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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沒有魔術，只有基本功 閔蓉蓉 

 
「沒有 magic（魔術），只有 basic（基本功）。」今年四十九歲擔任宏碁新總經理

的蘭奇（Gianfranco Lanci），對自己的成功這樣輕描淡寫的帶過。他說，做好市場行銷

與業務，利用堅實的夥伴策略，再認真執行，就有好成績。 
1997 年至 2001 年，李紹遠是鼎新公司的執行副總裁。此後的 4 年間，公司業績平

均以 70%以上的速度在成長，年營業額由原來的 2.1 億元新臺幣達到了 5 年後的 28 億

元新臺幣，員工人數由 150 人擴充至 850 人。李紹遠說，他最喜歡的是宏碁電腦歐洲地

區總經理的一句話：No magic，only basic（沒有魔術，只有基本功）。 
是的，「沒有魔法，只有基本功！」 
揚名海內外的北一女樂儀旗隊，能有什麼「魔術」呢？沒有！只有勤練的「基本功」

呀！不管是吹奏樂器、拋槍甩槍、或是揮舞大旗，哪一樣不是靠著流汗苦練的「基本功」

呢？（中時，戴晨志專欄） 
1997 年，翁天生接任愛彼錶台灣區總經理，靠著精耕通路與行銷策略，帶領愛彼錶

在台灣的銷售額衝到全球前六名，平均每個月可以賣出一百多支價格超過數十萬元的高

價手錶。談到這些成績，翁天生只是靦腆說，「No magic，only basic（沒有魔術，只有

基本功）。」 
舉這些例子，是因為在活力但功利的台灣太缺乏鼓勵年輕人從事 “basic” 扎根工作

的誘因，好多人都想得到一夕致富的 “magic” ，而忽略了其實基本功，才是最重要。

Magic 雖然絢爛但通常不易長久，只有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好好努力的去耕耘，才有

長遠的成功。 
這些年來，由於資訊技術與網路的發達，使得圖書館員普遍有焦慮感，總覺得重要

性會被資訊人員取代。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由於「資訊利用」價值的提高，提供資訊

服務的圖書館員，益形重要。只是服務的形態要與時俱進，由偏重資訊整理移向資訊行

銷。資訊工業的進步，提供了人人隨時隨地使用資料的便利性，預行編目、聯合編目及

電子資料庫的大量產出，使得傳統圖書館的工作減輕、重要性減低。但引導讀者在茫茫

的資料海中，有效的找到自己真正需要資訊的工作，捨我其誰。這些日子來，我要求各

位同仁，全面性的舉辦各種資料庫的教育訓練及主動的尋找需要協助的老師，幫助其應

用圖書館提昇其研究與教學能量。這些正是播種與深耕的基本功。基本功也許辛苦，也

許短時間內看不到成效，但我們正往對的路上邁進。願與全館同仁共勉之。 
 

 

 
 

本館近與立德管理學院、興國管理學院兩校圖書館完成簽約，提供

圖書互借服務。凡本校師生皆可持證件前來本館借用各校圖書館之借書

證，憑至各友館借書。每次最多可借五冊，借閱權利義務均依各館規定

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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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試論圖書館員如何運用部落格 鄭景文 

 
部落格（blog）係源自 weblog 一語，亦稱網誌或博客。原意是「網路紀錄檔」，但

經過演進後，形成重視「分享」的資訊交流管道，每個人都有平等發聲的權利（註 1）。
由於它具有自由精神、方便製作、可供互聯、擁有時間印記的彙整記錄等四大特性（註

2），於資訊傳播媒介中可謂一重要新興勢力；加以其獨立性強，若與專業人士結合，或

由專業人士主持，未嘗不能成為權威之資訊提供媒介。然而，部落格內容多未經嚴格審

核，很多人會懷疑這些資訊的實用性（註 3），則圖書館員用以進行資訊蒐尋、整理時，

能信賴多少？採用多少？或僅視之為訊息交流的工具？頗值留意。 
 
圖書館界運用部落格之現況 

部落格是個人、小眾發展出來的產品，當然包括圖書館員的各行各業人士，都有製

作的可能。事實上，有關圖書館員的個人部落格的發展，在美國方面已有一段時日，除

以自身工作角度記錄心得者外，也有專門蒐集館員工作經驗、活動、技術資源，進行專

業交流的；Peter Scott 之“Library Weblogs”即屬此類（註 4）。 
日本也逐漸蓬勃。例如以學校圖書館問題研究為主旨成立的「學圖研 blog」（註 5），

部落格擁有人僅進行維護工作，將內容重心置於問題研究參與成員的交流活動、經驗發

表與相關消息發布上；「圖書館員の愛弟子」部落格（註 6）則是以圖書資訊領域知識為

蒐論主題。 
華人世界中，結合部落格與圖書館界經驗分享者則顯得較零散，「遊園驚夢之博客」

與「梁董的吧台後」兩部落格發表相當多有關圖書資訊學領域的論述，間有翻譯文章或

資料之蒐集（註 7）。此外，國內部分大學相關系所，亦曾以部落格來與學生進行學術互

動（註 8）。 
 
圖書館員運用部落格之重點 

目前大多數運用部落格的圖書館員，都以圖書館工作經驗或圖資領域論述為主，然

而館員還有引導讀者找尋或使用與部落格相關資訊的責任，如同提供相關的網站資源或

論壇服務一般（註 9）。理論上，部落格內容經過專業化集中過程後，能信賴、採用的資

訊比率將大幅提高；但以虛擬互動角度言之，透過網路傳遞訊息，其真實性與可信度仍

不免遭到懷疑。則館員在運用部落格時，必須抱著誠信的心理與禮貌的作風，方能儘量

避免收到偽造或無意義的情緒性訊息；在部落格的設計、語彙、閱覽與使用上，宜多加

留意下列重點（註 10）： 
1. 註明、連結出處來源（Cite your Sources）。 
2. 張貼的文字要言之有物（Post often but have something to say）。 
3. 要持之以恆地維護部落格運作（Make the commitment though to follow through）。 
4. 回應他人時別怕說出自己的看法（Post about what you're passionate about and 

don't be afraid to say what you think）。 
5. 分享自己的所得與感覺（Share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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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要錯失利用他人的讚賞來發揚自己部落格的好處（Never miss an opportunity to 
show your administration how well an external library blog is working）。 

