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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訪談大綱 

受訪單位： 

受訪人員： 

受訪時間： 

受訪地點： 

                                                  訪談人員：                         

一、 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內容 

1. 所提供的詮釋資料格式與型態： 

(1) 對資源屬性描述的詳盡程度為何？為何如此規劃？ 
(2) 是否提供資訊加值的功能(如是否提供與之相關內容的連接或介紹)？ 
(3) 所提供的資料庫內容是否有預設的適用對象？ 
(4) 針對使用者提供哪些方面的資訊服務？ 

2. 所提供的資源類型： 

(1) 資料庫內容的資源屬性重要性是否有時效性的問題？ 
(2) 資料庫內容適合的領域為何？ 
(3) 資料庫內容提供的資訊物件有哪些(如影像、多媒體檔等)？ 
(4) 承上，是如何針對這些提供的資訊物件做描述？ 

二、 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服務功能及其實際配合的情形 

1. 系統設計方面： 
2. 資料，是否已轉置成功？ 

(1) 若是，則請繼續回答下列問題； 
(2) 若否，則請說明原因？ 

3. 遵循的 5 個欄位，是原本即採用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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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若是，請問對映欄位時產生哪些情形？ 
(2) 若否，請問是如何完成所需遵循的事項？ 

4. 轉出的資料量及其範圍，是否作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的動作？ 
5. 請協助提供各資料庫之相關關鍵字，以作為系統評估之用。 

三、 實際參與的經驗談 

Water 指出雖然有 National Science Digital Library、Cyclades 和 Digital Library 
Federation Testbed 等 3 個大型關於 OAI-PMH 的實證研究在進行，不過仍有以下

幾點待闡明的疑慮： 

1. 共通詮釋資料集的價值？ 
2. Native 詮釋資料、Minimal 詮釋資料和 Conventional 詮釋資料的互動情形？ 
3. 參與此架構的廠商可以獲得的益處？ 
4. 智財權和擷取詮釋資料的議題，其相關的解決方式？ 
5. 是否產生新的學術傳播模式？ 

綜合 Water 所提出的疑慮，提出下述問題以瞭解參與廠商的看法： 

1. 認為有此一整合檢索機制是一美意，但卻不甚瞭解詮釋資料互通性的意義？

是○  否○ 原因： 
2. 認為參與此次整合檢索中內容提供者的角色感到…，請描述之： 
3. 認為此一整合檢索機制應在智財權方面如何的規劃，才能有效保護廠商所提

供的資訊服務？請描述。 
4. 認為在此一整合檢索機制裡，還可以提供哪些功能以滿足使用者的資訊需

求？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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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內容 

經研究對象同意後，關於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內容介紹，除參考研究對象放

置於國圖公用資料庫上的「使用指引」、「公共圖書館共用資料庫種子教師 培訓

課程手冊 2004-2005」與研究對象在實際系統中的相關使用說明外，更斟酌引用

自研究對象所提供的廣告宣傳。以下分別就研究對象所提供的資料庫系統，針對

其資料庫內容、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做一說明。 

一、 報紙暨網路新聞類 

(一) J01 

此資料庫提供將索引與影像聯結的功能，含8種報紙之全版新聞標題索引(不
含分類廣告) ，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含中國時報、工商時報、聯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聯合晚報、

中央日報、自由時報； 
2. 收錄年代 

(1) 中國時報：全國版 1996-2004；地方版 1999-2000； 
(2) 工商時報：1996-2003； 
(3) 聯合報：全國版 1951/9-2004；地方版：1982-2004； 
(4) 經濟日報：1967/4-2004； 
(5) 民生報：1988-2004； 
(6) 聯合晚報：1999-2004； 
(7) 中央日報：1996-2004； 
(8) 自由時報：2003/6-2004。 

3. 資料類型：文字(索引)、圖片(影像)； 
4. 更新頻率：索引每日更新、影像每月更新。 
(二) J10 

此資料庫堅持保留報紙資訊多元化的特色，將中國時報所有版面，甚至包括

地方版(分類廣告除外)的標題完全建檔，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

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本資料庫收錄中國時報的內容從國內外焦點新聞、政治、財經、

社會、影劇動態、流行訊息、關懷自然、以及各類生活資訊； 
2. 收錄年代：195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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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影像； 
4.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三) F01 

此資料庫提供使用者關於「中國時報」、「工商時報」和「中時晚報」近 10
年資料，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整合時報系所有資料精華，內容包括：文字資料、專題、照片及

全版影像等； 
2. 收錄年代：1994-2004；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每日更新。 

(四) A01 

此資料庫自 1991 年 1 月 1 日起，為中央社國內外記者及各大外國通訊社所

採發的新聞，累積近 170 萬筆的新聞資訊，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

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包括國內、國外及大陸的文教、交通、社會、政治、財經、國會、

影劇、醫藥衛生、體育及地方新聞。另有新聞小百科、歷史上的今天及各種

主題之新聞專輯； 
2. 收錄年代：1991/1/1-2003；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 
4.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五) J04 

此資料庫於 2000 年 4 月籌備，2001 年 2 月 19 日正式成立的新媒體。聯合

報系所發行的聯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聯合晚報及星報等五大報在過去 50
年來共發行了一百卅萬個報紙版面、一千多萬則新聞、七十餘億個字，其相關內

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包括聯合報系發行之聯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聯合晚報及星

報等 5 大報在過去 50 年來的新聞資料； 
2. 收錄年代：1983-2004；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 
4. 更新頻率：每日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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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學類 

(一) F02 

此資料庫為各產業的專業商品行情網站，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

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提供以下服務項目： 

(1) 大陸國家信息中心授權之商品行情數據、訊息； 
(2) 海關進出口、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和交通業務統計； 
(3) 中國時報、工商時報、中時晚報三報資料庫內容服務； 
(4) CRB 指數、期貨、電子業出貨量、產能利用率、汽車掛牌量等重要數

據。 

2. 收錄年代：2003-2004；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每月更新。 

(二) K01 

此資料庫之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主要包括四大部分： 

(1) 公司基本資料； 
(2) 公司營運資料； 
(3) 證券市場交易； 
(4) 產業暨總經資料。 

2.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數據； 
3.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三、 自然科學類 

(一) H01 

此資料庫整合大量昆蟲圖文資料，出版了《昆蟲圖鑑小百科》線上知識庫，

收錄台灣常見昆蟲共 10 目、41 大類、1500 種昆蟲的生態圖文資料和超過一小時

的珍貴昆蟲生態影片，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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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說明：本資料庫除了完整收錄昆蟲圖片及文字解說之外，還有 50 段精

