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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圖書館員的社會責任

　　適逢總統與立委大選期間，和幾位剛具有投票權

的「首投族」學生聊天，很驚訝地發現，年輕人對選

舉十分冷漠；一些人認為事不關己，一些人認為沒有

符合自己理想的候選人。曾國藩曾說過：「風俗之厚

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向。」總統、立法委員等職務

所提出與執行的政策，對國民未來四年生活影響至鉅，焉能缺乏青年意見參與？

　　總聽到大家埋怨現在的學生沒禮貌，這行為不好，那行為不好，然而在家

庭、在課堂上，若只重視專業知識的學習，不注重生活的步驟細節和一些人生大

道理，卻來要求他們自然知曉應對進退，是不是有點過份？其實道德素養的重要

性，並不亞於專業能力的培養。我常和同事開玩笑，說學生沒禮貌，是沒有人教

過他，不要只怪學生不會，因為「大學以為高中教過，高中以為國中教過，國中

以為小學教過」，事實恐怕是大家都沒教，他當然不會。

　　言歸正傳。當下，老師上課連做人做事的道理都不說，對有關政治的事更是

諱莫如深；大學生是國家將來的中堅份子，必須教育其瞭解做為知識份子的社會

責任。一定要告訴他們：政治是眾人之事，若果冷漠，政治將永不得改善；即使

候選人都不夠好，我們積極參與，總能淘汰掉一些最不適任的。

　　我輩忝為讀書人，又在學校擔任作育英才的事，理當負起職責，提升學生的

公民素養，必不讓國家向下沈淪。每位圖書館員能在選書、辦理讀書會、推廣活

動時，都往這方面正向思考，讓學生浸沈其中，必能有所裨益。

流通櫃台請您留意：

讀者須憑有效證件入館——

‧．讀者入館應持本校或本館核發之有效證件。不得使用他人證件入館！

‧．未持本校或本館核發有效證件之校外人士，憑身分證換取臨時閱覽證入館，並

於登記簿上填寫基本資料。

書後附件流通可以立即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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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改為立即取件服務。請讀者於WebPAC系統查詢圖書時，寫下該書之書後附

件登錄號（如M0012513），交予櫃台服務人員，以利辦理借出。WebPAC系統

查詢畫面有兩個步驟供您參考…⋯…⋯（文轉第8頁）



慶祝建國百年
「民主政治與公民素養」辯論競賽

郭淑華

　　為慶祝建國百年，暨國父　孫中山先生125週年誕辰紀念，本館特別與通

識教育中心合作，舉辦「民主政治與公民素養」辯論競賽，期發揚國父所宣揚

的民主精神、拓展師生的公民社會視野。活動經費全額由國父的孫女孫穗芳博

士、孫逸仙和平教育基金會贊助；本校相關參與老師亦秉持國父推展的

服務精神，分毫不取，協助佈置及擔任評審（如上

圖）職務，經費全額都成為高額獎金和工讀生必要

費用，確實達到贊助經費落實予學生的目標。

　　在宣傳工作上，於校內網站公告活動訊息、製作

實體海報張貼，歡迎學生自由組隊上網頁報名，12月
7日中午截止後，在本館大廳公開抽籤，確立初賽的

順序與辯論題目。各種賽題如「我國應將老農津貼納

入國民年金體制」、「人口數量決定國家競爭力」

等，不但切中當前社會現象，也強調國父當年民主理

想的旨趣。為求周延，15日另召開說明會，敦請通識

教育中心林幼雀主任與吳漢老師，為大家講解比賽

規則，並與參賽各隊伍討論活動相關事宜。

　　21日早上十時，學校為表重視，特於國際會議

廳先行開幕儀式，蘇校長炎坤博士親臨致詞並為競賽

辯士加油打氣，場面熱鬧溫馨。隨後移師宴會廳及第

一會議室兩場地同時進行，依循奧瑞岡式辯論規

則，採評分高低淘汰賽以選出優勝隊伍。各位辯士

躍躍欲試，雖也有臨時怯場缺席的，但絲毫不減其

他隊伍的激辯風采與氣勢。

　　初賽優勝隊伍為第2隊、第3隊、第5隊及第8隊，

中午才抽複賽題目，考驗辯士的臨場能力；下午二時

複賽，到下午三時半，終於由第二隊與第五隊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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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由蘇校長開幕。

