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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前教育部部長吳京與本校董事長李士崇，共同為新圖書資訊館啟用典禮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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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迎接下一波「迎接下一波「迎接下一波「迎接下一波「2.02.02.02.0」的新潮流」的新潮流」的新潮流」的新潮流 閔蓉蓉 

 

最近抽空看了一些Web 2.0／Library 2.0／Librarian 2.0的文章，心中亦驚亦喜。驚

的是館內正進行 e化、M化、U化，才稍具規模；新的科技、新的資訊、新的理念又排

山倒海而來；喜的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以讀者為中心的資訊服務」，仍是其主要核心

價值。 

「2.0」代表超越現在、新的、更好的（不是革命，不是否定過去和現在），「2.0」

代表資訊傳播由單向的、權威的，解構成雙向（互動）的、社會性的。Stephem Abran

提到：「雖然 Google、Microsoft等公司都想建立線上圖書館，但唯有圖書館員存在的

地方，才算真正的圖書館。」我深有同感。因為唯有受過完整訓練、以服務為職志的圖

書館員，才能提供高品質且令人滿意的資訊服務；只有具備「2.0」概念的圖書館員，才

能共同建立符合 Library 2.0的圖書館。要時時以服務使用者為念，善用Web 2.0為工具，

幫助我們與讀者互動。「縱使還沒有準備採用Web 2.0為工具，至少要閱讀一些有實作

經驗圖書館員的 Blog及文章」（借用W. Crawford語），做好準備；與大家共勉之。 

我常把經營圖書館比喻成衝浪；不隨波逐流，彎下腰，站穩腳步，胸有成竹地準備

迎接另一波「2.0」的大浪。Are You Ready？ 

 

 

圖書資訊小常識：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整合查詢系統整合查詢系統整合查詢系統整合查詢系統」？」？」？」？    

異質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旨在建置一整合館藏目錄、購置及自建之電

子資料庫、與其他圖書館共用資料庫、其他圖書館館藏目錄、搜尋引擎、

網路書店，及其他資訊檢索系統（如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國家圖書

館臺灣記憶系統等），以提供異質性資料庫之通透檢索介面，及使用者

個人化服務（含資源選擇、資料暫存、專題選粹服務等）。本館目前已

建置相關服務，讀者可參閱下列網址，進一步瞭解整合查詢系統之各項

操作說明：http://muse.lib.ksu.edu.tw:8000/muse/muse_help/index.htm。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期刊目次服務期刊目次服務期刊目次服務期刊目次服務」（」（」（」（Current Content Services）？）？）？）？    

期刊資料內容新穎深入，富創新研究成果，向來被研究人員視為重

要的資料來源。圖書館為滿足研究人員掌握與其研究領域相關的每一期

期刊出版內容，會應其要求，將最新到館的期刊目次影印，直接送交研

究人員。若其需要期刊全文資料，再到圖書館自行影印。不過，由於電

子資料庫提供的服務越來越多樣化，研究人員除可要求圖書館進行紙本

式的期刊目次服務之外，亦可自行利用電子資料庫中的”Alerts”功

能，填上電子郵件等基本資料，系統便會依所勾選的期刊清單，定期發

送最新期刊的目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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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新圖書資訊館簡介 閱覽組 

 

【編者按──歷經兩年的建設，新圖書資訊館終於在今年 3月 11日落成啟用，並

恭請立法院王院長金平蒞臨剪綵。遷館期間，除感念學校各單位鼎力支持，館內同仁投

入之心力亦難盡述。新館規模宏大，設備先進，為期獲得充分利用，特以此文簡述圖書

館各樓層區域，使讀者瞭解本館所提供之服務。】 

 

新圖書資訊大樓總樓板面積達 32,704.36平方公尺，自地下二樓至十一樓，為 13層

建築物；圖書館部份為地下一樓至七樓。機能上除圖書館外，涵蓋書城、咖啡廳、藝廊

等遊憩空間，以及電子計算機中心、國際會議中心等單位；配置智慧型自動空調、安全

之中央控制及監測設施，提供寬頻網路及無線上網服務，具有多元服務功效。 
 

壹、新館特色 

各類館藏皆採線上作業方式與自動化管理，搭配射頻晶片辨識（RFID）系統，及流

通櫃檯處設置之自助借、還書設備，加上東亞首座大型圖書分類系統，將編目、流通、

典藏等業務效率大幅提升。讀者自全球各地連線上網即可查詢館內資料及借閱狀況，辦

理續借、薦購、票選喜愛音樂、報名參加推廣活動。 

參考諮詢檯則結合數位作業區，提供讀者進行數位學習。多媒體中心更將多樣影音

內容、隨選視訊，結合系所重點教學活動，藉網路推廣至校園每一個角落。 

館內各項設施均開放校友、社區民眾使用。為擴大資源服務層面，亦加入各種館際

聯盟、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與各學術單位合作，提供便捷正確的資訊。 
 

貳、新館樓層配置 

《地下一樓》密集書庫、自修區 

密集書庫區 

目前已存放外文過期期刊合訂本，供讀者查檢及影印。因應館藏持續擴

充，將購置具更高典藏效能之密集書庫。 

自修區 

提供近 600個閱覽席次，其

中 112個席次設有資訊插座

可供連線上網。亦採射頻辨

識卡（RFID MiFare）控制門

禁。 

《一樓》門廳、流通櫃檯、新書展示區 

（※咖啡廳尚在整備中） 

門廳 

多功能展示大廳上方，配備

300吋大螢幕，可播放校內

 

↑新館氣派門廳配備大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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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重要訊息，或同步轉

