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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學習如何學習

　　最新一期Cheers雜誌針對國內一千大企業做調
查，顯示企業對新鮮人的能力，首重「學習意願與可

塑性」，而非專業技能。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也曾

說，高等教育以傳授學生知識為宗旨是一種迷思，他

在工作上用到的知識中，由學校獲得者占不到百分之

一；因此，他強調學校應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好奇心與創新能力，並使學生養成

終身學習的習慣。可見未來的文盲，不再是不識字的人，而是沒有學會怎麼學習

的人。學會如何學習，才能終身學習，才獲持續成長。

　　圖書館提供課外、自主、終身學習環境的特性十分明顯，則在「教導學習」

這主題，正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圖書館員須經常辦活動、推廣閱讀，召

開讀書會、引發閱讀動機，讓讀者喜愛課外學習與自主閱讀；圖書館員須教導讀

者善用各類工具，在茫茫的data中，搜尋整理出符合需要的information，然後篩
選、分類、內化，成為可供決策參考與反覆運用的knowledge。
　　我們應期許自身永遠站在波前，比他人更早學習新科技、新工具，並充實新

知識。我們在「學習如何學習」後，一樣要持續擔任知識導航員，終身不懈。

　　配合學校服務學習與公民教育，最具熱忱的隊伍——「圖書館志

工」這學期正式成軍！能學習各種圖書館營運相關知識，實際參與圖

書協尋、校外高中職學生導覽、整架、資料建檔整理、拆箱點書等等

業務，訓練工作上的耐心與毅力，同時培養閱讀的興趣。目前已有23
名志工，為本館注入更多熱心與活力，期望能為圖書館的每一位讀者

帶來更好服務，陪著圖書館的成長更進一步！

　最具
熱忱的

圖書館
志工

全新成
軍——



優化全校課程地圖
及生涯規劃暨生活學習輔導

陳玥湄

　　本館執行100年度和101年度的教學卓越計
畫，旨在輔導學生了解自己及生涯進路，做好生

涯規劃，完成生涯學習計畫書，依規劃以正確的

態度過充實的大學生活，並應用ePortfolio的反思
功能與能力雷達圖，輔導學生完成相關能力的

培養，為潛在雇主於電子學習歷程上展示自

我，以協助就業工作之取得。本館為完成上述

目標，特別針對學生和教師舉辦不同的教育訓

練和研習。　　

　　學生面活動共舉辦五場，列舉如下：

「職場禮儀與態度演講」

　　青輔會針對大專青年就業力進行調查，發現企業雇主在挑選員工時，注重

的能力不外乎是穩定度、抗壓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合作能力、溝通能

力、可塑性，這些是企業主認為高等教育可以培養的就業能力。為加強學生的

職場能量，邀請Career就業情報與職涯學院職涯顧問許評詔老師，介紹職場應
具備的工作態度和精神，協助學生在踏出校園前瞭解職場對員工的期待，做為

進入職場的準備。

「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教育訓練」

　　UCAN是教育部為有效協助大專學生瞭解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所建置的就
業職能診斷平台，涵蓋了職能診斷、指導諮詢、就業能力培養的構想，可有效

協助大專校院的學生瞭解個人的職涯發展規劃，本平台透過自我診斷的方式，

讓使用者了解自我的能力缺口，進行職能補強的工作。

「職涯探索演講」

　　為協助學生建立職涯規劃的正確觀念，邀請青輔會產業與職涯校園講師韋

大裕老師，幫助學生瞭解自己的人格特質和未來可能的就業市場，希望縮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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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畢業後對於就業的徬徨和摸索，也儘量降低進入不適任行業的可能性，並提

