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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言字典

Afrik aans(顯非淵椅蘭語)

Dic030 Afl叫kaans-) English Didionary 

URL : Http:/ / www.york.ac.uk/-drhlOl/lexicons/afrikaans.htm 

蚊錄，竟閩

置是一本南非酬何蘭語-J起草小型辭典，收錄一些常種使用的字詞和丹

語，以對間表方式蝠排，其土豆吹自在前 ， 監字母廟fl'畫作列，相同聾違章的南非

荷蘭語 (躍馬拼音)在聾，並盟有作字義解歸。

使用總

可見費使用，不軍取得使用線 。

彼索 3守法

國覽15式。 (07/18/96)

Albanian (間團巴尼亞語)

Dic031 Albanian-) English Dictionaη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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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Hnp:/ / www.yùrk .ac. ukj-drh lOlIlexicons/albanian.htm 

枚銀範圓

盡是 阿爾巴尼亞語一英語割開妾，提拱作為*湛鼎的片語和字彙，以

好輯方式組蚱，分為 greetings (間缺語) 、 general vocabulary ( 艦字彙) 、

numbers (數字) 、 days of the week (星期)等四穎 ， 阿爾巴尼亞語(單馬拼音

)款自在前，相同章是楚的英語在後，革但有作字畫畫解擇。

使用機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令軒昂慨。

被季芳浩

國覽方式。 (07/18/96)

Algerian(問團互利E語)

Dic032 A旬-erian-) English Dictiona l1 

URL: Http://math.www.uni-paderborn . de/ HTML!Dictionaries/ 

algerian. html 

收錄，毫團

還是阿圓且利亞語英語字典，目前的在監展 ， 監字æ順序緝排，每

一款固夢IJ出詞位置字斃的英宜解釋。

使用罐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惜。

每食業方法

闡覽1句式。 (07/17/96)

Basque {巴斬草輯)

甜甜甜 B.明ue-)English Dictiona:ry 

URL: Http://weber . u. washington . edu/-buher/Basque/hitz.. html 

收錄，也回

適量 巴斯克g~ 其語對間表，其語歡自在前，相同盟義的巴斯克語 (握

馬蟬音)在佳，並沒有作字議解縛，偏排做英語敏因字母廟序。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權。

後業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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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方式 ﹒ (07/18/96)

Belarusian( 自幢矗斯語)

Dìc034 Belarusìan-) Engli晶晶叫。""y

URL: Http://viadrina.euv.frankfurt-o.de/-euv-l曲5/blreng

收錄，也回

l的

置是自傲濯斯諾真話字典，監字母緝啡，並附有 greetings (問候語) 、

numbers & numerals (數字) 、 names of weekdays (星期) 、 months ( 月 ) 、

daytimes (時間 ) 、 seasons of the year{季師 ) 等，每一赦國下由觀盧斯語

(握馬拼普)在繭，詞性且英語!':輯在聾。

使用很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惰。

槍索芳淒

瀏覽方式。 (071 18/揖〉

Bengali(孟加拉語)

Dic035 Bengali (-Englìsh Diction lU'Y 

URL : Http:/ / www.asel.udel.edu/ - kaúlbangladesh/ bd _bhasha 

html# dict 

放錄範面

還是一聲語-孟加拉語字典 ，擺棋綠草者將會遇到的片語和字囊 ，收錄

的 3，000 個字糞，直接提棋 search 功能，骷讀者使用，將其語，事成孟加控

諾(雖馬拼音)。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績。

槍索方注

以 search 11式，鍵入ZEES即可得孟加拉扭 (羅馬拼音) • (071 18/ 96) 

Chinese(漢語)

Dic036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URL: Http://www.cs .cmu.edu/afs/cs/usr/ mjchan/www/cdict 

html 

收錄，巴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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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是一醒悟英語字，楚 ，直崔健棋 search 國龍， 但阻攔試皆無畫畫找到字

聾解釋郡的。

使用槍

可免費使用 ， 不績較悴使用懼 。

4食業芳法

提棋 search 功能， 矗入欲查詢的字即可。也7116/96)

Czech (捷克輯)

Dic037 Czech (-) Engl的h Dictionary 

URL : Http://ww2. fce.vutbr .cz/ bin/ecd 

收錄，‘國
還是一捷克語-英語和英語-捷克語字典，直接提拱 sea rch !均能，可直

擇要控克gg-3英語萬英語-控克錯的功能 ， 鍵入欲查詢的主英語萬捷克錯字 ， 即

得相同字畫畫的捷克語單J耳語 ， 但並扭有作字聾解陣 e

使用種

可免費使用 ， 不攝敢冉使用徽。

梭蒙芳浩

揖拱 sea rch 功能 可 躍入欲查詢的字即可。 (07/ 16/96)

Danish ( 丹lI'語 )

Dic038 Danish-) Japanese Dictionary 

URL : Http://meyer . fys. ku. dkl -osada/cgi.bi n/ordbog. cg i 

收錄，也聞
軍是-丹娑語-日語字典，直接惶拱 search 功能，健入欲蓋詢的丹蜜語

字詞 ， 即得相同字畫里的日語 ， 並以日宣顧示 ， 故須能顯示自士的 Broswer

才能使用 ， 否則將出現亂醋。

使用機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惜。

檢索芳諾

提。毛 searcb 功能 ， 鍵入欲蓋諷的字即可。 (071 1 6/9吟

。utch (菊蘭語)

Dic039 Dutch-) English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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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 Http://叩si lon. cs. unc. edu/ -glossner/ Dutch/ Languagel 

dutch_dict. html 

收錄 itlll

'" 

團是一荷輔語一英語字典 ， 目前仍在持續儡駒，收錄荷聞語字義解釋 ，

少部的有介紹用法，全書扭字母闡序騙排 ， 每一歡自如IH士j詞性及英語字破解

釋。

使用繼

可扭曲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惱。

險拿芳浩

瀏覽方式。 (071 17/96)

English ( S英語)

(→哭J!'r興。

l 一盤

Dic040 American English Dictionary 

URL : gopher:/ /gopher . uoregon . edu : 70!77/Referencel . index/en 

quire. english 

狀況

本質料庫經捌試，進λ!@-;玲:畫面並鍵λ機繁器之後， 出現訊息攝示「無

法查詢J (Ca nnot access directo ry '/ Reference/ . index/enquire. english ') 。

(07/ 17196) 

Dk041 Casey's Snow Day Reverse Dictionary 

U RL : Http://www . c3. lanl. gov : 8075/cgi/casey/revdict/ 

收錄，電閔

此為一旦字典 ， 即輸入定羲'則撞得符合直接的字﹒此外撞得該字後，

個需jj{一步了解該字，盡可串連到 Webster Dic tionary 鹽得單字的相關解

說實料。

使用憎

可把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績。

檢索方法

鍵棋 search 油能，依指定格式輸入手:發即可撞得解答。 (07/ 17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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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042 MerTiam-Webster 臼lIeg:i ate Didiona:ry 10th ed 

URL; Http://www.eb .com : 180 

收錄，車間

盡是 Merriam- 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岫ry 10th ed 的 www 版。

Merriam- Webster Collegiate D叫/OnG可是此類型字典中最瞄甜的 ，且口總

團豆 ， 收盤字詞扭過 16 萬個 ， 陣發晶晶帥萬醋，並叫科學租文學詞彙為監

U
A
t
u

都

V
鬼
!

