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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簡介 
劍橋大學出版社（http://www.cambridge.org/ ） 為劍橋大學附屬的印刷及出

版  機構，是世界上歷史最悠久的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是因應大學法要

求而成立的非營利機構，致力於學術出版及印刷事業，以促進研究者對於各

學科知識的取得、提昇、保存及傳播，進而提高教育、宗教、學習及研究活

動，並提昇文獻及優良文學的發展。 

 

 Cambridge Collection Online 電子書資料庫 

收錄 Cambridge 出版的古典至近代的人文學科領域電子書，PDF 全文格式呈

現。涵蓋領域有文學、哲學、宗教、古典文學及文化研究等等。線上電子書

可分為二個專輯，分別是在 The Complete Companions Collection 之下的 The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Companions Collection  文學與古典文學專輯、The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ulture Companions Collection 哲學、宗教和文化專

輯這兩個專輯，最早起自 1991 年。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為人文學

科領域內重要的參考資源。藉由提供使用者強大的檢索引擎及個人化功能來

提升增加紙本圖書不足之處。 

 

 專輯介紹 

The Complete Companions Collection  
包含 The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Companions Collection  文學與古典文學專

輯、The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ulture Companions Collection 哲學、宗教

和文化專輯這兩個專輯。超過 2,800 篇可下載的散文，收錄 285 本手冊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175 冊與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ulture 110 冊)， 
在此全選專輯內容非常豐富，可快速的在此專輯中了解到主要作家、藝術家

與哲學家的相關議題。為了讓使用者更容易閱讀，在頁面上以散文的方式顯

示，並將相關的章節有系統的整理集合，如: Plato(柏拉圖)、Luther(路德)、
Jane Austen(珍 奧斯汀，傲慢與偏見，理性與感性的作者)、Tom Stoppard(湯
姆斯托帕德)或 Stravinsky(斯特拉文斯基)，猶太小說或是法國文學。每個主

題都有一些参考工具可使用來延伸閱讀，如年表或是指南。 
在此專輯中擁有豐富的主題與人物，如: 歌德式小說、阿拉伯哲學、W.B. 
Yeats(葉慈，愛爾蘭詩人)與 Martin Luther(馬丁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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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Companions Collection(文學與古典

文學專輯) 

在此專輯中提供超過 1,500 篇散文為研究者及學生提供有關於文學及古典文

學作品的主要作者、時間與形式的相關資訊。範圍涵括了古英語文學，如:
維多利亞小說及文學流派(現代主義或希臘悲劇)，可以讓學生掌握該文學背

景資料中政治、社會、宗教和藝術的關係 
 

The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Culture Companions Collection 哲

學、宗教和文化專輯 

在此專輯中包含的主題與人物可從 Plato(柏拉圖)、Knat(康德，西方哲學大

師)到 Habermas(哈伯瑪斯)、哲學運動如蘇格蘭啟蒙運動或德國維心論。收

錄哲學、宗教與文化相關散文 1100 篇以上。 
 

Section 1: Home 首頁 

連結位於 http://cco.cambridge.org/，即可進入 Cambridge Collections Online 的主

畫面。 

 

您可以從 Advanced 
Search 檢索或

Quick Search 來查找

Cambridge 
Collections Online

您也可以瀏覽每個

個別的專輯所收錄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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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 Browse by collection 依照專輯收錄範圍瀏覽  

 從首頁中點選所要瀏覽的專輯，即可進入以下的畫面。 

2.1 Title 依照書名瀏覽 

 

可利用上一頁或下一

頁來快速瀏覽此一專

輯收錄的書籍。 

Quick Search 快

速檢索，只查找這一

專輯所收錄的資料。

可在此選擇瀏覽方

式 : 可依照標題、章

節或是作者來瀏覽。 

您也可以利用這些連結來觀

看作者資訊與書籍的總覽。 

2.2 Chapter 依照章節瀏覽 

在 Browse 瀏覽的選項中選擇 Chapter 章節瀏覽方式。 

 

