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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吳 大 學 圖 書 館

GUIDE

圖書館利用指引

資訊檢索服務簡介

圖
書
館

 

 

楊瑞菊 

(東吳大學圖書館參考組組長) 

前言： 

近年來，由於電腦及通訊科技在圖書館中的應用日益普及，因此，較之

於過去，讀者可以很方便地在圖書館內、研究室內、或家中，快速地利用WWW

查詢各種資料；為使讀者能充分瞭解本館所提供的各種資訊服務，特編印此

簡介，就本館線上公用目錄(OPAC)、光碟資料庫(cd-rom  databases)、國內外
著名線上資訊系統(如科資網路、國家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STN、WESTLAW、

LEXIS、FT Discovery)、電子期刊(E-journal)全文資料庫、及網路資源等作一番
簡介，期盼讀者能經由本館首頁的『館藏利用指引』項下的各種資料利用路

徑，進入知識的寶庫。 
! 歡迎隨時光臨『資料庫檢索』網頁，以把握本館最新資訊檢索服務訊息 
 
一、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OPAC & WEBPAC)： 
（一）本館作業已全面自動化，換句話說，就是本館所有館藏之書目資料均

已建檔，讀者可利用線上公用目錄(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 OPAC)
來查詢本館(包括城中分館)的所有館藏。 

（二）館內的線上目錄（OPAC）PC位置： 
1. 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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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區、學報區、期刊室、非書室及書庫。 
2. 城中分館： 
目錄區、參考室、及書庫。 

 
（三）經由校園網路連線本館線上目錄系統： 
      本館線上目錄連接校園網路的系統已升級為WEBPAC，凡校園網路上的

工作站或校外個人家中的個人電腦均可利用WWW查詢本館線上公用目

錄，連線方式與步驟如下： 
   ! 請用WWW瀏覽器(Microsoft’s Internet Explorer or Netscape)連線至本館首

頁(http://www.scu.edu.tw/ library)，移至『館藏利用指引』項下，點選『圖
書館館藏目錄』即可。 

   ! 請直接連線至http://www.library.scu.edu.tw/。 

 
二、 光碟資料庫(CD-ROM DATABASES)檢索服務： 
   ! 詳情請見『資料庫利用指引一：光碟資料庫檢索服務』 
 
(一) 本館提供的各種光碟資料庫，主要是配合學校之教學與研究需要而陸續引進

的。為便利讀者使用，於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目錄區、學報區、期刊室及

城中分館資訊檢索室均備有多部光碟工作站供讀者使用。校園內的網路工作

站亦可透過校園網路來查詢光碟網路；同時，兩校區之資料庫，可透過校園

網路來相互查詢。 
! 受限於資料庫的使用版權，所有資料庫限校園網路 PC [ 校內 IP ] 
連線查詢。 

! 少數資料庫已由光碟版升級為Web版，使用時請注意。  

(二) 如何經由校園網路連線查詢光碟資料庫? 
1. 請利用 www瀏覽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或 Netscape，連線至本館
首頁(http://www.scu.edu.tw/library)，點選『館藏利用指引』項下的『資
料庫檢索』下的『光碟資料庫』即可。 

       ! 外雙溪校區工作站請點選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 
       ! 城中校區工作站請點選城中校區城中分館 
      2.首次使用光碟查詢者，請務必先安裝<ttslink>軟體來連線查詢。                  
       ! 詳細安裝說明請見網頁上<光碟網路安裝說明> 

http://www.library.scu.edu.tw/
http://www.sscu.edu.tw/library)


 
資訊新知 

 

 
 
 

- 31 - 

3. 經常查詢Cross Cultural CD、EconLit、ERIC、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 & 

