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位與系統組 鄭雅靜組長 

2014年新訂資料庫 10種，資料性質多元且內容豐富，均已列入本館電子資源

管理系統提供師生使用。以下依資料庫名稱、收錄時間、版本型態與收錄內容等

分別介紹。相關使用問題歡迎洽詢圖書館數位與系統組，雙溪校區分機 5151～5156；

城區分館分機 2442。 

 

資料庫：AEI澳洲教育資料庫 Australian Education Index 

收錄時間：西元 1978年～ 

版本型態：Internet  

由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udcational 

Research 製作，收錄自 1978 年至今超過

138,800個款目及摘要，是澳洲最大的教育

資訊來源。每年新增約 8,000個款目，內容

每季更新。 

AEI 資料庫更提供超過 23,000個線上資源

全文連結，其他可透過館合機構付費下載全

文，提供澳洲教育相關之最新發展與趨勢。 

 

 

ERIC ONLINE教育資源網 

收錄時間: 西元 1966年～ 

版本型態: Internet  

資料類型: 索摘+部分全文連結 

《ERIC》The Education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為教育與社會科學領域極

負盛名的國際級資料庫，由美國教育部教育

科學研究院所贊助提供(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IE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收錄 130萬筆以上資料是最大的教育類

資料倉儲(Clearinghouse)，包含各種教育專題，

如：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及教育管理等 16種教育專題文獻。收錄文獻包含期刊文

章、書、研究文獻、會議論文、技術報告、政策文獻等教育相關資料(EJ&ED)。 

ERIC收錄的核心教育期刊與相關教育擷取期刊共600種以上，內容每月更新，

並提供 EDRS文獻傳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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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國史人物列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資料庫 

資料來源: 國立故宮博物院 

版本型態: Internet  

資料類型: 標題索引+原版影像 

 

本資料庫的內容來源係為國立故

宮博物院所典藏之清代檔冊資料，2005

年起開始建置，歷經六年努力方始完成

之「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

傳稿全文影像資料庫」，共收錄 14,646

冊（件）傳記史料，為研究清代人物必

備的權威傳記史料。 

人物列傳是歷代官修正史中，卷帙

最為龐大，內容最為豐富的資料。國史

館在修纂過程中，累積了大量的史料和

稿本，特為修纂人物列傳而整理的「傳

包」、「傳稿」與《進呈本˙大清國史人物列傳》。 

「傳包」內容包括了國史館為修纂列傳所咨取或摘鈔的各種傳記資料，包括

事蹟冊、事實清冊、訃聞、哀啟、行狀、行述、咨文、履歷片、出身清單、奏摺、

片文、祭文、年譜、文集、列傳、政績或功績摺等傳記史料，共 3,536包。 

「傳稿」為清國史館及民國清史館纂修人物列傳所保存下來的稿本，前者包

括初輯本、重繕本、校訂本、增輯本和定本等，後者則是清史館纂修《清史稿》

所留下的稿本，共有 8,384件。  

    清國史館最後進呈皇帝御覽的人物列傳定本，即《進呈本˙大清國史人物列

傳》，其種類有：大臣傳、忠義傳、儒林傳、文苑傳、循吏傳、貳臣傳、逆臣傳、

功臣傳、宗室王公傳、蒙古王公傳、昭忠祠傳等十餘種，其中又以大臣傳最多，

共 2,726冊。 

 

 

天下雜誌群影音知識庫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群 

收錄時間：2006～ 

版本型態：Internet  

 

「天下影音」集結天下雜誌群自 2006

年至 2013年的影音資料。 

平均片長約 10分鐘，涵蓋主題包括生

涯職場、全球趨勢、人文教育、健康生活、

財經理財、產業科技及創育美學等八大領域，

適用於課堂教學與學生行動學習。資料持續

成長，每月更新。 



 

天下知識庫－精彩專特刊、天下英文選粹、天下調查中心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群 

版本型態：Internet   

資料類型：全文+原版影像 

 

「精彩專特刊」收錄內容包括教育

特刊、大學指南、經典人物系列等獨立

發行的專特刊。 

「英文選粹」為提供更多元的視

野，讓全球各界人士掌握台灣脈動，天

下自 2007 年起提供英文版本，累積近

200篇文章，是天下最頂尖的編輯團隊

精心製作之內容。 

「天下調查中心」累積天下雜誌群

4本雜誌 29年來各項重點調查,是分析

研究台灣社會與企業發展最珍貴的調

查資料。 

 
 

 

Discovery Education – Streaming《Discovery數位課程教學影片資料庫》 

為世界最大的教育影片公司 Discovery Education (探索集團‧教育部門)所架設

之隨選視訊 VOD (Video-On-Demand) 教學影片資料庫，集合全世界 70個教育影

片出版社、搜集了 6,300部以上之教學影片。 

Discovery Education – Streaming 提供老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所需，收錄程度由

