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2019)高師大資料庫清單及校外使用方式

校外使用資料庫，圖書館提供下列登入方式，登入後即可使用全文：
1. 直接登入本校首頁的【教職員生單一登入入口】輸入帳號及密碼>>圖書館相關服務>>
電子資源查詢。
2. 直接登入圖資處首頁【研究資源】>>【電子資源系統】，輸入帳號及密碼。
3. 直接登入 https://scholar.google.com.tw.rpa.lib.nknu.edu.tw，輸入帳號及密碼即可利用
Google scholar 查找高師大資料庫期刊全文。
4. 校外 SSL VPN 連線使用

高師大 2019 資料庫清單，依資料庫名稱排序如下：
來源

資料庫名稱

訂購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出版服務平台 (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英語 5 人版)
訂購 ACS Journal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化學推動中心+學校購買)
訂購 AIP 電子期刊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電子期刊) (物理研究推動中心+學校購買)
訂購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
訂購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 (CEPS 中文電子期刊 + CETD 中文電子論文)
訂購 AMS MathSciNet t (數學研究推動中心+學校購買(數學系))
訂購 APS 電子期刊(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電子期刊) (物理研究推動中心+學校購買)
訂購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DDC)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訂購 EBSCOhost 全文資料庫
訂購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
訂購 HyRead ebook 電子雜誌
訂購 IEEE Xplore
訂購 InCitesTM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Web)
訂購 JSTOR - Arts & Sciences III Collection
訂購 NAXOS Music Library Online
訂購 OSA 光學物理期刊 (Optics InfoBase)
訂購 Oxford Music Online (原名: Grove Music Online 葛洛夫音樂百科全書)
訂購 SDOL (Science Direct)

訂購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訂購 udn 聯合知識庫
訂購 Wiley Online Library
訂購 WOS (Web of Science-SCIE& SSCI)
訂購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免費每年需續訂)
訂購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 CNKI 系列數據庫(中國期刊/中國博碩士:文史哲及社會科學專輯)
訂購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與專賣局數位化檔案資料庫(台史所購買點數)
買斷 Cambridge Companion Online (CCO) 電子書 (本館僅購入 286 個全文 titles)
買斷 CRC NetBase 電子書資料庫(僅加入 2008 年度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採購)
買斷 Greenwood Digital Collection (電子書) 本館 2008 年訂購 693 種電子書。
買斷 IOS Press Books Online (電子書) 本館 2008 年訂購 56 種電子書。
買斷 MyiLibrary 電子書 (本館目前購入 4690 個 Titles 全文電子書)
買斷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牛津線上學術電子書 (1800+本電子書)
買斷 SAGE eReference (電子書) /本館目前訂購 47 種電子書。
買斷 SIAM eBooks (電子書) /本館目前訂購 323 種電子書
買斷 SpringerLink 英文電子書資料庫(本館目前訂購 3430 種電子書)
買斷 Udn 電子書庫
買斷 中華數字書苑電子書 (原北大方正中文電子書) (原萬方數據庫)
買斷 文淵閣四庫全書內聯網版
買斷 古今圖書集成 (限校園使用)
買斷 台灣大事記資料庫 (限校園使用)
買斷 台灣史知識庫(臺灣史知識庫)（限校園使用）
買斷 台灣鄉土語言影音資料庫：台語系列主題 (限校園使用) (臺灣鄉土語言影音資料庫)
買斷 全四庫(三部)(限校園使用)
買斷 全清經解
買斷 明清實錄 (限校園使用)

買斷 金庸作品集電子書
買斷 紅樓夢研究資料庫 (限校園使用)
買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買斷 臺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限校園使用)請使用 IE 瀏覽器(版本 10 以上)
買斷 歷代書法碑帖集成
聯盟 OCLC FirstSearch-OCLC Collection (1) ArticleFirst (2) ECO (A&I) (3) PapersFirst (4)
ProceedingsFirst(聯盟提供)
聯盟 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A&I (PQDT) 美加地區博碩士論文 (聯盟提供)
聯盟 Reaxys 化學資料庫 (聯盟提供)
聯盟 RSC(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 RSC Journals Archives(化學推動中心) (聯盟提供)
聯盟 EBSCO -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聯盟提供)
聯盟 全國學術版人文及社會科學資料庫檢索系統 (Huso)(永久使用) (聯盟提供)
聯盟 ※Nature Archive; 1987-1996 (已買斷，可供永久使用) (聯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