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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簡介

連結

說明文件下載

方式

收
藏

收
藏

AEB Walking Library外文雜誌平台收
錄包含Time、Esquire 、Readers
Digest 、The Economist 、Fortune、
AEB Walking Library外文雜誌(原Acer
New Yorker、Harvard Business
Walking Library)
Review、Harper's Bazaar、Better
Homes & Gardens、National
Geographic、Atlantic Monthly等共24
種西文休閒性期刊。
本校參加國科會物理研究推動中心圖書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APS)電子期 館之學術聯盟，在國科會物推中心補助
下，由本校採購的American Physical
刊
Society(APS)所出版之電子期刊。

收
Cambridge Journal Online
藏

Cambridge Core結合原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 (CJO), Cambridge
Books Online (CBO), 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為一個新平台。主
題包含醫學類、人文類、社會科學類、
自然科學類等。
Canadian
Business
&
Current
Affairs (CBCA) Education™ 著重於加
拿大教育領域的資訊。 是對加拿大如
何實施教學、教育研究和教育行政感興
趣之人員的最佳來源。
該合集包含
265
個以上的期刊，其文件可追溯至
1980 年代。 學術、行政、專業及主題
期刊均包含在內，新聞稿也一併納入。
ProQuest® 上的 CBCA 將 ProQuest 和
ProQuest 電子資料庫產品整合起來，
並充分利用 ProQuest 網頁介面的功

西文休閒性期刊紙本轉電子公告
_整體性公告.pdf

2017 APS期刊清單.xlsx
2017 APS期刊清單.ods
APS 簡介.pdf

CJDA.xls
CJDA.odp

收 Canadian Business & Current Affairs
藏 Education (ProQuest)

能。
客戶可以利用
Canadian
Newsstand™ (擷取加拿大資訊時極為強
大的組合)
跨資料庫檢索
CBCA
Reference & Current Events，或利用
任何一個 ProQuest 資料庫檢索 CBCA
(例：ABI/INFORM®、ProQuest
Newsstand™ 或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視檢索主題而定。
檢索特性與功能：過期內容和目前內容
t—CBCA 每日更新全文內容 (1988年至
今) 和書目內容 (1972年至今)。 所有
的全文文章均提供了可全面檢索的摘
要。
順暢的跨資料庫檢索—允許使用者在包
括 Canadian Newsstand 在內的所有
ProQuest
資料庫之間擷取加拿大資
訊。

收
Cell Online
藏

收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藏 Journals)

收錄May,1974迄今之Cell期刊目次與摘
要，並提供1996年迄今之Cell期刊電子
版全文
本校自2010年起停訂, 但仍可看19952009年之全文
DOAJ 公開取用期刊指南是 Open
Access 界最具知名度的參考資料，也
是辨識掠奪型期刊的基本工具。
收錄主題包括：農業及食品科學、生物
及生命科學、化學、健康科學、語言及
文學、數學及統計學、物理及天文學、
工程學、美學及建築學、經濟學、地球

及環境科學、歷史及考古學、法律及政
治學、哲學及宗教學、社會科學等15種
學科主題。

收 Electronic Collections Online(ECO：
藏 Index only)(OCLC FirstSearch系統)

提供OCLC Electronic Collections
Online資料庫中理、工、醫、農、社
會、人文等主題範疇，約4,800餘種電
子期刊之索引及摘要，為OCLC之學術期
刊集成。(聯盟中同時使用人數限額
10 位)
*科資中心引進之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收
HyRead電子雜誌
藏

收
JSTOR電子期刊
藏

包含財經商管、旅遊行腳、生活居家、
數位資訊、時尚風格、語言學習、人文
藝術、親子教育、休閒運動與知識專業
等主題。每本電子雜誌同時使用人數限
3人(1人借閱、2人線上瀏覽)。
JSTOR為Journal Storage的簡稱，以建
立完整的重要學術期刊文獻檔案、節省
圖書館保存期刊館藏所耗損之人力、金
錢並彌補傳統保存紙本式期刊所無法做
到之完整性為目標所成立之組織，專門
收錄過期學術期刊之全文資料。每種期
刊的收錄年限不同，以收錄各期刊完整
之卷期為目標。本館購買Arts &
Sciences下之專輯。
Kono for Libraries 特色：
即時讀：中文、日文熱門雜誌當
期更新

JSTOR 使用說明 2013.ppt
JSTOR 使用說明 2013.odp

收
Kono電子雜誌
藏

完整讀：全本下載，線上線下暢
讀不間斷
隨時讀：一個帳號可同時登入電
腦、平板與手機
方便讀：雜誌原版PDF、圖文網頁
閱覽，適合各種大小螢幕
任意讀：關鍵字搜尋、依縮圖或
文章標題，直接選讀想看的文章
接續讀：已讀、未讀、正在讀，
不同顏色標記，隨時掌握閱讀進
度
動靜讀：收錄雜誌影音內容
個人化：最近閱讀紀錄、訂閱刊
物新刊通知
※首次使用請在校園網域內以學校
email註冊，日後即可直接以註冊之
email登入觀看雜誌(不需在校園網域
內)
※手機APP下載名稱：Kono for
Libraries

