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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綜合知識庫
新聞時事․人文社會․國防軍事․政府報告․商情統計․出版目錄
1802-2014․1600 種核心報刊․2500 萬篇․42 種資料庫․每日更新

來自俄羅斯․烏克蘭․獨立國協․前蘇聯․中亞諸國

全球唯一即時資訊
報 刊 類
●俄羅斯對伊斯蘭研究資料庫（UDB-ISL）

伊斯蘭教是俄羅斯第二大宗教，俄人中有一百萬人自認是穆斯林，本庫為原版影像資料庫，收錄莫斯科、
諾夫哥羅德、馬哈奇卡拉報刊，報導伊斯蘭組織在俄羅斯境內及海外活動、俄羅斯穆斯林區之政經發展，
及伊斯蘭在俄國之教育狀況。
●俄羅斯全國性報紙線上資料庫（UDB-COM）

英俄文兼有，收錄 65 種以上俄羅斯官方與非官方之核心報刊，包括新聞時事、政治、經濟、科學、文化、
公共事務等層面。從 1980 年至今，大部分為獨家資料，內容隻字不刪，包含原始圖表與版面。
●俄羅斯地方性報紙線上資料庫（UDB-REG）

收錄俄羅斯聯邦 108 種以上地區性重要報紙，包括莫斯科、聖彼得堡、北高加索、車臣、加里寧格勒、海
參威、西伯利亞等地。
●俄羅斯國防軍事報刊線上資料庫（UDB-MIL）

40 種以上核心報刊，含全國各主要戰區之陸海空三軍報刊等，英俄文，大半係獨家情資。
●烏克蘭報刊線上資料庫（UDB-UKR）

英.俄.烏文，收錄 2002 年至今 37 種以上烏克蘭報刊，全球唯一的烏克蘭報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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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蘇維埃報刊當期文摘線上資料庫（UDB-CDPSP）

英文版，涵蓋 1949 年至今，蘇維埃/俄羅斯報刊、政府檔案、特殊主題期刊，由美國斯拉夫學者指導翻譯。
●莫斯科大學先驅報線上資料庫（UDB-MGU）

25 個不同的主題的獨家內容，包括：數學、化學、地質、生物、經濟、法律和歷史等主要學科。

新聞雜誌類
●EV

新聞資料庫（UDB-EVP）

含 8 種英文期刊，聚焦於中國、俄羅斯、前蘇聯之地理區域，主題涵蓋內政、外交、國關、軍事、商業、公
共衛生、環境、社科、文化、地理等。
●全球新聞連線線上資料庫（UDB-WNC）

英文版，由「全球新聞連線社」（World News Connection, WNC）提供來自西歐各國媒體之資訊彙整。包含重
要社經、政治、科學、科技、環境議題與事件，取材自各報精選文章、會議公報、廣播電視、期刊、未分類
科技報導等之英譯稿。一般而言，這些資訊都可在各媒體發佈消息後之 24－72 小時內收錄於本庫中。
●俄羅斯新聞社線上資料庫（UDB-NEWS）

英俄文，收錄俄羅斯與前蘇聯最知名、最權威之十大新聞通訊社新聞，至少 894,064 篇報導，每日及時更新。
●AAASS

新聞網線上資料庫（UDB-NN）

英文版，「美國斯拉夫研究促進協會」（AAASS）出版之「斯拉夫研究」新聞雜誌月刊，創立於 1960 年，
前身為「AAASS 新聞信」。本庫完整收錄 1960 年至今所有圖文內容，涵蓋政治學、歷史、語文、人文科
學等。它可能是見證西方學術在斯拉夫、俄羅斯、中歐、歐亞研究方面如何演進之最佳電子資源。
●論證與事實線上資料庫（AiF）

"Argument and Fact"，1990 年曾為全球發行量最高之期刊－3350 萬份，列入「金氏世界紀錄」。1978 年由俄
政令宣傳機構「知識」（Znanie）創立於莫斯科，主要提供共黨宣傳員政經統計數據與其它難以取得之資料。
●國際事務：俄羅斯國際雜誌線上資料庫（UDB-IA）