。 Merriam-Webster Collegiate 0叫IOnary 與 Encyc10pedia Britannica 

Online 位扭同一位址，攝取得使用構方得使用。

使用權

主買什對訂踏使用，訂間方式興 Encycloped ia Britannica Online 相間，

有每月訂麟、每年訂購、攪構訂鵬等，另有提棋七天試用期棋E費者申請免費

使F詞 。

梭業方法

寶安神使用微後 ， 即可進入被告眾目能，被黨前讀先設定欲儉肅的實料庫

(但括 Britannica Online and Book of the Year 、 Britannica Online 、

Merriam-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 且儉幫結果的顯示方式 。 (07116/

96) 

Dic043 Odo吋 English Di叫。nary 2nd ed 

URL: Http://bion . mit. edu/oed . html (MIT) 

Http://www. hti. umich. edu/dict!oed <u. of Michigan} 

Http://etext . virginia . edu/oed . html (U. of Verginia} 

收錄1t!ll

此會完整的載入紙本主 22 fII} Oxford Englisn Dictionary 2nd ed 的主

士。道是一本在3英語的字頤和歷史方面置權威的參考工具 ， 內容蚊錄面充

11叩年至今誼使用過的英語字 ， 並企圖刊出近岫}年來曾誼使用過的每

個英語字，包括其歷史、字輯、拼法、單音、用法等，且每個字的周值都有

倒證且引用士 。 但著要找關於字罰單新、最前行單輔 6擎的用法、拼法、軍音

等實訊，則木適合，因t薯盟在描述三字詞曲同聲使用，而非定義字詞該如何

使用。

使用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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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會在土研l三個位址皆不能自銜進入使用， <)上三幢總是經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間葷腥構體才取得使用槽 ， 且懂撞開放駛向使用 ， 不得飯

飽使用權結使外人士，因此一般人無扭取得使用績。

檢索芳注

每一幢構惶牌的儉眾介面皆不相間，但都有布林星轉等的儉黨首睦。

(07/ 17/96) 

Die044 Webster's 甜甜。""y

URL : gopher:/ / gopher.gw . micro . umn . edu : 4324/ 1 wehster 

級況

本質科障體擱試，無任何訊號傳回 。 (O7l 17l96)

Did)45 Webster's Di<:tionary [Hypertext Wern. ter Interfatel 

URL : Http://work . ucsd. edu: 51411cgi.bin/http_webster 

收錄，車間

此當為 Webster's Dictionary 的 www 版，共看 search 功能，只要鍵

入欲蓋繭的字詞即可得到書囂，而在所得客車中的每個字皆可連描畫它的字

體，李揮部的。此外，苦輸入的字詞主持錢有錯誤，還會自動刊出接近字的情學

棋使用者選擇。若只個字祠的前面字母，則後面可用星號 ( * ) 東代替檢章。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不攝取得使用攏。

檢蒙芳淒

在 search bar 上鍵入欲查詢的字詞即可撞得解答。 (07/17/96)

Dic046 Webste向 Dictionary & Thesaurus 

URL: Gopher:/ /next2 . ms口 memst. edu: 70/11/webster 

故錯 ltlll

此書直接提棋四個 search 工具 Lookup word in dictiona叮， Search 

entire dictionary for word • Show words that start with...... • Thesaurus ' 

可直揮需要的明白儉索，每一款目歹1)出調性、 1司發字、區發字且相攔字等。

使用續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惱。

被業方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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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earch 油能，纏入欲置甜的字即可。 (07/19/96)

Dic047 Word Net 1.5 WWW Interfaee 

URL: Http://www.cogsci.prî nceton.edu/-wn/w3wn. html 

收錄，直間

此草也 Pri nceton Univers i ty 的「認個科學實盟軍J所噩晨，目前的持續

進行 。 此串的設計是以現代人員直對於字句記體的心理語言學為依據，數目之

下內容的許列與傳植字典的方式不同，並非全部牢殺皆闢示，而是必插在儉

，正立的先設置所要查詢字祠的詞性 (名詞、動詞、影響詞或副詞) , 1;1&欲置

繭的貪圖 (同學農字、巨種字、屬性、用嫻字、相近字、相關種合寧 等) , 

而所得結果為字義解釋和詞世 n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檔 e

*拿3守法

1:) search 方式進行 ， 設置肝還項且輸入欲查詢的字詞之扭即可得到解

旬，克里 害 。 〈肘/17/96)

2 且語

Dic048 The Hacker's Dictionaη 

URL : Gopher:/ /scgopher. ucs. indiana . eduI77/jargon/jargon. idxl 

Jargon 

就況

本質料廠組棚戳 ， 無t主進入 (Cannot access directory '/Jargon' ) 0 (07/ 

17196) 

Dic049 Had‘er's Didionary 

URL : Http://web.cnam .fr/Jargon 

收錄，包圍

此會收錄僅自晉、俗話 ， 並哩。考適當解釋 ， 敦白監字母順序，且具有

search 功能。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軍服得使用惱。

4企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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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周圍覽3句式 ， 團覽控字母廟序排列的數目 ， 亦可用 searc h 功能，給

入欲查繭的詞語 ，即可得到解答 。 {071l7/96}

Oif!050 Haeker's Die“。n...y

URL : gopher:/lcs4sun. cs. ttu. edu: 70/ 11lReference%20Shelfl 

Hacker%27s%20Dictionary 

就況

本實料廠盟關試，無訊息出現。 {02/0 1l96}

Did)51 Haek肘'8 Jargon Didionary 

URL: Http://wWW . tu-graz. ac . atljargon; internal&sk=3CEA4E 

697EFO 

收錄，應閉

此直"行話、司專門術語字典，款目眩字母頤序眸列，每一歡自 1身體刊出

車晉、詞性、字鹽 ，挂有串且敦白， 且提棋車站，此外字羲解釋中若有此會

收錄的字詞，也會鏈。冬連站 。 有些Il<目置附有僅詳細的註解。

趴呵証 使用續

。$ 可免費使用 ， 不理取得使用惱。

4食食方法

使用瀏覽方式，國覽聲字母順序眸歹l的歡自 " (07/ 18/96) 

Did)S2 Jargon Did ionary 

URL : gopher:/lmudhoney. micro . umn . edu: 70l7waissrc%3A / 

WAISes ./byletter/J/jargon. 8 f C 

放況

本質料庫經捌試，進入蜻京畫面並躍入檢紫語之後，出現訊息顯示無產

進入 (Cannot access directory'/WA I Ses/byletter汀') • {07/ 17l96} 

。 ie053 New Hacker's Dictionary 

URL : Gopher:! l riceinlo . rice . edu: 70/7waissrc%3A/WAIS/j/jargon 

'" 
狀況

交往賢科庫祖訓試 ， 進λ偵察畫面控縫人儉絮語立後，出現訊:tI，顧示何組

器錯誤擋車不存在 (Server error : Fi!e γWAIS/j/jargon. S f C'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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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的54 The Totally UnoWcial Rap DictioTlA叮

URL : Http://wWW . scî. kun. nνthalia/rapdictl 

收錄，在團

此字典收矗 Rap 歌曲所出現的理詣，並解釋其真正的意義，列出詢盤、原

文、曲名、年代且作者，所有款目眩字母暇時t眸刑。

使用種

可免費使用，不單跟得使用權。

梭黨方言表

叫瀏覽方式'lli(利用 search 功能，鍵入關鍵gß即可。 (07120月份

3 其他

Di t055 Acronyms Dictionary 

URL : Gopherl /i nfo. mcc. ac. uk : 70/ 11lmiscellang/acronyms 

故緣，直面

生:1 此變為首字語里捕時語棚，收錄近 6，蝴個肘，並鵬主主關軒
::{~ 儉繁功能 ， 可用首字籍、全名、閱單字等團目作為儉索點。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繼﹒

儉業3守法

使用全文關體字輩引 ， 可用首字路、全名、關鍵字導作為儉繁點。

款白內容

每Il!質科臣當首字語和全名。 (0 1 /30/96) 。

凹的時 Acronyms List 

URL: Http://wwW . !ibrary. cmu. edu/bySubject/CS+ ECE/lib/ 

acronyms. html 

收錄，車間

值為首字語清單，內容由括扭轉，名輯、會議名稱等，叫字æ.頁序昨刑。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惜。

擴散芳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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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覽字母順序3句式查詢。 (07119/96)