播國際會議廳、團體放映

室、教育訓練室之活動實

況。自門廳向東南行，搭乘

專用電梯，可往八樓電子計

算機中心與十樓之國際會議

中心。 

置物室 

50個自行設定密碼鎖櫃供

讀者存置物品。 

流通櫃檯 

受理館藏借還服務、預約、

續借、資料協尋、閱覽證申

請、討論室及研究小間借

用、館際圖書互借、影印卡

購買、館藏使用諮詢。讀者

憑證即可享受各種自動化或

人員服務。 

自助借還書分類系統 

配備射頻晶片辨識（RFID）

系統管理全館館藏，讀者可

利用自助借、還書機完成流

通手續。透過最先進的圖書

分類系統，還可將歸館館藏

自行分類，提升圖書上架時

效。 

新書展示區 

定期展示新到館藏。 

資訊檢索區 

C型設計之檢索桌，可提供

20個立式、坐式（含無障礙

空間）區位，讀者使用便利

的資訊設備與網路印表機，

可查檢及列印館藏資源。 

《二樓》參考區 

參考書區 

提供中、外文各類型紙本工具書與電子參考資源。 

參考諮詢檯 

提供讀者各項參考服務，包括主題參考諮詢、館際合作服務、數位資訊檢

 

↑大型螢幕資訊可隨時更新 

↓自助還書機 與 ↓↓圖書分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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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期刊目次服務、教育訓練諮詢、檢索結果匯出等。 

資訊檢索區 

提供 20個座位，讀者使用便利的資

訊設備與網路印表機、翻拍架、膠裝

機、燒錄機等，可查檢、列印、存取

館藏資源。 

休閒圖書區 

陳展每月暢銷書，提供最新圖書出版

資訊；漫畫館藏則讓讀者在緊張的課

業生活外，也能暫時得到休閒，沉浸

無窮的想像空間。 
 

《三樓》期刊區、教育訓練室、團體討論室 

現期期刊區 

典藏近 1,000種中、外文現期期

刊、研究學報，供讀者查檢及影

印。 

中文期刊合訂本區 

典藏中文（含部份日文）過期期

刊合訂本，供讀者查檢及影印。 

閱報區 

提供 16種中、外文報紙，讀者可

自由閱讀。 

教育訓練室 

共 60個座位，採一人一機實機操作、

互動式系統教學，並設實物投影機一

部，可辦理圖書資訊教育訓練及配合

各種推廣活動運用。更提供硬體式錄

製教學系統、製作 e課程、現場轉播

教學等功能。 

團體討論室 

50個座位的大型討論室，具單槍投影

設施，適合集體討論或研習使用。 

《四至六樓》書庫、各閱覽區及專室 

田炯錦董事長紀念館（六樓） 

收集故田董事長畢生豐功偉績，陳列供參觀者緬懷。資料、文物皆持續充

實中。 

書庫區 

中文圖書依中國圖書分類法分類，西文圖書依杜威十進分類法分類。讀者

只需自本館各樓層資訊檢索點，或經網際網路自館外連線本館網頁查詢館

 

↑休閒圖書區陳列人氣書籍 

 

↑↓教育訓練室設備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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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即可依分類號及架號尋得欲借圖書。亦可逕自利用週邊之各閱覽桌，

享受舒適自在的閱讀時光。 

 

 

 

 

 

 

 

 

 

 

 

 

 

 

 

 
 

研究小間 

共 26間，內均設置資訊插座。採門禁刷卡管控，供本校教師與研究生申

借使用。為兼顧提升使用效能與滿足長期研究需求之需求，借期分為 1個

月及當日兩種。 

討論室 

共 11間（二至三樓亦有），提供 5至 12人小團體互動討論用。同樣採門

禁刷卡管控，讀者可逕洽一樓流通櫃檯申借。 

 

 

 

 

 

 

 

 

 

 
 

論文與專題著作區（四樓） 

典藏本校教師學位論文、研究生學位論文，及大學部、進修部學生專題，

供讀者參閱利用。 

 

↑研究小間環境清靜 

 

↑討論室利用率高 

 

↑舒適明亮、空間層次多樣的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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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藏區（四樓） 

典藏著名教授或學術界人士之著作與收藏、大型研究會議資料、歷屆學生

畢業紀念冊等。 

兒童圖書區（四樓） 

典藏兒童繪本、孩童與幼兒學習等圖書。 

《七樓》多媒體中心 

多媒體（MOD）隨選、語言學習、雙人視聽區 

提供讀者線上使用館藏之多媒體隨選（Multimedia on Demand, MOD）功

能，語言學習功能，DVD、VCD、CD、錄影帶等館藏之出借，及有線電

視節目欣賞。使用者請洽中心櫃檯辦理借用；各類館藏應於區內使用，不

得攜出中心管制口。 

團體放映室 

大型團體放映室可提供 20至 50人播映影片或舉行簡報會議；本館並於每

週一、三、五中午播映影片，供讀者自由入場觀賞。2間小型團體放映室

則提供 5至 10人欣賞影片使用，備有軟墊供讀者或坐或臥，營造輕鬆、

溫馨的視聽空間。 

 

 

 

 

 

 

 

 

 

 

 

 

 

虛擬攝影室 

配置藍幕與虛擬場景軟

體，可拍攝影片及 e化課

程。提供 3至 10人使用。 

數位媒體創作室 

備有 3D虛擬實境製作軟

體及後製作相關軟硬體，

提供5至15人同時進行數

位媒體創作、後製、討論

與實機操作。 

 

↑虛擬攝影室一覽 

 

↑團體放映室景觀 

 

↑數位媒體創作室設計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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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電視視聽區 

