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Books Author：製作書籍時採用 iPad 可正
確顯示的字體
摘要

使用 iBooks Author 製作書籍時，請務必採用 iPad 可正確顯示的字體，這樣書籍內容顯示起來才
會⼀一致。

您可以用兩種方式在 iBooks Author 中更改書籍的顯示字體：

1. iBooks Author 的工具列下方有格式列。如果格式列沒有出現，請選擇“顯示方式”選
單中的“顯示格式列”。

2. 您也可以從“格式”選單叫出“字體”視窗。選擇“字體”>“字體”>“顯示字體”。

為求在 iPad 上有最佳的顯示效果，請利用格式列來選擇字體。格式列的字體列表只會顯示 
iPad 使用的字體，讓 iBooks Author 的書籍顯示結果和 iPad 的 iBooks 相同。如果您
以“字體”視窗選取字體，視窗就會列出電腦使用的所有字體。⼀一旦選擇 iPad 缺少的字體，
您用 iBooks 看到的書籍字體就會不⼀一樣。



iBooks Author：如何讓視障人士閱讀您的 
iBooks 作品
摘要

以 iBooks Author 製作書籍時，如果要讓視障人士也能欣賞您的作品，請遵守以下規範。

iBooks Author 的 Widget 檢閱器提供“Accessibility Description（無障礙敘述）”功能。
只要使用這項功能，就能加入影像和物件的描述，讓使用者在 iPad 上閱讀書籍時，能聽到 
VoiceOver 朗讀這些敘述文字。

 

只要遵守以下規範，就能讓視障人士享受您的 iBooks Author 書籍作品：

■ 如果要在書中擺放圖片（包括背景圖片），請⼀一律提供無障礙敘述文字。
■ 如果您建立的 Widget 中有某些元件缺少文字敘述，請為這些元件提供無障礙敘述文

字。例如：



■ 在 Gallery widget 中提供每張圖片的無障礙敘述文字。
■ 在 Review widget 中提供每張圖片的無障礙敘述文字，並且在 Review 

widget 中為“Drag Label to Target（將標籤拖移到目標）”和“Drag 
Thumbnail to Target（將縮覽圖拖移到目標）”題目的答案提供無障礙敘述
文字。

■ 請不要在 Review widget 中輸入無障礙敘述文字時洩漏答案。
■ 為每條方程式或數學式提供無障礙敘述文字。
■ 避免在圖片中嵌入文字。如果您嵌入文字，請務必在無障礙敘述文字中加入這段文

字。
■ 請按照 WAI-ARIA 標準讓視障人士更能瞭解 HTML5 widget 的內容。WAI-ARIA 的

詳細資訊位於以下網站：
■ WAI-ARIA 概覽
■ 符合 WCAG 2.0 的 ARIA 技術

■ 請⼀一律在圖片編號旁加入圖片的基本描述。

http://www.w3.org/WAI/intro/aria
http://www.w3.org/WAI/intro/aria
http://www.w3.org/TR/WCAG-TECHS/aria
http://www.w3.org/TR/WCAG-TECHS/aria


iBooks Author：在 iBooks 中加入視訊
摘要

本文的秘訣讓您知道如何在 iBooks Author 中使用視訊和音訊、支援格式有哪些，以及視訊加密的
說明。

如果要在書中以 Media widget 的形式加入音訊或視訊，請執行以下步驟：

■ 從“媒體瀏覽器”或 Finder 將視訊拖移到書中。
■ 從工具列的 Widget 項目加入 Media widget，然後將媒體檔案拖移到 widget 中。
您可以在 iBooks Author 的 Media widget 中使用以下音訊和視訊格式 ：

■ 僅允許 H.264 視訊 (.m4v)
■ 影片或獨立音訊檔中僅允許 AAC 音訊 (.m4a)

附註：⼀一旦送到 iBookstore 中，Media widget 中的視訊和音訊媒體，就會受到數
位版權管理功能的保護。

如果您想把不支援的媒體類型加入書中，就會出現以下警告：“The media file [檔名] 
wasn’t added. The file is in an unsupported format（並未加入媒體檔案，因為不支援
這個檔案格式）”。 

