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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查詢電子書

中文電子書平台

外文電子書平台

公共圖書館免費資源

講解大綱



● 不需要出門走到圖書館

● 旅行、出國參加會議

● 方便搜尋內文

● 只需要看部分章節

● 簡報需要引用圖表

● 多媒體有聲書，語言學習良伴

使用電子書的時機



圖書館有免費的，
您不必花錢買電子書

https://www.dcard.tw/f/ntu/p/237036664

https://www.dcard.tw/f/ntu/p/237036664


前言

如何查詢電子書

中文電子書平台

外文電子書平台

公共圖書館免費資源

講解大綱



● 查詢臺大圖書館SLIM館藏目錄

○ 適用情境

■ 已知書名，但不確定收錄於哪個電子書平台

● 由臺大圖書館網站進入特定電子書資料庫

○ 適用情境

■ 隨意瀏覽

■ 了解資料庫的使用方法

如何查詢電子書？



System For Libra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SLIM就在圖書館首頁



輸入書名

Green Infrastructure: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SLIM館藏目錄查詢單本電子書



導向電子書所屬的平台 (Springer)

下載PDF檔案



輸入書名

喬夏.藥草小旅行



SLIM館藏目錄查詢單本電子書



導向電子書所屬的平台 (HyRead)



導向電子書所屬的平台 (HyRead)



愛閱小沙龍：線上看書展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愛閱小沙龍：線上看書展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愛閱小沙龍：線上看書展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愛閱小沙龍：線上看書展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https://www.lib.ntu.edu.tw/events/2021_new_normal/


如何找到以前的
”愛閱小沙龍”書展呢?



https://www.lib.ntu.edu.tw/node/4172

https://www.lib.ntu.edu.tw/node/4172


● 查詢臺大圖書館SLIM館藏目錄

○ 適用情境

■ 已知書名，但不確定收錄於哪個電子書平台

● 由臺大圖書館網站進入特定電子書資料庫

○ 適用情境

■ 隨意瀏覽

■ 了解資料庫的使用方法

如何查詢電子書？



輸入資料庫名稱

HyRead





建議詳閱使用說明 (1) 頁面中間

連線前，
請閱讀使用說明



建議詳閱使用說明 (2) 頁面最下方

詳細使用說明
或教學手冊



下載電子書之前，請詳閱使用說明!

安裝APP?

閱讀軟體?

瀏覽器? PDF檔案?

頁數限制?

提供列印?

同時上線人數?登入帳號密碼?



校外連線VPN服務

Off 
campus

NTU
Network

NTU IP address
140.112.*.*

VPN設定說明：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2

https://www.lib.ntu.edu.tw/node/12


在家使用校外連線
電子資源只能在臺大網域（140.112. * . *）內使用。

校外使用要先設定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臺大校園虛擬私有網路），才能取得使用權限



校外連線VPN：圖書館網頁說明



校外連線VPN：計中網頁說明

★使用VPN需先向計中申請★

http://ccnet.ntu.edu.tw/vpn/index.html#

http://ccnet.ntu.edu.tw/vpn/index.html


安裝軟體

1. 輸入學號 (例: r06228777)，不用輸入@ntu.edu.tw 
2. 密碼同台大計中email
3. 使用者身份 NTU Email Account

1
2

3

網頁版 https://sslvpn2.ntu.edu.tw設定方法1

設定方法2

電腦
手機
平板

※在校生、休學生可以用VPN，恕不提供畢業校友

https://sslvpn2.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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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電子書三大平台

HyRead udn讀書館 iRead

製作公司 凌網科技 聯合線上 華藝數位

瀏覽器線上閱讀 O O O

電腦版閱讀軟體 O X O

行動裝置APP O O O



HyRead eBook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5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558


線上閱讀【隨借隨還】

•台大校內網域不需登入帳密，直接以瀏覽器開啟閱讀
•若在校外，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但不必設定VPN

下載閱讀【借閱】

•PC/NB：需安裝電腦版閱讀軟體

•行動裝置（手機、平板）：需下載APP

•需登入台大計中帳號及密碼

•下載的電子書可離線閱讀14天、可列印部分頁數

收錄數千種電子書，涵蓋休閒科普讀物、
語言學習、電腦軟體、投資理財等。



登入帳密

閱讀軟體 借閱規則
使用手冊



包含多媒體有聲書，
可聆聽錄音檔



隨借隨還
=線上閱讀



目
次

搜
尋
內
文

閱讀進度條 縮圖







到期日



 依據硬體安裝適用軟體
 書籍下載完成後可離線閱讀

安裝閱讀軟體或APP



電腦版閱讀軟體或行動載具專屬APP，
首次使用需先設定所屬圖書館



電腦版閱讀軟體設定所屬圖書館



輸入臺灣大學搜尋圖書館



勾選



電腦版閱讀軟體
登入台大計中帳密



電腦版閱讀軟體

我的書櫃



重新整理更新



列印
(視授權而定)

目
錄
列
表

搜
尋
內
文





HyRead 電子書 APP



新增並選擇
“臺灣大學”