7. 專業的歸專業，個人的歸個人（If you are doing a personal blog, don't do it on your 
library's dime）。 

8. 將心比心，以闡述代替責備（Blog unto others as you'd have them blog unto you）。 
9. 心平氣和閱讀他人的部落格（Read other blogs for inspiration and AHHA moments. 

Chime in.）。 
10. 學習部落格設計的各種技巧並適時展現（Learn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your 

blog app and make use of its features）。 
在部落格的硬體使用技術上，圖書館員能掌握一般網頁編寫要領，加上 RSS（Rich 

Site Summary）及時更新功能即可。相信以本職學能加上同道交流，部落格對圖書館員

帶來的幫助，不僅在自我充實而已，也能延伸、反映至給予讀者的服務上。 
 
部落格延伸至資訊出版的可行性 

圖書館員工作帶有資訊專家的特質，職務範圍亦涵蓋資訊出版，如將參考問題結輯

或發行、更新網頁資訊皆屬之。則部落格運用有無延伸至資訊出版之可能？台灣的「鄉

村部落格」已經有了出書計畫（註 11）；2004 年日本出現第一個部落格商業出版例，Cyber 
Agent 公司之“Ameba Blog”（註 12），雖然未有明確金錢交易，僅是網頁型態的出版，

卻可借鏡為圖書館員推展資訊出版的參考方向。以資訊服務日趨多元化的情勢來看，部

落格也將成為資訊專家執行出版職務時，一條可以選擇的路。 
 
【註釋】 
1. 官容鳳、張裕幸，「從出版寫作與傳播媒介看『部落格』的發展與應用」，國家圖書館館刊93 年第二期

（93 年 12 月），頁 151-152。 
2. 酋長的部落格，http://www.chieftain.idv.tw/archives/000111.html，上網日期 2005.05.10。 
3. 張東淼，「部落格（Blog）能否為圖書館注入新血？」，淡江大學資圖所電子報42 期，

http://research.dils.tku.edu.tw/epaper/42/special.htm，上網日期 2005.05.10。 
4. 同註 3。“Library Weblogs”, http://www.libdex.com/weblogs.html，上網日期 2005.05.11。 
5. 学図研blog…学校図書館問題研究会，http://gakutoken.air-nifty.com/jyoho，上網日期 2005.05.12。 
6. 図書館員の愛弟子，http://lomax.cocolog-nifty.com/apprentice/2005/02/7.html，上網日期 2005.05.12。 
7. 游园惊梦之博客，http://youmeng.blogchina.com/index.html，上網日期 2005.05.13。梁董的吧台後，

http://www.wretch.cc/blog/arshloh，上網日期 2005.05.13。 
8. 如玄奘大學圖資系張東淼老師曾利用系上大四生習作專題的機會，建立實驗性的部落格網站，參照

http://210.60.55.250/MT。淡江大學資圖所亦曾舉行師生部落格（Blog）心得分享，參照
http://research.dils.tku.edu.tw/mostnews/2005mostnews.htm。 

9. 同註 3。 
10. Michael Stephens, Ten Things a Blogging Librarian Must Do, 

http://www.tametheweb.com/ttwblog/archives/000255.html，上網日期 2005.05.14。 
11. 同註 1，頁 155。 
12. Ameba Blog, http://ameblo.jp，上網日期 2005.05.14。 

 
 

 
本館與電算中心將於 6 月 9 日，假國際會議廳合辦「網路資訊傳遞

之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研習會」，歡迎有興趣讀者踴躍參加。（報名網

址：http://elearning.ksut.edu.tw/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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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淺談以數位學習模式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 張芳菁 

 
壹、前言 

  大多數人都明白，圖書館的功能就是蒐集、整理、保存和利用。傳統的圖書館利用

教育方式多是被限制在某一時間或某一空間內實施，不僅讀者覺得不方便，圖書館也必

須有人員專程服務讀者。由於資訊技術不斷進展，圖書館資源與讀者亦產生許多新的互

動，數位學習正可成為傳播資訊資源的重要管道。以讀者為中心的自我學習方式，對學

習者而言，可以加深其印象，增強其學習效果。 
 
貳、圖書館利用教育 

  圖書館利用教育，根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的定義，是指利用講述法、

印刷資料、引導參觀等方法，使個人認識圖書館環境、館藏內容、服務項目及各種規章，

進而指導讀者有效的利用館藏從事獨立學習、研究或解決問題。（胡述兆等，民 84）從

圖書館的角度而言，透過利用教育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與溝通，圖書館可以瞭解讀者的需

求，做為改進業務的參考，以提昇圖書館服務的品質。 
圖書館利用教育就實施程度可分為：認識圖書館環境（Library Orientation）、圖書

利用指導（Library Instruction）以及書目指導（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等三個層次。（Rice, 
1981）過去圖書館利用教育是以圖書館為中心來介紹圖書館的功能、館藏、服務、參考

工具書等，隨著科技發達，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內容亦有所改變，必須以讀者為中心指導

