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美醫院館訊 

新書新知介紹 NewBooks 2019年 
  圖書館部份雜誌轉訂電子版，如需借閱紙本雜誌，請洽各院圖書館櫃台辦理； 

電子雜誌可自院內或院外電腦．筆電．智慧裝置(手機．iPad 等)連線 HyRead ebook， 

帳密已與 ERMG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整合，登入借閱好方便！後附年訂雜誌清單。 

 

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ERMG (http://lib.chimei.org.tw/er/) > 資料庫 > 凌網 HyRead 電子雜誌 

院內連線：(1) 大聲公 >電子服務 >ERMG 

 (2) 系統主程式 > Intranet > 電子資源入口 ERMG 

 (3) 大聲公“圖書館資訊欄” > 圖書館網頁 > ERMG 

院外連線：(1) 醫院院外網頁(http://www.chimei.org.tw) > 圖書館網頁 > ERMG 

院內外影音講座可觀看講習說明(永康>通識)。 

  

http://lib.chimei.org.tw/er/
http://www.chimei.org.tw/


本院購買電子雜誌於 “雜誌清單” 點選，回到首頁請點選        。 

操作手冊及閱讀軟體 APP 詳見網頁右上方說明、下載。部份電子書為凌網提供試閱！ 

 

閱讀方式有 "線上瀏覽" 及 "借閱"，本院同仁借閱請登入 ERMG 之帳號/密碼， 

每人可借雜誌３冊．借期３天．系統會自動歸還。 

雜誌列表可設定 email 或 APP “新刊上架通知”。 

"借閱" 和 "線上瀏覽" 之可借人數以每本期刊之單一卷期計算， 

線上瀏覽 30 分鐘無動作即登出，若被借滿需等上一位讀者歸還，始可閱讀。 

 



有聲雜誌內容可於線上直接點選播放。 

書刊列印功能，部份出版社版權權限開放，需安裝 HyRead Library 閱讀軟體中操作。 

 

 

APP 閱讀軟體： 

可在智慧型裝置或電腦下載安裝 HyRead Library 閱讀軟體， 

搜尋奇美醫院，登入 ERMG 帳密，至 "雜誌專區"，即可借閱雜誌， 

進入 "我的書櫃" 中，可下載借閱雜誌，離線閱讀。 



奇美醫院圖書館：凌網 HyRead電子雜誌清單目錄(2019) 
財經商管(24)  
big 大時商業誌 Cheers 快樂工作人 CIO IT 經理人 Money 錢 

Smart 智富月刊 大師輕鬆讀 今周刊 天下雜誌 

先探投資週刊 好房網雜誌 兩岸商情 卓越雜誌 

能力雜誌 財訊雙週刊 動腦雜誌 專案經理雜誌[繁中版] 

經理人月刊 萬寶週刊 管理雜誌 遠見雜誌 

商業周刊 TYC 青年創世代(贈) 元大投信季主推基金(贈) 商略學報(贈) 

新聞新知(11)  
How it works 知識大圖解 消費者報導 國家地理雜誌 新新聞 

鏡週刊 WIRE 國際特赦組織通訊(贈) 民主視野(贈) 自殺防治網通訊(贈) 

清流雙月刊(贈) 傳播文化與政治(贈) 農政與農情(贈)  

語言學習(18)  
A+ English 空中美語 ABC 互動英語 ALL+互動英語 biz 互動英語 

CNN 互動英語 English 4U 活用空中美語 English Digest 實用空中美語 Fighting! KOREA 韓語學習誌 

Hi! JAPAN 日語學習誌 Live 互動英語 一張圖搞懂 互動日本語 

佳音英語世界雜誌 英語島 英語學習誌 常春藤生活英語雜誌 

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 跟我學日語   

親子教育(4)  
康軒學習雜誌-初階版.低
中年級 

康軒學習雜誌-進階版.中
高年級~國中 

媽媽寶寶 嬰兒與母親 

生活居家(12)  
CORE.INTERIOR 空間 DECO 居家 Living & Design 住宅美學 大家健康 

食力 時尚家居雜誌 夢想誌 漂亮家居 

iDSHOW 好宅秀(贈) Mypet-club(贈) TAIPEI 101(贈) 食力雙週刊(贈) 

旅遊行腳(19)  
AZ 旅遊生活 Lonely Planet 孤獨星球 Or 旅讀中國 Taipei Walker 

Travel Plus 就醬玩旅行 Umai 嚐。日うまい 戶外探索 Outside 行遍天下 

欣台灣 料理.台灣 旅人誌 微笑季刊 

Taipei(贈)  台北(贈) 生態台灣(贈) 安居樂業-i 屏東(贈) 

花蓮趣(贈) 國家公園(贈) 臺北畫刊(贈)  

時尚風格(15)  
BEAUTY 大美人 Bella 儂儂 ELLE 她雜誌 ESQUIRE 君子時代 

InStyle 時尚樂 La_Vie Marie Claire 美麗佳人 men's uno 男人誌 

Mina 米娜時尚國際中文(精華版) Shopping Design ViVi 唯妳時尚國際中文版 城邦國際名表 

時尚漫旅 ROAM 酒訊雜誌 醫美時尚 Dr.BEAUTY  

數位資訊(7)  
CAMERA 攝影誌 DigiPhoto 數位相機採購活用 DigiTrend 數位狂潮電腦雜誌 PC home 電腦家庭 

電玩雙週刊 數位時代 NOVA 情報誌(贈)  

影視娛樂(5)  
Audioart 音響論壇 iLOOK 電影 Prime AV 新視聽 世界電影雜誌 

瘋耳機    

專業科技(16)  
Android 密技王 Android 玩樂誌 iPhone 密技王 iPhone, iPad 玩樂誌 

STUFF 史塔夫科技國際中文版 兵器戰術圖解 防務快門雜誌 網管人 

環球生技月刊 Tzu Chi medical care: medicine with humanity(贈) 人醫心傳:慈濟醫療人文月刊(贈) 

中科簡訊(贈) 台電月刊(贈) 石油通訊(贈) 在野法潮(贈) 

奇美醫訊(贈)    

人文藝術(18)  
art plus (Taiwan) MUZIK 古典樂刊 PPAPER STARS 生活美學誌 

小日子享生活誌 典藏古美術 放築塾代誌 文化快遞(贈) 

文化報報(贈) 生命雙月刊(贈) 城與書(贈) 香光莊嚴雜誌(贈) 

師友月刊(贈) 桃園客家(贈) 陶博館季刊(贈) 博物館簡訊(贈) 

慈山誌(贈) 新北市藝遊(贈)   

休閒運動(4)  
AUTODRIVER 車主雜誌 汽車百科 汽車線上情報 單車誌 

連絡方式：永康 52070 cmh4100@mail.chimei.org.tw /柳營 72070 clh4100@mail.chimei.org.tw /佳里 32073 cch4100@mail.chimei.org.tw 

mailto:cmh4100@mail.chimei.org.tw
mailto:clh4100@mail.chimei.org.tw
mailto:cch4100@mail.chime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