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I/INFORM Complete 
國際商學全文期刊資料庫 



連續九年成為哈佛商學院最常使用資源 

 ABI 2007到2015年連續九年 

     名列哈佛商學院最愛使用之「全文期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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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球商學學者調查顯示 :  

多元化商學資源將引領未來的研究發展趨勢 
  
 
ProQuest 針對全球12,000 多位商學與社科學者所做的調查，除了期刊外，
高比例的學者回應，Working Papers，數據Raw Data, 博碩士論文
(Dissertations) 等都是常用的參考資源，顯示非期刊資源在研究上的價值備
受重視。此外，有學者更引用此調查並發表於國際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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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publications 

Book reviews 

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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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INFORM Complete 根據用戶需求，提供最全面性的商學資源 
期刊論文、報紙、雜誌、市場報告、產業報告、經濟數據、政經商情、公司資訊  



英國劍橋大學商學院專文推薦 ABI/INFORM 

Link to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udge School of Business Library Website 

強調眾多非期刊資源是商學研究
不可或缺的寶藏 

http://www.jbs.cam.ac.uk/infolib/2011/11/14/hidden-treasures-in-abi-inform-complete-2/?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hidden-treasures-in-abi-inform-complete


商學教育的潮流也在改變… 

The MBA programme goes to the heart of modern management practices. It 

offers an experience-based learning approach, which looks behind the 

technical and analytical skills to the successful strategies used by 

managers... Distinguished for our action learning approach. 

This program features a theory-and-practice-balanced 

curriculum…using theories, real world practice, and case studies 

to give students both width and depth in the field. 
 

Practical Business experience: 

The Cambridge MBA is one of the most practical one-year courses in the world 



頂尖學術期刊– 管理類 為獨家收錄期刊 

•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F: 4.525) 

      (JCR 管理類第7名) 

• 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F : 3.857)  

      無延遲上線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IF: 3.563)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F : 3.5) 

•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IF:2.091) 

•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IF:2) 

•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IF:1.865) 

• Journal of Retailing (IF: 1.754) 無延遲上線 

•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F:1.586) 

•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IF:1.529) 無延遲上線 

 



頂尖學術期刊– 經濟類 為獨家收錄期刊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IF: 5.354) 

      (JCR 經濟類第3名)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IF:4.977) 

     (JCR 經濟類第4名) 

•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IF : 3.78)  

      (JCR 經濟類第8名)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F: 3.673)  

      (JCR 經濟類第9名) 

•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IF:3.115) 

•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IF : 3.042) 

•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 HEPAC (IF:1.774) 

• IMF Economic Review (IF:1.525) 

•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IF:1.426)  



頂尖學術期刊– 財務類 
為獨家收錄期刊 

•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IF: 1.548) 無延遲上線  

• Finance and Stochastics (IF : 1.441)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inance and 

Economics (IF:1.424) 

•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IF: 1.379)  

•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IF : 1.2) 

•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IF:1.181) 

• Geneva Risk and Insurance Review (IF:1.158) 

•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IF:1.125) 

• The China Quarterly (IF: 0.952) 

 



ABIC 率先引進各種資源 

 美加地區商學論文全文 

 澳洲、台灣、香港、南韓等亞洲出版之學術期刊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國際經貿情報分析工具，提
供最精準的第一手資料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產業報告，掌
握最新國際產業脈動 



 獨家收錄45,160多篇美加博
碩士論文全文，每年持續新增 

 

 學術研究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最佳起點 

 

 涵蓋哈佛大學、賓州大學華頓
商學院、耶魯大學、史丹佛大
學、康乃爾大學、多倫多大學
等美加名校的商學博碩士論文
全文  

 
 

ABI/INFORM 必讀資源–美加地區商學論文全文 



利用進階檢索，查詢博碩士論文 

於《來源類型》中勾
選《論文及專題》，
然後檢索 



檢索結果顯示共
40,807篇全文論文 



ABI/INFORM 必讀資源 –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 

Country Data Reports; Country Forecast Reports &   
 Country Finance Reports; World Commodity Reports; EIU ViewsWire 

ABI Complete 收錄更多EIU資源: 

“One of the most 

read journals in 

the world”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曾於天下雜誌專訪〈張忠謀：大學生要做的11

件事〉提及：大學生培養國際觀的方法是向世界學習，每天一定要看
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 

ProQuest 獨家收錄即期全文!! 

