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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圖書

全球最大的科學、技術與醫學(STM)領域線
上電子圖書資料庫
7 內容經過嚴格評閱
7 持續使用權
7 無數位版權管理 (DRM)
限制
7 整合平臺，提供全天候
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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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電子圖書
源自全球領先的STM出版社

Springer電子圖書是全球最大的科學、技
術和醫學線上電子圖書資料庫，提供全
文服務，產品包括專著、教科書、手
冊、圖譜、參考工具書、系列書等。

Springer電子圖書
是無與倫比的科學
研究寶庫

經由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可以瀏覽所
有Springer電子版圖書，資料庫中包含超
過40,000種電子圖書、電子系列書和電子
參考工具書，且每年新增多達4,000種。
因此，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是無與倫
比的科學研究寶庫。

整合與簡化
在資料庫開通使用後，用戶即可查閱所
有授權的電子圖書，並且無同時上線使
用人數限制。此外，由於各種Springer產
品均由單一整合平臺SpringerLink提供，
因此所有電子圖書（包括參考工具書、
系列書等）都可與其他Springer出版物相
互檢索。
Springer電子圖書擺脫一般數位版權管理
(DRM)限制，為讀者帶來更大的靈活性和
可用性。由於沒有DRM限制，讀者可以
從任何位置通過近乎所有平臺（包括個
人電腦和多種移動設備）自由訪問所需
內容。

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特點
7 可線上瀏覽超過40,000種電子圖書，且
每年新增多達4,000種
7 可進行章節檢索，實現全文索引功能
7 提供12種學科英文圖書子資料庫和5種
德文子資料庫
7 整合平臺，可同時檢索所有Springer出
版品
7 無數位版權管理 (DRM) 限制 - 用戶可自
行選擇瀏覽方式並通過多種途徑瀏覽
Springer電子圖書
7 可整合至圖書館公共目錄中
7 免費提供Springer MARC數據和OCLC MARC
數據可供選擇
7 符合COUNTER標準的使用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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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子資料庫
Springer電子圖書數據庫分為12種學科子
資料庫，一方面圖書館可迅速確認讀者
所需內容並且準確地提供相應訊息，另
一方面用戶可以便捷地查詢和使用有關
內容，方便省時。

子學科資訊庫包含：
行為科學
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
商業和經濟
化學和材料科學
計算機科學
地球和環境科學
工程學
人文、社科和法律
數學和統計學
醫學
物理和天文學
專業與應用資訊

-- 如需獲取每種學科子資料庫的書目清單，歡迎訪問 springer.com/ebooks

推薦書目（springer.com/ebooks 所提供的免費試讀樣書）
行為科學

Didonna: Clinical Handbook
of Mindfulness

Tsai: A Guide to Functional Analytic
Psychotherapy

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

Nieuwenhuys: The Human
Nervous System

Van Dyke: Conservation Biology

商業和經濟

Dreher: Measuring Globalisation

Saito: Foundations for Local Governance

化學和材料科學

Huggins: Advanced Batteries

Li: Name Reactions

計算機科學

Salomon: Handbook of
Data Compression

Breslin:The Social Semantic Web

地球和環境科學

Boersema: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llan/Castillo: Stream Ecology

工程學

Siciliano/Khatib: Springer
Handbook of Robotics

Li: Encyclopedia of Microﬂuidics
and Nanoﬂuidics

人文、社科和法律

Hornberger: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nd ed.

Schmicking: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數學和統計學

Aigner/Ziegler: Proofs from
THE BOOK-4th ed.