	 辯論競賽攻防實況。

	 15日之賽前說明會。



進入決賽。各場均有三位評審、三位工讀生協助流程進行，過程精彩刺激。決

賽約一小時左右結束，評審們依據評分表審慎討論後，得出比賽結果：

團體獎：第一名第2隊（吳傳鈞、李佳琪、湯婷閔），獎金8,000元；第二名第5
隊（范承志、林彥志、陳威任），獎金5,000元；第三名第8隊（施秉

辰、施金翰、劉宜驊），獎金3,000元。

個人獎：第一名吳傳鈞，獎金3,000元；第二名林彥志，獎金2,000元；第三名

許凱鈞，獎金1,000元。最佳風度

獎：施金翰，獎金1,000元。

　　28日於圖書委員會舉辦頒獎典禮，蘇校

長仍親臨頒發各項獎狀與獎金，與得獎人員

合照留念。整體而言，儘管這是本館首次舉

辦辯論賽，仍屬圓滿成功，尤其重視比賽的

公平性，從抽籤、評分到決選主審方式，都

儘可能公開，可受公評。相信這也符合孫博

士所期許，讓我校師生透過這樣的活動，

加強瞭解當前法治制度與社會現況，開闊

眼界，油然而生對國家社會之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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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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琪老師 《黑白村莊》等 472冊
企管系呂德財主任 《身心安頓》等 62冊
秘書室 《青春設計節》等 50冊
幼保系謝斐敦主任 《行政法》等 48冊
會資系蘇美珍小姐 《成本會計學》等 37冊
王大同先生 《不生病之真法》等 35冊
聖開導師紀念文教基金會 《學佛疑釋》等 26冊
財金系謝企榮老師 《電腦軟體應用》等 15冊
通識中心林麗紅老師 《C++程式設計語言》等 14冊
校友張韶真小姐 《英文語法搞清楚》等 12冊
通識中心戴伶娟老師 《中國思想史》等 11冊
資管系柯文長老師 《微積分》等 10冊
幼保系賈璟祺老師 《安全使用RV486》等 9冊
視傳系許華宜老師 《完美流行設計》等 8冊
通識中心呂沄語老師 《我的語言夢》等 8冊
電通系王建仁老師 《網路協定》等 5冊
視傳系高慈偵同學 《數位繪畫認證教材》等 4冊
清海無上師世界會 《和平曙光》等 3冊
通識中心張念誠老師 著作《再生、繁衍、演化──植物系列》等 2冊
機械系戴政雲同學 《圖解電池入門》 1冊

	 比賽結果由吳傳鈞同學（左
二）所屬的第2隊奪得團體獎
及個人獎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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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國際觀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目

標之一，要達成它，有許多方法，而

由具國際觀與世界經驗的人士，將自

身經驗與人格特質、思維分享給參與

者，比在課堂上單純闡述國際觀的重

要性，要來得更深刻。

　　於是本館與國際事務處合作，特

別邀請甫獲100年電視金鐘獎行腳節目

主持人獎的謝怡芬 (Janet) 小姐，來擔

任這位靈魂人物，主講「行腳風．世

界情．風情萬種」，果然引起轟動，

當日吸引700餘師生前來聆聽。

　　演講前先由資傳系同學表演一段

舞蹈，炒熱現場氣氛。再由國際事務

處衛祖賞國

際長致詞，

資傳系張世

熙主任則代

表贈送特製

Q版公仔、

2012年月曆

等，然後主

講人Janet開
始她的熱情

講演。

　　對Janet
而言，世界就是大型遊樂場，而生命

是美妙的，當你/妳保持熱情、具備自

信且學會面對責任，當下做的決定有

可能便拓展了另一人生的可能。若有

機會到世界各地旅遊生活不失為拓展

生活的好方式，當然語言是重要的工

具，精通中、英、台、法、西等多國

語言的她建議，想要學習不同的的語

言，最好方法就是將自己放在異國環

境中，並與當地人相處聊天，便能快

速融入當地的文化及生活習慣。

　　旅行超過40個國家，Janet笑稱身

上流著阿嬤熱情的血液，16歲時想效

法阿嬤的精神到非洲為流浪狗施打狂

犬病疫苗，而擔任義工須自籌旅費，

Janet便親手製作餅乾販售，還和朋友

發起免費洗車樂捐，打動許多車主，

迅速籌足旅費，抵達厄瓜多當義工。

　　她認為「人只能活一次，如果活

得對，即便

只有一次也

就足夠

了！」相當

樂於活在當

下，想要做

某件事情，

就投入全部

的心力及專

注把事情做

到最好。

Janet鼓勵在

場學生勇於挑戰、嘗試自己想要做的

事情，不要因膽怯而低估自己，清楚

自身的能力審慎評估，保持人生的彈

性，世界便是你/妳的！

　　Janet推薦印度最適合背包客，因

行腳風．世界情．風情萬種
——Janet演講紀實 張芳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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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印度集合所有極端、有趣、豐富的

