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數位借閱證服務暨數位資源使用說明

壹、數位借閱證服務

一、 服務簡介

(一) 申辦對象：尚未辦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借閱證之

中華民國國民。

(二) 特點：先核發無實體型式借閱證，可使用國資圖電子資料庫指南數位

資源(網址http://edb.nlpi.edu.tw)。如需欲借閱、預約實體館藏，請

攜帶身分證或駕照正本，至國資圖總館 、黎明分館或中興分館辦證櫃

檯，即可領取實體證。

(三) 相關辦證問題，請洽詢專線：04-2262-5100轉 1111辦證處。

二、 數位借閱證申請辦法

(一) 對象一：以學校或機關團體為單位  

1. 申請方式：

(1)學校或機關應檢齊「學校暨機關集體辦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

閱證申請單」及「個人資料授權同意聲明書」各1份函送國資圖集體辦

理數位借閱證申請。

(2)公文核准後，請各單位依「讀者資料檔」Excel檔格式完整提供申請

者正確個人資料，建置完成後將檔案E-mail至 ecard@nlpi.edu.tw。

2. 注意事項：

(1)請指定專人負責，如有人員異動，應通知國資圖變更相關資料。

(2)詳細申請辦法可至國資圖網頁查詢：國資圖首頁→ 讀者服務→ 借

閱服務→集體辦證。 

(網址 http://www.nlpi.edu.tw/ReaderService/LoanService/application02.htm)

(3)收到資料辦理完成後，將以電子郵件回覆聯絡人，並請聯絡人轉知

各申請人，憑帳號（身分證字號）及密碼（預設為生日月日4碼）

即可使用國資圖電子資料庫指南數位資源，並請轉知申請人遵守國

資圖數位借閱證使用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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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洽詢專線：04-2262-5100轉 1118。

(二) 對象二：個人  

1. 申請方式：個人直接透過網路申請。

2. 注意事項：

(1) 詳細申請辦法可至國資圖網頁查詢：國資圖首頁→ 讀者服務→ 借閱

服務→借閱證申請。 

 (http://ipac.nlpi.edu.tw/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JOIN)

(2) 網路申辦後，可選擇經由以下方式確認身分，國資圖受理後以E-mail

回覆申辦結果，一經核准，讀者即可使用國資圖豐富的數位資源服務。

Ａ.郵寄身分證影本，地址：402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Ｂ.利用電子郵件傳送身份證影像檔，E-mail至 ecard@nlpi.edu.tw。

(3) 居住海外之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數位借閱證時，如無身分證影本，可利

用郵寄或電子郵件提供個人身分證字號、中文名字暨中華民國護照影本

或影像檔傳至國資圖，以利身分之確認。

(4) 本館數位借閱證限本人使用，不得轉借、讓與或以其他方式由第三人使

用，違者自負一切法律責任。

貳、數位資源使用方式

(一) 電子資料庫：網路申辦並經核准數位借閱證後，讀者即可使用國資圖

電子資料庫指南。

(二) 電子書服務平台：以國資圖或全國公共圖書館讀者身分註冊會員後始

可使用(網址http://ebook.nlpi.edu.tw/)。

(三) 洽詢專線：04-2262-5100轉 123。

          使用資格

國資圖

數位資源

國資圖借閱證

(含數位借閱證)

其他公共圖書館

借閱證

電子資料庫指南 V

電子書服務平台

(需另註冊會員)
V V4

http://ebook.nlpi.edu.tw/
mailto:ecard@nlpi.edu.tw
http://ipac.nlpi.edu.tw/cgi-bin/spydus.exe/MSGTRN/OPAC/JOIN


參、電子資料庫使用說明

一、 連線路徑：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首頁 http://www.nlpi.edu.tw → 數位

資源 → 電子資料庫指南 http://edb.nlpi.edu.tw。

※建議使用IE瀏覽器開啟，目前部分電子資料庫不支援Firefox、Chrome等

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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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依「資料類型瀏覽」後，再點選

