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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CP值圖書館資源
本區提供我們的推薦的資料庫產品或者服務。我們將會提供相當的優惠。如果
你有心目中理想的資料庫但未列在本頁，歡迎隨時連絡我們，或是前往www.
ebsco.com.tw繁體中文網頁查詢。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收錄數千種英文以及來自北美洲、非洲、亞洲、大洋洲、歐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國際化
全文期刊，具備無可比擬的地區覆蓋優勢。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資料庫整合本
土出版資源和全球特定地區權威資源，為尋找更廣闊、更全球化視野的學生提供最全
面的研究體驗。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商學學生通過本資料庫可以深入研究案例研究、國家經濟報告、SWOT分析以及公
司企業簡介、當然還有高階 主管以及分析人員訪談 – 正是商學學生未來的職涯規
劃所需。此外，研究人員也能夠閱覽獨特的公司企業簡介 (Company View)，瞭解全
球110多萬家企業的詳細行業資訊。為了讓研究內容更臻完善，BSU也提供Regional 
Business News資料庫，收錄超過100多項美國與加拿大地區商業出版物。

透過HBP Student Success Package 
為您的課堂帶來最好的教學工具。HBP Student Success Package 由 「HBS Select 
Case Study Collection哈佛精選案例研究」和「Core Curriculum哈佛商學核心概念
導讀」兩個部分組成，它使學生能夠以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商業
問題。

百年華文《中國近現代本土文學作品》贈送活動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中國近現代本土文學作品》電子全文圖書資料庫贈送活動，計有圖
書2,783冊，已全部轉為全文電子圖書（PDF格式），以藍光光碟的形式免費贈送給各個
圖書館，並且額外提供MARC 21書目檔案。活動詳情請聯絡我們！

http://www.ebsco.com
http://www.ebsco.com.tw/
http://www.ebsco.com.tw/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academic-search-ultimate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business-source-ul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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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Abstracts with Full Text 是與 CABI 的專家合作製作的專業資料庫，提供對全球應用生命科學
文獻的訪問。覆蓋範圍包括應用生命科學的各個學科 — 從農業、環境和獸醫科學，到應用經濟學、休
閒/旅遊和營養

FSTA with Full Text 是一個專門的全文資料庫，涵蓋與食品、飲料和營養相關的科技文獻。該資料庫
是與 IFIS 的專家團隊合作製作，IFIS 是一個非盈利組織，一直致力於學習和發展，並以科學的完整性、
準確性和卓越性而聞名。

Veterinary Source收錄了致力於動物保健各個方面的全文學術期刊和雜誌。 該資料庫是全球獸醫、
獸醫助理和獸醫科學生的重要資源。

CINAHL Ultimate 是新推出的護理和相關專職醫療研究的權威資源，比任何其他資料庫提供更多收
錄在 CINAHL 索引中最常用的期刊全文。 該資料庫涵蓋 50 多種護理專業科別，還包括快速課程、實證
護理表、CEU 進修教育模組和研究儀器。

MEDLINE Ultimate 為醫學專業人士和研究人員提供來自更多無與倫比的頂尖生物醫學期刊以及基
於實證和同儕評鑑的全文內容。 它還比任何其他 MEDLINE 資料庫提供更多的國際期刊。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with Full Text是由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 MLA）和EBSCO共同製作，將大量的全文期刊與權威性索引相結合，用於研究和教學語
言、文學、語言學、修辭學、寫作研究、民俗學、電影、戲劇和其他戲劇藝術。

Inspec是頂尖的書目資料庫，由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ET) 創建，為物理學、電
氣工程、電子、通信、控制工程、電腦、資訊技術、製造、生產和機械工程方面的世界科學技術論文提供
摘要和索引。

全新上市與學科主題型資料庫
知識日新月異，EBSCO 不斷推出適合不同類型研究人員的各式資料庫，以期符合個各方研究的需求。
不僅如此，EBSCO與各主要學科索引資料庫合作，除了提供知名學科主題的索摘資料之外，也進一步
提供內容中最常被使用得全文內文。讓研究人員更容易連結到所需的全文資源。

http://www.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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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平台與管理工具
FOLIO 是一個開源 (open source) 圖書館服務平台，整合紙
本和電子資源管理。它也包含了圖書館的核心管理功能，並
建立在現代化的架構上以確保未來的持續創新，並且支援來
自第三方供應商的應用程式的整合。