讀者如何利用網路資源、評估資源以及利用資源的技能。（于第，民 89）實施利用教育

時，除了上述的三個層次外，教導讀者如何從浩瀚的電子資源中獲取最相關的資料亦是

圖書館重要的課題之一。 
 
參、傳統教室教學與數位學習 

傳統教室教學具有互動性的優點，但卻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在一定的時間、一

定的空間進行教學活動，學習者成為被動的學習。而且，傳統教學方式因為是群體同時

同地點進行學習，比較難顧及個人學習差異。 
數位學習一般係指凡是以數位型式傳播教學內容者，即為數位學習，包括遠距教

育、電腦輔助教學、光碟、虛擬實境（VR-virtual reality）、電子書包等等。數位學習可

以具備的特性有：1.多媒體化的學習；2.互動的學習情境；3.很強的教材管理功能；4.
很強的教學管理功能；5.能提供多元化的評量機能；6.能提供多種模式的學習（個別化

學習、個人化學習、合作學習）；7.適性教學（Adaptive instruction） （朱則剛，民 93）。 
與傳統教室學習不同，數位學習也有稱為 e 學習、 e 化學習， e 代表 electronic

（電子的）學習、extended（延伸的）學習、 everyday （每一天的）、 everyone（每一

個人）、everywhere（任何地點的）學習。（吳美美，民 91）換言之，數位學習是不受時

間、空間及地點的差異，可隨時進行學習活動。但是，數位式的學習模式並非全能，必

須以穩扎穩打的方式才能有所作為，必須是真正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學習者真

正主動、積極地學習並且能夠培養學習者獨立研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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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以網路方式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 

  數位學習雖然不一定以網路做為媒介，但現今提到數位學習時，多會聯想到以網路

做為溝通方式的學習，以下將僅探討利用網路方式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 
一、網路式圖書館利用教育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Learning Page” （如圖一），開創了以網路方式進行圖書館利用

教育的先導模式，這個網站設立的宗旨是為了提昇學習及發展成為專家研究者所需

的技能。（鄭寶梅，民 92）在網站中，除了可讓使用者認識美國國會圖書館外，也

為教育工作者提供課程規範指引及課程建議來進行教學設計，並可配合圖書館資源

及相關網站資訊，包括聲音及影像等讓學習者進行學習。 
 

 
圖一  美國國會圖書館 Learning Page 畫面 
資料來源：http://memory.loc.gov/learn/ 上網日期：民國 94 年 1 月 2 日 

二、進行方式 
以網路方式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方式很多，以下僅列舉以網站連結、虛擬教室及

課程隨選說明。 
1. 網站連結圖書館資源 
多數圖書館利用教育是以網頁連結相關訊息的方式，例如，服務項目、相關規定、

常問問題集等等網頁瀏覽式的文字說明。嚴格說來並不能算是圖書館利用教育，

但是因為已將圖書館要讓讀者知道的訊息全數放在網頁上，讀者可以自行點閱想

知道的項目，對於讀者瞭解圖書館的利用方式亦有幫助。 
2. 虛擬教室（Virtual Classroom System） 

虛擬教室的本質是一個以支援教學導向的網路管理及學習環境，系統同時具有人

性化管理、即時性教學之遠距教學功能（黃文良等，民 92），學習者可以藉著它

來進行討論、觀摩、與合作學習，教師也可以藉此進行學習輔導活動。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鑑於每學年針對新生實施圖書館導覽服務的人手不足而自行

開發名為 WBLUIS（Web Based Library Use Instructional System）網路虛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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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頁資料庫，建構簡易網路虛擬教室支援圖書館進行讀者服務工作，協助讀者

學習圖書館各項利用教育。 
 

 
圖二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館 WEBLUIS 網路虛擬教室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lib.kuas.edu.tw/wbluis 上網日期：民國 94 年 1 月 2 日 

3. 課程隨選（Curriculum-on-demand System） 
利用隨選視訊技術，透過網路取得所要學習的多媒體教材，並依個人學習速度來

操控播放課程以進行學習。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於九十二學年度引進 VOD 系統，大學圖書館為支援教學與

學習，近年來購入許多電子資源，礙於人力不足的情形下，無法時常為各項電子

資源開設教育訓練課程，於是邀請電子資源講師進入虛擬攝影棚，同時配合畫面

截取的程式，將講授內容全程錄影轉成 VOD 影片。之後又與空中英語教室雜誌

社簽訂合作約定，將每個月的空中英語教室文摘所附贈的 VCD 轉成 VOD，學習

者可依自身學習速度進行語言學習。 
 

 
圖三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館資料庫教育訓練 VOD 畫面 
資料來源：http://service.lib.ksut.edu.tw/vod/ 上網日期：民國 94 年 1 月 2 日 

 

 7 

http://www.lib.kuas.edu.tw/wbluis
http://service.lib.ksut.edu.tw/vod/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十期 

伍、數位學習適用於圖書館利用教育之理由 

一、便於自學 
網路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的特性，使得讀者能在需要的時候彈性利用，方便

讀者自學，其功效更非傳統圖書館導覽及參觀方式可以比擬的。 
二、利用教育的時機 

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最好的時機應該是在學生有迫切需要的時候，如教師指定作業

時，或是開始著手作學期報告時，將圖書館利用教育之課程放在網路上，讓讀者在

有迫切需要時自行學習，其效果必定比強迫學習來的好。 
三、圖書館利用教育著重網路資源學習 

根據我國大專院校圖書館利用教育的規劃情形來看，不同的調查對象（包括圖書館

利用教育指導者、學校教師及學生）認為最需要的圖書館利用教育內容大致相同，

多屬於新資訊媒體的指導，例如：學術網路資源介紹、學術網路基本功能講解、電

子媒體的應用、光碟式摘要索引／參考工具書以及線上公用目錄（OPAC）等。（丁

崑健等，民 84）此結果顯示在資訊網路時代的圖書館利用教育應加強指導讀者使用

新資訊媒體的技巧，其中網路資源的利用教育尤其重要。（詹麗萍，民 86） 
四、與終身學習有密切關係 

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傾向個人化學習，不受限於傳統的學制，也不必在

固定的規範下進行。將數位學習模式應用在圖書館利用教育不僅是教導如何使用圖

書館的技能，也是教育讀者終身學習的理念與方法。 
 

陸、結論 

圖書館是寶庫，藉由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與資源輔助了無數的研究和各項學習。但是

