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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知名作家戴晨志博士蒞館演講、簽書，學生聽眾熱情參與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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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態度決定高度 閔蓉蓉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聽到兩位職員正埋怨他們的主管：「真是好大喜功，喜歡搞宣

傳」、「總要我們做些有的沒有的；已經夠忙了，還去接一大堆 case。」、「看似民主，

有時叫大家發表一大堆意見，最後還得聽他的，堅持己見。」 

身為館長，學校行政部門的一名主管，當然要有接受批評的雅量；回想一下，如果

館員私底下這樣抱怨，館長怎麼做？在此，想澄清一些觀念。 

一個單位的領導者，性格上總須帶有一些理想性和開創性。館長亦然。想帶領全館

動起來、不被淘汰，對內要型塑文化，對外要爭取資源與榮耀。傳統圖書館員可能務實

而保守，覺得只要努力、認真做，不怕沒有好名聲；但我覺得，除了做事，主動行銷更

是王道、宣傳會有加成的效果。行銷得好，會加速、加大掌聲的到來，資源與榮耀亦將

伴隨而來，圖書館經營才會形成正向的循環。 

積沙成塔，行遠必自邇；平日的瑣事，可能就是累積成大功的基石。許多事情不見

得一定對或錯，而是從不同觀點看事情，會產生不同的結果；館長站的位準較高，接觸

的層級多，看到的就可能遠一點。似乎不重要的小事，或許成為引出大事的線頭，館長

必須經常考慮這類情況的應對之道。 

決策與負責是一體兩面。業務的執行重點，本來就是「遂行主管的意志」。因為館

長要對學校負責，這個職位當然被賦予所有館務的最後決策權；擁有這個決策權的人，

就必須以負責的態度，去考量業務的演變與成敗。 

態度會決定高度。如果一位館員，僅以「執行者」的心態做事，遇狀況便推託埋怨，

那實在對不起「館員」的職銜。反之，館員若能多用心，理解主管的考量，把每件事當

成自己的事、自己的成就來管理，人人都有館長的責任心，則圖書館之欣欣向榮，指日

可待矣。 

 

 
 

圖書資訊小常識圖書資訊小常識圖書資訊小常識圖書資訊小常識：：：： 

期刊的排名期刊的排名期刊的排名期刊的排名、、、、點數是什麼點數是什麼點數是什麼點數是什麼？？？？ 

  所謂期刊排名、點數，是根據期刊的 Impact Factor（影響指數）

來計算；而影響指數是以前兩年的資料為統計數據。例如： 

（2008 年全年被引用次數 + 2009 年全年被引用次數） ÷  

（2008 年全年收錄篇數 + 2009 年全年收錄篇數）=  

2009 年影響指數； 

根據影響指數，可判斷此期刊之學術排名。數值越高，排名越高，該

期刊的投稿篩選標準也就更嚴苛。 

什麼是專題選粹什麼是專題選粹什麼是專題選粹什麼是專題選粹（（（（SDI））））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SDI（Selectiv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服務，是一種針對

個別興趣所提供的資訊服務。讀者可鍵入檢索條件，系統會定期經由

E-MAIL 方式，發送與檢索條件相關的最新文獻訊息給本人。本館整

合查詢 Muse，即提供讀者跨資料庫的 SDI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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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WEBLINK 推薦採訪整合系統介紹 周佩樺 

 

圖書館是一個蒐集、整理、保存各種圖書資料，以供讀者利用的機構。以圖書館的

業務進行程序來看，從圖書資料的選擇採訪到分類編目、典藏閱覽、以至於各項讀者服

務與參考服務活動的推動，無不以圖書館的館藏資源為基礎。也可以說，圖書館功能之

發揮，實繫於圖書館館藏資源之建立。因此，不論圖書館的類型為何，也不論圖書館的

規模大小，莫不將館藏的發展與管理視為最重要的工作【吳明德，館藏發展（臺北市：

漢美圖書，民 80年），頁 1】。 

現代化圖書館的首要任務，為積極的建立和維護館藏資源，以滿足讀者對「知」的

需求。館藏發展政策的訂定不但可為圖書館當下各項業務的執行依據，更為未來的館藏

發展規劃具體架構和明確方向。也就是說，館方須先擬好館藏發展政策，對本身館藏強

弱有所了解，才能有進一步的規劃，以有效服務讀者並幫助館務發展。 

圖書館一般可分為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兩大部門，兩者實際上是上下游的關係。上

下游之間的工作必須做好銜接，才能有效發揮組織運作，提供優良的資訊服務。 

採編組主要業務負責圖書館內一般出版品徵集、請（採）購、圖書採購作業流程之

訂定、編目及總務性質的行政庶務處理。採訪工作便是屬於技術服務的部份，亦是圖書

館館藏建置的基礎工作。 

大學圖書館主要任務為支援教學及研究，為符合本校各系所的資訊需求，本館採購

作業是由各系所、單位提出介購，再由圖書館統一採購。 

本館於 97學年度導入寶慶公司WEBLINK 介購系統，提供更彈性化的介購管道。

而目前此系統仍是初使用階段，仍有許多可改善地空間。期望未來藉由與讀者的互動及

對系統的不斷測試，以及與寶慶公司互動反饋，讓此系統愈臻完善，提供讀者最便捷及

易使用的介購平台，滿足讀者需求。 

以下就採文圖並貌方式，為讀者介紹該系統的簡易使用方式。 
 

【【【【介購系統介購系統介購系統介購系統】】】】 

圖書館網頁的「讀者服務」

中有「書刊推薦」選項連結

線介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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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資訊登入資訊登入資訊登入資訊】】】】 

介購系統登入的帳號碼資訊

如下： 

� 帳號：圖書館借書

證號 

� 密碼：借書系統中

的密碼，預設值為

身分證字號(英文

字母需大寫) 

 

 

【【【【推薦首頁推薦首頁推薦首頁推薦首頁】】】】 

登入後即進入推薦首頁。

USER 可以看到符合身份的

採購案。 

� 每個採購案均設有

時限，超過時限即

無法進行推介。 

� 推薦方式若顯示

「網路推薦」，表示

可以透過網路書店

的查檢後來推介圖

書。  

 

