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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購置 8種資料庫成果表 

資料庫名稱 空中英語教室每日頻道 大家說英語每日頻道 

廠商資訊 

韋博數位有限公司 

聯絡人: 佘鳳翔 先生 

電話: 02-2322-3981 ext. 21 

E-mail: tom@webenglish.tv 

韋博數位有限公司 

聯絡人: 佘鳳翔 先生 

電話: 02-2322-3981 ext. 21 

E-mail: tom@webenglish.tv 

連線網址 依啟用通知書提供之連結 依啟用通知書提供之連結 

使用學校 
81所技專校院及教育部指定 20所一般

大學 

81所技專校院及教育部指定 20所一般

大學 

採購模式 買斷 租賃 

使用起訖 永久使用 110/10/13~111/10/12 

內容簡介 

1. 買斷「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

系統-空中英語教室每日學習頻道」

10個月資料，即 110年 6月 1日至

111年 3月 31日，配合「空中英語

教室」電視教學節目進度，資料內

容更新延後 Embargo 45天。 

2. 功能：影音文字同步功能、線上英

漢字典功能、英檢考試重要單字顯

示功能、線上克漏字填充聽力訓

練、影音搜尋功能、例句影音辭典

功能等等。 

3. 系統全面升級成 https (超文本傳輸

安全協定)，並通過教育部系統弱點

掃描要求。 

4. 「空中英語教室每日學習頻道」10

個月資料內容儲存於計畫之技專

校院 10台主機內。以供計畫內 81 

所技專校院及教育部指定之 20 所

大學師生網路環境使用；各校僅限

IP 登入方式遠端連線至現有聯盟

主機。 

1. 租賃「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

系統-大家說英語每日頻道」12 個

月資料，即 110年 6 月 1日至 111

年 5月 31日，配合「大家說英語」

電視教學節目進度，資料內容更新

延後 Embargo 45天。 

2. 功能：影音文字同步功能、線上英

漢字典功能、英檢考試重要單字顯

示功能、線上克漏字填充聽力訓

練、影音搜尋功能、例句影音辭典

功能等等。 

3. 電腦版+行動版學習介面：系統可

自動偵測學習載具類別，提供適合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之電腦版

學習介面或提供適合平板電腦、智

慧型手機之行動版學習介面。 

4. 僅限 IP 登入方式遠端連線至現有

聯盟主機。 

 

使用人數 

每校同時上線人數 20人，可設校外連線

Proxy 使用，鎖 IP，無提供個人學習紀

錄。 

每校同時上線人數 20人，可設校外連線

Proxy 使用，鎖 IP，無提供個人學習紀

錄。 

已訂購學校 

替代方案 

本案為最特優惠報價，提供計畫內 81 

所技專校院及教育部指定之 20 所大學

得以共享計畫補助資源，因此若有聯盟

所屬學校或單位已訂購相似之產品及

內容，因製作成本費用及不同平台或不

同系統等考量因素，故無法提供相關對

等之補償。 

1. 已訂購相同系統之替代方案：得依

聯盟訂購成交金額之比例延長已訂

購相同系統學校所訂內容之年份或

月份使用期限。 

2. 若有聯盟所屬學校或單位已訂購相

似之產品及內容，因製作成本費用

及不同平台或不同系統等考量因

素，故無法提供相關對等之補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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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空中英語教室每日頻道 大家說英語每日頻道 

案。 

備註 

1.加價購： 

(1) 81所技專校院得以優惠價 NT 49 

萬元，加購買斷空中英語教室即時內

容之獨立系統。 

(2) 81所技專校院得以優惠價 NT 9.8

萬元，加購租賃空中英語教室即時內

容，20人同時上線服務，僅限以 IP登

入方式遠端連線使用。 

1.訂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新年度之訂購

計畫，給予 2個月免費繼續使用權。 

2.加價購： 

(1) 81 所技專校院得以優惠價 NT 48

萬元，加購買斷大家說英語即時內容

之獨立系統。 

(2) 81所技專校院各校得以優惠價NT 

9.8萬元，加購租賃大家說英語即時內

容，20人同時上線服務，僅限以 IP登

入方式遠端連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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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影音

知識庫 
CJTD中文學術期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廠商資訊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世宗先生 

電話:06-3025-369 ext. 33 

E-mail: brian@tbmc.com.tw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顧依穎小姐 