若沒有適當的管道及方式來教育讀者如何正確的使用各項資源，讀者可能會迷失在大量

的資訊中，或是耗費太多時間在摸索各種利用資源的方法。圖書館利用教育就是要教導

讀者使用圖書館的技術，使讀者能正確有效的找到需要的資料，同時，圖書館利用教育

也教育了讀者終身學習的理念與方法。以網路做為資訊傳播媒介的學習幾乎已成為數位

學習的代名詞，這也造成了一種新的教育方式及新的學習管道，也是實踐終身學習理念

的最佳途徑。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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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崑健、張惠美 （民 84）。國內大專院校教師對圖書館利用教育意見之分析。教育資與圖書館學，32(3)，

308-326。 
于第（民 89）。Internet對技專校院圖書館讀者服務型態之影響。書苑，44，57-67。 
朱則剛（民 93）。數位學習與遠距教育總論。在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編，數位學習專題研習班綱要（頁

1-10）。台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 
吳美美（民 91）。關懷數位學習與終身教育。社教雙月刊，111，15-18。 
胡述兆編（民 84）。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台北市：漢美。 
黃文良、陳恭志、羅偉豪（民 92）。數位學習模式於圖書館導覽之應用。中華民國資訊學會通訊，6(3)，

85-93。 
詹麗萍（民 86）。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通識課程的規劃與實施-以清華大學經驗為例。在政治大學圖書資

訊學研究所編，資訊網路時代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 1-16）。台北市：政治大學圖書
資訊學研究所。 

鄭寶梅（民 92）。網路教學在圖書館之應用：以國家圖書館遠距學園為例。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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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MUSE 資源整合查詢服務常見問題解疑 視訊組 

 
自 93 年 10 月 8 日，本館承辦教育部「異質性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研討會」後，經過

審慎調查與試用評估，選擇傳技資訊公司所引進之系統“MUSE”，作為本館提供資源整

合查詢服務的平台，並於最短時間內採購、建置完成，目前已經上線運作中。為使讀者

更加瞭解 MUSE 系統的內涵與操作，特蒐集相關資料及常見答客問內容列示如下，提供

參考。 
▼什麼是 MUSE？ 

MUSE 全稱是 Multi-User Universal Search Environment，一套會自己思考的全球資源

整合搜尋工具，可以讓您同時檢索不同資料庫的各種電子資源，並提供 Open Access
的數百種免費電子資源。 

▼誰可以使用 MUSE 查詢服務？ 
只要是本館核可讀者，即可使用。 

▼MUSE 可以查詢哪些資料？ 
MUSE 整合超過 5000 個各類型主題線上及光碟資料庫、超過 13 種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上千所圖書館、超過 26 種網路搜尋引擎、超過 16 種 E-Commerce 系統。 
▼MUSE 提供哪些查詢方式？ 

(1) 簡單查詢：Google-like 的資料輸入介面，輸入您要查找的詞彙之後，MUSE 便會

搜尋圖書館為您所設定的常用資料庫。 
(2) 進階查詢： 

(a) 可選擇想要使用的資料庫項目，每次查詢可使用之資料庫數量，MUSE 沒有

限制。 
(b) 組合條件查詢：提供 and、or、not 功能。例如： 

使用"and" 
題名=晶圓廠  and 題名=奈米科技 
即可查到題名同時包含"晶圓廠"與"奈米科技"的文章或書籍。 

使用"or" 
題名=晶圓廠  or 題名=奈米科技 
即可查到題名有包含"晶圓廠"或"奈米科技"的文章或書籍。 

使用"not" 
題名=晶圓廠  not 題名=奈米科技 
即可查到題名包含"晶圓廠"，但是剔除"奈米科技"的文章或書籍。 

▼為什麼檢索時，有時候資料庫的連線狀態會出現"failed"？ 
檢索時，在檢索過程的詳細資料中，狀態出現"failed"，可能原因有： 
(1) 該資料庫的本館使用人數已達上限。煩請洽詢館員。 
(2) 目前該資料庫停止服務。煩請洽詢館員。 
(3) 資料庫連結設定有問題。煩請回報館員或E-MAIL給MUSE維護廠商（傳技資訊）。 

▼ MUSE 整合查詢是如何查詢各種電子資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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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各種標準跨系統查詢協定，包括 Z39.5、HTTP、Telnet、SQL、OpenURL、lotus 
Notes、SOAP、IMS、GGS、GIS、GeoProfile …等 50 種專屬系統協定，來完成查詢

各種不同電子資源的任務。 
▼如何儲存查詢結果？ 
步驟如次： 
(1) 勾選檢索結果各頁所需的保留的資料，選取頁面下方之【保留選擇之紀錄】。 
(2) 再選取【儲存到我的工作室】即可在 MUSE 主機上保留檢索結果。 

▼個人化設定包括哪些部分呢？ 
個人化設定以儲存個人檢索經過與結果為重點，包括： 
(1) 我的帳號 

(a) 個人喜好設定 (Search options) ：可設定 
-- 更豐富結果 
-- 「移除複本」使用方式 
-- 查詢結果結果每頁顯示資料筆數 
-- 資料庫查詢首次取回筆數 
-- 設定查詢結果排序條件與順序 
-- 查詢結果顯示欄位設定 

(b) 個人預設資料庫 (Searched Sources) ：勾選個人常用資料庫。 
(c) 檢視個人資料 (Patron Information) ：可直接檢視個人借閱、預約等紀錄。 

