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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子資源管理系統簡介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服務平台(以下簡稱 ERM)係是整合現有及未來可能擁有

之圖書館電子資源(包含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的網路平台，提供使用者

單一平台式的查詢、瀏覽以及管理功能，讓使用者能夠輕鬆躍越於各據一方的

電子資源，無差別地獲取想要的資訊寶藏。 

所謂電子資源管理意指「可查詢及瀏覽各電子資源／資料庫所收錄之個別

內容，如資料庫、電子期刊清單、電子書清單等，使用者並可直接取得該電子

資源原介面使用」的管理方式，搭配 Google-like式整合查詢功能，提供一個

方便的單一平台介面，以利使用者迅速取得所需之研究資料。 

以下將依查詢全文、瀏覽電子資源、個人化服務等三個部分依序做使用上

的介紹。 

 

 

貳、圖書館查詢功能 

一、全文查找 

ERM 系統提供嵌入式查詢功能，意即您可以只輸入一次查詢詞，即可橫跨

各資源做查詢，系統會將您輸入的查詢詞傳送至健行科技大學圖書館資源探索

服務平台檢索。(EDS 集中式) 

(一)一般查詢 

您只要在 ERM 的搜尋框上方，先點選「全文查找」頁籤，預設勾選下方

「EDS 集中式」選項，接著在搜尋框中輸入您要查詢的查詢詞，點選「查詢」

即可。ERM 系統會將查詢詞傳送給至健行科技大學圖書館資源探索服務平台，

檢索結果會於資源探索服務平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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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電子資源 

一、查詢電子資源 

如果您要尋找圖書館採購的特定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或電子書，您只要

點選 ERM 搜尋框上方的「資子資源」頁籤，並在搜尋框前方下拉選單選取欲

檢索的資料類型，輸入關鍵字即可查詢。(如需一次查詢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

及電子書，可直接選取全部)  

 

 

二、查詢結果呈現 

(一)資料庫 

結果頁面：能夠檢視資料庫的名稱、語文別、使用範圍等資訊。 

1.詳簡目切換： 

點選「頁面選擇」可選擇呈現欄位資料量的多或寡，以及切換詳/簡目呈現。 

2.加入常用電子資源： 

點選資源資訊左側的「書籤」，即可將該資料庫加入「常用電子資源」，並於

個人專區自訂標籤名稱以便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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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詳細頁面： 

在詳細頁面中包含了出版單位、主題、語文別及簡介等資訊，您也可直接點選

資源網址直接連結到該資料庫網站。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選擇的資料庫有收錄電子期刊或電子書，您可點選「期刊

收錄清單」中的「查看清單」來檢視收錄清單。 

 

 

(二)電子期刊 

結果頁面：能夠檢視電子期刊的名稱、內容簡介等資訊。 

1.詳簡目切換： 

點選「頁面選擇」可選擇呈現欄位資料量的多或寡，以及切換詳/簡目呈現。 

2.加入我的常用： 

點選期刊資訊左側的「書籤」，即可將該電子期刊加入「常用電子資源」，並

自訂標籤名稱以便於管理。 

3.收錄資料庫列表： 

列出所有有收錄該電子期刊的資料庫，並顯示各資料庫收錄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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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詳細頁面： 

在詳細頁面中包含了出版商、更新日期、ISSN 等資訊，此外也可直接點選網址

直接連結到該電子期刊原始網頁。 

 

 

(三)電子書 

結果頁面：能夠檢視電子書的名稱、E-ISBN 等資訊。 

1.詳簡目切換： 

點選「頁面選擇」可選擇呈現欄位資料量的多或寡，以及切換詳/簡目呈現。 

2.加入我的常用： 

點選電子書資訊左側的「書籤」，即可將該電子書加入「常用電子資源」，並

自訂標籤名稱以便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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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詳細頁面： 

在詳細頁面中包含了出版日期、作者、出版商等資訊，此外也可直接點選網址

直接連結到該電子書原始網頁。 

 

 

三、瀏覽電子資源 

如果您要透過瀏覽的方式來選取圖書館採購的特定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

或電子書，您只要點選 ERM搜尋框上方的「資料庫/期刊/電子書」頁籤，並在

搜尋框下方選擇「資源瀏覽」或在每一個頁面上方選取「資料庫/電子期刊/電

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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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庫 

1.字序瀏覽： 

點選 ERM 搜尋框下的「資源瀏覽」選項，將頁面左方的「資料庫、電子

期刊、電子書」選項切換到「資料庫」。接著我們依各資料庫名稱的第一個字

(字母)作為瀏覽排序的根據，可分為：西文字序、中文筆畫、中文注音符號、

語文別等排序方式。 

2.分類瀏覽： 

除了依照字序、語言別以外，我們也提供分類瀏覽與篩選的功能，讓您可

以輕鬆找到您想要的資料庫。 

分類瀏覽提供主題、系所、分類及熱門瀏覽等 4 種分類瀏覽的方式。 

 

3.後分類： 

ERM提供資料庫的使用狀態及資料類型篩選。 

(1)狀態： 

您可利用試用、新進、購買、免費、推薦等 5種方式來篩選

出所需的資料庫。 

(2)資料類型： 

可分為電子期刊、電子書、博碩士論文、報紙、會議論文/研

究報告、百科全書、字辭典、傳記/名錄、影音資料庫、書目索

引、引文資料庫、全文、法規、目錄/指南、聯合目錄、索引/摘

要、書目管理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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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期刊 