如果要簡化製作相容影片或音訊檔的步驟，請使用 QuickTime Player 10.1 或以上版本。

針對影片：

1. 使用 QuickTime Player 10.1 或以上版本開啟影片。
2. 在“檔案”選單中選擇“輸出”。
3. 請選擇以下選項：

■ “iPod touch 和 iPhone 3GS”：可建立解析度在 420p 以下的影片。
■ “iPad、iPhone 4 和 Apple TV”：可建立解析度在 720p 以下的影片。

4. 按⼀一下“輸出”。

針對音訊：

1. 使用 QuickTime Player 10.1 或以上版本開啟音訊檔。
2. 在“檔案”選單中選擇“輸出”。
3. 請將“格式”設定成“僅限音訊”。
4. 按⼀一下“輸出”。

您也可以在 HTML widget 中加入音訊和視訊。

■ 加入視訊時，請使用 .mp4 副檔名。
■ 加入音訊時，請使用 .m4a 副檔名的檔案。



■ 您不能使用副檔名是 .m4v 或 .m4p 的媒體檔。
附註：HTML Dashboard 檔案中的視訊和音訊媒體，無法受到數位版權管理功能的
保護

如果您在 Keynote widget 中加入音訊和視訊，Keynote HTML 輸出程序會將簡報中的所
有視訊和音訊，轉碼成 H.264 (.m4v) 影片。



iBooks Author：使用 3D 模型的最佳流程
摘要

iBooks Author 讓您以 3D widget 加入 COLLADA (.DAE) 檔案。本文讓您學會製作這類檔案以便
搭配 iBooks Author 的最佳流程。

多邊形數目

第⼀一代 iPad 經過最佳化，能顯示材質不多且多邊形數目低於 20,000 的 3D 物件。第二代 
iPad (iPad 2) 能讓使用者在完成的書籍中檢視 3D 物件，但是 3D 物件的材質不能過多，
而且多邊形數目必須低於 50,000 個。如果物件的複雜程度超過這個標準，就可能導致載入
時間拉長、運作變慢，或是影像模糊。

打光

請使用簡單的打光方式（可包含環境光源、全域光源和方向性光源）。為求最佳性能，請將
整個場景的光源限制在三、四個以內。

材質

如果您使用的材質超過 512 x 512 個像素，系統會⼀一律調整成 512 x 512。

相機

請務必將相機加入物件，當作 iBooks Author 書籍的預設顯示方式。

輸出

某些建模軟體如果使用 OpenCOLLADA 輸出程式，就能獲得比內建輸出功能更好的結果。
您可以從 OpenCOLLADA 下載網頁取得這些輸出程式。

預覽

為了確保 3D 物件能正常顯示，請在發佈或輸出作品之前，在 iPad 上預覽您製作的書籍。
請在第⼀一代 iPad 上預覽書籍，確保大部分的讀者都能看到正常內容。

其他資訊

如需 COLLADA 格式的更多資訊，請參閱「COLLADA 數位資產和 FX 交換架構」。

http://opencollada.org/download.html
http://opencollada.org/download.html
https://collada.org/
https://collada.org/


iBooks Author: 將您的書籍發佈到 
iBookstore

您可以將書籍提交到 iBookstore，讓書籍可以公開下載。

在您將書籍發佈到 iBookstore 之前，您必須執行以下作業：

■ 建立⼀一個 iBookstore 賣方帳號。 

■ 下載 iTunes Producer，您會使用此應用程式來將書籍提交到 iBookstore。建立了 
iBookstore 賣方帳號之後，您可以登入 iTunes Connect，並且下載 iTunes 
Producer。 

■ 簽訂有效合約。如需更多資訊，請登入 iTunes Connect，並前往 Contracts、Tax 
和 Banking 的部分。 

■ 製作書籍樣本（如下所述）。消費者可以免費閱讀書籍樣本，再決定是否要購買書
籍。您可以決定樣本內要包含多少書籍內容，以及可預覽的確切內容，然後再連同書
籍⼀一起提交樣本。