也可以選擇將該章節清

單依照字母排序來快速

找出您所需要的章節。 

您可以利用 Go to 中的方框

來輸入您的關鍵字，來快速

跳轉到您所要查找的章節。 

每一個章節均會提供

章節標題、書名、作者

及出版年代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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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uthor 依照作者瀏覽 

    在 Browse 瀏覽的選項中選擇 Chapter 章節瀏覽方式。 

 

在每一個專輯中，作者的瀏

覽均以作者或編輯者的姓氏

的首字字母來做排列。 

你可以在空格中輸入作者的名字

來進行查找，也可以利用英文字

母順序來找到您要查找的作者。 

可藉由點選作者的名

字來看到此作者或投

稿人的相關資訊。 

 

 當點選作者後，就會進入到以下作者總覽的畫面。 

 

 

該作者的資訊將以清單的方

式在這裡呈現。可點選清單中

的連結來看到完整的內容。 

將作者的角色以編輯

者或撰稿者做區分。 

可點選書名或是

章節來觀看。 

 

 

 

 

 

 

 

5 



 在作者總覽中點選書名標題，可進入標題總覽的頁面。 

 

 在作者總覽中點選章節標題，即可進入章節總覽的畫面。 

 

可透過鏈結來取得此

書籍的相關資訊。 
這裡列出該書籍被歸

類在哪一專輯中。 

在導航列中可看到該章節來源 

選擇所要查找的範圍，並

輸入檢索詞後點選

Search，就可以進行檢

您可以在現在的標

題中進行快速檢索。

利用上一頁或下一頁的

選項來觀看此書的章節。

取得相關的

PDF 格式全文。

在此顯示該書的完整目

錄，現在所觀看的章節

則會以粗體字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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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 Search 利用 Search 的方式來進行檢索 

3.1 Quick Search 在首頁中的空格輸入檢索詞來進行快速檢索。 

 

3.2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索 在首頁上方的選項選擇 Advanced Search。 

 

在空格中輸入檢

索詞並選擇要查

找的專輯範圍。 

在您所要查找

的欄位中輸入

您的檢索詞。

並可搭配布林

邏輯來進行進

階的檢索。 

可檢索的欄位分別為:

全文檢索

作者/ 編輯者

標題

主題(如 philishpy)

年代

ISBN 書號

檢索摘要/摘錄

文件類型

選擇專輯

Tip: AND, OR, 
NOT 
搭配布林邏輯輸入

檢索詞時，必須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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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earch Results 檢索結果 

當您進行快速檢索或是進階檢索後，系統會將符合您的檢索詞的檢索結果呈

現在以下的頁面中。 

 

在檢索結果中是以

相關度來做排序。 

可直接點選鏈結

來進入該書或章

節的內容。 也可以點選作

者來觀看其所

有的著作。 

依照收錄專輯、標題的篩選檢索結果。

您可以用此功能來限縮您的檢索結果。

 選擇鏈結進入該章節內容。 

 

在此章節內容中，符

合您的檢索詞的字詞

會幫您標注出來。 

可直接選擇跳轉到上一

個或下一個檢索結果。

提供完整的引文格式

(MLA)讓您更方便的

應用在研究或課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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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DF 章節全文 

您可以在章節內容中點選 View full chapter content 來開啟 PDF 檔，您也可以

選擇 View full chapter content as PDF within web page 以您的瀏覽器來開啟 PDF

全文(目前只支援以微軟的 IE6 以上版本來開啟)。 

以網頁的方式開啟，符合您的檢索詞的字詞在頁面中會特別標注顯示。 

 

Section 4 : My collection 個人化功能 

4.1 Register 此為個人化功能，因此如果是新的使用者，就必須註冊一個帳號，

註冊是免費的，只需提供姓名、E-mail 與自訂一組密碼即可註冊。 

 

