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83 期

民國 97/12/25 發刊

以往圖書館的新進資料庫多是依據讀者填寫問卷的回覆，以及試用期間資料庫的使用統計等表現，
加上經費的評估考量，而選擇出來的資料庫，期望藉此方式館方能訂購符合讀者需求的資源。
今年圖書館也開啟一連串的電子資源試用，為了有效運用經費並且對資料庫作評估，從現存與新
進資料庫間，作出最好的選擇，希望讀者能多加利用並踴躍提供寶貴意見，以爭取到真正合用的資料
庫 。 試 用 電 子 資 源 後 ， 請 點 選

試 用 心 聲 - 填 寫 問 卷 連 結
(http://www.medlib.ncku.edu.tw/forms/question_trialdb.php)填寫線上問卷，問卷填答截止日期為 98
年 2 月 15 日，您的推薦將納入採購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
為感謝讀者的寶貴意見，彙整問卷後，將針對提供具體意見者，抽出5位幸運兒，贈送圖書禮卷
500元，另外，凡填寫問卷者，皆有機會獲得高級雙聲道喇叭(10組)、2G USB 隨身碟(3支)，共抽出13
位。如此難得的機會，希望所有讀者能多加利用踴躍參與。全部贈獎名單，將在問卷彙整後，預計於
98年2月底在醫分館網頁公告。
本次引進的試用資料庫，包括全文資料庫、影像資料庫、電子書等三類，並有建議的適用學科，
分別簡介如下：

資源名稱

資源種類/
試用期間

資源簡介

適用學科

Faculty of 1000 Medicine 是由 2,400 多位醫學各專門領域之專家學者分門
全文資料庫 別類針對世界上重要的醫學論文給予評論與建議，並給予分數的評定，並 醫學相關
Medicine 醫學線上研
2009/02/03 依據 F1000 Factor 評定文章的等級，分成 Exceptional(卓越)、Must Read(必 領域
究評論
讀)和 Recommended(推薦)，並與 PubMed 做連結。
GIDEON 是一套易於使用的傳染病學資訊系統，除了有網路平台診斷介面，
亦包括了針對傳染病的治療、熱帶傳染病、流行病學以及微生物學等資訊。
藉由 GIDEON 的協助，醫學專家不但可以診斷與擁有疾病診療的相關資訊，
Gideon 傳染及流行病 全文資料庫 還可知道最即時的全球性傳染病散佈狀況。GIDEON 是由四個象限共同組成 醫學相關
Faculty of 1000

學線上即時診斷系統

Access Emergency
Medicine 急診醫學綜
合資源

2009/02/15 的：診斷、流行病學、治療和微生物學。它的資訊橫跨 228 個國家，包含 領域
342 種疾病、1,297 種微生物與 333 種抗菌藥物與疫苗。另外，14,000 筆的
註記描述了在各個國家的各種傳染病狀況，還有超過 45,000 張的照片、圖
表、電子圖與附錄。
全文資料庫
2009/02/28

Access Emergency Medicine 收錄範圍廣大附有 video 的急診案例，提供急 急診醫學
診醫生來自值得信賴的資源及世界知名的顧問團隊的診斷和治療方式，收 /實證醫
錄內容囊括產科急診、整形外科、毒物及創傷，教學的錄影帶包括關鍵的 學

臨床程序、決策規則及在急診室執行的危機處理。
Harrison’s Practice 實
證醫學資料庫

透過 Harrison's Practice 可立即查找內科學常見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相關資
全文資料庫 訊，是滿足醫療照護當下即時資訊需求的工具。由 Harrison’s 編輯團隊設 內科/實
2009/02/28 計的直觀架構及容易閱讀的編排讓使用者可快速查詢超過 700 種疾病，並 證醫學
有相關的藥物資訊，內容包括適應症、用藥的禁忌、病患教育等。

