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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0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假本校國際會議中心召開，參加來賓超過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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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形塑圖書館文化 閔蓉蓉 

 

鴻海企業董事長郭台銘曾經提過：「經濟靠實力，實力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

靠文化。」Google 中國區總裁李開復也提到，Google 獨特的企業「文化」是吸引他加

盟的最大原因。而統一超商總經理王文貴更明確指出，企業決勝的關鍵就在「文化」。 

「文化」是什麼？「文化」是一種感覺、一種感染人心的力量、一種氣氛。「文化」

是企業體經過創辦時的經營理念所慢慢累積的共同價值觀，以人心為重心的價值體系。 

文化對企業來說十分重要，對學術單位也是。 

前中山大學劉維琪校長在治校理念中提及：「大學的精神在於理想及卓越的追求與

堅持……大學就像合夥的事業，每位同仁都是學校的合夥人，而學校的興衰，端視每位

合夥人的熱情與投入。」讓校內每一位成員都能在良性循環中盡情發揮潛能，追求自我

發展，並深以身在中山大學這個卓越的機構為榮──這就是對學校文化的追求。 

我們要形塑怎麼樣的圖書館文化呢？可以說，就是主動熱忱、永不停歇的學習及團

隊精神。 

主動熱忱──每個人都捫心自問，隨著工作時間增長，處理事務愈來愈嫺熟，是不

是變得世故了，失去像初出校門時的服務熱忱？不僅人人要樂於工作，也應該在工作中

得到快樂。負責任是最起碼的要求。我們從事的是知識管理的服務工作，知識爆炸，新

型態的服務層出不窮，不能只被動的被分派工作，要主動地找工作來做。 

永不停歇的學習──要自我期許身為知識的管理師，與涵泳知識的導遊。隨著 IT

技術導入，各種「知識」相關的技術快速變動，只有站在波前，才能引領風潮。 

團隊精神──沒有一個職位是非我不可。成功來自團隊精神，單靠一個人的力量，

根本不足以成事。 

祈盼我們的團隊都能精進主動熱忱的特質，不斷學習，攜手共進、身體力行；由制

度而形成文化，則成功不遠矣。 

 
 

長江後浪推前浪──本館增添兩位生力軍長江後浪推前浪──本館增添兩位生力軍長江後浪推前浪──本館增添兩位生力軍長江後浪推前浪──本館增添兩位生力軍！！！！ 
 

  本館馮信芬、陳美女小姐長年奉獻圖書資訊服務，於暑假期間辦

理退休，同仁熱情歡送。9 月起，則新添兩位生力軍，皆為一時之選，

繼續為讀者效力。謹介紹如后： 

郭淑華郭淑華郭淑華郭淑華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編制於閱覽組，玄奘大學圖書資訊系畢業。曾任職工研院資訊中

心、敦煌書局、樹人醫專。專長為讀者服務、參考諮詢、圖書採編。 

王意順先生王意順先生王意順先生王意順先生： 

編制於視訊組，崑山科技大學資管系、企管所碩士畢業。曾任教

本校資管系及任職電算中心數位學習組。專長為資料庫管理、網頁建

置、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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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員大會紀實 鄭景文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於 97年 12月 6日，第一次走出國家圖書館，選定崑山科技大

學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年度會員大會（第 50屆第 2次會員大會）。由於本館設備優良且

具辦全國性會議經驗，當日進程圓滿順利，集結圖書資訊產學教授、精英，及大學、高

中、公共、專門等各類型圖書館會員們齊聚一堂，與會人數超過 400位，規模堪稱空前。

學會陳理事長昭珍特頒發感謝狀，表彰本校同仁的協助。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是國內圖書館界重要的非營利社會團體，以弘揚中華文化、研

究圖書館資訊等相關學術、團結圖書館與資訊單位從業人員、發展圖書資訊為宗旨。數

十年來，領導學界同道共同提升之卓越貢獻，眾所周知。 

有鑑於這次年會首次在南部舉辦，結合「2008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除了會中表揚

