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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電子書館際合作借閱一獨家服務 

• 透過館合功能讓館際資源共享，增加讀者跨館借閱
便利性，使圖書館館藏資源再活化。 

功能完整，支援多館登入 

• 提供線上閱讀和下載閱讀，線上書櫃雲端同步，即時
更新於各載具。 

• 提供借閱、到期自動歸還、預約、推薦採購書籍功能。 

• 若讀者有多校或公共圖書館的帳號，可同時登入華藝
電子書app，享受多館館藏。 

 

收錄多樣學術專書和出版社獨家書籍 
• 豐富的收錄內容：囊括商管財經、休閒旅遊、文學小

說、語言學習、各學科專業 、設計藝術等類型。 

於2008年推出的iRead 

eBooks 華藝電子書，

精選優良華文書籍； 

 

收錄近3000家出版社、

逾80,000本繁體中文電

子書，成為台灣規模最

大的中文電子書平台！ 



電子書平台 使用流程 

Step 1 進入華藝電子書首頁，點擊「登入」 

Step 2 選擇登入單位名稱「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 

Step 3 登入帳密後，即可借閱電子書! 

*可至電子書首頁最下方，查詢本館借閱規則! 



閱讀方式 支援多載具線上、離線閱讀! 



閱讀方式 PC版閱讀軟體 

1. 請至華藝電子書平台「閱讀軟體」點選

「下載閱讀軟體」按鈕： 



閱讀方式 Android APP 

1. Android使用者請至「Google Play」查詢「iRead eBook」：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iriti.reader&hl=zh_TW 

 

2. 或是至華藝電子書平台「閱讀軟體」掃描QR Code下載 APP：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iriti.reader&hl=zh_TW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iriti.reader&hl=zh_TW


閱讀方式 iOS APP 

1. iOS使用者請至「Apple Store」查詢「iRead 」：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iread-

%E8%8F%AF%E8%97%9D%E9%9B%BB%E5%AD%90%E6%9B%B8/id505365469?mt=8 

 

2. 或是至華藝電子書平台「閱讀軟體」掃描QR Code下載 APP：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iread-%E8%8F%AF%E8%97%9D%E9%9B%BB%E5%AD%90%E6%9B%B8/id505365469?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iread-%E8%8F%AF%E8%97%9D%E9%9B%BB%E5%AD%90%E6%9B%B8/id505365469?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iread-%E8%8F%AF%E8%97%9D%E9%9B%BB%E5%AD%90%E6%9B%B8/id505365469?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iread-%E8%8F%AF%E8%97%9D%E9%9B%BB%E5%AD%90%E6%9B%B8/id505365469?mt=8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單位
logo 單位名稱 

一般、進
階查詢 

首頁書架： 

PDA 
館藏 
館際合作 
自訂 

書籍、
學科分
類 

功能列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註冊登入 

本館使用者，可直接登入借閱

證號使用華藝電子書!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會員專區 

登入個人帳號後，進入會員專區，

維護帳號和查詢各項書籍紀錄! xxx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首頁書架 

依本館採購狀態，顯示PDA、

館藏、跨館借閱書架，讀者可

自由切換書架! 

 

(亦有開放館員自訂書架功能，供

活動推廣使用!)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查詢 

一般查詢和進階查詢皆可自訂查詢欄位； 

查詢結果依採購類別和內容拆分頁籤，

供讀者快速定位目標讀物!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電子書詳目頁功能 評分、收藏、至灰熊愛讀書購買紙本書、
FB或G+分享 

線上、下載閱讀COPY數、
可借閱天數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電子書詳目頁功能 

• QR Code掃描： 

以華藝電子書APP掃描後，跳至APP書籍詳目頁
借書。 

• 線上看、試閱： 

線上看可開啟線上看Viewer閱讀全文；試閱僅可
閱讀部分%數。 

• 借書： 

借書需先登入；若本館未購買此書，讀者可推薦
單位採購。 

館藏書 館合書 單位未採購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電子書線上看(PDF) 

左右翻頁 

目錄 

放大、縮小、文內查詢、設定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電子書線上看(EPUB) 

左右翻頁 

目錄 
全螢幕 

文內查詢 

設定：字體、閱讀模式、繁簡轉換 



電子書平台 功能說明 

電子書借閱 

借閱需登入，借閱成功後，提示開啟

PC版離線閱讀器，下載書籍閱讀。 

詳目頁可還書或續借! 



