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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特色 

提供最專業、最標準的工具書內容資源。 

精選收入2000種中國各大出版社出版的工具書資源，內容

收錄各種形式的工具書包括：字典、辭典、百科全書、手

冊……等。 

所有工具書均取得中國正規大型出版社授權，免除用戶的

後顧之憂。 

全面滿足圖書館對數位化參考資源的需求。 

全球六大圖書館聯合推薦！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香港大學圖書館 

☆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 

☆芝加哥大學圖書館  ☆復旦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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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書體裁： 

字典、辭典、百科全書、手冊、目錄、索引、表譜、圖錄 

  

  收錄主題： 
 

資料庫內容 

文學 經濟 語言、文字 數理科學和化學 教育 

藝術 文化 科學 社會科學 醫藥衛生 

天文學 工業技術 地球科學 自然科學 體育 

軍事 航太 交通 農業科學 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帄理論 歷史地理 哲學、宗教 

法律 生物科學 交通運輸 環境科學 政治 

共收錄超過25種主題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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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檢索 

轉換簡繁字體 

快速檢索列 

簡體檢索 繁體檢索 

全面整合：可同時檢索 

電子書、工具書、年鑑及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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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檢索-工具書詞條 

使用者可依布林邏輯，輸
入指定關鍵字於標題、內
容欄位，在工具書的各詞
條中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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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檢索-工具書 

使用者可依布林邏輯，輸
入指定關鍵字於書名、作
者、出版社及主題欄位，
並可針對檢索範圍於限定
出版時間範圍，在工具書
中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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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檢索-圖片/插圖 

使用者可依布林邏輯，輸
入指定關鍵字於標題、內
容及出處欄位，在工具書
圖片及插圖中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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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分類篩選系統 

★優化分類篩選功能 

卷次時間 

★優化分類篩選系統： 

可依據學科及拼音進行篩選。並
且在進入到某一分類後，可以根
據卷次時間進行進一步篩選，使
用戶使用起來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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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 

 
可限定於全部、書名、作者、 

出版社或主題中，選取檢索範圍； 

以及從查找方向、類型縮小檢索條件 

可選擇由相關度或出版時間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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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篩選 

檢索結果可再按學科、拼音
進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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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書內容 

詞條匯總 

書目資料 

目錄功能 

輔文 

可再對於年鑑內容進行檢索 

工具書成套關係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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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功能 

★分享功能 

於內容頁面，點選「分享」
的圖像，可將內容連結在
Facebook、Twitter等社群網
站分享 



英文标题:20-30pt   

字体 :Arial 
 

中文标题:20-30pt 

字体：华文细黑 

  

首选颜色: R0G0 B0 

 

备选颜色: R255 G255 B255 

 

 

 

 

英文正文:18-20pt 

子目录 (2-3级) :16pt   

字体 :Arial 

 

中文正文:18-20pt 

子目录(2-5级):16-20pt 

字体:华文细黑  

  

首选颜色: :R0G0 B0 

 

备选颜色: R234 G87 B3 

 

線上閱讀 - 原文內容 

★糾錯 

★引用 

★列印 

★翻閱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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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源，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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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內容 - 超連結提供延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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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與引用功能 

糾錯功能： 

對於條目內容有誤需更動之
處，可反應回原廠 

引用功能： 

以word檔開啟，方便後續研究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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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原書功能 原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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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檢索_快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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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臺北總公司】 
    110 臺北市和帄東路三段315號7樓       
    電話：(02)2736-1058    
    傳真：(02)2736-3001 
 

【南部辦事處】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傳真：(06)302-5427   
 
網址：www.tbmc.com.tw    
 
E-mail：info@tts.tbm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