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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日期：103/3/12 

平台名稱 收錄學科範圍 
可用 

冊數 

軟體需求/適用行動載具 

(如平板電腦、手機等)之作業系統 

ABC-CLIO eBooks  

(西文電子書) 

收錄學術專業參考書，內容涵蓋人文歷史與社會科

學研究。 
3,505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Cambridge Books 

Online (CBO) 

(西文電子書) 

收錄的主題廣泛，包含醫學類、人文類、社會科學

類、自然科學類…等多元書籍。 
3,986 

■ 可於 Android / iOS / Windows 系

統閱讀 

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CCO) 

(西文電子書) 

範圍涵蓋文學、哲學、古典文學、宗教及文化研究。

介紹主要的作家、藝術家、哲學家、重要論題等等。

此外，亦提供年表、詳盡書目資訊及閱讀指南等，

以助於讀者的查詢與學習。 

285 
■ 可於 Android / iOS / Windows 系

統閱讀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Books (CUP) 

(西文電子書) 

是美國歷史悠久的知名大學附屬出版社，每年出版

約 160 本新書，涉及主題廣泛，適合商經、人文、

社會、自然科學系所使用。 

1,498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CRCnetBASE 

[CRC ]  

(西文電子書) 

涵蓋的主題有:化學藥品、化合物的毒理作用、毒理

學、流行病學資訊、食品科學、帕金森和阿茲海默

症、計算神經科學、晝夜節律研究、細胞因子研究、

營養學、生醫研究、發育毒理學、製造和工程以及

政府法規和標準等 。 

2,117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eBrary 

(西文電子書) 

主要學科包括：商業經濟類、人文科學、社會及行

為科學等。 
2,843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EBSCO eBooks 

collection (原名

NetLibrary) 

(西文電子書) 

全球最知名的電子書資料庫，超過 15萬本圖書，主

題涵蓋各學科領域，收錄範圍：商業、資訊科學、

文學、科學、生物醫學、社會科學…等。 

※ NetLibrary 自 2011 年七月正式轉換至

EBSCOhost 平台。 

5,944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 須使用購買的 Adobe Content 

Service (ACS)軟體 

Emerald eBooks 

Series 

(西文電子書) 

主題涵蓋：管理、會計與金融、商業倫理和法律、

經濟學、國際企業、行銷、觀光與餐旅…等 70多種

叢書。 

1,105 

■ Apple(MAC)的作業系統 

■ Android 的作業系統 

■ Windows Mobile 7.0 的作業系統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Gale Virtual 

Reference 

Library  

(西文電子書) 

收錄範圍： 

A.得奬參考著作精選(共 44 種/240 冊)：收錄 Gale

由美國各參考書協會或機構，每年所評選出之年度

最佳參考資源，挑選出的各主題之經典系列。 

B.人文社會參考著作精選(共 214 種/331 冊)：收錄

Gale 最具權威之人文科學、商學及法律、社會政治

議題及經濟現象等指標性之參考資料。 

C.2010 年增購：文學經典及人文科學類精選(共 19

種/117 冊)。 

690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IEL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國際電

子電機工程學會

出版品]  

(西文電子書) 

收錄主題涵蓋：電機、電子、通訊、3C資訊科技、

應用物理、核能、航太、電信、資料存取、動力能

源、汽車電子、電腦軟/硬體、奈米科技、機械人學、

生物醫學、地球科學、網路、半導體、電路系統、

造像、海洋工程、無線通訊、感測器、信息傳送、

固態電路，以及其他相關技術主題。 

293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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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稱 收錄學科範圍 
可用 

冊數 

軟體需求/適用行動載具 

(如平板電腦、手機等)之作業系統 

Informa 

Healthcare 醫學電

子書 

(西文電子書)  

收錄醫學相關領域的電子書。主題包括心臟學、藥

學、皮膚科學、傳染疾病學、神經學、婦產學、腫

瘤學、眼科、整形外科、神經病學、呼吸與肺部醫

學、外科、泌尿學等。 

298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InfoSci 電子書 

(西文電子書)  

收錄 IGI Global 出版社超過 1400 種有關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與 Computer Science 的電

子書，主題類別包括：Database Technologies、

Education Technologies、E-Government、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Knowledge 

Management、Medical、Multimedia Technologies、

Security Technologies、Social Technologies、

Software Technologies。 

545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IOS Press Books 

Online [IOS] 

(西文電子書) 

IOS Press 每年大約出版 125 種新書及 85 種期刊 

(近 30 種為 core journals)。 

主題有 Assistive Technology Resear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dministrative 