選擇
所屬圖書館





個人書櫃

同步更新





聆聽
音訊檔案



HyRead ebook 官網：使用教學手冊

https://ntu.ebook.hyread.com.tw/resource/userGuide3.0_tw_ch.pdf

https://ntu.ebook.hyread.com.tw/resource/userGuide3.0_tw_ch.pdf


HyRead ebook 官網：FAQ常見問題
https://ntu.ebook.hyread.com.tw/Template/RWD3.0/QA.jsp

https://ntu.ebook.hyread.com.tw/Template/RWD3.0/QA.jsp


udn讀書館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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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閱讀【線上PDF、線上EPUB】

•台大校內網域不需登入帳密，直接以瀏覽器開啟閱讀
•若在校外，需登入台大計中帳密，但不必設定VPN

下載閱讀【APP借閱】

•行動裝置（手機、平板）：需下載APP 
•需登入台大計中帳號及密碼
•下載的電子書可離線閱讀14天（部分電子書借期為7天）

提供聯經、國家地理雜誌、天下文化、經濟日報、
寶瓶文化等出版社優質學術好書的合法授權書籍，
涵蓋自然、人文、社會、財經、醫療保健等領域。



登入帳密

閱讀軟體借閱規則
使用說明





PDA (Patron-Driven Acquisitions)

是讀者需求導向的選購模式，讀
者可先使用，之後圖書館再依據
使用量來決定採購的書單。

線上閱讀
（瀏覽器開啟）

不是儲存PDF檔案，
而是以PDF格式瀏覽

下載借閱









用瀏覽器線上閱讀



 依硬體安裝適用APP
 書籍下載完成後可離線閱讀

行動裝置下載APP



udn讀書館
APP















udn讀書館app使用教學影片
https://youtu.be/bGAYhdIHpns

https://youtu.be/bGAYhdIHpns


iRead eBooks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698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6988


線上閱讀【線上看】
•台大校內網域不需登入帳密，直接以瀏覽器開啟閱讀

下載閱讀【借閱】
•PC/NB：需安裝電腦版閱讀軟體
•行動裝置（手機、平板）：需安裝APP
•需登入台大計中帳號及密碼
•書籍下載完成後，即使沒有網路連線也能閱讀，到期將自動歸還

收錄多種主題的通俗、休閒閱讀書籍，
以及考試用書、教科書、學術專業圖書。



登入帳密
閱讀軟體使用手冊







用瀏覽器線上閱讀 (PDF原書樣式)



用瀏覽器線上閱讀 (列印功能)







 依硬體安裝適用軟體
 書籍下載完成後可離線閱讀

安裝閱讀軟體或APP



PC版閱讀軟體



PC版閱讀軟體

重新整理更新，
同步借閱書單

下載後可離線閱讀



PC版閱讀軟體



Airiti Reader APP 官網使用手冊

https://www.airitibooks.com/Other/Newbie?NewbieType=5

https://www.airitibooks.com/Other/Newbie?NewbieType=5


中文電子書平台-舉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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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華藝電子書 iRead eBook 平台使用教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6988

• 快速學會使用 L&B eBook 與 McGraw-Hill 
E-Book，盡情瀏覽中西文電子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1261

• 數位出版品資訊網的中文學術電子書閱讀
及列印教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688

• 如何複製與列印超星數字圖書館的電子書
•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1925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55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9346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698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31261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8688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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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電子書平台-舉例



● 可以下載整本/分章節的PDF檔案，
不需登入帳號密碼、不需安裝閱讀軟體。
（若於校外連線，需先設定VPN）

○ Cambridge Core Books

○ Elsevier ScienceDirect

○ JSTOR

○ Oxford Academic

○ SpringerLink

○ Taylor & Francis

○ Wiley Online Library ……

容易使用的外文電子書平台



Wiley Online Library 平台

下載全書PDF檔案

滑
鼠
往
下
捲
動



Wiley Online Library 平台

分章節下載PDF檔案



Cambridge Core Books 平台

搜尋書籍內文

依章節瀏覽



Cambridge Core Books 平台

匯出引文格式



Cambridge Core Books 平台

切換引文格式

複製

下載或匯出到書目管理軟體



Elsevier ScienceDirect 平台

搜尋書籍內文

下載全書PDF檔案

依章節瀏覽



Elsevier ScienceDirect 平台

下載PDF檔案

線上瀏覽



Oxford Academic 平台

滑
鼠
往
下
捲
動

單本書籍首頁



Oxford Academic 平台

目次

前往特定章節



Oxford Academic 平台

章節

下載PDF檔案



● 集成商平台

○ EBSCOhost eBook Collection

○ ProQuest Ebook Central

● 每本書可供下載/列印的頁數有限制，
但下載的PDF檔案可以永久保存。

● 可能有同時上線人數限制，
依出版社政策及採購模式而異。

● 若想離線閱讀整本書，需另外註冊個人帳號、
安裝專屬閱讀軟體 (adobe digital editions)。

較複雜的外文電子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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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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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http://tul.blog.ntu.edu.tw/archives/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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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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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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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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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圖
帳號借的

台大帳號
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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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http://ebook.nlpi.edu.tw/


● 國家圖書館廣邀國內各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政
府機關、研究機構加入「臺灣文獻合作數位化計畫」，
進行1911年至1949年出版品的數位保存與利用。

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學科服務組

(02)3366-2326

tul@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