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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期刊

是CEPS提供給會員的一項個人化服務，好像個人專屬的期刊圖書館，可以新增或刪除期

刊。登入會員後，當瀏覽或查詢各學科期刊清單時，可於期刊名單後點選「設為我的期

刊 」，系統則立即為您新增選定的期刊。

每次登入系統後，點選「我的期刊」，即會呈現關注的期刊，此外，也可刪除您不再關注

的期刊（如 圖 1）。 

圖 1 :

註 : 登入CEPS後，是以個人會員的方式，無法使用圖書館提供免費下載全文或儲存列印

http://www.tccn.edu.tw/lib/subject/October2005/october_next06.htm 第 1 頁 / 共 2 2006/9/7 上午 09:11:59

http://www.tccn.edu.tw/lib/index.htm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的服務。 

資料來源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取自 

2005.10.11

 

http://www.tccn.edu.tw/lib/subject/October2005/october_next06.htm 第 2 頁 / 共 2 2006/9/7 上午 09:11:59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每個人都可以免費瀏覽、檢索CEPS內所有文獻書目資料，但是如需要使用個人化服務、

已授權文獻線上顯示、儲存與列印服務，針對個人及圖書館就有所不同。表列如下：

個人部份 

申請方式 服務內容

非會員 ■免費瀏覽、檢索CEPS內所有文獻書目資料。

一般會員 ■ 線上填寫會員申請表，

自行設定帳號與密碼。

■免費瀏覽、檢索CEPS內所有文獻書目資料。

■享有會員專屬個人化服務 (我的期刊)。

儲值會員 ■ 線上填寫會員申請表，

自行設定帳號與密碼。 

■ 已購買儲值點數者。

■免費瀏覽、檢索CEPS內所有文獻書目資料。

■享有會員專屬個人化服務 (我的期刊)。

■儲值點數的使用期限為加值日起計一年。

■提供已授權文獻線上顯示、儲存與列印服務。

(由儲值點數中扣抵每份文獻所需點數，以1頁3元

計算。)

圖書館部份 （提供慈技術學院全體教職員生）

申請方式 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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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申請設定，不用登入

(校園外IP，請登入校外認證系統)

■免費瀏覽、檢索CEPS內所有文獻書目資料。

■提供已授權文獻線上顯示、儲存與列印服務。

資料來源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取自 

200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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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文電子期刊服務的操作說明，該資料庫首頁的右上角，已提供一個詳盡的「使用說明」

輔助讀者參照使用，讀者如有所不懂，可詳閱之。而這個單元是要教導快速DIY上手的方式，

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到要找的資料。

■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首頁網址

■ 快速查詢

■ 進階查詢

■ 檢索結果說明

■ 期刊瀏覽

■ 例：查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出版的長期照護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中的論文－"應用懷

舊療法照顧一位護理之家住民的護理經驗" 。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CEPS) 首頁網址 : http://www.ceps.com.tw/ec/ec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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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快速查詢(首頁)

※論文：預設為查詢「文章」，檢索欄位為『篇名』、『關鍵詞』與『作者』欄位。 

※「期刊」：檢索欄位為『刊名』、『並列刊名』、『副題名』 、與『簡稱』等欄位。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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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查詢

查詢論文

一般進階

輸入一個檢索詞，可設定檢索之欄位以及加上「內容語文」、「文獻類型」、「是否有電子全

文」與「出版日期」等限制條件並可設定查詢結果「結果排序」與「每頁顯示筆數」。

布林查詢

可輸入三個檢索詞，皆可設定檢索不同的欄位類別，並輔以交集(AND)與聯集(OR)的方式精確

篩選所要找尋的資料，除此還可加上內容語文、文獻類型、是否有電子全文與出版間距等限制

條件進行檢索，另可選擇結果排序與每頁顯示筆數微調版面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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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期刊

輸入一個檢索詞，可設定檢索「期刊名稱/ 簡稱」或「出版單位」欄位以及設定「每頁顯示筆

數」，並可增設「內容語文」為限制條件，進行檢索。

▲Top

檢索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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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圖示說明：

可連結全文

若文章篇名後有此圖示代表此篇文章有全文供使用者下載。

頁面呈現方式： 

「查詢結果清單」提供兩種呈現方式，以『表格呈現』為預設值，可切換成『以條列顯示』。

連結說明：

點選「篇名」可連結至「文章書目資料」頁面。 

一次瀏覽多筆書目資料功能說明： 

 