Books、Life Sciences、Medline、MathSci、MLA Int’l Bibliography、OCLC 
Music Library、PsycLit、Readers’ Guide Abstracts、SocioFile、Social Work 
Abstracts、Peterson's Gradline等SilverPlatter公司資料庫的讀者，可於『光
碟資料庫』網頁中點選『西文資料庫ON ERL WEB Server』，以Web
方式檢索，速度快，且可跨資料庫一次同時查詢數個性質相關的資

料庫，惟因系統控制使用人數，查詢完畢，務必跳離Logout系統，
否則，他人無法繼續使用。 

（三）本館現有的光碟資料庫種類如下： 
      【按資料庫名稱英文字母及中文筆劃排】 
                                                                            

NO 資料庫名稱 收錄

年限
涵蓋學科 使用方式 

1. ABI/INFORM 
(商學及管理科學) 

1971-  
(M) 

經濟、商學、企

管、會計 
光碟網路 

2. BUSINESS PERIODICALS 
ONDISC(BPO) 
(商學、企管期刊全文資料庫) 

1987- 
(M) 

經濟、商學、企

管、會計 
1.城區單機  
2.Internet:  
註:搭配ABI/INFORM取得全
文 

3. CASURVEYOR (化學) 
1.CHROMATOGRAPHY 
2.MAGNETIC RESONANCE 
3.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1991 – 
1996 
(停訂) 

化學 中正圖書館 
單機 

4 Contemporary Author on CD      
當代西洋作家索引 

1997 Ed. 西洋文學 光碟網路 

5 CROSS CULTURAL CD (汎文
化) 

1800-199
5 

社會學 光碟網路 

6. CURRENT CONTENTS 
1. LIFE SCIENCES 
2. PHYSICAL， CHEMICAL &  

EARTH SCIENCE 
(最新科技期刊論文目次) 

1993- 
(週更新)

生命科學、物

理、化學等 
光碟網路 

7. Discovering Author Module 
西洋作家介紹 

1996 Ed. 西洋文學 光碟網路 

7. DISSERTATION ABSTRACTS 
ONDISC(博士論文摘要) 

1861-  全科 
(文理法商等) 

光碟網路 

8.  ECONLIT(經濟學) 1987- 經濟學 光碟網路& ERL WEB 

http://163.14.136.163: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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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ditons &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 (EAS)  
莎士比亞文集 

1995 Ed. 英國文學 光碟網路 

10. Encyclopedia of World Problems 
and Human Potential (4th ed.) 

1996 Ed. 社會科學 光碟網路 

11. English Poetry Plus (EPP)  
英國詩人指南 

1995 Ed. 英國文學 光碟網路 

12. ERIC (教育) 1982-  教育 光碟網路& ERL WEB 
13. Exploring Poetry 
英詩探究                     

1997 Ed. 英國文學 光碟網路 

14. Exploring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戲劇探究 

1997 Ed. 英國文學 光碟網路 

15. GLOBAL BIP PLUS 
(全球英文圖書出版目錄) 

Current 全科 光碟網路 

16. Index to International Music 
Periodicals (IIMP)  
音樂期刊論文索引 

1990- 音樂 光碟網路 

17.  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 & BOOKS(法律) 

1981-  法學 光碟網路& ERL WEB 

18.  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 
(Science Ed. & Social Sciences 
Ed. 期刊排名) 

1995 
1996 
1997 

科技類 
& 
社會科學類 

中正圖書館 
單機&光碟網路 

19. LIFE SCIENCE 
COLLECTION(生命科學) 

1982-  微生物 
生化 

光碟網路& ERL WEB 

20. MATHSCI(數學) 1940-  數學 光碟網路& ERL WEB 
21. MEDLINE (生醫學) 1966-  

(M) 
生醫學 光碟網路& ERL WEB 

22. MLA INT’L BIBLIOGRAPHY 
(全球語言文學資料庫) 

1963- 語言文學 光碟網路& ERL WEB 

23. MUSE(MUsic SEarch)音樂 1970-199
0 

音樂 光碟網路 

24. MUSIC INDEX on CD-ROM(音
樂) 

1981 - 
1990 

音樂 光碟網路 

25. OCLC MUSIC LIBRARY（音樂
書目資料） 

1998 Ed. 音樂 光碟網路 

26.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OED2)  
牛津英語大字辭典 (二版)      