電話:02-2926-6006 ext. 8063 

E-mail: salestw@airiti.com 

連線網址 
https://hbr.infolinker.com.tw/index_vid

eo.php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 

使用學校 81所技專校院 81所技專校院 

採購模式 租賃 租賃 

使用起訖 110/10/19~111/10/18 110/11/14~111/11/13 

內容簡介 

1. 跨庫整合檢索 

如有訂閱哈佛商業評論期刊庫之

訂戶可跨庫整合檢索，閱讀哈佛商

業評論期刊、專書與影音資源；影

音知識庫內容收錄 300 段以上由

HBR 美國數位內容總監及資深編

輯進行訪談，線上不定期更新內

容。 

2. 英文發音中文字幕 

每段英文影片提供中文字幕，可訓

練英文聽力。 

可透過多種平台的行動載具連線

使用，如：Windows/iOS/Android；

平板電腦與 iPad線上瀏覽。 

(一)收錄範圍： 

1. 學術期刊全文資料庫(全文 PDF

檔) 

(1) 收錄中國大陸與國際指標期刊。

書目篇數逾 4,300萬篇。 

(2) 收錄年代：1964-2020年。 

(3) 瀏覽分類包括：人文學、社會科

學、基礎與應用科學、生物農學、

醫藥衛生、工程學等六大類。 

2. 菁英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全文

PDF檔) 

(1) 收錄中國大陸 211、985 重點高校

超過 280萬篇全文。 

(2) 收錄年代：1981-2020年。 

(3) 瀏覽分類包括：人文學、社會科學、

基礎與應用科學、生物農學、醫藥

衛生、工程學等六大類。 

(二)加值功能： 

1. 「AiritiLibrary華藝線上圖書館」所收 

錄的書目皆有完整索摘資料，並提供

PDF檔全文下載服務，全文率達 90%。 

2. 個人化功能需求完整，包含文章下載

紀錄、追蹤清單、查詢歷史、我的最

愛等。 

使用人數 
各校不限同時上線人數，可設校外連

線 Proxy使用。 

各校不限同時上線使用人數，可設校外連

線 Proxy使用。 

已訂購學校 

替代方案 

保留各校已訂購產品之個別權利，依

剩餘訂期延長使用期限。 

1. 補償對象：針對採購日期與聯盟採購期

間重覆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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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影音

知識庫 
CJTD中文學術期刊暨學位論文全文資料庫 

2. 補償方式：依據單校採購之起訖期間換

算與聯盟重覆之使用期限後，往後延長

該校之重覆的時間。 

3. 採購學校如下:(自採購截止日延長第二

個年) 

採購單位 採購起始 採購截止 備註 

中華醫事

科技大學 

2014/1/1 2014/12/31 因 2014年

各校自行採

購 CJTD資

料庫，因聯

盟當年度亦

採購規格內

容，延後該

校採購規格

內容使用年

限。 

僑光科技
大學 

2014/1/1 2014/12/31 

健行科技
大學 

2014/1/1 2014/12/31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2014/1/1 2014/12/31 

嶺東科技
大學 

2014/5/1 2014/12/31 

正修科技
大學 

2014/6/1 2016/05/31 

 

備註 
訂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新年度之訂購

計畫，給予 1個月免費繼續使用權。 

訂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新年度之訂購計畫，

給予 2個月免費繼續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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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Web of Science (WOS)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廠商資訊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聯絡人:姚秉怡 小姐 

電話:(04) 2237-2123 ext. 4002 

E-mail: olivia@sris.com.tw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聯絡人:姚秉怡 小姐 

電話:(04)2237-2123 ext. 4002 

E-mail: olivia@sris.com.tw 

連線網址 http://webofknowledge.com/WOS https://jcr.clarivate.com/jcr/home 

使用學校 81所技專校院 81所技專校院 

採購模式 租賃 租賃 

使用起訖 110/10/22~111/10/21 110/10/18~111/10/17 

內容簡介 

1. 收錄範圍含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自然科學引文索引資

料庫 9,500 種以上之期刊和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3,500種以上之期

刊，內容提供 2011 年至今年最新資

料(10年回溯)，每週五日更新。 

2. 功能含一般檢索，可依主題、標題、

作者、作者識別碼、團體作者、編輯

者、出版品名稱、DOI、出版年份、

地址、機構檢索、文獻關鍵字、研討

會、語言、文件類型、贊助機構、補

助編號、登錄號，被引文獻檢索、作

者檢索、進階搜尋，檢索結果頁面中

可查閱引用文獻、被引次數及該篇文

章摘要。 

 