■ 請確定您發佈的書籍檔案不超過 2 GB（iBookstore 檔案的大小限制）。以下的發佈
指示說明如何檢查書籍的檔案大小。其他檔案大小的考量包含下列項目：

■ 使用 3G 網路的讀者無法下載大於 20 MB 的書籍。

■ 檔案越大，則下載書籍的時間愈長。若要控制最佳的下載時間，請將您的書籍
檔案保持在 1 GB 以下的大小。

製作書籍樣本
1.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

■ 複製書籍，並刪除您不想包含在書籍樣本內的章節和頁面。
如果您使用此方式，請確定檢查是否有中斷的超連結和詞彙表字詞。

■ 製作新的書籍並將項目從完整書籍拷貝到新書籍中。

2. 打開書籍樣本，並選擇“檔案”>“輸出”，然後按⼀一下 iBooks。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6b51a416&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6b51a416&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http://www.apple.com/itunes/sellcontent
http://www.apple.com/itunes/sellcontent
http://www.apple.com/itunes/go/labelconnect/itunesproducer
http://www.apple.com/itunes/go/labelconnect/itunesproducer
http://www.apple.com/itunes/go/labelconnect/contracts
http://www.apple.com/itunes/go/labelconnect/contracts
http://www.apple.com/itunes/go/labelconnect/contracts
http://www.apple.com/itunes/go/labelconnect/contracts


3. 按⼀一下“下⼀一步”。

4. 輸入樣本名稱，並選擇儲存的位置，然後按⼀一下“輸出”。
這樣會製作副檔名為 .ibooks 的 iBooks 檔案。依照下列步驟來提交您的書籍和樣
本。

發佈到 iBookstore
1. 在書籍打開時，按⼀一下工具列中的“發佈”，或選擇“檔案”>“發佈”。 

2. 輸入書籍名稱並選擇您想要儲存的位置。

3. 按⼀一下“發佈”。
這樣會製作副檔名為 .itmps 的 iTunes Store 套件檔案。若要檢視書籍檔案的約略
大小，請在 Finder 中選取檔案。

4. 在 iTunes Producer 中打開 iTunes Store 套件檔案。 
Tip:   若要讓 iTunes Producer 在您按⼀一下“發佈”時自動打開，請選擇 
iBooks Author >“偏好設定⋯”，並在“⼀一般”面板中選取“發佈後自動啟動 iTunes 
Producer”。 

5. 將書籍樣本的 iBooks 檔案拖到 iTunes Producer 的“發佈預覽”區域內。

6. 依照螢幕上的指示來將書籍發佈到 iBookstore。

提交到 iBookstore 的書籍會受到 Apple 專有的 FairPlay DRM（數位版權管理）系統保
護，可避免您的書籍遭到未經授權的複製。

Note:   HTML widget 中包含的影片和音訊則不受 DRM 保護。
即使您未將書籍提交到 iBookstore，您仍可輸出書籍並自行發佈。

Important:   若您選擇自行發佈書籍，請確定先閱讀 iBooks Author 軟體許可協議內的條
款。若要檢視許可協議，請選擇 iBooks Author >“關於 iBooks Author”，然後按⼀一下“許
可協議”。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fc73d1ee&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fc73d1ee&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fc73cc3a&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fc73cc3a&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5df50679&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http://support.apple.com/kb/index?page=link&apdid=bls5df50679&viewlocale=zh_TW&bookId=iBooks%20Author%20Help133600


iBooks Author：發行和散播問題
■ 我要怎麼散播自己的作品？
■ 我要怎麼把自己的書發行到 iTunes U 上？
■ 我要怎麼將自己的書發行到 iBookstore 上？
■ 我從事教育工作。如果我為了某堂收費課程製作教材，並且提供給自己的學生，這種

行為算是販售作品嗎？
■ 我代表⼀一個教育機構。如果我們收了學費後提供這些教材給學生，這種行為算是販售

作品嗎？
■ 我是作家（或出版商）。我可以在自己的網站上散播這個作品嗎？
■ 我可以在販售定期收費的產品或服務時，發行我以 iBooks Author 製作的書籍嗎？

 

我要怎麼散播自己的作品？

您可以將自己的書發行到 iTunes Bookstore，不過必須選擇是要販售還是供人免費下載。
您也可以從 iBooks Author 將自己的書轉檔成 PDF、文字檔或 iBooks 文件，如此即可散
播到 iBookstore 以外的地方。 

我要怎麼把自己的書發行到 iTunes U 上？

若要將自己的書發行到 iTunes U 上，您必須有 iTunes U 網站。如果您沒有 iTunes U 網
站，可以直接申請。

我要怎麼將自己的書發行到 iBookstore 上？

您可以申請直接使用 iTunes Connect 發行書籍。如果要申請在 iBookstore 上賣書，請填
寫申請表，然後下載 iTunes Producer。您也可以在 iBookstore 上免費贈送書籍。