位於中心入口處，設置 42吋電漿電視 4部，並備有耳機，每日定時播放

DVD、VCD、有線電視節目，歡迎讀者自由入座觀賞。 

 

 

 

 

 

 

 

 

 

 

 

 

 

 
 

參、其他陳展與相關設施 

藝廊、書城《地下一樓》 

為提倡校園藝文風氣、促進藝術活動之交流，新館地下一樓開闢「崑山藝廊」

與「崑山復文書城」，以提供多元化展覽演示空間並滿足讀者購買、瀏覽圖書

之需求，共同營造完整文化與書香氛圍。 

許伯夷先生珍藏陳列室《八樓》 

目前陳展台灣名收藏家許伯夷先生蒐藏近 200年歷史之法國版畫、畫報 60餘

幅，提供全校師生觀覽。展品內容表現十九世紀歐陸社會生活、服裝與文化產

物，於參觀者人文素養之提升，大有裨益。未來將繼續充實各類珍藏。 

 

 

 

 

 

 

 

 

 

 

 

 

 

 

↑多媒體中心每個座位皆可觀賞多樣化節目並檢索資訊 

 

 

↑展望許伯夷先生珍藏陳列室 

→崑山復文書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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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鎖展示室《九樓》 

由財團法人中華古機械文教基金會提供藏品常設展示，可引領參訪者瞭解古代

各類鎖具之工藝特色與文化內涵；因鎖具賦安全、防護、裝飾功能，蘊藏各種

民俗性格，是文化瑰寶之一，具有鮮明特色。每期展示藏品約 150件，其中 100

件為常設，50件定期更換；內容涵蓋中西鎖具，未來更將朝中西文化、工藝、

技術等多面向發展。 

電子計算機中心《八至九樓》 

除一般電腦教室外，各樓中庭設有自由上機、無線上網區域，讓學生可以不受

干擾地自由應用校園便利之資訊網路資源。讀者利用自行攜帶之手提電腦或其

他手持上網設備（如 PDA或支援Wi-fi的手機），亦可無線上網；同時備有資

訊技術的書報與資訊設備拆解展示，打造一兼具教育、休閒、討論的空間。 

國際會議中心《十至十一樓》 

大型國際會議廳採圓形階梯式設計，可容納 330餘人，配置高科技影音設備、

自動跟拍攝影機，可隨任一發言人的麥克風啟動，獵取最佳鏡頭，至台上螢幕

播送。更能進行同步口譯，及連線至場外 2部電漿電視與一樓、七樓之大投影

幕，直播會議全程。 

另有宴會廳 1間及中、小型會議室 6間；除安裝高科技設備外，配置玻璃白板

與背投式螢幕，在功能上強調互動與便利性，更涵括研討、交誼需求，對提升

會議成果具有高度加分作用。 
 

肆、結語 

整合一般館藏、展覽中心與最新科技，結合校園網路連線全球的無遠弗屆，配合海

內外學者專家齊聚之國際會議交流，形成提供完善教學研究所需之專業、休閒、文化創

意環境與功效的資訊中心，正是本館積極努力達成的願景。 

 

 

如何觀看本館視訊隨選系統（VOD）上的影片？ 

（http://service.lib.ksu.edu.tw/vod） 
 

1. 首先將上列網址設為信任網站。其步驟如次： 

a. 點選 IE 上方「工具」選項，接著點選「網際網路選項」。 

b. 點選「安全性」選項，接著點選「信任的網站」。 

c. 點選網站按鈕，即會請您輸入網址，填入網址後，按下關閉鈕。 

d. 接著點選「確定」鈕即可。 

2. 本系統提供 VOD Client 之軟體下載安裝，其餘下述影音播放軟體。 

a. VOD Client。 

b. Windows Media Player。 

c. Real Player。 

3. 輸入個人帳號、密碼後，即可選擇觀看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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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機構典藏初探──以崑山科大圖書館為例 陳玥湄 

 

機構典藏原名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或 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一般簡稱為 IR或

