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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麼是電子書？

1.2 電子書為什麼對於教育很重要？

1.3 常見的電子書格式與未來發展

1.4 認識iBooks互動電子書

1.5 什麼是iBooks Author？它在教學
上能做什麼？

1.6 為什麼要學iBooks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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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將簡單的介紹電子書的概念與iBooks。為了要讓讀者快速的吸收

相關的知識，本章以問答的方式，作為每小節的開頭，並捨去複雜

的格式或名詞簡介，用最直接的方式－範例介紹，來介紹iBooks與為什麼

需要學習iBooks來製作電子書。希望讀者在閱讀完本章後，能有最基本電

子書的認知，進而學習電子書的製作。在閱讀的過程中，建議讀者可以邊

用自己手上的iPad，邊看邊操作，會更容易了解書中介紹的內容。

1.1 什麼是電子書？

過去大家對電子書的概念大部分是在非行動裝置上讀取電子化的書本文

件，像是個人電腦，而近年來因為平板電腦的盛行，目前對於電子書的定

義，更普遍趨向為以平板電腦為硬體裝置，作為數位或稱電子文件的展

示。透過輕便的行動裝置來讀取書本內容，是現在大家對於電子書的普遍

概念和認同。

那市面上現在一般民眾如何存取電子書呢？一般而言，許多電子書的商店

都會有一些App供讀者免費下載，如中華電信的Hami書城、蘋果的iBooks

商店、Google圖書等軟體。透過其服務的App，使用者只要加入會員，並

登入帳號後，就可以在該電子商城購買並下載自己所要的電子書，許多電

子書商也提供試閱的服務，可以讓會員先試閱一部份內容，覺得喜歡再購

買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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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9  用手指縮放頁面

Step 7. 這二本電子書的內容涵蓋相當豐富的互動元件，包含以下幾種：

 █ 影片元件：可以直接在書本中觀看並控制影片播放。（請到

第1冊的第14頁）

圖1-20  影片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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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將從 iBooks Author基礎知識開始介紹起，包含如何下載軟體，

建立書名、目錄、簡介媒體、詞彙表到編排章節概念，以及如何快

速預覽電子書，一步一步的帶著讀者操作，製作出自己的電子書。了解最

基本的環境介面後，再介紹一些基本的文書處理功能，包含編輯文字、圖

片、圖表等物件。iBooks Author是一個相當直覺的操作軟體，如果經常負

責一般文書處理的讀者，應該可以透過本章內容介紹，很快的認識iBooks 

Author的基礎功能。

2.1 如何下載與安裝 iBooks Author 與預設樣板

因為iBooks Author 為蘋果公司所出產的軟體，必須使用蘋果電腦且為Mac 

OS（OS為作業系統的意思，為Operating System縮寫）來下載此軟體，

如果各位的電腦是其他作業系統，如Windows、Linux則無法使用此軟體。

與手機iOS的App Store或Android 的Play Market概念相同，Mac OS大部

分的軟體安裝都是從App Store下載，特別是一些官方的軟體。其下載步驟

如下：

Step 1. 請點選下方工具列的App Store圖示：

圖2-1   點選App Store

Step 2. 在右上方搜尋列，搜尋iBooks，會出現下列結果：第一個出現

的是iBooks Author、第三項（Designs for iBooks…）與第四項

（Templates for iBooks）是支援iBooks的樣本設計範例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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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以下載這三個項目，因為都是免費下載，請勿擔心費用問

題。請點選「安裝」鍵，進行下載安裝。

圖2-2  搜尋iBooks Author

Step 3. 輸入Apple ID與密碼，按下登入。如果不知道如何申請，可上

Google網站搜尋「Apple ID帳號申請教學」。

圖2-3  輸入帳號密碼

Step 4. 輸入完畢後，請點選Lunchpad圖示（工作列的左邊第二個），

則會出現下載進度。

圖2-4 下載進度

Step 5. 確認下載完成。

圖2-5  下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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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3  拖曳章節縮圖更動編排位置

2.3.4  目錄修改

Step 1. 要編輯如圖2-44的目錄，請點選左上方的「目錄」，如圖2-45。

圖2-44  iBooks目錄頁面的呈現

章節名稱

章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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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頁面內容編輯

