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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化世界 

圖書館電子資料庫指引(2002 年 11 月版)(上) 

期刊組  鍾素明 

圖書館的各類型資料媒體中，WWW 版電子資料庫是屬高價位之產品，

為了讓此龐大且昂貴之「虛擬館藏」可廣為本校讀者使用，致其「成本效

益」可發揮到最大，特編此指引，希望本校讀者能多加利用之。截至 2002

年 10 月底止，圖書館全天候 24 小時提供讀者免費使用之中西文全文資料

庫(含電子書 )合計有 119 種(此統計數目已含蓋各資料庫項下之各「子」資

料庫之數目 )，約提供近 20,000 種電子期刊全文及約 11,851 冊電子書，所

提供的索摘書目及指引資料庫亦有 58 種之多(此統計數亦已含蓋各資料庫

項下之各「子」資料庫之數目 )，另設置於一、二樓電子資料庫檢索區的單

機版及其他版本的資料庫(已含各「子」資料庫之數目 )亦有 43 種。 

【簡介】 

壹、電子期刊、報紙、數據、字典、專利、及漢學全文資料庫(註 1～註 3) 

一、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Digital Library(http://acm.org/dl/) 

【全文期刊種數】︰21 種從 1991 年到現在之期刊、1991 年到現在之會

議文獻資料、1985 年到現在之書目資料。 

【主題】︰電腦資訊科學 

二、ACS＊(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http://pubs.acs.org/about.html) 

【全文期刊種數】︰37 種(過刊回溯至 1997)。 

【主題】︰化學 

三、AIP-OJPS＊(http://ojps.aip.org) 

【全文期刊種數】︰81 種(過刊回溯至 1997)。 

【主題】︰物理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的電子期刊) 

四、AP-IDEAL＊(http://www.idealibrary.com/) 

【全文期刊種數】︰有 174 種(過刊回溯自 1993 年起) 

【主題】︰計有生醫科學、財經法商、工程與材料科學、生命科學、數學

與電腦科學、物理與環境科學、心理學、社會科學等 8 大類。 

【注意】︰自 2003 年起 AP-IDEAL 將併入 SDOS 系統，屆時擬使用 AP-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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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讀者請連線至 SDOS。 

五、ARL＊(原名 GPO with PA-Ⅱ)(在圖書館網頁請點選 ProQuest)(自 2003

年起停訂) 

(http://global.umi.com/pqdweb)(帳號: 00423FCSGD，密碼：welcome) 

【全文期刊種數】︰約有 1,498 種(過刊年份可回溯自 1971 年起)。 

【主題】︰藝術、時事評論、消費者資訊、教育、文學批評、生活型態、

商業、電腦、時事、衛生保健、政治、科學等一般性的主題。 

【注意】︰部份期刊沒有全文只有索摘。 

六、BIOSIS Preview (1990-)＊ 

(http://gateway.ovid.com/ovidweb.cgi?T=JS&ID =tungu006&PAS 

SWORD=lecture&MODE=ovid&PAGE=dblist&NEWS=N) (校內鎖 IP 進

入無需密碼及帳號) 

(http://gateway.ovid.com/autologin.html) 

(本校讀者擬在校外使用此資料庫，請以 E-Mail: jsming@mail.thu.edu. 

tw 申請帳號及密碼。申請時務必提供：1.真實姓名[本校學生並請

提供學號]，2.所屬單位[系別、年級]) 

【主題】︰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畜牧學，農業學，生化，醫學。 

【注意】︰檢索出來的論文，若屬本館有購入全文版權之出版社，可超

連結取得全文。 

七、Blackwell Science and Munksgaard＊(http://www.blackwell-synergy.com/) 

(本校讀者擬在校外使用此資料庫，請以 E-Mail:jsming@mail.thu. 

edu.tw 申請帳號及密碼。申請時務必提供：1.真實姓名[本校學生

並請提供學號]，2.所屬單位[系別、年級]) 

【全文期刊種數】︰約有 260 種期刊全文。 

【主題】︰綜合性 

八、BPO with ABI/INFORM Complelte＊(在圖書館網頁請點選 ProQuest) 

(http: //global.umi.com/pqdweb)(帳號:00423FCSGD 密碼:welcome) 

【全文期刊種數】︰約有 2000 種(過刊年份可回溯自 1971 年起)。 

【主題】︰企管、商學(公司產品、商情、發展趨勢、團體策略、管理技

術及商業企管相關學科知識均可在此套資料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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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部份期刊沒有全文只有索摘 

