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er電子刊物加值平台 
應用介紹 

              
                  

 

翻動學習-樂趣無限 



Finder電子刊物加值平台  一種創新的雲端應用及行銷模式，電腦端免安裝軟體，線上直接編排製作， 

一次滿足製作、發佈、推廣、管控、分析…等所有需求。 

不用辛苦在去買關鍵字，寫Blog ，設計Event網站串聯論壇或Facebook。 

你可以把他當教材製作、學生學習歷程記錄上傳分享、教學宣傳工具、活動網站、 行銷宣傳，或當作
一個公文無紙化之文件管理系統網站，Finder電子刊物加值平台  有不同的樣貌盡可能滿足你的需求。 



數位出版平台 

FINDER 

編排整合 

製作流程 

提供印刷排版pdf檔 電子書轉製處理 電子刊物產出 



           電子刊物製作流程 

輕鬆三步驟，快速擁有電子刊物！ 



標準功能示意 

 



線上多媒體編輯(免安裝軟體) 

拖拉圈選 

輕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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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製作---簡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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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設計/呈現----美觀/快速 



TDI-www.gogotdi.com 

書本分享---無紙化 / 輕鬆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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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管理—簡單方便(審核/上架) 



多元行銷(校園刊物行銷) 



流量分析（整合Google 分析/點閱數/閱讀時間） 

                                 提供校園KPI值統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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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眼球!EP出版同步 - 快速轉製.SNS推廣.刊物方享. 

教材數位化.學習成果紀錄 

Finder雲端書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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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模式 
環保減碳   無紙應用 
數位教材   社群分享 
雲端書櫃   亮麗行銷 
快速轉製   即時觀看 
閱讀紀錄   數據分析 
 

Finder Plus 

學校資料 

老師 

學生分享 
資料給同學 

學生 

潛在對象 潛在對象 

優勢立即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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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益 

無紙 
應用宣傳 
降低成本 

數位出版
有效行銷 
提倡環保 

統計 
 分析 
管理 

教材製作 
快速備課 

公文/刊物

數位化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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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應用 

教材整合 

發行流通 

數據分析 

入口平台 



雲端平台製作電子刊物之優勢 

• 對學生及讀者： 

– 將作品獲報告轉換為電子刊物，是一個最直接與有效的成果數位

化之宣傳方式。 

– 數位出版平台是一個可以提供學生分享成果及輕鬆雲端的最佳平

台。 

• 對老師及教職員： 

– 數位典藏出版平台節省大量書面文件，方便保存與便利查閱， 快

速推展校園無紙化應用。 

– 輕鬆方便簡單的數位教材製作工具,隨時隨地輕易完成。 

– 滿足老師低學習門檻及易用之製作需求。 

 

 



 

行動載具
閱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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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文件無紙化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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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桃園縣政府縣刊 

http://ebook.tycg.gov.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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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高雄市政府都發局 

http://urbanebook.kcg.gov.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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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教育部中辦輔導團 

http://ibook.cpshs.hcc.edu.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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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紙化之應用-計劃書 

http://urbanebook.kcg.gov.tw/books/wholeway/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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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紙化之應用-公文/會議記錄 

http://urbanebook.kcg.gov.tw/books/chuanhwa/314/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content.php?id=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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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紙化之應用- 經文 / 典籍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demo/84/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shannon/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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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紙化之應用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shannon/73/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shannon/74/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shannon/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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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多元應用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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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世新大學 

http://ebook.shu.edu.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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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南台科技大學 

http://epub.lib.stust.edu.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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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玄奘大學 

http://ebook.hcu.edu.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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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案例---國立中壢高中 

http://ebook.clhs.tyc.edu.tw/index/index.php


TDI-www.gogotdi.com 

成功案例---國立竹北高中 

http://ebook.cpshs.hcc.edu.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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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國立羅東高中 

http://ebook.ltsh.ilc.edu.tw/index/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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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歷屆全國性電子書創作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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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大專盃電子書創作大賽 

 

http://www.gogofinder.com.tw/tw/news/content.php?id=103
http://www.gogofinder.com.tw/tw/news/content.php?id=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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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高中職盃電子書創作大賽 

 

http://www.gogofinder.com.tw/tw/news/content.php?id=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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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时报金犊奖(電子書比賽平台) 

 

http://22thyoung.gogofinder.com.tw/news/content.php?i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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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創作大賽 

開跑囉!! 
 