經驗；她同時以「瘋台灣」的主持經

驗特別推薦蘭嶼，但她提醒大家旅遊

不只是拍照留念，無論是不起眼的小

攤販老闆、紀念品小店、當地導遊

等，只有切身接觸並尊重當地的人們

的生活，才是認識文化與傳統的絕佳

方式。

　　豐富的表情、活潑的肢體動作及

有趣的說話方式，讓許多聆講師生向

我們反應，要多舉辦類似的專題演

講，對學生的啟發真的很棒！演講結

束後舉行簽書會，讀者大排長龍，期

待透過她的著作與文字，激發心中小

小的熱情與夢想。

Janet	 演講後與聽眾合影（最上）。

前來聽講師生超過700人，幾無虛席
（上）。

資訊傳播系學生特別為歡迎	 Janet	 
苦練熱舞開場（左）。



台南學學術研討會與展覽報導
　──藝術與社區空間的對話

邱憶廷

　　本館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與通識教育中心合作，於10月28日辦理台南學學

術研討會，以主題「藝術與社區空間的對話」，邀請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

董事陳信安老師、鹽光文教基金會梁佳美研究員，及本校蕭紋娉、潘大謙、郭

一勤老師等主談；透過藝術介入空間的交流，讓藝術在農漁村巧妙與民眾生活

貼近、融合。後續於12月7日至22日舉辦「台南市七股區藝術介入空間計畫」

展覽，讓來館讀者也能欣賞舊社區如何經過行動藝術改造，再現風華的奧義。

　　研討會當日參與師生超過100人，由創媒學院黃雅玲院長致詞揭開序幕，

第一場專題講座即由陳信安老師講演「走讀台南空間建築的歷史與藝術」。在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任教的陳老師，於建築領域學有專精，透過他準備的影像畫

面，引領大家欣賞時空交錯中，

台南在地呈現出來的美感與特

色。第二場次則由梁佳美老師

講演「話說從頭：從一個社造

案到藝術空間介入案的轉

變」，使大家了解藝術在介入

空間時，需如何兼顧多方取捨

智慧。最後一場是由本校蕭

紋娉、潘大謙、郭一勤老師

共同講演「藝術與空間對

話：再現桶更寮與鹽埕新印

記」，會中介紹其參與台南

龍山社區桶更寮與鹽埕村計畫的實

作經驗和成果，展現老社區如何藉

著現代藝術與傳統地方精神結合，

而重現生命力。研討會最高潮自然是與會學者的綜合座談，同在場師生激盪出

許多珍貴意見與交流火花，堪稱為古都光華復興結下堅定的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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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學學術研討會「藝術與社區空間
的對話」閉幕時出席教師合影。



　　12月的展覽則與優質通識課程成果發表展，齊在本館一樓大廳舉辦。這一

展覽分為「再現桶更寮」及「鹽埕新印記」兩部份，參觀讀者每日絡繹不絕。

　　網羅了包括本校視傳系及空設系優秀教師，以早期漁村「桶更寮」為主題

打造環村藝術廊道、六座代表不同意象的作品，結合蚵殼的休憩設施及原始漁

村的壁畫，將週邊環境景觀和空間功能完美統整，並構築出龍山濱海地區生活

藝術村，重現昔日漁村風光。展出內容包括「尋守」、「體驗」、「花草」，

「溫故」、「水上」等作品。

　　「鹽埕新印記」這部份來自推動七股區鹽埕里的「藝術介入空間」計畫，

及「慢流&慢留：一段關於鹽田水道記憶的旅程」計畫，主要讓藝術作品與觀

光景點、公共場合融合，為社區空間注入文化創意，活化空間地景，吸引遊客

目光，重現昔日熱絡的漁鄉風情。作品包

括呈現漁村、鹽村人文景觀特色的實作、

海報，及「舊家具新創生」、「稻草人」

模型實作等，都十分吸引讀者的目光。

　　大學圖

書館

資源

也是與

在地文

化一起成長的。我們希望藉著有關研討會與

展覽，讓師生平心省視台南地區的發達軌

跡，重新喚醒對土地、環境、鄉情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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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櫃台請您留意：

　（文承第2

頁）WebPAC	 

系統查詢畫面

請參閱以下兩

個圖示步驟：

圖一：WebPAC系統登錄號欄中輸入圖
書登錄號，如KS239198

圖二：寫下該書之書後附件登錄號，

如M00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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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涯規劃
系列活動

陳玥湄

　　本館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旨在

優化全校課程地圖及生涯規劃暨生活與

學習輔導，幫助學生瞭解個人成長歷程，關切大學生涯與職業生活的

關係，優化課程地圖。遂於本學期辦理下列相關活動。

職涯探索之生涯反思量表推廣

　　為協助本校學生認識自我，於電子學習歷程系統增設生涯反思量表，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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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透過研習讓教師瞭解量表精神，鼓勵本校學生進行施測。

