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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Link
經由先進的搜尋工具，檢索優質的科學、
技術和醫學線上學術資源

7 整合圖書、期刊、參考工具書、
實驗室指南及更多內容
7 擁有超過 400 萬篇文獻的平台
7 使用語義連結功能呈現
更高效能的搜尋

始
今天就開
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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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Link
全球最完整的科學、技術和醫學圖
書、期刊、參考工具書和資料庫線上
平台
全球超過 60,000家圖書館選用 SpringerLink 線上科學
文獻。
因為 …
SpringerLink是全
球最大的科學、技
術和醫學線上學術
資源平台

7 可在一整合平台中快速瀏覽超過 400 萬篇文獻
7 以大量可用的研究為基礎，全面提升使用者介面和功能
7 先行預覽文獻內容的特色
7 強大的搜尋引擎，可檢索電子期刊、電子圖書和電子參考工具書等
7 檢索後點擊語義連結，可獲得更多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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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您首選的線上科學、技術和醫學
學術資源
世界各地的政府、私人和學術機構等數以千
計的圖書館正以SpringerLink作為線上學術資
源的首選，加上不斷創新及持續改進的宗旨
讓SpringerLink更成為您的不二選擇。
自1996年推出以來，SpringerLink已是全球
最大的線上STM學術資源平台。憑藉彈性的
訂閱模式、可靠的網路基礎、以及便捷的
管理系統，SpringerLink已成為各家圖書館
最受歡迎的產品。透過SpringerLink的IP閘
道，使讀者快速地得到重要的線上研究資
料。SpringerLink更提供多種遠端存取方式，
包括通過 IP驗證 、Athens 或 Shibboleth等方式
認證 。

Springer是科學出版界的領導者，一直憑著其
卓越表現而享有美譽。我們已經出版超過150
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著作。目前SpringerLink正
為全世界600家企業客戶、超過35,000個機構
和350,000名讀者提供服務。SpringerLink的服
務範圍涵蓋各個研究領域，提供超過1,900種
同儕評閱的學術期刊、及不斷擴展的電子參
考工具書、電子圖書、實驗室指南、線上回
溯性資料庫以及更多內容。

SpringerLink 為科學家、研究員、作者和圖書館員等所
有主要用戶提供獨特的功能。
7 整合電子期刊、電子圖書和電子參考工具書、實驗室指南及更多內容
7 在搜尋平台和使用者介面設計上充分考慮研究人員的需求
7 語義連結技術為每一次檢索帶來更精確的結果
7 用戶可以在下載前瀏覽和使用 PDF 格式的文獻
7 詳盡的線上回溯性資料庫 ，包括：電子期刊以及精選的電子系列書（從第一卷
第一期開始）
7 免費瀏覽目次、摘要和編輯相關資訊
7 SpringerAlerts 電子郵件通報服務可以讓使用者和館員得到最新的出版資訊
7 通過 IP 驗證、Althens 或 Shibboleth 進行全文瀏覽
7 包含 Springer Open Choice™ 出版的文獻

對科學家和研究人員而言，這不但縮短了搜
尋時間，還加快搜尋結果的效率，並提高研
究者尋找特定作者著作參考的可能性。為了
不斷改進, 我們更定期召集圖書館顧問委員會
會議，調查並撰寫相關報告。持續改進的介
面可提高作者知名度，並使用戶享受到先進
研究技術所帶來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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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平台整合期刊、圖書、
參考工具書、實驗室指南以及
更多內容
語義連結
這是一種由軟體驅動的新型電子文獻語義分
析服務，可特別為SpringerLink使用者提供符
合最初檢索的文獻列表。
“相關文獻”功能可以為用戶提供與其檢索
相關的其他內容，並提供這些文獻最便捷的
檢索方式。利用一種新的數位識別程序，在
內容程度上對期刊文章和圖書章節進行分
析，“相關文獻”能夠提供額外十個與文獻
最為類似的其他內容，遠遠勝過一般簡單的
關鍵字搜尋功能。

SpringerLink為什麼能夠成為最受歡迎的線上
科學平台之一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
每天都會新增高品質的內容：學會刊物、參
考工具書、會刊、專著、手冊、實驗室指南
及更多內容。當然，這不僅僅是內容數量的
多寡問題，我們的內容全部提供參考文獻連
結、搜尋結果、社群書簽以及最新的語義連
結等功能，使用戶可於更短時間之內獲得更
精確的搜尋結果和相關內容。

更短的時間內獲得
更精確的結果和相
關度更高的內容

增強可用性
在一次大規模的STM線上平台使用研究中，
我們與數千名 SpringerLink 用戶溝通，並研究
他們使用SpringerLink平台時的每一個步驟，
以作為改進平台的設計藍圖。因此，現在的
導航服務變得更輕鬆、瀏覽更迅速、下載更
方便。
PDF 預覽
全新的PDF預覽功能可以協助用戶正確的下載
文章。通過PDF預覽功能，讀者可以瀏覽電
子圖書各個章節，在確認內容後再下載。訂
閱者可以快速的概觀整本電子圖書，以更快
速度確認欲下載的章節。這項重要的新功能
正好滿足使用者”預覽”電子圖書內容的習
慣，並排除下載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