Access Surgery 為一具有豐富多媒體教育資源的資料庫，針對醫學生、住院
Access Surgery 外科教 全文資料庫 醫師和執業醫師提供了可信資訊，幫助快速解答外科相關問題。內容由
外科
Gerard M. Doherty, M.D.帶領的團隊依美國醫學繼續教育評鑑委員會
育綜合資源
2009/02/28
(ACGME)規範之核心課程來撰寫、編輯，提供醫學新知及以臨床實踐為基
礎的學習，亦具許多高品質的手術影片。
Access Pharmacy 依照美國藥學教育委員會（ACPE）採用對專業學程評鑑的
Access Pharmacy 整合 全文資料庫 標準及指引為模範，將收錄的內容重新整理設計成核心課程，包括臨床科
學、社會行為暨藥局管理、藥物科學、基礎生醫科學四大主題，每一主題 藥學
藥學教育資源
2009/02/28
包含相關書籍內容、自我測驗及同步搜尋政府組織的指引，另亦可按人體
器官系統來瀏覽。
臨床實證復健資源(RRC)為一復健相關醫療人員所使用的臨床實證參考工
Rehabilitation
全文資料庫 具，提供物理治療師、職能復健師與復健科醫師最好的實證資訊。
Reference Center 臨床
內容包含：臨床評論(clinical review)、研究指南(research instruments)、來自 復健學科
2009/02/15
AHFS 的藥物與藥廠資訊、復健活動指導圖片、病患教育資訊、臨床指引
實證復健學參考資源
(clinical guideline from NGC)、新聞與臨床新知、復健類參考手冊。
SPORTDiscus 是目前唯一收錄全球運動資訊的光碟資料庫，主要涵蓋醫學運
動方面相關主題，包括：運動醫藥保健（Sport Medicine）、運動生理學
（Exercise Physiology）、生物力學（Biomechanics）、訓練（Training）、
SPORTDiscus with Full
全文資料庫 心理學（Psychology）、體能教育（Physical Education）、運動科學（Sport 運動科學
Text 運動及復健學科
Sciences）、舞蹈（Dance）以及其他相關主題，其內容收錄了國際間和運
復健學科
2009/02/15
動、健康有關的各類期刊文獻、會議記錄、研究報告、專書、學位論文，
全文資料庫
以及美國奧瑞岡大學「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orts and Human
Performance」所收藏的 7,000 多種微縮資料。

資源名稱

SMARTImage 醫學影
像暨動畫資料庫

Biology Image Library
生物醫學圖庫

Informa Healthcare
ebooks

LWW Medical Books
Collection
Wiley Interscience
Onlinebooks

資源種類/
試用期間

資源簡介

適用學科

SMART Image 資料庫收錄了大量的平面影像與動畫檔案，包含有 24 種身體
影像資料庫 （器官）系統、橫跨 20 個醫學專科的互動式多媒體，此資料庫所收錄的高 醫學相關
品質平面影像與動畫高達 15,500 筆，且數量依舊持續成長中；蒐羅有解剖
領域
2009/02/15
學、生理學、外科醫學、胚胎學、組織學、病理學、各式疾病、症狀、傷
口以及其他醫學相關主題。
Biology Image Library 生物醫學圖庫收錄 11,500 多幅高品質的生物學及生
物醫學影像，涵蓋 90 種疾病主題，是基於訂閱服務而提供附有評論的高品
影像資料庫 質的圖像、電影、插圖和動畫。Biology Image Library 所有內容在線上出版
生物醫學
2009/02/03 之前都經過學術同儕評鑑，涵蓋的學科包括發育生物學、組織學和病理學、
免疫學、微生物學和寄生蟲學、分子和細胞生物學、神經系統科學和植物
生物學。
收錄醫學相關主題材重要的參考書籍、標準、藥物指引、手冊、百科全書、
評論和解剖集 700 多本，涵蓋主題包括：麻醉學; 心臟病學; 牙科醫學; 皮
電子書 膚醫學; 糖尿病/內分泌學; 急診醫學; 腸胃病學; 老人醫學; 傳染病; 內科 醫學相關
2009/03/03 醫學; 神經學; 婦產科; 腫瘤學/血液學; 眼科學; 整形外科; 耳鼻喉科學; 領域
疼痛管理; 病理學; 精神病學; 呼吸醫學; 放射醫學; 睡眠障礙; 外科醫學;
泌尿科學。
電子書

提供醫學全科 300 多本電子書，涵蓋一般醫學、臨床醫學、藥理學、護理 醫學相關
領域
2009/01/31 等多個不同主題。
電子書

提供綜合性主題電子書，其中與醫學相關之生命科學主題有 400 多本，醫 醫學相關

2009/02/15 學、獸醫與健康科學主題有 800 多本，心理學有近 200 本電子書。

領域

BIOSCIENCEnetBASE 生
物科學電子書
Karger eBooks
2006-2008

電子書

提供生物科學類電子書 400 多本，涵蓋生物資訊、生醫工程、生物統計、
生物醫學
2009/02/28 生物技術、流行病學、免疫學、神經科學、藥理、毒物等主題。
電子書 內容涵蓋整個生物醫學不同的範圍，超過 40 個叢書系列，超過 90 本電子
2009/01/01~ 書，提供給使用者在醫學研究和臨床實踐的最新發現和發展、最精闢且廣 生物醫學
2009/02/28 泛的綱要集成。

最新試用資料庫資訊，請上醫分館網頁（ http://www.medlib.ncku.edu.tw/ ）→電子資
源(常用選單)→資料庫→試用資料庫中，隨時有更新的消息。
任何建議與問題請電(06)2353535 轉 5122 or 5121 或 E-mail：medref@libmail.lib.ncku.edu.tw

~您的意見是醫分館最大的支持~

參考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