高成功求職的機率。

「自傳與履歷寫作技巧」

　　踏出校園後，進入職場前，第一件事情就是投

履歷找工作，為了協助本校學生可以贏在第一步，

本館特別邀請Career職涯顧問許評詔老師介紹如何
撰寫自傳和履歷表，期望透過生動活潑的演講和互

動，讓學生在求職前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做最完善的

準備。

「寫一份自我行銷企畫案」

　　如何在廣大的就業市場中表達自己的優勢並推銷自我的能力是現代職場不

可不學的功夫，全國就業e網陳彥達老師為即將畢業的學生說明如何進行自我
行銷，透過第一份面試文件的撰寫，進而取得正式見面的機會，順利進入職場

工作，每一步都要做的踏實才有成功的可能。

教師面活動共舉辦六場，列舉如下：

「生涯反思量表研習」

　　生涯反思量表主要協助學生了解自己適合的職業，並將自己的專長和所學

結合，發掘職場的潛能。這套量表以人格特質、興趣、能力，及價值觀四面向

解剖學生特質，透過1,092道檢測程序，可以得到前三名屬性代碼，這三個代碼
分別有相應的特質和職務名稱，學生可從量表了解自己顯著的能力、興趣、能

力，與價值觀。

「正向情意與態度量表研習」

　　當代教育強調在歡愉、興趣和自信等正向情緒中進行學習，而正向情意與

態度量表正是本校陳嘉皇助理教授擔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時所設計的量表，透

過施測和分析，學生可以瞭解自己的正向情境特質，幫助自我導向正向態度，

追求人生的幸福。

「ePortfolio系統之學習歷程平台教育訓練」

　　本校在ePortfolio系統上開發學習歷程平台，授課教師可利用本系統上傳筆
記和作業，透過簡便的操作方式，可紀錄學生的學習資料和心得，這種做法不

但可以讓教師瞭解學生學習成效，也可協助教師配合學生程度調整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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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網路資源協助學生進行職涯規劃」

　　邀請中山大學副教務長劉孟奇教授介紹大專校

院就業職能平台、O*NET和教育部高高屏區域教
學資源中心職涯發展平台。希望透過演講幫助學生

養成自我評估和研究職業的能力，利用隨手可得的

網路資源輔導大一到大四的學生檢視自我能力和興

趣，瞭解職場需求，進而調整學習步調，於畢業之

際即能順利銜接工作世界。

「如何撰寫與修改生涯學習規劃書」

　　生涯學習規劃書可幫助學生定期檢視學習成果，本校設計的規劃書共分成

人格特質、興趣、能力、價值觀、經歷、既有成果、目標職業、培訓課程和活

動參與。學生在校期間依規劃調整修課方向或是加強軟性技能，照著自我的計

畫書設定學習目標，就能強化個人的競爭力。

「職涯性向測驗平台教育訓練」

　　無論學生遇到學業或是求職問題，導師永遠是輔導學生的第一線人員，透

過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的協助，導師可以經由施測結果調整能力指標、規劃

學習地圖和課程，並幫助學生探索自己的性向和職涯進路，進而培養能力及加

強求職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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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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祥副校長 《No My Way》等 70冊
應英系楊奇老師 《實用英文手冊》等 66冊
吳國瑛小姐 《液壓手冊》等 54冊
幼保系周梅雀老師 《好寮客家庄》等 32冊
企管系劉明芳老師 《行銷管理》等 25冊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 《消防法規》等 16冊
通識中心林麗紅老師 《飛機與直昇機》等 15冊
電通系王建仁老師 《Objective measures of speech quality》等 6冊
資管系葉俊吾老師 《統計學》等 5冊

工學院
《中華民國第二十屆燃燒與能源學術研討會大
會議程手冊與論文摘要集》等 2冊

企管系李再長老師 《組織理論與設計》等 2冊
應英系汪蘭卿小姐 《不生氣、要爭氣》等 2冊
董事長李士崇先生 《New York》 1冊
中國醫藥大學關超然教授《問題導向學習之理念、方法、實務與經驗》 1冊



驚艷府城風流在
──臺灣版印文物精選展

鄭景文

　　本館與通識教育中心「台南學」研究小組鑑於教育師生認識在地人文，強

化社區情感，特地策劃「驚豔台南工作坊」系列活動；除邀請出版史學、社區

營造、休憩環境等專業人員進行專題講座外，更專程向東海大學中文系教師兼

民俗文物學家楊永智先生，商借其珍藏，包括台南地區明清時期傳統版印精品

如木刻印版、製作工具、珍貴實品等60餘件，南運至本館展覽，讓全校師生與
社區民眾，能親自見證台南版印文化的昔日風華。
　　4月12日下午3點，於本館一樓大廳舉行「驚艷府城風流在──台灣版印文
物精選展」開幕儀式後，長達15天的展覽即於一、二樓開始；包括楊永智老師
本人、本校劉見成教務長、閔蓉蓉館長、林幼雀主任均出席儀式，李創辦人正
合先生隨後更親臨現場細細參觀。至26日展期結束，包括部份通識教育及系上
專業課程、由老師帶領前來參觀者，超過2,500人次欣賞了這批難得的珍品。