1994 Ed. 英國語言 光碟網路 

27. PETERSON'S GRADLINE 
(美加各大學研究所名錄) 

1998 全科 光碟網路 

28. PSYCLIT (心理學) 1974-  心理學 光碟網路 
& ERL WEB 

29. READERS' GUIDE ABSTRACTS 
(西文期刊論文索引摘要) 

1983-  
(M) 

人文及社會 光碟網路 
& ERL WEB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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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D-ROM 
西洋哲學百科全書 

1998  哲學 光碟網路 

3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技引用文獻索引) 

1987-  
(M) 

科技文獻 光碟網路 

32.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會科學引用文獻索引) 

1981- 
(M) 

社會科學文獻 光碟網路 

33. SSI - SOCIAL SCIENCES 
INDEX(社會科學--索引) 

1989- 
(M) 

社會科學各科 光碟網路 

34. SSO - SOCIAL SCIENCES 
FULL-TEXT(社會科學--全文) 

1989- 
(M) 

社會科學各科 中正圖書館 
1. 單機 
2. .Internet:  
註:搭配SSI取得全文 

35. SOCIAL WORK ABSTRACTS 
PLUS(社會工作摘要) 

1983-  社會工作 光碟網路 
& ERL WEB 

36. SOCIOFILE (社會學) 1974-  社會學 光碟網路& ERL WEB 
37. Who is Who Disk 1 & 2 
世界名人傳記(一、二片) 

1997 Ed. 傳記 光碟網路 

38. ULRICH'S PLUS 
(西文期刊出版目錄) 

Current 全科 光碟網路 

39 VLB AKTUELL GERMAN 
BOOKS IN PRINT 
(德文圖書出版目錄) 

Current 全科 光碟網路 

40. 二十五史全文資料庫  中國歷史 連線至中研院「漢籍電子文

獻」 
41. 十三經、先秦諸子、明儒學案、
紅樓夢等全文資料庫 

 群經 中正圖書館 
單機 

42. 中文報紙論文索引光碟 1990 – 
5/1996 

社會科學 光碟網路 

43. 中文博碩士論文索引光碟 1956 - 
1996 

全科 光碟網路 

44.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光碟 1971 - 
1998 

全科 光碟網路   
 Web版 

45. 中華民國企管文獻摘要光碟 1985-  商學、企管 Web版: 
http://ebds.anjes.com.tw/ 

46. 中華博碩士論文檢索光碟 1960 - 
1996 

全科 光碟網路 

47. 卓越商情資料庫 1987-  財經 Web版: 
http://ebds.anjes.com.tw/ 

48. 稅務法規資料庫 present 財經 城區光碟網路 
49.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1981-  財經 城區光碟網路 
50. 全國西文(圖)書(期)刊及大      
陸期刊聯合目錄 

Current 全科 光碟網路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163.14.136.163:8590/?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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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報紙標題索引資料庫 
(含聯合報全文影像資料)        

民85- 
(M) 

全科 Web版: 
http://163.14.136.164/ 
ttscgi/ttsweb/ 

52. AREMOS經濟統計資料庫 Current 財經 城區單機 
53. 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資料
查詢系統 

1991 關貿 光碟網路 

 

三、 國內重要線上資訊系統—1.科資網路 STICNET  2.國家圖書館資訊網路
系統 NCL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一)  科資網路--STICNET： 
係由國科會科資中心為提供學術研究單位快速獲取所需科技資訊，並促

