  

• 閱讀儲存過的文章，按 .  

• 要刪除儲存過的文件，在有關文章標題旁的方格內加上√ 號，再按  打開「刪除我的文件夾中的文件」

視窗 
• 確認要刪除的是全部文章／已選文章／自選文章後，再按 刪除 

 
返回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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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設定 和 說明 

進入設定 ，用戶可按 設定 來更改介面語言及更改每頁顯示的文章條數，可以選擇 20, 30, 50, 100 及 200。 

• 點擊 說明  ，您可查索在線用戶指南  
 

 
返回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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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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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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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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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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搜尋包含空格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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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所有同時出現關鍵詞的文章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 “香港” 及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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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所有可能出現關鍵詞的文章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 “香港” 或 “學
生” 的文章 

香港 or 學生  
(“/” 相等於 “or”) 

搜尋排除某些關鍵詞的文章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 “青年” 但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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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包含空格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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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 “Hong Kong” 
的文章 

“Hong Kong” 

同時使用多個關鍵詞及連接詞進行搜

尋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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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 搜尋所有包括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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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包含空格或“-”, “.”, “!”  等符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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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ers.com” or “wisers.net” 

搜尋包含 “and”, “or”, “not”, “+” 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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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and Macau Affairs Office” 

萬用字元的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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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所有包括字元 “math” 的文章, 
例如: Mathematics 或 Mathematical
 

Math* 

萬用字元的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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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所有包括 “Advice” 或“Advise”
 

Advi?e 

返回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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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常見問題 
在一個搜索路徑中是否限制連接詞的數量？ 

• 沒有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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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搜索路徑中空格意味著什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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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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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搜尋所有包括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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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所有包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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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麽是使用相關詞搜索？ 

• 在 包括相關詞 旁加上√ 號，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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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搜尋，如選了「包括相關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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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範圍”選項下使用“全文搜索/同一段落內搜索/同一句內搜索”有什麽區別？ 

• 同一段落內搜索 / 同一句內搜索 只適用於「標題及內文」或「內文」的範圍選項下。 

 

搜索內容有沒有時間限制？ 

• 有。每次只能搜索最多 3 年的資訊以保證搜索的速度和效果。  

 

通過作者/欄目/版面搜索有沒有時間限制？  

• 通過作者/欄目/版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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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isesearch.wisers.net/WISENEWS-SHARED/wisesearch/docs/searchtips.z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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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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能閱讀首 999 篇文章，同樣，電郵、列印或下載文章的最大量也

是 999 篇。 

 

最近 5 次搜索記錄 和 我的搜索範本 有什麽區別？ 

• 這兩個功能服務於不同的用途，它們本質上存在差異。 

- 最近 5 次搜索記錄 旨在方便地直接找到早先的搜索路徑,搜索條件在這個功能下只是被臨時保

存，登出系統後它們將不存在。  

- 我的搜索範本 允許用戶直接找到最常使用搜索範本的路徑,在這個功能下，您的搜索模式將被持久

地保存。在快速搜索方式下，你可直接使用被保存的搜索範本的路徑，登出系統後它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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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的記錄將不復存在。  

 

如何改變語言設置？ 

• 進入 設定 , 在第一部分選擇設置的語言，再按 。 

 

如何改變每頁顯示文章的數量？ 

• 進入 設定 ,在“更改每頁結果顯示的數目”視窗中選擇，再按 。 

 

能否更改顯示介面的字形大小？ 

•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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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立即進入慧科新聞（WiseNews）？ 

• 請點擊右上角的  按鈕以進入 Wis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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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獲得內容提供商列表？ 

進入 說明 的最後一部分查看或下載內容提供商列表。 

 

在結果清單中，視窗分割模式下的運作原理是怎樣的？ 
• 在結果清單中的視窗分割模式下，預覽、電郵、列印、下載 和 存入我的暫存文件夾功能將會跟隨被選

取的文章來運作而非右邊視窗顯視中的文章。(請參照下面的演示) 

 

於 快速搜索 後選擇 編輯搜索 ，系統將會跳至那一頁？ 

• 不論你於進行 快速搜索 或 進階搜索 後進行 編輯搜索 ，系統也會自動跳至 進階搜索 頁以方便你修

改你的搜索內容或過濾。 

返回上頁 

 
 
13. 更新內容列表 
請按 這裏 下載更新的內容列表。 
返回上頁 

http://wisesearch.wisers.net/WISENEWS-SHARED/wisesearch/docs/content.zh.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