　　在從事傳統刻書出

版研究二十餘年間，楊

永智老師調查足跡遍及

大陸及台灣全島，對本

土文化保存與發揚充滿

熱情與理想。他說，先

民自福建、廣東等地遷

徙入臺時，社會形態、

教育文化、宗教信仰、

經濟結構和風俗習慣，

處處承襲原鄉的內涵與

形式；如「木版水印」

這項民俗巧藝也隨著移

民引進，在美麗島生根

茁壯。此次展品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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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開幕儀式後，楊永智老師（左四）與李創辦人
（左五）、閔館長（左六）等本校人員合影。



出自熟練的專業雕版師手筆，也有代表常民樸拙業餘風格的，在雕刻上產生巧

拙互見的多種面貌，體現常民美術與日常生活交融的活潑生命力，與傳統版畫

綿延傳承的歷歷軌跡。

　　配合12日當天開展，楊永智老師並於教學大樓第一階梯教室「驚豔台南工
作坊」講座主講「如數家珍話東寧──從版印文物看臺灣文化」。內容由陳述

台灣版畫歷史出發，至其本身多方努力習得木版水印、複製搨本等田野工作方

法，再到求訪舊拓紙本、文獻故物、原版木片等，有今日之豐富收藏。其間還

有些奇遇，如因緣際會能將永康市洲尾街的保寧宮正殿神龕

龍壁前巨大神符木雕版完整保存，頗堪回味，楊老師也與聽眾娓娓道來。而現

今海內外各學校、文化中心、展覽廳等，也常要求借展，他不吝供應各珍藏，

為的就是傳承台灣內涵與精神，保住文化根本，並向現代與後世人類重現歷史

傳統的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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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櫃台請您留意：
一、有關借用討論室與研究小間——

1. 討論室借閱人數最少5人，借閱時間2小時。不得續借。
2. 小間借閱所有人視同一人，其連續借閱與預約時段總和不得超過2小時。

3. 預約保留期限為15分鐘，逾時即取消該預約時段。
4. 讀者使用完畢後，請至流通櫃台辦理歸還。

二、自2011年4月11日起為改善流通效率與提升讀者服務品質，本館書後附件流
通方式由原先隔日取件改為立即取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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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

不論科技研究、產業創新經營或因應

全球化變局，有創新思維、創造力提

升及創意的實踐，對國人而言，皆是

挑戰變局與開創新局所需立即建設的

能力。現代腦科學研究已經證實，當

大腦神經連結綿密、迴路活化得深，

便能有效增加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的

創造力，在講求創新的現代社會，有

效瞭解大腦中「創造力的學習神經機

制」，無疑是邁向創意人生的關鍵元

素。現代人可以說是活在腦科學的時

代。

　　緣此，為充實民眾腦科學知識與

瞭解精神健康的內涵，培養腦力來面

對生活中各項事件與壓力，保持精神

健康活出優質生命，本校與行政院衛

生署嘉南療養院、精神健康基金會合

辦「腦的美麗境界」系列活動。包括5
月2日起至13日止，於本館進行為期兩
週的「腦科學教育巡迴展」，及2場大
型講座、2場電影賞析讀書會、6場影
片欣賞，與主題書展等。其中腦科學

展覽特別招募本校學生擔任導覽，內

容包括教育海報、互動展示機台、腦

部切片標本展出等，逾2,500人次參
觀。3日下午並舉行活動茶會，由蘇校
長炎坤博士主持，與嘉南療養院邱献

章院長、精神健康基金會胡海國董事

長共同觀展。

　　2場「精神健康教育專題講座」共

近600人參加，迴響熱烈。3日先由也
是醫師的胡董事長主講「善用壓力，

豐富自我」，教導大家認識精神健康

的要旨、早期發現可能的精神疾病，

腦的美麗境界
系列活動 沈美如

	 由上而下依序為：蘇炎坤校長、大
學部學生、樂齡學堂學員參觀「腦
科學教育巡迴展」。除全程由本校
志工學生導覽外，精神健康基金會
吳哲昌先生（為蘇校長導覽者）也
大力支援，詳細解說人腦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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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幸福人生；5日則由嘉南療養院顏
世卿主任醫師主講「心腦操練、堆疊