Online First™
Online First™ 功能可提供用戶在文章出版印刷
之前瀏覽經同儕評閱的文章。文章可以通過
數位識別碼(DOI)進行搜尋和引用，讓Online
First™ 加速了研究成果的傳播。該功能可以幫
助圖書館館員提供使用者最新的資訊，並使
研究人員更快的掌握到重要的研究成果。
Open Choice
SpringerLink 與 Open Choice 緊密整合在一起，
使作者能夠自行選擇出版模式，任何人士在
任何地方都可以免費檢索到作者的文章。
通報服務
SpringerAlerts是一項方便且可自行設定的免
費通報服務，讀者可根據作者、主題、關鍵
字或出版標準來選擇出版物通報服務。目前
已有超過350,000名訂閱者經由SpringerAlerts
獲得出版物的最新資訊。您可以設定自己的
SpringerAlerts以獲得您所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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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員管理功能
SpringerLink提供的管理功能可以實現更加輕
鬆的採購和館藏管理，並改善客戶服務品質
和降低成本。這些管理功能包括管理成員、
建立外部連結、增加機構標誌以及查看統計
報告等。

springerlink.com

使用”全文預覽”功能在
下載前查看文獻內容！

COUNTER 使用統計
Springer提供符合 COUNTER標準的使用報告，
讓您瞭解SpringerLink平台中各產品使用狀
況。可供下載的報告還包括ISSN或ISBN等書目
資料。詳細瞭解讀者的需求將有助於滿足使
用者的需求，並優化您的館藏。
彈性的認證方式
用戶可以經由IP驗證或一般的Athens和
Shibboleth認證方式來使用SpringerLink。

可在電子圖書的完
整目次內進行搜尋

全球性的技術服務
Springer專業團隊隨時為您解答有關技術
或檢索方面的問題。如有疑問，請電郵至
springerlink@springer.com或向您的地區代表處
查詢。

經由語義連結快速提供
“相關內容”清單

圖書館標誌於
每頁均清晰可見

springer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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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Link 所提供的內容包括：
電子期刊

電子參考工具書

Springer出版1,900多種經同儕評閱的學術期
刊，大部份擁有自1997年以來已出版的期刊
內容。Springer的線上回溯性期刊資料庫提供
自第一卷第一期起的所有期刊。Springer 擁有
大量的高水準ISI期刊，並不斷新增學會期刊
以及收購其他優質期刊，體現了Springer對提
供高品質文獻的承諾。

Springer電子參考工具書均由居於領導地位的
科學家和具有全球觀的專家所撰寫，並由專
家組成的編輯委員會管理。這些龐大的綜合
性著作同時與高效率的線上工具互相結合，
為檢索當前最熱門的研究主題提供獨一無二
的靈活性。註冊用戶可以為章節添加標籤並
保存檢索結果，使檢索更加便捷更有效率。

電子圖書資料庫

Springer 電子參考工具書是電子圖書資料庫的
一部分，也可以單獨購買。

Springer 的電子圖書資料庫包括各種的 Springer
圖書產品，如專著、教科書、手冊、地圖
集、參考工具書和系列書等。SpringerLink在
2009年已經出版超過30,000餘種線上電子圖
書，每年將增加3,500種新書，只需輕點滑鼠
即可取得。
提供 12 個學科子庫

用戶可以瀏覽超過
1,900種經同行評
議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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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科學
地球和環境科學
工程學
人文、社會科學和法律
數學和統計學
醫學
物理和天文學
電腦職業技術與專業電腦應用

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可以瀏覽數以百萬計的文
獻頁面，這些頁面還能夠輕鬆整合到圖書館
的總目錄當中, 更可與 Springer 的電子期刊連
接，構成無與倫比的參考工具。
SpringerLink電子圖書其它功能包括：
7 不限同時上線的使用人數
7 寬鬆的數位版權管理 (DRM)
7 每年新增超過 3,500種電子圖書和
電子參考工具書
7 與電子期刊和電子參考工具書內容
互相連結
7 提供 MARC 21
7 COUNTER 使用統計
7 提供可持續連結的 open URL

