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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讀者端平台說明

當這個課程完成，您應該可以了解 :

• 如何搜尋與查找所需的電子書。

• 掌握線上閱讀功能、書籤標註與書櫃功能。

• 熟悉章節下載與完整下載的流程。



有關Ebook Central電子書平台

• Ebook Central平台整合TAEBDC歷年來購置的三大電子
書集成平台：

• 聯盟總可用電子書：10,158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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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Ebook Central平台網址

• 讀者端網址：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機構專屬代碼

• 管理端網址*：

https://機構專屬代碼.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central

*如果不知貴單位管理端登入帳密可與ProQuest聯繫

*聯繫窗口：施志阜先生 (fox.shih@proqu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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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 Central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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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利用書名、作
者名稱、ISBN、
任意關鍵字在檢
索框進行搜尋。

• 也可以利用進
階搜尋或瀏覽
主題的方式進
行所需書目的
查找。



Ebook Central :進階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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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 Central :瀏覽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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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介面

後分類：可針對出版年度、主題、
語言別、作者進行進一步篩選。

書籍查詢結果與可用性顯示。

排序方式：相關性、出版日期、
題名、投稿人、出版商



Ebook Central :書籍詳目頁面

9

可用性：
書籍的同時可用人數、是否提供線
上閱讀、完整下載、章節下載、複
製與列印的規定與限制。

線上閱讀與完整下載：
• 線上閱讀如30分鐘無動作將自

動離開。
• 完整下載需搭配adobe digital 

editions且有借閱天數，屆閱
期滿需再行下載方能使用。

章節下載：
可下載純PDF檔，無使用天數限制，
同時可多人同時下載同章節或不
同章節。



Ebook Central : 線上閱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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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下載
• 章節下載-特定章節下

載
• 複製
• 列印成PDF-不特定章

節下載
• 新增至個人書櫃
• 分享該本書籍直接連結
• 創建引文
• 內容重點標記
• 內容重點注釋



Ebook Central : 線上閱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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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檢索框：讀者可用
關鍵字於檢索框內搜尋
書籍全文內容。

• 關鍵字呈現比重：讀者
所使用之關鍵字於各章
節的出現頻率。



線上閱讀 : 重點標示與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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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下載：特定章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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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下載：不特定章節下載 (指定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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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下載

• 完整下載功能可於書籍詳目介面或於線上
閱讀介面上方開啟。



完整下載-安裝Adobe Digital Editions流程



幾個提醒事項

• 當讀者於Ebook Central使用完整下載、章節下載、列印與複製功能時，平
台都會要求讀者登入平台的個人帳號。如事先沒有創建個人帳號，平台會
引導讀者創建屬於自己的個人帳號。

• 讀者於平台的個人帳號與密碼同時也是以後校外使用的帳密。

• 完整下載須配合Adobe Digital Editions且有借閱天數的限制。

• 章節下載所取得的檔案是PDF檔且沒有使用天數限制。

• 章節下載、複製、列印的限制都是以帳號為單位且每24小時更新。

17



書櫃功能：創建個人的專屬閱讀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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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管理端平台說明

當這個課程完成，您應該可以了解

• 管理端儀表板的使用

• 如何查詢最新書籍資訊與主題書單

• MARC檔案的取得

• COUNTER使用統計的取得

• SUSHI金鑰的取得與利用



有關Ebook Central平台網址

• 讀者端網址：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機構專屬代碼

• 管理端網址*：

https://機構專屬代碼.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central

*如果不知貴單位管理端登入帳密可與ProQuest聯繫

*聯繫窗口：施志阜先生 (fox.shih@proqu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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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 Central Libcentral管理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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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 Central Libcentral管理
端功能快速連結：
• Collections (書籍清單管理)
• Settings (電子書使用權限管

理)
• Users (管理者帳號與讀者帳

號管理)
• Reports (使用統計報告管理)

Dashboard (儀錶板功能) :
• 讀者帳戶請求開通通知
• 讀者新書推薦通知
• 本館自購書籍清單
• DDA閱選清單
• 來自聯盟的書單

書籍資訊檢索框



Dashboard (儀錶板功能) -自購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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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board (儀錶板功能) –聯盟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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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最新書籍資訊與主題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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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查詢結果介面

25

• 後分類：可根據可用性、
出版年、主題、語言別、
訪問模式、文檔格式再進
行篩選。

• 書價資訊：可呈現1人版、
3人版、多人版的即時書價。

• 可利用匯出功能 :匯出
MARC檔或CSV書單。



書籍查詢：批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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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 Central使用統計：Usage Report (原始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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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 Report :
提供有關 Ebook Central 上自購書籍與 DDA閱選書籍使用情況的詳細資訊，包
括免費查看、查看時間、查看頁面、章節和整本書下載、打印和複製等次數。使
用報告為每次session提供一個結果紀錄，因此同一本書可以於本報表中有多個條
目並列。



Ebook Central使用統計：Title Report (書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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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Report :
針對特定書籍在特定區間內使用狀況的總整理報表，提供的統計報表包
含:Total Turnaways、Free View Sessions、Total Free View Time、Total 
Pages Read、Total Book Downloads、Total Chapter Downloads、Total 
Pages Copied等報表。



Ebook Central使用統計：COUNTER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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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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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igations: Any user activity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a “Content Item” 
will be considered an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downloading or viewing 
the “Item”

• “Requests”: They are limited to user activity related to retrieving or 
viewing the “Content Item” itself.

Investigations and Requests of Items and Titles.



COUNTER 5：Book 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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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HI金鑰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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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使用規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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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開管理端上方的Settings選項，點選Access Permissions。
• 點選下方畫面Default選項進入設置頁。



電子書使用規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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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可針對電子書設置
完整下載的借閱天數。

• 相關的設定會即時反映在
讀者端讓讀者進行借閱天
數的選擇。



創建圖書館管理者帳號與權限

• 展開管理端上方的
Users選項展開
Manage Librarians
功能。

• 點選Add New 
Librarian去創建管理
者帳號。



創建圖書館管理者帳號與權限

• Ebook Central總管
理者的帳號可以根據
不同館員設置不同的
權限。

• 點選Add 
Permission去設置不
同的管理者權限。



創建圖書館管理者帳號與權限

• 平台提供多種權限選
項可供總管理者去進
行設置。



總結

讀者端

• 如何搜尋與查找所需的電子書。

• 掌握線上閱讀功能、書籤標註
與書櫃功能。

• 熟悉章節下載與完整下載的流
程。

管理者端

• 管理端儀表板的使用。'

• 如何查詢最新書籍資訊與主題書
單。

• MARC檔案的取得。

• COUNTER使用統計的取得。

• SUSHI金鑰的取得與利用。



Additional Resources

• Ebook Central 中文使用指南
https://proquest.libguides.com/ebc_tw

• 本地的資源培訓顧問: 孟家瑋先生

gary.man@proquest.com

• 台灣業務聯繫窗口：施志阜先生

fox.shih@proquest.com

• ProQuest全球客戶支援中心

https://support.proquest.com

https://proquest.libguides.com/ebc_tw
mailto:gary.man@proquest.com
mailto:fox.shih@proquest.com
https://support.proquest.com/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