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手冊) 

 

 

台灣電子期刊入口首選 

～期刊全文 一搜即得～ 

 

 

 

 

 

 
 

 

http://www.hyread.com.tw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http://www.hyread.com.tw 

 2 

 

目錄 

 

一、系統簡介 ................................................. 3 

二、資料內容 ................................................. 3 

三、服務特色 ................................................. 4 

四、使用說明 ................................................. 5 

五、安裝軟體 ............................................... 16 

六、客服聯絡 ............................................... 16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http://www.hyread.com.tw 

 3 

一一一一、、、、系統簡介系統簡介系統簡介系統簡介    

����凌網凌網凌網凌網「「「「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台灣全文資料庫台灣全文資料庫台灣全文資料庫」」」」－－－－台灣專屬電子期刊資料庫台灣專屬電子期刊資料庫台灣專屬電子期刊資料庫台灣專屬電子期刊資料庫 

 

凌網科技長期以來致力於數位內容技術開發與營運，因應

國家圖書館政策變更，原凌網營運廣受學界愛用之「中華民國

期刊論文資料庫」及「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文獻傳遞服務」將於 98 年

12 月 31 日終止服務。 

 

有鑑於國人對學術文獻線上利用之迫切需求，及出版單

位、使用者對於專門收錄台灣出版期刊全文資料庫之期盼，凌網於

2009.10 推出「「「「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台灣全文資料庫台灣全文資料庫台灣全文資料庫」－」－」－」－提供研究者快速搜尋與

全文下載，也使各大學院校、學(協)會、出版社等出版之學術與專業

期刊有一專屬推廣與傳播管道、強化學術研究能量、增加各研究領域

之交流與互動；對圖書館、學界而言，亦多了一種中文電子期刊獲取

之服務管道，不致造成價格壟斷。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以以以以 HyRead 全文與全文與全文與全文與 Open Access 資源結合之加值服務資源結合之加值服務資源結合之加值服務資源結合之加值服務 

 
除了全文服務之外，凌網將結合自有卓越開發技術，提供讀者在

同一介面上能夠查詢到如國家圖書館或 Google Scholar 所收錄

Open Access 期刊資源之加值服務，幫助讀者有效率地搜尋資料，

大幅降低學術單位及個人全文取得成本。 

 

二二二二、、、、資料內容資料內容資料內容資料內容    

�系統名稱：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 

�系統網址：http://www.hyread.com.tw 

�資料類型：電子期刊資料庫/(PDF 全文下載/期刊篇目) 

�資料內容：收錄台灣學術電子期刊為主。  

(以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收錄之

台灣期刊為主，授權刊數持續新增中授權刊數持續新增中授權刊數持續新增中授權刊數持續新增中!～) 

400+種種種種電子期刊全文+(網路免費期刊資源 ) 

100+種種種種 TSSCI、TSCI、THCI 核心期刊 

 
�學科領域：涵蓋各學科領域之學術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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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類別：六大類(綜合、自然、人文、應用、社會、生醫等類) 

�收錄年代：最早 1974~迄今，以完整收錄為原則 

(各期刊收錄年限，視出版社實際授權範圍而不同) 

�更新頻率：每日 

 

三三三三、、、、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一一一一)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 

提供學術『文章』與『期刊』快速查詢 

『找文章』：「簡易查詢」、「進階查詢」 

『找期刊』：「關鍵詞查詢」 

「瀏覽查詢」(依期刊主題、依期刊刊名) 

(二二二二)加值功能加值功能加值功能加值功能：：：： 

1、「查詢分析」：掌握研究趨勢 

查詢結果之「刊名分析」、「作者分析」、「年代分析」。 

2、「相關文獻」：搜尋關鍵文獻 

提供「期刊」、「博碩士論文」相關文獻導引。 

3、「館藏連結」： 

連結訂戶期刊館藏系統，提升館藏使用率(陸續新增)。 

4、「Open Access 整合查詢功能」: 

幫助使用者查詢”網路免費期刊資源”(如：國家圖書館、Google 

Scholar 等)，大幅降低全文取得成本。 

(三三三三)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 

主題導讀、熱門文章、熱門期刊、新手上路、優惠活動等。 

(四四四四)全文下載全文下載全文下載全文下載：：：： 

提供訂戶於訂購 IP 範圍內，不限次數 PDF 全文下載、全文量持

續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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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一一一)「「「「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查詢功能」」」」 

1、、、、找文章找文章找文章找文章：：：： 

提供「簡易查詢」與「進階查詢」功能 

����簡易查詢簡易查詢簡易查詢簡易查詢/熱門詞熱門詞熱門詞熱門詞 

於首頁上方找文章快速功能列上，輸入欲查詢的”文章關鍵詞”，按

下查詢即可快速搜尋文章。 

 