1. 收錄範圍： 

提供科學、社會科學等共 254個學科

領域、12,000多種期刊的引文分析資

訊。JCR對每種被收錄的期刊，都會

提供以下的統計數據：總引用次數，

影響指數，立即指數，被引用半衰期，

引用半衰期，期刊原始資料，引用期

刊詳細列表，被引用期刊詳細列表，

主題分類，出版社資訊，期刊刊名變

化。 

2. 檢索方式可依瀏覽主題學科、出版

社、國家/區域進行查詢或查詢特定期

刊名稱/ISSN 等以及瀏覽專輯內所有

期刊等方式。 

3. JCR內容提供當年度最新資料。 

使用人數 
每校同時上線人數 30 人，可設校外連

線 Proxy使用。 

每校同時上線人數 30 人，可設校外連

線 Proxy使用。 

已訂購學校 

替代方案 

WOS現訂戶提供： 

(1)等比例退款 

(2)等比例折抵，兩種擇一補償，並於  

啟用通知時一併調查。 

JCR現訂戶提供： 

(1)等比例退款  

(2)等比例折抵，兩種擇一補償，並於   

啟用通知時一併調查。 

備註 

訂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新年度之訂購計

畫，給予 2個月免費繼續使用權。 

1.各校可用自費補差額方式轉為

CONCERT買斷模式。 

2.訂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新年度之訂購

計畫，給予 2個月免費繼續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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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名稱 
WOS-Art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資料庫 

AEB電子雜誌出版服務平台—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 

廠商資訊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聯絡人:姚秉怡 小姐 

電話:(04) 2237-2123 ext. 4002 

E-mail: olivia@sris.com.tw 

大鐸資訊有限公司 

聯絡人:許肅女 小姐 

電話:(02)2736-2009 ext. 303 

E-mail: julia@ttsgroup.com.tw 

連線網址 http://webofknowledge.com/WOS http://edo.tw/Transfer/SConductor.aspx 

使用學校 81所技專校院 81所技專校院 

採購模式 租賃 租賃 

使用起訖 110/11/4~111/11/3 110/11/22~111/11/22 

內容簡介 

1. 資料庫收錄 1,800 種以上期刊文

獻，內容涵蓋考古、建築、藝術、

亞洲研究、舞蹈、民俗學、歷史學、

語言學、文學、戲劇與宗教等超過

28個學科領域。 

2. 一般檢索，可依主題、標題、作者、

作者識別碼、機構檢索、研討會、

文獻關鍵字、贊助機構、補助編號、

DOI、團體作者等進行搜尋；另有

被引文獻檢索、作者檢索、進階搜

尋功能，檢索結果頁面中可查閱引

用文獻、被引次數及該篇文章摘

要。 

 

1. 內含 25種雜誌，清單如下： 

(1) 遠見雜誌（2016年 1月起） 

(2) 今周刊（2016年 1月起） 

(3) 財訊雙週刊（2016年 1月起） 

(4) 經貿透視雙周刊（2016年 1月 

    起） 

(5) 專案經理雜誌（2016年 1月起） 

(6) 大師輕鬆讀（2018年 1月起） 

(7) ABC互動英語（2016年 1月起） 

(8) Live互動英語（2016年 1月起） 

(9) 數位時代（2016年 1月起） 

(10) Ctimes 零組件雜誌（2016年 1  

    月起） 

(11) 電腦家庭（2016年 1月起） 

(12) Smart Auto 智動化（2016年 1 

    月起） 

(13) DIGI PHOTO（2016年 1月起）

(14) iDSHOW 好宅秀住宅影音誌 

    （2016年 1月起） 

(15) 室內（2016年 1月起） 

(16) 時尚家居（2016年 1月起） 

(17) 親子天下（2016年 1月起） 

(18) 康健雜誌（2016年 1月起） 

(19) 中國飲食文化（2016年 1月 

    起） 

(20) 嬰兒與母親（2018年 1月起） 

(21) 豐年雜誌（2018年 1月起） 

(22) 鄉間小路（2018年 1月起） 

(23) 媽媽寶寶（2019年 10月起） 

(24) 經理人月刊（2016年 1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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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25) 常春藤生活英語（2016年 1月 

    起） 

2. 平台功能： 

    可呈現靜態圖文；自由縮放圖文大 

小；具有書籤、檢索、自選區域列 

印功能；依各雜誌出刊頻率更新至 

最新一期雜誌文章內容。 

使用人數 

每校同時上線人數 30 人，可設校外連

線 Proxy使用。 

81所技職校院統一網址入口共用書櫃，

上線人數可同時 80 人，可設校外連線

Proxy使用。 

已訂購學校 

替代方案 

保留各校已訂購產品之個別權利，依

剩餘訂期延長使用期限。 

保留各校已訂購產品之個別權利，依

剩餘訂期延長使用期限。 

備註 
訂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新年度之訂購計

畫，給予 2個月免費繼續使用權。 

訂期結束後，尚未完成新年度之訂購計

畫，給予 1個月免費繼續使用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