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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進入系統說明 

(一) 您可透過圖書館首頁的電子資源查詢進入或是； 

(二) URL：http://ezproxy.npu.edu.tw:8080/idserm/ 

 

二、 登入帳號及輔助功能： 

 

(一) 功能一：登入帳號 

1、 點選「登入」按鈕 

 

2、 登入畫面出現後輸入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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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二：圖書館首頁及館藏查詢 

點選「圖書館首頁」按鈕後，即可進入學校圖書館首頁 

 

(三) 功能三：常見問題 

1、 點選「常見問題」按鈕 

 

2、 進入常見問題功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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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區塊：問題類型分類 

 

右邊區塊：常見問題總覽 

 

3、 點選欲預覽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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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跳出問題及解答畫面 

 

(四) 功能四：線上說明 

點選「線上說明」按鈕後，即可進入線上說明畫面 

 

(五) 功能五：中英文切換 

點選「English」按鈕後，即可切換至英文語言畫面 

 

點選「中文」按鈕後，即可切換至中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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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功能六：回到「電子資源管理系統」首頁 

點選「回首頁」按鈕後，即可回到電子資源管理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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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及個人化服務： 

 

1、 電子資源 

包括：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 

(一) 電子資源頁面「左邊」區塊：資源瀏覽、後分類瀏覽 

 

資源瀏覽：各個電子資源皆有不同的資源分類供使用者加速瀏覽 

*使用操作：選擇「資源瀏覽」項目後，點選即可出現對應的資料庫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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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類瀏覽：IDSmart ERM 針對系統所有電子資源進行後分類管理主題 

包含： 

(1) 主題 (2) 試用學院 (3) 出版社 (4 )語言 (5) 資料庫類型 (6) 代理商。 

*使用操作：選擇「後分類瀏覽」項目後，點選即可出現對應的資料庫清單 

 

(二) 電子資源頁面「右邊」區塊：查詢功能、查詢結果 

 

查詢功能： 

(1) 注音符號查詢 

(2) 中文筆畫查詢  

(3) A to Z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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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顯示找到的資料庫結果 

 

 

電子資源種類及資源瀏覽項目： 

類型一：電子資料庫 

資源瀏覽： 

1、 試用資源：  

電子資料庫新增時設定試用註記，系統會列入試用資源，提供使用者直

接運用圖書館內的試用資源。 

2、 新進資源：  

電子資料庫新增後 30 日內會列入新進資源，提供使用者直接運用圖書

館內的新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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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熱門點閱：  

由系統後端加總點閱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點閱電子資料庫種類。 

4、 熱門收藏：  

由系統後端加總收藏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收藏電子資料庫種類。 

5、 熱門推薦：  

由系統後端加總推薦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推薦 

6、 中文資料庫：  

電子資料庫新增時設定中文註記，系統會列入中文資料庫，提供使用者

直接運用圖書館內的中文資料庫。 

7、 西文資料庫：  

電子資料庫新增時設定西文註記，系統會列入西文資料庫，提供使用者

直接運用圖書館內的西文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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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二：電子期刊 

資源瀏覽： 

1、 語言別：  

電子期刊新增新設定語言別註記，系統會列入語言別，提供使用者直接

運用圖書館內的各類語言期刊。   

2、 所屬資料庫：  

電子期刊新增新設定所屬資料庫註記，系統會列入各所屬資料庫，提供

使用者直接運用圖書館內的各所屬資料庫類別。 

3、 試用資源：  

電子期刊新增時設定試用註記，系統會列入試用資源，提供使用者直接

運用圖書館內的試用資源。 

4、  新進資源：  

電子期刊新增後 30 日內會列入新進資源，提供使用者直接運用圖書

館內的新進電子期刊。 

5、 熱門點閱：  

由系統後端加總點閱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點閱電子期刊資訊。  

6、 熱門收藏：  

由系統後端加總收藏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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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電子期刊資訊。 

