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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以大格局的堅持改變不可能 閔蓉蓉 

 
與大家分享一點本業以外的新聞啟示，作彼此在從事圖書資訊服務上共勉的力量。 
今年總統大選翌日，中國時報刊出一篇短文，題為「在水泥地上種稻」，閱後令人

動容。文中描述馬英九總統帶著「外省人的原罪」，在大家都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不

服輸地按照自己的生涯規劃，學習台語，經過一次又一次溝通，獲得二二八受難家屬的

諒解；再來是鐵馬環台、Long stay，加以在選上黨主席的喜悅中堅持，在特別費的挫折

中堅持，終於戰勝許多「不可能」，開花結果，在水泥地上種出了稻米。無關政治；這

奮鬥的過程，就是一幅壯麗的詩篇，幾可掩卷讚嘆。 
觀諸圖書館發展歷程，從流通的觀念進展到推廣服務，更進一步主動出擊，透過各

類大小眾媒體提升知名度、創新宣傳手法，也令人目不暇給，驚嘆連連；傳統踏實的經

營模式，反有遭到忽視之虞。強調讀者至上，「顧客永遠是對的」，將許多似是而非的

不可能變為可能的結果，若導致圖書館社教功能的失焦，卻未必是讀者之福。 
從事教育工作三十餘年，總感覺這個社會太多巧言機鋒，太少擇善固執。機鋒，或

者說變通，腦筋轉得快、靈活有彈性，不是壞事；但若少了「大格局」的堅持，容易失

去奮鬥的目標，人人只求近利，見風轉舵，逢迎拍馬，只講績效、忽視程序正義，弊端

終將層出不窮。我們都是小人物，卻也應該有所堅持；成功不會不來，只在遲速之間。

讓我們一起試著在水泥地上種稻吧。 

 
 

 
  鑑於愛地球、減碳、紙張節用的環保風氣盛行，大學教育也必須

即起而行，竭力將紙張用量盡可能地減少。往昔本館訊發行全國各友

館及校內各系所、行政單位，雖然效果廣泛，對推廣本館各項圖書資

訊服務有相當助益，但也耗用數量驚人的紙張；面對地球暖化問題嚴

重，我們決定響應環保節能行動，捨棄紙張印刷，改採電子版方式發

行館訊，為我們居住的環境貢獻一點點力量。 
  為顧及閱讀的方便，我們仍以紙本版面方式編排，且以 pdf 檔案

儲存；即使電腦上觀看，也像翻書一樣便利，當然，您堅持用紙本閱

讀的話，備妥印表機，自可輕鬆將其列印出來。 
  未來，我們將朝向利用電子出版的特性，在內容中加入文字、圖

片以外的媒介展現型態，甚至雙向互動功能，使電腦上呈現出來的館

訊面貌更加多元化。請讀者繼續給予熱烈支持。 
  自即日起，想要閱讀本館館訊的讀者，可連結下列網址： 

http://www.lib.ksu.edu.tw/lib2007/rss.htm 
您也可以採用其中的 RSS 訂閱功能，爾後即可在最短時間內收到最新

出版的館訊。崑山科技大學圖書館一直努力提供您最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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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系列論壇 閱覽組 

 
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主辦之「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系列論壇第二場，於 3 月

19 日假本館舉行，包括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陳昭珍理事長、成功大學謝文真館長、中興

大學詹麗萍館長、中山大學官大智館長、本校閔蓉蓉館長等均與會論述，共同研討知識

輸出與學術傳播、學術生產力間之相互關係。閔館長特別提到，學術界推行「公開存取

（Open Access）」的概念，順勢興起機構典藏的建置，可作為當前各種學術展示及傳播

的窗口；若能把握契機，從這個方向去推展，台灣在全球學術地位的影響力，必能有所

提升。 
論壇中提到，近年來學術傳播環境變化很大，其面向大略包括由 IT 技術的進步與

媒體多元化所引起的變化，由中國崛起、中文重要性遽增所引起的變化，及由推動 Open 
Access 理念所引起的變化。目前美國正進行的 Cyberinfrastructure 計畫中，提倡「論文