附註：所有出售的 iBooks Author 書籍必須附上試讀版書籍，不過免費書籍不需要提供試
讀版書籍。iBookstore 對所有發行書籍的檔案大小限制是 2 GB。

我從事教育工作。如果我為了某堂收費課程製作教材，並且提供給自己的學生，這種行為算
是販售作品嗎？

不算。教育工作者可以為了收費課程，附上他們用 iBooks Author 製作的教材。

http://www.apple.com/education/itunes-u/
http://www.apple.com/education/itunes-u/
https://itunesconnect.apple.com/WebObjects/iTunesConnect.woa/wa/bookSignup
https://itunesconnect.apple.com/WebObjects/iTunesConnect.woa/wa/bookSignup


我代表⼀一個教育機構。如果我們收了學費後提供這些教材給學生，這種行為算是販售作品
嗎？

不算。教育機構可以為了學雜費或收費課程，附上他們用 iBooks Author 製作的教材。  

我是作家（或出版商）。我可以在自己的網站上散播這個作品嗎？

您可以在自己的網站上免費散播您以 iBooks Author 製作的書籍。但是如果您想賣書，就
⼀一定要透過 iBookstore 銷售。

我可以在販售定期收費的產品或服務時，發送我以 iBooks Author 製作的書籍嗎？

您以 iBooks Author 製作的書籍，不得伴隨定期收費的產品或服務銷售。您必須免費發送 
iBooks Author 書籍，否則就必須透過 iBookstore 銷售。

其他資訊

如果要更加瞭解如何發行到 iBookstore，請參閱「書籍發行人：常見問題」。

http://www.apple.com/itunes/content-providers/book-faq.html
http://www.apple.com/itunes/content-providers/book-faq.html


iBooks：常見問題集（FAQ）
關於 iBooks 和 iBookstore
哪裡可以找到 iBooks 應用程式？

您可以在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上從 App Store 免費下載 iBooks 應用程式。1

每個國家/地區的 App Store 是否都提供 iBooks？

是的，各國家/地區的 App Store 都有提供 iBooks 和 iBookstore。iBookstore 內容會隨
不同國家/地區而異。

使用 iBooks 的需求為何？

■ 您可以在 iPad 上使用 iBooks，也可以在裝有 iOS 4 或以上版本的 iPhone 或 iPod 
touch 上使用 iBooks。  

■ 從 iBookstore 下載書籍，需要有 iTunes Store 帳號。
■ iBooks 使用 ePub 檔案格式。
■ 若要將 ePub 檔案從 iBookstore 以外的地方新增到 iBooks，這些檔案必須不受 

DRM 保護，並手動使用 iTunes 9.2 或以上版本同步到裝置。

如何存取 iBookstore？

iBooks 內含 iBookstore。請點⼀一下 iBooks 圖像，書架隨即出現。在左上角點⼀一下“書
店”按鈕，書架便會翻頁顯示 iBookstore。您可以從 iBookstore 依書名、作者或文類瀏覽
電子書，您也可以瀏覽精選書以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僅適用於美國地區）。點⼀一下某
本書便可查看更多詳細資訊及下載免費範本試讀。當您買了某本書，它就會自動出現在 
iBooks 書架上。

管理電子書和 iBookstore 內容
iBookstore 的試讀本是否會下載到我的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是的，當您在 iBookstore 中點⼀一下“Get Sample（索取試讀本）”來試讀某本書時，
iBooks 便會將這本書的書摘下載到您的書架。您可以翻閱試讀本並在最後⼀一頁購買或下載
整本書。購置整本書後，書架上的試讀本會換成完整的⼀一本書。

iBookstore 的電子書通常有多大？

⼀一本書通常約 2MB。內含增強音訊或視訊等功能的書籍根據內容，大小差異很大。增強型
書籍在下載時可能需要更多時間，或者需要使用 Wi-Fi 連線才能購買。

iBooks 可以辨識哪些電子書檔案類型？

http://itunes.apple.com/us/app/ibooks/id364709193?mt=8
http://itunes.apple.com/us/app/ibooks/id364709193?mt=8


iBooks 支援領導業界的 ePub 電子書檔案類型。您可以使用 iTunes 將免費的 ePub 檔案
同步到 iBooks，或從 iBookstore 購買或下載書本。iBooks 也支援將 PDF 手動同步至 
iBooks。目前不支援其他電子書檔案類型。

