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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OCLC WorldCat 　OCLC線上聯合目錄

資料庫網址：http://newfirstsearch.oclc.org/autho=100289943;fsip

類型：書目

內容介紹：

是世界最大的線上書目資料庫，含世界各地上千個OCLC會員圖書館(皆為高等教育圖書館)之館藏共五千萬筆書目

資料，可點選查詢結果的 Libraries得知該書目之存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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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host是綜合性的全文資料庫，目前圖書館提供以下八種資料庫‧ 

1.Academic Search Premier

世界最大的學術性跨領域資料庫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提供近 4,600 種高學術水準出版品全文，其中包括 

3,500 多種同儕評鑑的刊物。 收錄範圍橫跨近乎每個學術研究範疇，提供的資訊可回溯至 1975 年。 此資料庫透過 

EBSCO 主機每日更新。

2.Business Source Elite

本商業資料庫提供逾 1,100 種學術性商業期刊，包括逾 450 種儕評鑑商業期刊的全文。 Business Source Elite 中收

錄豐富的期刊標題，收錄年限最早可回溯至 1985 年。 EBSCO主機每天都會更新此資料庫。

3.CINAHL

CINAHL 是護理、同業醫護專業人士、學生、教育人士及研究人員的權威性資訊來源。 本資料庫提供 1,700 多份

最新的護理及相關醫療刊物與出版品的索引及摘要，可回溯至 1982 年，共收錄超過 92 萬筆記錄。

4.ERIC

ERIC - Educational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er 收藏有 2,200 份文摘及其它資訊的參考資料，以及來自 980 多份

教育及教育相關刊物的引文及摘要。

5.MEDLINE

MEDLINE 提供有關醫藥、護理、牙科、獸醫、醫療體系、臨床前科學及更多的權威性醫學資訊。 MEDLINE 由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建立，供使用者搜尋超過 4,600 種最新的生技醫學刊物摘要。

6.Pre-CINAHL

CINAHL, Pre-CINAHL 的姊姐資料庫主要目的為提供新期刊的最近通知，以及包括有限參考書目資訊的交替檔 (無

主題檢索)，當這些文章被設為其它索引時，僅供研究人員使用。

7.Regional Business News

本資料庫收錄區域性商業刊物的完整全文。 Regional Business News 囊括美國境內所有都會及鄉鎮地區的 75 份商

業刊物、報紙及新聞電訊。 此資料庫每日更新。

8.The Serials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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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s Directory 針對大眾化的系列出版品提供最新及最準確的書目資訊，以及最新的定價結構。 本資料庫包含

逾 182,000 項美國 以及國際標題 (包括報紙)、20,000 項歷史資料標題，以及全球超過 85,000 家出版商資料。 

資料庫網址：http://search.epnet.com/

類別： 綜合性

類型：全文

檢索方式（可一次勾選全部的資料庫查詢）： 

提供下列四種方式‧

1. 關鍵字查詢（Basic Search）：如您為初次使用者，此方式應是您的較佳選擇，原因是選項簡單、明暸、且均呈

現在同一頁面。

2. 進階查詢（Advanced Search）：提供多種欄位選項(AU-作者、TI-文章標題、SO-刊名等)，欄位間可選擇以

and，or，not布林邏輯縮小或擴大查詢結果。

3. 出版品檢索（Publication Search）：可針對EBSCOhost之出版品依英文字母順序瀏覽。

4. 影像檢索（Image Collections Search）：依照您所下的關鍵字再勾選所需影像類型（照片、地圖或旗幟等影

像），便可查得影像檔並附有簡單明瞭的圖片說明。

顯示、輸出檢索結果

1. 可依據需求，將資料列印、E-mail或是儲存。

2. EBSCOhost提供兩種全文格式：一種是HTML Full Text；另一種則是PDF Full Text。「HTML Full Text」可

直接在線上瀏覽，若點選「PDF Full Text」，需具備Adobe Acrobat Reader軟體。

 資料來源：

1.EBSCOhost 全文資料庫 http://140.112.113.2/dbs/EBSCOho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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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s Service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簡稱:CEPS)

