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訂購之電子資料庫清單
http://opac.lib.chu.edu.tw:8080/webopac/weberm/
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資料庫名稱
簡介

讀者對象

收錄期刊逾3,760種(其中全文期刊種類逾2,080種)，其中許
多全文均有PDF格式及付在內文的彩色圖片，peer-viewed
ASE (Academic
期刊種類亦達2,591種以上。
search Elite)綜合學
涵蓋範圍多元化包誇社會科學，人文，電腦科學，資訊，
科類全文資料庫
機械工程，生命科學及管理等學科，PDF全文期刊大部分
(基本版)
可回溯至1985年，全文期刊亦同時收錄在許多知名全球書
目行資料庫。

訓練教材 備註

連結

續訂

ASTM Journals

ASTM International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美國材料試驗協會)，成立於 1898 年，是非營
利性之國際標準制定組織，致力於滿足全球市場的標準化
需求，為工業界的標準權威機構， 任務是制訂材料、產
品、系統和檢測服務的標準；收錄包括金屬、石油、鋼
鐵、紡織品、塑膠、電子產品、醫療設備服務、特殊化學 資訊電機學院
製品等相關的標準文件。
1. ASTM Journals
收錄內容：ASTM 出版之8種期刊，囊括16,800餘篇之期刊
全文。
收錄年限：1972 ~

連結

續訂

BSE (Business
Source Elite)商管
財經全文資料庫
(基本版)

收錄5,048種全球性商業相關活動刊物的索引及摘要及近
1,111種全文期刊(回溯至1985年)。
涵蓋領域如：商業管理、經濟、金融、會計、國際貿易...
等，包刮Harvard Business Review、Operation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Journal of Marketing 等期
刊。

連結

續訂

連結

續訂

「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資料庫」(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 Services)收錄兩岸中文出版之期刊全文資料庫(以
2000年後為主)。至2016年已上線逾5,000餘種學術期刊，
CEPS 中文電子期 提供即時期刊知識服務，分為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
刊資料庫暨平台 學、應用科學、醫學與生命科學。
服務
台灣期刊以學術期刊、指標期刊（國科會獎助、TSSCI
等）為主要收錄範圍；大陸期刊以指標期刊（EI、SCI、
SCI-E、SSCI、CSSCI、MEDLINE、CA、中國科技指引等
指標資料庫收錄者）為收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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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對象

訓練教材 備註

「CETD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暨平台服務」(Chinese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Service；CETD)於西元
CETD 中文碩博士 2004年推出收錄台灣40所大專院校之碩博士全文資料庫，
論文資料庫暨平 為計劃性收錄國內外各大專院校學位論文之資料庫。
台服務
共收錄111,540篇全文，全文率達70%，即使沒有全文(作者
未授權電子檔公開)，亦可查詢其書目資料。
每年新增逾30,000筆書目，其中約25,000篇為全文。

連結

續訂

民國89年由Ei Villages 分為 Engineering Village 及 Paper
Village 兩部分，90 年系統更動改稱Engineering Village 2。
• Compendex：收錄年代：1969年至今
5,600多種工程研討會、期刊、商業雜誌、會議記錄和技術
報告資料
資料量：超過 1700 萬筆，每年新增約 65 萬筆資料，包含
190 種工程領域學科，如：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礦業、
機械工程、電子工程、環境、結構、材料科學、固態物理
學、超導體、生物工程學、能源、光學、空氣和水污染、
固態廢棄物處理、道路運輸、運輸安全、應用工程、品質
Ei Engineering
管理、工程管理等
Village 2 電子資料 收錄超過55個國家的出版品
資訊電機學院
庫
更新頻率：每週
回溯期刊： 1884年-1968年
• INSPEC：收錄資料自1969年至今
收錄全球電子工程、電子學、物理學、控制工程、資訊科
技、通訊學、電子計算機等科學文獻
從5000多種科學和技術性期刊、2500筆會議記錄中收錄超
過1500萬筆書目摘要資料
資料庫每年增加約60萬筆新紀錄
收錄超過80個國家的出版品
更新頻率：每週
回溯期刊：1989年-1968年

連結

續訂

--

續訂

連結

新訂

Full Text Finder(全
西文期刊整合查詢系統。
文發現服務)