進國內研究資料之整合所建立的。  
        本校已申請成為學校單位會員之一，凡在校園網路上的個人電腦均

可透過WWW連線使用。 
    ! 可由本館首頁 http:// www.scu.edu.tw/library中『館藏利用指引』項下

的『資料庫檢索』，點選『線上資料庫--國科會科資中心全國科技資
訊網路 (STICNET)』進入。 

    !可直接連線其網址(http://www.stic.gov.tw)。 
    ! 使用此系統之國內資料庫免費，但國外資料庫需付費，計費方式如下

(表一)，因此，請先洽詢圖書館參考組或城區分館取得使用帳號及密
碼，或亦可委託參考館員代為檢索，以節省檢索費用。 

 
        (表一)  國外資料庫計費方式 

資料庫名稱 檢索費率(元/次) 傳輸費率(元/篇) 
BIOSIS 40 23 
COMPENDEX PLUS 60 33 
INSPEC 50 33 
NTIS 6 3 
SCIENTIFIC MEETINGS 6 3 

*收費金額=(資料庫檢索費率x 檢索次數)+(資料庫傳輸費率 x 傳輸筆數) 

! 請至圖書館參考組或城區分館使用或洽詢使用帳號 

該網路中現有之資料庫： 

 
國內資料庫名稱 內      容      簡      述 
研究計畫摘要 收錄國內大專院校、研究機構與公民營企業等單位正在

進行中或已完成之研究計畫摘要 
收錄年月：1986/07-199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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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頻率：每月一次 
研究報告摘要 收錄國內大專院校、研究機構與公民營企業等單位資助

之研究計劃成果報告摘要。 
收錄年月：1970-1999/04 
更新頻率：每季一次 

科技期刊論文摘要 收錄國內具研究參考價值近 400 種中英文科技期刊與學
報論文摘要。 
收錄年月：1988-1998/05 更新頻率：雙月一次 

學術會議論文摘要 收錄於國內舉辦之學術會議所發表之論文。 收錄年月：
1991-1998/03 更新頻率：每季一次 

國科會補助出席國

際會議論文摘要 
收錄國科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所發表

之論文。 收錄年月：1991-1997/12 更新頻率：每季一次 
博士論文摘要暨碩

士論文索引 
收錄國內 75-83學年度各校研究所博士論文摘要及碩士
論文目錄。 
收錄年月：1987-1995/02 (已停止更新) 
!自 83學年度起，已授權科資中心微縮存檔者，可提供
全文影印學位論文。網址為：

http://192.83.176.196/theses/index.html） 
國科會研究獎勵論

文摘要 
收錄國科會獎勵費年度得獎人代表作摘要。 收錄年月：
1985-1996/07 更新頻率：每年一次 

科技簡訊 
(國外科技文獻中文
摘要) 

收錄科技發展政策報導，以及材料科技、化學化 工、生
命科學、電機與電子、食品科技、資訊管 理、機械動力、
能源環保等八類國外期刊論文 及專利之中文摘要及索
引。 
收錄年月：1985-1997/12 (已停止更新) 

科技發展政策報導 
(國外科技文獻中文
摘要) 

收錄科技政策、法令規章、科技指標、創新政策、產業

政策、技術預測、技術移轉、產學研合作、科學園區與

育成中心、科技人力資源培育、科技管理內容與工具，

以及策略性工業與重點科技發展之最新報導等國外期刊

論文之摘要及索引。 收錄年月：1985/01-1999/04 更新
頻率：每月一次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

術報告摘要 
本資料由「工業技術研究院」提供，有關工研院內各單

位研發之成果報告摘要。 
收錄年月：1987-1997/12 
更新頻率：每年一次 

食品工業研究所技

術報告摘要 
本資料庫由「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提供，有關食品相

關產業之科技研究報告摘要。 
收錄年月：1969-1997/12 

大陸期刊目次 收錄本中心館藏 630 餘種大陸期刊目次資料 
收錄年月：1998/05-1998/09 
更新頻率：每月一次 

全國西文科技圖書

聯合目錄 
收錄國內一百多個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科技類

1975年以後西文圖書之館藏單位及收錄情形。 
更新年月：1998/04 (已停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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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料庫自民國 87年 7月起不再更新 
全國西文期刊聯合