選取

在您瀏覽文章篇名後，可依據您的需求在『選取』欄位中勾選您有興趣的文章，然後按 

「看簡目資料」或是「看詳目資料」，頁面僅呈現您所勾選的文章資料。您亦可利用「 選

擇全部」與「清除註記」此兩項功能作為勾選文章的好幫手。

簡目資料與詳目資料說明： 

詳目資料比簡目資料多了『摘要』、『關鍵詞』與『CEPS分類』此三個欄位。

▲Top

期刊瀏覽

瀏覽分類

學科別

交叉連結：

許多期刊內容分屬跨類目或跨學科，為了讓您能迅速找到您想要瀏覽的類別，所以 CEPS採取

多重分類。以地理學為例，地理學屬於社會科學，亦可屬人文學，在CEPS上 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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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叉連結的方式，在社會科學類目下 地理學 為實類目，在人文學下地理學為虛類目，若從

人文學下點入地理學， 則連結至社會科學下地理學。

類目旁顯示的數字為該類目下包所含的期刊種數，例如：醫學(24) 

出版機構 

出版單位類目排序方式是以旗下期刊總數多寡排序，由多至少排列。 

刊名筆劃 

刊名先依中文筆劃排序，以五劃為一類，分成八類，始於一劃終於四十劃；若刊名首字非中文

則分至「英文與特殊刊名」類目，此類目下包含英文刊名、阿拉伯數字與特殊字元。 

▲Top

例：查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專業協會出版的長期照護雜誌，第九卷第一期中的論文－"應用懷舊療

法照顧一位護理之家住民的護理經驗" 。

查詢步驟

1.於首頁中間查詢欄位輸入長期照護雜誌，下拉式選單選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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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S有收錄該期刊，查詢結果如下圖。

點選刊名長期照護雜誌後，出現CEPS所收錄的長期照護雜誌所有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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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卷1期(2005/03)點選，即會出現該期的所有論文，表列包括專欄、篇名、作者及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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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應用懷舊療法照顧一位護理之家住民的護理經驗這篇文章，在右上角出現「下載全文」的

圖示，表示此篇文章有全文供使用者下載，因此，使用者要下載列印或儲存皆可。如果無下載

全文的圖示，出現受權中，則表示暫時僅提供書目、摘要服務。 

以上簡單的說明，如果讀者還是不清楚，可以mail 或洽圖書館館員詢問。每一個問題，我們都

會竭盡所能為您回答。 

▲Top

資料來源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取自 200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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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列為2005年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所新增、停訂與續訂期刊清單，對照

CEPS所收錄的電子期刊，提供讀者另一個資料獲得的管道。尤其當讀者發現所找的紙本期刊不

在架上，這時可以查查清單內是否含有該期刊，節省您資料獲取時間。

編號 期刊名 CEPS有/無收錄 狀態 備註

1 大陸雜誌  停刊  

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停刊  

3 世界地理雜誌 停刊  

4 留學情報 停刊  

5 納稅人雜誌 停刊  

6 新視界 停刊  

7 攝影家 停刊  

8 30雜誌 停刊  

9 ｃｏｃｏ哈衣族 新訂  

10 DIY玩佈置 新訂  

11 Download網路學習誌 新訂  

12 DVD info 新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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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2O 新訂  

14 ＩＮＫ文學生活誌 新訂  

15 Manager today經理人月刊 新訂  

16 PC home advance電腦王 新訂  

17 大師輕鬆讀 新訂  

18 女性常春 新訂  

1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新訂  

2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新訂  

21 月旦法學教室 新訂  

22 出版界 新訂  

23 光華雜誌（中英版） 新訂  

24 先探週刊 新訂  

25 考選情報 新訂  

26 行遍天下 新訂  

27 快樂廚房 新訂  

28 亞洲週刊 新訂  

29 社區發展季刊 新訂  

30 花草遊戲 新訂  

31 金管法令月刊 新訂  

32 科技學刊 新訂  

33 突破 新訂  

34 能力雜誌 新訂  

35 健康管理學刊 Y 新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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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教育心理學報 Y 新訂  

