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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從我，到我們

　　隨手翻開一本去年的天下雜誌，所談主題正好是

「從我到我們——公民教育篇」；包括公民五大技能

「思辨」、「負責」、「尊重」、「參與」與「閱

讀」。讀後心裏有些感觸，想與大家共勉。

　　現代人常把「自由」掛嘴上，希望政府少管，父

母少管，長官少管，卻又常忽略「自由」其實建立在「自律」、「負責」的基礎

上；自由並非為所欲為，完全的負責，才能獲得相對的自主與自由。館員不能僅

聽命上級，要有想法，果敢實踐；可也不能恣意妄為，要為行為負責。大家都勇

於任事，Library 2.0集智的精神才得充分發揮。

　　思辨，又稱批判性思考。當前的台灣百家爭鳴，政治藍綠對抗，每個社會議

題都有各方言之成理的意見；相形之下，思辨能力更顯重要。舊規範快速崩解，

年輕人勇敢表現自我，是好事，但應避免將批評當批判，不問真理，只為反對而

反對。其實，批判包含對問題的質疑、反省、解構與重建，是追求真理，在重建

過程中創新，來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一方面，網路時代資訊泛濫，偽知識充斥，唯有思辨，能獲取正確資訊。

圖書館員站在知識服務 前線，思辨能力尤不可或缺；而批判性思考的成敗根植

於閱讀。唯其閱讀，可積蓄足夠知識，協助判斷，且尊重多元價值，完足現代公

民必備的涵養，教化各方。

　　禮記中庸篇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其所

言，學、審、思辨個中道理外，更要去參與、實踐，方得真知。

我們的創意獲得大獎⋯⋯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舉辦首屆全國「圖書

館攝影海報設計比賽」，由電通研究所許凱鈞同學代

表設計之本館作品，經過Facebook網路社群與會務設

計委員會兩階段評審後，榮獲最高等級「創意獎」，

並在3月29日於東華大學舉行之協會會員大會中受獎、

展出。許同學為本館資深工讀生，此次參賽作品係參

照館長及多位館員意見合力完成，展示各項服務特色

的突破。歡迎大家給我們的努力來一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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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館推動電子學習歷程(ePortfolio)，旨在記錄學生在學期間的各項學習歷

程，內容包含了關於我、生活歷程、學習歷程、生涯發展、職涯發展等。為讓

學生能夠更容易記錄下在學的生活歷程，ePortfolio推出了行事曆的新功能，使

學生除了能掌握未來行程外，也可看到過去上傳的文章與相片；為讓學生能夠

達到快速學習及記錄學習的狀況，ePortfolio提供了維基知識(wiki)及上傳筆記

的功能，協助學生做完整的學習記錄。

相本與行事曆：用照片寫日記

　　大學生的生活總是忙碌的，除學校上課學習之外，尚有社團活動、打工、

服務學習等活動同時進行著。手上的行事曆滿滿都是接下來的行程與約會。學

生如何將這些生活上的點點滴滴蒐集完整並記錄下來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我們更發現，現在學生喜歡隨身帶著數位相機，隨時拍照，又或者利用有