收
MagV中文電子雜誌
藏

MagV中文電子雜誌收錄主題包括：商業
企管、語文學習、投資理財、科技電
腦、藝術設計、休閒運動、社會人文、
流行時尚、家庭生活等九大主題。P.S.
與紙本差異期(時間差)1-2個月。
同時上線人數限制：50人
•目前最新收錄刊數：175種
收錄Nature Publishing Group所發行

Kono for Libraries使用手冊師大.pdf

之全文電子期刊，包括Nature
Online、Nature Research Journals與
收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Publications Nature Reviews Journals等。
藏
收錄清單請點此

收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藏 of Sciences (PNAS)

收
SAGE電子期刊
藏

收
Science Online
藏

包含自1990年起PNAS期刊所收錄之文章
全文、圖表、計算式及參考書目等，每
日更新。線上版文章約比紙本提早一至
五週發行。
SAGE成立於1965年，是世界領先的獨立
學術及專業出版集團，就出版規模而
言，是世界第五大學術出版商。SAGE每
年出版超過700種期刊和近800種書籍。
公司也出版參考工具書和資料庫，SAGE
的出版專案涵蓋了商業、人文科學、社
會科學、科技、醫學等各個學科領域。

SAGE可看清單2018.xlsx
SAGE可看清單2018.ods
SAGE期刊簡介與操作說明.pdf

Science Online與紙本版的Science每
週在同一天出刊，期刊內容分為三大
類：Research、News以及Commentary
等。
•全文收錄年代：1880提供Elsevier Science所發行的2,000
餘種電子期刊，涵蓋理、工、醫、農及
社會科學等主題。

收
ScienceDirect On-Site(SDOS)
藏

各地因應需要所設置之平台稱為
ScienceDirect OnSite，簡稱SDOS，稱
Elsevier建置之ScienceDirect為

SDOL的Freedom Collection清單
1.xls
SDOL的Freedom Collection清單
1.odp

ScienceDirect Online(SDOL)，以茲區
別。
FREE E-Journals Resource From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收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FREE
藏 E-Journals Resource

California-based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 (SciRP) (www.scirp.org)
is devoted to the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journals. They
publish nearly two dozen
scientific journals on a regular
basis. Topics covered include
biomed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ftware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learning system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wireles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biomaterials and
nanobiotechnology, food and
nutrition sciences, biophysical
chemistry,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and many other subjects.
Taylor & Francis 出版許多重要期
刊，其中以教育主題期刊頗受好評，本
館2011年購買123種；2013年購買19
種；2021購買57種教育主題回溯期刊資
源，2013年購買16種運動，休閒和旅遊
主題回溯期刊資源。

收

Taylor & Francis電子期刊

* 教育類收錄主題：教育學、教育研

藏

收
Wiley Online Library
藏

究、教育政策、科學教育、教育心理
學、比較教育、語言教育等。
* 休閒和旅遊類收錄主題：體育和娛
樂、醫學研究、健康研究、體育歷史、
體育社會學，、休閒遊憩管理、休閒研
究和古蹟管理和保護、旅遊理論和實
務。
為綜合學科電子資源平台，涵蓋生命、
健康和物理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
學。 提供Wiley Online Library所發
行之電子書、電子期刊、參考工具書等
全文資料庫。
詳細功能請見線上教學資源。

收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藏

收錄1911年至1949年出版的兩萬餘種期
刊，一千五百餘萬篇文獻，內容集中反
映這一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經
濟、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
情況。作為歷史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它豐富了報刊電子資源，更方便了廣大
讀者用戶進行關於民國時期歷史的學術
研究。
使用期間：永久使用/買斷 版本：IP
控管/同時上線人數20人
為了提供讀者完整便利的知識內容，特
別整合天下雜誌群旗下各雜誌的內容成
為一強大知識庫，滿足所有資訊搜尋的

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_操作手
冊.pdf

尋求！除了收錄《天下雜誌》、《康健
雜誌》、《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
《親子天下雜誌》之外，更加入專特刊
知識庫、天下英文及天下調查中心，豐
富其中內容。
收錄年限如下：
收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藏

◎天下雜誌：1891-

天下七庫_操作手冊.pdf

◎康健雜誌：1998◎Cheers雜誌：2000◎親子天下：2008◎專特刊知識庫
◎天下英文：2008◎天下調查中心
Oxford Journals Archives (OJA)為牛
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之過刊性電子期刊全文資
料庫，牛津期刊回溯資料庫正式於2006
年4月推出，超過165年的研究著作
(1849~1995)，涵蓋74種跨領域的期刊
(陸續增加中)，從第一卷第一期至今所
有的內容。