彩絕倫的昆蟲生態影片，另外提供了「如何採集昆蟲」、「如何飼養昆蟲」、「如

何製作昆蟲標本」、「如何做觀察記錄」等單元； 
2.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影片； 
3.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二) J06 

此資料庫乃由「台灣電視公司」專業的攝影記者以及致力於田野環境調查之

編輯群共同合力完成，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

如下： 

1. 內容說明：記錄台灣物種的動態影視，特將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內容分享給大

家，共分 60 集，每集再分為 3 個段落（每段約 10-15 分鐘）； 
2. 資料類型：文字(摘要)、影音檔； 
3.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三) L01 

此資料庫將艱深的科學知識使之趣味化與故事化，除本土的動植物寫真照

外，另介紹世界各地文明的當地地理與人文社會景觀，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

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內容涵蓋：宇宙、天文、海洋、地質、生物、理化、生物科技、

生活科技、世界觀景窗、Q＆A 等八大科。共有 7600 篇文章，及近 5 萬幅

的精美圖片； 
2. 收錄年代：1985/2~2001/8；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四) L02 

此資料庫內容涵蓋 30 年、360 期雜誌內容，共計 14116 篇，3500 萬字，28000
頁，100 項類別，60 餘種專欄，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

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包括：天文、數學、物理、化學、生物、農業、地球、醫學、心

理學、工程材料、資訊電工等百門學科，亦即涵蓋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生

命科學、行為科學等領域； 
2. 收錄年代：1970/1~1999/12；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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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H04 

此資料庫之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2002 年中文版創刊以來的所有雜誌中英對照的內容（陸續更新

最新出刊資料），並提供「科學小字典」功能； 
2. 收錄年代：2002；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PDF； 
4. 更新頻率：每年 4 月更新上一年度 7-12 月資料，每年 9 月更新本年度 1-6

月資料。 

四、 教育、人文、社會資料類 

(一) B01 

此資料庫內容共計三千萬字，六千餘幅圖片，完整呈現近二十年來台灣歷史

軌跡及發展面貌，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收錄文訊雜誌一至二百期全文影像，完整呈現近二十年的台灣文

學歷史軌跡及發展面貌。內容包含： 

(1) 三千餘萬字； 
(2) 八千餘幅圖； 
(3) 8,633 篇有關現代文學的文章； 
(4) 共有 1,715 位作家； 
(5) 學者參與撰文； 
(6) 2,344 位作家、學者被評論討論； 
(7) 267 個有關台灣文學之歷史、現象、文類的探討的專題企劃； 
(8) 233 個不同主題的專欄。 

2. 收錄年代：1983-2002；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二) D01 

此資料庫之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收錄傳記文學之所有全文資料； 
2. 收錄年代：1962 – 2002/5；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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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三) E03 

此資料庫蒐集台灣地區從 1970 年 1 月至 2004 年所出版之學術期刊論文篇

目，其中期刊篇目約 1,389,843 筆，期刊共 3,761 筆，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

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內容包括：「總類」、「哲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

科學」、「史地傳記」、「語文」、「藝術」和「中共蘇俄研究」等； 
2. 收錄年代：1970/1-2004； 
3. 資料類型：文字(索引)； 
4.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四) J05 

此資料庫的蒐羅範圍，以日治時代的人物為主，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

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人物以台灣地區（含澎湖）為範疇，因為以日治時代為主，因此

多為日本籍的人物； 
2. 收錄年代：1895-1945；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五) C01 

此資料庫收錄蔡志忠先生「莊子」等 22 部作品，以數位化的方式製作，全

數改做成動畫，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目前已陸續完成莊子、老子、孔子、禪說、六祖壇經、孟子、大

學、中庸等動畫作品； 
2.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影片檔； 
3.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六) A02 

此資料庫從 2003 年推出線上檢索系統，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

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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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憲法與修憲工程、領海及經濟海域、政府組織與人事、朝野政黨、

台北高雄市長選舉實錄、全方位外交、駐外使領館暨外國駐華機構、國

軍兵力整建、進出口貿易統計、景氣動向、加入世貿組織（WTO）、振

興經濟計劃、物價指數、新台幣匯率變動、證券交易統計、政府預算、

績優廠商名錄、大學多元入學、運動紀錄、大眾傳播事業、電影得獎紀

錄、空難及地震災情、醫療與保險、社會福利、空氣污染指標； 
(2) 國際：全球近 200 個國家簡介、聯合國與歐洲聯盟等近 150 個重要國

際組織、八國高峰會議、南北韓和解形勢、美國反恐戰爭、美伊局勢、

「中」美關係、「九一一」事件對全球經濟影響、大中華經濟圈、全球

競爭力排名、APEC 會議宣言、全球半導體市場、世界各國經濟成長率、

全球核能發電業趨勢、全球貿易額、WTO 會員國名單、最富與最窮國

排行、諾貝爾獎、世界運動紀錄、奧斯卡金像獎、天文景觀、世界地震

紀錄、新武器暨科技發展； 
(3) 兩岸：國家統一綱領、兩岸政策談話、海峽兩岸兩會組織人事、兩岸人

民關係條例修訂、「積極開放、有效管理」政策、「三通」問題、兩岸文

化交流暨經貿統計、中共重要會議、中共組織與人事、中共國防與對台

軍事演習、「中」美三個公報、大陸進出口統計、大陸台商協會名錄、

香港澳門政經情勢、我駐港澳機構一覽表、台灣與蒙藏地區關係； 
(4) 回顧與展望：近百篇由中央社記者撰寫分析性報導，回顧 2002 年發生

在國內外的重要事項，並闡述 2003 年展望； 
(5) 附錄：年曆、年號對照、2003 年紀念日節日假期、郵資費率、國人免

簽證國家地區、世界各地時間、網際網路選粹； 
(6) 名人錄：文字簡短扼要，以每年更新現職、學、經歷的精確編輯方針，

收錄政府宮員、民意代表、各方面學者專家、科技文化藝術界傑出人士，

以及重要政界菁英暨工商業界領袖等資料，逾 2,400 人。 

2. 收錄年代：-2003；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年更新。 

五、 歷史、文史、藝術、科技資料類 

(一) E01 

此資料庫收錄台灣畫家、大陸畫家、西洋畫家、故宮典藏、世界兒童數位美術館

的美術圖像資料庫，收錄近千位藝術大師，近 80,000 幅作品，作品附 350 或 640
像素大圖欣賞，資料量媲美 800 本大畫冊，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

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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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說明：提供以下單元：「畫家簡歷」、「每日一圖」、「主題賞析」、「藝術

家」、「藝術作品」、「主題賞析」、「藝術電子賀卡」、「即時展訊」、「圖片自由

列印」； 
2.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3.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二) E02 