IRs。過去幾年，歐洲與美國的教育機構已相當重視機構典藏，加拿大研究圖書館協會

CARL定義機構典藏為「是一種關於以數位化保存學術機構研究產出的工作，應堅持開

放取用的形式，並透過集中管理來保存學術單位的知識，使其可以提供任何使用者透過

Internet進行取用」。國外進行機構典藏時依其規模和實施方法可分為單一型、聯盟型和

國家型。單一型是由單一機構本身自行典藏其學術產出，聯盟型則是由數個單位共同策

劃提供一個平台供合作單位共用，國家型是以國家整體學術發展為主要考量建立典藏系

統。另一個和機構典藏相關的概念是開放存取(Open access)，由於長久以來學者依賴商

業性期刊發表論文，這種模式讓圖書館必須花錢購回論文使用權，但是在期刊費用不斷

調漲下，圖書館開始對提供研究資源感覺吃力，基於學者認為學術研究產出應公開的精

神，部份學術性期刊論文便開始將文獻放置於網路上讓使用者可自由存取需要的知識，

這種做法可以免除取得著作權和經費壓力的困擾，若藉此開拓資源的取用管道，可重申

取回學術資源的控制權，增加和商業性期刊的競爭力並降低其壟斷市場的不合理性，以

減輕圖書館界的經費壓力。相較於開放存取的立場，機構典藏也一樣秉持學術分享及合

理使用的原則透過公共網路提供免費使用資源的權利。 

機構典藏之所以會成為眾所矚目的話題有其背景原因： 

1. 學術產出流失難以保存── 

長久以來，學術研究成果是每所大專院校的重要資產，學者藉由學術傳播來進行分享

及學習，延續保存文化的責任和使命，但是不難發現有許多的重要研究及有價值的資

訊因為沒有適合的長久保存場所而成為灰色文獻，造成學術資源的浪費，著實可惜。 

2. 數位典藏方式是必然趨勢── 

從電腦革命慢慢進入校園各角落後，為順應網路傳播的潮流，所有的學術活動都透過

網際網路來進行，而大專院校的研究人員也習慣經由數位途徑將研究與教學成果公

開，教授們也會建立個人教學網站或部落格存放數位資料，故網路可成為學術單位呈

現其研究成果及其他學術活動的園地。 

3. 出版型態改變── 

傳統的出版型態從紙本轉變到電子，這股趨勢也是讓機構典藏蔚為流行的助力之一，

因數位典藏可透過國際間互通標準，如開放式典藏詮釋資料擷取協定(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簡稱 OAI-PMH)，來達到跨資料庫檢索之功

能。 

4. 期刊訂閱費升高── 

近幾年期刊出版商紛紛提高期刊的訂閱費用，但現實世界中，大部份的圖書館都是非

營利組織，經費來源有限，世界各地的圖書館都想利用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的經濟效

益來滿足讀者需求。在預算逐年下降的情況下，訂購的期刊總數逐年減少，導致不良

的惡性循環，這不是個案，而是全球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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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種理由都是催生機構典藏的成因之一，機構典藏建立後受惠對象不僅僅只限

於設置機構本身，連同機構的研究人員也可從中獲得利益。以大專院校而言，機構典藏

的設置對於協助資訊自由取得有正面的加分效果，藉由集中管理機構的資訊資產，方便

全球讀者在任何地方不限時間瀏覽和使用開放的資源。對於設置機構典藏系統的學校而

言，除了提昇機構本身的聲望外，也可利用此一途徑向各界展示校方教學研究成果，更

可完整收錄學校發展的紀錄和歷史資料，便捷行政資源的管理工作。對機構的研究人員

來說，將學術產出放置於系統可提高文章的能見度和被引用的機率，促成其研究內容快

速傳佈，而同儕團體間的文獻更可藉助這個方式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分享學術成果進

而加速智慧的創新和知識的分享。有鑑於機構典藏對圖書館發展之日趨重要，本館於民

國九十四年著手進行將機構典藏引進圖書館的計畫。 

目前有公司推廣現成的機構典藏套裝軟體供圖書館選擇利用，如 Digital Commons，

但是圖書館也可自行開發或使用免費軟體來架構系統，現今市面上可取得的免費軟體有

DSpace和 EPrints。本館選擇由麻省理工學院和惠普實驗室共同研發的 DSpace系統來建

設目前的機構典藏，並針對特殊需求新增和修改部份內容，其軟體平台提供儲存、檢索、

典藏和散佈資訊的功能，可接受各種型式的數位資料。挑選 DSpace提供機構典藏服務

的理由是因為這套軟體以 EPrints的發展經驗為主軸架構系統，其層級關係的資料模式

架構也比較完整，網頁界面組織清楚呈現，並以 Dublin Core格式紀錄詮釋資料，更重

要的理由是此系統支援 UTF-8編碼，讓系統的中文化工作更趨便利。除此之外，操作模

式也是簡單易懂，使用者取得授權的帳號和密碼後，可以自行上傳任何格式的內容至系

統，管理者再透過管理者畫面審核內容，決定通過審核或是將內容退回使用者修訂再上

傳，通過審核的內容馬上就公開於系統中。DSpace的系統架構分為社群和合集，社群

是指各行政單位或教學單位，而每個社群下包含合集，這裏所指的合集可以是文獻類型

的分類或型態，每個合集下可置放使用者上傳的檔案，這些檔案就是構成機構典藏最主

要的文件來源。崑山機構典藏在進行中文化以後，已正式加入本館的服務行列，並由學

生專題報告開始典藏，已小有成果，我們預計典藏的內容有出版前或未出版的文章

(Pre-prints)、已出版的文章(Post-prints)、學校出版品、專題演講、數位學習教材、活動

照片、研討會資料、結案報告、技術報告等等。 

雖然機構典藏帶來學術研究的便利性，但不可否認，尚有一些問題需要克服和解

決，例如著作權、經費支援、內容取得和技術問題等。技術問題對建置單位來說通常不

是最難處理的部份，著作權和內容取得反而是最大的挑戰。以著作權來說，論文發表於

商業性期刊後其著作權一般都是歸屬於出版單位或發行單位，作者需要取得該單位的認

可才能將內容提供給機構進行典藏，由於機構典藏的風氣在國外行之有年，國外部份出

版社已可接受作者自行典藏的觀念，作者也可自行向出版社爭取存放論文的自主權，而

圖書館應該站在協助教授取得著作權的立場適時提供必要的資源。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

題是內容的取得，同時也是決定典藏計畫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典藏計畫資料蒐集

的核心對象主要來自在校園服務的教授們，除了課程的相關教學內容外，教授們投稿於

國內外各大期刊的發表作品或是國科會的專案計畫和成果報告也相當豐碩，取得教授們

對於機構典藏觀念的認同將會讓典藏內容更加出色。 

由於機構典藏的概念剛開始在國內萌芽，許多做法都還在嚐試階段，但無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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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專院校進行機構典藏時絕對需要校內行政單位的支援，藉由彼此相互合作關係和

共識可讓機構典藏的工作進行的更順利。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台灣的學術單位也會倣效

國外成立聯盟型或國家型的機構典藏計畫，讓數位文獻可被永久保存和檢索，學術傳播

不會面臨滅絕的危機。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機構典藏首頁示意圖 網址：http://203.71.37.206:8080/dspace 連網日期：民國 95 年 4 月 30 日 