7、 熱門推薦：  

由系統後端加總推薦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推薦 

類型三：電子書 

資源瀏覽： 

1、 語言別：  

電子書新增新設定語言別註記，系統會列入語言別，提供使用者直接運

用圖書館內的各類語言電子書。 

2、 適用系所：  

電子書新增新設定適用系所註記，系統會列入各適用系所，提供使用者

直接運用圖書館內的各適用系所電子書。  

3、 所屬資料庫：  

電子書新增新設定所屬資料庫註記，系統會列入各所屬資料庫，提供使

用者直接運用圖書館內的各所屬資料庫類別。  

4、 試用資源：  

電子書新增時設定試用註記，系統會列入試用資源，提供使用者直接運

用圖書館內的試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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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進資源：  

電子書新增後 30 日內會列入新進資源，提供使用者直接運用圖書館

內的新進電子書。  

6、 熱門點閱：  

由系統後端加總點閱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點閱電子書資訊。  

7、 熱門收藏：  

由系統後端加總收藏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收藏電子書資訊。 

8、 熱門推薦：  

由系統後端加總推薦次數最高的前 100 筆，提供使用者參考現今熱門

推薦電子書資訊。 

 

2、 整合查詢 

 點選「整合查詢」按鈕後，即可進入整合查詢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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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人化服務 

 1、點選「個人化服務」按鈕，即可進入個人化服務介面 

 

2、個人化服務介面：我的收藏、我的推薦、我的評論、版面顏色字型調整 

 

 

我的收藏： 

(1) 點選自訂分類欄位，即可出現對應的資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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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點選「編輯分類」，即可出現「分類編輯新增頁」頁面，進行分類編輯 

            

 

(3)點選「新增」按鈕，進入新增頁面，確認後點選加入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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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推薦： 

(1)點選電子資源欄位，即可出現對應的資料清單 

 

 

我的評論： 

(1)點選電子資源欄位，即可出現對應的資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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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顏色字型調整： 

系統提供字型(大、中、小)、版面顏色(藍、綠、紫)，依個人需求變更。 

 

 

四、查詢方式：  

一般查詢、歷史檢索條件查詢、進階查詢、熱門關鍵字 

 

1. 一般查詢： 

系統提供單一檢索欄位，並有三個條件「關鍵字、開頭符合、完全符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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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檢索詞彙的範圍。 

 

2. 歷史檢索條件查詢： 

系統記錄曾經使用過的檢索詞，讓使用者點選查詢。 

 

3. 進階查詢： 

至多三個檢索欄位，並可以使用布林邏輯進行 AND,OR,NOT 運算 

 

4. 熱門關鍵字： 

提供前5名熱門查詢關鍵字，並可直接點選連結到相關資源。  

 

五、 熱門服務：  

熱門推薦：顯示推薦次數前五名的資源 

熱門收藏：顯示收藏次數前五名的資源 

熱門點選：顯示點選次數前五名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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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資源消息：  

新進資源：顯示十筆新進資源 

試用資源：顯示十筆試用資源 

 

七、 每月推薦： 

學校在每月推薦區塊放上推薦資源，提供使用者獲取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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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最新消息： 

    圖書館最新消息事項公告 

 

九、 圖示說明 

1、 連線異常回報：針對資源連線問題回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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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介：提供資源詳細簡介 

  

3、 收藏：個人化服務功能，可依據所需資源納入收藏空間 

 

4、 推薦：個人化服務功能，可以推薦資源給其他讀者 

 

十、 電子資源名稱檢索操作 

1、 一般檢索 

步驟一：在檢索區塊鍵入檢索詞 

 

 

步驟二：選定檢索條件「關鍵字、開頭符合、完全符合」，並按查詢鈕 

 

 

步驟三： 

檢索結果頁面左半部顯示各類型資源查詢筆數 

檢索結果頁面右半部顯示檢索結果，反黃字體是檢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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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點選資源可以直接連結到該資源網頁 

2、 進階檢索 

步驟一：選定所需檢索欄位數量，至多三個，並鍵入檢索詞 

 

步驟二：選定欄位、布林邏輯，並按下查詢紐 

 

 

步驟三： 

檢索結果頁面左半部顯示各類型資源查詢筆數 

檢索結果頁面右半部顯示檢索結果，反黃字體是檢索詞 



-22- 
 

 

 

步驟四： 

點選資源可以直接連結到該資源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