目錄 
收錄國內約二百多個單位，三萬餘種西文期刊之館藏單

位及收錄情形。 
更新年月：1998/10 
更新頻率：每年一次。 
!亦可查詢光碟『全國西文(圖)書(期)刊及大陸期刊聯合
目錄』 

全國科學儀器設備

聯合目錄 
本資料庫由「國科會精密儀器中心」提供，有關國內各

單位購置分析、量測、電子、光學、真空、醫療等儀器。 
更新年月：1998/09 
更新頻率：每年一次。 

大陸期刊聯合目錄  收錄國內約八十個單位，五千七百種大陸期刊之館藏單
位及收錄情形。 
更新年月：1998/10 
更新頻率：每年一次。 
!亦可查詢光碟『全國西文(圖)書(期)刊及大陸期刊聯合
目錄』 

學術研究機構名錄 
(中文版) & (英文
版)  

收錄國內研究機構中文&英文名稱、地址、電話、網址、
負責人等基本資料，以及研究範圍與自建資料庫等資

料。 更新年月：1998/07 更新頻率：每年一次。 
科技館際合作協會

名錄 
收錄各科技館際合作單位之名稱、負責人、館合代表人、

地址、電話、服務費用等資料 更新年月：1997/06 更新
頻率：不定期。 

全國人才名錄 收錄部會署所匯整之學術研究、農業、社會科學、醫事、

藝文、大專教師、產業、交通科技、核能科技、海外環

保、旅外，海外、大陸等各方面人才之基本資料。 更新
年月；1994/10 更新頻率：不定期。 

學術研討會訊息報

導 
報導國內未來一季預定召開研討會、講習會之日期、研

討概要及出版情形等資料。 
更新年月：1999／04 更新頻率：每季一次 

科技分類典 為科資中心資料庫之資料處理所依循之分類法。內容採

三階層架構，共分 19大類，188中類及 1,011小類，每
一小類均包括詳細之主題範圍說明。更新年月：1992/10 

1. BIOSIS  
(生物科學 
      資料庫) 

內容：廣泛收錄全球生命科學方面 6000多種期刊，及重
要之專論、會議論文、 研究報告等。 

           主要學科涵蓋：生命科學、微生物學、植物
學、動物學、細菌學、細胞生物學、環境生物學、

實驗醫學、農學、藥理學、生態學、生化學、生

物工程學、生物物理學、遺傳學、免疫學、營養

學及相關學科等等。   
收錄年限：1990 -          
更新頻率：每月一次 

2.COMPENDEX 內容：收錄全球有關工程方面 2500多種期刊，及重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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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資料庫)     
    

圖書、會議論文、 研究報告等。 
       本資料庫主要以工程方面為主，內容涵蓋：航空

與太空工程、交通運輸、生物工程、化學工程、

土木與結構工程、環境工程、電腦與資料處理、

材料學、控制工程、電機工程、電子與電信工程、

熱與熱力學、海洋工程、造船工程、水力工程、

機械工程、礦物工程、核子技術、石油工程、衛

生工程、汽車工業、金屬與燃料、工業與管理應

用…等等。 
收錄年月：1994/01 – 
更新頻率：每月一次，約 25,000 筆。 
 

3. INSPEC 
   (物理/計算機/ 
    控制資料庫) 

內容：INSPEC全名為 Information Service in Physics, 
Electronics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 Control，
收錄之期刊有 4300多種，及重要之圖書、會議
論文、 技術報告、博士論文等。 

