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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書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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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出門走到圖書館

• 旅行、出國參加會議

• 只需要看部分章節

• 方便搜尋內文

• 簡報需要引用圖表

• 多媒體有聲書，語言學習良伴



臺灣大學圖書館首頁

https://www.lib.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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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b.ntu.edu.tw/


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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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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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的
電子書
大平台

NTU Library



如何查詢？

輸入電子書平台名稱，
例如Hy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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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電子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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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使用說明 (1) 頁面中間

連線前，
請閱讀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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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使用說明 (2) 頁面最下方

詳細使用說明
教學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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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電子書請詳閱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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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PDF?

APP? 閱讀軟體?

登入帳密?

頁數?

同時上線人數?



若在校外，請設定校外連線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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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campus

NTU

Network

NTU IP address
140.112.*.*

台大教職員工學生由校外連線圖書館電子資源，
請先設定VPN：https://sslvpn2.ntu.edu.tw/

https://sslvpn2.ntu.edu.tw/


中文電子書平台 線上雜誌平台

外文電子書平台 公共圖書館免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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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電子書平台 線上雜誌平台

外文電子書平台 公共圖書館免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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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電子書平台

• HyRead 中文電子書平台

• udn 讀書館

•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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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Read eBook 凌網電子書

• 收錄文學小說、休閒、科普、語言學習、電腦軟體、
投資理財等電子書。

•使用方式
1. 線上閱讀 / 隨借隨還

• 台大校內網域不需登入帳密，直接以瀏覽器閱讀

• 若在校外，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2. 借閱 / 下載
• 電腦閱讀軟體：HyRead Library HD

• 行動載具 APP：HyRead 3

• 台大校內網域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 若在校外，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 下載的電子書可離線閱讀14天、可列印部分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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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帳密 閱讀軟體

借閱規則
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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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與檢定考試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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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習與檢定考試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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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檢定考試用書，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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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 https://reurl.cc/V6NbQY

托福 https://reurl.cc/627ner

雅思 https://reurl.cc/b5DKxv

全民英檢 https://reurl.cc/Nj4KNn

日檢 https://reurl.cc/exLKkM

https://reurl.cc/V6NbQY
https://reurl.cc/627ner
https://reurl.cc/b5DKxv
https://reurl.cc/Nj4KNn
https://reurl.cc/exLKkM


隨借隨還=線上閱讀，不必登入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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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借隨還
=線上閱讀

多媒體有聲書



以瀏覽器線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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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錄音檔案



借閱=下載，需登入台大計中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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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下載



已借閱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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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



安裝閱讀軟體: 電腦PC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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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閱讀軟體: 選擇所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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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所屬圖書館

新增並選擇
台大圖書館



電腦閱讀軟體: 登入台大計中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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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台大計中帳號 我的書櫃



電腦閱讀軟體: 我的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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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理更新



電腦閱讀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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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錄音檔



電腦閱讀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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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每次1頁)



同時登入多間圖書館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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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登入臺灣大學、
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帳號

北市圖
帳號借的

台大帳號借的



下載行動裝置APP: HyRe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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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選擇所屬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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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所屬圖書館

新增並選擇
台大圖書館



APP: 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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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個人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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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書櫃



APP: 收聽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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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音訊檔案



中文電子書平台

• HyRead 中文電子書平台

• udn 讀書館

•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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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讀書館

• udn讀書館收錄超過2萬本書籍，獨家提供聯經、國
家地理雜誌、天下文化、經濟日報、寶瓶文化等出版
社的合法授權圖書

•使用方式
1. 線上閱讀

• 台大校內網域不需登入帳密，直接以瀏覽器閱讀
• 若在校外，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2. 下載借閱
• 電腦閱讀軟體：udn讀書吧
• 行動載具 APP：udn讀書館
• 台大校內網域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 若在校外，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 下載的電子書可離線閱讀7天
• 可列印 (視該書的版權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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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讀書館: 電子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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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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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閱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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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館藏/聯盟採購/試用/PDA試閱
• 不管哪一種，總之台大讀者都可以看!!!