此資料庫記載著台灣民眾共同的回憶，收錄近 22 萬禎重要事件之歷史照

片，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內容包括：「事件年表」、「歷史上的今天」、「人物誌」、「專題報

導」、「鄉土風情」、「時光掠影」、「主題導引」、「地方導覽」、「國殤」； 
2. 收錄年代：1890 以來；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三) J02 

詞在中國文學領域中是一項珍貴的文化資產，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其相關內

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本資料庫中涵蓋自唐、宋、元、明、清各代至今的詩句，並

且附有作者小傳，讓讀者可以利用作者小傳瞭解該作者的生平概略； 
(2) 收錄年代：唐、宋、元、明、清；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 
(4) 更新頻率：每月更新。 

(四) J08 

此資料庫收錄「故宮文物月刊」、「故宮季刊」、「故宮學術季刊」、「故宮通訊

－英文雙月刊」等四份故宮定期出版的刊物，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

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 

(1) 資料分為：純文字與圖檔兩類，文字方面有：中文與英文兩種，其中以

中文為大宗； 
(2) 內容分為：故宮文物月刊、故宮季刊（已絕版）、故宮學術季刊與故宮

通訊－英文雙月刊等四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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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文種類分：中文與英文兩類，其中故宮文物月刊、故宮季刊故宮學術

季刊為中文期刊；故宮通訊—英文雙月刊為英文期刊； 

2. 收錄年代 

(1) 故宮文物月刊：1983/4~2004； 
(2) 故宮季刊（已絕版）：1966/7~1983； 
(3) 故宮學術季刊：1983/7~2004； 
(4) 故宮通訊—英文雙月刊：1966/3~1996。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每月更新。 

(五) L03 

此資料庫之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叢刊共 309 種 595 冊累計總字數為 4800 萬字，是研究

台灣史的參考工具書；  
2. 收錄年代：從唐朝至日據時代；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六) J07 

此資料庫之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本資料庫共分為軍事資料庫、軍事電子報和軍聞分析； 
2. 收錄年代： 

(1) 軍事資料庫：1990/1-2003； 
(2) 軍事電子報：1996~2001； 
(3) 軍聞分析：1996~2001。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每月更新。 

六、 工具書、圖書資訊、綜合類 

(一) H05 

此資料庫之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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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說明：重新自大英百科全書選其中 3 萬條最普遍、檢索比例最高者，以

平均 500 至 1000 字的內容，搭配一千多幅圖表，說明每個詞條的知識精髓； 
2.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3.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二) H06 

此資料庫之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 

(1) 82,000 個詞條； 
(2) 4500 萬中文字； 
(3) 9,811 幅照片； 
(4) 322 幅手繪線條圖； 
(5) 337 幅地圖； 
(6) 193 幅各國國旗圖； 
(7) 41 段影片； 
(8) 154 段聲音檔(國歌/樂器聲/選曲)； 
(9) 714 幅表格； 
(10) 9 段地圖動畫。 

2.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多媒體影片； 
3.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三) I01 

此資料庫連續兩年（1998 年和 1999 年）榮獲美國圖書館學會 Booklist Editors' 
Choice 的首獎，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 

(1) 大美百科全書線上資料庫（Encyclopedia Americana Online）：收錄 45,000
篇大主題全文及其圖片，內容涵蓋 528 種多元化學術領域，6,100 筆參

考書目資料，155,000 個超連結至與各主題相關之學術或專業網站

(Internet Links)； 
(2) 新知識百科全書線上資料庫（The New Book of Knowledge Online）：收

錄了 9,500 個大主題全文及其圖解，亦提供適合兒童閱讀的 8,000 個超

連結(Web Links)至與各主題相關之教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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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錄年代： 

(1) 大美百科全書線上資料庫（ Encyclopedia Americana Online ）： 
1829–2003； 

(2) 新知識百科全書線上資料庫（The New Book of Knowledge Online）：
1910–2003。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 

(1) 百科全書（Encyclopedia）部份：季更新； 
(2) 相關網站連結（Web Links）部份：月更新； 
(3) 期刊全文（Periodical Links）部份：月更新； 
(4) 新聞週刊（Americana Journal & NBK News）部份：週更新。 

(四) J03 

此資料庫收錄 1955 年以來國內中英文圖書資訊學相關文獻之摘要；包括：

期刊論文、學位論文、圖書、會議記錄、研究報告等書目性質，其相關內容說明、

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內容概分一般及行政管理、圖書館自動化與資訊科學、技術服務、

參考資訊服務、非書資料等五大類； 
2. 收錄年代：1955-2004； 
3. 資料類型：文字(索摘)； 
4. 更新頻率：每季更新。 

(五) G01 

此資料庫涵蓋 5 個附屬資料庫，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

新頻率，說明如下： 

1. G0101 的資訊內容 
(1) 內容說明：動物大觀、植物萬象、古今歷史、中外地理、自然科學、宇

宙天文、身心保健、文學賞析、法律新知、民俗節慶、神話故事、世界

風情等； 
(2) 收錄年代： 

- 國語週刊收錄年代：自 1982/4/18（第 26 期）起至 2002/6/30（第 1080
期）止；其中不包含以下期數：1~25，76~100，126~150，173，259； 

- 國語青少年月收錄年代：自 1996/1/1（第 1 期）起至 2002/6/30（第

78 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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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類型： 

- 國語週刊：圖像檔及文字檔(全文)，分別呈現； 
- 國語青少年月刊：圖像檔及文字檔(全文)同時呈現。 

(4)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2. G0102 的資訊內容 

(1) 內容說明：包含童謠故事、床邊故事、可愛世界動物篇、可愛世界植物

篇、國語篇、節慶故事、科學小常識、童言童話等適合幼兒觀賞的內容； 
(2) 收錄年代： 

- 國語幼兒月刊成長版收錄年代：自 1988/8/1（第 1 期）起至民國

2002/6/30（第 167 期）止；其中不包含第 5 期與國語幼兒月刊成長

版的寶寶遊戲書為遊戲及勞作，故不予列入知識庫； 
- 國語幼兒月刊幼幼版收錄年代：自 2002/8/1（第 1 期）起至 2002/6/30

（第 23 期）止。 

(3) 資料類型： 

- 幼兒月刊成長版：圖像檔； 
- 幼兒月刊幼幼版：圖像檔。 

(4) 更新頻率：期刊部份，十八月前的資料逐月更新。 

3. G0103 的資訊內容 

(1) 內容說明：幫助家長瞭解當期國語幼兒月刊幼幼版的內容，以便使家長

能在孩童的閱讀過程中，知道如何參與並從旁協助； 
(2) 收錄年代：國語幼兒月刊幼幼版之親子遊戲書收錄年代：自 2002/11/1

（第 4 期）起至 2002/6/30（第 23 期）止；其中不包含前三期； 
(3) 資料類型：幼兒月刊幼幼版親子遊戲書：文字檔(全文)； 
(4) 更新頻率：期刊部份，十八月前的資料逐月更新。 