課程地圖導入研習

　　課程地圖是以成果導向的觀念來規劃課程，引導學生認識未來升學與就業

的發展方向，透過課程地圖的協助，學生可瞭解系所開設課程和未來就業市場

的關連性，讓學生即早展開生涯規劃，提昇學習成效和能量，幫助學生發展自

我，而課程地圖導入研習是第一階段活動，主要教授核心能力的概念。

課程地圖之基本素養導入研習

　　課程地圖的能力指標分為核心能力和基本素養，第二階段的活動著重於介

紹基本素養的概念和開設課程的對應方式，原則上，基本素養能力的取得以通

識課程為主，但專業課程亦需要融入態度面的培養，讓學生可以均衡發展。

課程地圖核驗研習

　　旭聯科技講師為參與活動的教師詳細介紹如何檢驗設計的課程地圖是否合

適，以及進一步修正的方法，課程地圖系列研習從基本觀念引導、表格導入到

最後的核驗，每一場都讓參與的教師和助理受益良多。

課程地圖活動編碼研習

　　除了教學單位外，行政單位也會為學生舉辦活動，本研習召集行政單位，

透過討論的方式瞭解活動類型，建立活動項目，並依照本館所制訂的活動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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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於每學年初規劃當年的活動編碼，提供教學單位將資料匯入課程地圖系

統，完整紀錄學生就學期間所有參與的活動。

諮詢網教育訓練

　　本校與青輔會合作舉辦生涯發展輔導師(CDF)訓練，訓練有意願的老師成

為CDF，未來學生全面職涯發展測評後，研究發展處和學生輔導中心可透過具

CDF資格的教師，經由本館建置之諮詢網進行團體諮詢或網路線上諮詢。

評測網教育訓練

　　傳統評量方法不外乎是透過紙筆測驗，讓學生在紙本試題寫答案，教師再

回收考卷評改分數，這需要耗費很多時間，也會造成不必要的紙張浪費。為了

協助本校教師減少工作負擔，遂引進評測網系統，教師可於課後設計評量題

目，利用線上系統評量學生學習成果，未來亦將提供校、院系會考功能。

電子學習歷程種子新生教育訓練

　　電子學習歷程是一種e化學習

檔案，透過系統有計畫地收集學

生在校的成果作品、學習心得及

過程，可幫助學生瞭解學習期間

的思路和改變，為全面推動100學
年度入學新生經營ePortfolio並減

輕導師工作負擔，從而辦理本次

活動。

創造精采大學生活

　　本活動邀請成功大學饒夢霞教

授分享大學生該如何兼顧學業、社

團和戀愛學分，饒教授的演講生動

活潑，詼諧幽默，經由多采多姿的

生活照片和個人故事說明大學生活

的魅力，引導同學做好時間管理創

造難忘的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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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製作推廣
——從ePub 3.0開始
視訊組

　　網際網路應用深入所有族群，電

子出版品的面貌也十分多元，一般讀

者的圖書習慣也慢慢地改變，這對電

子書產業而言是一個發展優勢。電子

書具有儲存容量小、可供多人共同閱

讀及攜帶方便等優點，逐漸在閱讀市

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由目前的技術發

展趨勢來看，電子書閱讀器可區分成

以電子紙為核心的閱讀器，及類iPad
的閱讀器兩大類。

　　電子紙為核心的閱讀器正從黑白

漸漸發展到彩色，主要消費群為重度

閱讀者；類iPad的閱讀器因具備強大

的多媒體能力，展現方式有無限的可

能，也吸引大批新世代的讀者。台灣

數位出版聯盟曾進行問卷調查，多數

人認為電子書應該比紙本書便宜。但

光從價格層面來看，消費者的期望和

現實仍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有鑑於此，本館希望透過研習讓

更多人瞭解電子書的製作方式，這是

一個素人當道的年代，只要有好的題

材再加上數位技術，人人都可能是未

來出版界的英雄。當今產業界使用的

電子書格式，由國際數位出版論壇

(IDPF)所提出的ePub格式，在未來最

有可能被廣泛應用，這項標準包括三

項主要規格：開放出版結構、開放包

裹格式和OEBPS容納格式。在經濟部

工業局指導下，整合超過200家廠商，

成立「電子閱讀產業推動聯盟」，並

達成共識於「標準SIG」工作小組推動

ePub開放格式，制訂業界共同標準，

快速引領電子閱讀產業發展。

本館舉辦的電子書系列研習先從觀

念推廣著手，進而實作ePub 3.0電子書

和電子期刊。由於目前尚未有一套軟

體可直接製作ePub 3.0格式的電子書，

所以邀請曾任職於上奇科技公司的何

柏杰經理（如上圖），教授如何利用

Adobe軟體製作電子書。透過其精湛教

學和細心指導，與會教師收獲良多，

甚至嘗試產出有聲朗讀和互動功能的

電子書，也將作品上傳iPad觀看。

讀書就像站在巨人肩膀上，可以贏

在起跑點。藉由研習提升教育界使用

電子書的意願，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以新穎的技術推廣電子書普及率，讓

學校充分利用電子書載具開發新的閱

讀人口、構築超越時空限制的數位環

境，培養樂在閱讀的習慣，便能強化

國家整體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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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認為，測量大學之各種研究