此部分將簡單說明如何進行文字編輯、圖形製作、表格製作與圖表製作

等功能。因為iBooks這些部分的功能類似我們常用的Office軟體，本章節

就只針對各大功能進行綱要性的介紹，細部的功能請讀者自行多練習探 

索。只要有Office文書處理經驗的讀者，基本上對這些功能是很熟悉也很容

易上手的。

2.4.1  文字編輯

iBooks Author的文字編輯主要分成兩種，如同我們經常使用的軟體Word，

一種為加入補充文字的文字方塊，其區塊可以任意移動，另一種為加入內

文，以文字敘述為主的內文。在加入文字的時候要注意，避免將文字方塊

當作是內文方塊使用，如果將內文加入到文字方塊中，超出文字方塊的文

字將不會被顯示，你會看到文字方塊底下有個＋號的小方框，如下圖2-58

所示。

圖2-58  文字超出方框

如果加入為內文方框，則會將超過方框的文字往後延伸，增加頁面，如圖

2-59內文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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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編輯圖庫與圖片說明
 █ 編輯圖庫標題

Step 1. 快速點選圖庫標題說

明兩下，原本文字呈

選取狀態後，即可進

行編輯。

Step 2. 刪除原本標題，並鍵

入相關標題以命名。

 

 █ 編輯圖片說明

Step 1. 點選圖片說明文字，

文字呈選取狀態即可

進行編輯。

 

 █ 編輯圖片標題

Step 1. 選取並刪除原本標

題，鍵入相關標題以

命名。

Step 2. 如果要命名其他張，

請先點選其他張圖

片，一一重新命名。

圖3-10  選取標題文字

圖3-11  刪除標題並重新命名

圖3-12  點選並編輯圖片說明

圖3-13  命名圖片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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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媒體元件

此處的媒體元件方式與2.3.2節加入媒體一樣，可以讓使用者在閱讀iBooks

的時候，不用透過網路也能夠觀看相關影片媒體。再次提醒讀者，加入媒

體時，請先轉好檔案（如mov或是mp4），建議讀者利用網路上常見的免

安裝轉檔軟體，如「格式工廠」或「Any Video Converter Free」，轉成

mp4檔，再放入iBooks Author。

3.2.1  加入影片

Step 1. 首先請點選Widget元件

＞「媒體」。

Step 2. 編輯頁面中會出現媒體元件。

圖3-15  出現「媒體」元件

圖3-14  點選「媒體」元件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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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橫式圖文選擇題

加入橫式圖片題目時，請點選下面小倒三角形的按鈕，就會出現橫式的圖

文選擇題選項。

圖3-50  點選橫式圖文選擇題

橫式圖片的題目編輯作法與直式相仿，要注意的是圖片選擇，盡量為橫式

圖片。如果選擇圖片與圖片框大小不合時，就要利用以下介紹的編輯遮罩

功能修改圖片大小與位置。

 █ 編輯遮罩

Step 1. 請快速點圖片兩下，出現編輯

圖片模式。

圖3-51  出現編輯遮罩

橫式圖文選擇題2. 

點選倒三角形按鈕1. 



102

3.5.2  搜尋免費的 3D物件

Step 1. 開啟瀏覽器，到剛剛開啟的SketchUp首頁（www.sketchup.

com/zh-TW），並點選上方選單「我們的產品」＞「3D模型

庫」。

圖3-85  點選上方選單「我們的產品」＞「3D模型庫」

Step 2. 進入3D模型庫，點選搜尋列的空格。

圖3-86  進入3D模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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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紹了如何製作 iBooks與教材製作的原則後，本章將介紹如何分享

製作完成的 iBooks，至於出版部份暫不介紹，因為比起出版電子

書，了解如何分享與管理自己的教材對於教師更為實用，而且目前iBooks 

Store尚未支援中文電子書出版。如果想了解要如何出版電子書，網路上亦

有相關介紹說明，因此本書就不多介紹。

本章將介紹如何運用既有的網路雲端書櫃，如Bookry、iTunes U Course 

Manager，如圖6-1、6-2，或者是雲端硬碟，如Google drive進行分享與

管理，如圖6-3。

Bookry與iTunes U是專為教育設計網路資源，並可以做簡單的管理，是

筆者較推薦運用的方式。另外Google drive則是較一般的雲端資源，除了

可以放上教材外，也可以利用其原本的功能進行分享，也是不錯的選擇。

運用這些既有且好用的網路資源，好處是功能豐富，又不用負擔維護的費

用。以下將針對這些雲端服務進行簡單介紹與實用的分享方法。

  

圖6-1 圖6-2 圖6-3

6.1 輸出成 iBooks/PDF的方法與相關限制

在2.2.3節介紹過如何預覽iBook，但這些都只限於自己的蘋果電腦與平板

電腦。當老師們製作完成自己的教材後，不想出版，只希望以簡單的方式

分享的時候，就必須將iBook做輸出的動作，輸出成.ibooks或.pdf後，才

能夠進行分享。但要輸出成哪一種電子檔案比較好呢？答案是ibooks檔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