HSTalks-The
Business &
Management
Collection

The Business & Management Collection是一個涵蓋商學、行
銷及管理領域的演講型資料庫。
目前累積超過1,100部影片，分為6大主要領域，包含超過
90個系列，講者可快速了解特定領域的最新發展。
影片邀請國際學者分享領域專長，包括商業各領域重要學
術大獎得獎者和經濟學大師；搭配高畫質實驗圖片及講義
輸出，可以和課程緊密結合，提供教職員生及研究人員更
全面的領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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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對象

有鑑於國人對學術文獻線上利用之迫切需求，及出版單
位、使用者對於專門收錄台灣出版期刊全文資料庫之期盼
，凌網科技於2009.10推出「HyRead Journal 台灣全文資料
庫」－提供研究者快速搜尋與全文下載，使各大學院校、
HyRead Journal 台 學(協)會、出版社等出版之學術與專業期刊有一專屬推廣
灣全文資料庫
與傳播管道、強化學術研究能量、增加各研究領域之交流
與互動。
收錄台灣學術電子期刊為主 刊數持續新增!
1200+種電子期刊全文，330+種TSSCI、THCI、A&HCI、
SCI等核心期刊
IEL(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為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
會(IEEE -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與英國工程技術學會(IET -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IEEE/IET Electronic Technology) 出版品之電子全文資訊系統，內容包括IEEE
資訊電機學院
Library
與IET 自1988 年以來出版之期刊雜誌、會議論文、及技術
標準(不含標準草案)，現約有350多萬篇文獻，平均每週更
新15,000 篇文獻，全文採用PDF 格式，全文影像與其紙本
一致，包括讀者來函、投稿須知及所有圖表照片等資料。
JCR Web 為美國Thomson Reuters 建置之網際網路版期刊引
用文獻評比統計資料庫系統。
該系統收錄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及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引文資料庫超過三年以上(部分不在此限)被
收錄之期刊評比資料，由80餘國3,300餘家出版商出版之
12,000餘種學術期刊，主題涵蓋約230餘種。
JCR Science &
每年於夏季更新前一年度資料。
Social Sciences
本資料庫特有之二年及五年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立即
索引(Immediacy Index)、被引用半衰期(Cited Half-Life) 及引
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 等皆可引導使用者瞭解某一期刊
在某一主題、年度、或國家之整體學術表現，進而協助圖
書館、出版單位、期刊編輯、學術作者等對學術期刊之管
理及利用。
舊資料庫名稱:ProQuest Science Journals
提供4,300 餘種期刊索引摘要(1855- )，及其中3,200餘種期
Materials Science & 刊之全文(1855- )。
資訊電機學院
Engineering
包括Nature 系列9種期刊，Quarterly Reviews of Biophysics,
管理學院
Database
SIAM Review, Journal of Psychiatry & Neuroscience : JPN,
Bioenergy Research, Biomechanics and Modeling in
Mechanobiology等期刊。
華藝文獻相似度檢測服務可協助您比對您的文檔與他人著
作的相似程度。比對內容涵蓋逾5,200種華文學術期刊與會
(論文比
議論文，以及超過60所大專院校學位論文，包含臺灣大學
對)PlagChecker文 學位論文、馬偕護理雜誌、臺灣地理資訊學刊……等獨家
獻相似度檢測服 授權給華藝線上圖書館的期刊、會議論文及學位論文。
務
「首次登入」（即註冊服務）以及「每次上傳檔案」時皆
須在學校 IP 範圍內。其他功能如文檔管理、線上報告、
下載報告等，只需登入帳號密碼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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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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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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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OL
Elsevier出版發行之電子期刊、電子書及參考工具書，主
(ScienceDirect
題涵蓋數理科學、生命科學、健康科學、社會與人文科學
Online) 電子資料
等。
庫
SpringerLink 為德國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GmbH
& Co. KG 集團之子公司Springer 所建置的網際網路資訊服
務系統，提供Springer 及原荷蘭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KAP)集團出版的電子期刊、電子書、電子叢書等。KAP
於2004 年併入Springer，使用介面已於2005 年初完成合
併。
內容依主題歸為行為科學、生物醫學與生命科學、商業與
SpringerLink 電子 經濟、化學與材料科學、電腦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工
期刊
程、人文社會科學與法律、數學與統計、醫學、物理與天
文學等類。全文大都以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及
HTML 格式呈現。
此系統對外開放，任何人可免費瀏覽目次與摘要、訂閱目
次摘要與新產品通報服務及使用其檢索功能，全文資料則
限訂購者使用。1997 年春天正式啟用以來，電子期刊累
增至2,200 餘種，期刊收錄年代最遠者回溯至第一卷第一
期。