       本資料庫各主題之涵蓋內容概述如下： 
1. 物理科學：數學與數學物理學、電磁光學、聲學、天
體物理學、原子與分子物理學、核子學、基礎粒子學、

流體動力學、材料科學、物理化學、地球物理學等等。 
2. 電機電子：電路與電子零件、電子設備與材料學、電
磁與通訊學、電子儀器學、電力系統與應用、電信學

等等。 
3.電腦與控制：系統與控制理論、電腦硬體、控制技術、
軟體應用、系統與設備 

4.資訊技術：通訊計算與應用、資訊傳輸儲存與應用、微
電腦硬體及周邊設備等 

收錄年月： 1990 - 
更新頻率：每月一次，約 25,000 筆。 
 

4. NTIS 
  

內容：收錄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發展計畫，主要為能源

部 DOE、國防部 DOD、太空總署 (NASA)、及
其他政府部門提供的各類研究成果報告。內容主

要涵蓋的學科包括生物學、社會科學、自然科

學、數學、工程、及商業資訊等 
收錄年月： 1984/01 - 更新頻率：每月一次 

5. SCIENTIFIC   
  MEETINGS 
 (科技會議) 

內容：本資料庫包涵國際重要科學會議，以醫學方面為

主。 
收錄年月： 1999/01 - 
更新頻率：每季一次。 

 
(二)  國家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NCL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國家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所建立的電子資料庫內容可分成：「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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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期刊資源」、「政府資訊」及「文學藝術」等四種資料類型，多

達十多種資料庫，以我國出版物為資料收集整理對象。收錄圖書、期刊、

報紙、論文集、出國報告書、政府公報、目次、單篇文獻、傳記、著作

年表、手稿、得獎資料、藝術作品等各種資料，總建檔資料已超過120
萬筆。 

    
  ! 全國讀者無論是在學校或家中，均可免費透過WWW 連線使用。 
  ! 可由本館首頁 http:// www.scu.edu.tw/library中『館藏利用指引』項下的

『資料庫檢索』，點選『線上資料庫--國家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 (NCL)』
進入。 

  ! 可直接連線其網址(http://www.ncl.edu.tw)。 
 
該網路系統中現有之資料庫： 

 
資 料  
類 型 

資 料 庫 名 稱 及 內 容 簡 述 

圖書資源  "館藏圖書目錄查詢系統 "全國新書資訊網 "全國圖書
資訊網路系統(NBINet) 

博碩士論文

資源 
"全國博碩士論文摘要檢索系統 
  (民 73年度,  1984以後)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影像系統 
收錄台灣及部份港澳地區所出版的中西文期刊、學報約

近三千種，將其刊載的各類期刊論文彙集成庫。(亦可連
線至 http://www.read.net.tw/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利用儲值
卡申請文獻) 

期刊資源 

"國家圖書館新到期刊目次服務系統 
  精選民國 85年以來台灣以及大陸所出版的部份文史類核
心期刊，將其最新目次逐一輸入電腦。除可瀏覽查詢外，

還可透過訂閱期刊目次的服務，將最新期刊目次定期傳

送至個人的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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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 
  收錄目前台灣地區所出版的各種類別、各種語文期刊報
紙，將其創刊、出版、訂購、得 獎、稿約、網址、簡介
資訊在網路上作一完整呈現。 

政府資訊 "統計調查目次 
  收錄統計及調查類書刊內，刊載之統計調查圖表名稱及
提要內容篇目。第一階段暫以民國 85年以後中央政府
出版之統計年刊及調查報告約 150種為收錄對象。 

"政府出版品目錄 
   收錄民國 73年以來，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出版之各種政
府出版品目錄資訊。 

"公務人員出國報告書 
 收錄民國 59年迄今，公務人員出國報告書目錄及近 200
萬頁的報告書全文影像。 

"法規資源整合查詢 

文學及藝術 
文學及藝術 

"當代文學史料影像全文 
# 網路上的台灣當代文學資料館 
   親近您喜愛的作家，三毛、林海音、張愛玲、黃春明、
張曼娟、苦苓、李昂、林清玄、白先勇、小野、朱西甯、張

