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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pedia 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99.11，隸屬於遠流出版集團 

 資本額：1.5億元 (NTD) 

 員工數：20 

 辦公點：台北、高雄 

 核心產品與服務實績： 

2000年，遠流旗下成立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專注於百科工具書以及學術資料庫的數位出版 

2001年，智慧藏推出【中國大百科全書知識庫】 

2003年，智慧藏推出【大英百科全書線上中文版】 

2005年，智慧藏承接文建會【臺灣大百科全書專業版編纂計畫】 

2008年，智慧藏榮獲新聞局頒發數位出版金鼎獎之「年度數位出版公司」 

2009年10月，智慧藏開始建置【TAO台灣學術線上】，首度跨入高等教育的數位出版領域 

2010年7月，【TAO台灣學術線上】獲得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核准，由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公司  

代理，成為臺灣電子書刊目前唯一合法進入中國市場的數位內容平台 

2011年11月30日，智慧藏宣佈【TAO台灣學術線上】正式上線，打造完成第一朵「台灣學」 

        的公共知識雲。 

2014年1月，【TAO臺灣學術線上】擴大成為【TAO臺灣學智慧藏】，讓臺灣歷史400年之架
構完整、視野貫通、年代分明， 「臺灣學」 得以實踐。  



關於《TAO臺灣學智慧藏》 

「TAO平台」已走出單純「學術期刊」的定位，聚焦於台
灣研究相關的期刊、專書、論文及史料，於2014年起正式
將《TAO台灣學術線上》更名為《TAO臺灣學智慧藏》，
作為遠流集團智慧藏公司核心發展的資料庫平台，收錄範
圍往上溯源，起自臺灣信史開端之荷西時期；往下開展，
涵蓋臺灣現代史開端之日治時期，並延伸至戰後各學門領
域的所有期刊、史料、知識內容，讓臺灣歷史400年之架構
完整、視野貫通、年代分明，而使得「臺灣學」得以全面
實踐。 



收錄特色說明 

 智慧藏公司以「臺灣知識」（Taiwan Study）為出版核心，廣徵博引
臺灣這塊土地有關的內容與著作，為學校、企業、個人建置雲端知識
庫，透過系統化的分類管理及高效率的檢索瀏覽，讓所有使用者快速
取得自己需要的臺灣知識。 