【涵蓋的子資料庫】︰ 

(1)ABI/INFORM Global。提供近 1700 種期刊論文索摘資料 (1971- )，及其

中 930 餘種期刊之全文(1987- )。 

(2)ABI INFORM Dateline(商情分析全文資料庫)，提供近 160 種收錄自 1985 年

至今的美加重要地區性商學期刊，其中 150 餘種之全文(ASCII-FullText)，

涵蓋美加地區多數公司的商業資訊、區域場經濟、地區性貿易發展

等，與 ABI/INFORM 達相輔相成的功能。 

(3)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工商企業商情全文資料庫)提供近 800 種

期刊論文索資料 (1971- )，及其中 780 餘種期刊之全文(1987- )。 

(4)Reference(IDL Encyclopedia):提供 The Ethnic Cultures of America、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及 The WorldFactbook 

等子資料庫。 

九、Compustat(Standard & Poors's Researach Insight)(Global Vantage + North 

America) 

【主題】︰財務分析 

【注意】︰1.擬使用此資料庫之讀者請至圖書館一樓電子資料庫檢索區

使用，請點選電腦左下角之【開始】→【程式集】→【Research 

Insight】。2.北美版年報回溯至 1950 年、季報回溯至 1962 年。 

十、CRSP：Daily & Monthly US Stock Database-Annual 

十一、CRSP US Indices Database & Security Portfolio Assignment Module 

Annual 

(http://140.128.103.19/cgi-bin/flylink/auth.cgi?c=1&db=36W(ts_print) 

(http://140.128.103.19/cgi-bin/flylink/auth.cgi?c=1&db=37W(msdtprint) 

(http://140.128.103.19/cgi-bin/flylink/auth.cgi?c=1&db=38W(dstkprint) 

【主題】︰財政金融 

【注意】︰使用 CRSP 前請先安裝 FlyLink，安裝步驟請參閱︰

http://140.128.103.19/flystat/help/dbmenu/guide/flylink/install .htm 

十二、EBSCOhost＊(http://search.epnet.com)(帳號:s6622031 密碼:p0128225)  

【注意】︰部份期刊沒有全文只有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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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的子資料庫】︰ 

1.ASP(Academic Search Premier) 

【全文期刊種數】︰3,467 種(過刊回溯至 1975 年，其中 peer-viewed 全

文期刊種類高達 2,591 種以上) 

【主題】︰社會科學、人文、教育、電腦科學、機械、語言、藝術、

音樂及醫學等學科 

2.EBSCO Animals 

【主題】︰動物學 

3.Funk & Wagnalls New Encyclopedia EBSCOhost Primary Search 

【主題】︰青少年百科全書資料  

4.MAS Ultra- School Edition 

【全文期刊種數】︰460 種 

【主題】︰一般性 

5.Military Library FullTEXT 

【全文期刊種數】︰240 種 

【主題】軍事 

6.Primary Search 

【全文期刊種數】︰150 種 

【主題】︰兒童文學 

7.Newspaper Source 

【全文期刊種數】︰194 種 

【主題】︰報紙 

8.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llection 

【全文期刊種數】︰340 種 

【主題】︰兒童保健、教育學理論及實務 

十三、EBSCO Online  

(http://www.ebsco.com/online/)(顧客編碼︰thu，帳號︰thu，密碼︰reader) 

【全文期刊種數】︰Blackwell Science(有 260 種期刊)、Kluwer Online(有

446 種期刊)、MCB UP Ltd(有 136 種期刊)，3 家出版社合計約有

842 期刊全文(含過刊)。(註：期刊總數隨時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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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綜合性 

【注意】：當直接連線至 Blackwell Science、Kluwer Online、MCB UP Ltd 出

狀況時，EBSCO Online 可成為替代道路。 

十四、Education Complete＊(在圖書館網頁請點選 ProQuest)  

(http://global.umi. com/pqdweb)(帳號：00423FCSGD，密碼：welcome) 

【全文期刊種數】︰約有 360 種 

【主題】︰學前教育、初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 

【注意】︰部份期刊沒有全文只有索摘 

十五、Emerald＊(原名為 MCB)(http://www.emerald-library.com)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新介面有許多新功能)(以 IP 控管出入) 

(本校讀者擬在校外使用此資料庫，請以 E-Mail:jsming@mail. 

thu.edu.tw 申請帳號及密碼。申請時務必提供：1.真實姓名[本校學

生並請提供學號]，2.所屬單位[系別、年級]) 