與傳統系統相比，FOLIO 提供了改進的功能和工作流程。建
構 FOLIO 的新模型是基於圖書館員的貢獻和協作。 EBSCO 
透過提供專門的實施和技術支援服務以及豐富的軟體來提
升開源社群的價值，確保無論規模大或小的圖書館都可以採
用 FOLIO。

EBSCO FOLIO 的專業服務

FOLIO 開源平台是可擴展的，支援傳統的資源管理，但更專
注於提供新服務的能力。 FOLIO 是免費的，但運行該軟體需
要時間和資源。

EBSCO提供一套經濟且高效率的方式來運行 FOLIO，讓沒有
託管資源或人員來支援圖書館服務平台的圖書館也能夠採
用FOLIO服務。  

http://www.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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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軟體及服務
好的讀者體驗全仰賴您的圖書館，
而您可以依靠我們創造最佳體驗。

Panorama™ 是一個現代圖書館分析平台，結合了不同的圖書館和校園資料，以
實現以往無法實現的圖書館資料分析與數據洞察。該平台具有視覺化的工具和中
央控制面板，用於蒐集、操作和顯示有關圖書館及其服務的使用者統計數據。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EDS) 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搜索解決方案——包括
在行動裝置上——使深入的研究變得更加容易。透過旨在預測使用者的搜尋意圖
並在每次搜索時將研究人員與最相關的學術資訊連結起來的複雜特性和功能，釋
放您圖書館館藏的力量並改善最終使用者體驗。

OpenAthens 是一項進階資源訪問管理系統，無需多次登錄。使用者只需登錄一
次即可訪問其圖書館的所有資源。管理者界面易於使用，並提供有關使用統計的
精細報表，協助資源和預算分配決策。 OpenAthens 符合 SAML 標準，讓機構保
持單一登錄和使用者資料的安全。

Stacks 是專為圖書館設計的一站式響應 Web 內容平台，用戶能夠輕鬆建構和管
理響應式的現代化圖書館網站。可自定義的主題、易於使用的管理者儀表板、重要
圖書館和檢索整合、館內空間和活動管理等，讓您的圖書館能夠為學生和教職員
工創造最佳的網站體驗—— 無論使用何種設備。

Full Text Finder (FTF) 全文查找器是下一代知識庫、館藏管理工具、出版物查找
工具和鏈接解析器。 FTF 與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EDS) 整合，為使用者提
供快速可靠的全文訪問和更好的圖書館體驗。 

我們與您的目標一致，數百名致力於技術和開發的員工
隨時準備為您解決任何技術問題。獲取線上或面對面的
教育訓練，按照您需求設計的教程和用戶指南，以及全
面的出色服務和支援。

http://www.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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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電子書
EBSCO提供了不同的電子書採購模式與多樣化的電子書專輯選擇。對於圖
書館來說，找到最適合與最符合讀者需求的電子書是採購書籍上最重要的
一件事。而我們能提供您最輕鬆容易的方式來完成您的目標。以下EBSCO
提供的電子書選項絕對可以讓您在茫茫書海當中挑選出符合讀者心中的
那本書。

EBSCO電子書專輯形式 (一次性買斷)

我們期望能夠協助您符合形形色色的需求，無論您的讀者是高階研究人員或是一
般大眾，都可以在EBSCO的「特色專輯」、「主題專輯」、「客製化專輯」、「DDA(需求主
導採購)」、「單本電子書採購」中找到最適合您圖書館的電子書。

EBSCO租賃型電子書專輯 (年度租賃型套裝電子書)

EBSCO租賃型電子書專輯提供適合不同類型的圖書館或主題研究專輯。例如：學
術電子書租賃專輯 Academic Collection、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電子書租賃專輯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Collection等眾多選擇。僅需支付合理價格
即可從頂尖出版社和大學出版社獲取大量高品質、無限制使用者訪問的電子書， 
EBSCO定期新增書籍到這些精選電子書專輯中，而無需支付額外費用。