【【【【推薦方式推薦方式推薦方式推薦方式】】】】 

點選採購案名稱後，推薦畫

面如右圖所示： 

� 點選「網路推薦」

可以透過網路書店

的查檢，找到正確

的書目進行圖書推

介。 

� 若可看到「整批推

薦」選單，則表示

讀者的身份可以透

過 excel 書單的上

傳，直接推薦一批

書籍。 

� 若下方有待推薦的

書單，USER 則可

點選書名進行推

薦。 

 

 

Rekily
文字方塊
Kun Shan University
http://www.ksu.edu.tw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十八期 

 5

【【【【網路推薦網路推薦網路推薦網路推薦】】】】（（（（1）））） 

點選「網路推薦」進入右圖

畫面： 

� 可直接鍵入關鍵字

查詢。 

� 「更多網路書店選

取」的選項，則提

供 USER 選不同的

網路書店。 

 

 

【【【【網路推薦網路推薦網路推薦網路推薦】】】】（（（（2）））） 

系統查詢過網路書店後，列

出相關書目，點選書目則進

入推介畫面，如右圖： 

� 此頁面有圖書簡

介，亦可連結本館

館藏，查看是否已

有館藏。 

� 點選「確定推薦」

即可完成推薦。 

 

 

【【【【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1111））））    

點選「整批推薦」，可以透過

excel 書單的上傳，直接推

薦一批書籍，畫面如右圖。 

� excel 書單的必備

欄位有：書名 、作者 、出版社、ISBN、價格 、出版年。 

� 詳細說明請參考操

作頁面說明。 

 

 

 

 

Rekily
文字方塊
Kun Shan University
http://www.ksu.edu.tw




 

Kun Sh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Issue 18 

 6 

【【【【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2222））））    

整批推薦的 excel 書單範例

如右圖所示： 

� 黃底顯示的欄位為

必備欄位。 

� 各欄位可接受之同

義詞請參考操作頁

面說明。 

 

 

【【【【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3333））））    

上傳書單時注意選擇匯入的

工作表，並選擇下方正確的

描述，包括；語文別、價格

幣別等。 

 

 

 

【【【【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4444））））    

滙入書單後先出現資料預

覽，可瀏覽書單欄位資訊是

否正確。確定後點選「確定

開始轉入」進行書單轉入程

序。 

 

 

 

【【【【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整批推薦】（】（】（】（5555））））    

完成後可於採購案中看到書

單資料，並且看到推薦人數

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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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待待待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推推推介介介介】（】（】（】（1111））））    

若採購案中有待推薦的書

單，USER 可瀏覽並點選書

名進行推薦。 

 

 

【【【【待待待待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介推介推介推介】（】（】（】（2222））））    

利用檢索功能篩選書單。如

右圖。 

 

 

【【【【待待待待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薦的書單推介推介推介推介】】】】（（（（3333））））    

點選書名後，可看到本書資

訊。確定推薦只要點選「我

要推薦這本書」即可。 

推薦成功訊息及書單處理訊

息，系統將以 E-MAIL 通知

推薦者。 

 

 

 
 

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未來將是新媒體不斷開發的社會，為符合的大量的資訊需

求，圖書館方不能只拘泥舊有媒體，應該是具有前瞻性，掌握新科技、新媒體的動向，

擴充豐富、多元的館藏類型。而館員本身也要不斷充實，了解媒體特性，才能做好資料

徵集及整理的工作。期望未來能為館內充實多元化館藏資源，建置多元化、符合學科主

題、多語言、多媒體的館藏資源，以拓展使用者的學習觸角，均衡發展本校各系所學科

主題之館藏資源，以滿足各系所之不同領域使用者之資訊需求。 

現今的圖書館面臨從紙本到數位的時代，業務量不減反增，除了紙本資料外，光碟

與網路資料也是必需提供的服務，如何提供良好的服務通道及如何支援圖書館建立更是

重要。而隨著未來科技的進步，圖書館將面對更多挑戰，唯有保持進步及新思維去，才

能面對創造美好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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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新流感 H1N1 流行與圖書館的因應措施 陳炤軒 