表現與大學國際化程度，兩者關係密

切。國際交流及合作是研究活動的其

中一環，而國際化有助於學術研究的

發展。

　　然而，在大環境經濟因素影響

下，大學經費不斷縮減，如何運用良

好的館際合作機制，繼續支援教學研

究？特別是電子化時代，如何合理有

效運用線上聯繫，讓研究者快速取得

原件內容，還能符合出版商規範與使

用者需求？圖資界必須有因應措施。

　　於是在中華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贊

助下，本館於12月1日舉辦「學術指標

與館際合作」研討會，包括本校眾多

一級主管皆出席與會。第一場專題演

講，即邀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

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蔡明月教授

主講「研究國際化評鑑指標：以

德國、芬蘭為例」。她研究書目

計量學多年，發現目前大家所認

知的研究指標有許多量化上問題

存在，例如：學科領域之差異、

新興學門與小領域成為弱勢、收

錄機率之差異、OA文獻未加入計

算、臺灣學術邊緣化等，而造成

臺灣在研究指標的數據方面大不如西

方核心國家。

　　於是蔡教授建議：一、研究出版

發表國際化評鑑絕不是一件簡易與單

純的事，其能見度、影響力與重要

性、開放引文系統等都必須考量；

二、大型資料庫之收錄時間、資料類

型、國家、機構等範圍完整，有利分

析探討全面性與比較性的研究；三、

期刊論文具嚴謹的同儕審查制度，審

查普及化，以引文索引做為學術評鑑

工具，是學術傳播最主要的管道。

　　第二場由成功大學圖書館期刊組

蘇淑華主任主講「館際合作的過去與

現在」。她強調「變，是唯一不變的

真理」；圖書館作業、館藏、空間、

思維的改變，在大環境影響下也會出

現危機。因電子資源量凌駕紙本資

料，加上著作權與合理使用範圍限

制，進行館合業務仍會遇到困難。

　　根據成大文獻傳遞的經驗，凡合

約中未明文規定者，不作館合分享；

而傳遞文獻方式

若採傳統郵寄多

無問題，若以

Ariel傳遞，在掃

瞄時就必須注意

原件品質、掃描

技術與設備的解

析效果，做最適

當調整，才能讓

提出需求的他館收到清晰完

整的資料。

　　研討會內容讓參與人員

認識資源共享的各種影響與從業時的

拿捏程度，堪稱成果豐碩。

學術指標與館際合作
研討會側記 參考組

成功大學
圖書館期
刊組蘇淑
華主任



崑山愛閱讀書會系列報導

採編組

e起來玩電子書

　　為推廣多元閱讀與學習結合，提升讀者資訊素養，10月19日舉辦「e起來

玩電子書」讀書會，邀請資訊管理系王意順老師主講，介紹電子書的由來與製

作技巧，搭配多媒體資料與平板電腦等各式

載具體驗，帶給讀者豐富的閱讀饗宴。且配

合題旨建置主題書展，將相關圖書陳列於二

樓主題書展區，供讀者延伸閱讀。

3D‧不思議的奇幻世界

　　10月21日則延續多媒體資訊與電子書熱

潮，由王意順老師續開一場讀書會，主講

「3D‧不思議的奇幻世界」。從解析3D影

像的基本原理、演進歷程，到本館「數位媒體創作室」各類3D製作設備的使

用方式與成果，讓參與的師生深入淺出，充分瞭解各種3D運用的趣味。兩場

有關資訊素養的讀書會共100人參加。

幸福的必要條件

　　為促進「生命與品德教育」，本館邀請許嘉貞小姐於11月16日擔任讀書會

導讀，以其專攻哲學的眼光主講「幸福的必要條件」，敘說道德觀與人生幸福

感之相 互關係。

　　線上報名50人已額滿，到場參與讀者則達66人。由

播放投影片讓讀者觀賞開始，搭配悠揚的鋼琴聲，帶

出輕鬆氣氛。導覽人首將麥克風交給大家，以聆聽、

互動的方式開場；各種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此起彼落，

滿足大家的「表達」需求與「思考」運行。許小姐以

小小書僮自稱，邊提問邊整合大家的意見，雜亂片段漸

形成共鳴，深入淺出，整體感覺熱烈活潑、笑聲不斷。導

覽書籍《道德──幸福的必要條件》經她整理重點內容，搭配圖片與討論，很

能促進讀者吸收並練習思維。活動後還進行有獎問答，再次炒熱現場。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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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亦提供存置崑山機構典藏，錄影內容放在演講網，讓向隅的讀者也能感受臨