Sciences、NATO Security through Science 

Series、NATO 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Series、NATO Science Series、Urban &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Applied 

Electromagnetics and Mechanics、Health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cs 等。  

556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McGraw-Hill 

(西文電子書) 

McGraw-Hill 的學術圖書出版品多為全球各大專院

校的指定教科書，在建築、電機工程、商業企管、

財經投資、醫學、社會與自然科學等出版領域享有

盛名。 

1,351 ■ 僅限 Android 系統 

MyiLibrary 

(西文電子書) 

讀者可透過 MyiLibrary 平台獲取來自 Blackwell、

CRC Press、SAGE 等出版社的內容，學科涵蓋理、工、

農、醫、文、史、哲等領域。 

7,090 

■ 有提供行動版網頁連結網址，但須

另外付費 500 元美金。 

■ 有關專用的 App，請參考以下網址: 

http://blogs.adobe.com/digitalpub

lishing/supported-devices 

OVID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Medical 

Collection](LWW) 

(西文電子書) 

收錄著名的醫學出版公司“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所出版的醫學、護理、藥學教科書，供重

要之診斷、研究與參考資訊使用。2012 年包含

American Nursing Association (ANA)所出版之護

理書籍。 

1,206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OSO)  

牛津學術電子書 

(西文電子書) 

收錄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所出版的五大主題

之學術性全文教科書，包含：科學、藝術、社會科

學、技術和心理學等領域。 

5,401 ■ 不需特殊軟體 

Palgrave Connect 

eBooks Complete 

(西文電子書) 

提供 8個主題領域的電子書收藏：Business & 

Management / Economics & Finance / History / 

Language & Linguistics / Literature & 

Performing Arts / Political & International 

Studies / Social & Cultural Studies / Religion 

& Philosophy。 

6,171 
■ 可於 Android / iOS / Windows 系

統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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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稱 收錄學科範圍 
可用 

冊數 

軟體需求/適用行動載具 

(如平板電腦、手機等)之作業系統 

Project Muse 

Complete 

Collection 

2010-2012 

(西文電子書) 

收錄同儕評閱的電子書，超過 65間大學出版社、學

會出版社之電子出版品。主題涵括：文學、教育、

政治、政策、宗教、歷史、詩歌、電影、劇場、表

演藝術、哲學、人類學、考古 學、社 會學、文化

研究、全球議題與美國研究等。 

5,164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RSC eBooks 

Collection 

(西文化學電子書) 

收錄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1968-2010 年出

版共計 972 本電子書，主題涵蓋了基礎化學、分析

化學、物理化學、有機化學、奈米科學等研究領域 。 

972 ■ 尚無 mobile version 

SAGE eReference 

(西文電子百科) 

內容收錄 2002-2007 年，共計 47 本精選電子百科，

領域涵蓋有商業、教育、歷史、法律、社會學、心

理..等。內容具深度及廣度，由學術領域專家學者

撰寫，具全球化視野、多面向分析觀點。 

47 ■ 不需特殊軟體 

ScienceDirect 

OnLine  - 

Elsevier 

(西文電子書) 

主題涵蓋：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 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技術), arts and humanities 

(人文科學), medicine (醫學)。 

3,464 

■ Apple(MAC)的作業系統 

■ Android 的作業系統 

■ Windows Mobile 7.0 的作業系統 

■ Blackberry、Kindle、iPad 

SIAM(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電

子書 

本資料庫包括的學科主題：應用數學研究、探索數

學新領域、CBMS-NSF - 應用數學、數學模組與計算、

演算法原理、應用數學、古典應用數學、其他應用

數學 titles、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應用數學會議

論文、設計與控制的發展、ASA-SIAM series 統計

與應用或然性、離散數學及應用、軟體及環境和工

具。 

394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S. Karger AG 

醫學電子書 

(西文電子書) 

內容涵蓋整個生物醫學，包括腎臟病學、呼吸道研

究或運動醫學/科學、基因組進化動態力學等醫學科

學書籍。 

516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SpringerLink 

eBooks 

(施普林格電子書) 

(西文電子書) 

是首套根據研究人員及科學家需求而特別設計的電

子書資料庫，每年收錄超過 3,000 餘本新出版的 STM

書籍、叢書及參考工具書，供讀者線上閱覽，涵蓋

有行為科學、生物醫學與生命科學、商業管理與經

濟、化學與材料科學、電腦科學、地球與環境科學、

工程學、人文、社會科學與法律、數學與統計學、

醫學、物理與天文學、建築、設計與藝術、專業電

腦、網路應用與設計等範圍。 

37,229 

■ Apple(MAC)的作業系統 

■ Android 的作業系統 

■ Windows Mobile 7.0 的作業系統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Taylor & Francis 

eBooks 

(西文電子書) 

