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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iriti Library 簡介
Airiti Library是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囊括各
學門領域之學術期刊、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及電子書多
元化全文文獻服務整合平台。現今文章數量逾200萬篇
以上，且全文率達97%已上。以上，且全文率達97%已上。

☑質量兼具，收錄核心
☑跨區域性，放眼全球
☑唯一整合兩岸四地學術資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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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說明
� 瀏覽器：建議使用IE 7.0以上的版本進行瀏覽，以利
網頁正常運作及呈現。

� 閱覽全文：Airiti Library提供PDF檔案格式電子全文，
請先行確認您的電腦是否有安裝Acorbat Reader7.0請先行確認您的電腦是否有安裝Acorbat Reader7.0
版本以上，若電腦未安裝，請先至www.adobe.com
網站執行安裝；或至網站下方點選連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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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開始使用Airiti Library
1) 利用搜尋找您要的文獻。(見查詢功能章節)
2) 利用不同瀏覽類型找你要的文獻。 (見瀏覽功能章節)
3) 申請免費加入會員，享有會員專屬的服務及優惠。
(見下方個人化服務章節)(見下方個人化服務章節)

4) 使用手冊及網站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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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 Airiti Library提供個人化線上服務，使用前請先登入會員
帳號，即可享用會員專屬的服務與優惠；如果您還不是會
員，請先申請一組會員帳號，申請方式請參考下方說明。

� 如何免費加入個人會員� 如何免費加入個人會員
� 點選頁面上方「免費加入會員」
� 填寫個人完整資料
� 按下確認送出，系統會驗證您輸入的資料是否完整無誤。

� 成功 – 彈出您已註冊成功訊息
� 失敗 – 請依指示繼續操作；如還是未能成功申請，請與客服中心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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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 下拉 標籤，進入下列各項功能列表：
1) 查詢歷史：系統會自動儲存您本次在Airiti Library

內的查詢歷史記錄，點選查詢策略可連結至檢索結
果頁面；您可將查詢策略刪除、儲存或Email至您指果頁面；您可將查詢策略刪除、儲存或Email至您指
定的信箱；未儲存的查詢策略將於瀏覽器關閉後自
動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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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2) 我的最愛：使用電子期刊和會議論文時，於期刊或

會議論文簡易書目頁中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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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3) 在文獻的簡易書目頁或詳細書目頁，點選

，將單筆文獻加入追蹤清單內，之後可到個人化服
務>追蹤清單內進行記錄編修或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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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4) 購物車：除直接點選單篇全文下載外，您也可選擇

將文獻 ，將多筆文獻一次結算。您可至個人化服務
>購物車進行變更購買文章清單。(結帳程序請參考
購買點數章節)購買點數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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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5) 文章下載記錄：查閱您目前剩餘會員點數及使用期

限，系統也記錄下您曾下載過的文章篇名及其相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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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6) 點數儲值記錄：查閱您曾在Airiti Library上的點數儲值

記錄。
7) 修改個人資料：隨時於線上編修您的個人資料
8) 購買點數：點選頁面右上方的購買點數選項，購買點數

分四項作業流程：
8) 購買點數：點選頁面右上方的購買點數選項，購買點數

分四項作業流程：

A會員資料確認→→→→B點數購買→→→→C選擇付款方式→→→→D發票開立

A.會員資料確認：為避免加值錯誤，請先確認系統顯示的資料
無誤
B.點數購買選擇：依照個人需求選擇點數的數量及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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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人化服務
C. 付款方式：

�信用卡：確認購買後，連結信用卡線上結帳系統，填
入信用卡卡號及信用卡背面簽名欄末三碼，完成確認
送出後即完成付款(若為海外信用卡，請選擇信用卡2)

� ATM：確認購買後，呈現訂購完成畫面。請將畫面顯� ATM：確認購買後，呈現訂購完成畫面。請將畫面顯
示訂購資訊記錄或列印保存，

�持金融卡至ATM自動櫃員機或線上轉帳，確認轉帳後，
點數約於2-3個小時內加入。

�郵局劃撥：確認購買後，呈現訂購完成畫面。請將畫
面顯示訂購資訊記錄或列印保存，至郵局填寫劃撥單，
並於劃撥單上通訊欄處註明訂單編號、會員名稱、聯
絡電話，以利順利儲值。劃撥完成後，等候2-3個工
作天(不含劃撥當日及例假日)，點數將自動加入帳號。

13



4 個人化服務
D.發票開立：填寫發票資訊，確認匯款完成後，我
們將於七日內寄出，建議您列印或保存訂單資料，
如未收到發票或有任何操作上的問題，請聯絡客服
中心，我們將盡快為您處理。中心，我們將盡快為您處理。