(2) 我的工作室 
(a) 儲存查詢結果 
(b) 匯出查詢結果 

 
 

 
 

RFID  
 

RFID 技術是以電子晶片來承載資料，能儲存序號等電子化資訊。

在運作模式方面，RFID 系統是由 RFID 標籤（或稱 Tag）與 RFID 辨識

器（或稱 Reader）兩個主要元件組成。RFID(射頻識別)是一種非接觸式

的自動識別技術，它通過射頻信號自動識別目標物件並獲取相關資料，

識別工作無須人工干預，同時 RFID 技術可識別運動物體並可同時識別

多個標籤，不怕油漬、灰塵污染等。可以說 RFID 具有條碼所不具備的

防水、防磁、耐高溫、使用壽命長、讀取距離大、標籤上資料可以加密、

存儲資料容量更大、存儲資訊可更改等優點。 
圖書館專用 RFID 標籤，是被動式 RFID 標

籤，是不需用電池的 RFID 標籤，其電力來源是

將 RFID 辨識器所傳遞的電磁場轉換成所需要的

能量。由於此類標籤無須電池，使用期限較長，

因此被廣泛地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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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參考推廣活動輯要 參考組 

 
壹、電子資源教育訓練 

  本學期起，本館開始進行新一波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對象是所有進行畢業專題

之大學部同學。實施方式係依照各班需求之資料庫種類，安排館員進行實機教學，同時

提升相關資源使用率；課後並進行測驗及成績彙整（及格者加蓋學習認證章），作為各

系專題評量之參考。進行教育訓練以來，利用電子資源館藏查找資料的讀者數量亦顯著

成長。 
目前已完成電子資源利用講習之班級如下： 
 

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電子系四子三B班 機械系二機三A班 不動產系（四技）三年B 班

電子系四子三C班 機械系二機三B班 不動產系（二技）三年A 班

電子系子三A班 環工系環四A班 會計系四會三A班

電子系子三B班 環工系四環四A班 會計系四會三B班

電子系四子三A班 環工系四環四B班 會計系二會三A班

電機系四電三B班 環工系環四B班 幼保系四幼三B班

電機系四電三A班 高分子材料系四纖三A班 幼保系四幼三A 班

電機系電三A班 高分子材料系二纖三A 班 國貿系二國三A班

電機系四電三C班 高分子材料系四纖三B 班 國貿系四國三A班

電機系電三B班 資管系四年三B班 國貿系四國三B班

機械系四機三A班 資管系四年三A班 財金系四財三A班

機械系四機三B班 產管系四技三A班 財金系財三A班

機械系四機三C班 產管系二技三A班  

機械系四機三D班 不動產系（四技）三年A 班  
 

貳、主題參考諮詢活動：E 世代兩性關係 

  本館於 1 月 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舉辦之主題參考諮詢活動，主

題為「E 世代兩性關係」，特別邀請

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饒夢霞教授蒞

館宣講，主題宣講內容包括「戀愛的

迷思」、「親愛的，為什麼我不懂

你？」、「愛情是什麼？」、「如何投入

親密關係」、「How long：天長地久

V.S.曾經擁有」等，期使參與活動的

E 世代同學從生活化的例子中，更深

入瞭解兩性關係。 

 

↑ 參加活動同學與饒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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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教授提到 “What is love?” 就是心甘情願，即使等待再久都值得，總是想給對方

帶來快樂。演講過程中饒教授以自身與丈夫為例子，暢談彼此相處過程中藉著寫信聯

絡，歷經遠距離愛情；她認為時空乃感情最大考驗，如果經得起考驗的感情，那就不太

會有什麼問題。而在交往過程中，情侶雙方應接受原本的他／她，個性方面互補最好，

興趣則需相投，互相傾聽與分享，付出對方所需要的愛，避免造成對方的負擔。精采的

演講過程中，笑聲不斷，全場參與人員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參、主題參考諮詢活動：打造社會新鮮人新形象 

每年到了六、七月，便有大量社會新鮮人投入職場競爭。如何從面試中脫穎而出，

便成為這群即將畢業的學子最大的考驗。本館遂於 3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舉辦主題為「打造社會新鮮人新形象」之主題參考諮詢活動，邀請知名化妝品公司全國

督導陳秀香小姐蒞臨，向參與讀者現身說法。陳小姐提到，現今人才需求大多需具備抗

壓性高、有責任心、具團隊精神與

上進心、懂得謙虛、EQ 高、具創

意等能力，在進行面試時所做的準

備非常重要。所謂「面試即第一印

象」，要如何讓對方覺得自己出類拔

萃，必須在面試過程中將本身的特

點表達出來，所以，如何在面試階

段取得成功，首應評估、確認清楚

自己的價值所在。在場同學聆講之

後，均感到受益匪淺。 
← 「打造社會新鮮人」參與者眾 

 
（http://www.lib.ksut.edu.tw/cdroom） 

 
電子資源名稱 類型 適用範圍 連線方式 

《遠流--智慧藏學習科技》系列資料庫 資料庫 全校 Web 
經貿組織 (Source OECD) 網路線上資料庫 資料庫 商管學院 Web 
科學人知識庫 電子期刊 校園 IP 工程學院

資料庫 全校 校園 IP 國家考試題庫綜合版

電子期刊 校園 IP 近代中國 通識教育

WilsonWeb--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電子期刊 全校 校園 IP 
專利 全校 校園 IP 中國專利說明書檢索資料庫

論文 全校 校園 IP 中國學位論文全文數據庫

專利 全校 校園 IP 中華民國專利公報資料庫

ACM Digital Library 電子期刊 校園 IP 工程學院

AIAA Meeting Papers (2005 年) 會議論文 校園 IP 工程學院

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電子期刊 校園 IP 通識中心

資料庫 全校 校園 IP Spring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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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 採編組 