1.字序瀏覽： 

點選 JUMPER 搜尋框下的「資源瀏覽」選項，將頁面左方的「資料庫、電

子期刊、電子書」選項切換到「電子期刊」。我們依各電子期刊名稱的第一個

字(字母)作為瀏覽排序的根據，可分為：西文字序、注音符號、筆畫順序等方

式排序。 

2.分類瀏覽： 

除了依照字序、語言別以外，我們也提供依收錄資料庫瀏覽、系所、主題

及熱門等 4 種分類瀏覽的方式，讓您可以輕鬆找到您想要的電子期刊。 

 

 

(三)電子書 

1.字序瀏覽： 

點選 ERM 搜尋框下的「資源瀏覽」選項，在頁面左方「資料庫、電子期

刊、電子書」選項切換到「電子書」。我們依各電子書名的第一個字(字母)作

為瀏覽排序的根據，可分為：西文字序、注音符號、筆畫順序等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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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類瀏覽： 

除了依照字序、語言別以外，我們也提供收錄資料庫、系所及熱門瀏覽等

3 種分類瀏覽的方式，讓您可以輕鬆找到您想要的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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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個人專區 

在使用 ERM 來查詢期刊文章或使用電子資料庫等時，若有些資源來

不及閱讀，但不希望未來在搜尋一次，希望將其暫存下來，則加入個人專

區做儲存。 

在儲存時，我們會將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則存放在「常用

電子資源」，以下將說明新增/管理個人專區的步驟。使用個人專區功能

時，需先登入個人帳號，才能將設定儲存。 

 

一、常用電子資源 

(一)新增電子資源 

在「電子資源列表」中，無論是資料庫、電子期刊或是電子書的資料列

表前方都有一個書籤的符號「 」。只要點擊要加入期刊文章前方的書籤符

號，使其變成橘色「 」即加入成功。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的範例分

別如下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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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點擊一次橘色的書籤符號即直接將該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自個人

專區移除。 

如果希望將整頁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一次加入個人專區，則可在文

章列表頁左上方有個全選按鈕「 」，點擊全選按鈕使其變成橘色

「 」即可。 

當電子資源加入到個人專區後，會存放在「常用資源」的分頁底下，日

後僅需到這裡就可以找到過去儲存的電子資源，並依照資料庫、電子期刊及

電子書做區分，如下圖： 

 

 

(二)刪除儲存文章 

如想要刪除過去已經加入的電子資源，則只需勾選電子資源資料前方的

方框，並按下「 」按鈕即可，如下圖：(刪除儲存的電子期刊與電子書

方法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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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儲存的電子資源 

加入到「常用電子資源」的文章，除了直接瀏覽外，我們可以透過搜尋

或是將文章分類(設定標籤)的方式來管理儲存的文章。操作方式參考如下： 

1.搜尋 

在頁面的左側有一「名稱篩選」的搜尋框，只要在搜尋框中輸

入您要搜尋的條件，按下「 」或直接在鍵盤上按下

「Enter」，即可搜尋到符合條件的文章。如下圖：(搜尋儲存的電

子期刊與電子書方法亦相同) 

 

2.加入標籤 

除了透過搜尋的方式來找尋文章外，我們亦可將儲存的文章透

過標籤的方式來分類，在文章列表頁上方有一個「加入標籤」的下

拉選單。在下拉選單中，我們可以勾選的文章加入已設定的標籤或

是新增標籤來分類，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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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選擇新增標籤來分類管理，會跳出一個視窗(如下圖)讓您

為這個標籤做命名，輸入完畢後按下確認鍵即完成。 

 
 

當加入完標籤後，未來您即可透過標籤分類的方式，在特定標

籤中找到您要的文章。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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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標籤 

若您向要更改標籤的名稱，則可在列表頁左側有一「 」

的按鈕，點擊按鈕即會跳出一個管理視窗，在視窗中按下

「 」按鈕，即可修改標籤名稱，如下圖： 

 

如想徹底刪除該標籤，按下同視窗中「 」按鈕即可刪除。 

 

二、檢索紀錄 

若您想要查詢過去查詢過的檢索條件、開啟過的期刊文章或是瀏覽過

的電子資源，您可在個人專區中的檢索紀錄分頁中搜尋或瀏覽。 

檢索紀錄的紀錄可分為以下三類： 

圖示 項目 說明 

 

檢索條件 只要是在搜尋框中輸入的檢索條件、詞彙一律

算是檢索條件的分類。 

 

過去開啟的期

刊文章 

只要是檢索後點擊/開啟的期刊文章，都算是此

分類。 

 

過去瀏覽的電

子資源 

無論是透過檢索或是瀏覽得到的資料庫/電子期

刊/電子書，都算是此分類。 

 

當我們點擊過去的檢索條件時，則會依照當時使用的檢索條件再進行

查詢；如點擊 

(一)依時間瀏覽 

在檢索紀錄中可依日期分類瀏覽過去的紀錄，依序可分為「近三日」、

「近一週」、「近一月」以及「全部」4 種分類選項供挑選，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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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搜尋 

在頁面的左側有一「名稱篩選」的搜尋框，只要在搜尋框中輸入您要搜

尋的條件，按下「 」或直接在鍵盤上按下「Enter」，即可搜尋到符合條

件的檢索紀錄。如下圖： 

 

 

三、介面語言調整 

如欲修改介面語言，可在頁面上右上角下拉選單可進行選擇，目前設

定有中文版、英文版可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