不是平的」觀念；尤其科技論文，其實與資料（data set）具有密切相關，所以應該將論

文與 data set 一起收藏。同時它也提倡論文可以與被發表（presentation）時的影片一起

收藏。這樣看來，學術輸出的型態有無限可能性，也有無限的機會。 
大學投資大筆經費進行學術研究，其成果發表於商業期刊後，再花大筆經費去訂閱

期刊；況且期刊訂費年年調漲。因此學術界自發性推動公開存取的概念。去年 12 月，

美國國家衛生院（NIH）下令規範，經其基金會贊助產生的研究論文，均須存置其資料

庫中開放存取。我想，公開存取是個趨勢，會有愈來愈多贊助者要求將研究成果放在可

以公開存取的地方；也就順勢興起了機構典藏。崑山科大圖書館在國內率先採用 DSpace
建置機構典藏系統，配合教育部推動 IR30+計畫，希望把台灣各個機構典藏變成學術輸

出的窗口，讓台灣的學術成果向全球展現。 
然而，機構典藏第一個面臨的

難題，應該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界線」。國外許多大學圖書館一直

想辦法教育研究者，希望他們在發

表論文時，注意保留自己應有的權

利，以便能夠同時把作品放在所屬

機構的典藏內。這些圖書館並大力

呼籲學術傳播應往 Open Access 靠
攏。這些作法值得國內圖書館界借

鏡、努力。 
新媒體（如 IR、Blog 等）與傳統學術傳播工具（如期刊）相較，最弱勢的是前者

在品質管控上不夠週延；而品質管控需要良好的財務支撐。有人提出「使用者付費」的

策略，但最近常被提起的「freeconomic」則更好；不向使用者收費，更符合 Open Access
的理念。Google 未向使用者收費，透過廣告收入交叉補貼，一樣將資訊服務做得很好。

台灣的學術輸出，若能擷取這樣的概念去做，在全球學術地位的影響力，必能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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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歡歡迎迎您您前前來來
讀讀書書、、辦辦理理專專屬屬借借書書證證

※詳情請洽網址：http://www.lib.ksu.edu.tw 或

http://www.lib.ksu.edu.tw/lib2007/rules/ru

le_special.htm 瞭解專屬借書證申辦方式。 

本館響應聯合國 2008 年世界書香與版權日活動，鼓勵全

民閱讀風氣。We support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

歡歡
迎迎
永永
康康
朋朋
友友
一一
起起
來來
讀讀
書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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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96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研習活動摘要 視訊組 

 
本館配合本校實行多項教學卓越計畫，頗有成效；特別在研習活動方面，以多面向

進程與場次獲得好評，參與情形非常踴躍。舉其較大規模者摘要敘述如後： 
一、網路課程競賽暨學習元件獲獎課程觀摩會 

1. 時間：96 年 12 月 19 日 
2. 參加人數：50 人 
3. 研習會目的：為了鼓勵本校教師開發數

位化多媒體教材上傳至網路大學平

台，與促進校內教師網路課程與學習元

件之教學方法與課程經營交流，本館與

電算中心合辦此獲獎課程觀摩會。希望

透過獲獎教師的實體課程示範，給目前

在網路大學平台開設課程的教師一個

良好的課程經營與設計模範，藉以提昇

本校教師設計優良網路課程符合教育

部遠距教學之要求。 
二、教學設計與學習元件運用研習會（2 場） 

1. 時間：97 年 3 月 5 日 
2. 參加人數：124 人（第一場：63 人；

第二場：61 人） 
3. 研習會目的：圖書館特邀目前在多個

自由軟體專案非常活躍的志工辛文義

老師為教師帶來學習元件的新觀念和

技術應用。辛老師現於新竹縣立湖口

高中教授資訊類科，並在交大資訊科

學與工程博士班進修，膺任中華民國

軟體自由協會理事、全國教師會高中

職委員、縣教師會副理事長和縣教育

網技術小組等數職。研習會主要以

Reload 開發的 Learning Design Editor
為主軸，並介紹如何應用 LAMS 和

Moodle 系統來規劃教學資源。 
三、教學元件設計工具運用研習會 

1. 時間：97 年 4 月 16 日 
2. 參加人數：61 人 
3. 研習會目的：本館視訊組王意順先生和陳玥湄小姐為與會教師介紹 Wink 電腦操

作畫面錄製軟體、eXe 數位內容製作軟體和教學元件暨網路大學資源整合。Wink

網路課程競賽暨學習元件獲獎課程觀摩會 

教學設計與學習元件運用研習會 

教學元件設計工具運用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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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簡報內容做成線上互動資料；eXe 則可協助教師製作網頁式的教材內容，並