圖書館界特殊貢獻、社會服務、資深服務等獎項，還特別規劃了「最佳圖書館服務研討

會」、「圖書資訊展覽」、及「海報展」等系列活動。研討會邀請到中央大學神經科學研

究所洪蘭教授、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 Lizabeth A. Wilson館長、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

書館沈志佳館長等專家學者，分別以「閱讀的神經機制」、「如何打造優秀的圖書館：華

盛頓大學的經驗」，及「發展東亞圖書館服務──建設二十一世紀優秀圖書館」為題進

行精采的專題演講，增進館員專業職能。美國華盛頓大學圖書館曾獲選為 2004 全美最

佳圖書館，Wilson館長則獲選為 2007全美最佳學術圖書館館長。 

下午的座談會則由臺灣大學圖書

館陳雪華館長、成功大學圖書館謝文真

館長、高雄市立圖書館施純福館長、前

大甲鎮立圖書館雷養德館長，及明道高

中圖書館鄭素梅主任，分享經營最佳圖

書館的經驗與做法。 

在「圖書資訊展覽」中，展示圖書

館相關設備、資訊系統、資料庫產品的

最新發展，並展現出版代理商及圖書館

專業服務供應廠商於未來發展與知識

服務成績，促進供需間之交流互動。 

 洪蘭教授演講「閱讀的神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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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展」則以「館藏資料」、「教

育」、「推廣」、「連結關係」、「基礎建設」、

及「其他」為七大主題，由參展單位製作

海報、照片、圖表、文宣品，採現場解說

方式，介紹其經營理念、活動計畫、創新

作法、實務問題解決方案分析、專題研究

報或研究成果，提供各館觀摩。最後並由

所有與會會員投票選出最佳海報前三

名，結果由明道大學承正圖書館奪得冠

軍，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暨臺大醫院

圖書室獲亞軍，工業技術研究院為第三

名；皆代表我國赴美參加全球海報競賽。 

 

← 海報展展場盛大場面 

 

 

  

↑ 本館參考組沈美如組長帶領與會來賓參觀 ↑ 會員與展出同道熱絡交流 

 

  

↑ 茶敘點心質量俱佳 ↑ 歡迎 400 位與會嘉賓蒞臨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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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是全體永康市民的好

鄰居、好朋友…… 

我們的開放時間每週高達 88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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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閱覽精華延伸到您

的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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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度圖書館週活動報導 閱覽組 

 

97 年全國圖書館週系列活動，12 月 1 日起舉行一週。該活動向以「介紹圖書館之

設施，利用圖書館之資源，培養讀書風氣，倡導正當休閒生活」為目標，而今年本館相

較於以往舉辦之不同處，是透過互動、輕鬆的方式，讓讀者親自到圖書館使用各種設備，

更親近圖書館、瞭解圖書館的服務。包括猜謎抽獎、教育訓練講座、電影欣賞等活動一

一登場，讓讀者在找尋資料、接觸資訊的過程中，增加課內外知識，增廣見聞。 

猜謎活動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分為

三關，以如何借還書、如何找到書籍典

藏位置、怎麼用多媒體中心設施為主

題，讓參加者抽籤答題闖關；全部過關

者就能獲得小小參加獎。 

參加獎當然名額有限，而且儘管經

濟實惠，卻難以具有高度吸引力，鼓勵

讀者積極參加？沒關係，我們更且準備

時下當紅的腳踏車、隨身碟、便利商店

儲值卡等大獎，來個雙重贈獎活動！凡

是三關全過者，無論參加獎部份是否向

隅，都能參加大抽獎。果不其然，活動

時間裡，本館各抽獎櫃檯門庭若市，讀

者均熱情支持、踴躍參加；大抽獎當天

更吸引眾多同學聚集在一樓大廳，引頸

企盼。最後幸運兒是企管系一年級的沈

采霖同學，將頭獎腳踏車騎回家。相信

此次館藏資源利用主題的猜謎活動，也

讓很多讀者對館內資源與設施，有了更

真切的利用認知。 

 