• 名詞解釋
• PDA: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s，為讀者需求導向選購模式，讀
者可先使用，再依使用量來決定採購書單。

線上閱讀
(瀏覽器)

下載借閱
(軟體/APP)

PDF不是儲存PDF檔案
而是以PDF格式瀏覽



線上閱讀(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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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借閱：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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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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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APP: udn 讀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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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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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我的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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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去



APP: 借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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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閱讀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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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學 from參考服務部落格

• 電腦版閱讀軟體的操作方式，
請見參考服務部落格文章~~

• udn讀書館之電子書閱讀與下載教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4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46


中文電子書平台

• HyRead 中文電子書平台

• udn 讀書館

•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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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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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作品集》新世紀新修版：
全套36冊，為1999年起金庸重新修訂的12部作品。

• 金學研究：
共計39冊，遠流出版的【金庸茶館叢書】系列出
版品。

•包括主題關鍵字搜尋功能

•同時上線人數4人

•瀏覽器需安裝 Flash Player，建議使用IE，
因Chrome、Firefox不支援



金庸作品集電子書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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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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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書封閱讀



閱讀原文電子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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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原文，打開電子書



瀏覽器需安裝 Flash Player，
建議使用IE，因Chrome、Firefox不支援

列印

翻頁、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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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搞懂圖書館的電子書查詢！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716

• HyRead 中文電子書閱讀與下載教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558

• udn讀書館之電子書閱讀與下載教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46

• 會讓你大喊WOW的金庸小說電子書，雲端練功不求人！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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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學 from參考服務部落格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71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5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4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3376


中文電子書平台 線上雜誌平台

外文電子書平台 公共圖書館免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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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雜誌平台

• Walking Library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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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 台大正式訂購31種雜誌

•電腦、手機、平板皆可
用瀏覽器閱讀

• 提供原版雜誌影像，與
紙本雜誌內容一致，且
同步出刊

• 可列印、切換圖文排版

• 語言學習雜誌提供課文
朗讀功能 (僅部分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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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朗讀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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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蒙惠英語 Advanced、空中英語教室 Studio Classroom、

常春藤解析英語 Ivy Analytical、English Island 英語島、

CNN互動英語、Live互動日本語

語言

學習

• 商業周刊、遠見雜誌、Smart智富月刊、數位時代、

經理人月刊、先探投資週刊、零組件雜誌…

商業

新知

• 行遍天下、旅@天下、料理台灣、PCHome電腦家庭、

Beauty 大美人、men’s uno 男人誌、 VOGUE時尚雜誌、

嬰兒與母親、親子天下、熟年誌、Dream Life 夢想誌、

XXL 美國職籃、一手車訊、 HouseFun 好房網雜誌…

休閒

生活



Walking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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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平台

新平台



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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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2019年後出版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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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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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線上雜誌平台

• Walking Library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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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 本校可用內容：天下雜誌、康健雜誌、Cheers雜誌、
親子天下雜誌創刊迄今的報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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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閱讀

下載PDF檔
原版雜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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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PDF檔看原版雜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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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雜誌平台

• Walking Library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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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Scientific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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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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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對照版

文章有
中英對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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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對照版

選擇
閱讀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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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PDF檔看原版雜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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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學 from參考服務部落格

• 圖書館各類英語學習與英檢用書懶人包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092

• 圖書館空英與Advanced彭蒙慧英語線上雜誌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075

• 熱門雜誌線上讀！圖書館的商周 / 天下 / 遠見等線上雜誌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655

•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簡介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8646

•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之Scientific American線上中文版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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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092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07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65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864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9104


中文電子書平台 線上雜誌平台

外文電子書平台 公共圖書館免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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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使用的外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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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下載整本/分章節的PDF檔案，
不須登入帳號密碼、不需安裝閱讀軟體。
• Cambridge Books Online