Dic057 8artlett's Familiar Quotation 

VRL: Http://www . columbîa . edu/ acis/bartleby/ bartlett 

收錄，庭團

m 

此圖為祖本式 Bartlett's Familiar Quolatioll 9th ed. (l90l)的線上眩，

收錄古代且現代主學出現的俗音、諺語、片語等的出處和作者.J1i作者年代

眸刑，其中苦士比亞歡固立下撞列出所有的薯作。且外睦。毛 sea rch 功能，

可輸入作者、字詢、 FfEZ 、句子，可查抽出處且作者﹒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績。

槍業旁邊

使用所提棋 search 功能 ， 輸入字詞、并輯、句于 ， 可直抽出且且作者。

(07/ 19196) 

Die058 N ASA Thesaurus 

URL : Http://www .sti.nasa.gov/nasa.thesaurus. hunl 

收錄l!1Il

此會為 NASA Th帥的M的線上版，為 NASA (龔國女空體署)所圖哩，聲

字母順序緝蚱，每一款因刊出相關字、狹撞車字、lIi聶字等。

使用機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權。

4企業方達

使用國覽方式。如7/19昂的

Dic059 Rhyming Dictionar) 

URL: Http://www . CS. cmu. edu/-dougb/rhyme. html 

收錄，直閩

此iI可用來查詢問韻字，只要輸入一牢即可得到所有同韻的字詞，對寫

作詩宜，是很好的工具，且所得字詞里可車站至 Webster's Dictionary .腫

得字擾。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軍取得使用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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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蒙旁邊

用 search 功能 ， 輸入欲查詢的字即可。 (07/ 1 9月的

Dictl60 Rodman's Thesauru8 

URL: gopher:! /gopher. nd. edu: 711771 . thesaurus/index 

使用權

本質料庫置於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該俊不主許位外使用者進入

使用。 (01130/96)

0;吋61 Roget's Thesaurus rARTFL Projectl 

URL : Http://humanities . Uchicago. edu/forms_unrest/ROGET 

html 

收錄範閔

此對科內容為 1991 年版 Roget's Thesaurus 的 www 服，自 Universi

ty of Chicag。單晨，而 Roget's Thesaurus 收揖7同聲詢、且義詞、住衛

Z司彙、習慣用語等，提拱作為同義字、臣矗字的垂驗，為作軍必備的工具 。

此距提拱7 search 功能，可作主主檢索或標題儉熬 。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惱 。

俊索芳法

利用所提怯的 search 功能，直揮作量土儉"'或標題檢察，並輸入關鍵

字即可 。 {盯1 19身份

Did)62 Roget's Thesaurus (Published 1911 ) 

URL: 1. gopher:/ / spinahap. micro. umn. edu: 70/11/Gutenbergl 

roget 

2. gopher:l /gopher. niaid. nih. gov: 70月7/.lhesaufus/index

收錄，龜固

此貴料庫內容為凶II 年服 Roget's Thesaurus 的電子肢，而 Roget's

Thesaurus 收錄7同錢宇:、區鹽字、扭術詞彙、習慣用語等，提t獎作為間接

字、民教三字的查驗，為作家必備的工具。

使用權

可免世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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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業方法

進入 Roget's Thesaurus 將出現一個直跟 (NIA ID Gopher 之下無此單

單，直接提拱 search 甜能) .其中

( Introduction l 為一小段 Roget's Thesaurus 的介紹士學和取得進一步

實訊的11法。

( Licensel為盤問事團和使用者I!!i注意事圈。

(Roget Intro l 是 Roget's Thesaurus 的詳細介紹 ，內容包括經聾頤和電

子服 Roget's Thesaurus 的差別、 Roget' s Thesaurus 的亞歷計置之事。

(Search Roget's 1911 Thesaurusl 晶 Roget's Thesaurus 的全士被黨工

具，進入此功能後牌誼要求輸入關鍵字，使用者可輸入欲查零的字詞檢熬。

(newroget. txtl則為 Roget's Thesaurus 的全宜賀科轍 ﹒ (0 1/31196)

0;吋63 Roget 's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URL: Http://www2.thesaurus.com/lhesaurus/ 

收錄，‘閏

此質科應為 Roget's Thesaurus 的 WWW 版，的 Thesaurus Company 

所單展。 Roget's ThesaurU5 係 1 852年由 Dr. Peler Mark Roget 儡輯而成，

收錄7同體詞、反聶詢、控術詞彙、習慣用語等，提棋作為同學畫等:、旦發牢

的查儉，為作家必備的工具。 l比肢提棋7 search 功能，亦可用瀏覽方式查

詢。瀏覽時可利用分頤表 (青成 Words Expressing Abstract Relations 、

Words Relating To Space 、 Words Relating To Matte r 、 Words Relating 

To The IntellectuaI Facuhies :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Ideas 、

、N"ords Relating To The Voluntary Powers : IndividuaI And IntersociaI 

Volition 、 Words Relating To The SentÎment and Moral Powers) ，也可

利用字廟衰 。

使用樽

可見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惜。

快拿方法

利用所提拱的 sear，ιh 功能，亦可周圍覽方式查詢，團覽時可利用好顛

衰，也可利用字顯置。如7/(9/96)

D岫制 The World Wide Web 缸ronym and Abbreviation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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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Http://curia . ucc . ielinfo/ net/ acronyms/ acro . html 

收錄，寬闊

此會收錄首字Eh且描寫字，提棋 search ;力腔，並向使用者喜愛*新的字

使用僅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惜

lt業方淒

盟"應 sea rch 功能，輸入首字話或縮寫字即可待解害。 {07/ 19昂的

口，書館，‘其他語宮對服字，‘

American{美麗)

Dic065 ßri tSpeak 

URL: Http://pages . prod igy. com/NY I NYC/ britspk/ main. b ml 

收錄1t個

此書為j英語一主語對照字興，收錄英、葉語中間睡不同字 (ex: centre 

fd q cmter)和同字不同瞳 (ex : first fl∞，) 的一些字詞，監字母廟序排列，可置

擇畏-笑對聞單雪是其對闊的方式。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木頭取得使用悔。

槍索方法

團覽7方式查詢 。 (07/ 17/96)

Oic066 The UK-US Di~“onary 

URL : Hup: / / www.cathouse.org/BritishComedy/lnfo/UKUSDic 

tlonary 

獄況

本質料庫經開試，無訊亞、傳回。如7/17/96)

Dic067 UK-}US English Dictionary 

URL : gopher: /luts. mcc. ac. uk : 70/77/gopherservic軒/enquire. ukus 

蚊況

本實料庫經棚試 ，無甜 Øflí田 。 (07117/96)

Oic068 U8-) UK Engl崎h Did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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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 gopher:/ / uts. mcc. ac. uk: 70!77/gophe的ervices/enquire

usuk 

獄況

本書資料廠經開試，無訊息傳固。 (071 1 7196)

Belarusian ( 自價11斯語)

Die069 Shorl English-) ßdarusian Dictionary 

URL : Hnp:/lviadrina . euv-frankfUr! -O. de/-euv.1以)5/engblrl

engblr2. html 

收錄，車間

1" 

置是一英語-自傲揖斯語字典，被*IJ閣序眸刑，並附有 g問elings (1::1 

8童話) ，每一歡自 FJ是站在前，相同聾盟的自世羅斯諾 (握馬拼音)在後，並

沒有作牢殺解釋。

使用愴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帥使用惰。

被蒙芳浩

團覽方式。 (07/17/96)

Chinese (讀語)

Dic070 English-)Chinese Dittionaη 

URL : Http://viadrina.euv.frankfurt-o.de/- euv-l005/engblr/engblr 

2.hlml 

收錄，是團

直是一』英語糢譜子，想 ，使用味，士介面，直接提棋 search 功能。有璃看使

用，每一款目之 F "1ljlll屆』建立取寧的拼法、讀晉、重晉、苦帥、品性、啡，麓

的中宜解偉、學問、參照款自士擊。

使用機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微﹒

撿蒙方法

扭扭撿索功能，給人其立即可得'1 1女解禪。“71 1 7/96)

Esperanto(圓陳露)

Dic071 English-) Esperanto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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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 Http://wwwtios.cs. utwente . nlltraduk/ EN-EO/ 