 （編按：陳炤軒先生曾任醫院臨床藥師，具多種證照與專業經驗。現為本館館員。） 
 

【前言】 

人類與微生物的共存與作戰己經有好幾個世紀了，單看二十世紀曾在 1918年、1957

年、1968年，發生過三次不規則(Infrequent events)流感全球大流行(pandemic influenza )，

回憶當年，作戰結束，人類卻傷亡慘重。而在二十一世紀 2009年 4月的新流感 H1N1

是全球的第四次大作戰，這是人類有記錄以來，與單一微生物規模最大的一次全面性作

戰。新流感 H1N1是北美人與歐亞豬形成的變種病毒，毒性比季節性 H1N1及 H5N1都

強，幸運的是傳染力目前還不強，但轉強的機會很高，同時人類今天擁有的知識（全民

作戰）與武器（資訊及生物醫藥科技）也非當年可比，相信在全民共識下，傷亡將會降

至最低。 

【什麼是 H1N1新型流感】 

H1N1新型流感是由 A新型流感病毒株所引起的流感，自 2009年 4月在墨西哥發

生以來，已造成全球大流行。感染 H1N1新型流感的症狀包括發燒、上呼吸道症狀（咳

嗽、喉嚨痛、流鼻水等）、頭痛、肌肉痛、關節痛、疲倦等，也有些人會出現腹瀉、嘔

吐等症狀。絕大部分患者屬於輕症感染，於一週內可康復，然而小部份患者會轉成重症

產生肺炎或其他併發症，甚至多重器官衰竭，導致死亡（重症死亡率為 39%）。 

【H1N1新型流感的傳播模式】 

與其他流感病毒相同，H1N1新型流感主要藉由咳嗽、打噴嚏等飛沫將病毒傳染給

周圍的人，亦可能經由雙手觸碰到病毒後，再觸摸自己的眼、口、鼻而感染。罹患 H1N1

新型流感的人在發病前 1天到發病後的 3至 7天，都可能會傳染給別人，幼童的傳播期

則可能更長。 

【H1N1目前治療藥物、藥理與現況】 

目前感染 H1N1新型流感，能治的藥物並不多，只有二種，口服的克流感 Tamiflu 

(oseltamivir) 及 relenza (zanamivir) 吸入劑（該藥因會腸胃會分解，不適合口服）。這兩

種藥藥理上是屬神經胺酸抑制劑，主要作用是阻止神經胺切斷 cell-virus複製體，使 virus

無法繼續傳播及複製。 

疑似患者須在發病時，由醫師確診後立即內服用 75mg克流感，每天二次，連續五

天，至病毒不見(shedding)，咳嗽會繼續幾天，以輔助藥物症狀治療。 

根據 2009.11.29 WHO 報導，全球各地 H1N1病毒抗原與基因型分析結果，都和來

源 A/California/07/2009同株，並沒有不同的基因排序(genetic sequences)，也就是說，尚

未有嚴重的病毒變種。但己有 96例對 tamiflu有抗藥性（屬 H275Y 變種），對 relenza

則無抗藥性。 

咸信該 96例皆會有妥善處理，不至於擴散；即使擴散，relenza仍然有效。 

在台灣防治中心的數據是 703檢體數，有 6例對 tamiflu具抗藥性，占 0.9%，對 rel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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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仍然是 0。無疑地，relenza 將是明日之星。（投資人延伸思考：明年該公司股票

可能會大漲，但須觀察疫苗的防治是另一個變數。） 

【疫苗特性及安全性】 

除了藥物外，最有效的是施打疫苗，注射 H1N1新型流感疫苗可以預防感染 H1N1

新型流感病毒。其製造過程與原來每年接種的季節性流感疫苗相同，因此安全性和有效

性也應該與季節性流感疫苗相同；接種 H1N1新型流感疫苗無法預防其他季節性流感病

毒，如想預防季節性流感，應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我國採購的 H1N1新型流感疫苗是

不活化疫苗，採肌肉注射方式接種。接種後可能會發生注射部位疼痛、紅腫，少數的人

會有發燒、頭痛、噁心的輕微反應，ㄧ般會在接種後 1-2天內恢復，嚴重的副作用如過

敏反應，甚至過敏性休克（如呼吸困難、氣喘、昏眩、心跳加速等）之不適情況，則極

少發生；而其他如多發性神經病變等相關神經症狀，雖有報告病例出現，但證據顯示與

接種流感疫苗無關。台灣地區民眾己從 12月 12日開始施打，第一天己有 50萬人施打，

安全性高，可相互鼓勵施打；如有特殊狀況，也應讓醫師知道，做最好的防患。 

【圖書館的因應與防止傳染之道】 

學校是大眾公共場所，特別是圖書館，進出者不止是全校師生，也有外來讀者，不

能不慎。在此流行期間，本館已做以下數項措施，防範 H1N1之流行。 

一、 開學之初二星期，凡進入圖書館讀者，一律額溫槍檢驗，逾 38度者留置大廳觀察；

38至 38.5度而沒有身體不適情形，觀察下准戴口罩進入；38.5度以上則規勸洽醫

院診所檢查。圖書館辦理校內外研討會（如 11月 13日之「資源徵集與分享研討會」）

時，與會人員亦以相同標準處理，確保圖書館讀者安全。（如圖一） 

二、 本館準備 75%酒精，於每日開館前將公共用品（如桌椅、儀器、電腦相關設備、鍵

盤、滑鼠等），先行消毒一遍。（如圖二）※HIN1非生物體存活時間為 48HR。 

←圖一 ←圖二 

三、 配合本校衛生保健組各項防治措施，協助衛教宣傳，鼓勵施打疫苗。（如圖三、四） 

←圖三 ←圖四 

Rekily
文字方塊
Kun Shan University
http://www.ksu.edu.tw




 

Kun Sh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Issue 18 

 10 

四、 曾發現疑似新流感的人員，經醫院口腔或鼻腔分泌物快篩確定為陽性後，通報有關

單位並遵照規定，服用五天克流感(tamiflu oseltamivir)藥物，在家休息，以防校園

感染。幸運的是該員屬於輕症，恢復後來館的一星期內，請其戴口罩，其他較為接

近的全體館員，前三天亦戴口罩。此外，每日量體溫及記錄，確保未發燒及再感染。 

五、 校內學生如屬肥胖或患有慢性病如氣喘、心臟病、糖尿病、肝腎疾病者（不含高血

壓），或長期服用 asprin、類固醇者，建議督促注意個人之防患，與及早施打疫苗。 

【個人平時之預防措施】 

一、 遠離感染來源：避免前往人潮聚集處及至醫院探訪病人。 

二、 注意個人衛生：養成勤洗手的習慣。若無法洗手時，可以使用含酒精（60％以上）

的乾洗手液。 

三、 注意個人保健：規律運動、均衡飲食。 

若有發燒等類似 H1N1新型流感症狀，應戴口罩並儘快就醫，並應注意呼吸道衛生

及咳嗽禮節： 

一、 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立即更換並丟進垃

圾桶。 

二、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代替。 

三、 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1公尺以上距離。 

四、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澈底清潔雙手。 

五、 生病時應在家休息，除就醫外，儘量避免外出。 

【參考來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傳染病防治中心】 

 

 

感謝贈書訊息感謝贈書訊息感謝贈書訊息感謝贈書訊息  
 

本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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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郭子儀先生 《管理資訊系統》等 52冊 