【全文期刊種數】︰約有 136 種期刊全文 

【主題】︰管理、工程、教育、圖書館學 

十六、Delphion IPN＊(Intellectual Property Network) 

(http://www.delphion.com/ boolquery)(帳號：tunghai，密碼：library) 

【主題】︰世界各國專利文獻 

十七、GROVEart＊(葛洛夫藝術百科全書線上版全文資料庫) 

(http://www. groveart.com) 

(本校讀者擬在校外使用此資料庫，請以 E-Mail: jsming@mail. 

thu.edu.tw 申請帳號及密碼。申請時務必提供：1.真實姓名[本校學

生並請提供學號]，2.所屬單位[系別、年級]) 

【主題】︰繪畫、雕刻、建築、攝影、平面及裝置藝術 

十八、GROVEmusic＊(葛洛夫音樂線上全文資料庫) 

(http://www.grovemusic.com) 

(本校讀者擬在校外使用此資料庫，請以 E-Mail: jsming@mail.thu. 

edu.tw 申請帳號及密碼。申請時務必提供：1.真實姓名[本校學生並

請提供學號]，2. 所屬單位[系別、年級]) 

【主題】︰音樂  

十九、IEL Online＊（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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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eee.org/ieeexplore/）（帳號:THULIB   密碼:TAIW407） 

【全文期刊種數】約有 126 種（另有 875 筆工業專利資料，及 IEEE/IEE

會議論文集） 

【主題】︰電腦科學、電機工程、工業專利  

二十、John Wiley（InterScience）＊ 

（http://interscience.wiley.com/jpages/wis_urls.html） 

【全文期刊種數】︰105 種詳細清單及各期刊之 URL 請參見 (http://www. 

lib.thu.edu.tw/vlib/John-Wiley.htm)(2003 年起本校讀者可使用之

全文期刊種數將大於上述之 105 種) 

【主題】︰商學、數學、物理、化學、地球科學、電腦科學、工程、生

命科學、教育與法律等領域 

【Rcmotc Access】︰擬於校外連線本資料庫之讀者（非本校 IP Address

範圍），可申請【遠距連線】（Rcmotc Access），取得人專屬之帳

號及密碼。擬申請此服務之讀者，請留意︰ 

(1)務必先在「校園網域內」上網使用此【Rcmotc Access】服務。 

(2)個人之專屬密碼及帳號，其有效其為 90 天。90 天以後請再次進入

「校園網域內」，重新申請個人之專屬密碼及帳號。 

(3)申請步驟請參閱 http://www.lib.thu.edu.tw/vlib910315a.htm 

【注意】︰ 

(1)現 John Wiley 開放 InterScience 的【Book Finder】（電子書）（約有

290 種）及【Reference  Works】（約有 32 種百科全書）供中區五

校 John Wiley 電子期刊聯盟之成員試用，試用期將至 2002 年 12

月底止，敬請多加利用。 

(2)John Wiley 所 出版的期刊合計有 345 種，凡不屬於上述清單上之

期刊，本校讀者無權使用其全文。 

二十一、Kluwer Online＊（進入後點選 Kluwer Online）（http:// www.wkap.nl） 

【全文期刊種數】︰約有 775 種（含過刊） 

【主題】︰綜合性 

二十二、LINK Online Libraries（Springer-Verlag）＊ 

（http://link.springer.de/forum.htm） 

【全文期刊種數】︰約 460 種（含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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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數學、生命科學、醫學、工程、電腦、數學、化學、環境科

學、物理與天文、地球科學、經濟及法律等 11 大類  

【注意】︰叢書（Series)的版權，本館尚未購入。 

二十三、JSTOR（Arts & Science Collect）＊（http://www.jstor.org） 

【全文期刊種數】︰117 種「過刊」 

【主 題】︰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科主題（計有統計學、哲學、經濟學、

生態學、數學、政治學、教育學、財政、歷史、文學、人口

統計學、社會學、人類學、亞洲學等主題） 

二十四、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1963- )(在圖書館網頁請點選 EBSCOhost) 