收錄範團

此書為品向rallto: 1晶'"'崎 ω，d Us川rg the llltenwtiollaL 缸IIguage 的

歡上跤，內容為英語國際語對，間字臭，使用廚際語/!~Æ!i對闊的介菌，扭軒

search 功能 ， 只要輸入欲查詢的』英語，即可得所有相關聾麗的國際語。

使用權

可把費使用，不領取得使用惱。

按蒙古法

使用 search 方法 ， 輸入欲查詢的真話即可 。 (07/ 18/96)

F，e們的 (注輯)

。ictl72 Hypersufing Oictionnaire Anglais<-) Framais 

URL: Http://mlab-power3 . uiah . fi/ English French/fe. html 

收錄，毫冒

此皆為其-法且法-;;字典 ，且使用法語介面，直接提棋 search!均值，

給入欲查詢的5英語聶佳唔 ， 可得相同牢毅的法搭車笑語，所得歡自歹'J出詞性

和唱法示範 (聲音檔) 。

使用權

司免費使用 ， 不單眼得使用惜。

布會拿芳法

捉。建 search 前能，在 search bar 上輸入欲查詢的字，並設定儉索範聞

(也洞、動詞、形咨詢、草本用語、理譜、相關衍生字等) 且輸入語雷 ( J英語

或佳話)即可查詢。 (0訂閱196)

Oic073 Hypersufìng English <一) French Oidionary 

URL : Http://mlab-power3 . uiah. fi / EnglishFrench/avenues. htm! 

收錄範圓

此 ZE為J違法扭扭』是字典，直接提供 search 功能，輸入欲查詢的5英語

前法諦，可持相肉等:麓的法攝政其錯，所f!}眩目列吐l調性和讀t表示範 (軍管

檔 I •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lìI:~1 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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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章;守法

控拱 sea rch 功能，在 sea rch bar 上輸入欲查詢的字，並設置被黨髓團

(名詞、動詞、酷容詞、基本賄譜、哩輯、相關陌生字等)且翰入諾言(英語

或法語)即可查詢。 (0711品，'96)

German{硨語)

Dic074 English (一) Deutesch DidÎonaη 

URL: Http://www.tu-chemnitz.de/-fri/fonns/dict . hlml 

收錢，也國

此串1>德括一聲器-德語對照字典，收聾的 40，α)() 字 ， 直接扭。毛 sea rch

功能，可輸入其語單德語，即可得到解害，每歡自德諾在前，相同等:梭的

英語在紐﹒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惜 。

it業方法

!11揖 search 功能 ， 可躍入英語聶德語。 (07/ 18昂的

Dic075 English-G衍man Dietionary 

URL: Http://gomera.fh-darmstadt . de 敘)()(νd i cti . html 

獄況

經制試佳 ， 瀏覽器出現「賀科接收錯誤j的訊息。{聞109/96)

Greek(希團結)

Dic076 English-) Greek Word Search 

URL: Hup:/ /www.perseus.tufts.edu/cgi.bi n/enggreek 

收錄，龜回

此為英語-希臘語字，龜，壘。書 search 功能，輸入欲查詢的英餌，即前得

希臘語。

使用檯

可見世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權。

被索方浩

使用 search 功能 。 (07118月6)

Hungarian (甸牙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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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tl77 En訓 ish (-> Hungarian Dictiona叮

URL : Http://w ww .sztaki. hu/sztaki/eJibrarylszotar . html 

故錄，也阻

還是真語-伺牙利話也晃EE字典 ， 巨縷提棋 search 功能 ， 可以給入英語

聶甸月利語字洞，查詢相同牢殺的另一語言。

使用構

可免費使用，不須阪神便用植 ﹒

快拿3守法

擺棋 sea rch 功能 ， 躍入欲查繭的字即可 o (071 16月份

Dic078 English(-} Hungarian Dictωnuy 

URL: Http://hix.mÎt.edu/cgi-bi n/ ekezet.htm\lhix/szotar/ 

收錄範囝

盡是一英語-何牙刷l語-英語字典 ， 目前做錄超過帥，“沁葷記錄 ，直接

提拱 sea rch 功能，可輸入美語單伺牙利措手:詞，主抽相同牢碧藍的另一語言

， 愴然結*時包活相關的并語 。

使用信

可免扭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愉﹒

梭眾方沒

雖拱"盯，h 功能，鍵入欲聾繭的字即可 。 (071 16月6)

ltalian (聶大利語)

Dic079 English-to-) ltalian Hypertext Dictionary 

URL : Http://www . wiJl amette.edu/- tjones/forms/italian .html 

收錄，也 III

此為EZE 殺大才開l語字典，收囂的 6，200 省在敦白 ， 雖棋時arch 助睦 ， 輸

人欲查詢的英譜即可得相同字義且相關的雖大利誦，但也有作子毅解釋 。

使用 種

可兔世使用，不頂取得使用惜 。

梭 黨方法

使用 se ，lrch 甜能 ， (07118/ 96) 

POlish (讀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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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080 English-) Polish Dictionary 

U RL : Http://galaxy . uci . agh . edu . pll - polak/slownikl 

收錄，車回

此告為英語世前語字典 ， 使用值目前ZS介面 ， 並提棋 search 功能， 輸入

其路可得較闡Zá解釋。

使用種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權。

。食業方浩

使用 search 時值 。 (07/ 1 8月。

p。巾 guese (前萄牙語)

Dic081 English-) Portuguese Dictionary 

URL : Http://w ww . if . ufrj . br/ general!dictiona ry. html 

收錄，在回

此為笑話-葡萄牙語對間字典 ， 收錄常用字詞封閉攝啡。分成ro，，，譜、

道別扭 、 禮貌世措辭、禮貌世困苦、有用fIl字 、 有用句子嚀。

使用權

可車費使用 ， 不敢取得使用惜 。

按眾方法

用胡覽方式。 (08/09/96)

Romanian (軍馬尼E輯)

Dic082 English- ) Romanian Dic:tionary of Pro\'erb 

URL : Http:// info . utas . edu. au/ docs/flonta / DP, I. I.95/ dictionary 

hlml 

故錄，也間

還是一本其館一經馬尼亞語譯詩割開字典 ， μ字母關序晶帥，消聲列出

相同聲鞋的兩種諸君的單詣。

使用僅

可免世使用，不肯頁取得使用惱 。

機旁方浩

間質方式 。 (07/1 9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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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sian (個單醋輯)

Dic083 Mueller Dictionary 

URL : Http://www.\erem.ru/cgi-bin/dicl . html 

杖緣，單獨

此1Il> 1英語俊語字典，直崔健拱 search 功能，只要輸入英語即可得鮮

盎醜宜解暉，但需監宜間文字型 。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重取得使用償 。

*業方沒

使用 search 現能，只要輸入英語即可得詳單間結解醋 。 (07/ 18月份

Slovak(斯洛伐克語)

Ðic084 Small English-) S仙也 Dictionary for Tourists [Gopherl 

URL ; Gopher:l / gopher . eunet , sk/O/doc/sJovakialtraveJlers-guide/ 

tourdict 

收錄，也團

此為一其ðg-斯福伐克語對閑著賢 ， 將Iiti避者常會遇到的字和持語歹1)聲對

餌 ， 並列出讀晉，但許列凌祖無規則 。

使用檀

可免費使間 ， 不iIí取得使用償 。

儉拿 3守主主

使用瀏覽方設 .t趕到英語後對照即可。 (07/ 1 8/96)

Ðic085 Small English-)Slovak Dictionary for Tourists [Ww\Vl 

URL : Http://www.eunet . sk/ slovakia/ . dict / tourdict.html 

收錄，草園

此為一英語斯措控克括對照素 ， 將陳遍看常會團到的字和時諾列表對

，時，並列出讀音，且附聲音檔可擋妝，也揖刑睦祖無盟則 。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構 。

被索芳浩

使周瀏覽3方法 ， 控到英語後對照即可 。 (07/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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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vene (斯措伐尼直轄)