 

 

圖書資訊小常識：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館對讀者提供的館對讀者提供的館對讀者提供的館對讀者提供的「「「「館際合作館際合作館際合作館際合作」」」」服務為何服務為何服務為何服務為何？？？？    

顧名思義，「館際合作」就是館與館之間的合作。在知識訊息爆炸

的時代，單憑一個圖書館所蒐集的各式出版品、訊息是無法滿足讀者需

求的；為彌補其不足，館際合作因而產生。網際網路發達，館際合作服

務機制亦講求時效，因此館際合作組織發展了「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ational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簡稱 NDDS)，由讀者自行註冊、

線上填寫需求單、選擇申請單位，當資料寄達圖書館後，讀者再前往付

費取件即可。目前館際合作的服務項目包括館際借書與複印，其中複印

服務又包含圖書、期刊、學位論文、各校出版品等資料的複印。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Ariel 影像傳遞軟體影像傳遞軟體影像傳遞軟體影像傳遞軟體」？」？」？」？    

Ariel是利用網際網路傳送原文影像檔的一種軟體。即圖書館與圖

書館之間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傳送文件，可省卻郵遞時間及郵遞費用，讀

者可在最短的時間內取得資料。不過根據館際合作組織的規定，館際合

作的電子文件不得直接傳送給申請者，因此讀者拿到的資料是由圖書館

以列表機列印出來的紙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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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機構典藏機構典藏機構典藏機構典藏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上傳操作指南上傳操作指南上傳操作指南上傳操作指南 視訊組 

 

  本館進行機構典藏已有半年時間，目前蒐藏內容包括本校出版品、學生專題製作、

專題演講、數位學習教材、活動照片、辦理各種研討會資料、研究計畫與結案報告、技

術報告等等，這些資料常須仰賴參與活動之相關教師或學生協力，透過網路連線上傳至

本館伺服器中。為使上傳方式能廣為宣達，特將其操作步驟列述如下，以利機構典藏效

率之提升。 

  若上傳讀者已符合下列任一情況，可直接跳至步驟八：（甲）持有通用帳號和密碼

者；（乙）已註冊 DSpace並且是被授權的上傳者。若您已註冊 DSpace但無法執行上傳

動作時，請參考步驟七。（※四技和二技專題製作上傳通用帳號為 ksulib@gmail.com；

密碼為 123456） 

以下為上傳資料之步驟： 

一、請點選圖書資訊館網頁的崑山機構典藏選項進入下列畫面。（路徑：圖書資訊館首

頁http://www.lib.ksu.edu.tw/lib/ �點選「繁體中文」�館藏查詢�崑山機構典藏） 

若您從校外連線無法開啟崑山機構典藏畫面，請重新設定您的伺服器，設定方式請

參考校外遠端連線設定篇。（路徑：圖書資訊館首頁http://www.lib.ksu.edu.tw/lib/ �

點選「繁體中文」�讀者服務�安裝與設定�校外遠端連線） 

二、進入崑山機構典藏後點選畫面左邊「登入和新註冊」選項，登入畫面就會跳出。 

三、按「點選這註冊」進入新的使用者註冊畫面。 

四、在使用者註冊畫面的方框填入您預使用的電子郵件帳號並按下「註冊」按鈕。（請

勿使用 Yahoo等免費電子郵件帳號以免漏接重要通知） 

五、待完成註冊手續後系統會寄發註冊信件至您的電子郵件信箱，此時請您至信箱收取

主旨為“DSpace Account Registration”的信件，並點選信件內提供的超連結路徑，來

進一步註冊資料和設定密碼。 

六、註冊資料和密碼時，依畫面指示填入相關資料（密碼長度最少必需 6個字元），並

按下「完成註冊」按鈕後，系統會顯示畫面告知您現在已完成 DSpace的註冊。 

※提醒您，電子郵件帳號和密碼是您將來用來上傳檔案時必備的資料，若是因忘了

密碼而無法登入「我的 DSpace」來進行上傳時，請在步驟三畫面的左下角處點

選「你是否忘了你的密碼？」，待填入您的電子郵件帳號後按下「我忘了我的密

碼」按鈕，系統會發出一封主旨為“Change Password Request”的信件至您的信箱，

請您重新設定密碼。 

七、註冊過的使用者帳號還不能讓您用來進行檔案上傳。若

要取得上傳授權的身分，請在電子郵件帳號和密碼註冊

完畢後，聯絡本館視訊組以取得授權身分（聯絡人：陳

玥湄小姐，校內分機 205轉 26；kiki@mail.ksu.edu.tw）。 

八、進行上傳前，請您先將檔案轉換為 PDF格式（四技和

二技的專題檔案請命名為專題製作）。再點選機構典藏

首頁「我的 DSpace」選項，進入登入畫面（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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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輸入完整的電子郵件帳號和密碼後點選“Log In”登入系統。 