以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方式

NSC Digital
NSC Digital

Oxford Journals
Archive Title List.xls
Oxford Journals
Archive Title List.odp

收
牛津大學電子期刊過刊(OJA)
藏

引進OJA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以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方式引進 The Oxford
Journals Archive 中法律、人文、社
會等學科之 71 種期刊，此資料庫目前
已建置於全國學術版人文及社會科學
資料庫(HUSO)，提供全國大專院校、中
央研究院和國家圖書館免費使用。

收
史普林格回溯性電子期刊(SOJA）(HUSO)
藏

收
光華雜誌中英對照知識庫
藏

OJDA檢索指引.ppt
OJDA檢索指引.odp
OJDA簡介.doc
OJDA簡介.odt

主題範疇： 商業與經濟、行為學科、
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跟法學；每種期刊
的第一卷第一期開始。收錄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 & Law
(120本)、Behavioral Science(62
本)、Business & Economics(51本)等3
個collection，共收錄約250餘種期
刊，共4,700餘冊。
收錄1976年1月創刊至今光華雜誌內
容，提供海內外華人、友邦、友人、各
國政府及民間了解中華民國的訊息管
道，主要介紹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藝術、工商產業等之
現況，並輔以精美的攝影圖片，其特色
為報導詳實深入，數據資料豐富，評論
分析見解精闢，極具參考價值，堪稱為
「現代台灣的百科全書」，是適合許多
海內外政府、大專院校圖書館、研究機
構或企業圖書館、國內縣市鄉鎮圖書館

光華雜誌知識庫_操作手冊.pdf

乃致於個人典藏使用的珍貴資料。
•收錄卷期：1976年(1月)第1卷第1期
~2017年(12月)42卷12期
本校機電科技學系加入材料世界網會員
（中文），一年內可以免費瀏覽及下載
全文，歡迎校內師生使用
該系統以IP方式認定，目前IP設為
140.122.X.X，只要用校內網路都可以
用。
收
材料世界網
藏

同時間使用人數為5人，若第6人要使
用，將會把第1人踢出。

帳號：ntnumt
密碼：1234

收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中英對照版)
藏

知識庫以中文版《科學人雜誌》及其相
對應的英文版《Scientific
American》文章為主，可瀏覽2002年中
文版創刊以來的所有雜誌的內容（每月
更新資料一次），還可用「全文檢
索」、「標題∕作者檢索」、「知識分
類瀏覽」方式快速搜尋到想要查詢的科
學主題。此外，並提供貼心的「科學小
字典」功能，讓您輕鬆掌握科技詞彙，
快速跨越閱讀門檻。

科學人雜誌中英對照版_操作手
冊.pdf

收
科學月刊科普知識庫
藏

收
動腦雜誌知識庫 2013 [TAEBDC]
藏

收錄1~360期14,000篇 文獻(約3,500萬
字)，可供 區域網路10人次同時使用
內容收錄「動腦雜誌」2013年數位圖文
資料(有三個月的延遲上線)，提供雜誌
全頁影像，系統支援關鍵字查詢、全文
檢索、布林邏輯查詢。
最TOP的廣告行銷資料庫-動腦知識庫，
是一本培養成為未來行銷創意人才的專
業雜誌，內容探討面涵括：
◎跨國界的廣告議題交流
◎最新的行銷趨勢探討
◎精采豐富的廣告專欄
◎創意多元的內容觀點
整合廣告、行銷、媒體、公關的知識寶
庫，打造創意的必備工具。
建議使用IE瀏覽器
《國文天地》一直堅持著創刊以來的理
想：「發揚中國傳統文化，普及文史知
識，輔助國文教學」。在內容上，特別
重視學術性與實用性、教學性、社會性
的兼顧。為使老師在今數位化時代中，
能更方便、快速且精確的查找所需資
源，特推出此資料庫以供師生使用。

收
國文天地雜誌資料庫
藏

特色功能簡介：
1.附有『徵稿啟事』、『線上投稿』連
結。
2.可依卷數期數或是總期數，檢索，亦
可依『專題』、『關鍵字』等項目檢
索。

簡介.doc
簡介.odt
101Brain.exe
使用手冊.ppt
使用手冊.odp

3.檢索歷史可以儲存、列印、E-Mail等
方式保存。
4.收入期數：自1985年6月起收錄(創刊
號起)-2021(買斷)。
國家地理雜誌
Geographic) 中文版
收
國家地理雜誌
藏

(National

•可看期數：193期(2017-12-01)~216
期(2018-12-01)
•可同時上線人數：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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