視覺傳達系 《台灣美術》等 50冊 

企管系鄧盈嘉老師 《消費者行為》等 49冊 

黃智稜先生 《佛的本生故事》等 43冊 

創媒學院黃雅玲院長 《home design》等 19冊 

企管系蔡澄雄老師 《會計學》等 19冊 

電子系謝明君老師 《微電子學》等 19冊 

慈濟功德會 《靜思語》等 12冊 

幼保系周梅雀老師 《原住民工作實務手冊》等 8冊 

一行慈善之家 《菜根譚》等 6冊 

電算中心郭香梅小姐 《oop入門與應用徹底剖析》等 2冊 

不動產系莊婷晏同學 《把這份情傳下去》 2冊 

資管系廖清君同學 《100遺失的城市》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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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徵集與服務研討會 閱覽組 

 

  圖書館向來是提供師生最主要教學與學習資源的場所，但各館資源畢竟有限；隨著

傳輸科技進步，合作聯盟便此起彼落地發展，以利資源共享；惟有時不免相互干擾，或

疊床架屋。有鑑於此，本館在教育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指導下，於 11月 13日假本

校國際會議中心舉辦「資源的徵集與服務」研討會，就圖書館合作徵集資源與共享服務

的方式，進行交流、討論，集思廣益，找出妥適的機制。當天與會情況相當熱烈，近一

百位圖書資訊界先進同道，座無虛席。 

會議由本館閔蓉蓉館長主持開場，請本校

蘇校長炎坤博士致詞，隨後是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組張素娟主任進行專題演講。張主任強

調，在面臨圖儀經費下降的今日，為期持續對

讀者提供不間斷、更多元的服務，除須與資料

庫廠商談判使用權限與價格，詳加計畫，以有

限經費購置更多資源外，尚須全力進行徵集免

費的電子資源；資源持續徵集後，進一部將其

推廣給使用者知曉、利用。再透過一定程度的

館際合作結盟，了解讀者使用行為的異同後，

館藏政策可配合進行修正，便能共同提升圖書

館經營的成效。 

下午場首先是成功大學謝文真館長擔任主

持，由南台科技大學楊智晶館長主講圖書館的

聯盟經營。楊館長將主持多年的南區技專校院

校際整合聯盟歷程與大家分享，又提出較為另

類思考、跨校結盟的聯合巡迴展覽等推廣活動

經驗，著實令與會來賓印象深刻。 

茶敘之後的論壇再由閔館長主持，邀請包

括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蘇德仁館長、雲林科技大

學圖書館典閱組張庭魁組長、本校陳國泰副館

長等，各就其專長與電子資源採購、談判經驗

等，爛與會來賓共同思考；並提到小型聯盟採

購資源與較大型採購聯盟（如 CONCERT）運

作情況之間的差異，提供與會人員參酌、比較

的取向。 

整體而言，這場研討會不僅有經驗傳授及相互交流，讓大家感到滿載而歸；在場工

作人員所提供的週到服務、特色茶點，亦頗受好評。我們希望未來圖書館的聯盟合作機

制，能以此次研討奠下一定基礎，為科技導引趨勢的現代圖書館，發展出「人和、共利」

的圓融服務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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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參考活動：「快樂溝通與自我激勵」 參考組 

 

  為推廣閱讀風氣，豐富讀者心靈，本館特別邀請人氣作家戴晨志博士，於 12月 10

日假國際會議中心，以「快樂溝通與自我激勵」為題演講，和師生共同探討激發向上的

能力。 

  戴博士首先以「成敗在於用

心、輸贏在於細心」開場，勉勵

同學不以一時挫折而沮喪；並舉

自己二次大學聯考的名落孫山、

七次托福的失敗為例，儘管只有

專科學歷，但在學期間不斷用心

學習，主動參加各項比賽活動、

爭取實習機會，終於達到今天的

成就。他並以  孫中山先生之言

來期許同學自我激勵： 

 

  「吾心信其可行，則雖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 

  吾心信其不可行，則雖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 
 

會中戴博士以中華職籃（台灣啤酒與達欣工程比賽）及日本賽馬影片，來說明堅持

到最後的重要性。影片中台啤隊及達欣工隊在最後 30 秒時，比數仍是平手局面，在剩

下 20 秒左右時台啤隊搶下二分，台啤隊原以為勝券在握，不料在最後的 1 秒鐘，達欣

工隊仍不放棄最後得分機會，一只三分球進籃，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看著，終

場達欣工隊就以一分之差險勝台啤隊。於日本賽馬的比賽中也是如此，比賽進行到最後

一圈，原先最後一名的馬兒，突然快馬加鞭飛奔似地越過一匹又一匹的馬兒，贏得最後

勝利。 

戴博士又以台中惠明盲童育幼院、韓國四指女童及英國星光大道蘇珊大嬸等影片，

讓我們看到不斷努力及永不放棄自己的重要性。惠明盲童育幼院的孩童，不僅能登上很

多人不曾爬上去的玉山，還受邀到美國洛杉磯的音樂會上表演；韓國的四指女童居然贏

得鋼琴女神童的封號；蘇珊大嬸出場遭眾奚落終至贏得英國星光大道比賽亞軍，為世所

週知。他們都是透過不斷地及加倍的練習，不僅跟上一般人腳步，甚至超越了常人所有

的成就。 

在短短一個半鐘頭的演講中，戴博士以親切的態度及流暢的說話技巧，與同學們分

享許多振奮人心的短語與動人的小故事，帶領大家思考多變的人生哲理、培養積極的上

進精神，希望大家走出小小的舒適圈，要突破、再突破，邁向更大更廣的舒適圈。  

演講完畢在會議廳外舉行簽書會與主題書展，陳展相關圖書及閱讀素材。師生們於

簽書會會場，相當盛情地買書且排隊請戴博士簽名、合影，讓整場活動增添不少活潑與

互動氣氛，完整地告一段落。 

 

 參與戴博士演講聽眾超過 200 人，迴響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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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週系列活動記實 採編組 

 