37 理財週刊 新訂  

38 甜心Sugar 新訂  

39 測驗學刊 Y 新訂  

40 經濟前瞻 Y 新訂  

41 歐美研究 續訂  

42 CHEERS 續訂  

43 ELLE 續訂  

44 e天下 續訂  

45 Look看電影雜誌 續訂  

46 Non-Non雜誌 續訂  

47 PC Home 電腦家庭 續訂  

48 PC Office 電腦上班族 續訂  

49 PC World 電腦應用 續訂  

50 Smart智富理財 續訂  

51 Sys admin 續訂  

52 TVBS週刊 續訂  

53 Vogue雜誌=時尚 續訂  

54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續訂  

55 人本教育札記 Y 續訂  

56 人事月刊 續訂  

57 大地地理 續訂  

58 大自然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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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大家說英語(書+CD+MP3) 續訂  

60 中外文學 續訂  

61 中國大陸研究 Y 續訂  

62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續訂  

63 中國國家地理 續訂  

64 中國稅務旬刊 續訂  

65 中華民國骨科醫學雜誌 續訂  

66 中華民國營養學會雜誌 Y 續訂  

67 中華放射線技術學雜誌 Y 續訂  

68 中華放射線醫學雜誌 Y 續訂  

69 中華醫學工程學刊 續訂  

70 中華醫學雜誌 續訂  

71 中華體育 Y 續訂  

72 今日會計 續訂  

73 今周刊 續訂  

74 公務人員月刊 續訂  

75 化學雜誌 Y 續訂  

76 天下 續訂  

77 孔孟月刊 續訂  

78 月旦法學雜誌 續訂  

79 牛頓 續訂  

80 世界經理文摘 續訂  

81 世界電影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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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古典文學 續訂  

83 台灣山岳 續訂  

84 台灣公共衛生雜誌 Y 續訂  

85 台灣兒科醫學會雜誌 Y 續訂  

86 台灣社會研究 Y 續訂  

87 台灣原住民月刊 續訂  

88 台灣教育 Y 續訂  

89 台灣精神醫學 Y 續訂  

90 台灣醫學 Y 續訂  

91 四季兒童教育專刊 續訂  

92 幼教資訊 續訂  

93 全民健康保險 續訂  

94 地球村生活日語 續訂  

95 安寧療護 Y 續訂  

96 考選週刊 續訂  

97 汽車購買指南 續訂  

98 育兒生活 續訂  

99 亞洲錄影世界 續訂  

100 卓越 續訂  

101 放射治療與腫瘤學 續訂  

102 東亞季刊 續訂  

103 東海岸評論 續訂  

104 物理治療 Y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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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空中英語教室(書+CD+MP3) 續訂  

106 表演藝術 續訂  

107 長庚護理 續訂  

108 長期照護 Y 續訂  

109 品質月刊 Y 續訂  

110 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 續訂  

111 故宮文物月刊 續訂  

112 活用空中美語(書+CD) 續訂  

113 皇冠 續訂  

114 科技.醫療與社會 續訂  

115 科學人 續訂  

116 科學月刊 續訂  

117 美食天下 續訂  

118 哲學與文化月刊 續訂  

119 師友 續訂  

120 師說 續訂  

121 時報週刊 續訂  

122 核子醫學 Y 續訂  

123 消費者報導 續訂  

124 特殊教育 Y 續訂  

125 病歷管理期刊 續訂  

126 財訊 續訂  

127 財稅研究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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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高雄醫學科學雜誌 Y 續訂  

129 高傳真視聽 續訂  

130 健康世界 Y 續訂  

131 動腦 續訂  

132 商業週刊 續訂  

133 問題與研究(中文版) Y 續訂  

134 問題與研究(英文版) 續訂  

135 國文天地 續訂  

136 國家地理雜誌 續訂  

137 國教天地 續訂  

138 國教新知 Y 續訂  

139 常春 續訂  

140 常春藤解析英語(書+CD) 續訂  

141 康健 續訂  

142 張老師月刊 續訂  

143 捷進空中美語(書+CD) 續訂  

144 教育研究 續訂  

145 教育研究集刊 續訂  

146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季刊 續訂  

147 教師之友 續訂  

148 勞動基準月刊 續訂  

149 就業情報 續訂  

150 智慧財產權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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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稅務研究 續訂  