 

 

����進階查詢進階查詢進階查詢進階查詢 

於首頁上方找文章快速功能列上，點選進階查詢，進入進階查詢檢

索畫面。 

 

進階查詢以「and」、「or」方式，提供「篇名」、「作者」、「刊名」、

「關鍵詞」、「全文檢索」、「時間」等多欄位查詢。 

 

 

提供多欄位查詢 

輸入文章關鍵詞 熱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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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查詢結果查詢結果查詢結果 

����簡目顯示簡目顯示簡目顯示簡目顯示 

�排序顯示 

．可依「篇名」、「作者」、「刊名」、「關鍵詞」、「日期」、

「卷期編號」等欄位排序。 

．可選擇每頁資料所欲顯示之筆數： 

如：10筆、20筆、30筆、40筆、50筆。 

．可選擇「上一頁」、「下一頁」或「跳至某頁」查看

結果。 

�縮小查詢 
．可於查詢結果下，再依「篇名」、「作者」、「刊名」

等縮小查詢。 

�分類瀏覽 
．將查詢結果依「刊名」、「作者」、「年代」等分類瀏

覽呈現，以了解研究趨勢。 

�文章資訊 
．提供「文章」查詢結果之條列顯示：如「篇名」、「作

者」、「日期」、「刊名」、「全文」等文章資訊。 

�全文下載 
．提供文章全文下載圖示，點選「全文」圖示進行下

載使用。 

 

 

 

 

 

查詢結果縮小查詢 
查詢結果排序 

文章書目資訊 

分類瀏覽 

下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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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目顯示詳目顯示詳目顯示詳目顯示 

 

�文章資訊 

．提供「文章」查詢結果之詳目顯示：如「篇名」、「作

者」、「摘要」、「頁次」、「關鍵詞」、「卷期」、「日期」、

「刊名」等詳細文章資訊。 

�相關文獻 ．提供查詢結果之期刊、博碩士論文等相關文獻 

�全文下載 ．點選「全文」圖示，可進行線上下載使用。 

 

 

 

 

 

提供 HyRead 及國圖期刊、博碩士論文相關文獻 

詳目顯示詳目顯示詳目顯示詳目顯示：：：：提供文章完整書目資訊 

下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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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期刊找期刊找期刊找期刊 

提供期刊「關鍵詞查詢」與「瀏覽查詢」(瀏覽查詢可依「期刊主題」、

「期刊刊名」瀏覽)。 

����關鍵詞查詢關鍵詞查詢關鍵詞查詢關鍵詞查詢 

於首頁上方找期刊快速功能列上，輸入欲查詢的”期刊關鍵詞”，按

下查詢即可快速搜尋期刊。 

 

 

 

����瀏覽查詢瀏覽查詢瀏覽查詢瀏覽查詢 

於首頁上方找期刊快速功能列右方，提供期刊瀏覽查詢，可依「期

刊主題」或「期刊刊名」瀏覽。 

 

 

 

����「「「「依期刊主題依期刊主題依期刊主題依期刊主題」」」」瀏覽瀏覽瀏覽瀏覽 

期刊主題分為「綜合」、「人文」、「社會」、「自然」、「應用」、「生物

醫學」等六大類，各大類下細分次主題，使用者可依期刊主題類別

快速瀏覽各類期刊。 

 

輸入期刊關鍵詞 

期刊瀏覽查詢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http://www.hyread.com.tw 

 9 

����「「「「依期刊刊名依期刊刊名依期刊刊名依期刊刊名」」」」瀏覽瀏覽瀏覽瀏覽 

提供期刊刊名依「筆劃」或依「A-Z 或其他特殊字」瀏覽。 

 

 

����查詢結果查詢結果查詢結果查詢結果 

����簡目顯示簡目顯示簡目顯示簡目顯示 

�排序顯示 

．可依「期刊名稱」、「出版單位」欄位排序。 

．可選擇每頁資料所欲顯示之筆數： 

(如：10筆、20筆、30筆、40筆、50筆) 

．可選擇「上一頁」、「下一頁」或「跳至某頁」查看

結果。 

�縮小查詢 
．可於查詢結果下，再依「期刊名稱」、「關鍵字」、「出

版單位」、「ISSN」等縮小查詢。 

�期刊資訊 
．提供「期刊」查詢結果之條列顯示：如「刊名」、「出

刊頻率」、「ISSN」、「出版單位」等期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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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目顯示詳目顯示詳目顯示詳目顯示 