  配合 98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訂定圖書館週主題為「閱讀研究、資訊素養、數位

學習」，本館自 11月 30日起擴大舉行兩週的系列活動，提供較往年更加豐富的活動內

容，讓讀者更能融入。動態活動內容計有： 

一、年年精彩的闖關雙重大贈獎──「讀閱樂，不如眾閱樂」 

第 1關「圖書寶藏」：透過尋找圖書、器材等，促進讀者對圖書館資源的瞭解，獲

取「資訊素養」的基本需求。 

第 2關「崑山愛閱」：藉由戴晨志博士到館演講的熱度，指定讀者閱讀相關書籍，

撰寫短篇心得，練習「閱讀研究」的基本能力。優秀作品前十名頒發戴博士最新簽

名書與獎狀。 

第 3關「下一站，崑山」鐵道系列電影欣賞：主題式的電影題材，利用「數位學習」

的方式，活化讀者對學習的興趣。 

雙重贈獎中，每日備有 20名參加獎給優先過三關的讀者，活動直後 12月 14日則

舉辦總抽獎，包括繪圖板、MP3、便利商店儲值卡等實用禮品。抽獎當天，眾人在

一樓大廳等待揭曉的氣氛，既緊張又熱鬧，讓效果增色不少。 

 

 

 

 

 

 

 

 

 

二、祈福小卡製作── 

今年有特別想表達感謝或祝福的心情嗎？或對未來一年有進一步的期許？年關將

近、適逢聖誕佳節，許願牆上一張張小卡，代表崑大人無限祝福和期盼的心。 

      

三、「讀者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抽獎 

為廣泛瞭解讀者意見，本館於今年 4月 20日至 10月 30日，進行讀者滿意度調查。

此係參考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 LibQUAL+ 的調查經驗，根據本校實際情況，提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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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指標，反映圖書館服務。包括圖書館資源取得、圖書館服務、空間規劃及硬體

設施等。 

透過調查結果分析，圖書館更能瞭解讀者的期望和意見，做為改進服務的參考，進

一步提高服務品質。為感謝讀者踴躍參與，於 12月 9日下午 3點，在一樓大廳舉

行公開抽獎，採電腦亂數隨機抽出得獎者。 

靜態部份的活動內容則有如下六項： 

一、線上資源教育訓練：排定各種資源課程，介紹最夯的資料庫給全校師生。 

二、介購系統說明會（學生場次）：採編組在既有宣導外，特別加開學生場說明會，介

紹新上線介購系統與實機操作，讓學生可以即時推薦最想購置的資源。 

三、各類圖書展：邀請崑山復文書城及多家書商於一樓大廳辦理書展。 

四、戴晨志博士演講「快樂溝通與自我激勵」：特邀戴博士前來演講最拿手的溝通與激

勵主題。校內師生熱烈參與，演講內容豐富活潑，現場互動與迴響均極熱烈！活動

當天並舉辦戴博士作品展和簽書會，一起與戴博士握手、拍照，十分熱鬧！ 

五、主題書展：搭配讀書會與演講活動，於二樓休閒書區旁，舉辦【冬季戀～書】展，

蒐集各主題圖書設置專區，使讀者在舒適的環境中，充分領略閱讀的美妙。（如下

左圖） 

六、虹橋攝影展：與校內社團「虹橋攝影社」合作，於一樓新書展示區舉辦「虹橋攝影

展」（如下右圖），展示學生傑出的攝影作品，增添本館不少文藝氛圍，提升讀者心

靈層次。圖書館空間不僅只能用於典藏與閱讀，更有凝聚寧靜、文化的功能；作品

內容以靜態校園美景為主，讓大家一同分享崑大各色的美。結合知性與感性的美

感，本館同仁也期許，未來會更努力，呈現更好的一面給讀者。 

 

 

    

 

電子書訊息報給你知！電子書訊息報給你知！電子書訊息報給你知！電子書訊息報給你知！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購入的電子書，其編目資料已轉入館藏查詢

系統；除可經本館查詢系統直接連結，取得全文內容外，臺灣學術電

子書聯盟亦提供整合查詢介面，可一次查得具關鍵字的所有電子書。 

本館整合查詢：http://muse.lib.ksu.edu.tw:8000/muse/logon/ksut/index.html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整合查詢：http://www.lib.ntnu.edu.tw/taebc/search.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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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說明會實錄 視訊組 

 

技職教育的理念在培養學生的能力以作為進入職場的準備，圖書館以成果導向學習

的精神為本，承辦 98年度教學卓越計

畫之設置全校課程地圖及電子歷程內

容經營與加值，期望透過課程的規劃

訓練出具備就業力的博才。回溯到 95

學年度，本校以 Blog式數位倉儲系統

平台為基礎建置師生的生活歷程資

料。96學年度陸續導入師生教學與學

習資料，重點在與網路大學和英語學

習歷程內容結合。97學年度參與教育

部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建置

本校卓越人才資源網，增加師生電子

歷程建置之管道。98學年度完成課程

地圖及學生基本資料建入，並協助各

系依達成率及鑑別率做細部微調。 

規劃良好的課程地圖是優化學習歷程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步驟。學習歷程是一種電

子化的生涯歷程檔案，透過系統可有計畫地收集使用者的各種學習成果，進而幫助使用

者了解學習期間的個人思考、感覺、工作和改變，並作為求職或進修的依據，本校課程

地圖的建置流程簡述如下： 

各系可以在課程地圖建入目標人才，學生可以自行決定要成為哪種人才，並由系統

依據資料產生該目標人才的能力長條圖和能力雷達圖，學生可藉由不同目標人才的選擇

來瞭解適合的就業方向，並進一步反思自己缺乏的能力進而調整修課方向。  

為了有效並快速推廣電子學習歷程觀念和課程地圖的應用，讓系統平台和建置內容

發揮最大效益，本館特別針對各系主任、課程規畫教師、助理和種子學生舉辦一系列課

程地圖相關活動： 

 本校電子學習歷程平台 

 

課程地圖 培訓課程 活動設計 
建立能力分數計算的預設值 設定能力指標 設定目標人才 課程屬性 與總覽 實體開課 列表 
活動 VS.總 體能力 活動 VS.專 業能力 

課程 VS.總 體能力 課程 VS.專 業能力 
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課程規畫    