• Elsevier ebooks

• IEEE

• SpringerLink

• Taylor & Francis

• Wiley Online Books

• ……



外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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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

• ProQuest Ebook Central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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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種閱讀方式

1. EPUB Full Text
用瀏覽器閱讀

2. PDF Full Text
下載部分頁數PDF檔，永久保存

3. Download This Book
登入EBSCOhost平台帳號(或串接Google帳號)，
可下載整本書到閱讀軟體，檔案使用限制1~7天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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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UB Full Text ── 用瀏覽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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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UB Full Text ── 用瀏覽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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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登入個人帳號，
用瀏覽器看整本書。



2. 下載部分頁數的PDF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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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F Full Text」不需登入個人帳號，即可下載部份
頁數的PDF檔案。

•下載的PDF檔可永久使用，但檔案會加上浮水印，無
法複製內文。

• 因為採購的電子書有1人版、3人版、多人版之差異，
若超過該電子書可使用人數的上限，將出現
“This ebook is in use.” 訊息，請稍等一段時間再使用。



2. 下載部分頁數的PDF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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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載部分頁數的PDF檔案

86

Save Pages 
→ Save Pages to PDF 
→ 選擇頁數 → Save PDF



3. 下載整本書到閱讀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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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登入EBSCOhost平台帳號（或串聯Google帳號）
• 需安裝閱讀軟體 Adobe Digital Editions 



3. 下載整本書到閱讀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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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步驟請見參考服務部落格文章

• 如何從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下載電子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6210

• EBSCOhost 資料庫能用Google帳號登入囉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0451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6210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0451


外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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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

• ProQuest Ebook Central



ProQuest Ebook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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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Ebook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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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本書可複製、列印、下載的頁數因出版社政策而異



1. 下載PDF章節
Download PDF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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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下載PDF檔案的頁數有限制，
每本書的比例與頁數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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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載PDF章節
Download PDF Chapter

不必登入帳密，「以訪客身分繼續」(Continue as Guest)，
即可下載特定章節的PDF檔案，永久保存於您的電腦。



1. 下載PDF章節
Download PDF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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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登入帳密，「以訪客身分繼續」(Continue as Guest)，
即可下載特定章節的PDF檔案，永久保存於您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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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載PDF章節
Download PDF Chapter

借書期限請選擇下拉式選單，例如”借閱1天”，
再按右下角「借書」。
其實下載章節的PDF檔案，可以永久保存，沒有借閱歸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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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載PDF章節
Download PDF Chapter

安心下載PDF，檔案可以永久保存!!



2. 線上閱讀 Read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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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閱讀，以瀏覽器閱讀



2. 線上閱讀 Read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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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頁儲存PDF檔案/列印



3. 完整下載 Full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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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整本電子書，
需註冊個人帳號，
需安裝閱讀軟體



3. 完整下載 Full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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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步驟請見參考服務部落格文章

• 如何下載 ProQuest Ebook Central 平台的電子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67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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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l.blog.ntu.edu.tw/

想了解更多電子書平台的使用教學嗎？
歡迎到圖書館的部落格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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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大量下載!!
請合理使用電子資源

資安防駭!!
定期更換台大計中帳號的密碼

嚴重侵犯智慧財產權!!
侵害全校師生權益



中文電子書平台 線上雜誌平台

外文電子書平台 公共圖書館免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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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

• 臺北好讀電子書
• https://tpml.ebook.hyread.com.tw/

• 線上辦證即可借書，全國民眾都能申請！

• HyRead平台
• 台灣大學圖書館亦訂購此平台，可使用同款APP，
同時設定多家圖書館的帳號/借書證號，閱讀電子書。

104

https://tpml.ebook.hyread.com.tw/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台
• http://ebook.nlpi.edu.tw/

• 線上辦證即可借書，全國民眾都能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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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book.nlpi.edu.tw/


台灣雲端書庫

• https://www.ebookservic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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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bookservic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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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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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學科服務組

(02)3366-2326

tul@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