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lexander Street Press 亞歷山大影音資料庫 

2014 年 9~11 月試用中 ! 

提供醫學教育類相關資源，包含牙科、諮商、心理、護理、復健、運動醫學、衛生政策等，

同時提供非醫學資源(音樂、戲劇、文學、科學、社會科學等)供試用，總計包含 568,000+ 唱

片專輯、44,000+ 影片，63,000+ 書籍與文件。 

首頁：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  

（進入後，依需要點選左上角 Disciplines(學科) > Health Science、Psychology & Counseling 等） 

帳號：reviewer 

密碼：578heroic3（9 月）、98jovial435（10 月）、3expressive786（11 月） 

特色：1. 可搜尋影片字幕全文。 

2. 影片內容全文字幕同步跟著影片滾動、可選取字幕連接到影片內容。 

3. 可剪輯影片中的某一段內容、產生永久有效的嵌入式 URL (線上有權限者才能讀取)，

並儲存做教學或論文之引用。 

4. 內建 Google 翻譯器，介面、字幕可切換為中文等各國語言。 

5. 可建立個人共享播放清單(需自建帳號)，提供學術社群互動與分享。 

6. .可傳簡訊到手機分享 (48hr 內可閱聽) 

 

重點資料庫簡介： 

1.  

Dental Education in Video 

牙科教育影片資料庫‧330 部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dntl 

牙醫和牙科臨床技術的隨選影片暨全文資料

庫，線上提供 Global Institute for Dental 

Education(GIDE) 及 High Definition Streaming 

Video(HDiQ Dental)超過 330 部高解析度牙科臨床

教學影片。 

2.  

Counseling and Therapy in Video 

心理諮商與治療影片資料庫‧930 部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ctiv 

含全文之心理諮商與治療影片：由一群致力於提

昇諮商與治療之組織及心理學家、學者/研究員、

諮商師、精神病醫師及社工等參與製作。 

收錄資料類型包括： 

(1). 諮商片段與實際示範 (Counseling Sessions 

and Demonstrations) 

(2). 諮詢 /會診 (Consultations) 

(3). 演講、情景描述、訪談 (Lectures, presentations, 

and interviews)  

(4). 教案與討論手冊下載 (Teaching and 

Discussion Guides)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dntl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ctiv


(5). 持續進修學分 (Continuing Education Credits)。 

特別側重於當代議題，諸如：家庭治療、兒童治療、

老人治療、遊戲治療、體重控制與飲食失調、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PTSD）、性治療、文化感應治療

（culturally sensitive therapy）、及認知行為治療等。 

3. 

The Video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Therapy 

諮商與治療影片期刊‧300 部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cjiv 

  由知名諮商師、心理學家與實務工作者新近舉行

的發表會、演講與工作坊，超過 1,400 小時的影片。

影片授權來源包含美國最重要的心理衛生工作坊

提供機構 CMI (Comprehensive Motivational 

Interventions) 、Brief Therapy Conference（短期療

法國際心理治療大會）、Couples Conference（國際

夫妻治療大會）、the Evolution of Psychotherapy 

Conference（世界心理治療發展大會）、Erickson 

Congress（艾瑞克森基金會）、Columbia University’s 

Winter Roundtable of Cultural Psychology（哥倫比

亞大學師範學院所主辦的文化心理學與教育年

會）、Australian Counselling Association（澳洲心理

諮商協會）等。 

  提供了全球知名的研究員及臨床醫師的發表會

演說，討論議題包含：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mindfulness（內觀）,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認知行為治療）, 

neuroscience and counseling（神經科學與諮商）, 

addictions（成癮）, positive psychology（正向心理

學）, 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義）, ADHD（注

意力缺陷過動症）, counseling men and boys（男人

與男孩諮商）, psychopharmacology（精神藥理學）, 

evidence-based treatment（循證治療）, suicide risk 

assessment（自殺危機評估）, compassion fatigue（同

理心疲乏）, family and couples therapy（家庭與夫

妻治療）。 

  如同傳統紙本學術期刊，《諮商與治療影片期刊》

提供了諮商與心理學界的最新內容; 強調研究、趨

勢、技巧與成果的新近發表。學生或教授們在閱覽

影片時會有如臨會議現場之感，同時卻能省下參加

旅遊或研討費的花費。 

4.   超過 750 小時的影片資料，提供世界知名的職能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cjiv


Rehabilitation Therapy in Video 

復健治療影片資料庫‧420 部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rtiv 

治療、物理治療、語言治療師，闡述了與特定病患

群相關的解剖學及神經學議題，同時揭示著治療這

些病患的有效技術與方式。透過鏡頭呈現治療師與

真實病患的互動，輔以模具、插圖解說的配合，本

資料庫將為教授與學生提供珍貴的一手研究資

源，具體呈現醫療現場的醫病互動模式，進而將理

論代入實踐。 

  適用對象：《 復健治療影片資料庫 》是專為大

學部及研究所程度之教學及研究而設計的，適用於

職能治療、生理/物理治療、語言病理學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運動醫療、運動科

學、運動保健（athletic training）、以及與這些議題

相關的綜合性討論。本資源對病理治療師

（therapy-assistant）之培訓課程亦將提供莫大助

益。涵蓋主題：適應策略 adaptive strategies, 老化

人口, 精神性失用症 apraxia, 全髖關節置換術 

arthroplasty, 吸入 aspiration, 輔助技術 assistive 

technologies, 自閉症, 平衡, 腦損傷, 腦性麻痺, 

唐氏症, 穿衣和定位 dressing and positioning, 進食

和吞嚥, 精細和大動作技能 fine and gross motor 

skills, 手部功能與手寫功能, 半身麻痺 hemiplegia, 

張力減退 hypotonia, 關節鬆動術 joint mobilization, 

學習障礙, 移動與步態mobility and gait, 多發性硬

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 筋膜鬆弛 myofascial 

release, 神經解剖學 neuroanatomy, 神經發展治療

系統 neurodevelopmental treatment (NDT), 疼痛處

理, 兒科治療 pediatric therapy, 關節活動度 range 

of motion, 呼吸 respiration, 蕾特氏症 Rett 

syndrome, 學校治療 school-based therapy, 軟組織

鬆動 soft tissue mobilization, 語言障礙, 運動傷害, 

斜頸 torticollis, 超聲波治療 ultrasound therapy 等

等。 

5. 

Nursing Education in Video 

護理教育影片資料庫‧357 部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mcom 

  由亞歷山大與全球最大護理教育影片供應商梅

德康 Medcom 合作之護理教學影片,讓教師和學生

能隨時隨地線上檢閱 Medcom 備受推崇的訓練課

程影片。護理影片能提供護理這個高度實作型行

為，相當理想的訓練途徑，讓護理系學生與護士於

臨床時，有機會實際觀摩這些高難度的技術程序、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rtiv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mcom


及複雜的醫病互動關係。資料庫適用範圍：(1)解

剖學和生理學、(2)基礎臨床技能、(3)心臟病學、

(4)溝通(、5)老人病學、(6)感染控制、(7)護理的法

律層面、(8)長期看護、(9)用藥管理、(10)醫護助理

技能、(11)產婦護理、(12)小兒科、(13)手術護理、

(14)傷口護理。 

6.  

更多學科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 

  包含藝術與設計、多樣性研究、歷史、文學與語

言(戲劇/電影)、音樂與表演藝術、個人興趣(烹飪/

如何做/旅遊)、科學與工程、社會科學等，亦可亦

一併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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