活動規畫活動規畫活動規畫活動規畫    

人才培訓人才培訓人才培訓人才培訓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VS.VS.VS.VS.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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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活動名稱 辦理場次 參加人數 

1 9月 23日 課程地圖系統說明會 1場 110 

2 10月中旬 電子學習歷程內容建置導師教育訓練 21場 201 

3 10月下旬 電子學習歷程內容建置種子學生教育訓練 22場 268 

4 11月 11日 課程地圖建置及規劃分享交流研習會 1場 47 

5 11月 25日 課程地圖系統進階操作說明會 1場 45 

第一場(課程地圖系統說明會)：邀請各系負責課程地圖的老師和助理參加，透過介

紹課程地圖系統的架構和操作方式，讓各系熟悉系統並進行測試。 

第二場(電子學習歷程內容建置導師教育訓練)：邀請本校 21個系各班導師和對電子

學習歷程有興趣的教職員參加，教授如何建置電子學習歷程內容，期望透過育訓練讓導

師認識平台並進而督導學生規劃建置內容。 

第三場(電子學習歷程內容建置種子學生教育訓練)：本校 21個系所各班種子學生或

對電子學習歷程有興趣的同學皆可報名參加，透過授課人員和種子學生的經驗交流分

享，鼓勵參與教育訓練之學生善用系統以優化學習歷程品質。 

第四場(課程地圖建置及規劃分享交流研習會)：由於系統已實際運行和測試一段時

間，所以邀請各系主任和負責課程規劃的老師分享實際操作經驗和規劃理念，並回饋系

統問題以做為改進的依據。 

第五場(課程地圖系統進階操作說明會)：圖書館陸續將各系反應的問題和要求提供

系統廠商，廠商也逐步修正問題並提供更符合操作習慣的界面，為了讓實際負責操作的

人員全盤了解如何應用新的功能和加值服務，遂又舉辦此說明會。 

不管是電子學習歷程或是課程地圖，兩者的經營並非一朝一夕可完成，而是經由學

習過程的紀錄、活動的參與、課程的選擇和其他素材的聚集來體現學習經驗，是學生未

來踏出社會後可以展現在校學習成果的最佳方式。不過是學業表現、個人資料、社團經

歷、得獎或證照、個人作品、嗜好興趣等，都可以藉由系統平台建構並顯示個人風格，

提供未來潛在雇主一份完整的電子式履歷。 

 

 教導種子學生電子學習歷程觀念和操作  課程地圖系統說明會實況 

 

You'll never achieve 100 percent if 99 percent is okay. 

（如果你認為九十九分就好，那麼你永遠做不到滿分。） 

～～演員Will Smith 

Rekily
文字方塊
Kun Shan University
http://www.ksu.edu.tw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十八期 

 17

訊 息 

 

推廣活動輯要 參考組、閱覽組 

 

碩士班新生與畢業專題班級教育訓練 

 
  學期伊始，本館進行以班級參與方式的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對象是研一碩士班

新生與正進行畢業專題之高年級同學。除安排館員進行實機教學外，並進行測驗及成績

彙整。活動至 10月底告一段落，包括以下 24個班級，超過 620人參加： 

 電子系研一班 國貿系四技三 A 班 視訊系四視訊四 A 班 電機系研一班 應英系四技三 B 班 媒體藝術研究所研一班 機械系研一班 應英系四技三 A 班 資管系研一班 環工系研一班 公廣系四技四 A班 數位生活科技研究所研一班 環工系四技三 B 班 公廣系四技四 B 班 視傳系二技四 A 班 環工系四技三 A 班 空設系四空四 A 班 視傳系研一班 綠色材料研究所研一班 企管系研一班 視傳系四技四 B 班 光電系研一班 國貿系四技三 B 班 視傳系四技四 A 班 
 

新進教師圖書館利用研習 

 
  為協助新進教師對館藏資源的瞭

解，有利教學活動的推展，本館於 9月

7日舉辦「98學年度新進教師圖書館利

用研習」，共 9位教師參加。（如右圖） 

 

 

 

「如何成功投稿國際商學期刊」講座 

 
  因應教師與研究生於研究領域發表文獻

的需求，本館特邀 Emerald 期刊出版社代

表，於 9月 21日來館分享「如何成功投稿國

際商學期刊」，獲得熱烈迴響。（如左圖） 

 

「學位論文系統」教育訓練 

 

  為協助即將畢業之研究生對於論文上傳程序的瞭解，本館於 11至 12月份舉辦「學

位論文系統」教育訓練，說明論文上傳程序與注意事項。 

 

線上資源教育訓練系列 

 
  本館於本學期陸續舉辦聖典中文電子書資料庫、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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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ProQuest、Science Direct OnLine(SDOL)、Engineering Village

等 10餘種資料庫教育訓練，期望藉此系列活動，增進師生們對該資料庫之認識。 

 

新生圖書館導覽 

 
  為加強大學新鮮人對本館的認識，

依往例行於學年度初始，安排為期一週

之新生圖書館導覽（研究所新生則配合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實施）；自 10月 5日

起，由專業館員輪流擔任解說，包括館

藏紙本與線上資源種類要項、館際合作

服務、使用規範等，建立將圖書資訊融

於求學所得之觀念。共 41個班級，總人

數達 1,934人參與。 

  且為因應全球國際化趨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生，本館也欲讓其快速融入校園

環境、熟悉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在每年開學前舉辦的外籍生新生訓練中，配合國際事務

中心，安排圖書館的參觀導覽，讓中外圖書資源亦可在他們的求學歷程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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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轉換：從讀者到館員 許依萍 

 

一回首，時間過得好快，從炎熱的八月轉

眼就到了寒冷的十二月，我在崑山圖書館裡已

經工作了四個月多了。曾經，我才剛是一個懵

懵懂懂的小丫頭，踏進崑山唸書當大一新鮮

人，也看到了圖書資訊館大樓的落成；面對設

備新穎的大樓，數量豐富的書冊珍藏，只覺得

相見恨晚。可惜四年時間過得很快，我畢業了，

踏出崑山校門，當起社會新鮮人。 

在尋覓第一份工作時，得知學校有與政府合作，釋出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的

名額，給剛畢業的大學生們，我很高興地趕快遞出履歷表，去應徵圖書館的專案管理人

員職務，經過筆試、面試之後，很幸運受到錄取，進入圖書館採編組，成為專案管理人

員。這一切發生得很快、彷彿很不真實，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在作夢啊？因為自己很喜