將製作好的教材匯出為網頁、SCORM 或是 IMS 標準的教學元件包。。 
四、教學元件包裝暨網路大學平台資源整合研習會 

1. 時間：97 年 4 月 23 日 
2. 參加人數：62 人 
3. 研習會目的：本館視訊組張芳菁小姐和陳玥湄小姐為與會教師介紹 hot potatoes
測驗題軟體和用來打包學習元件的 reload 軟體，此外，另一個活動重點則是將已

打包的教材學習元件和崑山網路大學的資源進行整合，以發揮更大的教學效果。 

 
教學元件包裝暨網路大學平台資源整合研習會 

  
  

1. 論文授權決定權在研究生本身；採「非專屬授權」，研究生將著作財

產權的部分權利非獨家授權學校，未來仍可主張其所授權之權利，不

受授權與否影響。可保障未來仍主張其著作之權利，避免遭壟斷。 
2. 研究生授權後，可享有使用其著作之權利金回饋。日後讀者下載使用

您的學位論文全文所支付的每筆費用，將可獲得該筆營收一定比例之

權利金回饋，以鼓勵您對於學術創作之貢獻。 
3. 提交電子論文於「崑山科技大學電子學位論文服務」(ETDS)後，該系

統會自動將基本資料傳至國家圖書館之「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

此外，紙本論文既已由圖書館代繳國圖，即已符合學位授與法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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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推廣活動輯要 參考組、閱覽組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 
 
  本學期起，本館進行之新一波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對象是正進行畢業專題之高

年級同學。安排館員進行實機教學，以提升相關資源使用率；課後並進行測驗及成績彙

整。活動至 3 月底告一段落，上課人數共計約 990 餘人參加。電子資源利用講習之班級

如下： 
 

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電子系子三 A 班 高分子材料系四高三 A 班 財金系四財三 B 班 

電子系四子三 B 班 企管系四企三 A、四企三 B 班 財金系四財三 A 班 

電子系四子三 A 班 不動產系四動三 A 班 應英系四英三 A 班 

電機系四電三 A 班 不動產系四動三 B 班 應英系四英三 B 班 

電機系二電三 A 班 會資系四會三 A 班 資管系四技三 A 班 

電機系四電三 B 班 會資系四會三 B 班 資管系四技三 B 班 

機械系四機三 A 班 幼保系四幼三 A 班 資工系四技三 A 班 

機械系四機三 B 班 幼保系四幼三 B 班 資工系二技三 A 班 

機械系四機三 C 班 國貿系系四國三 A 班 電通系四電通三 A 班 

機械系二機三 A 班 國貿系系四國三 B 班  
 

    

 

新進線上資料庫介紹講習 
 
  本館於 4 月底至 5 月底將陸續舉辦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CLC), 
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OJDA),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SOJA), Times 
Digital Archive(TDA)1785-1985, SDOL--Science Direct OnLine, Engineering Village 等 6 種

資料庫介紹講習，期藉此教育訓練活動，加強師生們對該資料庫之認識。 
  各資料庫講習實施之時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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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名 時間 地點 

97 年 4 月 30 日 Oxford Journals Digital 
Archive(OJDA) 下午 1:30~2:30 圖書資訊館 3 樓 

教育訓練室 

97 年 5 月 7 日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CLC)

上午 
10:00~11:30 

圖書資訊館 3 樓 
教育訓練室 

97 年 5 月 7 日 SDOL & Engineering 
Village 下午 2:00~3:30 圖書資訊館 3 樓 

教育訓練室 

97 年 5 月 21 日 Times Digital 
Archive(TDA)1785-1985

上午 
10:00~11:00 

圖書資訊館 3 樓 
教育訓練室 

97 年 5 月 21 日 Springer Online Journal 
Archives(SOJA) 下午 2:00~3:00 圖書資訊館 3 樓 

教育訓練室 

 
電子學習歷程建置說明會 
 
  為使各學科領域的學生熟悉電子學習歷程（e-portfolio）之建置，強化學習紀錄與檢

證關鍵，本館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於 1 月 14 日辦理「電子學習歷程建置說明會」,鼓勵