 《TAO臺灣學智慧藏》特別注重臺灣研究、人文社科、史料集成、
文學研究、資通科技、生技醫療等台灣特有的研究領域（即「Taiwan 

Study」），只要是對臺灣研究發展有所紀錄及貢獻的內容，均廣為
洽談收錄或進行整合查詢、以方便使用者不必遊走於各大平台，一站
即可查到最多台灣研究的資料。 

 未來將擴大與出版界及學術界的合作，持續跟隨臺灣發展軌跡，深耕
臺灣研究、漢學研究、人文社科、生技醫療、綠能環科、資通光電…

等台灣特有領域，建構華文世界博學多智的百科知識庫！ 



「TAO臺灣學智慧藏」操作說明大綱 

 首頁設計 

 瀏覽模式 
1. 依學科/出版單位/漢語拼音/A-Z分別瀏覽 
2.書/刊指南頁 

     3.簡易書目頁瀏覽  
4.詳細書目頁瀏覽  

 查詢模式 
1.快速、熱門及進階查詢 
2.整合查詢國圖博碩士論文 
3.查詢結果示例：查詢結果分析及相關文章、作者、主題 

 全文下載或瀏覽 

 其他功能或服務說明 
1.書目匯出及查詢結果排序 
2.繁簡互查、互轉及兩岸用語同義詞轉換 

     3.參考室 

     4.RSS服務 

     5.電子報 

     6.FAQ 



首頁設計 

瀏覽收錄內容  

特色內容介紹 

熱門排行簡介 

進階查詢 

主要功能列 

快速查詢列 

•機構及合作
單位專區：
呈現可使用
之TAO系列
產品或專書
清單 

•期刊[最新
上線]資訊 

•學術快報：
提供合作出
版單位之研
討會或徵稿
訊息快報 



首頁-繁簡介面切換 

在每個頁面的右上角，都有「繁中版／簡中版」，供使用者隨時點選切換
介面呈現文字 



瀏覽模式-學科 

可依「人文學科」、
「社會科學」、
「醫學」、「自然
科學」及「應用科
學」五大類，跨文
獻類型作瀏覽，一
次提供更全面的資
訊。 

點選「瀏覽」，使用瀏覽模式。 

以頁籤呈現不同文獻類型的收錄清單 



瀏覽模式-機構 

「機構瀏覽」，同一機構
授權出版品分文獻類型一
起呈現，以便了解該構構
出版全貌 



瀏覽模式-拼音 

「漢語拼音」
瀏覽，所有出
版品名稱皆以
漢語拼音首字
排序，方便瀏
覽 



瀏覽模式-A-Z 

A-Z瀏覽為各出版
品英文名的排序
，方便針對具有
英文名之出版品
作瀏覽 



書/刊指南頁 

詳盡的期刊或書
籍簡介可針對有
興趣之出版品有
初步認識。 



瀏覽模式–簡目頁 

期刊封面圖示 

一次呈現同卷期所
有簡易書目，並可
快速取得全文 

點選篇名可
進入詳目頁 

可直接點選此
處下載全文 



瀏覽模式–詳目頁(1) 

一篇一篇呈現詳目資
訊，清爽不雜亂，且
可直接閱覽中英文摘
要或下載摘要PDF。 

點選單一篇章時該卷期
目次呈現於右方，讓使
用者對同一卷期收錄全
貌更完整掌握 



瀏覽模式–詳目頁(2) 

選擇多個篇章時，會
出現可點選該篇章卷
期目次的標示，點選
後即另開視窗呈現該
卷期目次 



查詢模式-快速、熱門及進階查詢 

在首頁即可選擇
「快速查詢」、
「熱門查詢」或
「進階查詢」。此
三種查詢都預設查
詢模式為「模糊」，
以便讓您查到更多
相關或可能的資訊。 



查詢模式-快速查詢 

查詢範圍：可同時查詢「TAO全庫
(含期刊、專書、各校博碩士論
文）」及「國圖博碩士論文」 

查詢模式： 

1.模糊：內建智能切詞及兩岸用語同義詞自動轉換功能，可針對使用者所下查詢字串作自
動切詞或兩岸用語同義詞轉換，讓查詢結果更擴大，搜尋到最多可能需要或相關的資訊。 
例如：查「公用事業」，則「公用事業」、 「公用」、 「用事」 、 「事業」等相關文
章皆會一併找出。又例如查簡中的「X射线」，則繁中同義的「X光」也可同時查出。 

2.精準：僅針對使用者所下查詢字串作完全符合查詢，可讓查詢結果更精確。 

3.漢語拼音：輸入漢語拼音，例如：wenhuachuangyì，可自動轉換為中文字詞「文化創
意」 ，再找到相對應的查詢結果。（請留意:漢語拼音查詢無須輸入中文聲調。） 

4.通用拼音：輸入通用拼音，例如：liang3an4jiao1liou2，可自動轉換為中文字詞「兩岸
交流」 ，再找到相對應的查詢結果。 （請留意:通用拼音查詢請務必輸入中文聲調。） 



查詢模式-進階查詢 

在「進階查詢」中，可以使用布林邏輯組合各式檢索策略，以針對不同欄位作查詢，
或使用查詢範圍、查詢模式、文獻類型、文獻語言別或出版日期等限制條件以使查
詢結果更符合所需。 



查詢範圍-TAO全庫+國圖博碩士論文 

查詢時將「國圖博碩士論文」一併
勾起，即可同時整合TAO與博碩士論
文作查詢。 



查詢結果示例-簡目頁 

可切換頁籤觀看國圖
博碩士論文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
分析，可
更快速篩
選所要找
的文獻 