十、若登入成功，畫面左上角會顯示您用來登入的電子郵件帳號，請點選「開始新的上

傳」來上載檔案。 

十一、 進入上傳畫面後請確認出現的合集名稱是否為您要放置檔案的位置，若正確無誤

請按「下一步」。 

十二、 這個步驟提供三個選項，您可依實際需求勾選；若您只上傳一個沒有翻譯標題的

檔案，則不需要勾選任何的選項。 

三個選項代表之意義如后： 

A.「這個項目並不只有一個標題。例如有個翻譯過的標題」：若您的檔案資料有

一個以上的標題（例如有翻譯過的標題），請勾選此項。 

B.「這個項目之前有被公開過或是已公開的散佈了」：若您的資料先前在其他地

方發表或公佈過，請勾選此項。 

C.「這個項目包含了超過一個的檔案」：若您上傳的檔案超過一個以上，請勾選

此項。 

十三、 依您上傳的檔案內容來填寫相關資料，若欄位不敷使用請按畫面右邊的「加入更

多」按鈕來增加欄位，完成後按「下一步」。 

※請注意：「作者」和「題目」欄位不能空白；請以手動輸入題目，切勿直接從

PDF的檔案上剪下「題目」貼入欄位，以免造成顯示錯誤。 

十四、 這個步驟請輸入您資料的關鍵字和摘要，完成後按「下一步」。 

十五、 按「瀏覽」鍵選擇您檔案存放的位置，完成後按「下一步」。 

十六、 若畫面顯示「檔案已成功的上傳了」，則表示檔案成功上傳；若您要上傳的檔案

不只一個，請按「加入其他檔案」，重覆進行上傳動作。檔案全部上傳後按「下

一步」。 

若畫面顯示「上傳檔案發生錯誤」，則表示上傳失敗，請按「重試上傳」回到前

一步驟，重新進行上傳，直到所有檔案上傳成功。 

十七、 檔案上傳後，系統會將您填入的資料完整顯示在畫面上，若資料錯誤請按「修正

其中一個」來更正資料內容；若資料正確無誤請按「下一步」。 

十八、 為了讓 Dspace 將您上傳的檔案發佈於網路上，我們必需取得您的授權。若您同

意許可的內容，請按「我同意此項許可」。 

若您選擇「我不同意此項許可」，系統會跳離上傳畫面，並將檔案暫存在「我的

DSpace」，若您以後想繼續上傳動作，請到 DSpace首頁左邊點選「我的 DSpace」，

並找到您未完成的上傳檔案，完成後續動作。 

十九、 當您選擇「我同意此項許可」，系統畫面告知您「已完成上傳！」的話，恭禧您！

您的檔案已成功上傳到 DSpace。 

若畫面顯示「網路系統錯誤」，表示上傳失敗，請點選畫面左邊「我的 DSpace」

選項，選取未完成上傳的檔案名稱，並點選「繼續」完成後續動作。 

二十、 當您完成上傳手續後，暫時還看不到檔案出現在所屬合集裏，因為必須在合集管

理員批准您上傳的檔案後，它才會顯示出來，工作時間約需二至三天。若您可在

所屬合集裏看到您的檔案，即表示您的檔案已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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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新增線上新增線上新增線上新增線上資資資資料庫簡介料庫簡介料庫簡介料庫簡介 參考組 

 

【E-ICP 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資料庫特性： 

一、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E-ICP, 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為國內知

名、涵蓋面最廣的消費者生活型態研究資料庫，也是各產業行銷人、學術機構研

究台灣消費者及市場的最佳行銷資料庫。 

二、自 1988年起每年持續進行的台灣地區消費者消費行為與生活型態調查，以『消

費者為中心』整合角度建構， 可代表台灣消費者母體，由外而內(Outside In)全

面掌握台灣市場消長及消費者生活型態特性，至少探知 200個以上商品市場及數

百類目標消費群之生活意見與態度，並提供台灣市場行銷與品牌化(Branding)重

要資訊，協助發展新商品概念、找尋目標消費者、市場區隔、傳播策略、品牌管

理等。 

三、提供企業忠實且具有豐富內涵的消費者量化研究資料，企業以經濟效益的預算引

進 E-ICP相關資料及服務，不僅省下企業每年自行大規模調查的人力及物力，即

可建立本身的消費者研究資源，創造行銷成功的經驗，並可結合東方線上整合性

的專業研究服務。 

▼主要蒐錄內容： 

一、E-ICP調查內容包含人口統計變項、日常生活與休閒活動、生活型態、媒體接觸

狀況、商品消費實態五大類，如同類神經網路系統架構，任何相連結點皆可帶起

一連串關連性思考。 

二、調查後由政治大學企研所別蓮蒂教授進行台灣青少年、成年人消費者族群、科技

族群、流行族群及健康族群分析、2005年版起為強化對國人理財行為與態度的研

究，增加理財族群研究。（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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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線上資料庫故宮線上資料庫故宮線上資料庫故宮線上資料庫】 

▼資料庫簡介： 

故宮線上，圖片與文字內容由台灣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授權使用，是一個兼具教育推

廣與學術性質之資料庫，擁有中文繁體、中文簡體、日本語及英語四種語言版本，製

作時間長達一年以上，目前日本語與英語仍持續建置中。 

▼主要蒐錄內容： 

目前故宮線上資料庫內容，含繪畫、書法、陶瓷、玉器、銅器、佛教文物、珍玩（文

房、 牙、木、骨、漆、緙繡）等。詳參下表： 
 

類別 收錄內容  收錄數量 內容說明 

文物簡介 分七部份簡介 

描述故宮繪畫、書法、佛教文物、陶瓷、玉器、

銅器、其他珍品的內容，以及該範疇內中國藝術

史簡易概念。  

作 

 

品 

 

內 

 