    雲端多媒體電子書櫃各種應用 

• 於學校及教育單位之應用 

• 於機關單位之應用 

 

 

 



教育單位-校慶紀念專刊/紀念冊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eijie/2/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yjvs/5/


教育單位-小論文期刊/教材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yjvs/8/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moca/2/


教育單位-書籍閱讀推薦/校刊 

http://ebook.ltsh.ilc.edu.tw/books/ikusho/3/
http://ebook.cpshs.hcc.edu.tw/books/liangpao/17/


教育單位-優質化成果報告/會議 

http://ebook.cpshs.hcc.edu.tw/books/liangpao/24/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yjvs/7/


教育單位-備課教材/校園攝影集 

 

http://ebook.ntsh.ntct.edu.tw/books/admin/10/
http://ebook.ltsh.ilc.edu.tw/books/jysu/29/


教育單位-校園專刊/作品展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ctvs/1/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yjvs/3/


教育單位-學生創作 

http://ebook.shu.edu.tw/books/102film06/1/
http://ebook.shu.edu.tw/books/102film02/1/


教育單位-校慶特刊/校史 

http://ebook.ltsh.ilc.edu.tw/books/shumei/49/
http://ebook.shu.edu.tw/books/opa1/2/


教育單位-校友通訊/宣導手冊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demo/31/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jason/23/


教育單位- 班刊 / 社團刊物 

http://ebook.clhs.tyc.edu.tw/books/s010339/1/
http://www.gogofinder.com.tw/books/ptsh2011/1/


政府機關-年報/景觀觀藝競賽輯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jason/36/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demo/30/


政府機關-縣市專刊/觀光專刊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demo/48/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demo/20/


政府機關-月刊季刊/節慶專刊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jason/38/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jason/14/


政府機關-就業專刊/農民曆 

http://finder.lonchun.com.tw/books/jason/94/
http://www.gogofinder.com.tw/books/ntpc/1/


創作-繪圖本/攝影作品集 

http://www.gogofinder.com.tw/books/ariel821015/1/
http://www.gogofinder.com.tw/books/bobo83227/1/


創作-多媒體作品/個人創作 

http://www.gogofinder.com.tw/books/cchaha2u/1/
http://www.gogofinder.com.tw/books/melissa022222/1/


 

 

翻動學習-樂趣無限 

 

More Finder more Benefit 

Finder電子刊物加值平台 
架構及模組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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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er電子刊物加值平台 
                        架構圖 

提供   

行動載具線上及離線閱讀
刊物(APP/APK) 

提供 
PC/MAC瀏覽器線上製作/發
佈/觀看/推廣/管控/分析電子
刊物 

(免安裝下載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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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功能說明 

• PC/MAC模組： 
     適用於PC/MAC瀏覽器使用，能提供於IE8以上/Firefox/Chrome等

瀏覽器中編輯上傳及閱讀線上電子刊物 

 

• 行動載具模組(選購項目) ： 

    分為for iPad 及 for Android 兩種系統。 

      提供上線免費APP—finder ebook 

     適用於行動載具iPad或Android平台中， 

        提供線上更新書庫及離線閱讀電子刊物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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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之瀏覽及呈現方式(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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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基本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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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載具版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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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操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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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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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說明            我的藏書(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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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內容及多媒體 

地圖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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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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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功能說明-1 .(為選購項目) 

• 新增上傳數位檔案模組： 

       允許上傳檔案類型包含: *.epub ; *.doc ; *.docx ; *.ppt ; *.xls ; *.xlsx ; 

*.zip ; *.jpg ; *.jpeg ; *.gif ; *.png ; *.pdf ; *.html ; *.htm ; *.rar ; *.flv ; 

*.wmv ; *.exe ; *.avi ; *.mp3 ; *.mp4 ,可上傳檔案、簡介,及檔案下載

功能, 並提供部分網頁格式電子書上架讀取。  

• 電子報模組：提供客戶資料建檔及自訂大量發送電子書之edm

予客戶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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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功能說明-2.(為選購項目) 

• 套版線上編輯版(套版書)：3封面/3封底/12內頁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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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功能說明-3 .(為選購項目)  

• Console端備份套件： 

• 1.提供網址修改變更及設備網路連線狀態顯示 

• 2.提供網路偵測工具   3.提供備份工作LOG資料 

• 4.提供排程備份資料及資料庫功能. 

• 5.提供還原先前備份之資料及資料庫功能. 

• 購物車流程：(僅企業版提供) 

• AD/LDAP帳號驗證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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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組功能說明-3 .(為選購項目) 

• 網站簡介： 

• 最新消息： 

• FAQ： 



                   Thanks 

 

翻動學習-樂趣無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