幸福」，將生澀的腦科學理論，轉化

為生活相關

的議題，

鼓勵大家

善用頭腦

追求精神

健康。	 

　　2場
「腦科學

電影賞析

讀書會」

邀請嘉南療養

院歐陽文貞醫師及

李冠瑩醫師，各於

4日、12日引領讀者觀賞劇情片「明日
的記憶」和「雨人」，隨後進行精闢

解說。共90餘人參加，現場提問相當
踴躍，時間控制欲罷不能。	 

　　搭配系列活動主題，還有包括「美

麗境界」、「時時刻刻」等6場討論精
神疾病之電影展，再於二樓閱覽區闢

設主題

書展迄

7月1日
止，供

本校師

生與校

外民眾

進一步

找尋符

合自身

需求的精

神養生之道。

　　在政府單位、

醫療單位、學校及民間團體攜手合作

下，「保養頭腦、免除煩惱」不應再

是宣傳口號。我們對活動進行時謹承

各單位協助，在此一併感謝。

	 	 	 嘉南療養院顏世卿醫師主講「心腦操
練、堆疊幸福」現場，聽眾雲集。

	 	 	 5月4日及12日之電影賞析讀書會，分別由嘉南療養院歐陽文貞醫師（左）、李
冠瑩醫師（右）擔任導讀與問題解析。電影欣賞完畢後，現場互動氣氛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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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緣由

　　圖書館必須有創新的服務推廣模

式，讓使用者喜愛並經常利用各類型

資料與各項服務，使得圖書館的資源

達到物盡其用的目的。而藉由成功的

案例經驗分享以期能夠

使得其他圖書館進行推

廣服務時有所參考與應

用。

活動內容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合作協會南部分區委員

會主委學校崑山科技大

學圖書館於100年5月18
日舉辦研討會，會中邀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郭副館長美

蘭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童主任敏惠蒞臨演講。郭副館長的講

題是「當展覽遇見圖書

館」，以郭副館

長經歷多任館

長，以及擔任校史

經營組組長的經

驗，向與會來賓分

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舉辦各類型展

覽的注意事項。郭副

館長認為，圖書館可以

藉由展覽吸引讀者走進圖書館、藉由

展覽讓讀者認識館藏設備、藉由展覽

推展圖書館的新服務、藉由展覽建立

各種新伙伴關係。而辦理展覽的流程

十要為：確定主題、撰寫計畫書、蒐

集資料與整理資料、召開籌備諮詢會

議、確認經費及展出形式與分工項

目、進行展場設計、活動宣傳、開

幕、展場管理、

撤展。最後郭副

館長以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圖書館

設置的校史展示

區、臺北高等學

校資料室及臺灣

南島語先行者李

壬癸院士特展進

行實例分享。

　　童主任的講題則是「寓教於樂：

推廣服務新嘗試」，內容除了先剖析

現代 人與電腦、網路的關

係之外，對於21世紀
圖書館服務趨勢亦有

許多見解。從Library 
Survey 2010: In-
sights from U.S. 
Academic Library 
Directors調查的
重要發現是，圖

書館應該

以支援教

學和學習為主要任務、94%認為圖書館
對培養大學生資訊素養技能是非常重

要的角色、館員應與教師密切合作以

知性樂園——圖書館的變與不變
研討會紀實 張芳菁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郭美蘭副館長

	 台灣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童敏惠主任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廿一期　　11

協助其課堂教學。而ARL推出的New 
Roles for New Times系列研究報告中亦
指出，圖書館應著重於協同參與教學

設計與課堂上的教學活動，以及以實

體或虛擬方式對社區提供繼續教育之

推廣活動等服務。童主任也展現多種

國外圖書館為了增進學生的資訊素養

而做的小遊戲，並將臺灣大學圖書館

近幾年為大一新鮮人進行的圖書館探

索、圖書館營隊等等相關內容為實例

進行分享。另一方面，為切合「公務

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臺大圖書

館利用JoinNet視訊軟體建置「職員線
上英語進修班」的課程，職員可利用

任何時間或任何地點隨時觀看學習。

　　兩位講者勉勵與會來賓，圖書館

的使用者與需求不斷改變，同道們須

保持對環境改變的敏感度，服務內容

不可自我設限，要有無窮的想像和彈

性，勇於接受挑戰，並用行動力來實

現夢想。本次研討會歷時約四個小

時，與會來賓均感滿載而歸。

	 演講由本館陳國泰副館長任引言人

	 會場報到、研討與茶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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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電子書
試辦計畫

