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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更方便更快速的檢索平台，但若純以閱讀的享受而言，紙本書還是提供

了比較舒適的享受閱讀的環境呢！ 

 

訊息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9 年元月 1 日至元月 31 日 

01.01 即日起，「中華民國期刊論文資料庫」服務至 2009 年底，2010 年更

新為「臺灣期刊論文索引系統」，提供開放性多功能服務。服務將調

整如下：1.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將開放全資料庫(自 1970 年起)，包含摘

要，提供讀者免費查詢。2.無償授權的全文開放線上免費瀏覽列印。

3.尚未授權的全文（索摘部份正加強建檔中），則透過 NDDS 申請文

獻傳遞。 

至 12 月 31 日，引進 Britannica Online 大英百科線上英文版。 

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引進 Yomiuri 讀賣新聞歷史館資料庫，1.係國

科會人文處日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補助,開放國內 170 所大專院校與

研究單位使用。2.收錄日本最大報－讀賣新聞從 1874 年創刊號(明治

7 年 )起，經大正、昭和戰前期、昭和戰後(1986 年 )迄今之報紙原稿全

文檢索 (新聞影像檔)。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已確定採購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公司出版之 Nature Archive：1987-1996。該資料庫收錄 1987-1996

年間發表於 Nature 期刊之文章內容，以 National Academic License 方

式自 2010 年 1 月 1 日起提供國內所有大專校院、研究機構等人員直

接連線免費使用。 

引進空中英語教室網路版，同時可 5 人上線使用。 

01.04 引進 MagV 線上閱讀網，係由資工系校友陳國雄先生(摩達網執行長)

捐贈本校，提供免費使用一年。內容包含：1.電子雜誌服務：提供紙

本雜誌原樣數位化服務模式，內容含休閒運動、投資理財、流行時

尚等雜誌 126 種。2.電子書服務：提供紙本書原樣數位化服務模式。

可同時 50 人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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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公告 99 年寒假「私立綜合大學圖書互借」本館辦理時程：1.本校師

生至本館申辦「申請表」：即日至寒假結束。2.合作館師生向本館借

書：1 月 25 日至 2 月 19 日。3.合作館師生向本館借書固定還書期限：

2 月 22 日。 

01.08 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在館長室召開「98 學年度第 2 次組長會議」。 

01.09 上午 8 時至 11 時，IEEE Xplore 線上資料庫系統進行系統維護，該期

間內網站將暫時無法使用。 

01.11 至 19 日止，在總館 2F 暢銷書區展出由中國時報主辦的「2009 開卷

好書獎」十大好書與美好生活書得獎作品(展出圖書暫不外借)。16

日起，得獎中文作家 BV 可至「開卷部落格」年度好書單元觀賞。 

01.15 即日起，拿索斯音樂圖書館的原廠 Naxos 新系統不再提供支援 Window 

Media Player 與  Silverlight Audio Player 兩種播放程式，改由 Flash 

Player 程式播放音樂。 

上午 11 時至 12 時，在館長室召開「98 學年度第 3 次組長會議」， 

01.18 利用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購置的「中國基本古籍庫」正式上線，

由中華文化所流傳的十餘萬種古籍當中，精選上自先秦下至民國的

一萬餘種歷代典籍，除了提供重新輸入校對的全文內容，另外也收

錄了該典籍的一至兩個重要版本的原文圖像，總計全文約十七億

字，圖像約一千萬頁。收錄範圍涵蓋了整個中國的歷史與文化，是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中文電子出版物。 

01.25 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國科會人文處德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補助，

提供全國使用之資料庫：1.Beck Online 法學資料庫，Beck-online 為

德國最大之法律圖書出版社，其出版之 Beck Online 線上資料庫，廣

泛涵蓋所有法學領域，對國內法學領域研究相當重要。2.Internationale 

Bibliographie der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Zeitschriftenliteratur 

(IBZ) 綜合類資料庫。為 Walter de Gruyter 出版社所有，為一跨學科

書目資料庫，收錄 1983 年以來人文及社會科學領域約 2956240 篇期

刊文章，期刊文章來自約 11381 種期刊（截至 2008 年 3 月）、40 個國

家。3.Allgemeine Kunstlerlexikon (AKL) 藝術類資料庫。為 De Gruy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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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擁有，資料來源為 Thieme-Becker/Vollmer 藝術家辭典、紐倫堡

辭典(das Nurnberger Kunst lerlexikon)及藝術家辭典(das Lexikon der 

Kunstlerinnen)，目前有 100 萬筆藝術家資料提供查閱、50 萬個藝術家

生平簡介、4000 篇上古時代藝術文章、33 萬篇索摘、42 萬筆索引及

9000 筆原文資料，另有藝術相關文章和作品的評論。 

01.26 至 3 月 31 日止，引進「台灣時報」資料庫試用，《臺灣時報》可說是

日治時期最長壽、影響最深遠的期刊，收錄當時臺灣的政治、產業、

農業、貿易、交通、軍事、教育、司法、警察、土木、技術、工藝、

文藝等的論文與統計資料皆在收錄之列。 

01.28 採編組陳勝雄先生、陳婷婷小姐參加漢珍數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與

ProQuest 在台北世貿中心聯合主辦的「知識經濟、學術與文化」研

討會。 

至 101 年 12 月 31 日止，國科會人文處法語學術研究資源建置計畫購

置，提供全國圖書館使用：1.Corpus de la litterature narrative du moyen 

age au XXe siecle 文學資料庫，收錄中世紀到 20 世紀之法國敘事文

學作品全文(小說、短篇小說以及其它敘事文體等)。2.Bibliotheque des 

lettres 文學資料庫，除了收錄法國文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e de la 

litterature francaise》檢索系統外，更收錄出版社 Bibliopolis 出版的法

國文學作品，內容囊括法國文學之重要領域與題材，分為八大主題。

3.Dictionnaires de l＇Academie Francaise 字典資料庫，收錄 17 到 20

世紀，由法國法蘭西學術院(l＇Academie Francaise)出版之 13 部字典

全文內容。4.Frantext 語言學資料庫，收錄 16 至 21 世紀，有關藝術、

文學、科技、科學等學科領域近 4 000 篇文本，為一龐大法國文學語

料庫，資料類型則涵蓋小說、詩詞、戲劇、散文、書信及科技報告等。 

至 3 月 15 日止，引進 GIS 台灣百年寫真資料庫試用，收錄日治時期

各類出版品及攝影集明信片等 25,000 幅寫真，收錄時間為西元 1895

至 1945 年，資料類型為：全文+寫真影像。 

即日起，中區教學資源中心第二批共購共享西文電子書(Mylibrary1031title)

已上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