凹的86 English -) Slovene Dictionaη 

URL ; Http://www . fri . uni.lj . s i/dictionary/a2冶 html

收錄，車回

181 

此串4J英語-斯描仕尼亞語字典，收錄包括 70，帥0 個社目，並附斯括性

尼亞語字母愛且體音吉訟。鍵棋 search 功能，輸人欲蓋繭的真諦 ， 可得相

同字義的斯福仗尼亞話。

使用機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惜。

儉業方法

使用 search ~均能，鏈入欲查詢的具摺可得相同牢麗的斯措仕尼亞諦。

(07/ 18/96) 

Spanish (西班牙語)

臨時87 Small English.to-) Spanish Dictionary 

URL ; Http://www . willamette . edu/- tjones/fo rms/spanish . htm J 

故錄，電固

此直為一小型英語-西單牙語對間字典 2 收錄的 1，訕。個m調 ， 使用非

常簡單的介面 ， 提供 search 甜龍 ， 只要輸入查詢的聲語，即可得相I吋字革

的西班牙語，並盤有作字緩解釋﹒

使用憎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慎。

機旁方遠

使用 search 助睦，輸入欲查詢的其結即可。 (07八 7/96)

Swahili (新華希理輯)

Dic088 English• ) Swahili Dictionary 

URL : Gopher:l Iyaleinfo. yale. edu : 7702/開/eng-swa. txt 

收錢範窗

此為其諾斯學需理語字典，故字母瞄fl'~卡刑 ， 每一款目 F刊出調性、

誼數彤、相同字鹽的斯5拉希理語、學冊。

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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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費使用，木須取得使用惜。

秘業3方法

使用瀏覽11式。 (0訂閱196)

Esperanto(團際語)

Didl89 Esperanω-) English Di~tionary 

URL: Http://wwwtios.cs.utwente.nl/ traduk/ EO.EN/ 

收錄範囝

此E告售為 &，伊b何"悶d盯，叫ο I缸4血彷盯n叫1111峙rg Qnd U.仙'"唔，信g ，h卸d扣，，'仙eωn川"川".叫K

緣上t阻. . 內容為團際甜英語的對照字典 ， 使用關際:ml!英語對間介函 ， 挫供

!:òearch 功能，只要輸人欲查詢的國際語，即可得所有相關賣錢的』英語 。

使用權

可且對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惱 。

愴黨方法

使用 search 功能，輸入欲蓋繭的國際語即可。 (07/ 18/96)

l)ic090 Esperanto-) English 甜甜onary

URL : Gopher:/ /wiretap . spies. com/似J/LibrarylArticlel Languagel 

esperant. eng 

收錄l!間

此書為國際語一真話對照等:興，以列表方式對照相同聾聾的國際標和1英

語 ，監牢固頤序排列，圍覽方便。

使用權

可把世使用，不!H取得使用愉 ﹒

後蒙 j; 法

使用瀏覽:布告，找到欲蓋抽的國際語即可惜相對闊的相同牢殺的英語 。

(07/ 17/96) 

Dit091 Esperanto-) German Didionary 

URL : Http://wwwti叫口 utwente. nl!traduk/ EO.DE/ 

收錄l!1II

此器為國際za ←梧話對朋哼一 興，使用國際語/德語對~<介函，提拱

searçh 功能，只要輸人欲查品)的間際語 j 即可得所有相關監控的德自!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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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領取得使用惱。

績奪芳浩

使F有 search 明能，輸入欲查詢的國際EE即可 。 (07118/96)

Esl開ian (量i'Þ1E ll語)

Dic092 Es tonian (-) English Dictionary 

URL : I-lttp:! I www.ibs.ee/dict 

收錄，巴團

此串A壁沙尼亞語 #H海量沙尼亞語字典，收錄已超過 17 欲10 字 'U

幢幢阱 search ;方能. search 1líJ可置揮』英語-量沙尼亞語單費抄尼亞語字真酷

的模式。每一敏目刊出調性、字義解釋、相關月 ES且聾毅等 。

面。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惱。

檢業方法

1:). search 方式查詢 ， 鏈入欲查詢的字詞即可﹒ (071 1 7196)

Finni sh(草蘭語)

Dic093 Finnish (-)Swooish Dictionary 

URL: Http:/ / www.nada. kth. se/skolverketlsve.fîn. html 

收錄，電間

此1111包菲闡a~-瑞典語-菲穢語字，楚，直接鏈。書 search 功能，非』的需介

使用糧

可見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幟。

績奪方這

以 search 方式查詢，鍵入欲查詢的字詞即可 。 (07118/96)

Dic094 Moflle Place Dictionary 

URL: Http://www .mofile.fi/-db.html 

收錄，吃個

此也為耳聞語!iH有一菲臟話寄:興，直接扭。每 search 功能，可騙人菲蘭

語;J<甚話，得刮目 語言相l司的字聶租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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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須取得使用幟。

俊索方浩

以 search 方式查詢，鍵入所欲置甜的字詞即可。 (071 1 8府的

French(注輯)

Die095 ARTFL (American and Freneh Research of the Treasu叮 of the 

French Language ) 

URL : Http:/ / humani ties . uchicago. edu/ forms / ARTFL . form . html 

收錄範面

此會成於 University of Chicag。與 Centre Natîonal de la Recherchei 

Scientifiqu 於 1981 年睡立的合作計劃。目前遣個聲料庫擁有近兩于篇文章

，內容從古典挂國士學到各類Jf小說散文及技巧性的寫作皆有，時代橫時

間到 20 世紀，還有少都好 17 世紀的文章，個中世紀與宜懿捏興時期 。 類

型包含小說、韻士詩、新聞寫作、評論、醬醋輿論文。主閣則但括文學理識

、思目、歷史、盟關學與哲學。使用者可輸入字詞或井疇 ， 直抽出血。

使用權

限制必讀有貢獻的纜惰才有使用惰 。

般索方滄

tJ search 方式進行 ，輸入關鍵字且檢鷺峰件即可 o (07/ 18/ 96) 

Dictl96 Electronic Didionary of French Infletted Forms 

URL: Htlp:I / www-ceril . univ.mlv . fr/ Dictionnaries/ Delaf5-en. html 

收錄，‘回
此會烏拉語調形變化字典，使用英語介函，內容收聾包括 5帥，αlO個字

祠 ， 具有 search 功能 ， 輸入字調後即可得語字的各種調形變仁。

使用權

可免扭使用 不!li取得使用惜。

儉韋 3方法

使用 search 方法 ， 蟬入欲查詢的~:調即可。{恥07/1站81均96吋} 

D叫"硨09昕7 F間'"

URL:Htt叫p:l/humani刊10健es. uc hi肥c凹ago. edu/forms_unrestν/FR .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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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錄，趕回

"1 

此圍為法語真話語ZE字典，內容收錄包括 75，以)()個字詞 ， 具有儉鷺

功能，並可使用星號 ( * )儉絮 ， 輸λ儉煞語後可得相同三字麗的另一詩書和調

性。

使用憎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權。

被蒙芳是

使用 search 方式，先選擇3英語-挂語單$!吾-英語 ，再輸入欲查詢的字

詞即可。 (O7l 18/96)

甜甜98 French-) English Dittionary 

URL: Hnp:/ / www.york.ac . uk/-drhl01 / 1exicons/ french. html 

收錄，包閔

還是一法語呂定語對闡妾，收錄一些常用片語和字彙，以字關方式組畔，法

諾在前 ， 相同聾發的要語在後，並祖有(字字體解憬。

使用植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撥。

被業方法

間費方式。如7118/96)

Gaelic(董團語)

Di t099 Gaelk DktionBry 

URL: Http://hull‘ sfsu. edu: 7890/ -jtm/GaelicJDicts/search. html 

收錄，色圖

盡是一董闡釋里語字典。此盟分成四部5} : MacBain's (收錄噩聞語字

源) 、 MacFarlane's ( {吳學習畫圖語老使用 ) 、 Ke!ly's 、 Gramadach (收揖竿

詞用法 ) ，並提拱 search 工具 ， 可四部今聞檢宗，也可只被煞某些部分 ，

並可扭捏全立撿索或標題儉步戰。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單取得使用蟻 。

4企業 lj)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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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怯觀覽且 search 南種方式; search 1í丈只要輸入蓋耳語且完成設定