視訊組

　　依行政院研商「數位出版產業推

動問題與因應對策」會議決議，本館

辦理教育部電子書計畫，向業界購買

電子書暨電子書閱讀器進行試辦、充

實電子書內容、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

推廣研習活動。面對閱讀方式的急遽

變化，人民的資訊素養都待提升，雖

然圖書館多年來致力於推動數位閱

讀，但面臨如此大的環境改變，教導

民眾使用數位載具和相關行動設備已

是當務之急。接著，將從理念散播、

架設網站與整理公開取用電子書、培

育種子人員、推廣、體驗、借用等六

大層面來說明本計畫執行成效。

　　理念散播：為推廣一般民眾的資

訊素養、數位素養及閱讀素養，於99
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配合海報及文
宣，分別前往新市區、善化區、仁德

區圖書館，舉辦9場電子書數位閱讀推
廣體驗會，由本館提供電子書和閱讀

器，讓民眾體驗新式數位閱讀發展，

並教導民眾使用數位載具、行動設備

及如何閱讀電子媒介。 

　　架設網站與整理公開取用電子

書：為充實電子書的種類和數量，持

續蒐集免費及公開取用的電子書，積

極架設「數位閱讀網」和「愛閱電子

資源網」推廣網站，目前數位閱讀網

的免費電子書數量為2,651冊，愛閱電
子資源網為2,401冊。
培育種子人員：種子人員的培育分

為圖書館志工和館員2個部份，志工主
要負責輪值圖書館1樓的數位閱讀體驗
區，介紹本館讀者認識電子書和電子

書閱讀器，而面對讀者的第一線服務

館員則接受電子書教育訓練，深入瞭

解電子書推行三元素（平台，內容，

電子書閱讀器）的技術和應用範圍。

推廣：因數位閱讀風氣正開始萌

芽，本館在所有前置作業完成後，將

開始製作海報發送鄉鎮圖書館，教育

民眾電子書發展歷史、圖書館相關平

台、行動播放器和雲端技術的知識。

體驗：為加強民眾對於電子書使用

能力及經驗的提升，於本館一樓之數

位閱讀體驗區，搭配義工導覽推廣電

子書和電子書閱讀器，並以海報解說

電子書之理論、技術和應用層面。

借用：為讓更多人瞭解電子書閱讀

器的便利，本館特別訂定借用辦法，

提供電子書閱讀器借用，期望藉此養

成讀者使用E化資源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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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送機會．愛送偏鄉
活動紀實