我可以從電腦買書嗎？

在某些國家/地區，您可以從電腦上的 iTunes Store 瀏覽和購買書籍。請參閱這篇文章，
以瞭解更多資訊。

我可以將書拷貝到其他電腦或裝置嗎？

啟用“自動下載”功能時，您可以將新購買的項目自動下載到其他電腦或裝置。若要進⼀一步瞭
解“自動下載”功能，請參閱這篇文章。

我可以從其他網站下載電子書嗎？

可以，您可以將 ePub 檔案下載到 Mac 或 PC 上。請將書加到 iTunes 資料庫，方法是選
擇檔案 > 加到資料庫，或者將 ePub 檔案拖曳至電腦上的 Books 資料庫。若要閱讀這些
書，只要將它們同步到裝置即可。

我可以備份所買的書嗎？

可以，從 iBookstore 下載的書會在下次裝置與電腦同步時自動加到 iTunes 資料庫。這台
電腦必須獲得用來從 iBookstore 下載電子書的同⼀一個帳號授權。 

如何判斷哪些書有版權保護 (DRM)，哪些又不受 DRM 保護？

iTunes 會顯示您擁有的書是哪個種類，只要您選擇書籍，再選擇檔案 > 簡介。如果種類標
示為“書籍”，表示是從 Internet 下載的書。如果列為“購買書籍”，表示是從 iBookstore 下
載、無 DRM 保護的書。如果列為“版權保護的書籍”，則表示是購自 iBookstore 的版權
書。

我可以免費再次下載先前買過的書嗎？

可以，您可以免費從 iBookstore 下載過去買的書。若要再次下載書，請點⼀一下“書店”，再
點⼀一下“Purchased（已購買的項目）”。找到要再次下載的書，然後點⼀一下下載按鈕。您必
須使用原來買書所用的 Apple ID 登入 iOS 裝置上的 iBookstore 或電腦上的 iTunes 
Store，才能再次下載書。請參閱這篇文章，以取得將過去買的書直接下載到電腦的更多資
訊。如果先前購買的項目已經不在 iBookstore 中，就可能無法使用這些項目。下載先前購
買的項目與 iPhone 4（CDMA 機型）不相容。

我可以送書給別人嗎？

不行，目前無法透過 iBookstore 送書。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629?viewlocale=zh_TW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629?viewlocale=zh_TW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539?viewlocale=zh_TW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539?viewlocale=zh_TW
http://support.apple.com/kb/HT2519?viewlocale=zh_TW
http://support.apple.com/kb/HT2519?viewlocale=zh_TW


藏書可有數目限制？

iBooks 的藏書數目會視裝置的可用空間容量而定。iBooks 並不會限制書架上所能放的書本
數目。

iBooks 功能
iBooks 可以播放書內的音效或影片嗎？

可以，現在使用 iBooks 1.3 或以上版本，改良式書籍會自動播放書內的音訊或影片。

iBooks 可以大聲朗讀書籍內容嗎？

可以，iBooks 1.3 或以上版本加入了 iBookstore 中特定童書所內建的「大聲讀」的功
能。「大聲讀」功能使用真人講述者，為您朗讀書本，在某些書籍中，甚至會反白您所讀到
的文字。

iBooks 是否可開啟其他語言的書？

可以，iBooks 可顯示用許多語言所寫的書。

可否從 iBooks 列印電子書和 PDF？

可以，您可以從 iBooks 列印您所輸入的 PDF 和附註，但無法列印 ePub 電子書。2 您也可
以從 iBooks 用電子郵件寄送您所撰寫的 PDF 和附註。

iBooks 是否能像書⼀一樣開啟有插畫和插圖的故事書呢？

是，iBooks 1.2 或以上版本可讓您在相容的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 上閱讀插圖書
（如童書、食譜及美工書）。

iBooks 是否附有字典？

有，iBooks 可讓您使用內建的英文或日文字典查單字的定義。 

我可以反白文字並寫附註嗎？

iBooks 內建“反白”和“附註”功能。請反白書中任何單字或⼀一段文字。您也可以從反白選取的
範圍建立附註。若要查看反白項目和附註，請點⼀一下“目錄”按鈕，然後點⼀一下“書籤”。反白
項目和附註會出現在“書籤”下各自的區域中。 