【主題】︰當代全球語言文學 

二十五、Nature Journals Online（2003 年啟用）（採購中） 

【涵蓋的電子期刊】︰ 

(1)Nature Online（1997.7-） 

(2)Nature Biotechnology Online （1996.3-） 

(3)Nature Cell Biology Online （1999.5-） 

(4)Nature Genetics Online （1996.3-） 

(5)Nature Immunology Online （2000.6-） 

(6)Nature Medicine Online （1996.3- ） 

(7)Nature Neuroscience Online （1998.5-） 

(8)Nature Reviews Cancer Online （2001.10-）  

(9)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Online （2002.1-）  

(10)Nature Reviews Genetics Online （2000.10-） 

(11)Nature Reviews Immunology Online （2000.10-） 

(12)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Online （2000.10-） 

(13)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Online （2000.10-） 

【注意】︰連線網址請密切留意 BBS 及網頁之公告 

二十六、OCLC FirstSearch ＊（圖書館自費購入） 

（http://newfirstsearch.oclc.org/autho=100251834;FSIP）（校內已鎖 IP不

需帳號及密碼） 

(本校讀者擬在校外使用此資料庫，請以 E-Mail: jsming@mail.thu. 

edu.tw 申請帳號及密碼。申請時務必提供：1.真實姓名[本校學生並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十四期 

 12

請提供學號]，2.所屬單位[系別、年級]) 

【涵蓋的全文子資料庫】︰ 

(1)Wilson Select Plus (1994- ) 

【主題】︰科學、人文、教育、商學 

(2)Periodical Abstracts with Full Text 

【主題】︰綜合性 

(3)SIRS Researcher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主題】︰實際經營與商業管理技巧 

二十七、OCLC First Search＊（國家版權全國 10 人版） 

（http://newfirstsearch.global.oclc.org/FSIP） 

（帳號：100198630，密碼：AXXEN8MUD） 

【涵蓋的全文子資料庫】︰ 

(1)Wilson Select Plus (1994- ) 

【主 題】︰綜合性 

二十八、OED Online＊(牛津英文字典)(進入後請點選左下方 Enter OED Online) 

（http://dictionary.oed.com） 

二十九、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http://wos.isitrial.com/）（1970 年起） 

（http://wos.stic.gov.tw）（1990 年起） 

【主題】︰理、工、醫、農、等各學科領域之文獻書目及原著提供之摘

要及全文資料。 

【注意】︰SCI 現可連線至 NCBI、AP-IDEAL、Link（Springer）、NCBI、

Kluwer、Elsevier、Blackwell Science 等 7 家出版上之全文 

三十、Science Online（1995-）(線上版科學週刊) 

（http://www.scienceonline.org/） 

三十一、SciFinder Scholar＊（一人版）（含 SciFinder Substructure Module）

（原紙本 CA）（http://www.lib.thu.edu.tw/vlib/SciFinder/） 

（務請利用 SciFinder Scholar 的檢索介面查詢，此檢索介面請連線至

http://134.243.85.3 下載） 

【注意】︰SciFinder Scholar 的檢索介面之相關檔案（含安裝說明）請參

見圖書館網頁「電子資料庫」項下 SciFinder Scholar 欄內之說

明，亦可洽詢校內分機 2716 圖書館數位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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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化工、生物、生化、食科、物理、環境、畜產、電子、材料、

機械等學科 

三十二、Scientific American Archive Online＊ （1993-） 

（http://www.sciamarchive.org） 

 (本校讀者擬在校外使用此資料庫，請以 E-Mail: jsming@mail. 

thu.edu.tw 申請帳號及密碼。申請時務必提供：1.真實姓名[本校學生

並請提供學號]，2.所屬單位[系別、年級]) 

三十三、SDOS＊（原名為 EES）（http://sdos.ejournal.ascc.net/） 

【全文期刊種數】︰1420 種期刊（過刊回溯自 1995 年起） 

【主題】︰化學與化學工程、臨床醫學、資訊科學、地球與行星科學、

經濟、商業與管理科學、能源與科技、環境科學與科技、生

命科學、物質科學、數學、物理與天文學、社會科學等 12 大類  

【Remote Access】︰校外連線(非本校 IP Address 範圍)本資料庫之讀者，

可上網 http://databank.lib.thu.edu.tw/lib/SDOSAP.html 申請【遠

距連線】（Remote Access），取得個人專屬之帳號及密碼。 

三十四、Sociological Abstracts＊（在圖書館網頁請點選 EBSCOhost） 

（http://search.epnet.com）（帳號：s6622031，密碼：p0128225） 

【全文期刊種數】︰via ASP 638 種 

【注意】︰直接自檢索結果畫面中，所出現的【check linked full text 

sources】選項，點選進入取得全文。 

【主題】︰社會科學類  

三十五、SwetsWise＊電子期刊資訊服務系統及期刊目次資料庫 

（http://www.swetswise.com） 

【全文期刊種數】︰全文期刊約 1199 種（已含 AP-IDEAL & 

Springer-Verlag） 

【期刊目次】︰有 14000 期刊 

三十六、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日報全文資料庫）（將自 2003

年起停訂）（在本館網頁請點選 ProQuest） 

（http://global.umi.com/pqdweb）（帳號：00423FCSGD，密碼：welcome） 

【注意】︰US National Edition (1989-) 