英文版，50 年以上蘇聯外交部官方期刊，撰稿者包括高階外交官、來自俄羅斯政府與學術機構之政治析家。
●Nauka

出版期刊線上資料庫（UDB-NAUKA）

收錄知名出版機構 Nauka 所出版、所有俄羅斯社會政治學科之領導性期刊，非常實用。

政治檔案類
●鱷魚雜誌(Krokodil)

前蘇聯最具盛名的政治諷刺雜誌，也以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短篇故事，幽默詼諧的漫畫或文字訕笑資本主義國
家，並攻訐諸多反蘇維埃的政治領袖、種族及宗教團體等聞名。
●拉比林斯迷宮-俄羅斯政商人物傳記庫（Labyrinth）

收錄 25000 篇俄羅斯政治家、官員、商界人士之傳記，包括俄羅斯聯邦政府、行政單位、主要政商組織等。
●蘇聯烏克蘭選暫文宣匯整（Election Campaign Materials Collection）

含 2010 年白俄總統大選，2012 年喬治亞國會大選，2012 年亞塞拜然國會大選，2012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2012
年烏克蘭國會大選，2011 年俄國國會大選，2011 年南奧塞提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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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資料庫
●波羅的海報刊線上資料庫（UDB-BAL）

收錄愛沙尼亞與立陶宛發行最廣之俄文報紙，尤關注種族問題之探討。
●塞爾維亞新聞檔案庫（Ebart）

提供各種觀點、包羅萬象的廣播媒體線上新聞檔案，為研究塞爾維亞政治事件之獨特工具，兼有英文界面。

中亞資料庫
●中亞大博弈雙月刊（Bol’shaia Igra, The Great Games, Complete Digital Archive）

一份關於中亞五國之分析性雙月刊，此五國為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坦、塔吉克、土庫曼。關注範
圍包括：內政外交、軍事國安、全國與區域經濟、人口統計議題等。本庫提供 2007 年至今之原版影像，
並輔以文本，用戶可很方便地瀏覽並在文本內搜尋。
●中亞新聞摘要雙周刊（Central Asia Press Monitor）

有關中亞五國新聞文摘的俄文期刊，從中亞紙本刊物與線上媒體中摘錄重要政治、經濟、文化事件等新聞。
●中亞報刊線上資料庫（UDB-CAS）

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之英俄文權威報紙，尤專注於報導經濟、立法方面之反對
份子與商界投資人之觀點。
●高加索線上資料庫（UDB-CAU）

英俄文兼有，統括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等高加索地區的情勢觀測資訊和期刊，及全球獨家內容。
●北高加索線上資料庫（UDB-NCAU）

19 份北高加索主要報紙。
●阿富汗地形分析線上資料庫（UDB-AFG）

英文版，含阿富汗 128 個主要地區之地形、地理環境分析與地圖。

人文社會類
●杜斯妥也夫斯基特輯 (Dostoyevsky Search Collection)

涵蓋「杜斯妥也夫斯基學」的當代研究、往返書信、自傳素材及文檔，及評論杜氏之影響等。
●俄羅斯文學過刊 (Russkaia Literatura Digital Archive)

知名的批判文學期刊，為「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文學研究所」於 1958 年創刊，保有當代俄羅斯/前蘇聯諸多作
家傳記文學及其批判作品，大量古典及現代俄國作家及詩人的研究報告、討論文檔、分析與批判文章等。
●蘇聯文化期刊資料庫（Sovetskaia Kul’tura Digital Archive）

Kul’tura 是 1929 年至今，蘇聯及俄國最重要的文化領域出版品，回顧了文學、戲劇、電影、藝術等領域重
要事件，為過去 80 多年在藝術文化方面千變萬化的蘇聯社會，提供獨特視野。
●人文社會期刊線上資料庫（UDB-EDU）

英俄文，含「俄羅斯科學院」與獨立性學刊，至少 79 種重量級知名刊物之全文圖像版，126,176 篇以上專文。
●Iskusstvo

Kino 電影期刊 (Iskusstvo Kino Digtal Archive)
俄羅斯與前蘇聯在電影文學與視覺藝術方面之領導性學刊，創刊於 1931 年至今，包含國內外電影評論、
電影理論、電影史、影片回顧、電影劇本、電影場景、藝術表演等方面。最早名稱為 Proletarskoe
kino,後更名為 Sovetskoe kino,後再更名為現在之名稱。本資料庫為全文圖像版。