4. G0104 的資訊內容 

(1) 內容說明：包含生字、會話、句子及文章類。是以動物類、植物類、歷

史類、遊戲類及故事類等各種不同的單元呈現； 
(2) 收錄年代：美語天地月刊收錄年代：自 1999/10/1（第 1 期）起至 2002/6/30

（第 33 期）止；其中美語月刊的小書為練習本，故未列入知識庫； 
(3) 資料類型：美語月刊：圖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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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更新頻率：期刊部份，十八月前的資料逐月更新。 

5. G0105 的資訊內容 

(1) 內容說明：內容皆包含原文、譯文、作者介紹及注釋； 
(2) 收錄年代：其中詩的數位內容以各朝為主；詞的數位內容以唐、宋及五

代為主；曲的數位內容以元朝為主； 
(3) 資料類型：文字檔(全文)； 
(4) 更新頻率：即時更新。 

6. G0106 的資訊內容 

(1) 內容說明：以漫畫的方式來介紹內容； 
(2) 資料類型：圖像檔。 

7. G0107 的資訊內容 

(1) 內容說明：每一單字的內容包含了單字的筆劃數、單字所屬部首裡的筆

劃數、注音、造詞、字詞解釋等； 
(2) 資料類型：文字檔(全文)。 

(六) H02 

此資料庫之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收錄光華雜誌自 1976～2002 年數位化圖文資料，共計 324 期雜

誌、3,3000 張圖片及 6600 餘篇文章； 
2. 收錄年代：1976～2002；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圖片； 
4. 更新頻率：每年更新。 

(七) H03 

此資料庫內容涵蓋人類的知識與歷史，包括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類，共 66

個知識學門，其相關內容說明、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完整收錄原書 74 鉅冊數位化圖文資料：總計約八萬個百科詞條、

一億三千萬字、五萬幅圖表，是華文世界最大的中文數位百科全書； 
2. 收錄年代：1978-1993；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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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J09 

此資料庫以日本統治臺灣時期（1895～1945）為斷限，擷取各種官方及民間

發行的報紙、期刊和書籍中的各種記事，編輯成為一個綜合的大事年表資料庫。

其中收錄的材料來源超過 50 種，總條目數高達 50,000 筆以上，其相關內容說明、

收錄年代、資料類型與更新頻率，說明如下： 

1. 內容說明：本資料庫的收錄範圍廣泛，可分為以下幾種來源： 

(1) 報紙類：本資料庫中，以報紙報導為材料來源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台

灣經世新報社」編輯的《台灣大年表》； 
(2) 期刊類：此類材料代表性如台灣總督府編輯出版的《台灣日誌》，便是

將期刊《臺灣時報》中各期的大事記集結成書的； 
(3) 年鑑類：如《台灣年鑑》通泛的全面性介紹外，絕大多數其實都有特定

主題，如《台灣糖業年鑑》、《台灣經濟年鑑》等； 
(4) 官方史料編纂的成果： 

- 台灣總督府「史料編纂委員會」：利用總督府公文檔案，整理出版《台

灣史料》數十冊和從編年體的《台灣史料》中，抽離出大量的年月

日表式的《台灣史料綱文》； 
-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出版了樟腦、酒等專賣史，並且附錄詳盡的大

事記； 
- 軍方編纂的《台灣陸軍幕僚歷史草案》等書。 

(5) 其他一般性書籍：一般性書籍，只要是日治時期出版的，其中附帶有年

表、大事記等材料，本資料庫亦盡量搜羅。 

2. 收錄年代：以日本統治臺灣時期（1895～1945）為斷限； 
3. 資料類型：文字(全文)； 
4. 更新頻率：不需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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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各資料庫系統的資訊服務功能 

以下分別就研究對象所提供的系統，敘述其檢索功能和使用注意事項： 

一、 報紙暨網路新聞類 

(一) J01 

可依新聞的標題、報導來源（記者）、報紙名稱、報導地、刊載的年月日、

版名、版次與專欄等不同的欄位來檢索。 

(二) J10 

提供的檢索方式有：新聞標題、報導來源(記者)、報紙名稱、報導地、刊載

年月與版次檢索。 

(三) F01 

相關檢索的功能，說明如下： 

F01 的檢索功能 

知識樹 知識樹採用樹狀歸類，可經由個人化的設定，結構性的資料收集，

交叉分析比對新聞資料； 

台灣新聞專區 - 即時新聞：每日有一千多則； 

- 新聞檢索：內容包括自民國 83 年 1 月 1 日起，中時、工商、中

晚，所有記者見報的文字新聞資料庫，且每一則新聞建檔入庫

之前，都先做好精密而正確的分類； 

- 閱報區：三報最近一個月內之見報新聞，均可在此依報紙版面

方式輕鬆瀏覽。 

大陸新聞 全天接收中經網最新消息及產業動態近千則，提供運用，並與國內

相關大陸報導做相互交叉比對； 

新聞專輯 目前已有 23 大類，且檔案與照片搭配呈現； 

生活資訊 12 類生活資訊，提供採訪與製作專題的參考； 

英文新聞專區 集近三年來，台灣財經相關英文報導精華； 

影像專區 目前共收納有一百二十萬張以上品質良好，圖說清楚且具高參考價

值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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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01 

相關的檢索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說明如下： 

A01 的檢索功能 

系統提供檢索欄

位與說明 

- 關鍵字：凡新聞之標題、內容、專題內任何文字，皆可作為檢索

值； 

- 新聞管道：依據訂閱權限，勾選檢索； 

- 分類：每個新聞管道有不同之分類，利用下拉選單選擇所要檢索

之分類； 

- 日期：限定檢索新聞之發稿日期，發稿日期採西元年月日

(YYYYMMDD)之方式輸入。 

檢索模式 - 全文檢索：針對輸入的字串進行逐字檢索； 

- 同義檢索：逐字檢索外，同時可自動執行相關參照(同義)詞的檢

索； 

- 模糊檢索：以近似詞的方式擴大檢索範圍。 

布林邏輯運算 各欄位(出版年月除外)輸入之檢索值，可以用「且」、「或」、「非」等

布林邏輯運算符號加以組合後檢索。其運算符號有：「*」代表 

(AND)、「+」代表 (OR)和「~」代表 (NOT)，其中「~」不能單獨

用於欄位中，必須與另一檢索值用「*」(AND)結合。 

檢索結果顯示 檢索結果顯示分條列式及詳目式： 

- 條列式：顯示內容包括：編號、新聞別、日期、時間、分類、標

題、圖片等項資料； 

- 詳目式：會有一新的視窗顯示該新聞之完整的內容。 

使用注意事項 控制符號：+、~、*、=、?、$、#、<、>、(、)、^為系統控制符號，

不可作為檢索值的一部分， 否則會造成語法錯誤。  

(五) J04 

提供以下檢索方式： 

1. 相關詞檢索：由系統自動分析「檢索字串」相關的詞彙，透過相關詞的點選

(可複選)以檢索特定的資料； 
2. 相關分類：由系統將「檢索字串」自動分析群組或相關群組，縮小檢索範圍； 
3. 專卷檢索：以卷名檢索或循著專卷分類表，逐層找尋所要檢索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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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商學類 