【主題】︰財政、商業及經濟消息的報紙資料，亦提供商業及財政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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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及公司簡介、特別報導、固定專欄等。 

三十七、工程學刊全文影像資料＊（註 4） 

（http://203.74.36.75/asp/pass.asp）（帳號：thu，密碼：THU） 

【全文期刊種數】︰5 種 

【涵蓋的電子期刊】︰電子月刊(1995/8 起)、電機月刊(1991/1 起)、機械

月刊(1991/1 起)、化工技術(1993/4 起)、土木技術(1998/3 起)、

環保月刊(2001/7 起) 

三十八、中國期刊網＊（1994~）（http://cjn.csis.com.tw/cjnindex.asp） 

【全文期刊種數】︰5300（持續增加中） 

【涵蓋的子資料庫】︰(1)理工 A(數理科學)，(2)理工 B(化學、化工、能

源與材料 )，(3)理工 C(工業技術)，(4)農業，(5)醫藥衛生，(6)

文史哲，(7)政治經濟法律，(8)教育社科綜合，(9)電子與訊息

科學等九大專輯 

【注意】︰觀看全文前務請先下載全文瀏覽器 Cajviewer（位於該資料的

第一層畫面的左邊） 

三十九、中華民國專利公報資料庫＊ 

（http://twp.apipa.org.tw/twplogin.htm）（帳號：thulib，密碼：thulib ） 

【主題】︰專利  

四十、台經院產經資料庫＊ 

（http://www.ibisworld.com.tw）（帳號：tunghaiu02，密碼：25865000） 

四十一、企業排名資料庫（中華徵信所）＊（http://www.credit.com.tw/special/） 

【涵蓋的子資料庫】︰(1)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 TOP5000，(2)企業經營

績效資料台灣地區 200 大集團企業研究各項指標排名及營運

資料  

四十二、臺灣經濟新報（http://www.lib.thu.edu.tw/vlib/vlibnew2.2.html#6） 

【涵蓋的子資料庫】︰ 

(1)上市公司財務季資料 (第四級)(1981 年起) 

(2)上市證券調整後股價日、週、月、年檔(1981 年起) 

(3)上櫃公司資料庫(全套：財務第三級) (1991 年起) 

(4)上市公司董監事持股月資料 (1981-1990 年 )(1991 年起) 

(5)上市公司董監事持股轉讓申報資料 (1992 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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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市公司艱困公司財務資料 (1978 年起) 

(7)上市、上櫃財務報表光碟版(84 年 -86 年 ) 

(8)上市公司預估營收、盈餘資料 (公司當局)( 1985 年起) 

(9)上市公司預估營收、盈餘資料 (外界分析師)( 1985 年起) 

(10)上市公司預測財務報表(第一級)( 1992 年起) 

(11)上市公司盈餘概估月資料 (含盈餘發佈日)( 1991 年起) 

(12)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資料 (1980 年起) 

(13)(基本版)(1986 年起) 

(14)外國法人持股暨法人買賣超資料庫(1994 年起) 

(15)自營商進出及週、月庫存資料 (1996 年起) 

(16)上市、上櫃庫藏股資料庫(2000 年起) 

(17)B&T 國內 TOP3000 大企業資料庫 

(18)上市、上櫃金融市場大事記資料 (1996 年起)  

(19)總體經濟指標資料庫（1961 年起） 

(20)期貨資料庫（1997 年起 1 月起） 

(21)TEJ 選擇權交易資料庫（2002 年起 4 月起） 

四十三、全球高科技產業研究資料庫＊（http://mic.iii.org.tw/itdb/ ） 

【主題】︰包括 1995 年起之全球資訊電子產業與市場現況，涵括資訊硬

體、資訊軟體、半導體、通訊網路、光電、電子商務等七大

產業，彙整 150 本研究報告、3,000 篇市場專題、10,000 張以

上趨勢圖表 

四十四、法源法律網（2 人版） 

（http://www.lawbank.com.tw）（帳號：thulib，密碼：thulib） 

【主題】︰法規類別查詢、法規名稱查詢、法規內容查詢、司法判解查

詢、行政函釋查詢、論文索引、法訊報導、法規新訊、判解

新訊、函釋新訊、法規草案 

【注意】︰因本資料庫同一時段限 2 人使用，故使用完畢務請點選【會

員登出】，以避免影響其他的讀者無法進入使用。 

四十五、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註 5)(已掃描論文讀者可免費線上覽及列印) 