14



4 個人化服務
9) 忘記帳號密碼：選擇忘記密碼功能，輸入您註冊
Airiti Library時所提供的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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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詢功能
� 文章查詢
將您要找的關鍵字輸入於對應查詢欄位內，輸入兩個
以上為AND縮小查詢範圍。可限制出版地區、文獻類
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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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詢功能
� 進階查詢
當您有明確的搜尋範圍需要做條件限定。

�欄位下拉式選單：可限定只搜尋特定欄位資料
布林邏輯AND、OR、NOT運算元�布林邏輯AND、OR、NOT運算元

�語言、文獻類型、電子全文等可自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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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詢功能
� 出版品查詢
當您想找特定出版品或出版單位，或利用ISSN找出
版品時，建議您可採用此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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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詢功能
� 查詢小技巧

� ISSN輸入範例：例1817-406X 
� ISBN輸入範例：例9789866542756
� AND、OR、NOT ：布林邏輯組合關鍵字，用來擴大或縮小查詢
範圍的技巧。範圍的技巧。

� 空格：表示為「and」布林邏輯用法
� 雙引號(“”) ：片語以雙引號標示開始及結束，而且只尋找出現順
序相同的字詞，例：“image process”

� ? ：表示一個字母切截, 輸入兩個?表兩個字母, 依此類推，例: 
user輸入「Appl?」，查得結果應為apple, apply…(常用於英文
字查詢)

� * ：表示不限字母切截, 由0~n.例: user輸入「appl*」，查得結
果應為apple, apples, apply, applied, application…(常用於英
文字查詢) 19



6 查詢結果再利用
� 檢索範例：文章查詢輸入「缺血」

查詢條件顯示

1.檢索結果再查詢
2. 重新執行檢所

會員登入

文獻類型

關鍵字連結
1.全文下載
2.加入追蹤清單
(需登入會員)
3.加入購物車
(需登入會員)20



6 查詢結果再利用
� 文獻排序：

�(預設) 相關程度高在前
�下拉選單：電子全文在前、臺灣出版在前、最新出版在
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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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詢結果再利用
� 全文下載

�團體訂戶IP範圍內或ID登入，可免費下載。
�個人需先登入會員下載全文，選擇扣點或單篇購買。

�若電腦未安裝，請先至www.adobe.com網站執行安裝；
或至網頁下方點選連結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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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詢結果再利用
� 書目匯出

�單頁多筆資料匯出、Email
�支援格式： EndNote 、RefWorks 、TxT
�自選欄位�自選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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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詢結果再利用
� 文章詳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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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詢結果再利用
� 作者、關鍵字、出版品名稱、卷期、主題連結再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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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詢結果再利用
� 需先登入會員才可使用

�加入追蹤清單

�加入購物車
�全文下載(扣點) ：確認扣點後，此篇電子全文於24小時
內無限次數下載，將不重複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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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 於首頁上方點選瀏覽標籤進入瀏覽主頁畫面。

限定類型查詢
或重新查詢

文獻類型頁籤

瀏覽類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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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1) 電子期刊 (系統預設值)：有四種方式如下逐一介紹：

主題瀏覽、出版單位瀏覽、指標期刊瀏覽、拼音瀏
覽。
�主題瀏覽：分為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主題瀏覽：分為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
學、醫學與生命科學五種

步驟1. 點選左側視窗任一主題來展開其細部主題，點選細部主題進
入期刊主題清單。圖例：「人文學」->「藝術」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出版品名稱、出版單位、出版地區、出版
日期

步驟3. 點選期刊名稱，進入出版品詳細書目頁；包含封面圖片、
基本資料、所有卷期、版權頁、投稿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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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步驟4. 點選期刊卷期，開啟該卷期簡易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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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 出版單位瀏覽：依出版地區分類：中國、其他地區、

台灣，再依出版單位類型區分。圖例：「台灣」-
「公立大學」

步驟1. 點選任一學校名稱，進入所收錄出版品簡目頁步驟1. 點選任一學校名稱，進入所收錄出版品簡目頁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出版品名稱、出版單位、出版地區、出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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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步驟3. 點選期刊名稱，進入期刊簡目頁；包含封面圖片、基本資料、
所有卷期、版權頁、投稿資訊等

步驟4. 點選期刊卷期，開啟該卷期簡易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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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 指標期刊瀏覽：包含臺灣期刊指標 THCI、TSSCI；

國際期刊指標 A&HCI、EI、MEDLINE、
SCI、SSCI等；中國期刊指標 CMA、CMB、CNKI
等為收錄標準等為收錄標準

步驟1. 點選左側視窗期刊指標類型，依照您的需求選擇期刊指標，於右
側視窗展示該指標收錄的期刊清單。圖例：「國際期刊指標」- 「SCI」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出版品名稱、出版單位、出版地區、出版日期
步驟3. 點選期刊名稱，進入期刊簡目頁；包含封面圖片、基本資料、所
有卷期、版權頁、訂購資訊、投稿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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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步驟4. 點選期刊卷期，開啟該卷期簡易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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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拼音瀏覽：將出版品以漢語拼音呈現，以利非臺灣地區
的使用者檢閱。