●Voprosy

Literatury 線上資料庫（UDB-VL）

研究俄羅斯文學史必讀刊物，1957 年創刊至今完整收錄，以發行蘇維埃時期俄羅斯作家禁作之精選集聞名。
●Vestnik

Evropy 線上資料庫（UDB-VE）

俄最早的文學政治類期刊之一，在俄史研究學者中享有盛名，對於俄文學與社會思想發展，扮演要角。
●Voprosy

Istorii 線上資料庫（UDB-VI）

俄羅斯科學院出版、最老牌傳奇的蘇維埃與俄羅斯歷史期刊。自 1926 年創刊以來，持續為俄羅斯與全球大
事件提供學術觀點，最早名稱為「Istorik-Marxist」，後為「Istoricheskii Zhurnal」，1945 年後才更名為現名。

法 律 類
●KODEKS

俄羅斯法律線上資料庫（UDB-KODEKS）

俄羅斯法律之主要法源。收錄 1991 年至今，數千件文件檔案之俄文及英譯本。
●GARANT

俄羅斯聯邦法律線上資料庫 (GARANT)

俄羅斯聯邦現行法律之高品質英譯資料庫，回溯至 1992 年，有些案例還更早，收錄 25000 件法律檔案。

政府統計/出版品
●俄羅斯人口普查線上資料庫（UDB-CENSUS）

英俄文版兼有。共 14 卷，近 13000 頁，可以任意人口指標檢索資料。
●俄羅斯政府出版品線上資料庫（UDB-GOV）

含總統命令、政府文件、杜馬國會公聽會、法案立法過程、法案表決票數、政府調查報告與統計資料等。
●俄羅斯／獨立國協統計出版品線上資料庫（UDB-STAT）

英俄文，收錄 109 種、1396 期(冊)以上俄羅斯官方 Goskomstat Rossii 及其地方分支，獨立國協統計委員會
Statkmitet SNG，與前蘇聯統計調查機構之出版品，圖文並茂。

圖書館/目錄類
●圖書館資訊學線上資料庫（UDB-LIB）

第一套為圖書館員製作之俄文版線上資料庫，收錄最具影響力之圖書館專業期刊。
●俄羅斯全國出版目錄線上資料庫（UDB-BIB）

查詢俄羅斯文字與非文字出版品之突破性工具，包括所有 Knizhnaia Palata 出版品目錄，專為圖書館員設計。

醫藥衛生類
●醫藥與公共衛生期刊線上資料庫（UDB-MED）

收錄 27 種、28,926 篇以上 領導性俄文期刊，含官方報告、政府出版品、非官方機構之重要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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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檔案庫 (SDA)
「耶魯大學出版社」與 RGASPI (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合作出
版。耶魯從 RGASPI 四萬件文件中，選出兩萬八千件、三十八萬頁，有
關史達林個人傳記、政府工作記錄、外國事務政策等部分，數位化成本
庫。共分成以下幾大類:
1.
2.
3.
4.
5.

史達林於 1889-1952 年間親撰之文件。
史達林於 1911-1944 年間親撰之文件。
史達林個人圖書館超過 300 本的書籍中，史之親筆註記。
史達林的傳記資料。
1917-1952 年間，史達林 188 張地圖上之通聯記錄，及史的親筆註記。

耶魯以其著名之共產主義檔案系列(AOC)、館藏書、數位檔，補充了本庫有關蘇聯、俄羅斯、國際共
產黨 75 年歷史之學術評論，其中的數百份一手文件有英譯本，英譯本中有不少選入本庫中，可與俄
文文本/原始版面兩相對照。戰時史達林與克里姆林宮總統間之通聯記錄，盡在本庫，同時也包括史
達林與美、英、法、德、義等國知識分子之書信往來，提供許多研究這位獨裁者政治生命之新觀點：
1.
2.
3.
4.
5.