學生建立個人學習與未來方向之履歷，以突顯求學、研究與興趣之發展成果，亦作為自

我檢討、改善之重要參酌。 
  說明會於 3 樓教育訓練室舉行，由電算中心網路維運組羅豐彬組長先行講解電子學

習歷程之建置方式，再由本館閱覽組鄭景文組長介紹部份建置範例，並講述此一歷程推

廣與實用之長處。 
  關於本校學生之電子學習歷程建置，目前仍以「數位倉儲系統 Life Type」方式運

作，所以在登入與編寫內容的流程上，受到此份軟體內建程序的限制。說明會便就這一

部份詳加講解，分為「學習歷程文件管理」、「網站連結管理(我的最愛、書籤)」、「個人

e-PortFolio 平台設定」、「無線網路介紹」等四部份，使與會學員都能明瞭，將自身的學

習歷程置入數位倉儲系統中，建立自己的學習歷程資料庫。隨之介紹本校優秀歷程與競

賽優勝之歷程典範，並連接在此範疇已有相當基礎之其他圖書館網頁，觀摩其推廣成

效，使學員充分了解 e-portfolio 推廣後，能帶給大家怎樣的實用價值。深入淺出的講解，

獲得與會學生相當的認同與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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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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沉的太陽 山崎豐子/珂辰  皇冠  861.57 2221-4 

絲綢之路：東方和西方的交流傳奇 德瑞基/吳岳添
/Drege Jean-Pierre  時報  630.90 2414 

大衛林區談創意 林區/盧慈穎/Lynch 
David  遠流  176.4 4471 

媽媽是最初的老師：一位母親的十年教養札記蔡穎卿  天下遠見出版  544.144 4427 

6 年級怪事多 王淑芬/賴馬  作家出版  859.6 1034-7 

大賺 A 股基金 陳忠慶/汪聖芬  原富傳媒  563.62 7550 

聰明買基金，基金經理人不會告訴你的事 趙靖宇  Smart 智富文化,
城邦文化  

563.5 4903 

第一次買基金就上手（修訂版） 李明黎  易博士文化出版  563.5 4062-4 

第一次買股票就上手（修訂版） 李明黎  易博士文化出版  563.53 4062-4 

巴黎市集手作創意 50 人 黃姝妍  城邦文化出版  426 4444 
第一次股票低買高賣就上手（基本面＋炒作題

材篇） 李明黎  易博士文化出版  986-7881-56-7  

建築師的關鍵字：東亞都市地景的 30 種閱讀

術 阮慶岳  田園城市文化  563.53 4062-5 

風格一身:由內而外,從美麗進化到魅力：提

姆‧岡恩的質感、品味與風格指南 
岡恩/莫隆妮/Gunn 
Tim/Moloney Kate  大塊文化  423 7760 

找到這一生的關鍵動詞：22 個問題，讓你的天

命現形 出口光/張雲清  天下遠見出版  177.2 2269 

Critical race theory in education : all God's 
children got a song 

Dixson, Adrienne 
D./Rousseau, Celia 
K. 

Routledge 370.115 C934 
2006 

Management speak : why we listen to what 
management gurus tell us 

Greatbatch, 
David,/Clark, 
Timothy 

Routledge 658.452 G786 
2005 

A queer history of the ballet Stoneley, Peter Routledge 792.80866409 
S881 2007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the misunderstood 
storyteller Zipes, Jack David Routledge 839.8136 Z79 

2005 

After empire : 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Gilroy, Paul Routledge 305.800941 G489 
2004 

Body transformations : evolutions and atavisms 
in culture Lingis, Alphonso Routledge 306.4 L755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ies :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Cobley, Paul Routledge 302.201 C734 

2005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Zipes, Jack David Routledge 398.209 Z79 2006

Advanced building simulation 
Malkawi, Ali 
M./Augenbroe, 
Godfried 

Taylor & Francis 690.0113 A244 
2003 

Architecture and its ethical dilemmas Ray, Nicholas Taylor & Francis  174.972 A673 
2005 

Architecture and participation 
Blundell-Jones, 
Peter./Petrescu, 
Doina./Till, Jeremy 

Spon Press 720.103 A673: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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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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腳[DVD] 輝洪 987.83/9044:3 

手札情緣 輝洪 987.83/2428:2 

奇幻旅程[CD] 華研 913.62/1031 

Antonio Carlos Jobim-Wave[CD] A&M 913.652/7958 

Hungaroton CD sampler[CD] chungaroton 913.652/6765 
繪聲繪影瑞里聲音地圖之旅[CD]：阿里山瑞

里地區自然及人文聲音集錦 
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 
383.74/3447 

彩虹之歌[CD]：不浪.尤幹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13.6232/7270 

風之羽翼[CD]：Beyond celestial wind 金革唱片 918.2/4024 

My world[CD] Belerion 913.641/5643 

幸福之音幸福家庭[CD]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 544.1/2617 
改造生命工程[CD]：唯佛宗世界人乘佛教陳