↑↓ 讀者踴躍參與猜謎活動 

 ↓ 大抽獎時場面熱烈 

 

 

↑ 由陳國泰副館長頒發頭獎腳踏車乙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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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人性變革展──本館積極推展人本教育 閱覽組 

 

鑑於當今全球之族群衝突現象，道德教育迫切需要，本館與台灣創價學會合辦「人

性變革展」活動，於 10月 30日至 11月 5日間展出海報與相關圖書，展期 7 天。內容

由「人類安全」、「以武力維持的安全：危險的邏輯」、「人性變革」、「全球社會為和平所

作的努力」等方面，揭示「人性變革」的重要性。 

國際創價學會長期以來致力文化與國際交流，創造和平共生的世界；其於 2007年 8

月 9 日，在紐西蘭國會大廈展出「人性變革展」，隨後至美國紐約等地展出，均獲得熱

烈迴響。本校向來強調道德、人文教育應與學科專業教育齊頭並進，此一尊重生命、愛

護環境的展出內容，顯得別具意義；加以閔館長認為，展覽主題符合當前學生與社會亟

需的道德及生活教育，與「人本教育」宗旨契合，所以積極爭取該展覽於台南地區優先

辦理，以饗讀者，共同瞭解當前人性變革、向善作為的迫切性。 

開幕式當日，國際創價學會總會長池田大作先生並贈送其著作 60 冊予本校，由台

灣創價學會副理事長吳大和先生代表致贈。蘇校長則以「教育之光」、「文化之光」獎牌

兩幀回禮，感念該學會協助辦理展覽與贈書興學義舉。展場有專人導覽，參觀讀者相當

踴躍，活動圓滿成功。 

  

      

 

 

← 展覽開場與贈書儀式後，全體合影留念。 
↙ 精美海報與陳展內容。 
↓ 台灣創價學會吳副理事長、本校蘇校長、閔館長共同參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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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台灣機構典藏實務研討會報導 視訊組 

 

本館自始參與教育部委託台灣大學圖書館辦理之「建置機構學術成果典藏計畫」，

數年來均擔任種子學校，對數位典藏之推展不遺餘力。97年 6月 13日，該計畫假本校

國際會議中心舉辦「台灣機構典藏實務研討會」，規模盛大。會議中就已完成之台灣機

構典藏雛型系統，及相關文件資料等進行說明；就所採種子學校複製模式，協助各參與

校院導入建置機構典藏系統，期臻共同建立台灣機構典藏之聯合檢索平台，永續保存台

灣學術資源，提供便利使用目的。教育部電算中心楊振弘主任親臨會場致詞，期勉與會

學校再接再厲，致力充實台灣機構典藏內容（下圖中致詞者）。 

研討會主要目的在希望讓有意建置

機構典藏之各與會單位瞭解，目前機構

典藏在國內推展實況如何。會議進程首

先報告半年多來，台大在推廣機構典藏

計畫的概況、進度與預期成果，再由種

子學校分享校內推廣經驗、系統建置技

術與實務問題。同時在研討會舉行前所

蒐集之各校有關建置機構典藏疑問，亦

於討論中回覆說明。 

會議中特別請台大圖資系兼圖書館

系統資訊組組長陳光華副教授，報告計

畫進度，而由同組吳哲安專案經理主持

探討專案的執行層面。另邀請交通大學

資管所兼圖書館副館長柯皓仁教授，分

享其機構典藏導入經驗；本校電通系兼

圖書資訊館副館長陳國泰副教授，亦受

邀分享推廣機構典藏經驗，成功大學工

程科學系兼圖書館系統管理組組長王宗

一副教授，則分享各推行單位所面臨的

實際問題。 

 

 

↑與會來賓報到情況 

 

←↓ 會中經驗分享與討論情況相當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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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推廣活動輯要 參考組 

 