場的樂趣。

世界五大洲的勇敢鐵道旅行

　　11月30日配合圖書館週，以主題參考活動結合讀書會，邀請鐵道專家蘇昭

旭先生蒞校演講，主題為「世界五大洲的勇敢鐵道旅行——環遊世界的五大要

素：夢想、勇氣、知識、膽識、決心」。他以多年鐵道研究及旅行的經驗，鼓

勵學子以行動打開自己的眼界與心境。現場參與讀者達到89人，可謂空前。

　　蘇先生精心準備許多有聲投影片，讓大家彷彿走入一個個未知的遙遠國

度，同時解說各地的風土民情及鐵道深度旅遊之

奧妙。最重要的是，提醒讀者秉持五大要素前進

全球、盡情享受旅遊樂趣之餘，更須掌握自身安

全，才能保證下一次與地球的新

邂逅。

尋找創意與驚奇——日本

鐵道大旅行

　　12月7日，延續前一波鐵道

旅遊熱潮，本館再次邀請蘇昭旭

老師蒞臨，場地也更改到更大的教學研究大樓

第一階梯教室；參與讀者再創高峰，近110人。

蘇老師以「尋找創意與驚奇——日本鐵道大旅

行」，介紹日本鐵道文化，及用JR Pass旅行的

方法，鼓勵年輕學生們關注與培養多元、細緻

的觀察力。

　　日本是國人海外旅遊重點國家，鐵道系統極為完

善；其鐵道具有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就在服務細緻，

每個環節都精心包裝，運用不斷的創意來製造驚奇，

使旅客深刻感動，流連忘返。蘇老師利用圖表解說日

本鐵道的四通八達，佈線綿密，無遠弗屆；演講結束

後更以有獎徵答方式與聽眾互動，場面相當熱鬧。

　　二樓閱覽區同時舉辦鐵道旅遊主題書展，延伸讀

者的旅行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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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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

http://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
http://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
http://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
http://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
http://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
http://ksulibreading.pixnet.net/blog


教育訓練活動成果

參考組

大學部學生專題製作上傳教育訓練：

　　為使大學部學生更易瞭解專題製作電子檔案審核流程與上傳步驟，本館開

設5個梯次進行教育訓練。應屆畢業生可自行報名任一場次來參加。活動於12
月12日至16日於本館教育訓練室進行，共計229人次參與，成果頗豐。而為使

本學期未參與之大學部畢業生能於畢業前夕將專題製作電子檔順利上傳，本館

將於第二學期再加開5梯次，請應屆畢業生密切注意公告，以利儘速報名。

碩士班新生與畢業專題班級教育訓練：

　　本學期初，進行以班級參與方式的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對象是研一班

新生與正進行畢業專題之高年級同學。由館員進行實機教學，並進行測驗及成

績彙整。訓練活動至10月中旬順利完成，計28個班級、570人參加。

　　電子資源利用講習之安排班級如下：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系列：

　　本學期還舉辦下列多種資料庫之教育訓練：美加地區碩博士數位化論文資

料庫、聯合知識庫、慧科大中華新聞網、台灣經濟知識庫、台灣商學企管資料

庫、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資料庫、ScienceDirect Online(SDOL)、
Engineering Village(EV)、EBSCOhost等，期藉此增進師生們對該等資料庫之認

識，發揮使用效益；並配合進行有獎徵答，增加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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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電子所研一班 企管系四技四A班 視傳所研一班