1. F02 

相關檢索功能的說明，說明如下： 

F02 的檢索功能 

檢索畫面  - 點選「商品分類」，「物料別」與「規格別」之內容隨之變動； 
- 點選「物料別」與「規格別」之內容隨之變動； 
- 可多重勾選「規格別」中的項目，欲檢索項目會列於下方暫存區； 
- 按下「刪除」，可將暫存區的項目刪除； 
- 按下「設定我的自選」，可將暫存區的項目加入或取代原來個人自

選項目； 
- 按下「採用我的自選」，可將暫存區的項目清除，改以個人自選項

目替代； 
- 按下「檢索」，則開始檢索暫存區的項目之最新行情，結果顯示於

「最新報價」； 
- 填入商品關鍵字或公司上市上櫃碼或公司名稱，可檢索相關公司

或商品，結果顯示於相關檢索視窗。 

最新報價  - 顯示檢索畫面的檢索結果，列出商品之最新報價、變動日期與頻

率； 
- 若需要單項商品之期間行情，可於「資料期間」欄內填入起訖日

期與「資料頻率」內選擇頻率按下檢索，結果顯示於期間行情； 
- 「相關資訊」部分可檢索單項商品之相關新聞、相關公司、相關

海關進出統計、相關工業生產統計； 

期間行情 顯示最新報價的期間行情檢索結果，可利用表上的按鈕檢索日資料、

週資料或月資料； 
相關新聞 顯示最新報價的相關新聞檢索結果，列出標題、報別、日期與導言，

按下新聞標題，可於新視窗中詳閱全文； 
相關檢索  - 本視窗顯示相關公司、或商品關鍵字檢索、或公司速查的檢索結

果； 
- 商品分類之下拉選單列出符合的公司名稱，改變公司則「物料別」

與「規格別」之內容隨之變動； 
- 點選「物料別」與「規格別」之內容隨之變動； 
- 可多重勾選「規格別」中的項目，欲檢索項目會列於下方暫存區； 
- 按下刪除，可將暫存區的項目刪除； 
- 按下加入以下項目至檢索畫面，將會把這些項目加到檢索畫面下

的項目暫存區以反覆檢索。 

海關進出 顯示最新報價的海關進出口統計檢索結果； 

工業生產 顯示最新報價的工業生產統計檢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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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01 

用點選方式檢索以下各項資訊： 

(1) 公司基本資料：公司屬性、大事記、董監事持股、董監事設質異動、董監事

申讓明細、董監事反檢索、會計師簽證資料、長期投資明細、轉投資異動和

大陸投資明細資料； 
(2) 公司營運資料：月營收盈餘、月盈餘概估、財務分析和合併報表； 
(3) 證券市場交易：股價資料庫、國內基金淨值及持股資料庫 
(4) 產業暨總經資料：總體經濟&金融指標。 

三、 自然科學類 

(一) H01 

提供六種檢索方式：圖形檢索、生態檢索、全文檢索、中英學名檢索、注音

檢索和筆劃檢索。 

(二) J06 

1. 提供影片摘要，作為是否觀賞影片之參考； 
2. 點選集數，即可直接線上觀看。 

(三) L01 

相關檢索功能，說明如下： 

L01 的檢索功能 

簡易檢索 輸入欲檢索的關鍵詞（可使用布林邏輯符號連接兩個以上的

關鍵詞作為檢索條件）。 

使用布林邏輯符號 可使用布林邏輯符號連接兩個以上的關鍵詞作為檢索條

件。布林邏輯符號共有「*」、「+」、「-」三種。 

進階檢索 - 檢索項目：共有「標題」、「作者」、「專欄」、「本文」、「圖

片說明」五個選項，可單選亦可全選； 

- 檢索範圍：可選擇「全部（1-199期）」或「自定」，在「自

定」中利用下拉式選單，可選擇期號範圍作為檢索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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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L02 

可利用關鍵字或全文檢索檢索，包括：主副標題、小標、作者、專欄、期號、

年代、圖說等項目。 

(五) H04 

相關檢索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說明如下： 

H04 的檢索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 

目錄瀏覽 直接點選任何一本雜誌封面或是從「出版年月」欄位中選擇年

月，然後開啟目錄即可進入當期雜誌瀏覽目錄。 

標題、作/譯者檢索 在標題、作者、譯者等任一欄或多欄中鍵入資料，若是在多欄中

都有鍵入資料，可以在「欄間運算邏輯」利用「AND」(交集)或

是「OR」(聯集)作檢索。 

全文檢索 在「關鍵字詞」欄位中鍵入欲檢索的資料，然後點選「開始檢索」。

若是想精確檢索範圍，可以點選「進階檢索」，選擇「出版年月」

或是「知識分類」的項目。 

知識分類瀏覽 可以藉由點選知識分類來瀏覽文章，並可利用欄位間做交集

(AND)、聯集(OR)等組合檢索。 

科學小字典 直接在「檢索」欄中輸入字詞(中英文皆可)，檢索出來的結果會

同時顯示字詞。 

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本資料庫之個人電腦，須擁有 IE 5.0 以上的瀏覽器(建議使

用 IE6.0)、Acrobat Reader 5.0 以上、以及至少 512/64K ADSL 的

連線速度。 

四、 教育、人文、社會資料類 

(一) B01 

提供以下兩種檢索方式： 

1. 瀏覽方式，說明如下： 

B01 的瀏覽方式 

期次瀏覽 - 期次：下拉式選單，可指定 1～200 期之期次； 

- 出版日期：下拉式選單，可指定年份及月份； 

- 確定：根據期次或出版日期為檢索值進行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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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為 1 至 200 其雜誌封面圖片，點選後即檢索該期目次。 