新進教師圖書館利用研習 

 
  為協助新進教師對於圖書館資源的瞭

解，以利推動圖書資訊教育，本館於 10

月 1日舉辦「97學年度新進教師圖書館利

用研習」，13 位新進老師全部參加。內容

除對本館館藏設施、紙本與電子資源詳加

介紹外，且鼓勵老師加強向學生宣導利用

本館資源之重要，期能對教師教學、學生

學習都提供最大的輔助效用。 

 

「學位論文系統」教育訓練 

 
  學位論文係本館電子資源重要典藏之

一，為協助即將畢業之研究生對論文上傳程

序的瞭解，減少因上傳失誤產生之不必要困

擾，本館特於 11月舉辦「學位論文系統」

教育訓練，詳細解析論文上傳程序與注意事

項。參加者眾，於推展本校學術產出成果之

層面以觀，亦有極大助益。 

 

97 學年度新生圖書資訊館導覽 

 
  9月 25日起一週，本館辦理四技大學部新生圖書館導覽，共 40個班級一千餘人參

加。由全體館員分批帶領及解說館內各項設施、利用規則等，並實際操作線上查閱館藏

及借閱狀況，為新鮮人打好利用圖書資訊之基礎。活動圓滿順利。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 

 
  本學期進行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之對象是研究所碩一新生，與正進行畢業專題之

高年級同學。本館安排館員進行實機教學，期能提升相關資源使用率；課後並進行測驗

及成績彙整統計。活動期間自 9 月下旬至 10 月底，參加人數近 400 人。電子資源利用

講習之班級如下： 

 系系系系////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系系系系////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系系系系////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電子所碩一班 企管所碩一班 公廣系四技四 A 班 電機所碩一班 視傳所碩一班 資管所碩一班 機械所碩一班 視傳系四技四 B 班 資傳系四技四 A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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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工所碩一班 視傳系四技四 A 班 數位生活科技所碩一班 環工系四技三 B 班 視傳系二技四 A 班 光電所碩一班 環工系四技三 A 班 空設系四技四 A 班 媒體藝術所碩一班 綠色材料所碩一班 視訊系四技四 A 班  

 

    

 

  

本館提供「雲嘉南區域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借書證」服務要點： 
 

配合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加強區域內大學

校院師生有效利用各校圖書館館藏，發揚資源共享理念及互惠對等原

則，包括本校在內的 20 所學校共同組成「雲嘉南區域大學校院聯盟」，

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本館以外之 19 所學校借書證，已於今年 10 月起

全部正式流通，歡迎讀者多加利用。根據聯盟與本館的規定，借閱「雲

嘉南區域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借書證」要點如下： 

一、 師生憑證借用其指定之圖書館借書證。 

二、 借書證可借 3 週（歸還日期以系統記錄為主）；可上網預約

借書證，每次限借 1 枚。逾期罰款每日 10 元。 

三、 本館讀者持借書證至聯盟館借書之上限為 5冊，借期 21天，

不可續借，不可預約。圖書逾期歸還時，罰款每冊每日 5 元。

並請讀者遵守聯盟館入館規定。 

四、 借書證遺失時，補發手續費為 200 元，費用由借用讀者負擔。 
 

本館持續協助教師進行網路課程教材內容製作： 
 

為鼓勵教師開設網路大學課程，本館於虛擬攝影室設置小型影棚

及錄影剪輯設備，提供製作教學教材。同時在機構典藏網頁置有教學

元件相關研習會資料，及自由軟體如 Wink、eXe、Hot Potatoes 等，亦

蒐羅獲獎課程觀摩資料、英語及數位課程教材等，歡迎有需要的老師

多加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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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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的養生寶典 欒加芹  木馬文化出版  413.21/2244 紅色牧人的綠色旅程 