電機所研一班 企管系四技四B班 視傳系四技四A班

機械所研一班 房產所研一班 視傳系四技四B班

環工所研一班 幼保系四技三A班 資管所研一班

環工系四技三A班 幼保系四技三B班 數科所研一班

環工系四技三B班 媒藝所研一班 電通所研一班

材料工程所研一班 視訊系四技四A班 電通系四技三A班

光電所研一班 空設系四技四A班 電通系四技三B班

光電系四技三A班 公廣系四技四A班

企管所研一班 公廣系四技四B班



圖書館週活動記趣

閱覽組

　　民國百年，本校圖書館週擴大於11月28日至12月9日舉行，包括猜謎闖

關、製作祈福卡、書展、影展、教育訓練等多樣活動，12月7日起更延伸與通

識中心合作，辦理教學成果展及台南學「藝

術與漁村的邂逅：『再現桶更寮』與『鹽埕

新印記』」文化展。師生投入與讀者參觀相

當踴躍，配合應景的聖誕燈佈置，讓整座圖

書館在隆冬時分顯得異常熱鬧、充滿人氣。

　　特別在此一提闖關有獎的吸引力。搭配

各活動，我們辦理

「愛上圖書館的理由」綜合關卡猜謎，五天三關，廣

受喜愛。讀者每日可憑證領取一張集點卡，當日集滿

「圖、書、館」三字戳記的前18位同學即得參加獎。

　　第一關，讀者在一樓抽籤答題，都是與相關活動

或圖書資訊小常識的題目，答對者得「圖」字戳記，

答錯再抽再答，給三題的空間。目的在讓讀者更了解

館內資源與使用。

　　第二關名之「夢想成

真」祈福小卡製作。迎接

新年來臨，鼓勵讀者把未完成夢想及自我期許以簡

短話語填寫在小卡上，表現真摯情感；卡片形狀各

式各樣、顏色多姿多采，好似記錄年輕時代的點點

滴滴……然後一齊貼在大廳海報區，還有琳琅滿目

的妝點彩繪效果。填寫後得「書」字戳。

　　第三關是只要參加圖書館週任一場活動，無論是「以建民國」影展、各讀

書會、線上資源教育訓練等等，於結束後就可得到「館」字戳記。

　　動作太慢，集了三字戳卻沒得到參加獎嗎？別擔心，還有總抽獎！12月7
日下午，在本館一樓大廳就所有集點卡進行緊張刺激的公開抽獎，包括豐富的

獎品如Janet簽名書《愛上旅行的理由》、手工抱枕、iCASH悠遊卡等，頭獎是

攜帶型喇叭乙台！抽獎過程讀者齊聚，獲獎者無不歡喜，達到高度吸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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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就是不停的學習

董家良

　　走進這現代化的崑大圖書館中，

處處皆可感受到傳統與現代，人文與

科學的融合。有全世界數一數二的自

助圖書分類機和機構典藏系統，豐富

且多元化的數位學習系統與影音設

備，除了紙本館藏資源的充足，電子

化之圖書與期刊亦是他校忘塵所莫

及，館內空間裝置藝術，舉凡圖畫、

字畫、古董等陳列品，似是因應本館

而生，個個恰到好處。

　　當其他館還在思考下一步時，我

們已經走在前面，成為標竿。因此在

視訊組的我也有機會參與學習眾多新

資訊、運用許多新的技術，像數位化

系統、視訊會議、多媒體3D的建置展

示與教育訓練，及ePUB3.0互動電子書

的設計等等，均是難得的經驗累積。

　　在管理機房設備方面，網路設備

的管理、到伺服器的安裝與設定、與

系統的開發，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小心

處理，因為系統一旦上線使用，若發

生問題，無論停止服務或關機都將影

響到全校師生。因此從開始的設備採

購、伺服器環境設定、與事後的系統

維護，一連串的管理流程，促使我培

養了完整的系統規劃能力。

　　除了職務上執行業務所需的開創

性與團隊合作，在輪值櫃台、系上課

程地圖的輔導以及眾多圖書館舉辦的

活動裡，也學習到了很多待人接物的

道理與方法，同時感謝同仁為了讓我

對學校有更深的使命感與培養榮譽

心，進而代表圖書館參加校內外的大

隊接力，爭取榮譽，著實與有榮焉。

　　相信在長官的指導與同仁不斷地

學習與成長之下，本館仍將走在尖

端，引領風潮。

　　自從加入圖書館這個大家庭，轉

眼已歷經三個學期，而這一年多來工

作忙碌卻充實，更感謝各位長官及同

仁的體諒與指導，讓初來乍到的我，

備感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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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都市設計策略：邁向永

續性的都市形態

費萊/黃曉薇/Frey Hildebrand 六合 545.14 5544

選民進化論：如何選出

最佳候選人

波耶特/顏湘如/Boyett Joseph H 天下遠見 572.3 3412

中國民族髮飾 上海戲劇學院中國民族髮飾編委會 四川人民出

版社

538.147 2322

最仁慈的愛 史丹克里夫/劉曉樺/Staincliffe Cath 商周 873.57 5746
最愛電影手記 楊薇薇/最愛劇組 大可 987.83 4644

昨夜在日落大道 溫斯伯格/陳錦慧/Weisberger Lauren 三采文化 874.57 3424:2-3

獵殺史卡佩塔 康薇爾/文林/Cornwell Patricia Daniels 臉譜出版 874.57 0041:2-14
肉體證據 康薇爾/溫怡惠/Cornwell, Patricia, 臉譜出版 874.57 0041:2-15

做個壞女人找個好男人 文舒曼 海洋文化 544.7 0086
不執著，就沒煩惱：過

快樂生活的智慧法門

方品芯 曼尼文化 192.1 0064:2

Springer handbook of ro-
botics

Siciliano, Bruno,/Khatib, Oussama. Springer, EBOOK 629.892 
S769 2008

Blade design and analysis 
for steam turbines

Singh, Murari P./Lucas, George M. McGraw-
Hill,

EBOOK 621.165 
S617 2011

Flow measurement : prac-
tical guides for measure-
ment and control

Spitzer, David W. ISA, EBOOK 681.28 
F644 2001

The economics of natural 
hazards

Kunreuther, Howard./Rose, Adam 
Zachary.