二戰前俄對德之外國政策。
史達林與蘇維埃祕密警察組織 NKVD 頭子尼古拉葉若夫於大淨化運動(Great Purges)中通信記錄。
二戰後，史達林對於政治局如何處理世界新秩序之政策指導。
史達林與西方知識份子及政治領袖間之關係。
史達林對列寧、托洛斯基、巴克哈閏等蘇維埃領袖之批註。

耶魯大學出版社編輯此庫之編輯群，包括各北美多個名校在此領域之權威學者。
免費試用詳 http://www.stalindigitalarchive.com/frontend/

真理報 98 年資料庫
(Pravada Digatal Archive, 1912 - 2009)
真理報(Pravda)是 1918 至 1991 年間，蘇聯共產
主義和其黨中央委員會之喉舌。原為 1912 年
創立於聖彼得堡的地下刊物，創報後廣泛引起
底層勞工閱讀，很快地成為主流報。
1912-1914 年間，為躲避來自沙皇政府的打壓查禁，曾八度更名，一度遭強制停刊。直至 1917 年二月革命
沙皇倒台後才復刊。但隨即面臨社會民主黨中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派系鬥爭，數度變遷，直至十月革
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掌握實權，真理報遂成為蘇聯共產黨的官方刊物。自此，在整個蘇聯時代裡，
真理報扮演著傳遞共產黨中央官方路線的角色，閱讀真理報成為所有黨員的義務。真理報維持其官方喉舌

的地位，直到 1991 年隨著蘇聯的解體，葉爾欽下令停辦。之後仍有些民族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新聞業者，間
歇地以真理報的名義出版紙本與線上報紙。如今，真理報象徵與俄羅斯聯邦對立的共產黨立場。

真理報是一份自蘇聯時代開端便維持記錄的報紙，在今天的俄羅斯仍是一個重要的新聞來源。這份超過九
十歲的貴重史料，讓現在的研究者得以研究俄羅斯及蘇聯的編年史，從俄羅斯革命到二次大戰、冷戰、蘇
聯的殞落，以及其間的每件大事。列寧曾寫過許多文章，並對真理報的編輯直接提供指導，使它成為可供
論辯的園地，下起地方鬥爭，上至中央的政治和理念問題。一般勞工也可在真理報上發表他們的意見，寫
下每天的生活瑣事，像是對劣質商品的抱怨、政府的失誤，或是對官僚的異議等。其中許多文章宣傳了勞
工激進主義。

消息報 94 年資料庫
(Izvestiia Digital Archive, 1917 - 2010)
《消息報》(Izvestiia)是俄羅斯最老牌、最權威
的報紙之一，1917 年至 1991 年蘇聯解體期間，
是蘇聯政府最高層機關報。本庫完整收錄
1917~2014 年，97 年克里姆林宮官方報紙第一
手史料，罕見且不易取得之史料，首度以電子
資料庫型態問世，共計 25000 期、186000 頁、30 萬幅圖、100 萬篇文章，可以全文檢索。
蘇聯解體後，《消息報》成為獨立出版物。1917 年“二月革命”爆發以後，《消息報》於當年 2 月
28 日在彼得格勒（現聖彼得堡）首次發行，並成為“彼得格勒勞工蘇維埃與士兵代表”的主要新
聞報紙。“十月革命”以後，
《消息報》落入布爾什維克手中。當新的蘇維埃政府成立後，
《消息報》
隨之一併遷入莫斯科。
《消息報》是當時蘇維埃政府面向公眾傳達政府政策的主要宣傳媒體，在 30
個國家派駐通訊記者，因其開闊的國際化視野而享有盛譽。這使得《消息報》也成為蘇聯外交政策
對外對內的主要消息管道。
《消息報》歷經列寧時期、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時期，記錄俄國革命、納粹集中營解放、人
造衛星、柏林圍牆倒塌等重要史實。在蘇聯時期，《消息報》已較一般官方黨報更少意識型態，到
了赫魯雪夫「解凍時代」
，
《消息報》更倡導「改革」與「去史達林化」
，並確實扮演要角。
《消息報》
的輝煌延續至今，是當代俄羅斯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主要內容包括俄羅斯與國外主要政策和事
件、分析評論、經濟和商業、文化和教育等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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