專題瀏覽 - 專題名稱：輸入檢索值； 

- 專題：按期數順序，列出 1～200 期之所有專題。 

專欄瀏覽 - 專欄名稱：輸入檢索值。 

- 專欄：按筆劃順序列出 1～200 期之所有專欄。 

著者瀏覽 - 著者名稱：輸入檢索值。 

- 著者：依筆劃順序列出 1～200 期之所有著者，點選後即進行檢

索，若該著者有別名、筆名也一併檢索。 

被評論者瀏覽 - 被評論者名稱：輸入檢索值。 

- 被評論者：依筆畫順序列出 1～200 期之所有被評論者，點選後

即進行檢索，若該被評論者有別名、筆名也一併檢索。 

2. 檢索方式：分為簡易檢索和詳細檢索，說明如下： 

B01 的檢索方式 

簡易檢索 - 預設值為精確檢索； 

- 檢索值：輸入檢索值，可配合各種比對進行檢索； 

- 檢索欄位：可單選、多選或全選，預設值為篇名； 

- 排列方式：一次指定一種方式排列，預設值為篇名； 

- 欄位間邏輯組合：AND 或 OR，預設值為 OR； 

- 每頁顯示筆數：可指定 10 筆、20 筆或 30 筆，預設值為每頁 10

筆； 

- 選擇詳目顯示欄位：可單選、多選或全選，預設值為全選。 

詳細檢索 - 預設值為精確檢索； 

- 篇名、著者、專題、專欄：輸入檢索值或點選瀏覽，也可輸入關

鍵單字或詞彙進行瀏覽篩選，以上檢索值皆可配合各種比對符號

進行檢索； 

- 被評論者、被評論作品：輸入檢索值； 

- 期次：可指定單一期次或期次範圍； 

- 出版日期：可指定單一日期或日期範圍； 

- 排列方式：一次指定一種方式排列，預設值為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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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欄位間邏輯組合：AND 或 OR，預設值為 AND； 

- 每頁顯示筆數：可指定 10 筆、20 筆或 30 筆，預設值為每頁 10

筆； 

- 選擇詳目顯示欄位：可單選、多選或全選，預設值為全選。 

(二) D01 

本系統主要功能可分為兩大主要功能，分別是「分類檢索」與「輸入檢索」，

說明如下： 

D01 的分類檢索功能 

期數索引 依期數號次索引檢索資料。 

題名索引 依標題第一字之筆劃排序檢索資料。 

作者索引 依作者姓氏之筆劃排序檢索資料。 

分欄檢索 針對「總號數」、「題名」、「作者」輸入檢索詞進行合併檢索。 

進階檢索 針對「不限欄位」、「總號數」、「題名」、「作者」、「圖片」輸入檢索

詞進行布林邏輯(AND、OR、NOT)檢索；亦可合併不同的檢索策略

進行檢索。 

D01 的輸入檢索功能 

總號數 輸入期刊之號數即可直接檢索出該期刊。 

題名 輸入標題之關鍵字，系統將針對所有標題進行全文檢索，找出相符之特定

資料。 

作者 輸入作者姓名之關鍵字，系統將針對所有作者進行全文檢索，找出相符之

特定資料。 

圖片 輸入關鍵字，系統將針對所有圖說部分進行全文檢索，找出相符之特定資

料。 

全文 輸入關鍵字，系統將針對所有內容進行全文檢索，找出相符之特定資料。 

(三) E03 

提供以下四種檢索功能： 

1. 簡易檢索： 

(1) 檢索值； 
(2) 檢索欄位：篇名、關鍵詞、作者、專輯、書評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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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索結果的排序方式； 
(4) 檢索模式：精確檢索、同音檢索、模糊檢索； 
(5) 每頁顯示筆數的功能。 

2. 詳細檢索：  

(1) 檢索欄位：篇名、作者、刊名、關鍵詞、類號、摘要、電子全文、出版

日期； 
(2) 檢索結果的排序方式； 
(3) 檢索模式：精確檢索、同音檢索、模糊檢索； 
(4) 每頁顯示筆數的功能； 
(5) 支援布林邏輯運算。 

3. 自然語言檢索：依所輸入之檢索問題，產生關鍵詞而後於篇名、關鍵詞、摘

要、電子全文等欄位執行模糊檢索，並將結果顯示時依相關度排序。 
4. 指令檢索：利用指令來檢索如：檢索摘要或電子全文中有「電子圖書館」的

資料，則指令為：Find (AB=電子圖書館)+(TX=電子圖書館)。 

(四) J05 

相關檢索功能，說明如下： 

J05 的檢索功能 

基本檢索 輸入欲檢索的相關字詞或關鍵字，檢索範圍包含整個資料庫內容，

將所有的檢索條件輸入完畢後，點選檢索一鍵即可進行資料檢索。 

進階檢索 - 全文檢索：於檢索區之第一個「檢索詞」的空格中鍵入單字或

辭彙，然後再點選「檢索」，系統會自動檢索資料庫中每一個欄

位，將任一欄位中包含該檢索值的記錄篩選出來； 

- 限定欄位檢索：本資料庫提供的欄位如下：「姓名」、「經歷」、「學

歷」、「本籍」、「住址」、「生日」、「出處書名」、「出處頁數」。 

布林邏輯 可於第一個全文檢索空格上，直接使用 AND、OR、NOT，或利用

第二、三個檢索空格左方的下拉式選單選擇以組合各種檢索辭彙或

是檢索歷史中的檢索策略，需注意的是使用括號檢索時，括號內的

資料會先運算； 

瀏覽檢索 可瀏覽「姓名」、「本籍」和「書名」三種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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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C01 

提供以下兩種檢索功能： 

1. 篇名瀏覽方式； 
2. 檢索方式：輸入所欲檢索的關鍵字 

(六) A02 

提供以下兩種檢索方式： 

(1) 關鍵字檢索； 
(2) 限定檢索範圍檢索。 

五、 歷史、文史、藝術、科技資料類 

(一) E01 

本系統主要功能可分為兩大主要功能，分別是「瀏覽模式」與「進階檢索」，

說明如下： 

E01 的瀏覽模式 

選擇不同資料庫 依台灣畫家、大陸畫家、西洋畫家、故宮典藏的分類方式，選擇欲

查看的資料庫類別，再提供依畫家名錄、前輩畫家、畫家簡歷的子

分類瀏覽資料庫中所收錄之藝術家作品及介紹。 

創作媒材 依油畫、水彩、膠彩、版畫、水墨、書法，以不同創作媒材為主軸，

輔以不同資料庫的細分項，提供使用者瀏覽資料庫收錄之作家名

稱，再連結至各作家作品。 

主題賞析 依藝術、藝術作品、藝術家、美術教育為大類，提供專家專文專論

的藝文知識庫，讓您瞭解，究竟畫家的眼睛是如何觀照這個古往今

來的世界。 

藝術年表 以年代表的方式提供使用者瀏覽藝術家，並連結至該藝術家作品列

表。 

畫家簡歷 以台灣畫家、大陸畫家、中國歷代書畫家、西洋畫家四大類，列出

畫家名稱，已提供簡歷者，再連結至畫家簡歷、個展、聯展、著作、

獲獎、現任、作品欣賞等等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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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 的進階檢索 