�期刊資訊 

．提供「期刊」查詢結果之詳目顯示：如「刊名」、「並

列刊名」、「出刊頻率」、「ISSN」、「出版單位」、「創

刊日期」、「簡介」、「刊名變更」等詳細期刊資訊。 

�卷期資訊 
．提供期刊各卷期及全文資訊，包含最新收錄卷期及

各卷期資料。 

 

 

期刊查詢結果排序 

期刊縮小查詢 

期刊查詢簡目顯示 

期刊資訊 

最新及各卷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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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加值功能加值功能加值功能加值功能」」」」 

1、查詢分析查詢分析查詢分析查詢分析 

針對文章查詢結果，進行「刊名」、「作者」、「年代」分析，以了解

研究趨勢： 

【如】：查詢文章關鍵詞「流感」：  

查詢結果筆數為 13 筆，於分類瀏覽中分別將查詢結果依「刊名」、

「作者」、「年代」等進一步分析，以了解有關流感相關文章分佈在

那些期刊?有那些作者發表過?另外，也可以了解文章發表的時間分

佈趨勢，得知何時較多人探討此議題等。 

 

 

 

 

刊名、作者、年代分析，了解研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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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 

於文章查詢結果詳目，提供有關「期刊」、「博碩士論文」等相關文

獻導引。 

 
【如】： 

篇名：「國際金融風暴後兩岸產業科技合作之策略建議」： 

 

於詳目顯示下方，提供相關文獻指引，包含「HyRead 期刊」及「國

家圖書館期刊索引系統所收錄之期刊」，「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收錄之博碩士論文等相關文獻導引，讓使用者在本系統即可找尋相

關文獻，減少文獻搜尋時間。 

 
 

 

期刊、博碩士論文相關文獻導引 

～掌握關鍵文獻、減少搜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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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pen Access 整合查詢整合查詢整合查詢整合查詢 

於文章查詢結果中提供網路免費期刊資源查詢(如：國家圖書館、

Google Scholar 等)，大幅降低全文取得成本。 

【【【【如如如如】：】：】：】：查詢文章關鍵詞「數位學習」 

於查詢結果上方，點選網路資源選項，提供國家圖書館中文期刊篇

目(300 筆)及 Google 學術搜尋(10,500 筆)，可再連結查詢網路免費

期刊文獻。 

點選 Google 學術搜尋查詢結果第 2 筆『數位學習物件在課程設計

上之探討』[PDF]，可直接開啟 PDF 電子全文檔。 

 

 

 

Open Access 整合查詢 

網路期刊 一搜即得 

HyRead 快速找尋!更多網路免費全文 PDF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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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全文下載全文下載全文下載全文下載」」」」 

本系統提供台灣期刊快速搜尋及全文下載服務，凡合法授權使用

IP 範圍內，點選『 』圖示，皆可不限次數線上即時下載 PDF

全文。(為尊重著作人權益，利用本系統電子全文，應遵守著作權

法相關規定，嚴禁非法大量下載並傳佈！ ) 

 
 

 
 
 
 
 
 

 

線上即時下載 PDF 全文!全文在手 研究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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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貼心服務」」」」 

於 HyRead 首頁，提供多項貼心服務： 

 

 

 
 

�主題導讀 貼心提供各學科之熱門、時事等主題文章快速查詢 

�熱門期刊 定期提供熱門下載之”期刊”排行 

�熱門文章 定期提供熱門下載之”文章”排行 

�訊息專區 提供本站最新消息、活動報導、各項優惠等 

�新手上路 介紹本站之各項服務內容，讓使用者更得心順手 

�瀏覽軟體 提供電子全文檔使用所需之軟體下載 

�授權專區 提供授權合作相關簡介、方式、回饋等資訊，歡迎

一同參與授權合作，提升學術傳播 

�關於 HyRead 提供 HyRead 團隊、服務等說明 

�聯絡我們 提供免費、專業諮詢服務  

�穩私與版權聲明 本站之穩私與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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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安裝軟體安裝軟體安裝軟體安裝軟體    

 
本系統期刊全文以「PDF」檔提供，如欲下載全文，請先安裝 PDF

相關軟體： 

 
如： Acrobat Reader 閱讀軟體 

 http://get.adobe.com/tw/reader/otherversions/ 
 

 
 
 

六六六六、、、、客服聯絡客服聯絡客服聯絡客服聯絡    

 
～如您在使用上有任何問題或建議，歡迎與我們聯繫!～ 

 
 
服務專線：(02)2395-6966-2555 

服務時間：週一～週五 

AM9:00-12:00、PM1:30-6:00(星期例假日除外) 

電子郵件：service@hyread.com.tw 

傳真號碼：(02)2395-7229 

聯絡地址：100臺北巿重慶南路 2段 51號 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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