 2012年7月起 EBSCO 及 Factiva 不再收錄全文內容 



ABI/INFORM 必讀資源– EIU Country Data 

85% 商學學者使
用數據型資料 

• 20大經濟體總經數據 

• 直接下載Excel檔，套用於統計軟體資料加值 

• 共370種變數，回溯到預測資料長達70年
(1980-2050) 

• 數據皆標明資料來源 

• 無延遲上線 



• 收錄Food, Feedstuff & Beverages 及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 

兩種報告 

• Food, Feedstuff, and Beverages: 
– 11種食品大宗商品: 米、可可、咖啡、玉米、棕櫚油、黃豆、小麥、葵
花籽油、茶、糖、芥花籽油 

• Industrial Raw Material: 
– 14種工業大宗商品: 鋁、煤、銅、棉花、原油、黃金、鉛、天然氣、天
然橡膠、鎳、鐵、錫、羊毛、鋅 

• 兩年內價格預測分析 

• 每月更新，無延遲上線 

ABI/INFORM 必讀資源–  
World Commodity Forecasts   全球大宗商品預測 



ABI/INFORM 必讀資源–  
World Commodity Forecasts全球大宗商品預測 

2013~17每季黃金價格 
紀錄及預測 



由瀏覽介面輕鬆取得EIU經濟學人智庫資源 

EIU 食品 & 工業原物料報告連
結 

點選瀏覽介面 

EIU Country Data、Viewswire等
國家報告 



美國經濟學會（AEA） 

強力推薦 

ABI/INFORM 必讀資源–Industry Reports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 涵蓋約140國、50+種產業，約900種全文 
PDF 報告，無延遲上線，類別包含： 

• 各國產業季報  (單篇售價:1,295美元)  
• 各區域產業動態月報 (年訂閱價：895美元)  
• Corporate Financing Week (年訂閱價：2,965

美元)  

• 全球 Fortune 500 大公司，高達400間公司使
用!  

• 核心產業包含：汽車、銀行、保險、IT業、旅
遊業、食品加工業等 



由ABI瀏覽介面取得BMI報告 

點選瀏覽介面 

點選BMI產業報
告連結 



依據主題、位置、標題瀏覽 

瀏覽各國『汽車
產業』報告 

由ABI瀏覽介面取得BMI報告 



• 收錄18國、85種消費市場、服務
業及工業產業，超過1350篇產業
報告。 

• 內容涵蓋最新產業動態、產業市
場競爭格局、商品品牌、近六年
市場規模預測等。 

• 18國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
中國、法國、德國、印度、印尼
、義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羅
斯、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南
韓、西班牙、英國、美國。 

• 知名歐洲商學院一致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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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INFORM 必讀資源–Industry Reports 

Euromonitor 



 

• 每篇產業報告提供深度的產業
概述、最新產業發展消息與新
聞連結、官方新聞稿、產業相
關研究文章與產業領導者之公
司財務數據等。  

• 每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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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Snapshots 

ABI/INFORM 必讀資源–Industry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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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Snapshots-  
Boeing Company Financial Report 

ABI/INFORM 必讀資源–Industry Reports 



• 600多種商學案例全文資源，來
自100家跨國企業公司，例如: 
Kellogg’s、Adidas、 IKEA 
以及Nestlé，其包含各種熱門
議題：公司治理、永續經營、
行銷、通路、供應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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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100 Business Case Studies 

ABI/INFORM 必讀資源– Case Study 



Reportal 

10/13/2015 

Challenge 2:  

Boardroom 
Challenge 

This activity integrates your learning into a live boardroom situation. 

Working in groups you will simulate the behaviour of the Board of a real 

organisation in response to a given real life scenario or issue. This is a 

challenging and highly interactive activity where you will apply and test 
your leadership skills. 

• 提供自1995年迄今，超過90個
國家的全球公司年報，包括10K
年報和Interim中期財務報告。 

• 公司財務年報以圖文並茂的精美
設計提供獲得財務數據外，更透
過該年報與投資者說明該企業的
核心經營理念、商品及公司未來
發展。 

ABI/INFORM 必讀資源– Company Report 

應用實例：英國里茲大學MBA課程中，提供學生學習企業高階主管進行
公司重大決策時，即提供案例公司的財務年報，並訓練學生透過財務年
報，快速瞭解一間公司的現有問題、未來發展目標以在會議中模擬該公
司可能的討論議題與新策略。 



Company SnapShot 

• 除了收錄全球金融與科技產業
公司，另外包括各國主要產業
及發展中產業，如: 美國的製藥
業和國防產業、中國銀行業和
生技業、印度IT產業和澳洲釩
鐵業 

• 每篇公司報告涵蓋: 最新財務公
告、公司簡介、競爭對手與產
業現況 

 

• 即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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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INFORM 必讀資源– Company Report 



Canadean Company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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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蓋全球53種FMCG行業，約315
家公司，89,168+筆公司報告。每
篇公司報告包含公司歷史背景、人
事資料、主要商品服務、SWOT分
析、近五年財務數據及圖表等。 