資料庫網址：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類別：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醫學與生命科學

類型：全文

特色：

1、CEPS針對全球超過十五億以中文為主要讀寫媒介的讀者，提供以中文為主要文字語言的各類期刊服務。

2.、CEPS收錄的主要是以中文為主要語言類別的期刊出版品，主要收錄範圍為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及其他全球

各地以中文為主要語言的期刊，但不限此類語言。

使用說明：http://www.ceps.com.tw/ec/use.aspx

參考資料來源： 

1.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關於CEPS http://www.ceps.com.tw/ec/qaWP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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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永然法網

資料庫網址：http://www.law119.com.tw/newindex/

類別：法律

服務內容：

提供包含法律時事、兩岸法規、法律協助、線上購書、法律專欄、律師查詢、契約範例、訴狀範例等專業法律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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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台灣原住民學習知識庫 (intranet版)

內容介紹：

本知識庫以立體的方式，完整呈現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真實樣貌。所謂「立體」係指：以縱深的原住民文化生活整體

介紹、影音資料、文化小百科，輔以橫向的各個族群介紹與大事年表，並加入對照說明，顯示原住民在台灣時間和

空間上的社會人文情況。此外，並加入索引和全文檢索的功能，讓內容能夠交互查詢，根據不同的需求重新組

合。 

為忠實呈現台灣原住民的文化樣貌，本知識庫除收錄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李道明教授十多年來累積的珍貴原住民文化

記錄影片與照片外，並由專人遠赴各部落錄製原住民母語，供您學習、比較；所有解說內容則由長期關注原住民文

化的田野調查工作者陳淑華小姐執筆、中研院蔣斌教授審訂，務求深入淺出，並同時呈現漢族、南島語族、原住民

自身等不同觀點，提供多面向的文化介紹，是社會科及鄉土教學的最活撥、最深入的教學參考素材。(註1)

資料庫網址：http://203.64.34.8/indigene/

類別：台灣研究

類型：包含文字、圖片、影片。

更新頻率：隨時，不定期更新。

收錄年代：2004年最新內容版本。

參考資料來源：

1.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資料庫簡介：《台灣原住民學習知識庫》http://dblink.ncl.edu.tw/db_introduce/DB35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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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大英百科全書 / 線上繁體中文版》

資料庫網址：http://wordpedia.eb.com/

類別：綜合性

類型：百科全書

收錄起迄年代：1768年至今

特色：

◆世界口碑第一百科全書，236年來首度發表中文線上版

◆全世界詞條最多、內容最精確的綜合性百科全書

◆七萬多個詞條、四千五百萬中文字、一萬多幅圖表

◆二百個影音檔、三百多幅地圖

◆六種檢索方式：全文檢索、模糊檢索、同音字檢索、分類檢索、筆劃檢索、地圖檢索、英文標題檢索

適用電腦規格：

◆可上網的個人電腦 (鎖固定IP，限校園網路及慈院校外認證系統使用)

◆安裝IE 5.0以上版本瀏覽器

出版公司：

Encyclopadia Britannica, Inc. 

相關連結：

1.智慧藏百科知識網 http://www.wordpedia.com/ 

2.大英百科全書網站 http://www.britannica.com/

3.大英百科線上查詢網站 http://www.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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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ck Index是有關於化學/藥品與生物方面的百科全書，由超過1萬篇專題著作所探討的單一物質或相關的化

合物之內容所組成。

資料庫中英文名稱：Merck index 藥理學索引

資料庫網址：http://www.dialogatsite.net/merck/

類別：生化藥學

類型：索引

更新頻率：半年

收錄起迄年代：19世紀至今

收錄主題內容：

◆human and veterinary drugs 

◆biotech drugs and monoclonal antibodies 

◆substances used for medical imaging 

◆biologicals and natural products 

◆plants and herbal medicines 

◆agricultural chemicals (including pesticides and herbicides) 

◆organic and inorganic chemicals used in commerce and research 

◆laboratory reagents and catalysts 

◆dyes, colors and indicators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substances 

出版公司：Merck & Co.,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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