曉風、林良、七等生、張大春、吳念真、鄭愁予、隱地、王

禎和..等一千多位作家在網路上與您會面。 
# 名句欣賞 
# 作家生活照、手稿展示。 
# 傳記、評論賞析。 
# 文學獎資料。 
" 善本叢刊影像 
" 認識中國古書多媒體 
" 當代藝術作家 
# 虛擬美術館 
# 欣賞當代藝術家吳炫三、劉墉、杜十三、楊英風、李祖
原、楊惠姍、莊靈... 等六百餘位的精華作品。 

# 藝術家近照、簡歷、展歷、創作自述。 
# 藝術作品賞析。 
# 邀您鑑賞雕塑、水彩、油畫、國畫、刺繡、攝影、陶瓷、
編織... 等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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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著名線上資訊系統-- OCLC FirstSearch、STN、WESTLAW、LEXIS、

FT Discovery for Asia 

(一) 為充實各專門學科的資料庫種類，以提升本館的資料庫檢索服務品
質，特別與美國OCLC FirstSearch、STN、LEXIS、WESTLAW等資訊系
統連線，提供線上檢索光碟以外且性質多元化的資料庫，以滿足讀者

資訊上的需求。 
! 因需付費，請讀者駕臨圖書館或城區分館使用。 

 
(二) 為因應經濟金融資訊的瞬息萬變，特與金融時報全球暨亞洲電子資料
庫連線，提供讀者查詢最新有關全球產業及財經資訊方面的訊息! 
可由本館首頁http:// www.scu.edu.tw/library中『館藏利用指引』下的
『資料庫檢索』網頁，點選『線上資料庫—Financial Times Discovery 
for Asia(金融時報全球暨亞洲電子資料庫)』進入或直接連線其網址
(http://ftdasia.ft.com)。 

 
五、 西文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 

(一)數位化圖書館的來臨，期刊電子化的出版已蔚為風氣，目前已有數家
著名期刊出版社或代理公司已發展其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系統，如: 
Elsevier的Science Direct、Academic Press的 IDEAL、Swets的
SwetsNet、EBSCO的EBSCO Online 及 EBSCOhost資料庫等等。 

☞  讀者可透過本館『資料庫檢索—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網頁連線查詢 

(http://www.scu.edu.tw/library/ref/cdrom/dbsearch.htm) 
 

(二)查詢此等電子期刊全文資料庫系統，除了可立即取得本館訂閱的期刊
全文外，讀者還可免費檢索該系統中所有期刊論文的書目資料，擴大

可利用的期刊資源。 
 

(三)若要查詢個別的電子期刊，則可以刊名來查詢本館『館藏利用指引』
下『期刊』網頁中的『西文期刊館藏整合目錄』，該目錄列出所有本

館訂閱的西文紙本式及電子式期刊(含可免費檢索者)。 

http://www.scu.edu.tw/library/ref/cdrom/dbsear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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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期刊館藏整合目錄網址為
http://www.scu.edu.tw/library/ref/serial/e-per.htm) 

 
六、 網路資源： 

1.國內圖書館：在『網路資源』項下 
列出國內重要圖書館的網址，提供讀者查詢各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及其

有關資訊，分國家、政府及專門、大學、學院、及公共等圖書館。 
2.網路搜尋工具：在『網路資源』項下 

      網路資源五花八門，對於網站不詳的資料，可利用網路搜尋工具，來
查得有相關資料的網站，如國內普遍使用的蕃薯藤、GAIS、哇塞，國
外的 YAHOO、INFOSEEK、ALTAVISTA、LYCOS。 　 
 

七、 本館提供查詢WWW的工作站位置： 
 1、中正圖書館目錄區：七臺WIN98個人電腦。 
 2、中正圖書館五A學報室：壹臺WIN98個人電腦。 
 3、中正圖書館六A期刊室：兩臺WIN98個人電腦。 
 4、城區分館資訊檢索室。 

 

http://www.scu.edu.tw/library/ref/serial/e-per.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