Edward Elgar 
Pub.,

EBOOK 363.34 
E19 2004

Risk and financial catas-
trophe

Banks, Erik. Palgrave 
Macmillan,

EBOOK 658.155 
B218 2009

The street art stencil book ON.Studio. Laurence 
King,

EBOOK 751.73 
S915 2010

VHDL for logic synthesis Rushton, Andrew. Wiley, EBOOK 621.395 
R954 2011

VoIP emergency calling : 
foundations and practice

Wolf, Karl Heinz,/Barnes, Richard, Wiley, EBOOK 384.64 
W854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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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ORO 軍曹超劇場版
[DVD]

吉崎觀音/佐藤順一 曼迪傳播 DVD 987.85 4240

一代畫家卡拉瓦喬/
Caravaggio[DVD]

隆格尼/Longoni Angelo 聯影 DVD 987.83 7747:3

人類高齡化浪潮（中文版）

[DVD]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科技企業 DVD 554.8 4663

三個傻瓜/3 Idiots:all is 
well[DVD]

納維卡/罕/喬希/Narvekar 
Karan

威望 DVD 987.83 2422

千年鶴[DVD] 林權澤/趙在炫/吳貞孩 聯影 DVD 987.83 4443:3

不可思議貓森林[DVD] 西久保瑞穗 曼迪傳播 DVD 987.85 1221
孔子[DVD] 趙先德 青島出版集團 DVD 782.818 4922

永遠的孔子[DVD] 梁國典 中國孔子基金會 DVD 782.818 3365
田園春光/Hukkle[DVD] 帕爾菲/Palfi Gyergy 聯影 DVD 987.83 4614
先知的另一面:印和闐:沙卡拉
的天才[DVD]

詹特/Zanot Mario 奇美 DVD 987.81 2826-3

破解商品不實標示及廣告

[DVD]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科技企業 DVD 496.1 4663

基因作物安全嗎？（中文

版）[DVD]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科技企業 DVD 463 4663

終極快遞/Coursier[DVD] 雷諾瓦/Renoh Herve 金牌大風 DVD 987.83 1001
讓子彈飛/Let the bullets fly 
[DVD]

姜文/周潤發/葛優 山水國際娛樂 DVD 987.83 8000

讓愛飛起來/Ricky[DVD] 歐容/Ozon Francois 聯影 DVD 987.83 7730
汽車安全發展史[DVD]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科技企業 DVD 447.17 4663

走出寂靜/Beyond si-
lence[DVD]

凌克/塔絲特/特蕾碧/Link 
Caroline/Testuo Sylvie

誠宇發行 DVD 987.83 3440

騎士出任務/Knight and 
Day[DVD]

曼果/克魯斯/狄亞/
Mangold James/Cruise 
Tom

影傑 DVD 987.83 6060:2

幸福在路上/A long 
walk[DVD]

奧田瑛二 輝洪 DVD 987.83 2611

新到館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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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教育訓練說明會 【100年9月1日】
　　本館三度與文崗資訊公司合辦「2011年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教育訓

練說明會」台南場，此次重點內容在MARC轉檔及原編上傳的操作教學；當日

包括成功大學等友校同道及本館相關業務人員參與，由文崗資訊歐靜諳小姐與

臺灣大學圖書館編目組李惠玲、黃怡華、郭妮娜小姐共同主講。透過實機演練

課程當場連線操作，效果相當良好。

「書送機會，愛送偏鄉」圖書捐贈儀式 【100年10月3日】
　　本校承教育部委託，辦理台南、高雄地區數位機會中心之輔導計畫「書送

機會，愛送偏鄉」，經過半年以上籌備與募書歷程，於10月3日假本館舉行贈

書儀式。由蘇校長炎坤博士主持，教育部電算中心、數位機會中心，及部份捐

贈代表皆出席，場面溫馨隆重。為縮短城鄉數位落差、改善偏鄉圖書資源質

量，此計畫之執行以本館為窗口，負責收集、整理全國各地捐贈的圖書；共募

近29,000冊，其中含本校師生捐贈1,000冊。本校李創辦人正合先生更捐贈密集

式移動書櫃20架，以利書籍典藏整理。會後所有捐書依實際需求陸續贈至資源

缺乏之單位，讓偏鄉地區學子、民眾有讀更多書的機會。

「佛祖巡境、全民平安」至本館止步祈福 【100年12月20日】
　　佛光山「佛祖巡境、全民平安」全國行腳托缽祈福活動，20日至台南市永

康區，佛陀真身舍利及250位行腳僧於中午11時許，正抵本校圖書資訊館前廣場

止步，持誦心經迴向，一派莊嚴，場面肅穆隆重。

信眾及志工熱烈參與，清心禮佛，祈求平安健康。

主法慧義和尚並頒贈錦旗，感謝本校鼎力襄贊。創

辦人李正合先生特別指出，這是千載難逢、難得際

遇的因緣。閔館長、館內同仁及眾多師生亦悉心協

助，同霑法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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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