照相功能的手機來捕捉畫面。ePortfolio在這學期推出了行事曆的功能，它讓生

活札記及相本與行事曆結合在一起，在行事曆中不只記錄接下來的行程，還可

看到過去寫的文章及上傳的相片。學生利

用相片來寫日記，將生活的點點滴滴，記

錄到ePortfolio裡。 

　　例如，週末六日參加了社團辦的露營

活動，帶著相機拍了不少的珍貴畫面，但

人在戶外，沒有電腦可以將這些相片即時

上傳到ePortfolio怎麼辦？現在只要利用

ePortfolio的行事曆功能，就算無法即時將

要發表的文章或相片發佈到ePortfolio，透

過行事曆的操作就可以將事後發佈的文章

或相片利用拖曳的方式，拖曳到事情發生

當天，忠實記錄當天發生的事情及影像。

專文介紹

經營我的學習歷程

王意順



4 Kun Sh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Issue 23

在PDF上筆記
　　上課時，教師總是會提供其上課教材，這些教材往往都是PDF的檔案。以

往學生必須將電子檔的教材輸出成紙本，在上面做筆記、加註解及畫線。這樣

固然是個不錯的方法，但經過一段時間，這些做好的筆記往往都下落不明，就

算找到可能也已破爛不堪，或是再也找不到。

　　或許可以將原本的筆記利用掃描的方式變成圖檔來保存，但仍不方便再行

編輯。ePortfolio提供了讓

學生可以在PDF上做筆記

的方法，學生只要在教師

學生只要在教師提供的

PDF上做好筆記，即可上

傳到ePortfolio，並在上面

做好整理與分類，就算是

到了四年級要找一年級做

的筆記，也不用翻箱倒櫃

的找不到筆記。事後若想

要再針對筆記再加註內容

也十分方便。

維基知識(Wiki)：團隊學習
在學習的階段，大部份時間是一個人學習，若能將學習擴大到多人共同學

習，透過多人的學習經驗來豐富彼此的學習、快速累積學習知識及團隊合作的

效果。ePortfolio原本提供的維基

知識(wiki)除了可以自己編排內容

外，還可以加入其他編輯作者共

同編輯，達到團隊學習之功效。

在維基知識裡，參與共同編

輯的每個人都可以清楚看到每個

人編輯及修改的記錄，若是編輯

錯了，仍可以查看過去的記錄修

改回來。學生可以利用此功能建

立屬於自己或團隊的維基知識，

學習有結構性的編輯資料，同時

也方便日後的查詢。



「台南新願景」系列講座
　

閱覽組

　　本館與通識教育中心合作，於4月底至6月初辦理「台南新願景」系列講

座，一連4場，近600人參加。台南地區自古以來因海運興盛，帶動地方富庶繁

榮，成為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的重心。近年在歷任政府努力經營下，仍為南

部重鎮，尤其濃厚歷史人文的古都風情，別具一格，著名的名勝古蹟與人文內

涵，創造出可觀的經濟產值。民國100年，五都行政區域重新規劃，原台南縣

市合併，共存共榮的大台南行政版圖正式成立，未來在政治、文化、經濟、教

育各方面都將面臨新挑戰，創造新格局。於是我們特地舉辦此一系列講座，邀

約官方與民間菁英蒞校暢談，提供師生對台南新願景的創意發想資源，增進參

與，共創我們在地美好的未來。

第一場：4月30日「台南文化新願景」

　　邀請台南市文化局葉澤山局長（上

圖左一），為大家描繪未來的台南將發

展成一個怎麼樣的文化都市。他先引台

灣文學之父葉石濤先生所說：「台南是

一個適於做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

過日子的好地方。」揭開講座序幕，再

由歷史的發展談到台南的文化生活與文

化融合趨勢。並以部分台語交談，展現台南人的熱情與親切感，與現場師生互

動熱絡。他更強調台南人有自己的驕傲，只要是台南人，都能侃侃而談屬於這

裡的故事。

第二場：5月8日「水綠城鄉‧永續發展」

　　邀請台南市都市發展局吳欣修局長（ 上圖左二），從現有的縣市合併行

政區延伸至未來八大分區的發展遠景講起，包括合併升格的期待是歷史文化首

都、科技新城，抑或農業生技大城？以及發展差異如何避免「邊緣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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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學習、理解而帶來全市整體競爭力提升等問題，都有深入淺出地剖析，

並與在場師生交互提問討論。

第三場：5月9日「探索宜居久留的魅力金華」

　　邀請台南市公園暨空地認養人協會柯崑城理事長（上圖右二），來為大家

以同時身為金華里里長、金華社區理事長、台南市社區營造協會創會理事長等

多重身份，如何點子多多、肯做肯拼，塑立「現代化里長」的新形象，經營社

區，獲得LivCom Awards（國際花園城市

獎），係全球唯一倡導環境管理和宜居社區

建設的國際競賽。他的成功經驗，提供了充

滿活力、可持續性環保的社區營建與發展模

式，改善並大幅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質。

第四場：6月5日「打造台灣文化新首都」

　　邀請成功大學歷史系鄭梓教授（上圖右

一）蒞校，為大家講述從奠定本土「創意文

化產業」的三個構面開始，深耕厚植「文化

產業」土壤，連結過去的歷史縱

深，發掘投注一切文化的底蘊與資

源，再回歸南台灣「主體性」思

考，打造台南成為一座具歷史與前

瞻性的文化古都。他並強調，在南

台灣雙核心城鎮的同城共振現況

下，「海洋文化」的未來新都也

是一個值得思考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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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t Glopat
教育訓練紀實

張芳菁

　　本校教學卓越計畫中有一重要

理念為「深耕重點特色」。在教學

方面，以融入產學創意與創新研發

學習，智慧財產自我保護、申請訓

練，創業企畫教導，國際合作交流為計畫重點；在學習方面，除三創與專業人

才之基本能力培養外，同時著重作品呈現，專利、競賽成果產出，產學合作機

會促增、學生創業能力提升。基於上述的計畫理念，研發長大力支持並由研發

處及工學院計畫經費購入Focust Glopat全球性專利資料庫其及分析軟體，希望

藉由完善的工具，規劃出本校的特色專利地圖，以及鼓勵學生習得專利資料搜

尋與分析的技能，考取專利分析師相關證照。

　　Focust教育訓練於3月10日及17日進行初階與進階課程，兩階段課程皆由鄭

凱安先生（如下圖）主授。鄭先生為美國馬里蘭州州立大學電機工程博士，並

於民國97年通過國家專技人員高

等考試取得專利師執照，除任職

於科技公司擔任產品開發及智權

部經理，其專長重點在於專利分

析與技術預測。

　　本次教育訓練以培育種子教

師為首要，參加對象以教師及研

究生為主，除了可讓研究專利創

作發明的教師及研究生增加搜尋

資料的操作概念與參考全球專利

之外，還有機會參加專利分析師

專業證照考試。初階課程首先帶領師生認識專利的特性、文獻特色及其重要

性。3月17日再次進行進階課程。進階課程首先帶領師生回顧3月10日的授課內

容，包括專利檢索、頁面功能提醒等等。開放操作練習之後，隨即再進入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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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從引證模組探窺各專利之間的引證模式及內容。下午課程則從離線的分