即可。 (07/ 18/%)

German(白，語 )

Dic:lOO G創riadur Dictiona叮

URL : Hnp:/ / www .compling . hu.berlin.de/- johannes/dict/ 

cyrnraeg/ 

收錄範團

軍是一德語戚閣斯語德語字典，使用德ZE 威爾斯諾對!!，!，介面 ， 直接

提棋 search 功能 。

使用機

苟且對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惱。

償費食方法

提阱 search 甜能，體入欲查數抽句牢即可。 (07/ 16/96)

Di位 101 German (- ) Czuh Dictionary 

URL : Http://ww2 . fce . vutbr.cz/ bin/ gcd 

收錄!I:間

道是一控克諮-德語和總諮-撞宜語字典 ， 直接扭拱 search 功能 ， 可罩

擇要德語 捷克搭車雖克語德語的助能。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木攝取得使用構 。

梭業方滄

提i其 search 硨能 ， 鍵λ欲蓋繭的字即可。 (07/ 16/%)

Did02 German (-)C蛤eh Oic“onary 

URL: Http://www. compling.hu-berlin. de/-johannes/dict/ 

chechen/chechentrans-dict. html 

收錄範閩

畫是一德語 捶克諾德語的字典，收錄的 3.4曲事款目，直接揖!I\

sea rch 掛值 。

使用稽

可免費使用，不須取得使用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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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眾方浩

揖棋 search 功能，量入欲查繭的字即可。 {071l6/96}

Did03 German-} English Dictionary 

URL : Http://www.york .ac . uk/-drhlO l /lexicons/germa n . hlm 

收錄，車窗

'" 

盡是一本德語-;!蚓、型辭典 ，收錄一些常誼使用的軒司相片詣，以對

間表方式騙蚱，線搭車夫自在前，揖字母瞄序揖刑，相同意麗的晃語在後，並

沒有作字聶解擇。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惱。

檢業3守法

瀏覽方式 。 {071l8l96}

Did04 German-Engli詢問吋onary

URL: Http://calamity . rz-be rlin . mpg. de/eg. html 

赦況

經測試後，團覽器出現「賀科接收有誤J的訊息。 {08/09/96}

Di( I05 German-English Dktionary 

URL : Gophe r: / /gopher . informatik. tu-muenchen . deI77!isar.data/ 

wais-db/gei ndex 

成況

本質科障體捌試，進入檢眾畫面並蟬入檢索語之撞 出現訊息頤示「伺

服器掛誤J (Server error: Unknown index !ype) 0 (07/18/96) 

Did06 German-English Idioms Dictionary 

URL : Gopher:/ /gopher . utoledo. edu/77gopher.r∞兩3a%5b倒JOOOO

%5d. erics.sea rch . shell%20%20gopher. root%3a%5breference 

materials. reference-books. german-dictionary%5dgerman 

english. idioms 

妝況

本質料庫扭攔鼠，進入驗索畫面立正縫人儉5結論立後'1iJ現訊且盟員示

rServer re!urned no da!aJ 0 (071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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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l07 German-) Esperanto Di<: tionary 

URL : Http://wwwtio盲目 utwente. nl!traduk/DE.EO/ 

收錄，電 E

此為德語國際語對，明字典 a 使用國際語/德語對照介圈，提供 search

明能，只要給入欲查詢的德語，即可得所有相關單囂的圓際~lt 0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須取得使用繼 

lt 蒙古法

使用 search 方世繪入欲查詢的德語即可 。 (07/ 18/96)

Did08 Leo German (->English Didio l1aη 

URL: Hltp:l / www. leo. org/cgi-bin/dic-search 

Http:// www.travlang.com/GermanEnglish/ 

收錄範閩

此直為德語-J是話傳EE對祖字典 ， 收錄超過 120、“JO 個款白，可輸入體

語單;英語，直抽胡同字囂的男 語言 ， 且所得結柴將包括總闊的持話。

使用權

盲I且資使用，木頭取得使用幟。

機會方浩

總拱 search 功能 ， 可輸入5英語或德語。 (071 1 8府的

Did09 Zeresp。吋ukte Didionary 

URL : Http:/ / santana . un i-muenster . de/Zeres/dict/index. html 

故錄範田

還是一使用德語介面的字臭，收蟬的 15，岫) 個款目 ， 直接鏈。書 search

掛腔 ， 可遇擇德語-法諧、佳話-德語草德lã-~梧的功能。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單取得使用惱。

檢蒙芳法

提拱 sea rch 功能，揖入欲查詢的字即可 ﹒ (07/16/96)

Halaka 

Dic 11 0 lIalaka< -) English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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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 Http://www.crosscheck.com/-scott/halaka/ 

收錄範圍

1鈞

還是美語 Halaka 語英語對開字典，收揖扭過凹，α沁個歡目，直接

控拱 search 明能，輸入1英語單 Halal臼語等:祠，即可得相同竿蠻的 Halaka

輯或英語。

使用種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繼 a

It業方法

提阱 search 甜能，鍵入欲查詢的字即可。 (07/16/96)

H aw訓Îan ('INï英語)

Oielll lIawaiian{-) English Dietionary 

URL: Http://www . olelo. hawaii. edu/ dictionary/dictionary . qry? 

function=form 

收錄，電間

置是一9:11i.英語!i<話直盟英語字典，直接提棋 search !均能 ， 可輸入

1英語盟軍戚英語的字詞檢索﹒

使用慎

可免費使用，木頭取得使用惱。

被牽方淒

!\!t其 search 功能，躍入欲置繭的字即可。 (07/16/96)

Hungarian (個牙利語)

Dic l12 !\1agyar{ -) English Dictionary 

URL: Http://tpri61 . gsi. de/htbin/sZOLchoose. sh 

收錄，巴圖

直是一J英語~伺牙利語句真語字典 ，目前收錄超過 50血泊葷記錄，直接

扭供 search 目龍 ，可輸入3英語或匈牙利語字詞，查誠相同字蟬的目-請書。

使用稽

可免甜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惱。

按拿 7i 注

提供 search 功能，躍入欲查調的字即可 。 (08/09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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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 onesian(印尼龍)

Oidl3 lndonesian一) English Dictionaη 

URL: Hlt p:/ I吭一www .cs.uiuc.edu/uscrs/chailkamus

收錄，也閩

盡量一印尼諾英語對間字典 ，目前只是一個士字擋，無法儉絮且騙眸

凌亂，雞叫使用。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擋。

梭索方浩

只能周圍覽方告。 (0訂閱196)

Dic:J 14 Kamus Indonc創'"'﹒> ~:n glish Dictionary 

URL : Http://www.iit.edu/-syafsya/searchword .cgi 

故錄1\\團

盡是 印尼龍其語印尼譚字典，目前收錄 9，200 被印甩語記鈕，的

8，α"。筆記輯有真宜字麓，直接扭拱 search 明能，可輸入英語現申尼諾竿詞 ，

主軸相同字麓的另一語言，檢繁結果將但括相關的時髓。

使用權

可見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幟。

被拿方達

睡供 search 功能，鍵入欲置繭的字即可 。 (07116/96)

!celandic(冰島語)

DidlS 1εelandic-) English 

URL : Http://193 . 4 .77 . 70/ees/dictionary. html 

收錄，也 E
還是一個*島語-英語等:興，學:目數字母圓圓序排列，每一秋日刊w相同

字麓的真話及冰島話解悍的字援。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時使用惜。

被蒙方法

用瀏覽方淺。 (0訂閱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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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ll6 leeland-) English Word and Phrases 

URL: Http://nether . neν-mikel/iceland ic. html 

收錄，隨閔

"" 