Bishop: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醫學

Stephens: Basics of Oncology

Bland: General Surgery: Principles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物理和天文學

William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Yu: Fundamentals of Semiconductors

專業與應用資訊

Budd: CSS Mastery.
Advanced Web Standards Solutions

Spolsky: Smart and Gets Things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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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價比的購買模式
圖書館正面臨文獻資源急劇增加以及電
子資源檢索與交互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
等一系列問題。如何在預算壓力下，從
海量的文獻資源中篩選出最符合讀者需
求的內容，已成為現代圖書館工作的一
項重要挑戰。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越來越多的圖書館
選擇購買電子圖書資料庫，而Springer的
研究數據也證明這種趨勢。
2009年，Springer數位內容總下載量增長
達24%，而電子圖書章節的下載量更增
長多達36%。事實上，在2007年到2009
年間，Springer電子圖書的使用量已增加
高達一倍以上。在電子圖書中，使用量
居於前20%的圖書佔總使用量53%，事實
足以反映圖書館採用資料庫模式的高效

能，而讀者檢索在版圖書的次數幾乎可
以和新書媲美。
Springer電子圖書為讀者提供最專業的可
靠資源，所有內容皆通過專家嚴格評
審。同時，Springer始終堅持出版主要學
科領域的最新研究專題，旨在為圖書館
實現“高品質”服務之餘，同時還提供
高性價比的採購方案。
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具有靈活的訂購
模式，可根據單位預算、用戶群和使用
量進行量身定製。在支付相關費用後，
圖書館以及讀者即可自由檢索所有
Springer電子圖書。

2007-2009 年 SpringerLink 全文電子圖書章節下載量

全文下載量（百萬次）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Springer電子圖書章節下載量達5,600萬次，增長高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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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逐年訂購 — 提供單一地點許可到多
點/全球檢索協議以供選擇
7 可觀的投資報酬率 — 圖書章節平均
使用率高，單篇成本較低，同時還提
供報表、使用量分析和詳細統計數據
7 Springer電子參考工具書既可以單本
獨立購買，也可以按照學科子資料庫
形式採購
7 Springer系列書除了可供單獨訂閱外，
也可以按照學科子資料庫形式訂購
7 無數位版權管理 (DRM) 限制—可通過
多台電腦同時查閱同一本電子圖書內
容，不會有列印、保存和複製的障礙
7 對 於 用 戶 已 訂 閱 的 內 容 ， Springer
不但提供持續使用權，並且不限同時
上線使用人數
7 提供全天候24小時訪問 — 研究人員
可以更加靈活使用文獻資源
7 提供多個訂閱管道 — 可以直接從
Springer購買或通過您所選擇的代理
商購買
7 高性價比—電子圖書擁有較低的管理
成本而無需佔用實際空間，圖書館可
以以最少的附加成本來擴充館藏

springer.com/ebooks

探索、檢索與靈活性集於
一身
Springer的電子圖書資料庫除了提供與
Springer紙本圖書相同的高品質製作和圖
表外，同時還兼具擁有線上環境的優
點，包括強大的線上檢索功能和深度鏈
接。
隨著數位資源數量不斷增加，以及其對
研究技術的持續影響，用戶已很少單獨
使用單一種電子資源；由於它們只能反
映所獲取結果的搜索鏈上的一個環節，
因此“長尾”探索方法正逐漸成為一種
研究模式。通過SpringerLink，研究人員
可以檢索數百萬個可搜尋頁面，而這些
頁面皆可以整合到圖書館公共目錄之中
並以無縫方式連接到Springer期刊部份，
從而形成了一個更全面的線上文獻資源
網路。
Springer電子圖書檢索方便，易於檢索。
雖然目前可用的電子資源越來越多，但
讀者往往缺乏查找特定領域訊息的工
具。隨著數位內容數量的增加，如何在
可靠資源中找到所需的訊息尤其重要，
而Springer文獻通過眾多檢索點輕鬆找到
相關訊息提供支援。Springer圖書書目資
料大部份已被Google收錄，並與大部份
主要的智慧型引導連結相連接（包括
Summon 和 SFX）。