郭淑華

　　教育部於近年來推動「縮短數位

落差計畫」，希望藉由推動網路數位

科技，讓地方民眾獲得各項資訊，提

升專業知識，進而帶動鄉村地區發

展。目前已設立有160所數位機會中
心，而本校承辦教育部「99年台南市
數位機會中心輔導計畫」案執行輔導

工作，輔導教育部指定之台南市十八

個數位機會中心據點，但到了各地區

數位中心後發覺，資訊硬體設備上已

逐步充實，但因經費資源有限，軟體

圖書資源相當匱乏，故發起「書送機

會‧愛送偏鄉」二手圖書捐贈活動，

讓數位機會中心做縮短城鄉數位落差

的先鋒，以平衡區域、群體與組織之

間的差距。

　　本活動由圖書資訊館負責擔任連

繫、收發窗口，以電腦用書、電腦工

具書、童書或兒童讀物為原則，向全

國大專院校暨公立機關招募汰換之二

手圖書，並將募得圖書加以整理上架

後建檔，以方便需求單位精確媒合所

需資料，貼上流水編號，以期達到更

具效益的作業方式。為求讓活動能順

利進行，本館派出訓練有素的志工們

前來協助幫忙，從拆箱、上架、整

理、貼流水號到建檔，毫不馬虎，雖

然辛苦但表示能夠幫忙如此有意義的

活動，非常值得！

　　藉由報紙、廣播、網站等宣傳方

式，大到團體單位、小至個人，匯集

來自各地的愛心，截至目前，已募得

圖書逾兩萬五千餘冊，感謝各單位與

個人之熱心支持，期望此活動不僅能

縮短城鄉落差，希望更進一步鼓勵大

家以實際行動參與公益活動，展現對

偏鄉學童的關懷。

　　本館很榮幸能參與此計畫進行並

投入支持力量，相信將資源提供給更

需要的地區，且一直持續下去，就可

能挹注更多資源，無形中帶去更多機

會。預計6月舉辦記者會正式公告募書
成果，其後藉由網路平台，讓所需單

位公平挑選圖書，再整理裝箱後送

出；並於活動後製作感謝狀，銘謝各

捐書單位之熱心公益。



「自學英文有撇步」讀書會

　　英語作為世界溝通、全球接軌的

語言，是學生求學、就業時皆須養成

的能力，以增進競爭優勢。本館有鑑

於此，結合教學卓越計畫，於今年3
月16日，邀請台南市社區大學講師戴
雅玲老師前來，主講「自學英文有撇

步──學好英文，靠自己也可以」，

提供傳統英語教學教法以外的視角，

藉導讀與介紹各類學習法，協助學生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學英語方式，培養

終身學習的能力。

　　戴老師以自身十五年英語學習歷

程為例，強調自我督促學習的毅力、

用對自學方法，才是有效拉高英語程

度的關鍵。她殷殷期勉參與的同學：

「語言學習可以辛苦，但不能也不必

痛苦；應該培養出真正的語言實力，

而不僅是考試的解題力」。隨後介紹

十餘本深

入淺出的

英語自學

書籍並進

行部分導

讀，提示

讀者找出

適合自己

的學習階段，依聽、讀、說、寫順

序，不可躁進或滿足現狀。此外，

充分利用週邊媒體，包括圖書館資

源等經濟有效的方式，她認為是最

適合現階段大學生掌握學習的。兩小

時內，50位同學提問、互動十分熱
烈，欲罷不能，又延長約30分鐘才結
束，咸認獲益良多。這次讀書會在教

學相長的氣氛下，還配合會後在二樓

閱覽區近一個月的主題圖書展示，提

供各類活用文法與實用教材予讀者參

考，相信更能促進學習效果的展現與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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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讀
書會之訊

息與紀錄
，皆收錄

於【線上
讀書會】

網頁中，
歡迎進

入點閱。
連結網址

如下：h
ttp://

ksulibre
ading.pi

xnet.net
/blog

	 

讀書會
互動熱
絡。戴
老師並
親切與
同仁合
影。

	 戴雅婷老師認為自學英語時，較
適宜使用生活化的教材。

閱覽組



文學不老愛荷華：現代中文小說月系列活動

　　配合國家圖書館「『文學不老愛

荷華』現代中文小說月系列活動」，

圖書資訊館於100年4月18日至6月23日
亦推出一系列相關活動，推廣讀者認

識、閱讀當代臺灣小說作家，提升閱

讀風氣，享受文學情趣。

　　本館系列活動主要分為三大部

份，包括書展、讀書會、影展：

1.愛荷華臺灣作家小說作品展：於本

館一、二樓設置主題書展區，陳列

當代台灣小說作家（以曾駐訪愛荷

華作家為主）作品或相關論著，提

供讀者閱覽，領略文學不老的魅

力。

2.舉辦文

學盛宴

讀書

會：時

間定於

6月1日
於圖書

資訊館

7樓團
體放映

室舉

行，邀

請到通

識中心陳雪玉老師主講、導讀。主

題為「笑中帶淚的台灣鄉土小說：

70年代鄉土小說導讀」。讓參與的

讀者對孕育當代臺灣作家的環境，

與文學表述的歷程，能夠有更深的

認識。

3.當代台灣作家作品之電影欣賞會：

共計六場，於5月30日至6月13日的
週一、

三、五中

午12時，
在本館7
樓團體放

映室放

映，使讀

者不僅能

由文字上

認識作家

與文學，

也從媒體

具象的闡

述與改作來認識她們。

　　目前舉行中的書展頗受讀者好

評，接下來讀書會及影展活動也將陸

續展開。本館期待透過主題書展、讀

書會、電影欣賞等活動一系列活動的

搭配下，能強化圖書館和讀者間的交

流，有效培養讀者的文學與資訊素

養，提升閱讀風氣。並且推薦讀者認

識當代臺灣小說作家及作品，瞭解現

今文學環境的形成，進而思考如何增

進我們的文化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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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不老愛荷華』文學
盛宴讀書會活動

『文學不老愛荷華』現
代中文小說月系列活動

採編組



2011公視假日電影院巡迴影展

　　公共電視為帶給全國觀眾最美、最善、最真、最精彩的影像創作，舉辦

「2011公視假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並號召本館參與協辦。
　　本館活動期間在今年5月16日至27日之週一、週三、週五中午12點，於七
樓團體放映室播放影片，共6場次。放映影片包括「我的爸爸是流氓」、「再
見全壘打」、「尋鬼記」、「山上的理髮師」、「九歲那年」、「蟹足」等，

皆為精采佳作。同時感謝師生們的熱情參與，使活動能圓滿落幕。

   

教育訓練成果

專題班級電子資源

教育訓練活動：

　　本學期初，圖書

館舉辦以班級參與方

式的電子資源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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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廣電

