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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最佳的電子資料庫，醫圖需要您的協助 
 

2006年成大獲選為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計畫的兩所重點學校之一，圖書館為了有效

運用經費並且引進適合讀者的電子資源，故開啟一連串的電子資源試用，希望讀者能多加利用並給予

寶貴意見。 

為 了 方 便 您 提 供 寶 貴 的 意 見 ， 醫 圖 同 時 提 供 紙 本 與 線 上 問 卷

（http://www.medlib.ncku.edu.tw/forms/question_trialdb.php），您的推薦將納入採購與否的重要指標

之一，為感謝您的寶貴意見，凡填寫問卷者，醫圖即贈送精美小禮物乙個，數量有限，請把握機會，

此外，彙整問卷後，會針對提供豐富意見者，另外抽出10位幸運兒，贈送圖書禮卷乙份，如此難得的

機會，盼望您多加利用～紙本問卷填寫後交給出納台或參考台人員，即可立即獲得禮物；填寫線上問

卷，完成送出者，醫圖會每天收信後，主動跟您聯絡，並贈送禮物。 

本次引進的試用資料庫，包括全文電子參考書、電子書、實驗操作手冊、全文及索摘資料庫等六類，

並有建議的適用學科，分別簡介如下： 

 

名稱 
資源種類/ 

試用期間 
簡介 

適用學

科 

Stat-ref 
全文電子參考

書 2006/4/30 

STAT!Ref 整合了所多資源，方便使用者在近 100 種的書目中找到

相關的資訊。STAT!Ref 聯結了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Williams Obsterics、Hurst's the Heart、USP DI 和 ACP's 

evidence-based PIER。此外"Resource" 裡面，有一 3D 立體解剖的

資料庫 "Anatomy "。an@tomy.tv 是一解剖學上創新的工具提供詳

細的 3D 立體圖形 

醫學，特

別收錄

解剖學、 

牙醫 

Gale 電子書試用 
全文電子參考

書 2006/5/31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是 Thomson Gale 所出版的各類學科

參考工具書(百科, 年鑑, 大部頭叢書等)共 400 多套,學科包含有: 

生物文學, 綜合, , 醫護, 理工, 社會科學, 商業等主題. GVRL 的資

料包含圖片, 影像, 全文格式包含 HTML 及 PDF 檔, 資料儲存格式

具多樣化可供使用者選擇。(使用手冊) 

全部 

eMRW (電子百

科) 

全文電子參考

書 2006/5/7 

開放試用 24 種醫學電子百科與參考書，可直接連結後，用查詢尋

找，或直接點選以下各題名連結。 

醫學相

關領域 

Thieme E-Book 
全文電子參考

書 2006/5/31 

Thieme ElectronicBook Library 是一內容持續增加的線上參考書資

料庫。收錄四大類學科內容：解剖學、放射學、臨床科學、基礎

科學，書籍內附圖片精美、文字介紹清楚闡明主題。此系列不論

在教學、臨床、研究領域十分受歡迎並得到高度評價。 

解剖

學、放射

學、臨床

科學、基

礎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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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SciNow.com 

全文電子書及

期刊 

2006-06-03 

NeuroSciNow.com 提供通往各式各樣具權威性的神經科學文獻、

評論、Protocol、期刊和書籍的入口管道。收錄 Apoptosis Methods 

and Protocols、Blood–Brain Barrier、Signal Transduction Protocols

等，超過 160 本的書籍以及 5 本神經科學專科期刊。 

神經科

學相關

領域 

Books@OVID 
全文電子書 

 
醫學電子書,同本書同時間一個人使用 

醫學相

關領域 

Current Protocols 

Online (實驗室使

用指南電子版) 

全文實驗操作

手冊 2006/5/7 
開放試用 11 種實驗操作手冊。可直接連結後，用查詢尋找。 

醫學相

關領域 

BioMed Protocols 

全文實驗操作

手冊 

2006-06-03 

BioMed Protocols 收錄 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和 Methods in 

Molecular Medline 所有的 Protocols，讓研究人員可以透過清楚完

整的步驟說明和嚴謹的實驗規範，得到最佳的研究成果。 

醫學相

關領域 

Clinical Evidence 
全文資料庫

2006/5/12 

為 BMJ 出版的實證醫學電子資源資料庫，包含 200 個醫學主題和

超過 2000 個臨床問題處理，並持續提供 EBM 資源，可迅速解決

臨床遇到的問題。 

臨床醫

學相關

領域 

APA 心理學系列 
全文資料庫

2006/4/30 

包含 PsycINFO、PsycARTICLES、PsycBOOKS、PsycEXTRA、PEP Archive、

Psychology & Behavioral Sciences Collection 等六個心理學資料庫，

可連結至部分電子期刊全文 

心理學

相關領

域 

EMBASE  全科性

醫藥科學文獻資

料庫 

全文索摘資料

庫 2006/5/18 

線上 5 人版。收錄生物醫學、藥劑文獻資料，包括 EMTREE 主題索

引典，共有國際上 3800 多種生物醫學期刊之索引資料。 

醫學、藥

學相關

領域 

HAPI 公共衛生評

量工具資料庫 

索摘資料庫

2006/5/18 

線上 5 人版。收錄公共衛生、社為心裡學、組織行為、圖書館及

資訊科學領域中關於測量評估工具的資訊，包括問卷、面晤、訪

談、核對清單、索引方法、測定尺度等等。他可協助相關人員選

擇合適的評量方法進行研究，以降低成本、剔除重複性以提高研

究效能。 

全部 

HMIC 公共衛生及

醫管文獻資料庫 

索摘資料庫

2006/5/18 

線上 5 人版。公衛及醫管之權威資料庫，資料來源為 Health 

Management Information Consortium(HMIC)，主題囊括公衛行政及

管理。 

公共衛

生與醫

院管理 

 

試用資料庫最新更新資訊，請上醫圖網頁（http://www.medlib.ncku.edu.tw/）→資訊檢索
→試用資料庫中，隨時有最新的消息。 
 

任何建議與問題請電(06)2353535轉 5159 or 5121 

E-mail：medref@libmail.lib.ncku.edu.tw  參考服務蔡慧美小姐 

~您的意見是醫分館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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