此外，DRM-Free (無電子數位版權) 的電子書讓讀者無需登錄即可下載整本書或
無限制章節下載，在任何應用程式中閱讀電子書並將它們傳輸到任何設備。 超過 
280,000 種可適用於多個學科領域的DRM-Free 電子書。

Open Access E-Book Collection開放獲取專著專輯

與大學出版社和學術 OA 出版社（例如：密西根大學出版社、Taylor & Francis 和天
普大學出版社）合作創建的這個電子書館藏為圖書館和使用者提供了選擇和訪問
大量可發現的、DRM-Free 的內容的選擇，內容將繼續增長。您可以隨時連絡我們
申請免費使用，我們將會立即為您進行設定，讓您以最便利的方式取得開放獲取
電子書。

http://www.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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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和套裝電子期刊服務  
& GOBI圖書館解決方案
與EBSCO合作管理您的期刊、雜誌和套裝電子期刊可以幫助您充
分利用訂閱預算。EBSCO的GOBI圖書館解決方案是向全球大學圖
書館提供電子書、紙本書和工作流程服務的頂尖提供商。不管期刊
或書籍代訂，我們都擁有人員、工具和專業知識，可以作為您圖書館
的延伸擴展，並完全支援您獨特的館藏開發和採購需求。 

透過簡單的從EBSCO購買電子期刊和套裝電子期刊，您可以獲得加強的管
理工具和工作流程效率。使讀者可以直接訪問全文和更好的整體圖書館體
驗。 

• 訪問擁有385,000多種連續出版物最全面的刊物目錄

• 透過SmartLinks +提供對內容的即時一鍵訪問 

• 在EBSCONET中組織和簡化所有與訂閱相關的工作任務 

• 透過EBSCO Usage Consolidation與EBSCO Usage Loading Service
蒐集、整合並在EBSCONET Analytics中報告您的電子資源的使用情況

GOBI圖書館解決方案如何幫助您的圖書館？

透過提供圖書館界最強大和最受信任的館藏開發和工作流程支援，您可以想像我們就是您圖
書館的延伸。 我們精確且客製化的閱選服務 (Approval Plans) 以及豐富的圖書館技術服務，
可為您的讀者快速有效地獲取正確的紙本書和電子書，並節省館員的時間。GOBI圖書館解決
方案與學術出版社合作，尋找機會不斷改進和擴展當前的內容和採購選項。 此外，我們在獲取
工作流程中建立了最佳實務和效率，以支援大學圖書館不斷變化的需求。

http://www.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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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 支持開放研究
提供選擇，消除障礙 

「開放」是圖書館未來下一步的核心：提供對可靠的資源訪問，
為圖書館軟體的未來做出貢獻，並為使用者提供最佳服務。 開放
是關於選擇，而不是障礙。EBSCO在不同「開放」的面向提供不同
的協助，滿足圖書館與使用者的需求。

Open Access 開放獲取：我們致力於高品質的開放獲取研究並提供最好的學術
內容。

Open Infrastructure 開放基礎架構：我們對整合和互操作性的關注代表著圖
書館可以選擇應用程式，並且無論讀者身在何方，都可以滿足他們。

Open Source 開放資源：EBSCO 支持 FOLIO，這是一個開源圖書館服務平台 
(LSP)，它是專為圖書館員所開發，而且由圖書館員開發，專為創新而建立。

Open Community 開放社群：加入專為圖書館同行所建立的社群，討論所有 
「開放」的事物——開放獲取、開放科學、開放基礎架構和開源。加入社

群：https://communities.ebsco.com/

如果您對於EBSCO如何支持開放研究，或是希望深入參與開放社群上有任何問
題，歡迎您隨時聯絡我們：ebscotaiwan@ebsco.com

http://www.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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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EBSCO 團隊幫助您保持圖書館資源的協調運作， 
從而使您的學生、教師和校友受益。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您隨時聯繫相關服務人員。

EBSCO台灣辦公室：02-27751596
台灣北區：02-21734121
台灣南區：02-21734126
Email: ebscotaiwan@ebsco.com

http://www.ebs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