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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東大電子書使用說明（教師版） 

一、登入 

1. 搜尋「三民東大 Smartbook 電子書」。 

https://elearning.sanmin.com.tw/smartbookad。 

2. 根據不同需求下載應用程式，無論使用電腦或平板皆能簡單操作。 

 

a、 電腦版 

b、 Android Pad 版 

c、 iPad 版 

d、 網頁版：以瀏覽器使用電子書，毋須額外安裝，但無法使用雲

端筆記上傳與下載之服務，僅提供本機儲存。 

 

  

https://elearning.sanmin.com.tw/smartbookad/
https://smartbook.sanmin.com.tw/api/pcapp/download_x64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amastar.sanmin&hl=zh_TW
1.%09https:/apps.apple.com/tw/app/%E4%B8%89%E6%B0%91SmartBook/id1485849408
https://smartbook.sanmin.com.tw/a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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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教師身分登入。 

 

4. 輸入教學雲帳號及密碼或以綁定教學雲的 Google 帳號登入。 

 

5. 成功進入「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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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頁介面介紹 

 

1. 選擇學校類別：分為普通型高中及技術型高中。 

2. 選擇科目：選擇欲使用的科目電子書。 

3. 個人書架：點擊頁面的書籍會存於此。要使用電子書的雲端筆記功

能，請務必先進入書架綁定個人雲端帳號。 

4. 最新公告：使用者可觀看系統發出的消息資訊。 

5. 搜尋：輸入關鍵字，找尋全站的相關電子書籍。 

6. 登出：返回登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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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書架 

 

1. 連接雲端硬碟：可選擇連接 Dropbox 或 Google（手動輸入更改），

綁定雲端硬碟後，才可使用筆記上傳、下載功能。 

2. 管理書籍分類：進入後，可新增書籍分類或查看已分類之書籍。 

3. 操作說明：查看此頁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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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書籍更新：點擊滑鼠左鍵後可更新此書。 

b. 下載書籍：點擊滑鼠左鍵後可暫停下載此書；由於檔案大小不同，

造成有些書籍下載速度較慢，需要耐心等待。 

c. 書籍使用：點擊滑鼠左鍵後可進入此書；長按滑鼠左鍵可移動書

本移動書本；點擊滑鼠右鍵可刪除書本或修改書籍分類。 

4. 返回：回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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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書操作說明 

 

1. 回到書櫃：返回個人書架，關閉前請先記得儲存註記喔！ 

 

2. 紀錄存取（請先綁定雲端硬碟或觀看教學影片）： 

a. 筆記上傳：上傳畫筆、書籤、便利貼、畫線註記至雲端，檔名

可自行編輯，教師可自行在雲端硬碟上刪除備課資料。 

上傳筆記教學影片：https://youtu.be/A849lhHqmGY 

b. 附檔上傳：上傳圖片、影片、PPT、PDF、Word 至雲端。 

https://youtu.be/A849lhHqm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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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下載：點選雲端資料夾下載整份筆記。 

下載筆記教學影片：https://youtu.be/nHQNAME1DYE 

d. 儲存：將資料存於本機，無法在其他裝置使用。 

3. 頁面目錄：提供此電子書所有頁面預覽，點選可立即跳轉。 

4. 書籤標記：頁籤可以自訂名稱（區分班級進度），存檔時可以勾

選與頁籤同步，註記各班進度。 

5. 輸入頁碼：可跳到指定頁數。頁碼是指頁面目錄中所顯示的號碼，

並非電子書左或右下角的數字。 

 

6. 畫筆：點擊畫筆，即可直接直接書寫；滑鼠左鍵點兩下取消畫筆

功能。 

7. 調色盤：可調整畫筆顏色、透明度、粗細；可設定畫筆畫出直線、

矩形、圓形。 

8. 橡皮擦：可以框選清除畫面上和白板上的物件，如：畫筆、圖片、

註記、文字便利貼、文件檔案和超連結等。 

  

https://youtu.be/nHQNAME1D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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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拖曳：使用滑鼠滾輪放大/縮小，放大後可點選「拖曳」或點擊左

鍵兩下即可回復成點選功能。 

 

10. 四角放大：點選頁面中間的左上、右上、左下或右下按鈕，即可

進行四角頁面放大。 

11. 整頁顯示：點選可將電子書回到 100%頁面。 

12. 復原：可復原到上一個步驟，最多三個。 

13. 取消復原：可取消回復上一個步驟，最多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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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插入註記： 

a. 畫線註記：在頁面上畫水平或垂直線並註記。可調整外框大小。

可針對個別文字調整字體大小、字型、顏色。畫線註記能隨時

移動位置，也能用橡皮擦清除。 

b. 文字便利貼：以便利貼圖示呈現於畫面中，點擊可進行註記。

可調整外框大小和顏色。可針對個別文字調整字體大小、字型、

顏色。文字便利貼能隨時移動位置，也能用橡皮擦清除。 

c. 插入檔案：上傳圖片、影片、PPT、PDF、Word。圖示可任意

移動位置也可調整大小（檔案上限 50MB）。 

d. 插入超連結：點選欲插入位置，輸入名稱與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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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具箱： 

a. 白板：可在此處加入筆記及文字。白板無法儲存和使用復原。 

b. 選號器：設定數字區間與號碼個數，選出號碼 。 

c. 計時器：無設定時間，為正數計時；有設定時間，為倒數計時 。 

d. 隱藏註記：隱藏頁面上所有筆記、檔案和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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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文檢索：搜尋電子書中的關鍵字，並顯示此字詞位於第幾頁。