容 

繪畫  約 1600 件 

囊括時期包括東晉傳世作品至清末民初。分為山

水、人物、佛道人物、樹木、花鳥、草蟲、動物、

果蔬等作品主題。附有題跋、款識印記。  

書法 約 120 件 
囊括時期包括東晉傳世作品至清末民初。作品內

容多有中文釋文，以利對照原作品文字。  

佛教文物 約 210 件 
中土、藏傳體系皆有收錄，內容包含造像、法器、

經書、供具、佛教畫等等。附有題記、款識或簽。 

陶瓷 約 1200 件 

以明清時期的作品為多，收錄當時官窯的精品佳

作；其他精品囊括唐代長沙窯、邢窯、宋代定窯、

官窯、龍泉窯、鈞窯、宋元明青花瓷等等。附有

印記款識。  

玉器 約 350 件 
囊括新石器時代玉器、清代精美仿古玉器。附有

印記款識。  

銅器 約 410 件 
囊括商周時期禮器、酒器、食器等為主，另有少

數戰國、唐代的銅鏡、宋代銅爐等。附有款識。 

其他珍品 約 900 件 
內容包含日本漆器、文具、牙器、骨器、木器、

服飾等。附有印記款識。  

書畫家名錄 約 400位以上 收錄書法、繪畫創作者簡介。  

藝術年表 N/A 
對照中西曆對照，出現各時代所屬作品及書畫創

作者簡介。  

 

 

 

 

 

感謝贈書訊息：  
特別感謝正覺教育基金會、創意媒體學院李天鐸院長、國史館、沈

水德翁文教基金會、台南市立圖書館等個人及單位，於本學期捐贈大批

圖書予本館典藏，嘉惠全校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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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參考推廣活動輯要參考推廣活動輯要參考推廣活動輯要參考推廣活動輯要 參考組 

 

主題參考諮詢活動──創造魅力自我 

 

  本館於 1月 4日（星期三）下午，舉辦「主題參考諮詢活動」，主題為「創造魅力

自我」，邀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饒夢霞教授蒞館演講。講題重點在勸勉讀者，魅力非

天生，可經努力而改善；外在可由生理、肢體而產生美的吸引力，內在則可發揮個性與

行為上的魅力，表現自信，使人有安全感與信賴感，再透過利他主義的信念，主動、服

務、多聽聞，以真實的自我面對世界，提高自我魅力商數。「人生態度」與「個人特質」，

即等於「魅力自我」。期使聽講者瞭解如何截長補短，打造魅力，活出自我。 

↓「創造魅力自我」講程精采↓ 
 

   
 

主題參考諮詢活動──如何選擇合適自己的工作 

 

  本館於 3月 22日（星期三）下午，舉辦另一場「主題參考諮詢活動」，主題為「如

何選擇合適自己的工作」，邀請汎亞人力銀行人力資源部蔡家惠主任蒞館演講；內容包

括尋找自我的方向、認識自我，由探索自身性向、能力、興趣、價值觀等特質，進行職

涯規劃策略。演講中並針對專業證照、企業用人需求詳加分析，說明履歷撰寫的技巧。

參與讀者相當踴躍，應屆畢業生尤多。相信經此演說後，他們對踏入職場將更有自信。 

↓「如何選擇合適自己的工作」現場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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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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文化局講座專輯 何財滿 臺中市文化局 073 2163 黃崑巖談人生這堂課 黃崑巖 健行文化 078 4422-3 文明對話下的中國性與歐洲性 甘懷真 中央大學 107 4494 從哲學角度看自我的探索與安頓 朱建民 中央大學 119 2517 結搆主義 高宣揚 遠流出版 143.89 0035-2 網頁設計丙級技能檢定（學術科） 林文恭 旗標 173.1 0023 

DV 燒錄 VCD、DVD：擷取、剪輯、轉檔超 EASY 
曹青雲 旗標 173.1 0023 陳式太極拳養生功 陳正雷 大展 173.1 0023 

42 式太極拳 李德印/李自力 大展 173.1 0023 視覺化 UML 設計開發實務 孫惠民 旗標 173.1 0023 挑戰 Dreamweaver MX 互動網站百寶箱 for ASP 
鄧文淵 文淵閣工作室 312.91695 1703-3 

Dreamweaver MX 建立商務網站範例教本：結合 ASP.NET 
陳擎文/劉政燊/ 儒林 312.91695 7540 精通 Windows Server 2003，網路基礎架構篇 
米納西/許皓翔/陳玄玲 旗標 312.953 9021-3 挑戰資料庫管理系統 張真誠/林敏惠/蔡文輝 旗標 312.97565 1140 小故事，妙管理 阿姆斯壯 天下文化 494 5242 現代人力資源管理 黃英忠 華泰 494.3 4040 歷代用人的奧祕 楚刃/秦文生/暢瑞玲 漢欣 494.3 4417 倍增市場學：多層次直銷的魅力－兩年賺二千萬 
吳滄海 形象 496.55 2633 過關全民英檢、聽力、閱讀測驗 許怡禎/周美雯 幾何文化 805.189 0893 

Adobe Acrobat 6 PDF bible Padova, Ted. John Wiley, 
EBOOK 005.72 

P124 2003 

Web design index. Beer, Gunter. Pepin Press  
EBOOK 005.72 

W364 2004 

Database processing fundamentals, 

design & implementation 
Kroenke, David M. Prentice Hall 

EBOOK 005.74 

K93 200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enkar, Oded./ Luo, Yadong. Wiley, 
EBOOK 338.88 

S546 2004 

Modern real estate practice 
Galaty, Fillmore W./ Allaway, 

Wellington J./ Kyle, Robert C. 