查詢結果可依「相
關度」或「出版日
期」排序 

所輸入的查詢詞以反紅提示 

以文獻類型分頁呈現TAO全庫查詢結果 



查詢結果示例-查詢結果分析 
查詢結果分析會將查得的結果依「文獻類型」、 「學科別」、 
「出版品」、 「出版單位」、 「出版年」、 「語言別」作
分析，將相同屬性者歸類在一起，接著由查詢結果筆數多至
少排序，以方便使用者快速篩選所需文獻。 

此時「查詢結果分析」會逐步的依使
用者每次於分析結果的點選動作，動
態產出分析結果。例：左方依上次所
選的「教育（462)」筆再作一次分析。 

例：查詢”幼教”，並只想看查詢結果中「教育」學類的文獻。
請點選「依學科別＞教育（462)」 



查詢結果示例-相關文章、作者、主題 

在每筆查詢結果下方帶出[相
關文章、相關作者、相關主
題]的連結，點擊後另開視
窗呈現最相關的前10筆資料 



查詢結果示例-國圖博碩士論文 

點選「國家圖書館」觀看國圖碩博士論
文的查詢結果，如作者有授權電子全文
給國圖，將會有「全文」圖示註記。欲
下載全文請至國圖網頁申請帳號登入 



期刊全文下載 

使用者在查詢結果頁(簡目/詳目)或
瀏覽頁，只要該篇取得合法授權，皆
可one click點選   圖示立即下載全
文PDF檔 

開啟全文PDF 



專書全文瀏覽 
使用者在查詢結果頁(簡目/詳目)或瀏覽頁，只要該書取得合法授權，皆可線上瀏覽該
書全文。目前TAO專書有二種格式，皆不須另外安裝Viewer： 

  表示Flash格式，限PC閱讀（將陸續轉換為HTML5格式 ） 

  表示HTML5 格式，支援所有行動載具 

只要one click點選    圖示立即線
上瀏覽該書全文檔 



各校博碩士論文全文下載 
使用者在查詢結果頁(簡目/詳目)one 
click點選   圖示將提示文字訊息如
下，按「確定」連至論文全文持有校
取得PDF檔 



功能及服務說明1：查詢結果頁功能列 

如查詢結果筆數過多可利用
「再查詢」功能縮小查詢結果 

1.支援EndNote和Refwork兩種書目管理軟體。勾選要匯出的書目，再選取匯出格
式，即可迅速取得需要的書目資訊，自行匯入書目管理軟體，節省手動繕打的
時間。 

2.呈現詳目：勾選多筆書目可ㄧ起呈現詳細書目 

3.寄給朋友：將書目資料以Email寄出 

4.查詢結果可依[相關度高至低]、[出版日期新至舊]或[出版日期舊至新]排序。 



功能及服務說明2：支援繁簡互查 

輸入繁體或簡體字串，皆可查詢，
但呈現上尊重原始文獻的繁體格式
原貌呈現 

查：胡适 

查：胡適 



功能及服務說明3：書目繁簡互轉 

在任何查詢結果頁點選右上[簡中版]，
即可轉換以簡體中文瀏覽所有書目及介
面文字 



功能及服務說明4：兩岸用語同義詞自動轉換 

輸入簡中“X射线”，則與其同義的”X
光”相關的文章皆會被查到。 

查：X射线 



功能及服務說明5：參考室 

團體訂戶及個人付費會員可點
選「參考室」。針對不懂之字
辭在「遠流字典通」及「智慧
藏台灣百科全書」作延伸查詢。 



功能及服務說明6：RSS服務 

任何使用者皆可使用RSS服務，針對
有興趣的學科分類或單一期刊作訂閱，
方便即時獲得TAO最新上線息. 



功能及服務說明7：電子報 

歡迎以Email信箱訂閱「TAO學術出版觀察家」
電子報，或直接線上瀏覽歷史報刊，以獲得
更豐富的學術出版訊息。 



功能及服務說明8：FAQ 

若有進一步操作上或會員權益相關問
題，請參考FAQ更詳細的說明 



     謝謝！敬請指教！ 
 

   

  02-2393-6968 

          edu@wordpedia.com  (學校及企業單位專用) 

           service@wordpedia.com (個人用戶專用) 

Vollmond by Pina Bausch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