還是一個簡單的泳島語英語對朋芋，龜 ， 收錄-些常見的用字和仲語，

並插手簡單的分煩 。

使用繼

可兔費使用 ， 不攝取冉使用構 。

績奪芳浩

只能用瀏覽方法 。 (07118/96)

Itali an(轟大手IJ語)

Diel17 ltalian-) English Dictionar)" 

URL : Http://www.york.ac.uk/ -drhlOl /lexicons/ italian .htm 

收錄，電圖

還是本義大利語其語小型辭典，收錄些常誼使用的字詞租汁詣 ，

以對間接方式緝擇 ， 義大利語款目在前，監牢/!j廟序韓則，相同意聾的英語

在聾，並值有作字聶解律 。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轍 。

被業方滄

團覽方式 。 (07/ 18/描}

Diel18 Italian-to-) English Hy脾rtext Dictionary 

URL: Hnp:l / www . willamene.edu/-tjones/forms/itaI2eng.html 

收錄，毫闋

社直為發大利諾英語字典 ， 牧綠的 6，200 1狂歡目 ， 提拱 search 油能，

輸入欲查繭的義大利語即可I~相同字發且相關的真話，但血有作三字聶解障 。

使用稽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備 。

俊黨方浩

使用 search 功能 。 (07/18/96)

Japanese( 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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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l19 Jerrrey's Japa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Gateway 

URL : Http:/ / WWW.wg.OffirOn.CO.jp/cgi-bîn/j-e 

Http://www.itc . omron.com/cgi-bin/ j.e 

Http:/ / enterprise . ic. gC. ca/cgi -bi n/ j.e 

收錄，在團

此直為日;ifi-~Mi 日語字典，具有儉章明能，可輸入日語單真話做為儉

需語，但需要目主字型。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峰。

檢蒙芳法

使用 search 甜龍。 (0'訂閱/%)

Javaness(爪哇語)

Dicl20 Javaness Dictionary 

URL : Http://wWW . cats. ohiou. edu/-lingdept/PLl I Javal Jav DC 

html 

收錄範闌

此盟1;爪哇結-印尼諾-英語對照字典 ， 聲字母願序眸列，目前只完成

A 、 B 款目 。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lli取得使用權。

被拿芳法

使用由覽方訟。 (07/18/%)

Korean (韓國語)

Diel21 Korean (-) English Dic:t ionary 

URL: Htlp:/ /www.ce. kyungpook . ac. k r/cgi.bin/ Dictionary 

收錄，包圍

此書1;英語-韓語-!i!語對聞等一興，使用聞語介圈，需要聶士字型，提供

search 功能，輸入緯ifi~英語可得對間妾，並于1)出相關片藉。

使用構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攏。



心志，，<，
;...,., ... 

賣賢世..、嘿"好 Inteπm電子芋，‘乏，直合

4食索方法

使用 search ;功能 。 {07/t8坤的

Latin (拉T語)

Dic122 Latin Grammar Aid and Wordlist 

URL; Http://www.nd.edu:80/-archives/!atgramm.htm 

收錄，包閔

199 

置是一本拉T語-英語字典 p 監牢lf.I頤序排列，英語字義解擇在後，並

附控T士告指導 。

使用僱

可見費使用 z 不攝取得使用惰 。

被業方浩

有團覽15#.且 sea rch 11式 。 用 search 方式只要輸入控T語即可 。 (071

18/96) 

DicJ 23 La伽 (-to English 扭曲"P

U l<L: Http://caw!ey . archives. nd. edu/cgi-bin八∞k .down 

收錄範團

盡是一本英語扭T詣字典，直鞍提拱 search 曲籠，輸入英語即得同字

義的拉丁藉。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惱 。

被眾方 法

使用 search 芳式，只要輸入英語即可 。 {07/ t8/96l

Nα內Negian(獨關語)

Dicl24 Nynorskordlisle 

URL: Http://www.nr.no/ ordbok 

收錄，車間

此宙且這挪屁錯字典，使用鄉風語介面，並擺棋 search 功能 。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惱 。

峻素芳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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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earch 方式，給入欲查詢的字即可。 (07/19/96)

p。巾 guese(葡萄牙語)

Dicl25 Portuguese-) English Dictio r肘，

URL: Http://www.york.ac , uk/-drh lOlIlexicons/portuguese 

hlm 

故錄範國

置ft-，位葡萄牙語英語小型醋，龜，收錄-些常誼使用的字詢和片話 ，

以對鬧去方式緝畔 ， 葡萄牙語歡自在前，監字母睏序揖刑，相同三字麗的英語

在聾，並祖有作字輯解禪。

使用繪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慨 。

按索貴浩

瀏覽1í式。如7/ 1 8/96)

Rasta 

Dicl26 R割姐-) Pato凶Dictionary

URL: Http://www _ willamette _ edu/-tjones/languages/rasta-lang 

html 

收錄範閔

盡量一本 Rasta 路也真話對，問字典，且對間表方式騙僻， Rasta 踏歡自

在前，聲字 fij聞序啡刑，詞性且英語字務卿蹲在值。

使用繪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惱。

被黨方浩

圖覽方式。 (07/ 1 9/96)

Russian(世軍斷輯)

Dicl27 Russian-English Dictionary 

URL: gopher:/ Iinfomeister _ osc. edu: 74/1 1lmsdos/russ-eng-dic 

tlona ry 

獄況

家賢料廠經欄試無甚使用 (Cannot access d間Clory '/msdos') 。如71



ι"'-; . 

賈偉鼠、濃密芳 Inl~"""'1 電子芋，‘乏，如

19/86) 

Did 28 Russian-) E 、glish-} Russian ÐidionBry 

URL : Http://www . el vis. msk .su/cgi-bin/mtrans 

枚錄，也回

'''' 

此直為儉語一英語一俄語字典，並直接提棋 search !方能，輸入眠語聶英

語雖可得字草草解釋 ， 並有相關丹語等串研歡目。走連結 ， 但因使用機立介函 ，

必讀揖宜由士字型、更改設定等 ，以符合 K018-R 標雄才可瀏覽清鹽畫面 ，

哥則會w現祖醋。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繼﹒

梭蒙方達

提拱 search 明能，輸入欲置甜的英文字即可。 (07/ 1 7196)

Slovene (斷措僧尼亞語)

Dic1 29 Slovene-) Engl自由 DittionBry 

URL : Http://www . fri. uni-lj .si/ dictiona ry/s2a . html 

收錄範面

此普普Z洛斯措仗甩亞語-英語字典 ， 收錄包括 l間，欲"。個教目，並使用斯

福仕尼亞語介面。扭供 search 功能， 輸入欲查詢的斯福仗尼亞話 ， 可得相

同牢梭的真器。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權。

;t拿方浩

提i失 search 曲能 ， 輸λ欲聾詢的新措伐尼亞悟 ， 可得相同字發英語。

(07/18/96) 

Spanish (西班耳輯)

Dic1 30 Oave's Spanish Lexicun 

URL : Http://www .york .ac . uk/-drh lO l/ lexicons/span的h . htm

收錄範固

畫是 本西單牙語英語小型辭典， 收錄些常誼使用的字詢和防話，

以對間攻方式緝阱 ， 西班牙語款 目在前 ， 監字/lI順序眸刑 ， 相同意殺的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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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佳， 並盟有作字發解障。

使用種

可免費使用 ， 不重取得使用惜 。

績奪方達

國覽方式。 (07/ 1 8/96)

