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外電子書概況

商業性電子書

全世界最大的電子書市場在美國，較著名的營利組織與產品有Go。恥的電子書

計壺，目前已有1，200萬冊， 岫泣。n Kindle有35萬冊電子書可選擇，邦諾 ( B忱地

Noble ) 的Nook超過70萬冊， Son y eBook S tor e 的關譜器PRS-300和PRS-600可選諧的

約120萬冊， iPad剛發表，在電子書市場的表現會如何還不明朗。雖是群雄並起，然

而， Google遭到多方的抵制，其中包括直馬遜、微軟和雅虎等業者組成的「開放園

書聯盟J ( Op叩 Book Alli祖ce ) ，美國司法部於2010年2月4日亦發表聲明反對Google

與作家及出版商的和解協議，並將其建議送交審理的法院，但法院並未在2月 18日的

公聽會做出裁決，使得GoogleJiJT拇指有版權哥哥誠的園書遠無法公開販售。除大廠

外，許多出版社也以個別或聯盟的方式提供電子番。日本的電子番以沒室為大祭是

其特色，歐洲|對電子害的接受度則還是相當保守，中國是龐大的中文市場，電子害

關譜器銷售量成長迅速，漢王是其最大的電子害關譜器供應商。

非營利性電子書

在國際問非營利組織規糢較大或較著名可查閱電子害的有 r環球數位園書

館」、「歐洲|數位園書館」及「世界數位園書館」等。「環球數位園書館J ( The 

U郎，叮sa1 D igita1 Library , UD L )是由美國、中國、印度與埃及等國的大型園書館所合

作建置，數位化園書已超過百萬。「歐洲數位園書館J ( The Europe曲 Library ) 是結

合48個國家園書館、 35種語言館藏的網站，並以此為基礎，再加入博物館、檔案、

文化遺產等資料建置'Europe個a網站，提供包含蓄籍在內的600萬件資料。「世界數位

園書館J ( W orld Digita1 Libr ar y )是由美國國會園書館、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繳

(U1'IESCO ) 與各國的園書館所合作建立，可用英、法、簡體中文等 7種語言檢

索。此外， LibriVox免費齊聲書是較特別的電子書網站。

國內電子書概況

相較於國外，國內電子書發展較特別的是2009年8月開始政府以政策及資金支

持，但是到目前為止圍內電子書與閑話器的產品市場都還很小。硬體部份，許多廠

商大張旗鼓熱烈投入，且都份廠商在全世界電子書閑話器供應鍵占有重要地位，但

內容的部份，出版社鑑於圍內閑話人口有限，因此希莖以全球華文市場為目標，尤

其是中國大陸的市場，但白色否順利打入並取得一造的規模則有待觀察。

圍內電子書營利組織與產品有遠流的Koobe View前 ，預計2010年4月要推出電子

書閑話器一「遠流金庸機J ，城邦集團則提供在iPhon氓的dro崢機關語有關生活

及1*遊類的電子書;還有聯經、誠晶與中時等都已投入電子書市場。

國內非營利組織的電子番大部份來自個人、崇教團體與圖書館。

國內大專院校電子書急速成長

國內大專院校師生近幾年可使用的電子書冊數大幅增加，這與電子書聯盟的組

成及國科會的計盡有密切的關條。

國內大專院校園書館為降低成本，以有限經費贈實更多的冊數，並簡化採賠程

序，先後組成幾個聯盟，希望吾吾由國燈的力量事取較佳的採賠條件，而且加入聯盟

的園書館通常只要支付自己所採贈的電子書費用，即可使用全部聯盟JiJT訂購的電子

書，因此短短數年，大專院校師生可閑話的電子書冊數急速成長。

國內第一個全國性電子書聯盟是2001年逢甲大學組織的 r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