點選導航列上的 My Collections
可以建立個人化的收藏及工作群

在此輸入註冊的

E-mail 與密碼即可

進入該個人化功能。
如果是新使用者，可

點選此連結建立一

個新的使用者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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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y Collection Profile 我的收藏介面說明 

當輸入註冊的 E-mail 與密碼後，即可進入 My Collection 這一個人化功能的

頁面。畫面的呈現方式將與下方的圖片相似。 

 

 

在 My Collection 我的收藏會

顯示您最近的檢索、儲存的檢

索結果、章節書籤及工作群組。

將您最近五次檢索的資

訊在此呈現。 
您所儲存的檢索結果也

會記錄並在此呈現， 
所有的檢索都是可以重

新再進行檢索的。 

書籤是以列表方式呈

現您所儲存的章節及

其相對應的說明。 

在工作群組的項目下

列出使用者所屬或創

立的群組及公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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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ave the Search 儲存檢索結果 

當您進行快速檢索或是進階檢索後，系統會將符合您的檢索詞的檢索結果呈

現在以下的頁面中。在此頁面中您可以看到有個 Save this Search 儲存檢索的

選項，您可以點選該選項來儲存您的檢索結果。 

 

點選 Save the search
來儲存您的檢索結果。 

 

 當您點選 Save the search 之後，就會鏈結到以下的這個畫面。 

 

 

可修改該檢索結

果說明。 
輸入與該檢索結

果相對應的資訊。

選擇要將該資訊

存放在哪一工作

群組之下。 

完成資訊的輸入之後點選 Submit 送出，您可以看到在您的 My Collection 我

的收藏的個人化功能中，已經幫您新增您剛儲存的檢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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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看到您的檢索結果

被新增在您的收藏中，您可

以重新進行檢索，也可以進

行編輯或刪除的動作。 

4.4 Bookmark 書籤 

當您瀏覽或查找到您所需要的章節，您可以利用書籤功能來將這章節資訊存

放到您的個人化功能 My Collection 我的收藏之中。 

 

點選該鏈結

Bookmark this 
entry 將這章節加入

書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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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連結後，在新視窗中您可以來輸入該書籤的相關資訊。 

 

輸入相對應的說明

或註解。 

可修改該書籤的說明。

可指派要將該書籤分

在哪一工作群組之下。

 

點選 Submit 送出後，即可看到您的剛剛新增的書籤已經被加至 My Collection

之中。 

 

 

在此您可以看到您的書籤已

被新增至您的 My Collection
之中。您所輸入的說明則是呈

現在下方。 

同樣的您也可以刪除

或編輯書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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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Workgroup 工作群組 

 您的工作群組將呈現在您的個人化功能頁面中的最下方。 

 

 

當點選 Create a new workgroup 建立一個新工作群組後即進入以下的畫面。在

這裡，您可以輸入這一新工作群組的描述或說明。 

 

  

輸入該工作群

組的標題。 

在 Note 空格中輸

入該工作群組的

說明。 

如果當您需要新增一個新的工作群組時，

則是需要從上方的導航列中進入到 My 
Collection 來新增或加入一個工作群組。

這裡將您所建立的工作群組以

清單的方式顯示，並按照英文字

母排序，您還可以分享您的工作

群組給您的朋友、同學或同事 

當工作群組建立完之後，您可以點選 My Collection 中的工作群組清單來檢視您的

工作群組，畫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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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成功建立一個工作群組之

後，您點選該群組，您可以看到

在上方系統提供了一組密碼! 
當您想與其他人共用您的工作群

組，您只需提供這組密碼即可。

當您想加入他人的工作群組，您只需點選您的個人化功能中的 Subscribe to a 

workgroup 來輸入想加入的工作群組密碼即可。 

 

在空格中輸入欲加入的工

作群組密碼(須從該群組的

建立者取得密碼)。 

 

所加入的群組將直接顯示在您的個

人化功能的頁面之中，您可以點選

unsubscribe 來取消加入的群組。 
另群組的建立者如果有新訊息發布

也會顯示在群組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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