PC版離線閱讀器 使用流程 

Step 1 登入PC版離線閱讀器 

Step 2 至「下載專區」批次下載借閱的書 

Step 3 至「我的書櫃」開啟下載完成的書閱讀 

*至華藝電子書首頁「閱讀軟體」，

下載PC版離線閱讀器→ 



PC版離線閱讀器 使用流程 

• 登入個人帳號後，跳至我的書櫃。 

 

• 若讀者有已借閱但未下載的書，系統

跳出提示訊息，引導讀者至「下載專

區」批次下載書籍。 

登入 

提示訊息 

下載專區 



PC版離線閱讀器 使用流程 

選擇書籍，閱讀
書籍資訊 

我的書櫃預設畫面，陳列所有

已下載完成書籍。 

書櫃模式
切換(書
封或條列 

書櫃排序切換 

上次閱讀處 

設定(書櫃風格) 



PC版離線閱讀器 使用流程 

電子書離線閱讀(PDF) 

放大、縮小 

左右翻頁 

回我的書櫃 

目錄 



PC版離線閱讀器 使用流程 

電子書離線閱讀(EPUB) 

放大、縮小 

左右翻頁 

回我的書櫃 

目錄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Step 1 進入華藝電子書APP，選擇「立刻登入帳號」 

Step 2 選擇登入單位名稱「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 

Step 3 登入個人帳密後，即可使用本館館藏! 

*至華藝電子書首頁「閱讀軟體」，掃描

QR Code下載iRead eBooks APP→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主畫面 

• 需登入才可使用本館

電子書。 

• 點選主畫面左側選單，

開啟「管理」功能列。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登入 
新增帳號 

• 登入流程 

新增帳號→選擇單位→輸入個人帳密→登入完成 

選單位 登入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多館登入 

• 登入 

新增帳號→選擇單位→輸入個人帳密→登入完成 

XXXXXXX XXXXXXX 

XXXXXXX 

• 可用「新增帳號」，一次登入多館，

同時使用多館館藏。 

• 另可於下方功能列的「館藏切換」 ，

隨時切換館藏! 

新增帳號 登入新館 館藏切換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管理局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電子書查詢 
• 輸入關鍵字，於館藏中進行查詢。 

• 可於下方功能列「排序方式」 ，

隨時切換查詢結果的排序!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電子書線上看(PDF) 

含目錄、文內查詢、

索引頁等功能，提供

流暢的線上閱讀!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電子書線上看(EPUB) 

含目錄、文內查詢、

進度條等功能，提供

流暢的線上閱讀!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電子書借書 

• 借閱成功後，可選擇「下載本書」至書櫃下載

書籍，或選擇「繼續借書」，繼續瀏覽館藏。 

• 若書籍有PDF/EPUB兩種格式，可擇一下載!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我的書櫃 

仿真的書櫃設計，提

供最舒適的書櫃管理

環境! 

• 未下載：黑白書封 
• 下載完成：彩色書封 

書櫃同步 最近閱讀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電子書離線閱讀(PDF/EPUB) 

功能如同線上閱讀，

提供流暢的下載閱讀! 

PDF EPUB 



iRead eBooks APP 使用流程 

電子書還書 

• 單本歸還： 

長按書封，歸還書籍或刪除書籍檔案。 

• 批次操作： 

書櫃先切換為「列表」模式，點擊右上「管理」按鈕，

批次進行刪除、下載或歸還。 

我的書櫃 單本歸還 批次操作 



歡迎使用華藝電子書!  

圖書館雲端書庫，行動閱讀超方便! 



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我們的客服聯繫  

Many Thanks! 

客服專線：0800-000-747  

客服信箱：books@airiti.com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AM09:00-PM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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