歡閱讀，覺得能夠在充滿書香氣息的環境裡工作，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啊！就這樣再度

踏入熟悉的崑大，在我喜歡的書香世界工作；這回我不是學生，已經變成行政人員。 

剛開始上班既高興又害怕，因為以往到圖書館是以讀者的身份，現在不一樣了，必

須用心服務讀者，擔心笨拙的我，會學習不夠快、會做錯事情、會把事情搞砸，所幸圖

書館裡的前輩，都很樂意又細心地指導，讓我知道該怎麼做，該怎麼處理事情，不懂的

地方都會詳細說明，直到了解，讓我可以很快熟悉工作並上手。 

採編組，顧名思義，就是採購和編目，一

本書要先經過我們層層照護、處理，才能到達

讀者手中。流程概要來說，就是一本書在採購

入館之後，先經過驗收、分類編目，給它一個

專屬的號碼；再經人工方式貼上書標，蓋上館

藏印章，如此的一本書就成為圖書館的一份子

了。直到放置書架上，才能供人借閱。館裡典

藏了豐富的圖書資源，讓大家參考使用、借閱，

連帶也提供舒適的閱讀環境給大家使用；這舒

適的閱讀環境，正是館內所有同仁齊心協力維

護的，我們一直期許將最好的提供給讀者。 

這四個多月的日子來，從往昔的讀者身份，轉換成館內工作人員的身份，讓我看到

許多以前不知道的層面；看到同仁的付出、努力與辛勞，也習得許多關於圖書館方面的

事務，像是驗收登錄、分類編目、書標加工……等等，也了解許多關於圖書資源利用的

知識，予我內涵不但更充實，也幫助我更投入圖書館事務及圖書館的運作。當然，目前

仍有許多地方要向前輩同仁學習，也要感謝他們不辭辛勞的指導。謹此期許自己能夠更

加精進，「圖書館是個成長的有機體」，就像崑大圖書館一樣，更加卓越成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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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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千生涯：細說老千 騰飛 百善書房 857.7 7912 《塔木德》裡沒點破的賺錢心法 李澤毅 華文網 177.2 4030:2-2 《辨法法性論》及釋論兩種 敦珠法王/談錫永/邵頌雄 全佛文化 226.96612 0131 ㄒㄧㄚˋ老師的祕密武器 王文華/徐建國 小兵 859.6 1004-5 一片花海的聲音 艾瑟非/鄭淑芬/Assefi Nassim 八正文化 874.57 4411 中國，什麼都是假的 董春燕 三意文化企業 496.1 4454 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 李劼 秀威資訊科技 820.908 4044 中國啤酒老大：青島啤酒 王靜/中國經濟日報 好優文化 481.7 1052 公司就是我的家 王寶瑩 廣達文化 494.35 1039 公寓大廈公設點移交實務 徐源德 永然文化 441.51 283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與你 李永然 永然文化 441.51 4032 分子生物學入門 駒野徹/酒井裕/何士慶 科技圖書 361.28 7762 免費！：下一個世代的獲利模式 
安德森/羅耀宗/蔡慧菁
/Anderson Chris 

天下遠見 496 3024-2 別在孩子生命中缺席 貝李 雅典文化 528.2 6040 河馬博士和眼淚發電機 張秋生/陳盈帆 小魯文化 859.6 1122-7 法律與生活 張永明 元照 
582.18 1136-2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 
Finkelstein, David / McCleery, 

Alistair 
Routledge 

E 002.09 F499 

2005 

Art in the age of mass media Walker, John Albert Pluto Press 
EBOOK 700.105 

W181 2001 

Basic real estate and property law 

for paralegals 
Helewitz, Jeffrey A. 

Wolters 

Kluwer/Aspen 

Publishers 

EBOOK 346.73043 

H474 2009 

Critical issues in electronic media Penny, Sim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BOOK 306.47 

C934 1995 

Current legal problems 2008 O'Cinneide, Colm / Holder, Ja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BOOK 349.42 

C976 2009 

DSP for MATLAB and LabVIEW Isen, Forester W. 
Morgan & Claypool 

Publishers 

EBOOK 621.3822 

I78 2008 

Law of real estate brokers Burke, D. Barlow 

Wolters 

Kluwer/Aspen 

Publishers 

EBOOK 346.7304 

B959 2009 

Lawyer's Desk Book 2009 Shilling, Dana 

Wolters 

Kluwer/Aspen 

Publishers 

E 349.73 S556 

2009 

Learning legal rules : a students' 

guide to legal method and 

reasoning 

Holland, James A. / Webb, 

Julian S. / Templeman, L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BOOK 349.41 

H735 2006 

The photographic image in digital 

culture 
Lister, Martin Routledge 

EBOOK 770.1 

P575 1995 

Theories on law and ageing : the 

jurisprudence of elder law 
Doron, Israel Springer 

EBOOK 346.013 

T396 2009 

When a brother or sister dies : 

looking back, moving forward 
Berman, Claire Praeger 

EBOOK 306.9 

B51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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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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光之城：無懼的愛
[DVD]/Twilight 

哈德維克/史都華/派汀森
/Harowicke 

Catherine/Stewart Kristen 

采昌 DVD 987.83 4934 人間有情天[DVD]/The son's 

room 
莫瑞提/Moretti Nanni 誠宇 DVD 987.83 4415 親親小媽[DVD]/Stepmom Columbus Chris 威翰 DVD 987.83 3997 慾望城市[DVD]/Sex and the 

city: The Movie 

金恩/派克/凱特蘿/King 

Michael Patrick/Parker 

Sarah Jessica 

采昌 DVD 987.83 8040 歌舞青春 3：畢業季
[DVD]/HIGH SCHOOL 

MUSICAL 3: SENIOR YEAR 

歐塔葛/Ortega Kenneth 影傑 DVD 987.83 7744:5-3 非法警戒[DVD]/PRIDE AND 

GLORY 
歐康諾/O'Connor Gavin 采昌 DVD 987.83 7700 奇士勞斯基十年典藏套裝：雙面薇若妮卡[DVD]/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奇士勞斯基(Kieslowski 