倘若此電子書無全文檢索功能會跳出通知。 

17. 操作手冊：顯示簡易操作說明。 

18. 數位黑板：可調整電子書從正常顏色調整至負片顏色。頁面下方

有拉桿可依據教學狀況，自行調整數位黑板的呈現樣式。若再次

點擊數位黑板的按鈕，將會回復為原本的頁面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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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東大電子書使用說明（學生版） 

1. 搜尋「三民東大 Smartbook 電子書」。 

https://elearning.sanmin.com.tw/smartbookad。 

班級代號請向老師索取，若未輸入班級代號，僅能觀看部分書籍。 

2. 根據不同需求下載應用程式，無論使用電腦或平板皆能簡單操作。 

 

a、 電腦版 

b、 Android Pad 版 

c、 iPad 版 

d、 網頁版：以瀏覽器使用電子書，毋須安裝，但無法使用雲端筆

記上傳與下載之服務，僅提供本機儲存。 

 

  

https://elearning.sanmin.com.tw/smartbookad/
https://smartbook.sanmin.com.tw/api/pcapp/download_x64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amastar.sanmin&hl=zh_TW
file:///C:/Users/91711/Desktop/電子書說明書與他的快樂圖片檔/1.%09https:/apps.apple.com/tw/app/%25E4%25B8%2589%25E6%25B0%2591SmartBook/id1485849408
https://smartbook.sanmin.com.tw/auth


 

13 

3. 先選擇學生身分，再以 Google 帳號作登入。 

 

4. 請先允許所有勾選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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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尚未成為三民東大電子書會員，會跳轉至註冊頁面。 

 

6. 完成電子書登入設定之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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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電子書登入設定之步驟二。班級代號請向老師索取，若未輸入

班級代號，僅能觀看部分書籍。 

 

8. 成功進入「電子書」。可點選帳號管理，新增班級代號。 

 

9. 其他操作流程請參閱「首頁介面介紹（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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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問題 解答 

Q1：如何快速取消畫筆和橡皮

擦的功能？ 

A1：快速點擊滑鼠左鍵兩下，即可取消

此功能。 

Q2：為何存檔分為「筆記上

傳」與「附檔上傳」？ 

A2：老師教學中放置的圖片或註記可分

開上傳，下載時仍為整包下載。 

Q3：在家裡電腦備課的電子書

能在平板中使用嗎？ 

A3：使用 App 版，將筆記與附檔上傳

至雲端後，在其他裝置下載儲存的資料

即可使用。 

Q4：聲音播放器無法關閉？ A4：再按一次課文中播放聲音的按鈕即

可關閉。 

Q5：為什麼橡皮擦會擦到範圍

外物件？ 

A5：若圈選範圍選到物件對角線範圍內

也會一併清除。 

Q6：如何清除物件？ A6：使用「橡皮擦」可將畫筆、圖形、

附件、超連結、便利貼等物件刪除。 

Q7：英文科點選單字後，可以

聆聽單字及例句的發音嗎？ 

A7：可以，只需點選單字或是例句即可

聆聽。 

Q8：題目點選「答」都跳出全

部的答案，不能只跳出單一個

題目的解答嗎？ 

A8：可以，點選作答框的空白處就會顯

示解答了。 

Q9：可不可以自行編輯註記詳

解？ 

A9：註記彈跳視窗右上角有畫筆符號，

即可轉換為便利貼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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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解答 

Q10：Apple ID 登入無法綁定

班級？ 

A10：使用 Apple ID 僅視為訪客登入，

欲使用進階功能請使用 Google 帳號登

入。 

Q11：學生帳號登入後沒有看

到書本？ 

A11：需要輸入老師提供的班級代號後

即可看到已訂購的書本。 

Q12：為什麼使用 IOS 平板插

入圖片及影片後，無法移動？ 

A12：請先長按此物件至反白後，即可

移動圖片及影片。 

Q13：為什麼在使用 IOS 平板

的放大功能時，畫線註記與文

字便利貼無法移動？ 

A13：若您使用 IOS12.4 這個版本，由

於 APPLE 作業系統狀況，造成此問題

無法進行修正。若您需要頻繁使用此功

能，煩請將平板的系統降版到 IOS10、

IOS11 或升級到 IOS13、IO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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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需求 

根據不同載具下載對應之應用程式版本（電腦/平板/網頁版） 

裝置 規格需求 

PC 電腦 

中央處理器：建議 Intel Core i5-4460（3.4GHz）或同

等級以上。 

記憶體：建議 4GB（含）以上。 

硬碟：硬碟 500G（建議讀取速度＞100MB/S）。 

螢幕解析度：建議螢幕解析度為 1280X1024（含）以

上。建議作業系統使用 Windows 7 以上，IE 11 含以

上、Chrome、firefox 瀏覽器進行瀏覽。 

IOS 平板 

作業系統：iOS10（含）以上版本。 

硬體相容清單：iPad 第四代及以上版本、iPad mini 第

二代以上版本、iPad PRO。 

Android 平板 

作業系統：Android6.0（含）以上版本相容於

1440X900 或更高螢幕解析度平板裝置。 

硬體相容清單：AUSU Zenpad 3s 10、ASUS ZenPad 

10（Z301MF）、ASUS ZenPad 8.0（Z380M）、

Acer Iconia Tab 10 A3-A40、Acer A3-A50-K3HP、

SAMSUNG Galaxy Tab S6、SAMSUNG Galaxy Tab 

A 8.0"（2019）。 

網頁版 

一、Google Chrome 版本 60 以上（Windows / 

macOS） 

二、Firefox 版本 48 以上（Windows / macOS） 

三、Microsoft Edge（Windows / macOS） 

四、Safari 版本 11 以上 (macOS) 

五、IE 版本 11 以上（Windows / ma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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