 
所謂「教師指定參考書」是指「凡教師依課程需要，指定學生閱讀之圖書」，而大

學圖書館宗旨為支援研究與教學，所以為達支援教學之宏效，因應各系所教師開設課程

之教學需要，圖書館提供「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集中蒐集管理教師所推薦課程需要

之指定參考書，設置專區存放這些圖書資料，限定這些資料只能於館內閱覽、影印，不

准外借，以便修習該課程之學生參閱研讀，提昇學習效果。 
本館為擴大了服務，將原有指定參考書服務更新修訂，並加入指定參考書的流通辦

法。以下介紹本館指定參考書服務，使讀者更瞭解指參書的意義並有效利用之。 
 
壹、本館指定參考書服務辦法： 

一、申請辦法 
1. 每位教師可依教學需要，以課程為單位，提列教師指定參考書單。若教師開有三

門課，三門課皆可申請，唯每門課最多指定五本。經圖書館查核處理後，將所指

定的書籍放置「 教師指定參考書區」，除特殊情況外，一般不准外借，僅供同

學館內參考。  
2. 本館指定參考書服務採線上調查、申請。調查表可由圖書館網站的各式申請表單

中下載，或統一由本館透過校園網路於每一學期結束前之 1 月及 6 月初，E-Mail
發給各位老師，並請老師於申請時限內將調查表，以E-Mail回傳至圖書館。  

二、申請資料類型： 
開列指定之資料包括：圖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會議論文等。期刊、參考書、

視聽資料則不在指定範圍內。 
三、填表注意事項： 

1. 指定參考書調查表上資料有授課教師姓名、課程名稱、系所、年級、書名等，請

逐一詳細填列。 
2. 請先查詢本館的館藏查詢系統，確認您所列的圖書資料本館是否有館藏資料，並

請於『館藏』一欄註明。無此館藏時，圖書館將進行緊急採購，若非本館館藏且

老師手中有資料，歡迎老師提供。 
3. 適用一學年（或以上）之指定參考書，請於『開課學期』一欄填寫「全學年」，

若無註明者，則視為本學期適用之指參書，學期結束後歸放書庫。 
四、教師指定參考書流通管理辦法 

1. 館內流通辦法：「教師指定參考書區」放置的書籍，除特殊情況外，一般不准外

借，僅供同學館內參考。  
2. 館外流通辦法：因特殊情況需外借指定參考書者，可於每日閉館前一小時借出，

借閱冊數為一冊，惟須於次日開館後半小時內歸還，不依規定時間還書者，按小

時課以滯還金，每小時以新臺幣十元計，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貳、教師指定參考書查詢 
 

 13 

http://www.lib.ksut.edu.tw/lib/doc/%E6%8C%87%E5%8F%83%E6%9B%B8%E7%94%B3%E8%AB%8B%E8%A1%A8.doc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十期 

1. 畫面中為本館館藏查詢系統

首頁。點選「指定參考書查

詢」可入查檢本學期的指定

參考書。 
 

 
2. 指定參考書查詢，可利用

「系所名稱」、「教師」、「被

指定的課程名稱」三種方式

查詢。三項皆以下拉單式選

單方式呈現。假設欲查詢

「教育概論」此課程的授課

老師指定了哪些參考書，只

要下拉選單直接點選「教育

概論」即可。  
3. 結果如右圖所示，列舉出系

所名稱、指定教師、被指定

課程、指定書刊名等。點選

書名則可檢視該書詳細資

料如下圖所示。 

 
4. 顯示該書書目以及館藏情

況。若有需要，請逕至「指

定參考書區」取書於館內參

考使用，或辦理隔夜借閱。

若尚有複本未指定為「 教
師指定參考書」，則複本以

一般圖書方式流通。 
 

 
 

  

因應遷館作業開始，圖書預約服務自 5 月 16 日起暫停，請讀者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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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中國期刊網簡介 參考組 

 
為擴大讀者資訊蒐尋管道，拓展本校學術視野，加強學生人文基礎教育，並為即將

運作的人文社會學院做相關館藏準備，本館新近購入「中國期刊網」之社會科學部份；

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法律等學門。謹向讀者簡單介紹如后。
 
壹、資料庫概況： 

中國期刊網是收集中國大陸所出版期刊文獻全文之專業資料庫，所有學科，分

包含九大專輯，共收錄 5,300 種核心與專業期刊約 600 萬篇全文、1,500 萬筆書目資

料，每月更新，年度更新 80 萬篇全文，是現今最龐大的中文資料庫。 
全文採繁體字介面，不需額外使用轉換軟體，可直接以繁體字進行檢索與瀏

覽。文獻全文與紙本格式相同，忠實呈現圖片、表格、參考文獻，並可自由轉換呈

現字碼、編輯、選取、列印、儲存所查詢之資料。 

本館購入部份多屬社會學科，其範圍包括： 
一、文學、歷史、哲學：含文學史及創作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漢語及語言學、