李曼/墨塞/陳師蘭
/Lyman, Howard 

F/Merzer, Glen  

柿子文化  411.3/4060 回眸 蔡智恆  麥田，城邦文化出版  857.7/4489:2-6 就是要在這家店買東西 

小野寺健司/今野雄策
/博報堂 Paco Underhill研究會  

小知堂  496.34/4349 星期一的領導課：一個成功經理人的學習筆記 

柯特瑞爾/陳筱宛
/Cottrell David  

臉譜，城邦文化出版  494.3/4211 在地的幸福經濟 
麥奇本/林麗冠
/Mckibben Bill  

木馬文化出版  552.15/4045 帝國和台客 張系國  天下雜誌  078/1126 東港三號 Lowes  泰電電業  857.7/9923-2 人二雄路線，奧客之道 詹仁雄  時周文化  719/2724 就溜吧！拋開一切環島去：女力單車體驗記 
藍麗娟  如何  733.69/4414 樂樂活：聰明又快樂的新生活風格 吳詠寰  遠流  177.2022/2603 龍舌蘭日出 文澤爾  超邁文化國際  857.81/0031 公仔流：全球設計師 30 傑！ 跋折羅團  積木文化出版  964/6566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s in heat transfer Ozisik, M. Necati.  CRC Press 428.34/N972-2 

Encyclopedia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Stein, Erwin./Borst, 

Rene de./Hughes, 

Thomas J. R.  

John Wiley 428.34/N972-2 

Compliant mechanisms : design of flexure 

hinges 
Lobontiu, Nicolae.  CRC Press 791.4309045/B977 

Modern acous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Levy, Moises./Bass, H. 

E./Stern, Richard R.  
Academic Press 005.8/G776 

Handbook of viscoelastic vibration 

damping 
Jones, David I. G.  J. Wiley 780.2373/P288 

Product design for manufacture and 

assembly 

Boothroyd, 

G./Dewhurst, 

Peter./Knight, W. A.  

M. Dekker 338.4730223/B565 

The CRC handbook of thermal engineering Kreith, Frank.  CRC Press 781.64/P831 

Handbook of surface and nanometrology 
Whitehouse, D. 

J./Whitehouse, D. J.  

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 
791.4301/I73 

CEH：official certified ethical hacker 

review guide 
Graves, Kimberly. Wiley Pub. 543.65/I42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music 

business 

Passman, Donald 

S./Glass, Randy.  
Free Press 745.2/G537 

The economics of sport and the media 

Jeanrenaud, 

Claude./Kesenne, 

Stefan.  

Edward Elgar 333.7/R295 

Big media, big money：cultural texts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Bettig, Ronald V./Hall, 

Jeanne Lynn,  

Rowman & 

Littlefield 
333.7/R295 

The popular music studies reader 
Bennett, Andy,/Shank, 

Barry./Toynbee, Jason.  
Routledge 333.7313/L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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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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首部曲[DVD]：皇家夜總會 007：Casino Royale 影聯 987.83/4761-2 珍愛來臨[DVD] Becoming Jane 影聯 987.83/1037 台北二一[DVD] 影聯 987.83/4623-2 出竅情人[DVD] Just Like Heaven 影聯 987.83/4424:7 奇蹟的夏天[DVD] 影聯 987.81/4643 山有多高[DVD] 影聯 987.81/3638 下課花路米：德國環保之旅[DVD] 瑞訊 367.4/8413-2 品牌台灣[DVD] 宇勗 496/8413 黑道千金逼我嫁 2[DVD]：家門危機 輝洪 987.83/8714 黑道千金逼我嫁 3[DVD]：家族的復活 輝洪 987.83/8714-2 明日的記憶[DVD] 輝洪 987.83/4473 浪漫鬼屋[DVD] 輝洪 987.83/8047 無影劍[DVD] 輝洪 987.83/8092 夢幻女郎[DVD] Dream Girls 瑞訊 987.83/0051 練習曲[DVD]：單車環島日誌 瑞訊 987.83/7596 王牌天神[DVD] Bruce Almighty 瑞訊 987.83/0404 王牌天神續集[DVD] Evan Almichty 瑞訊 987.83/0404-2 東京鐵塔[DVD]：老媽和我，有時還有老爸 瑞訊 987.83/4781 馬拉松小子[DVD] 瑞訊 987.83/8723 霍元甲[DVD] 瑞訊 987.83/1025 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DVD] 瑞訊 987.83/5254 他不壞，他是我爸爸[DVD] Hold My Heart 瑞訊 987.83/3540 狂愛聖彼得堡[DVD] The Stroll 瑞訊 987.83/2522 雙人世界：日式芳療按摩[DVD] 輝洪 418.924/0362 料理新鮮人[DVD] 輝洪 989.2/7323 那年夏天的第一次[DVD] 輝洪 987.83/0423 男狼俱樂部[DVD] 輝洪 987.83/1041:3 愛戀物語[DVD] 輝洪 987.83/2631 子貓之淚[DVD] 輝洪 987.83/4722 勁舞女孩[DVD] 輝洪 987.83/3251 靈異孤兒院[DVD] The Orphanage 輝洪 987.83/5260 死亡檔案[DVD] 輝洪 987.83/3671 死亡檔案 2 之 Last File[DVD] 輝洪 987.83/3671-2 色戒[DVD] 瑞訊 987.83/4030-4 我敵人的敵人[DVD] My Enemy’s Enemy 輝洪 987.83/4002 誰才是導演[DVD] Clash of Egos 輝洪 987.83/4640 父子[DVD] 輝洪 987.83/0136 冰凍人[DVD] Ice Queen 輝洪 987.83/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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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閱覽組 