欲使用之資料庫，如:兒童繪本→圓

夢繪本資料庫

 選擇(1)直接輸入資料庫名稱查詢
或(2)依「資料類型瀏覽」

(1) 直接輸入資料庫

名稱查詢

(2)依資料類型瀏覽

http://edb.nlpi.edu.tw/
http://www.nlpi.gov.tw/


 

二、使用者登入

◎帳號：身分證字號

◎密碼：預設為生日之月日，共4碼

       

三、授權連線使用範圍說明：

(一) 館內外皆可使用：不限國內外任何地方皆可直接連線使用。

(二) 限館內使用：必須至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內才可使用。

四、各資料庫詳細介紹及操作說明：

(一) 請參閱「使用說明」。

(二) 資料庫使用說明（PPT檔）及動態語音使用說明，歡迎下載轉製教學，

並請標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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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後即可開始使用

資料庫使用說明 (PPT檔 )

動態影音使用說明檔



肆、電子書服務平台使用說明

一、連線路徑：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首頁http://www.nlpi.edu.tw → 數位資源 

→ 電子書服務平台 http://ebook.nlpi.edu.tw。

 收錄正體中文電子書，全國公共圖書館讀者完全免費借閱。

 收錄範圍遍及各類出版社、出版品及知名作家著作，如：劉克襄、九把刀、洪

蘭、蔡穎卿、李家同、聖嚴法師、管家琪、王安琪、吳若權、吳淡如、許常德、妙

卡卡、賴世雄、許添盛醫師、臺大出版中心(獨家)。

二、會員註冊（持國內任一所公共圖書館借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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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註冊同意書點選同意

(二)選擇註冊館別

(三)

http://ebook.nlpi.edu.tw/
http://www.ntl.gov.tw/


 

 帳號啟動後，即可以會員身分登入電子書服務平台

＊帳號：身分證字號

＊密碼：註冊時設定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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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填寫個人資料 (五)請至登錄的 e-mail信箱，收取確認信
點選信件內容的連結來啟動帳號

個
人
化
功
能

展
示
櫥
窗

熱門關鍵詞

檢
索
區

＊到期後系統自動歸還
＊請依個人使用之閱讀
載具點選借閱功能，
建議使用線上借閱

借閱規則：

＊借閱冊數/天數：4      冊  /14      天  。
＊續借：以 1次為限，借期為 14天，

自續借日起算。

＊預約冊數/保留天數：3      冊  /7      天  。電

子書全部被外借時可線上預約。



線上閱讀、線上借閱
請安裝Adobe Reader
 9.0以上版本

及Adobe Flash Player

 建議採用瀏覽器 IE 7.0 以上版本

 目前不支援 Firefox、Chrome 等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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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或 Android平板電腦
專用閱讀軟體(直接連至
App Store / Google 
Play(原 Android Market)

離線借閱

請安裝NLPI Reader及
Net Framework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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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圖鑑小百科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1896.06.17-1944.03.31)

報紙標題索引資料庫(至94.12)
兒童文化館(文化部)

牛頓教科書影音資料館
空中美語-NEW TOEIC新多益測驗系統

空中美語-GEPT英檢測驗系統
新聞知識庫

線上視聽媒體中心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

MagV 中文線上雜誌
TumbleBook

天下雜誌群知識庫（7刊）
音象先修網九年一貫數位學習課程

咕嚕熊共讀網電子書
布克聽聽兒童數位閱讀網電子書

聯合知識庫. 原版報紙資料庫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圓夢繪本資料庫

點閱次數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資源使用率排行榜─全部 (共150種)
(2014.12，前20名)

 

伍、數位資源、電子書資料庫使用排名

   (一)103年數位資源使用統計前 20名

(二) 102年數位資源使用統計前 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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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0



(三) 103年電子書資料庫使用統計前 20名

(四) 102年電子書資料庫使用統計前 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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