2009年，數位內容
總下載量增長達
24%，而電子圖書
章節的下載量更增
長了 36%

springer.com/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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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領先的STM出版社為圖書館提供
最可靠的支援
7 通過聯繫當地辦事處或我們的銷售團隊，客戶可直接獲得Springer專業的客戶服務
支援
7 提供 Springer 或 OCLC MARC 數據
7 符合 COUNTER 標準的統計數據以及詳細至章節級別的數位物件識別碼(DOI)
7 連接所有智慧型引導連結
7 能夠與本地圖書館系統和 OPAC（線上公用目錄）系統內容整合，併入圖書館現有
系統及工作流程中
7 提供先進的平臺，以及多種檢索功能
7 提供圖書館員及用戶培訓、使用手冊、快速參考手冊等
7 針對圖書館用戶的“使用需求”作推廣宣傳

Springer 電子參考工具書
作為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的其中一部
分，Springer電子參考工具書由全球各地
傑出科學家和專家所撰寫，為大學教職
員、學生以及企業研究人員提供了最專
業的參考資源。高效的線上工具為相關
的研究課題提供了獨有的靈活性。

Springer通過140部經典電子參考工具書
傳播最新的科研成果，並將範圍擴大至
最廣泛的群眾。

Springer 電子系列書
以專題論文形式提供最新的科研成果
Springer電子系列書是Springer電子圖書資
料庫中另一種的專業文庫。Springer目前提
供了21種享有盛譽的電子系列書，每年出
版量超過800冊，它們的時效性和即時性可
與學術期刊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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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電子圖書資料庫的
銷售模式和可用性
您可以向 Springer 直接訂購 Springer 電子圖書資料庫，
也可以通過書商、代理商或線上合作夥伴購買
直接訂購
如 需 經 由 Springer直 接 訂 購 ， 請 訪 問
springer.com或聯繫您當地的Springer代
表。(機構用戶均通過 IP驗證)

Springer的專業銷售經理會為您提供量身
定製的購買方案，務求滿足客戶的實質
要求。

圖書館訂購

訂購模式–完全基於約當全職人
數以及研究密度

Springer電子圖書、電子參考工具書和電
子系列書均以年度收費模式訂購。圖書
館和機構可以按個別需要以年度方式購
買整個資料庫或指定的學科子資料庫。
只要訂閱機構在Springer的帳戶保持基本
用戶資格，便可以免費持續訪問所訂購
的內容。

學術機構和企業客戶在購買Springer電子
圖書資料庫時，可以選擇單一許可或簽
署 包 含 多 個 地 點 的 全 球 檢 索 協
議。Springer均以研究密度和讀者數量為
基礎，提供一系列量身定製的訂購方
案。靈活的訂購模式，加上符合成本效
益的優質客戶服務和綜合管理支援，使
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更符合現代圖書
館的管理要求。

Springer電子參考工具書可以按書目單獨
訂閱或以學科子資料庫購買。
Springer電子系列書可選擇系列書訂閱方
式單獨訂閱或以學科子資料庫購買。

如需獲取 Springer
電子圖書資料庫更多
訊息，請訪問
springer.com/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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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辦事處
亞洲

各代表處
北京

施普林格亞洲有限公司
電話：+ 852-2723 9698
傳真：+ 852-2724 2366
電郵：springer.hongkong@springer.com
網址：www.springer.com

銷售聯繫人 — 崔曉瑩女士
電郵：young.cui@springer.com
編輯部門聯絡電郵：
editorialchina@springer.com

吉隆坡
Ms Mandy Sum
Tel: + 60-3-8076 4428
Fax: + 60-3-8076 4484
Email: mandy.sum@springer.com

電話：+ 86-10-8267 0211
傳真：+ 86-10-8267 0212
電郵：infobj@springer.com
網址：www.springer.com.cn

首爾
Mr J.B. Park
Tel: + 82-2-3142 9698
Fax: + 82-2-3142 5768
Email: jb.park@springer.com

香港

台北

陳啟揚先生
電話：+ 852-2723 9698
傳真：+ 852-2724 2366
電郵：alex.chan@springer.com

羅宙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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