Did31 8 mall SpanÎsh-to-) Engl的h Dictionary 

URL : Http://www . willamette. eduJ- tjones/fo rms/span2eng . h口叫

收錄，電筒

此~~-/J、噩噩1II牙語-英語對間字典，收錄的 1，3叫 個用詞 ， 使用非

常簡單的介函 ， 提拱 search 甜撞 ， 只要給入欲查詢的西單牙語即可得相同

字盟的英語 ， 並且有作字蟲解釋 。

使用If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惜。

機業方沒

使用 search 方法 ， 給λ欲蓋甜的西1II!f語即可。 {07/ 17月份

Sra nan 

Dic132 Sranan-) English-) Sranan Mini Di c:tionaη 

U RL : Http://www .sr . net!smet/ lnfoSurinam/sranan . htmI 

收錄，在閔

此為 Sra nan 譜-J英語一Sra nan 館對照字典，其中包括兩個對間衰 ， 為

Sra nan 語』英語 ， 為』英語 Srana n 語 ， 管數字母順序眸刑 ， 但沒有作字發

解釋。

使用繼

可免費使用，不讀取得使用惜 。

偵黨方法

使用團覽方法。 (071 18/96)

Swahili (輛蓋在希盟語)

Dicl且 Intemet Liviog Swahili Dictionaη 

URL : Gopher:l /ya!einfo. yale. edu : 7702凡

收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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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l!斯且在稀里話英語字典，監字母厭序排列，每 款自下列出輯性、

體數彤、相同字麓的英語、學酬。

使用權

苟且ft使用 ， 木頭取得使用惰。

檢索方浩

使用瀏覽克法 。 (07/ 18/96)

Swedish (瑞典語)

Dicl34 Skolverket's Swedish-) E: ngli晶晶ctionary

URL : Http://www . nada . kth .se/skolverketlswe.eng.html 

故錄，車窗

此為瑞典語英語字典 ， 提拱 search 功能，每一~目下以瑞典語且更語

列出字毅、單膏、l!!倒、相闋的瑞典哩話。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事取得使用績。

機業方沒

使用 search 功能，給入笑話即可。 (07118/96)

Tswana 

Did35 Tswana-) English Dietionary 

URL: Http://www.york .ac.ukj-drh lOlIlexicons/ tswana . htm 

收錄，也固

置是一本 Tswana 語也英語小型辭典，收錄一些常重重使用的字詞和片語

，叫對間表方式幅排. Tswana 語教自在梢，扭字母廟F字揖呵 ，相同聲羲的

英語在佳 ， 並也有作字鹽解釋。

使用樽

可免費使用，木頭取得使用惜。

機業芳是

間覽方式。如71 18/96)

Turkish(土耳其語)

Did36 Turkish{- ) Swedish Dictiona叮

URL : Http://svenska . gu . se/-cender/te口ninltermin.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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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範閔

址1ó土耳其語瑞典語土耳其語字典，提拱 search 回能 ， 但非英語介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不攝取得使用權。

儉索芳浩

使用 search 助龍。 (O7l 19月份

Urdu (唔蠱都語)

Ditl37 A Small Si且 Urdu Di ttionary 

URL: Gopher:l / wiretap. spies. com ' 70/個/ LibrarylArticle/ 

LanguageJ urdu . dic 

故緣，應因

此為一簡單的唔魯都語-英語字，題，內容監字母順序眸刑，每 歌目夢1I

出字源、開性、英語字擾，此外並附母音表、字母表且單音。

IF二E 使用槍
方 可免費使用，不讀累得使用惜 。

儉業方法

使用瀏覽芳式 • (O7l 19/96) 

Dicl38 Urdu Oictionary 

URL: Http://www . grfn. org/ - falcon/diction . html 

收錄，毫囝

此為一冊摯的唔魯甜甜-1英語字典，內容燄字母頤序畫像刑，每一直文目刊

出字:醋、詞性、英語字蠱，此外並附母昔表、字母表且單音。

使用權

可免費使用 ， 不讀敢再使用惰。

儉業芳品在

使用聞覽古式。 (O7l 19/96)

Zulu(蝠，輯)

Oicl39 Zulu-) English Dictionary 

URL : Http://www.york . ac.uk/-drhlOlllexicons/ zul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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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錄，電圖

畫是 2家祖魯語英語小型辭典 ， 收錄一些常誼使用的字詞和片語 ， 以

對間里井武緝蟬 ， 祖魯語歌目在前 ， 監字母順序昨刑 ，相同屠殺英語在峰，

並控有作字畫畫解釋 。

使用檀

可見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懂。

後章芳淒

國覽1i宜。 (0711 8/96)

Muttîlingual (書館曹)

Die140 The Alternative Di吋onary: Intern訓。 nal slage-an internet 

eøllaoorative projed 

U RL : Http://www . notam . uio. no/- hcholm!altlang 

收錄 ，也閔

此竿興收錄不撞一般字辭典收錄的字:醉，以脾字和不雅字為主﹒還些字

雖誼用得很平常 ， 但在 甜字典難叫找到 ， 且收錄的語言相當廣臣 ， 幾乎涵

蓋全世界的主要語言 ， 其中亦有中主歡自 12 置。全部敦白控語言緝排 ， 每

一敦白以當地諾言的握馬拼音為歉冒名稱 ， 其下為2建立解釋 。讀本字典來自

一個實輯性的 Intemet 合作單展計圖 ， 所有歡自皆來自 Interne t 使用者的

貴獻。它備有簡島的安格。老使用者續寫。

使用憎

可免費使用 ， 不攝取得使用績。

機索芳是

以瀏覽方式選擇欲查詢的語言聾，再查詢欲授的詞語 。 (071 17/96)

Dicl41 LOGOS Muti-Iingual Dictionary 

URL : Http://www .logos. it/query . html 

收錄，也國

此圖為~語言字典 ， 收錄3草書包括中士、觀宜、英宜、法宜、畫畫大刺宜

、瑞典宜、希臘文、丹麥宜、菲蘭主、日宜、 等 ， 目前已收揖

3， 180，692 個歡自 (所有語霄卜 並有中宜、英主、甚士、 9塵土、的 等多種

語言介面 a 且具有儉需掛能，輸入欲查繭的詞即可得各種語言的解暉，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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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非常懼 。

使用 繼

可免費使用， 不攝取得使用慨 。

被業方淒

使用 search 國能 ，輸入欲查詢的字即可 。 (07/ 19/96)

六、 結 識

1996 年元月 〈咕佛爾第評論) ( Busù他“ Review) 提到 r199每年世捍經

貿、科控與主化都有重大改變，仔細觀絮，雖乎所有改變都與置訊抖扭有關

。 展望未來五年 ，實訊科挂將故鹽人陌生活 、 工作興企聾經普克式，各行各

乘警用實訊科控者峙，真壘成長，未運用斜拉者將誼淘汰而不自個世掏峙的原

因 。」因薯，故位通信祖祖謹的體晨，自 Packet Switched Lines 、 Frame Re 

lay 到 ATM (A叮nchronous Transfer Model改變7人醋的時間空r.鳴曲醋 。

切都 倒阻先纖 ATM 的傳輸連E較-般電話輯快一萬悟 ， 實軒傳輸成家也大幅

t丟 下降 。 加以數位監合 Id帆1 convergence ) 、實料壓儡 {data compressionJ 

的控備性連草草軒，值 1989 年割的95年個際網路呈現，唐人成長速度 。 平均每

月成畏目前用戶 ，每祖母矗增加一個站台 。 而遭快速成長的動力主要是因

為個人電腦的大軍化、簡品快速取得的網路連緣方式、間覽軟體、使用介面

配合人體即時主動的實訊交換方式且傳道宜字、圍彤、影像、盟會、動畫、

祖訊的多據體特性，無時間、無國昇限制的時時空特性 。 圈人觀置身在網際

網路的嘲曲中，不斷的推進 。

目前國內已形成一股全島上輯的兩觀 。 據實覽會統計，自 1995 年 7 月

至 1時6 年 7 月，圍內有關閉際網路的報導高速 " 揖5 則 ， 平均每天十則以

上的綠草 。 在適量民土閣的時代，人們被黨盈利用實凱的行為改變 ， 圖書館

必扭曲變服務態度，費甚是新的實訊服掛多裝滿足讀者需傘 。 所以我們應掌揖網

路全民化的契擻 ， 蟬自典新的服務項目來吸引新時代的讀者。

能謝 筆者感謝世江大學教質系四年級國姐姐同學在研究過程中無數時

間、心力的監入Il!助 。 (全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