精選自旗下 Taylor & Francis、Routledge、

Psychology Press、CRC Press 等多家出版社的學術

專業參考書，領域涵蓋有人文、社會科學、行為科

學、STM、法律等 30 大類。 

907 
■ 可使用行動上網的設備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Woodhead  

(西文電子書) 

成立於 1989 年之 Woodhead Publishing 為致力於材

料、食品、紡織、能源環境等科技領域的國際學術

出版社，收錄包含旗下 Chandos Publishing 專業於

圖書館學超過 800 本電子書，全文為 PDF。 

268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World Scientific 

(西文電子書) 

世界科技出版社為重要的科學主題出版社，許多出

版的書籍為世界知名大學史丹佛、東大、劍橋、麻

省理工等使用教科書，其作者編輯網羅諾貝爾獎得

主與各領域知名專業學者。  

976 ■ 可支援 PDF 格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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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名稱 收錄學科範圍 
可用 

冊數 

軟體需求/適用行動載具 

(如平板電腦、手機等)之作業系統 

文淵閣四庫全書 

電子書 

(內聯網版) 

文淵閣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共四十四

類、七十屬，內容涵蓋甚廣，包括哲學、歷史、文

藝、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法律、醫學、天文、

地理、算學、生 物學、農學、占卜等，是研究中華

五千年歷史文化的重要文獻。 

 

文淵閣四庫全書是現今在中華文化領域保存得最完

整、抄寫得最統一及最大的一部叢書，其有系統、

有條理地將中華五千年的重要典籍匯集成一大套百

科叢書，藉著運用先進的科技將其電子化，提供包

含原書頁的圖像，並備有多種書目檢索和輔助研究

功能。 

 

36,381 

1.第一次使用需先安裝用戶端程

式，安裝時請輸入伺服器 IP位址

(140.130.170.31)，安裝完成後須重

新啓動電腦。 

 

2.申請個人帳號/密碼者，請改以帳

號/密碼方式登入。 

 

3.校外連線請務必設定圖書館代理

伺服器，網址：

proxy.lib.ncyu.edu.tw 連接埠：

3128。 

 

4.本館採購為線上 5人版，使用後請

務必「登出」，以免影響他人上線權

利。 

中華數字書苑 

(原名：方正中文電

子書) 

為北京大學與方正集團合作完成之中文電子書，學

科內容涵蓋工藝技術、科普知識、經濟管理、醫藥

衛生、教材教輔、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藝術

等。  

58,302 ■ 可於 Android 及 iOS 系統閱讀 

四部叢刊電子版 

《四部叢刊》是文史工作者經常使用的一部重要典

籍。二十世紀初由學者、出版家張元濟先生彙集多

種中國古籍經典而撰寫成的一部著作。其最大特色

是講究版本，專選宋、元刻本，明清精刻本、抄本、

手稿本。共計收書 504 種、3,134 冊、近 9,000 餘

萬字。 

3,134 
■ 僅限校園網域內使用 

■ 第一次使用需先安裝用戶端軟體 

麥格羅.希爾

(McGraw-Hill)  

(繁體中文電子書) 

該出版社的學術圖書出版品多為全球各大專院校的

指定教科書，在建築、電機工程、商業企管、財經

投資、醫學、社會與自然科學等出版領域享有盛名。 

 

254 
 

華藝中文電子書 - 

AiritiBooks 

類型包含：人文社會、自然科學、醫學、產業報告、

考試用書、語言進修、文學小說、商業管理、藝術、

養生保健、休閒、政府出版品等。 

 

3,157 

■ 支援各式載具(PC/NB/平板)，須下載

iRead eBook 閱讀軟體使用；視出版社

實際授權逐步開放支援載具。 

HyREAD eBOOK 

(中文電子書) 

內容包含文學小說、宗教心靈、休閒生活、財經商

管、有聲語文學習等綜合類電子書。 1,880 

■ Apple(MAC)的作業系統 

■ Android / iOS 的作業系統 

■ Windows Mobile 7.0 的作業系統 

L&B 數位圖書館 

(中文電子書)  

是一套綜合性電子書資料庫平台，與 200 多家國內

外知名出版社共同合作數位版權開發。 

台灣地區如遠足文化、新自然主義等，以及大陸地

區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等

高校與專業出版社。 

378 ■ 僅限 iOS 系統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