提供檢索欄位 包括藝術家姓名、作品名稱、資料庫選擇、國家地區、畫派時期、

作品時期、作品媒材、關鍵字作為檢索途徑。 

(二) E02 

本系統主要功能可分為兩大主要功能，分別是「瀏覽模式」與「進階檢索」，

說明如下： 

E02 的瀏覽模式 

事件年表 依「選擇年份→發生事件」的方式瀏覽歷史照片； 

歷史上的今天 依當時事件內容進行照片瀏覽及顯示事件概要。 

人物誌 依「人物分類清單」方式提供瀏覽歷史照片。 

時光掠影 依「年份或節慶」方式瀏覽歷史照片。 

主題導引 依「不同主題性質」方式瀏覽歷史照片。  

地方導覽 依「地點分類」方式瀏覽歷史照片。  

國殤 依「各類型重大歷史事件」方式瀏覽歷史照片。 

專題報導 先選擇欲瀏覽年份，再選擇各「主題事件」的專題方式瀏覽歷史照

片。 

鄉土風情 依台灣地圖選擇地點及事件方式瀏覽歷史照片。 

在進階檢索方面，提供二欄自由輸入檢索值之欄位及事件時間欄位，除此之

外也可以依照預設的項目來檢索以及瀏覽，說明如下： 

E02 的進階檢索 

自由輸入欄位 可輸入「人名」、「職稱」、「單位」、或「地名」、「事件名稱」； 

時間欄位 可輸入「時間區域」或「單一時點」，即可檢索到資料庫中所收錄

之相關資料； 

(三) J02 

相關檢索功能，說明如下： 



 
 

159

J02 的檢索功能 

基本檢索 輸入欲檢索的相關字詞或關鍵字，檢索範圍包含整個資料庫內容。 

進階檢索 - 全文檢索：於檢索區之第一個「檢索詞」的空格中鍵入單字或

辭彙，系統會自動檢索資料庫中每一個欄位，將任一欄位中包

含該檢索值的記錄篩選出來； 
- 限定欄位檢索：提供的欄位有「作者」、「題名」、「題材」及「朝

代」欄位； 
- 布林邏輯：可於第一個全文檢索空格上，直接使用 AND、OR、

NOT，或利用第二、三個檢索欄位及時間限定欄位左方的下拉

式選單選擇以組合各種檢索辭彙或是檢索歷史中的檢索策略，

使用括號檢索時，括號內的資料會先運算； 

- 結果顯示設定：可選擇檢索結果排列方式或設定檢索結果畫面

顯示筆數。 

瀏覽索引 可瀏覽「作者」、「朝代」兩種欄位。 

顯示結果 有兩種顯示方式：顯示簡目、顯示詳目：  

(四) J08 

關於故宮期刊圖文資料庫的資料庫檢索類別、檢索方式和檢索欄位，說明如

下： 

J08 的資料庫檢索類別 

刊別檢索 - 故宮文物月刊； 

- 故宮季刊； 

- 故宮學術季刊； 

- 故宮通訊—英文雙月刊。 

期間檢索 限制日期。 

分類檢索 - 有中文、英文分類表； 

- 母項約 15 類；子項約 20 類。 

作者檢索 - 分中文、英文作者表； 

- 依作者名字檢索； 

- 依作者姓氏筆劃檢索； 

- 依筆畫檢索； 

- 依作者一覽表現有作者之名錄清冊（約 20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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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檢索 - 檢索範圍可選擇篇名檢索或全文檢索； 

- 利用篇名檢索可節省檢索時間與縮小檢索內容。 

J08 的檢索方式 

查中文資料 - 刊別檢索：選擇故宮文物月刊或故宮季刊或故宮學術季刊等三

類； 

- 分類檢索：選擇中文分類； 

- 作者檢索：選擇中文作者； 

- 關鍵字檢索：輸入中文； 

- 結果：出現中文之檢索清冊。 

查英文資料 - 刊別檢索：選擇故宮通訊—英文雙月刊； 

- 分類檢索：選擇英文分類； 

- 作者檢索：選擇英文作者； 

- 關鍵字檢索：輸入英文； 

- 結果：出現英文之檢索清冊。 

J08 的檢索欄位 

檢索欄位 - 標示＊者為必要選項。 

- 分類選項可選擇大類或詳細類別。如︰「科技」這一大類包含

「科技新知」、 「天文曆法」兩詳細類別，若選擇「科技」，內

包含「科技新知」及「天文曆法」；也可僅選擇「科技新知」或

「天文曆法」其中一類。 

- 關鍵字檢索範圍有篇名及 內文兩項，可單選或複選，若不選擇

代表複選。 

檢索邏輯 - 關鍵字檢索的欄位中，第一欄與第二欄是「且包含」的「AND」

關係。第一、二欄與第三欄為「不包含」的「NOT」關係。 

- 各詞彙皆以「+」作連結，為「OR」關係。  

檢索結果 - 以年代卷期做排序； 

- 可再以作者欄進入作其他相關檢索； 

- 檢索結果皆可列印及下載，謹希望使用者尊重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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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L03 

相關檢索功能，說明如下： 

L03 的檢索功能 

簡易檢索 輸入欲檢索的關鍵詞（可使用布林邏輯符號連接兩個以上的

關鍵詞作為檢索條件）。 

使用布林邏輯符號 在「簡易檢索」表單的「請輸入關鍵字」框中，可使用布林

邏輯符號連接兩個以上的關鍵詞作為檢索條件。布林邏輯符

號共有三種：「*」為「and」或「且」的意思、「+」為「or」

或「或」的意思和「-」為「not」或「扣除」的意思。 

進階檢索 - 檢索項目：共有「標題」、「作者」、「專欄」、「本文」、「圖

片說明」五個選項，可單選亦可全選； 

- 檢索範圍：可選擇「全部（1-199 期）」或「自定」，在「自

定」中利用期號範圍下拉式選單，可選擇期號範圍作為檢

索範圍。 

(六) J07 

相關檢索功能，說明如下： 

J07 的檢索功能 

軍事資料庫檢索 - 輸入欲檢索的相關字詞或關鍵字，或是勾選分類表限制縮小範

圍； 
- 檢索詞輸入完畢後，請輸入欲檢索之日期； 
- 可以勾選分類表所小檢索之範圍； 
- 可選擇檢索結果是否以智慧排序方式。 

軍事電子報檢索 - 全文檢索：直接輸入關鍵字； 

- 限制日期及結果是否以智慧排序。 

軍聞分析檢索 - 全文檢索：直接輸入關鍵字； 

- 限制日期、分類以及結果是否以智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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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工具書、圖書資訊、綜合類 