 

本館辦理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本館辦理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本館辦理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本館辦理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97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 

「2008 年教育部技專校院共用性電子資料庫購置計畫教育訓練」之南部場次，由

本館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圖書館合辦，於 7月 16日假 3 樓教育訓練室舉行，與會者約

30 餘人，皆南部各友館之先進同道。該活動係針對包括 Web of Science、中國期刊全文

資料庫、ITEMS國家考試資料庫等 11種資源，進行種子教官之使用訓練，同時讓出版

廠商聽取試用意見，進而推廣至各館讀者、提升利用率。 

 

閔館長受邀為國家圖書館提出興革建言閔館長受邀為國家圖書館提出興革建言閔館長受邀為國家圖書館提出興革建言閔館長受邀為國家圖書館提出興革建言【【【【9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7日日日日】】】】 

國家圖書館新任館長顧敏，於 10月 7 召開會議，邀請圖書館界先進提供興革建言，

同時研議第四次全國圖書館會議相關主題。本館向來服務特色有目共睹，積極參與館際

合作事務，在圖書館界聲譽卓著；閔館長即獲得顧館長邀請與會，提出建言。全館同仁

亦感與有榮焉。 

 

本館大幅增加學術性電子書藏量本館大幅增加學術性電子書藏量本館大幅增加學術性電子書藏量本館大幅增加學術性電子書藏量【【【【97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本館參與「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共購共享西文學術電子書，提升館藏質量，給

讀者更多元的資源選擇。第一年計畫已於 97年 10月底執行完畢，各項電子書內容連結

及簡介均已刊載於本館網頁，歡迎讀者多加利用。另為進行第二年採購計畫，亦商請多

家出版社開放電子書試用，包括智慧藏中文電子書、ASTM、FA Davis、Morgan Clypool 

E-Books等等，作為推薦採購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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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贈書訊息感謝贈書訊息感謝贈書訊息感謝贈書訊息  

本館特別感謝下列人士或單位慷慨贈書，充實館藏，嘉惠讀者： 贈送人（單位） 圖書名稱 數量 

資工系鄭郁翰同學 《網路概論與實務》等 146冊 

企管系 《生產管理》等 98冊 

進修部 《文藝復興的沒落》等 5箱 

創媒學院黃雅玲院長 《西洋近現代巨匠畫集》等 83冊 

不動產系一甲全班同學 《不動產估價理論》等 72冊 

視傳系 《中華民國廣告年鑑》等 62冊 

國際創價學會 《探索地球的和平》等 59冊 

電子系張培華老師 《電路學》等 48冊 

李創辦人正合先生 《萬古江河》等 30冊 

資管系羅仕堂老師 《波浪理論》等 24冊 

國際事務中心 《College Physics》等 2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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