社J '約有40個會員圖書館，當採孵Netlibrary 、 Wi1ey 、 Safari 、北大方正等出版社的

電子番。

2005年逢甲大學再發起 r學術資2頁倍增行動方言葉綠滋J '匯集台淺、香港48

JiJT園書館，採贈言十42，000種/51 ，000冊的西文學術電子番。

r台草書學術電子毒草每單』成立責令2007年11月，由中興大學、台浩大學、成功

大學及台灣師範大學等4校園書館組成推動小姐，共同負責電子書資源需求調查、 f采

購及後續使用推廣事宜，中興大學負責採贈。目前有92所大專院校園書館、中央研

究院及國家園書館參加，已增加約3萬多冊西文學術電子番。

2007年 rf賣給院校校術研蓋章中心』由教育部補助經費，高綠應用科校大學負

責召集6大研究妓術領城中的7個人才培育中心學校進行毒草推驚與評選，採贈與推

廣也是由高純應用科技大學負責執行，目前有30JiJT技專院校參與。

「數位化論文與藏聯盟」採贈的不是一般番，而是學位論文，由台浩大學園書

館召集， 2009年有台港、香港108個會員園書館; 2001年開始採闊論文書目資料及全

文資料，目前計有106，616筆資料，其中39%晨起自然科學及工程學，人文及社會科學

占61% 。

此外， 2006年7月國科會人文處頒訂「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園書計畫作業要

點J '截至目前為止已採贈超過40萬冊人文及社會科學領械電子番，供全國大專院

校師生及中央研究院使用。之後，人文處文責令2008年8月推動「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

第二外語研究資源建置計畫J '賠置全國版的日、德、法語重要人社領織學術電子

資源供研究社群使用，這些資料庫也包含不少的電子番。

如何使用圖書館與網路的電子書資海

電子番大多數以電子型態、存在電腦中，少數儲存於光碟等媒體，因此幾乎都是

透過網路進行查閱。若以個人電腦查閱電子書(非商業性下動，一般可分為網路免費

電子書與國書館的電子書，網路免費電子書資源可直撥以搜尋引擎檢索，缺點是難

以迅速且精準的查到所需的番，因此建議從一些圖書館或專業館員已整理好的電子

書網站著手。

網路免費電子書

園書館網站遜灣將網路免費電子書資源歸類在「電子資源」或「網路資源J ' 

部份園書館會取名為「公開敢用電子書J (公開敢用亦稱公開敢閥、開放敢用、開

放取闕，英文通常稱為op凹 access ，簡稱OA ) ，如台浩大學園書館公開敢用電子

書網站。部份園書館將網路免費電子書資源也整合到全館的資料庫清軍中，其查詢

方式參見下一段即可。至於專業館員個人網站遜灣也會將電子書歸羊毛一類以方便查

找，如姜羲壹電子書網站 ，以上兩個網站是相當方便好用的電子書目錄網站。

圖書館電子書資按

個別園書館的許多電子書資源是透過採贈取得，因此使用H亨通常需要帳號密

碼，若不是該館的合法使用者就無法從遠端進入。電子寄一般歸類在園書館網站的

「電子資源J '現在以本館網姑且已例，說明如何檢索電子書(直接使用個人電腦或

筆記型電腦)

P:;~館總站電子書查關方式

i:求 11&徑 1i明

1.欲知圖書館有哪些電子書資料庫
圖書!lI1首頁-電子資源: 電子~資 中文電子書資料庫通常以筆創械

料庫 序，英文以字母l順序排序。

2 .欲知特定學科或學院有何適用的 圖書館當頁-電子資源: 電子毒資

電子書資料庫 料庫-資源;!lJ賢:適用學院

3 .已知電子書資料庫名婿，查看本 圖書館當頁-電子資源: 電子金資 可tt<筆創或字母排序尋找，或直

館是否有該資料庫 料庫 接翰入資料庫名單車查找。

1.圖書館當頁-健誠查詢: 給絨萱

拘無統-資料類型滋I軍電子書-查 1 若已知作者姓名或ISBN ' 亦

詢欄位可逃}軍「書刊名J 或 rR~Î睡 可在「作者J 或 r ISBNJ 愉位

4 .萱特定或不特定的電子書 字J ~翰入字詞 董海﹒

2 .圖書館當頁-資源線索言語統查詢 2 .g~份圖書館在電子書;清單網頁

權:翰入字詞檢哥哥-查詢結果分群 即可查個別的電子害。

顯示:遨擇「電子書J

圖書館當頁-飽誠查詢: 自直線查詢

5 .萱某一類的電子書
來統-資料類型過}軍電子書-查詢 在庸置給宣言曾來統建t謹以俊先以

4鋪位可滋I軍「標題J 、「關鍵字J 「標題J 愉查詢。

或「書刊名J ~翰入字詞

{置注 : 若您在校外透過「困苦組→軍車車查詢J 登i害的電子苦無法閉敏金文 ， 請tt<說明設定proxy .

現代的電子書~G紙本書方便檢索，但除非必要，否則盡量避免周全文(組

t自t ) 檢索，以免查出太多非所需的資料。此外，為維發著作財產權，請勿大量下

載。

本館目前可使用的電子書約68萬冊，包括一般學術著作、工具書、古籍及學位

論文，語文涵蓋中、日、英、法文等，學科方面也相當多元，可供全校師生同仁不

限時空檢索關詣，歡迎多多利用。

您覺得這篇文章: 。非常好 。好 。普遍 。再改善 。不佳 匡莖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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