讀者對象

訓練教材 備註
連結

續訂

連結

續訂

大家學日語遠距
教學資料庫

課程說明：
一、大家學日語課程簡介： 將發音基礎、基礎會話一、
基礎會話二、進階會話一、進階會話二、進階會話三以及
商用日語等七大教室的課程簡介詳列。
二、日本語課前分級測驗：請於上課前至本區依照個人的
學習程度進行測驗，此區共有五組測驗程度可供選擇。
三、大家學日語教室：此部分為遠距教學正式學習課程，
共有七大教室，每一教室包含十課，每一課的學習皆由左
至右～單字、文法、句型練習、會話、測驗等循序學習，
人文社會學院
以達最佳學習成效；學畢全部課程可達日檢二級程度。
四、Q&A常見問題集：如您在使用時有任何系統上的疑難
雜症，請由此區進行查閱並尋求解決辦法。
五、學習紀錄查詢：凡是您學習過的單元，都將於本區進
行詳細紀錄，以便您更有效安排學習進度與規劃個人學習
狀況。
六、登出：當您每一次完成學習時，請由此處正常登出。
系統需求：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 瀏覽器閱讀本課程內
容。

連結

續訂

台經院產經資料
庫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目前學校採購範圍不包括：研究分析報
告，此部份之查詢不提供資料。
使用的功能包括：產業財務指標、企業資料庫、產銷存統
計、進出口統計、主要參考資訊及圖表彙編等。

連結

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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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新報 (TEJ) 為台灣經濟新報文化事業公司建置之
資料庫，主要出版亞洲地區 (目前包括台灣、中國大陸、
香港、泰國、韓國、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日本
等) 財經及證券金融市場資訊，協助使用者了解亞洲各區
的企業情報及財務報表資料，主要是從營運狀況，市場表
現到市場參與者看法等3個大方向提供金融市場基本分析
所需的資訊。
台灣經濟新報資
CONCERT引進資料庫：
料庫
1.總體經濟及金融指標資料庫(MA)
2.國內基金淨值及持股資料庫(SE)
登錄後請下載安裝程式 ，安裝後進入該資料庫，安裝於
桌面。
使用之帳號：CHU
密碼：TEJ
選擇身份後可使用該資源。
收錄我國各類法學資料，依資料性質與態樣分為法律新
訊、法規、司法判解、行政函釋、裁判書、法學論著等六
類。
已建置完成的資料，逾1,282 萬餘筆，每日即時更新資料
，收錄年限：1911─迄今。
提供關聯式查詢功能：
查閱「法規」：可查閱該筆法規之總說明、法源依據、附
屬法規、法規沿革、修正條文對照表、歷次修正條文等各
法源法律網「法
項資料。
學資料庫」
查閱「法條內容」：可再檢索與其相關之司法解釋、判
例、裁判、決議、法律問題、行政函釋、相關法規、歷史
法條、法學論著、立法理由等各類關聯性資料。
查閱「判解函釋」：查閱時可查閱其作成當時所適用的相
關法條。
查閱「法學論著」：可查閱與其相關之法規、司法解釋、
判例、裁判、決議、法律問題、行政函釋、法學論著等各
類關聯性資料。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簡介
收錄自1964年起近八千種中國學術期刊／論文總量逾三千
萬篇，分為哲學政法、社會科學、經濟財政、教科文藝、
基礎科學、農業科學、醫藥衛生、工業技術八大類，涵蓋
所有學科領域，是中國最大的期刊資料庫之一。
萬方數據知識服
全文採PDF格式。
務平台
《中國學位論文資料庫》簡介
收錄中國法定學位論文收藏機構──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
究所所館藏之中國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年代自1980年起
，迄今總量超過300萬篇。
全文採PDF格式。
萬方數據知識服
務平台V2.0

更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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