(一) H05  

相關檢索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說明如下： 

H05 的檢索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 

分類檢索 提供「世界地理」、「地球動物」等九大主題分類；可依個人需求，

點選所欲檢索之類別，即可開啟相關詞條列表，合適的詞條內容，

其類別有：世界地理篇、地球動物篇、地球植物篇、工程、技術篇、

自然科學篇、人體健康篇、世界歷史篇、人類社會篇、藝術、運動

篇。 

筆畫檢索 可以直接按詞條的繁體字筆劃檢索；只需算出該詞條第一個字的筆

劃，然後點選該筆劃的索引，便可以點選的方式找到想要的詞條； 

英文檢索 只需點選該詞條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即可順序找到該詞條的連

結。瀏覽字母的頁面將列出該詞條的『外文』名稱、『中文』名稱、

所屬領域和被閱讀的次數等資訊； 

注音檢索 若確認欲找尋質料的中文名稱或相近的發音，但不確定正確的寫

法，可直接使用注音檢索的方式，依照注音符號的排列，循序找到

質料；只需點選該詞條的中文名稱的第一個字的注音符號，即可找

到詞條的連結； 

通用拼音檢索 根據詞條的英文字元進行檢索；只需點選詞條的通用拼音開頭的第

一個字母，即可順序到該詞條的連結及其領域說明； 

漢語拼音檢索 根據詞條的英文字元進行檢索；需點選詞條的漢語拼音開頭的第一

個字母，即可順序到該詞條的連結及其領域說明； 

年表檢索 直接點選西元的時代，檢索這段期間相關的詞條，點選後可直接進

行閱讀。 

地圖檢索 根據大洲和大洋的地理位置，直接點選地圖上的對應位置，即可調

閱區域地圖，點選地圖右上方的放大鏡，則可打開全圖檔案。此外，

右方也將顯示該區域所有國家的資料，點選可直接調閱國家地圖；

下方顯示地圖上相關連結的詞條名稱，點選後，可直接閱讀該詞條

的內文。 

圖片檢索 根據圖片的分類來檢索圖片資料，點選詞條中英文可閱讀內文，點

選縮圖可打開全圖，其選項如下：世界地理篇、地球動物篇、地球

植物篇、工程與技術篇、自然科學篇、人體健康篇、世界歷史篇、

人類社會篇、藝術、運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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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本資料庫之個人電腦，須擁有 IE 5.0 以上的瀏覽器(建議使用

IE6.0)、以及至少 128/64K ADSL 的連線速度。 

(二) H06 

相關檢索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說明如下： 

H06 的檢索功能與使用注意事項 

全文檢索 在輸入框輸入任何一個字詞，點選欲檢索的知識類別，即可進行百

科詞條標題及內文的「全文檢索」功能； 

模糊檢索 選擇此一功能後﹐會看到同詢問詞對應的一些檢索結果﹐以及同詢

問詞具有相似拼法的其他字詞； 

同音字檢索 使用「同音字檢索」功能，可找出同音但不同字的相似詞條。 

英文檢索 《大英百科全書internet知識庫》是中文版本，但所有「詞條標題」

都有中英文顯示，因此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名稱來檢索。 

按分類瀏覽 百科全書裡的詞條目都有各自的知識領域分類，可瀏覽這些分類來

找出相關詞條。共有九大分類：生命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工程技術、歷史、地理、哲學與宗教、人文藝術、運動與休閒娛樂； 

按筆畫瀏覽 可依照每個詞條第一個中文字的筆劃來瀏覽相關的百科全書詞條； 

世界地圖瀏覽 可從世界地圖上，瀏覽想看的國家地圖及其相關詞條。 

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本資料庫之個人電腦，須擁有IE 5.0以上的瀏覽器(建議使用

IE6.0)、以及至少128/64K ADSL的連線速度。 

(三) I01 

提供以下 3 種檢索方式： 

1. 快速檢索(Quick Search)； 
2. 按字母瀏覽(Alphabetical Browse)； 
3. 按主題瀏覽(Subject Browse)。 

(四) J03 

在下列的欄位中，皆可以針對該欄位，以鍵入關鍵字的方式，提供全文式的

檢索：類別、題名、作者、出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文件類型、畢業

學校系所、指導教授、會議名稱、會議主辦單位、會議地點、會議日期、語文、

關鍵詞、資料提供、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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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01 

提供關鍵字、期別、發行日期及分類檢索。 

(六) H02 

提供目錄瀏覽、關鍵字、全文檢索、自訂欄位及布林邏輯檢索。 

(七) H03 

提供以下檢索方式： 

(1) 分類方式： 

- 人文學科類：哲學、宗教、語言、文學、影劇、藝術、中外史地、考古

文物； 
- 社會科學類：心理教育、社會民族、政法軍事、傳播圖資、財經企管； 
- 自然科學類：數理化學、宇宙地球、生命科學、醫藥保健、工業技術、

資訊通訊。 

(2) 檢索方式：全文檢索（支援布林邏輯）、分類檢索、筆劃檢索、外文檢索、

漢拼檢索、圖片檢索及作者檢索等七種檢索方式； 
(3) 輔助功能：有參考書目、大事年表及簡繁對照這三種功能。 

(八) J09 

提供以下兩種檢索方式： 

(1) 基本檢索：輸入欲檢索的相關字詞或關鍵字，檢索範圍包含整個資料庫內

容，將所有的檢索條件輸入完畢後，點選檢索鍵即可進行資料檢索。 
(2) 進階檢索，說明如下： 

J09 的檢索欄位 

全文檢索 於檢索區之第一個「檢索詞」的空格中鍵入單字或辭彙，然後再點

選「檢索」，系統會自動檢索資料庫中每一個欄位，將任一欄位中

包含該檢索值的記錄篩選出來； 

限定欄位檢索 為檢索資料庫的特定欄位，可以縮小檢索範圍，達到更精確檢索的

目的。本資料庫提供的欄位如：年號、事件、書名、時間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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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林邏輯 可於第一個全文檢索空格上，直接使用 AND、OR、NOT，或利用

第二、三個檢索空格左方的下拉式選單選擇以組合各種檢索辭彙或

是檢索歷史中的檢索策略，需注意的是使用括號檢索時，括號內的

資料會先運算； 

瀏覽檢索 提供「年號」、「西元」、「書名」三種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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