子資源服務；課後並

進行測驗及成績彙

整。活動至3月底告

一段落，共計1,030人參加。電子資源利用講習之安排
班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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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電子系四技三A班 光電系四技三A班 財金系四技三B班

電子系四技三B班 不動產系四技三A班 應英系四技三A班

電機系四技三A班 不動產系四技三B班 應英系四技三B班

電機系四技三B班 會資系四技三A班 資管系四技三A班

電機系四技三C班 會資系四技三B班 資管系四技三B班

機械系四技三A班 幼保系四技三A班 資工系四技三A班

機械系四技三B班 幼保系四技三B班 資工系四技三B班

機械系四技三C班 國貿系四技三A班 資傳系四技三A班

機械系四技三D班 國貿系四技三B班 電通系四技三A班

高分子材料系四技三A班 財金系四技三A班 電通系四技三B班

採編組

參考組



大學部畢業專題成果上傳教育訓練：

　　為全面收集本校大學部畢業生的專題製作成果，已收錄電子檔案數年；為

協助學生明瞭上傳方式與步驟，99學年度第一、二學期各舉辦五場學生專題上
傳說明會。第一學期於99年12月6日至10日
辦理，共計144人次參與；第二學期則於
100年4月11日至15日辦理，共計152人次
參與。

學位論文上傳教育訓練：

　　為協助即將畢業之博碩士生對於論

文上傳程序的瞭解，於100年4月
18至22日舉辦「學位論文系統」
教育訓練，說明論文上傳程序與注

意事項，共計38人次參與。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系列：

　　本學期陸續舉辦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Web of Science
(WOS)、SpringerLink、ScienceDirect 
Online(SDOL)、Engineering Village(EV)等數種資料庫教育訓練，期藉此教育訓
練活動，增進師生們對該資料庫之認識，發揮使用效益。

期刊目次分享平台與資料庫推薦訊息

　　目前有16所學校參與此平台運作，提供約1,000種期刊目次，以西文期刊為
主，並有少數中文期刊，以合作互惠方式進行期刊目次掃瞄與上傳。對目次資

訊有需求的讀者，可利用RSS方式進行網路訂閱。截至5月19日止，該平台已收
錄6,131篇期刊目次。詳情請參閱網址：http://ccs.lib.ksu.edu.tw/CCS/。
　　最新引進的「SPI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Digital 
Library」資料庫，涵蓋學科主題包含航太學、遙感、天文學、自動化、檢查、
產品工程、生醫光學、通訊和光纖、電子影像、顯示與醫學影像、鐳射與應

用、微電子學、光電子學、微機電、光電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光電科學和工

程、信號及影像處理等，歡迎讀者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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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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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昨日書 馬世芳 新經典圖文傳播

出版

855 7144:2-2

柬埔寨 閔楠/Lonely Planet特約作者
群

聯經 738.49 9963

柯德失竊記 巴利葉特/汪芸/赫奎斯特/
Balliett, Blue,/Helquist, Brett

天下遠見出版 874.59 7242

查查與波波 唐納森/郭恩惠/斯麥/
Donaldson, Julia/Smy, Pam

天下遠見出版 873.59 0024-3

查理的生與死 薛伍德/林以舜/Sherwood Ben 高寶國際出版 873.57 4422:2

毒猿，新宿鮫II 大澤在昌/詹慕如 皇冠 861.57 4346-4

流光中的小確幸 霜子 商周、城邦文化

出版

857.7 1017-9

派對低調 王信智 二魚文化 427.07 1028

洶湧的浪濤 葛蕾/邱瑞鑾/Gallay Claudie 商周出版 876.57 4444
玲玲的畫像 蔡文甫 九歌 857.63 4405-7 2011
珍藏臺灣：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館藏選要圖錄

石文誠 臺灣史博館 069.9733 1000 2010

玳瑁髮夾 琦君/黃淑英 格林文化出版 855 1417-6
食記百味 吉本芭娜娜/陳寶蓮 時報文化 861.67 4544
首爾韓國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 采葒 732.7609 4650 2011
香港 孫啟元 郭良蕙新事業 673.869 1231 2012
乘願而來、隨緣而去 吳光遠/葉舟 智慧大學 225.87 2693

借用創意：你最快出人頭

地

墨瑞/林麗冠/Murray David 大是 494.1 6012

倒退的年代:跟著大師艾
可看世界

艾可/翁德明/Eco Umberto 皇冠 877.6 4410-2

倫理的腦 迦薩尼迦/吳建昌/Gazzaniga, 
Michael S

原水文化出版 197.1 3473

倫敦地鐵自由旅行精品書 楊春龍 采葒發行 741.719 4650 2010-
2011

冥王星：靈魂的演化之旅 格林/韓沁林/Green Jeff 積木文化出版 292.22 4744

圖書資料

採編組新到館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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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媒體