我是否可夾上書籤並儲存頁面？



每次闔上書或回到主畫面螢幕時，iBooks 會自動記憶您所離開的頁面。請點⼀一下右上角的
書籤圖像，為某⼀一頁夾上書籤。點⼀一下設定 > iBooks > 同步書籤 > 開啟，使用 iTunes 
Store 帳號，可將書籤、反白項目和附註以無線方式同步到其他裝置上。

我可以變更書的外觀嗎？

可以，iBooks 可讓您調整字體大小，並附有五種字體可供選擇。您也可以選擇深褐色調的
頁面和文字並調整裝置顯示器的亮度，以便在任何光線條件下舒適地閱讀。您還可以更改書
籍的外觀，方法是變更 iOS 裝置顯示黑底白字的對比設定。在 iOS 裝置上，點⼀一下⼀一般 > 
輔助使用，然後切換設定為“黑底白字”。然後，打開 iBooks，就可以用黑底白字的方式閱
讀書籍。

我可以安裝並使用自定的字體嗎？

目前不行。

我可以重新排列 iBooks 書架上的書嗎？

可以，若要重新排列 iBooks 書架上的書，請點⼀一下並按住⼀一本書，然後將書移到任何想要
的位置。您也可以排序 iBooks 中的書，請切換到“列表”檢視，然後點⼀一下“書架”、“書
名”、“作者”或“類別”按鈕。為方便起見，PDF 會放到另外的書架上。

有其他方式可以排列 iBooks 中的書嗎？

有的，您可以將書排列到書架上或以列表檢視。此外，也可以根據選擇的主題將書分成多個
選集。例如，您可以將與工作相關的所有書籍和 PDF 放到單⼀一藏書系列中。若要使用“藏
書”，請點⼀一下“藏書”按鈕，或是 iPhone 或 iPod touch 上的選集名稱，便可變更或新增選
集。

當裝置進入飛航模式時，可以讀書嗎？

可以，閱讀已下載到書架上的書並不需要 Internet 連線。

書籍是否有分級？

沒有，出版業並無⼀一套分級系統可根據書籍的內容限制存取。不過，您可以關閉 App Store 
的存取，不讓孩子下載 iBooks 應用程式。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會顯示哪些書籍？（僅適用美國地區）

在 iBookstore 中點⼀一下“NYTimes”，便可檢視每週小說和非小說類精裝本暢銷排行榜。如
果 iBookstore 沒有某本紐約時報暢銷書可供下載，這本書就不會出現在排行榜上。

iBookstore 中的書籍是否具有任何輔助使用功能？



您可以使用 iPad 和 iPhone/iPod touch 內建的輔助使用功能閱讀從 iBookstore 下載的
書。

Kindle 應用程式或 iPhone 的其他電子書閱讀器可以在 iPad 上使用嗎？

Kindle 以及專為 iPhone 或 iPod touch 設計的所有其他電子書閱讀器應用程式應該都可用
於 iPad。

不過，從 Kindle Store 下載的書以及其他非採用無 DRM 標準 ePub 格式的書則與 iBooks 
不相容。

iBooks 1.5 有哪些新功能？

iBooks 1.5 增加了夜間和全螢幕閱讀模式、其他字體、公開網域書籍的經典封面、新書籤
和備忘錄列表，以及其他增強功能。

 

其他資訊

附註：某些國家/地區的 iTunes Store (App Store) 不提供 iBooks 的部分功能。

1 需要裝有 iOS 4 或以上版本的 iPhone 和 iPod touch。iBooks 與第⼀一代 iPhone 或 
iPod touch（第 1 代）不相容。

2 從 iBooks 列印需要裝有 iOS 4.2 或以上版本和 iBooks 1.2 或以上版本的 iPad、iPhone 
或 iPod touch，以及支援的 AirPrint 印表機。iOS 4.2 和 iBooks 1.2 與第⼀一代 iPhone 
或 iPod touch（第 1 代）不相容。

http://support.apple.com/kb/HT4064?viewlocale=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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