明安傳教士弘法與問答摘錄 人乘佛教書籍出版社 225.5/7563 

風雨中的人生[CD]：趙天儀 靜宜大學 782.886/4912 

暗戀桃花源 群聲 982.61/5312 

風從海上來[DVD] 吳京文教基金會 677.3/7232 
本願與重生：四Ｏ六廣場（原理教公所）拆

遷與西本願寺遺址保存紀實 不詳 797.87/5466 

國史特藏文物:蔣中正總統 國史館 005.32/4451 

建築奇觀[DVD]：台灣雪山隧道 DISCOVERY 441.3/1844-4 

返鄉[DVD]：重回台灣山林的召喚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436.09232/1980 

多樣的福爾摩沙 臺灣省文化基金會 677.4/4032 
天空之翼[DVD]：臺灣地區鷹鷲類猛禽介

紹：The Birds of Prey of Taiwan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 
388.892/5326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 輝洪 987.83/6432 

美麗人生 輝洪 987.83/7167 

心靈印記[DVD] 輝洪 987.83/7477 

他不笨，他是我爸爸[DVD] 輝洪 987.83/7714 

天使的約定[DVD] 輝洪 987.83/7747:2 

佐賀的超級阿嬤[DVD] 輝洪 987.83/8044:2 

濃情巧克力 輝洪 987.83/8227 

驟變 1949[DVD]：關鍵年代的陳誠 國史館 987.81/6058 

94 年專利發明商品化宣導、學習列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440.6/7291 

澎湖面孔：疼惜咱厝味.珍足咱生活 澎湖縣文化局 673.29/141.6/5852 

爭鋒：蔣中正的革命風雲 國史館 987.81/6058-2 

新鹽論[DVD]：布袋鹽場首部曲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677.9652/4260 
轉動海水的生命：鹽田風車、水車製作技術

保存記錄與研究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677.4/8060 

讓世界看見台灣[DVD]：2006 台灣青年國際

參與行動：2006 Taiwan youth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ction 

行政院青輔會 545/5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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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閱覽組 

 
閔館長膺任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97 年 2 月 1 日】 

本館閔蓉蓉館長獲第 50 屆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提名，擔任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主任委員，任期 2 年。膺此重擔，她特別積極邀請國內各友館館長，組成委員會，共同

為技專校院圖書館間之合作與資訊服務努力，期許再創新猷。迄今該會已針對圖書館評

鑑標準、書目清單統一標準格式、線上資料庫合作採訪等事宜，彙整各方意見，召開數

次會議，並將部分提案陳交全國大學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討論，為提升技專校院圖

書資訊服務發出建言。 
 

陳副館長國泰獲邀參加「大學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座談會【97 年 1 月 28 日】 

由工商時報、逢甲大學圖書館主辦之「大學學術傳播與國家競爭力」座談會，邀請

本館陳國泰副館長出席與談。會中來賓包括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陳昭珍理事長、傳技資

訊公司黃榕江總經理等，皆為當前知名圖書資訊界學者、業者，匯聚一堂，研討深化科

研質量與提升閱讀素養的方法，藉先進科技將圖書館服務創新，邁向以人為本的服務新

紀元。陳副館長以本館為例強調，因建置 RFID 系統徹底，讀者滿意度升高，反能吸引

更多潛在讀者；可見圖書館要配合新科技，回到擅長的知識整理，才有機會創新服務。 
 

本校頒獎感謝陳舒珊博士大批贈書【97 年 5 月 3 日】 
台南市民陳舒珊博士熱心教育，將其蒐

藏眾多珍本、官書分批捐贈本館，首批即近

一千冊，皆為市面上不易徵集之圖籍。為感

謝她的義舉，本校特於校慶典禮中贈予「熱

心教育、嘉惠學子」獎盾，表彰其無私奉獻、

提供師生更多閱讀選擇的精神。本館也應陳

博士要求，所贈書籍不做特藏處理，而以

「SAGA’S COLLECTIONS」章戳識別，置

入開架書庫，讓讀者直接閱覽這些圖書。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與會貴賓參觀本館【97 年 5 月 29 日】 
參加 2008 年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的來賓，包括青島大學夏臨

華校長、煙臺大學崔明德校長、山東科技大學張雲生副校長、青島理工大學校務委員會

耿喜華主任等 30 餘人，蒞臨本館參訪。對於各類設施，特別是自助借還書與圖書分類

系統，來賓們十分稱道，咸認本校在加強館藏流通、推廣讀者參與的服務上，投入相當

多的努力；且藉由科技設備的協助，提高館內各項作業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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