資料名稱 作者或演出者 出版者 索書號

50年後的世界 宇勗企業 宇勗總代理 DVD 541.49 3683

609猛鬼附身 西巴帕/慕瑞/Sippapak Yuthlert/Maurer 
Mario

天馬行空數位 DVD 987.83 1074

609猛鬼終結者 西巴帕/慕瑞/Sippapak Yuthlert/Maurer 
Mario

天馬行空數位 DVD 987.83 1074-2

6號出口 林育賢/彭于晏/阮經天/劉荷娜 天馬行空數位 DVD 987.83 4407-2

GOTH斷掌事件 高橋玄/本鄉奏多/高梨臨/松尾敏申 嘉勳實業 DVD 987.83 0040

Hero電影版 鈴木雅之/木村拓哉/松隆子/李秉憲 天馬行空 DVD 987.83 8473

L:最終的23日 中田秀夫/松山健一/福田麻由子/
南原清隆

天空傳媒 DVD 987.83 5625

一頁台北 陳駿霖/姚淳耀/郭采潔/張孝全 天馬行空 DVD 987.83 7571

阿凡達/Avatar 柯麥隆/薇佛/Cameron James/Weaver 
Sigourney

得利 DVD 987.83 4147

雨人/Rain man 李文森/克魯斯/霍夫曼/Levinson 
Barry/Cruise Tom

影傑 DVD 987.83 4004

建築大師在中國 王越/李冬梅/楊冬江 宇勗總代理 DVD 922 1043

星期六的地圖 希爾瓦-布加拉/Brook Silva-Braga 蔣見美教授文

教基金會

(CNEX)

DVD 987.81 3632-14

為愛朗讀/The 
reader

戴爾卓/范恩斯/溫絲蕾/Daldry 
Stephen/Fiennes Ralph

采昌國際 DVD 987.83 4312

相棒：鑑識—米澤
守事件簿

長谷部安春/六角精兒/萩原聖人/
市川染五郎

嘉勳實業 DVD 987.83 7803

穿條紋衣的男孩/
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赫曼/休里斯/Thewli David/Herman 
Mark

影傑 DVD 987.83 4426:3

轉轉 三目聰/小田切讓/三浦友和 昇龍數位 DVD 987.83 1061

美味關係/Julie & 
Julia

伊佛朗/亞當斯/史翠普/Ephron, Nora/
Adams, Amy

得寶影片 DVD 987.83 2723

被遺忘的時光 楊力州 天馬行空 DVD 987.81 4643-2

新到館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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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通識課程教與學成果展於本館舉行 【100年1月3日至8日】
　　為使師生更加瞭解通識課程於大學教育的重要性，促進教與學的觀摩，通

識教育中心特與本館合作，於1月3日至8日，假一樓大廳舉辦期末「通識課程
教與學成果展」；包括核心課程如國文、英文、憲法、職涯、歷史等，及部份

分類通識課目，精選學生報告或課程作品200餘件展示。觀覽人次逾500人，頗
受好評。

「當資科院遇到圖書館」競賽進行中 【100年3月1日起】
　　本校資訊科技學院為鼓勵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於3月1日起，偕本館辦理
「當資科院遇到圖書館」活動，為期一學期（至7月31日止）;參加對象包括該
學院所有學制在學學生，項目有徵文比賽、借書率競賽、多媒體競賽、集點卡

摸彩等，獎品十分豐富引人。特別是集點卡摸彩活動，期望同學全程參與，能

更認識本館的服務；例如，若要取得專人參考諮詢的集點認證，必須以抽籤方

式回答圖書館所準備的問題，答對才可蓋集點章，有趣又知性。而借書率競賽

分成個人組和團體組，鼓勵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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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前消息：臺灣鄉土小說讀書會

　　本館於6月1日（星期三）下午2時至4時，在
七樓團體放映室舉行讀書會，邀請通識中心陳雪

玉老師主講。主題為「笑中帶淚的臺灣鄉土小

說：70年代鄉土小說導讀」。透過介紹當代臺灣
小說作家及作品，推廣閱讀跨國鄉愁與臺灣文學

運動的歷程，瞭解本土文學之美。歡迎有興趣的

讀者踴躍參加。

閱覽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