• FMCG（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快速消費品，是指那些使
用壽命較短，消費速度較快、消費
者需要不斷重複購買的產品，涉及
食品、飲料、化妝品、洗滌用品、
日常用品、煙草等。 

 

• 即時更新 

• 單篇售價$99 ~$125美元 

 

ABI/INFORM 必讀資源– Company Report 



• 益百利擁有30餘年的收集商業信用資料的經驗，收錄逾4000萬家
美國公司資訊，包括私人企業和上市公司資料，特別是中小型企
業 公司報告資訊包括：連絡人、公司規模、所屬行業、MSA，銷
售範圍、企業類型、破產記錄、信貸風險等。是研究行業資訊、
市場規模和瞭解美國公司，做為學術研究和找尋工作的絕佳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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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an Commercial Risk Database 

益百利商業風險資料庫 

ABI/INFORM 必讀資源– Company Report 

 本資源自2014.05上線至八月已
經成為ABIC全文刊物使用排名第
五名，熱門程度可見一斑！ 



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論文 

• 21,256+篇NBER Working Papers索摘及全文連結  

•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署(NBER) 創立於1920年，是一個非官方、非營利
的研究組織主要是研究經濟方面的科學和經驗(尤其是美國經濟)並以
不偏頗公眾決策人、商業專家、學者任何一方情況下說明與進行經濟
研究。 

 

RePEc (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 經濟研究論文 

• 427,963+篇RePEc Working Papers索摘及全文連結 

• RePEc是一個經濟學研究論文之網站，是由數百名志願工作者中的共
同合作維護並傳播其研究成果，目前是維持獨立的基金運作方式，不
接受任何單位之補助。 

10/13/2015 31 

讓您掌握最新研究動態，不再慢半拍! 

ABI/INFORM 必讀資源– Working Papers 



ABI/INFORM 必讀資源–權威財經報刊雜誌 

79% 商學學者於研究中
使用此商學資源 



ABI-C擁有最多元化的資源 

Research  

Target 

Scholarly 

Journals 

Industry 

Reports 

Country 

Reports 

Dissertations 

Newspaper Magazine 

Company 

Profile 

SSRN 

ABI-C擁有最符合
全台需求的期刊 

讓您隨時掌握
學術發展潮流 

Hoover’s提供您
權威企業資訊 

提供商學院必看
的華爾街日報 

收錄最權威的
商管相關雜誌 

提供總價超過2000

萬新台幣的BMI報告 

收錄最權威的
EIU國際商情 

提供46,160多
篇商學論文 

Scholarly 

Journals 
Industry 

Reports 



ProQuest 新舊平台說明 

漢珍數位圖書 



ProQuest新平台三大特色 

簡潔 優化 使用者 

單色清爽風格 

精簡繁雜功能
項目 

Highlight重要
資訊 

版面配置更符合
網頁瀏覽習慣 

功能位置設計與
切換方式更加便
利 

直觀設計讓使用
無障礙 

改版重點來自
全球使用者調
查結果分析，
重視使用者經
驗與建議 

提供行動研究
學習最佳途徑 

 



首頁訊息與功能 
1 

新版將螢幕上方各項功能 (Ex： 語言選擇)，收進
右方『資料夾』與『個人化』圖像顯示功能中。 



檢索功能 

進階檢索 
• 布林邏輯與欄位
設定 

• 以引文查找全文 

• 命令列 

• 尋找相似項目 

• 訃聞 
• 資料與報告 

 

 

 

基本、進階、出版物、瀏覽 

進階檢索 

• 布林邏輯與欄
位設定 

• 命令列 

 
 

 
精簡化 

使用者需求 

 

2 



舊版-進階檢索頁面 

單欄 

舊版的更多欄位與限縮設定以單欄呈現，
畫面稍長而不易發現、使用。 



新版-進階檢索頁面 

雙欄 

新版刪除非經常使用的檢索功能並且以雙欄呈現
更多檢索選項，方便讀者一眼找到所需限制條件 



  檢索結果頁面 

顏  色 功能欄 

新 

舊 

    單色藍色 
           簡潔 

        左側 
較符合多數人習慣 

           右側 
 

    多色呈現 
      無法聚焦 

      