Dearborn Real 

Estate Education, 

EBOOK 

346.730437 G146 

2003 

Digital image display :algorithms and 

implementation 
Berbecel, Gheorghe. Wiley, 

EBOOK 

621.3815422 

B484 2003 

MATLAB supplement to Fuzzy and 

neural approaches in engineerin 

Hines, J. Wesley. /Tsoukalas, 

Lefteri H. 
Wiley, 

EBOOK 621.382 

H662 1997 

Trompe l'oeil panels and 

panoramas :decorative images for artists 

and architects 

Guegan, Yannick,/ 
Thames & 

Hudson, 

E 751.74 G924 

2003 

Editing digital video 
Goodman, Robert M./ 

McGrath, Patrick 
McGraw-Hill, 

E 778.593 G653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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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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魯洛伊韋伯之歌劇魅影[DVD] 葳勝國際 987.83/2892 揭開世紀大師的藝術風采[DVD] 天際國際 909.9/1077 大腦謎思[DVD] 協和國際 398.916/2516 大腦與記憶[DVD] 協和國際 398.916/8887 大腦神經[DVD] 協和國際 398.916/7749 快樂的力量[DVD] 協和國際 176.51/4442:2 恐懼實驗室[DVD] 協和國際 176.526/0493 人體構造[DVD] 協和國際 397/3170 台灣世紀回味[DVD] 公共電視 673.22/8413-2 峰迴路轉[VCD]:企業反敗為勝的故事 公共電視 490.99/8413 中國地理雜誌[VCD] 中國地理雜誌 690/9718 愛情磁場[DVD] 葳勝國際 987.83/4421:3 喜馬拉雅[DVD] 葳勝國際 987.83/1022 力道山[DVD] 葳勝國際 987.83/4461 帝國毀滅[DVD] 葳勝國際 987.83/2624 敲開我心門[DVD] 葳勝國際 987.83/7962 駱駝駱駝不要哭[DVD] 天際國際 987.83/1077 純真 11歲[DVD] 葳勝國際 987.83/6044:4 尋找新樂園[DVD] 影傑 987.83/4380-3 手扎情緣[DVD] 葳勝國際 987.83/4444:3 麻辣女王 2[DVD]:美麗的要命 威翰資訊 987.83/4054 功夫[DVD] 威翰資訊 987.83/7767 捉迷藏[DVD] 威翰資訊 987.83/4973 亞歷山大帝[DVD] 葳勝國際 987.83/3437 神鬼玩家[DVD] 葳勝國際 987.83/5414 雷之心靈傳奇[DVD]:雷.查爾斯不凡的一生 影傑 987.83/4455:2 天下無賊[DVD] 葳勝國際 987.83/3197 旅行者與魔術師[DVD] 葳勝國際 987.83/3423-2 心戀[DVD] 葳勝國際 987.83/1734 火星戀歌[DVD] 葳勝國際 987.83/5034:2 黑幫[DVD] 葳勝國際 987.83/4949 海岸線[DVD] 葳勝國際 987.83/1152 援交天使[DVD] 葳勝國際 987.83/8042:2 可可西里[DVD] 威翰資訊 987.83/7422 雪狼湖 上華 913.627/1174-2 愛歌成痴:平井堅十年完全精選 新力博德曼 913.631/1057 野人花園精選+新歌 新力博德曼 913.671/6846 大無限樂團精選輯 艾迴音樂 913.631/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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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閱覽組 

 

新新新新圖書資訊圖書資訊圖書資訊圖書資訊館館館館啟用典禮啟用典禮啟用典禮啟用典禮【【【【95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1日】日】日】日】 

圖書資訊館新大樓歷經兩年餘工期，特別邀請立法院王院長金平蒞臨主持落成啟用

典禮，立法委員王昱婷、高思博，前教育部長吳京等貴賓均到場觀禮，一同與本校師生

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當日蒞館參觀來賓，對宏偉建築與新穎設備，皆讚譽有加。中午

時分，正覺文教基金會亦配合本館啟用誌喜，假本館七樓多媒體中心舉行圖書捐贈儀

式，共贈哲學、思想相關書籍逾五百冊，為圖書館全新氣象再添一個好的開始。 

 

參觀參觀參觀參觀嘉賓絡繹不絕嘉賓絡繹不絕嘉賓絡繹不絕嘉賓絡繹不絕【【【【95年年年年 3、、、、4月】月】月】月】 

自新館啟用起，各項新穎、科技設施，如自助借還書暨分類系統、虛擬攝影室、數

位媒體創作室等，一直是吸引來賓參觀的焦點。先進同道包括中山大學、輔英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等校圖書館，及國立台中圖書館、台南市立圖書館等，

均已組隊專程蒞館指教；本館除感到十分榮幸，熱情接待之外，也期望經由與更多友館

交流，共同提升圖書資訊的服務層次。 

 

創校創校創校創校 41年校慶跨院系科技整合專案成果展年校慶跨院系科技整合專案成果展年校慶跨院系科技整合專案成果展年校慶跨院系科技整合專案成果展【【【【95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6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9日】日】日】日】 

本館配合創校 41年校慶跨院系科技整合專案成果展，於崑山數位大學（eKSU）組

中展示數位典藏發展成果。本次共展示崑山機構典藏、碩博士論文及專題製作報告、視

訊隨選等系統，由本館相關人員為參觀來賓介紹說明並實機操作使用，現場氣氛熱絡，

大家也對圖書資訊館在數位典藏發展上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第十一期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出刊 

 

全校教師「圖書館利用教育」研習活動 
 

  為使全校教師對於圖書館資源有所認識，本館將針對教師舉辦「圖

書館利用教育」研習活動，內容係配合各學院單位的需求而製作。各場

次時間如下表：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教室 

5月 10日（星期三） 

13:30 

至 

15:30 

圖書資訊館 

3F 教育訓練室 

5月 17日（星期三） 

5月 24日（星期三） 

6月 7日（星期三） 

6月 14日（星期三） 

6月 21日（星期三） 
 
歡迎各位老師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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