外語研究與教學、藝術理論及各類藝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及電視藝術、旅

遊、各國歷史及史學理論、地理學、中國通史及民族、地方史志、中國古代史、中

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人物傳記、哲學基本理論及中外哲學、邏輯、倫理學、心

理學、美學、宗教、體育等。 
二、政治、經濟、法律學：含政黨及群眾組織、中國政治、思想政治教育、軍事理論與

軍事技術、國家行政管理、管理科學、統計學及經濟數學方法、宏觀經濟管理、經

濟理論及經濟思想史、中國及世界各國經濟概況、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交通運輸、

旅遊經濟、郵電經濟、會計、審計、企業經濟、貿易經濟、財政理論與實踐、銀行

與貨幣、證券與保險、金融與信貸、投資學、金融危機及其風險防範、市場研究與

信息、法理、法史與國際法學、憲法、行政法學及地方法制、民法、商法學、刑法、

訴訟法、司法制度、案例等。 
 
貳、操作程序指引 

一、進入資料庫：圖書館首頁  電子資料庫  中國期刊網  登入。 
二、初級檢索：參見下頁圖一 

1. 輸入檢索詞，並選擇檢索欄位、檢索詞字典、查詢方式、資料年代、結果排序、

中英擴展等項目。 
2. 可利用檢索詞字典，查找作者、關鍵詞、機構、基金、中文刊名和主題詞。 
3. 勾選欲查詢之主題類別；或直接點選主題類別，查看更細分之主題。 
4. 利用工具列上之功能改變語言模式，尋求線上幫助。 
5. 可輸入檢索詞，針對目前之檢索結果，再進行一次搜尋。 
6. 點選文章篇名查看書目資料，或直接點選原文下載圖示開啟全文。 
7. 書目資料，可點選「原文下載」以開啟全文、「刊名」以查看期刊資料、「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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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啟該刊期各文章列表、「同類文獻」以查看其他相關文章。 
 

圖一 初級檢索畫面 
 
三、高級檢索：可結合不同檢索欄位、不同查詢詞彙，可有效的尋找到所需資訊。參見

圖二 
1. 系統提供兩個空白欄位，您可任意輸入至多兩個檢索詞，並以 and、or、not 將詞

彙結合。適合欲查詢兩個以上概念之使用者。（and 指兩概念之交集，or 指兩概念

之聯集，not 指不包含特定概念） 

2. 鍵入欲查詢之詞彙，並選擇檢索欄位。最多可結合兩個不同詞彙；並可選擇資料

出版年代範圍與排序方式。 

3. 點選欲檢索之主題範圍；可複選。 

 

圖二 高級檢索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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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全文瀏覽器與相關注意事項：參見圖三

1. 第一次瀏覽全文前，請確認所用電腦已安裝 Caj-Viewer 軟體。若尚未安裝，請至

中國期刊網首頁左側下載。 
2. 若欲選取整個頁面或整篇文章，請勿使用工具列上「編輯」選項下之「全部選擇」。 
3. 若無法選取文字，或發現整篇文章以簡體字顯示，表示該文章為圖形檔。如欲選

取圖形檔的文字，請先點選「圖像選擇」選取欲選取的文字，之後點選「文字識

別」以複製或儲存所選文字。 
 

 
圖三 全文瀏覽畫面 

 

 

 

 

 

 
 
 
 

 

 

 
本館新修正提供給老師的專屬服務： 

 
一、新的館際合作服務傳遞方式── 

為方便老師領取館際合作申請件，6 月份起，凡申請館際合作的老

師皆可至系辦取件。詳情如下： 
1.本館於每星期五 14:00 至 16:30 間分送至系辦（遇假日則提前一

天；寒暑假暫停送件）。 
2.送件服務請向本館沈美如小姐提出申請。 
3.館際合作申請件付款方式：請至圖書館預繳 3,000 元以便進行館

際合作系統沖銷作業。每學期期末，老師可選擇將餘額取回或

預留至下學期續用。 
二、新的西文期刊目次傳遞方式── 

本館從 94 學年度起將採用 e-mail 方式寄送「西文期刊目次」，欲

申請之老師可參考本館期刊查詢系統及填寫「CCS 申請單」，於 5
月底前回傳圖書館參考組 anyin@mail.ksut.edu.tw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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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圖書資料 採編組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解讀社會福利現象：社會時事評析 王順民 洪葉 078/1027 

蘇格拉底及其先期哲學家 141.1/4462 范明生 東大 

170.1/0060 超越自我之道：超個人心理學的大趨勢 羅傑‧渥許 大和書報 
搖籃裡的科學家：心智、大腦與幼兒學習

歷程的新發現 
上誼文化實業公司

總代理 
173.1/1474 愛麗森‧賈布尼克 

312.916/4416 Wi-Fi 無線上網 Easy Go! 蔡承昌 文魁資訊 

312.916/4431 無線網路技術與應用 莊淵登 學貫行銷 

312.91653/2133 網路新興勢力：部落格 BLOG 熊波波 文魁資訊 

312.9166/3233 區域網路理論與實務 宜科實業 文魁資訊 

472/4512 乙級鉗工技能檢定學術科解析 華盛工作室 全華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

研究發展中心 
472.1/1144 運輸工具鍛造品應用與需求分析 伏和中 

484.67/7533 陳冠宏 經濟部技術處發行 我國未來五年寬頻產業主流產品趨勢分析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 
486.9/7203 全球鈦金屬市場分析 劉文海 

金屬元件洗淨設備市場與技術分析 廖培凱 經濟部技術處 487.2/0042 

銅半成品業現況與發展趨勢 劉文海 經濟部技術處 487.2/7203 

國際財務管理與金融 劉亞秋 臺灣東華 494.7/7212 

行銷管理 林欽榮 揚智文化 496/4489:2 

檔案學導論 薛理桂 五南 028.9/4414 

倒影台南 蘇偉貞 臺南市立圖書館 857.63/4422-7 

名流風雲 海倫‧費爾汀 皇冠 873.57/5513-3 

現代畫之父塞尚 柏爾蓋希 城邦文化發行 940.9942/4144 

自然開麥拉：用數位相機捕捉自然野趣 潘建宏 秋雨文化 953/3213 

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Shelly, Gary B Course Technology 004.21/S545 2001
Build your won life! :a powerful strategy to 
maximize your potential and enhance your 
value for ultimate achievement 

Graham, Stedman. Fireside books 158/G742 2002 

Derivatives markets McDonald, Robert L. Addison Wesley 
332.645/M111 
2003 

Craft mania: 36 fun crafts for kids! Irvin, Christine M. 36 fun crafts for kids! 428.6/Ir72 2004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statistics: a 
computer integrated, data analysis approach 