步驟1. 依照字首字母展開該字母開頭的拼音列表，依您的需求選擇合適
的拼音，進入該期刊拼音清單。圖例：「A」->「An」的拼音，進入該期刊拼音清單。圖例：「A」->「An」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出版品名稱、出版單位、出版地區、出版日期
步驟3. 點選期刊名稱，進入期刊簡目頁；包含封面圖片、基本資料、所
有卷期、版權頁、訂購資訊、投稿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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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步驟4. 點選期刊卷期，開啟該卷期簡易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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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2) 學位論文：瀏覽方式分為校院瀏覽和拼音瀏覽兩種

方式。
�校院瀏覽：依照學校名稱、學院名稱、系所名稱來瀏覽。
圖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圖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步驟1. 選擇系所名稱後，進入該系所收錄所有論文簡易書目頁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電子全文在前(預設)、最新出版在前、台灣出

版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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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步驟3. 點選簡目頁之篇名，進入該論文之詳細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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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拼音瀏覽：將校院名稱以漢語拼音呈現，以利非臺灣地
區的使用者檢閱圖例：「Tai Wan Da Xue」->「Tai 
Wan Wen Xue Yan Jiu Suo」
步驟1. 選擇系所名稱後，進入該系所收錄所有論文簡易書目頁步驟1. 選擇系所名稱後，進入該系所收錄所有論文簡易書目頁
步驟2. 點選簡目頁之篇名，進入該論文之詳細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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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3) 會議論文：依照使用者需求可選擇主題瀏覽、出版

單位瀏覽、拼音瀏覽三種方式
�主題瀏覽：請參照電子期刊 > 主題瀏覽
�出版單位瀏覽：請參照電子期刊 > 出版單位瀏覽�出版單位瀏覽：請參照電子期刊 > 出版單位瀏覽
�拼音瀏覽：請參照電子期刊 > 拼音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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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4) 電子書：依照使用者需求，可選擇書籍分類、主題

瀏覽、出版單位瀏覽三種方式。
�書籍瀏覽：依照書籍的用途及性質分類瀏覽。
圖例：「藝術與設計」->「電影與戲劇」圖例：「藝術與設計」->「電影與戲劇」

步驟1. 點選右側書名，則另開視窗至airitiBooks華文電子書服務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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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最新出版在前(預設)、電子全文在前、台灣出版

在前
*欲知完整的airitiBooks華文電子書服務的使用方式，請參考
http://www.airitibook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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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主題瀏覽

步驟1. 點選左側視窗的各主題領域以展開細部主題列表，依照您的需求
選擇任一感興趣的主題。圖例：「哲學」->「思想、學術」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最新出版在前(預設)、電子全文在前、台灣出版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最新出版在前(預設)、電子全文在前、台灣出版
在前

步驟3. 點選右側書名，則另開視窗至airitiBooks華文電子書服務書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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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出版單位瀏覽
步驟1. 點選左側視窗依照各出版單位字首筆劃數排列，依照您的需

求選擇筆劃數來展開出版單位列表。圖例：「6劃」->「宇
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步驟2. 選擇排序方式：最新出版在前(預設)、電子全文在前、台灣
出版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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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瀏覽功能
步驟3. 點選右側書名，則另開視窗至airitiBooks華文電子書服務書目頁

44



８其他功能
� 序號加值
當您取得Airiti Library試用序號或點數序號時，點選右
上方序號加值選項，進行序號認證，輸入序號及密碼時，
即可開啟序號點數。
� 館藏查詢� 館藏查詢
查詢學位論文時，在簡易書目或詳細書目頁中若出現 ，表示
本文尚未收到作者授權，無法提供電子全文下載的服務。您
可點選查詢館藏連結至該文獻出版學校圖書館的館藏目錄頁。
� 作者授權
若您是此文獻的作者，在簡易書目或詳細書目點選，將連結至
作者本人授權的頁面，填寫完必填資訊後，即可提出授權申請，
我們會在收到申請後盡快與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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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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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上述說明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
歡迎您與華藝Airiti Library客服中心聯繫

+886-2-82287701
（服務時間：周一～周五 AM9:00～PM6:00）（服務時間：周一～周五 AM9:00～PM6:00）

客服專線：0800-000747(免付費專線)；
客服傳真：+886-2-29266016

客服SKYPE：airiti.com  
客服信箱：lib@airi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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