輸 出 

     下拉選單 
        呈現簡化 

   所有功能並排 
 

3 



舊版- 檢索結果介面 



新版- 檢索結果介面 

檢索結果再次縮小範圍的功能列移至左方，以符合功
能列多在網頁左邊呈現之慣例，同時僅列出最常使用
的引用、列印、郵寄功能以圖像呈現，畫面更簡潔！ 



    單篇結果頁面 

閱  讀 功  能 

新 

舊 

PDF比例正常         書籤式 
  強調常用功能 

        排列式 PDF比例寬幅 

格 式 呈  現 

新增『快速檢
索』功能 

僅提供相同主題
或是相似文章 

4 



新舊版PDF呈現 

舊版 

新版 

新版取消原來拉寬PDF檔呈現的設計，讓文件以更自然的方式呈
現，閱讀視覺更為協調。 



舊版-單篇檢索結果 



新版-單篇檢索結果 

以書卡方式便利不同格式的切換，同時將最主要的『下載
PDF檔』之功能，以底色且放大區塊的方式，快速引導使
用者目光。而不常使用的下載功能一律收進More中。 



ProQuest 平台特點介紹 



支援ProQuest 新平台之瀏覽器 

• Firefox 10 以上版本 

 Google Chrome 18 以上版本  

 Safari 5 以上版本 

 IE 7 以上版本 



ProQuest 平台特色功能 

•多種進階檢索選擇，如： 
–基本檢索 

–進階檢索 

–命令列 

•檢索結果預覽 

•多種檢索結果篩選功能 

•「我的檢索」個人化帳密功能 
 



自動完成關鍵字 

系統自動記錄使用過的關鍵字，讀者僅需
鍵入幾個字母，系統將自動產生建議關鍵
字，節省輸入關鍵字的時間 



進一步縮小檢索範圍 

更多專為個別資料庫設計的欄位  

系統針對不同資料庫的特性，提供更
多專屬於個別資料庫的欄位，方便讀
者進一步限定檢索結果 

可以利用布林邏輯(AND、 OR、 NOT )設定檢索條件 

進階檢索 



進
階
檢
索-

命
令
列 於此以欄位縮寫，如 TI表示文章標

題，及布林邏輯，建立檢索策略 



標明關鍵字 

檢索結果呈現部
份內容，並標明
關鍵字，方便讀
者篩選檢索結果 

 



摘要預覽 

滑鼠移至文章連結右側的預覽鍵
來預覽文章摘要，不需離開檢索
結果頁面 

預覽提供文章連結 

由彈出之預覽視窗中，可直
接點選文章全文連結，進入
文章本身 

預覽工具列 

預覽視窗下方提供「電子
郵件」、「引用」等功能!  

不同的圖示代表不同的資料
類型 

「修改檢索」、「儲存檢索」
「新知通報」、 「建立RSS

訂閱」 、 「檢索歷史」連結 

檢索結果頁面簡介 



檢索結果排序及分類功能 

檢索結果可依「關聯性」或「日期」
排序，使讀者更迅速找到所要結果  

強大的檢索結果分類功能，由不同角
度為讀者進行分類以達到縮小結果範
圍，可輕易透過不同的分類來篩選檢
索結果 

檢索結果分佈的年代，讀者可點選不
同的年代，檢視相應之檢索結果 



出版物名稱 

 檢索結果的出版物名稱與筆數 

   

 

 

 

檢索結果分類功能:由不同角度進行分類 

 



• 視覺化呈現檢索結果分佈的
年代，讀者可點選不同的年
代，檢視相應之檢索結果。 

 

 

檢索結果分類功能:由不同角度進行分類 

 

可以自行輸入特定日期 



檢索結果輸出 

檢索結果可以寄送到電子郵件、列印、引
用、匯出至書目軟體、儲存為檔案 



文章翻譯功能 

於文章頁面，點選「翻譯」，可
將文章翻譯成「繁體中文」等

13種語言 



參考文獻連結及Other 

Items You Might Like 

文章右方提供參考文獻
連結，並提供更多類似
文章，供讀者延伸參考 

單筆檢索結果頁面 



新知通報功能 

讀者可於檢索結果中，「建立新
知通報」(alert)或 RSS 訂
閱，或利用個人化「我的檢索」
功能「儲存檢索」 

新知通報 



關於我的檢索 

建立帳戶，需在學校IP範圍內建立 

單個email可建立多個帳號，只需更換username即可 

「我的檢索」帳戶所產生之使用統計，將併入各校之使用
統計中 

「我的檢索」帳戶，不透過ProQuest新介面管理平台管理 



我的檢索-申請帳號 1. 點選「我的檢索」 

2. 點選建立「我的檢索」帳戶 

3. 填寫所有空白欄位以建立
帳號， 如學校使用
RefWorks，可在此設定連結 



 

 

謝謝您的耐心閱
讀！ 

 

【台北總公司】  

110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315號7樓 

電話：(02)2736-1058   

傳真：(02)2736-3001 

網址：http://www.tbmc.com.tw 

【台南辦事處】 

710台南縣永康市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傳真：(06)302-5427 

E-mail：info@tts.tbmc.com.tw 

謝謝指教! 

【台北總公司】110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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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