(http://140.128.103.19/cgi-bin/to_ncl3)(僅中華民國期刊論文民國 5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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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之資料，不含近半年之資料 ) 

(http://readopac.ncl.edu.tw/)(僅中華民國期刊論文民國 80 年起之資料 ) 

【涵蓋的子資料庫】︰(1)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2)國家圖書

館期刊目次服務系統，(3)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4)中

華民國政府公報全文影像系統，(5)中華民國政府公報電子全

文系統，(6)中華民國政府統計調查目次影像系統，(7)中華民

國政府出版品目錄系統，(8)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書

查詢系統，(9)當代文學史料影像全文系統，(10)當代藝術作家

系統 

【您所需的文章尚未掃描獲取途逕】︰ 

(1)查詢本館館藏目錄，若本館已有，請至圖書館影印取得。若本館

無收藏，請至圖書館一樓期刊組旁之電子資料庫檢索區辦理 [遠距

圖書服務館合複印服務]。 

(2)辦理 [館合遠距圖書館合複印服務]時務必告知該篇論文之「系統識

別號」（unique number）。 

(3)三個工作天內，讀者即可以付費方式取得原未掃描之論文，第 1

位讀者以付費方式取得該文之後，全台灣任何一個人即可線上

「免費」取得全文。 

(4)今天別人享受您所付費之論文，明日您也有機會享受別人所付費

之論文，電子期刊資料庫可幫助我們達到「資源共享」之境界，

值得大家共同參與。 

【主題】︰綜合性 

四十六、漢學文獻資料庫(中研院)(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涵蓋的子資料庫】︰(1)二十五史，(2)十三經，(3)諸子，(4)古籍 52 種，

(5)大正新脩大藏經，(6)上古漢語語料，(7)臺灣史料，(8)文心

雕龍，(9)佛經三論，(10)清代經世文，(11)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12)新民說，(13)姚際著作集，(14)新清史-本紀，(15)樂府詩

集，(16)閩南語俗曲唱本「歌仔冊」 

四十七、真像王證券專業資料庫（註 6） 

（http://sfi.anjes.com.tw/sfi/Member/）（帳號：thuip，密碼：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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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的子資料庫】︰(1)證券暨期貨專業剪報，(2)上市(櫃)公司財務報

告書，(3)未上市公司財務報告書，(4)上市(櫃)公司公開說明

書，(5)未上市公司公開說明書，(6)上市(櫃)公司年報，(7)未

上市公司年報，(8)上市(櫃)公司財務預測，(9)未上市公司財

務預測 

四十八、WiseNews 大中華新聞資料庫（不含新聞照片圖檔） 

(http://twawisenews.wisers.net/?gid=THU&user=ipaccess&pwd=ipaccess) 

(校內使用鎖 IP) 

離校後使用http://wisenews.wisers.net/，需輸入如下之資料：組別名

稱：THU[大寫]，用戶名稱：thu[小寫]，用戶密碼：wisenews[小寫] 

【主題】︰中、港、台（不含聯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聯合晚報、

星報等五報）、澳四地新聞 

四十九、UDNdata 聯合知識庫（不含新聞照片圖檔） 

（http://www.udndata.com/library/）（不需帳號及密碼） 

（http://www.udndata.com）（帳號：thul，密碼：library） 

【主題】︰聯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聯合晚報、星報、美洲世界日

報、歐洲日報等七報自民國 67 年起的報紙全文。 

五十、中央通訊社剪報系統＊（收錄時間至 2001.05 止） 

（http://140.128.103.19/dbmenu/dblist.htm） 

【全文報紙種數】︰約 23 種（含過期報紙） 

【主 題】︰綜合性 

五十一、基督教論壇報（線上版）＊（http://www.ct.org.tw） 

【主題】︰基督教新聞檢索、聖經經文檢索  

五十二、國家法規數據庫（大陸）（http://140.128.103.1︰168） 

【主題】︰中國大陸 1949 年起之各種法令規章 

五十三、e 康熙字典電子版（註 7） 

【注意】︰相關資訊參見  http://www.lib.thu.edu.tw/vlib/910123.htm 

五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全文）（註 7） 

【注意】︰相關資訊參見  http://www.lib.thu.edu.tw/vlib/91012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