小孩至成人，教師可指定個別課程參考影片、指派學生作業、學生觀看後也可以

接受線上測驗 (Online Quiz Questions)。 

使用方法 1  

於 Discovery Education - Streaming首頁 http://www.discoveryeducation.com/，輸

入本校共用之帳號與密碼（如下圖紅框所示），詳細資訊請參考連結資訊。 

 

 

 

 

 

 

 

 

 

http://www.discoveryeducation.com/
http://163.14.136.82/scuerm/detail_source.jsp?esource_classify=databases&id=LDB0085


 

 

使用方法 2之步驟 1 

於 Discovery Education - Streaming首頁 http://www.discoveryeducation.com/，使

用東吳大學專屬 Premium Account，申請個人帳密。 

點選畫面上方 Passcode/Creat New User（如下圖紅框所示） 

 

 

 

使用方法 2之步驟 2 

輸入東吳專屬的 Passcode，並點擊上方 NEW USERS以申請個人專用帳號/密

碼（如下圖紅框所示） 

 

 

http://www.discoveryeducation.com/
http://163.14.136.82/scuerm/detail_source.jsp?esource_classify=databases&id=LDB0085


 

「故宮典藏圖像」‧「故宮文物月刊‧故宮學術季刊資料庫」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s Online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版本型態：Internet  

「故宮典藏圖像資料庫」 

精選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具歷史性、重要性、稀少

性、藝術性、人氣性之器物與書畫藏品；器物包含銅

器、瓷器、玉器、漆器、琺瑯器、雕刻、文具等類別；

書畫包含繪畫、法書、法帖等範疇。 

 

「故宮文物月刊‧故宮學術季刊資料庫」 

收錄故宮出版刊物之全文內容。 

《故宮文物月刊》為華人世界知名雜誌，以故宮

院藏文物為基礎，配合精美圖片，關注作品意義、歷

史價值、文物維護、考古科技、藝術隨筆，以深入淺

出筆觸介紹故宮典藏文物。 

《故宮學術季刊》以中華歷史文物之學術研究為

核心，經學界評比為歷史學門之核心期刊。與「故宮

典藏圖像資料庫」兩相參照，更能豐富視覺感官與知

性體驗。 

 

PsycTESTS心理學測驗資料庫 

資料來源：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EBSCO] 

版本型態：Internet  

為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所出版，收錄心理測

驗與測量工具資訊的部分全文資料庫，供使用者

快速查詢心理測驗資訊，收錄 1910 年起迄今超

過 3，500 筆資料，包括公開或未公開出版的心

理測驗、測量工具、各式問卷、量表等的簡介、

測驗目的、發展歷史、測驗中的資料定義與導入、

全面綜覽該測驗的發展、效度或信度等資訊。 

絕大多數的收錄資訊來自於各大出版社的同儕

評論文獻、技術報告、論文集等包括數千種實際

測驗工具與測驗用品，可供立即下載並用於研究

與教學。同時涵蓋英文以外語言所進行測驗，提供精神病學、管理、商業、教育、

社會科學、神經科學、法律、醫藥及社會工作等相關領域心理學家與專業人員不

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Pressdisplay-online newspaper線上報紙資料庫 

版本型態：Internet  

PressDisplay收錄來自 95個國家、54種語言編

寫而成的 2,200 多份報紙，每日即時更新，可回溯

觀看 90天內的報紙。依新聞主題、出版國家進行瀏

覽，電子報的排版格式與原始的紙本報紙版本完全

相同。 

提供智慧導航功能(PressReader)，支援縮放字

體或圖片大小、瀏覽新聞目次、進行關鍵字檢索、多種語言的語音導讀、12種語

言翻譯、社群分享…等功能。並支援行動裝置功能，於本校無線網路範圍內即可

下載整份報紙至個人的行動裝置，提供離線閱讀。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 

TIE Prof Report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版本型態：Internet   

台經院產經資料庫為財團法人台

灣經濟研究院於 1998年 10月自行開

發研究分析報告及數據統計資訊的產

經資料庫，資訊內容包括產經研究及

產業統計資訊。 

收錄年限： 

(1)產經分析報告：1998.01～ (2)產業財務指標：1994～ (3)企業資料庫：

1996.01～ (4)產業別之產銷存統計：1981～ (5)產業別之進出口統計：1996～ (6)

相關參考資訊：2002.01～。 

收錄內容： 

提供台灣全部產業27大分類，84中分類的產業相關資訊。以「研究分析報告」、

「產業財務指標」、「企業資料庫」、「產銷存統計」、「進出口統計」、「相關參考資

訊」等六大資料庫呈現。 

主題分類： 

依產業領域分為 27大類，包括：總體議題、農林漁牧礦業、食品業、紡織業、

紙業及印刷業、石油化學工業、生技製藥與醫療保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金屬工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業、資訊電子業、通訊業、電力

設備製造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運輸工具及零件製造業、綜合用品製造業、水電

燃氣業、營造及不動產業、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觀光餐飲及休閒業、

文化創意產業、金融保險及證券業、工商及個人服務業、環保教育及社會服務、

新興產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