Krzysztof )/雅各/Kieslowski 

Krzysztof/Jacob Iren 

原子映像 DVD 987.83 4494-4 奇士勞斯基十年典藏套裝：紅色情深[DVD]/Three Colors: Red 

奇士勞斯基(Kieslowski 

Krzysztof )/雅各/Kieslowski 

Krzysztof/Jacob Iren 

原子映像 DVD 987.83 4494-3 奇士勞斯基十年典藏套裝：白色情迷[DVD]/Three Colors: White 

奇士勞斯基(Kieslowski 

Krzysztof )/蝶兒/Kieslowski 

Krzysztof/Delpy Juli 

原子映像 DVD 987.83 4494-2 奇士勞斯基十年典藏套裝：藍色情挑[DVD]/Three Colors: Blue 

奇士勞斯基(Kieslowski 

Krzysztof )/畢諾西
/Kieslowski 

Krzysztof/Binoche 

原子映像 DVD 987.83 4494 馬達加斯加
2[DVD]/MADAGASCAR: 

ESCAPE 2 AFRICA 

達奈爾 影傑 DVD 987.83 3441:2 

007量子危機[DVD]/Quantum of 

solace 

福斯特/克雷格/Forester 

Marc/Craig Daniel 
影傑 DVD 987.83 3142-3 黑金企業[DVD]/There will be 

blood 

安德森/路易斯/Anderson 

Paul Thomas/Lewis Daniel 

Day 

影傑 DVD 987.83 3024 喜福會[DVD] 王穎 影傑 DVD 987.83 1021 大學生了沒？[DVD]/College 

Road Trip 

高寶/勞倫斯/Kumble 

Roger/Lawrence Martin 
影傑 DVD 987.83 0030 西嶼坪[DVD] 朱賢哲 寓言 DVD 987.81 2575-2 沿江而上[DVD] 張僑勇 智慧藏 DVD 987.81 1121 大探險家：北極[DVD] 勒米/Lemire Jean 智慧藏 DVD 778 4490 末期乳癌新希望[DVD] 百禾文化資訊 百禾文化資訊發行 DVD 410.8 1202 多發性硬化症[DVD] 百禾文化資訊 百禾文化資訊發行 DVD 410.8 1202 如何控制糖尿病[DVD] 百禾文化資訊 百禾文化資訊發行 DVD 410.8 1202 如何處理恐慌症[DVD] 百禾文化資訊 百禾文化資訊發行 DVD 410.8 1202 耳鼻喉科和視力矯正手術

[DVD] 
百禾文化資訊 百禾文化資訊發行 DVD 410.8 1202 學習的構造：知識[DVD] 百禾文化資訊 百禾文化資訊發行 DVD 170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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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閱覽組 

 

友友友友館同道館同道館同道館同道蒞臨蒞臨蒞臨蒞臨參訪【參訪【參訪【參訪【98年年年年 8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12月月月月 17日日日日】】】】 

8月間，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6位同道，由讀者服務組蔡淑娟組長率領，蒞臨本館

參訪。陳副館長接待參觀各樓層，並進行經驗交流，包括 RFID相關設施運用、推廣服

務等項目。來賓對本館設備精良、管理妥善、服務週全等特色，均十分讚揚。 

12月則有台南藝術大學圖書館林素幸館長，率領 2位組長蒞臨參觀，對館舍動線

規劃與空間分配，相當稱許。陳副館長在意見交換時並表示，藝術大學擁有豐富的專業

作品，期望加強雙方館際合作，辦理展覽等推廣活動，開拓圖書館的多元服務。 

 

2009年臺灣年臺灣年臺灣年臺灣 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教育訓練說明會管理成員館聯盟教育訓練說明會管理成員館聯盟教育訓練說明會管理成員館聯盟教育訓練說明會【【【【98年年年年 9月月月月 16日】日】日】日】 

本館於與文崗資訊公司合辦「2009年臺灣 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教育訓練說明會」

台南場，提供成員館會員相關資訊及使用技術指導，提升使用編目工具成效。當日包含

成功大學、台南大學、南台科大等友校同道代表及本館相關業務人員共 19人參與，由

文崗資訊陳玫吟副理及歐靜諳小姐聯合主講。透過實機演練課程，當場連線操作，更易

明瞭。與會同道並對會場之教育訓練室設備讚譽有加。 

 

「「「「崑山愛閱崑山愛閱崑山愛閱崑山愛閱 blog」」」」與讀書會系列活動與讀書會系列活動與讀書會系列活動與讀書會系列活動【【【【98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日日日日起起起起】】】】 

為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加強表達能力，自本學期

起，本館先行建置「崑山愛閱 blog」（網址：

http://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傳達主題閱讀各

項資訊；隨後與通識中心合作辦理「讀書會系列活

動」，不僅可活化館藏運用，亦期許塑造人本關懷的

氛圍。活動消息亦經 blog 及校內各宣傳管道公告，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瀏覽、回饋、參與。自 12月 2日

起，連續四個星期三均於館內舉辦讀書會活動，邀請

通識中心郭芬茹老師、劉邦治老師、陳雪玉老師、陳

玉惠老師，及公廣系鄭鼎寶老師擔任導讀。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刊 

 

本館殊榮本館殊榮本館殊榮本館殊榮：：：： 
 

  97 年 12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度會員大會假本館舉行，盛

況空前。今年 12月 13日的會員大會上，學會特別邀請國家圖書館顧

敏館長頒發「熱心服務獎」予本館閔蓉蓉館長及陳國泰副館長，獎勵

承辦的用心。全館同仁均共享此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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