電子系列書
Springer的電子系列書是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
庫的一部分。其中最受歡迎的21套系列書可
單獨訂閱，這些系列書可從第一卷第一期開
始提供。知名的系列書包括：
7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7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7 Lecture Notes in Control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7 Lecture Notes in Physics
7 NATO 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7 Springer Series in Optical Sciences
7 Studie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7 Topics in Current Chemistry
7 以及其他 13 套不同主題的系列書
線上回溯性資料庫
Springer的線上回溯性資料庫包括電子期刊
和電子系列書兩個資料庫。電子期刊回溯性
資料庫，提供1997年之前出版的英文學術期
刊，並回溯至第一卷第一期；而電子系列書
回溯性資料庫則為圖書館提供完整的系列書
收藏，研究人員能夠線上檢索某個專題領域
內已出版多年的文獻，某些系列書更可回溯
到 100 多年以前。
SpringerProtocols 實驗室指南
數十年來，研究人員一直信任著由 John M.
Walker 所編撰的《分子生物學方法》(Methods
in Molecular Biology) ， 這套系列書中收錄的
各種實驗室指南，內容均受過非常嚴格的
實際檢驗。目前，這些實驗室指南可以經
由SpringerLink和springerprotocols.com線上檢
索。SpringerProtocols提供超過18,000種實驗室
指南以及基於 Web 2.0 的合作研究功能，使研
究人員能快速獲取可信賴的高品質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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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內容解決方案
Springer 內容解決方案是針對企業客戶所提供
的服務。從各類的資源中提供研究人員和使
用者多項的服務和資訊。僅需幾個簡單步驟
即可檢索相關內容。Springer專為各行各業提
供合適的解決方案，包括：
7 汽車製造與運輸
7 銀行與金融
7 化學製造
7 電腦/高科技
7 食品與農業
7 醫療服務
7 石油、燃料與天然氣
7 製藥與生物技術
7 電信等
這些學科將會進一步詳細分類成具體的應用
領域，以提供您搜尋時所需的相關資訊。
請至springer.com/forindustry瞭解更多各種不同
市場的訊息、服務和產品清單。

如需獲得更多資訊，請即進入 springerlink.com！

訂購模式
SpringerLink為不同學術機構、政府部門
和企業客戶提供服務，無論是單一地
點，還是遍佈於多個地點的國際機構。
我們的訂購模式以研究程度和使用者人
數為基礎量身訂製，提供符合成本效益
的彈性服務和綜合管理，以配合現今圖
書館的管理要求。
商業模式與檢索方法
Springer的電子期刊、電子圖書、電子參
考工具書和電子系列書均可通過
SpringerLink平台(springerlink.com)瀏覽，
機構用戶以IP認證使用權。同時，客戶還
可以直接向Springer訂購線上產品，或通
過各合作代理商訂閱。

Springer — Publishers of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SpringerLink平台擁有400多萬份線上文
獻，每年提供超過1億次的全文下載，
Springer因此成為科學、技術和醫學領域
享負盛名的出版商。
Springer成立於1842年，目前是全球最大
的科學、技術和醫學圖書出版商之一。通
過與世界各地300餘家學術學會和專業協
會的合作，提供一系列的線上產品和服
務。Springer每年還出版1,900餘種學術期
刊和3,500種新書。

Springer是Springer科學與商業媒體集團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的成
員，在全球19個國家/地區擁有70家出
版公司和約5,000名員工。
Springer一直提供卓越的服務：截至目
前為止，已有超過150位諾貝爾獎得主
透過Springer出版研究著作。Springer眾
多的出版物在其各自領域當中都備受
讚譽推祟，同時更獲得了圖書館和大
學、以及各個領域的研究人員和專家
的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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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法
請至 springer.com/salescontacts 聯繫您所在地區的 Springer 代表處：
地區辦事處
亞洲
施普林格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照道33號
國際交易中心1706-1707室
電話：+ 852-2723 9698
傳真：+ 852-2724 2366
電郵：springer.hongkong@springer.com
網址：www.springer.com

各代表處
北京
施普林格亞洲有限公司
北京代表處
中國．北京
海澱區北四環西路 58 號
理想國際大廈 409-411室
郵編：100080
電話：+ 86-10-8267 0211
傳真：+ 86-10-8267 0212
電郵：infobj@springer.com
網址：www.springer.com.cn
銷售聯繫人 — 崔曉瑩女士
電郵：young.cui@springer.com
編輯項目聯繫人 — 葉路先生
電郵：lu.ye@springer.com

香港及澳門
鄧浩然先生
施普林格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照道33號
國際交易中心1706-1707室
電話：+ 852-2723 9698
傳真：+ 852-2724 2366
電郵：adrian.tang@springer.com
吉隆坡
Ms Mandy Sum
Springer Asia Limited
Malaysia Representative Oﬃce
2F-12, IOI Business Park
Persiaran Puchong Jaya Selatan
Bandar Puchong Jaya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E.
Malaysia
Tel: + 60-3-8076 4428
Fax: + 60-3-8076 4484
Email: mandy.sum@springer.com

首爾
Mr J.B. Park
Springer Korea Limited
6th ﬂoor, W&H Building
367-13 Seogyo-dong, Mapo-gu
Seoul, 121-838
South Korea
Tel: + 82-2-3142 9698
Fax: + 82-2-3142 5768
Email: jb.park@springer.com
台北
羅宙康先生
施普林格亞洲有限公司
台北代表處
106 台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三段
106 號 6 樓之 7
電話：+ 886-2-2703 3556
傳真：+ 886-2-2703 1644
電郵：leo.lo@springer.com

如需獲取更多資料，請至 springer.com/librarians 或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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