152 鄉間小路 續訂  

153 雅砌 續訂  

154 傳記文學 續訂  

155 媽媽寶寶 續訂  

156 微電腦傳真 續訂  

157 感染控制雜誌 Y 續訂  

158 新史學 續訂  

159 新台北護理期刊 續訂  

160 新新聞 續訂  

161 會計人 續訂  

162 會計研究月刊 續訂  

163 會計師月刊 續訂  

164 會計與工商 續訂  

165 會計與管理 續訂  

166 照顧者 續訂  

167 當代 續訂  

168 當代會計 續訂  

169 當代醫學 續訂  

170 經典 續訂  

171 腫瘤護理雜誌 Y 續訂  

172 資訊與電腦 續訂  

173 圖書資訊學刊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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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圖書與資訊學刊 續訂  

175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續訂  

176 實用空中美語(書+CD) 續訂  

177 實用稅務財經資訊 續訂  

178 榮總護理 續訂  

179 漢學研究通訊 續訂  

180 管理會計 續訂  

181 管理雜誌 續訂  

182 網路通訊 續訂  

183 蒙特梭利 續訂  

184 說英文解單字:讀者文摘導讀手冊 續訂  

185 輔導季刊 Y 續訂  

186 遠見 續訂  

187 儂儂雜誌 續訂  

188 廣告 續訂  

189 數位時代 續訂  

190 學前教育 Y 續訂  

191 歷史月刊 Y 續訂  

192 親子教育 續訂  

193 諮商與輔導 Y 續訂  

194 錢 續訂  

195 嬰兒與母親 續訂  

196 應用心理研究 Y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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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聯合文學 續訂  

198 臨床醫學 續訂  

199 薇薇雜誌 續訂  

200 講義 續訂  

201 職業棒球 續訂  

202 醫院 續訂  

203 醫務管理期刊 續訂  

204 醫學工程 續訂  

205 醫學教育 Y 續訂  

206 醫療品質 Y 續訂  

207 醫療器材報導 續訂  

208 醫藥新聞 續訂  

209 鵝湖 續訂  

210 藝術家 續訂  

211 攝影天地 續訂  

212 護理研究 Y 續訂  

213 護理雜誌 Y 續訂  

214 讀者文摘 續訂  

215 體育學報 Y 續訂  

216 台灣應用輻射與同位素雜誌 續訂  

217 會計評論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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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S是臺灣最大之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主要收錄期刊種類以論文格式之學術期刊

為主，國內學術期刊共收錄400種，大陸學術期刊收錄800種，預計2005年12月前國

內學術期刊收錄達成收錄80％以上目標，現刊全文率達到80％以上。臺灣期刊收錄

原則以學術期刊、圖書館建議清單、指標期刊（國科會獎助、TSSCI..等）為主要範

圍，大陸期刊收錄原則一律以指標期刊（被EI、SCI、SCI-E、SSCI、CSSCI、

MEDLINE、CA、中國科技指引⋯等有指標型資料庫收錄者）為收錄標準。

授權使用對象(可下載電子全文)

慈濟技術學院全體教職員生 

(校外人士如要利用該資料庫，請親自到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內使用)

注意事項

在校外使用，需先登入技術學院校外認證系統(校外認證設定說明)

學科類別

人文學(115) 

社會科學(308) 

自然科學(164) 

應用科學(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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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與生命科學(325) 

資料來源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取自 

200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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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由華藝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結合台灣地區重量級學者專家，投入二千萬成本，花了

二年光陰共同研發台灣地區第一套擁有合法著作權連線下載的 『 CEPS：中文電子

期刊服務』，並且成功地在2003年11月正式推出，為台灣建立起一個具有國際水平的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基本資料

出版商: 華藝數位藝術

主題: GENERAL INTEREST PERIODICALS

語言: 中文

資料類型: 全文為主

特色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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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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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蓋範圍

華文地區各類指標學術期刊，包括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醫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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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目前期刊收錄種數超過 400 種繁體中文期刊，包含中國大陸學術期刊合計

超過 1,000 種期刊，超過 80,000 篇文獻之索引摘要，超過 7 萬餘篇提供電子全文下載

服務（每月持續新增 3,000 篇電子全文）。 

資料庫網址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資料來源

思博網--中文電子期刊服務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取自 

2005.10.11

 

 

http://www.tccn.edu.tw/lib/subject/October2005/october_next01.htm 第 2 頁 / 共 2 2006/9/7 上午 09:12:14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http://www.ceps.com.tw/ec/ecjnlbrowse.aspx

	www.tccn.edu.tw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慈濟技術學院圖書館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2005年10月主題報導---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