Kvanli, Alan H.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519.50285/K11 
2000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Eun, Cheol S. McGraw-Hill/Irwin 
658.1599/E86 
2004 

Fun on the run: 324 instant family activities Copeland, Cynthia L. Workman 
793.0122/C782 
2004 

Man and wife: a novel Parsons, Tony, Atria Books 813.54/P267 2003

A thing(or two) about Curtis and Camilla Fowler,Nick, Flame 813.6/F786 2003

Winston Churchill: statesman of the century Neillands, Robin H. Open Road Pub 
941.082092/N411 
2003 

Inside the Kingdom: my life in Saudi Arabia Bin Ladin, Carmen. Warner Books 942/B61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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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視聽媒體 採編組 

 

資料名稱 出版社／代理商 索書號

穆斯林在台灣[DVD] 中華民國外交部 DVD258/2300 

四十二式太極拳基礎入門:五功八法[DVD] 楷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VD528.972/4825 

中國古村落[DVD] 輝洪開發總代理 DVD681.08/3767/v.1

影響世界的中國人[DVD] 輝洪開發總代理 DVD781/4124:2/v.13
應用媒體暨動畫藝術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DVD]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

究所 
DVD960.7/2342 

地獄怪客[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3746 

24 反恐任務[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9.2/6903-2/v.1

統一塑模語言 UML 入門[DVD] 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訓練處 DVD312.92/3013 

奧運風雲[DVD]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DVD528.982/8413/v.
2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DVD] 豪客唱片有限公司 
DVD987.83/5302/v.2
5 

奇幻城市[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5304 

戰役風雲[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5430-29

哈利波特：阿茲卡班的逃犯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5430-30/
v.1 

大蟒蛇：血蘭花[DVD] 威翰資訊 DVD987.83/5430-31

海底總動員[DVD] 威翰資訊 
DVD987.83/5430-32/
v.1 

DVD987.83/6012 貓女[DVD] 威翰資訊 

DVD987.83/6014 艾瑪[DVD] 齊威 

DVD987.83/6044-4 蒙娜麗莎的微笑[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6044:3 奶爸安親班[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6247 史瑞克[DVD] 影傑 

DVD987.83/6247-2 史瑞克 2[DVD] 影傑 

DVD987.83/6842 第三者[DVD] 中藝國際影視 

DVD987.83/7138/v.2凡赫辛[DVD] 影傑 

DVD987.83/8042 甘地──特別版[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8471 誰來晚餐[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9.2/1017/v.1 她從海上來[DVD]：張愛玲傳奇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發行 

DVD989.2/2546/v.1 六人行[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9.2/2710/v.4 六呎風雲[DVD]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279/3422//c.2 這是山達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宗教之概關 大藍工作室 

DVD309/5913 發明的智慧[DVD] 協和國際多媒體 

DVD312.9163/1163//
c.2 

Web Services 現況及發展趨勢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訓練

處教材組 

企業 Web Services 架構、設計、難題及解決

方案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訓練

處教材組 

DVD312.9163/1163-2
//c.2 

DVD312.9163/1163-3
//c.2 

Web Services 及 ebXML 實務及應用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教育訓練

處教材組 

DVD339/3749 超級雷射[DVD] 協和國際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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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閱覽組 

 
「外籍生招待歡迎會」學生參訪本館【94 年 3 月 29 日】 

配合本校舉辦「外籍生招待歡迎會」，所邀請近 20 位成功大學之外籍學生，於仲春

時節，由李研發長天祥引領，來館進行參訪。學生們均對本館提供之周到服務留下深刻

印象，館內同仁也認為成就了一次良好的國民外交。 
 

MUSE 資源整合查詢服務上線【94 年 4 月 20 日】 
隨著電腦與網路普及，資料數位化的工作持續進行，各種電子資源應運而生，資訊

取得更趨多元化；為尋找所需資料，使用者往往必需在各個資料庫間切換，而且每種資

料庫的使用界面不盡相同，需花費許多額外的時間去學習。本館新建置之 MUSE 資源整

合查詢服務系統已於 4 月 20 日開始試用，讀者可透過單一檢索介面，從各種異質電子

資源中迅速找到資料，大幅提升資訊檢索效率與有效性。 

 

主題參考諮詢活動鐵路演講【94 年 5 月 11 日】 
本學期第二次主題參考諮詢活動議題為「台灣環島鐵路風情」，邀請著名鐵道學者

蘇昭旭老師蒞館，與讀者進行互動。演講中以旅行的方式，與鐵道迷輕鬆分享各色鐵路

圖片與旅遊經驗，同時介紹台灣鐵路百年來的文化風華。現場氣氛熱絡，大家也對環島

各沿線景點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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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遷館作業即將開始，現行開館作業異動如下，敬請讀者留意。 

一、5 月 30 日起停止借書，請讀者將所有借書於當日前歸還，以利遷

館前盤點與整理作業。31 日起歸還者視為逾期。 
二、研究小間於 5 月 30 日起停止開放，請申借老師將室內回復原狀。 
三、配合期末考需求，6 月 13 日至 19 日將開放一週時間，供讀者外借

紙本圖書，當週所借者可延到 10 月 3 日至 7 日歸還（當中無逾期

問題）；6 月 20 日至 10 月 3 日間，停止借還書作業。 
四、電子資源、館際資料複印與友館互借借書證等，均照常服務至學

期結束。 
五、本學期結束以前，除 6 月 13 日至 19 日各樓層均開放外，三樓自 6

月 27 日起、四樓自 6 月 20 日起、五樓自 5 月 30 日起封閉。7 月

2 日起（含暑假）全面閉館，停止讀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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