析軟體開始，從資料庫檢索而得的專利文獻資料，利用分析軟體進行分析，可

讓使用者輕易繪出各式專利地

圖，或是從中得知競爭對手的專

利分佈圖。

　　兩次課程內容均採全程錄

影，想一窺Focust的專業內容或

是想重新溫習當時所學，甚至想

自學的教職員生們，皆可自行觀

看錄影資料，影片已置於圖書館

建置之演講網(http://
imod.lib.k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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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夷山莊許伯夷先生 《現代新百科事典》等 631冊

佛光山南台別院 《佛光禪入門》等 427冊

不動產系黃幹忠老師 《微積分》等 195冊

企管系李再長老師 《消費者行為》等 70冊

企管系大陸學生鮑迪同學 《陝西歷史文化百部叢書──歷史卷》 50冊

會資系辦公室 《稅務會計》等 48冊

幼保系謝斐敦主任 《教壇文集》等 24冊

圖書資訊館閔蓉蓉館長 《夢幻的軍園》等及《人間法音》DVD 22件

光電系張台雄老師 《與幸福有約》等 6冊

通識中心陳玉惠老師 《台灣論》等及掛圖 6件

幼保系賈璟祺老師 《最了不起的失敗》等 5冊

資管系羅仕堂老師 《會計學概論》等 5冊

視訊系辦公室 《新一代設計競賽》等 4冊

創辦人李正合先生 《世界中醫藥期刊》等 3冊

電算中心徐國鈞主任 《當代物流管理》等 3冊

張延民先生 著作《張延民創新西畫集》 2冊

日野原重明先生 著作《日本醫學人文大師》 1冊

校友李培勻先生 《日中辭典》 1冊

http://imod.lib.ksu.edu.tw/
http://imod.lib.ksu.edu.tw/
http://imod.lib.ksu.edu.tw/
http://imod.lib.ksu.edu.tw/


許伯夷大師捐贈珍藏館紀要

閱覽組

　　配合47週年校慶，本館全體同仁於 4月中下旬，協助整備地下一樓「許伯

夷大師捐贈珍藏館」，將上千餘件極具價值之文物完成典藏，並於4月28日當

天邀得立法院王院長金平等貴賓剪綵後，正式開放參觀。

　　許伯夷先生為台灣著名之藝術收藏家，畢生致力文化保存工作。2006年獲

中央研究院通過「許伯夷先生口述歷史計畫」，2011年獲邀參加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展，今年更榮膺美國國務院簽署宣布之世界奢侈品協會

「榮譽理事」，成就非凡，堪稱大家。

　　許大師此次慨贈其珍藏之民國三十年以後手工製造禮服、婚紗、皮件等千

餘件，及北魏、北齊等朝千年石像石雕17尊，還有相關書籍600餘冊；並表示

期望藉由服裝文物等展示，讓更多人了解時裝時尚的流變，也讓台灣第一所設

有時尚模特兒學程的本校，有更豐富的教學資源。

　　走進「許伯夷大師捐贈珍藏館」，可以見到當年紅極十里洋場的各式演唱

秀服、戲袍與婚紗，彷彿走進時光隧道，見證一幕幕風華絕代。在本學期，每

週三下午1時至4時，歡迎全校師生蒞臨觀賞，瞭解現代時尚演進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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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剪綵貴賓其中5位。自左而右分別為本校李董事長士崇、許大
師伯夷、本校李創辦人正合、立法院王院長金平及許委員添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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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辦理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一之子計畫三，協助提昇教師教學理

論與技能，並增強學生的基本素養。有鑑於此，於本學期辦理下列相關活動和

研習，詳列如下表。

　　課程地圖方面，以成果導

向的設計理論，培養學生就業

力，進而提升學生競爭力，教

學單位則致力強化課程地圖與

能力指標的訂定，讓學生有所

依循。本館辦理這一系列活動

旨在輔導教師完成教學設計、

與實施研習及課程地圖優化，

讓能力培養溶入教學綱要。

　　生涯規劃暨生活與學習輔

導方面，藉由活動輔導學生完

優化全校課程地圖及
生涯規劃暨生活與學習輔導   陳玥湄

「過去、現在、未來－反思、我、存在」輔導
中，講師與學生互動熱絡。

編號 日期 活動名稱

1 3月5日 幸福婚姻的經營

2 3月9日 課程地圖活動系統教育訓練

3 3月13日 求職面試技巧一把罩

4 3月14日 諮詢網經營工作坊

5 3月20日 富足人生理財學

6 3月27日 如何亮出自己

7 4月12日 學習經驗分享談

8 4月18日 課程地圖導入與ePortfolio經營

9 4月20日 演講網經營工作坊

10 5月2日 學習成效與ePortfolio經營

11 5月8日 高效能學習記憶工作坊

12 5月9日 線上學習諮詢經營

13 5月30日 過去、現在、未來－反思、我、存在

14 6月4日 UCAN職涯興趣評測結果解釋與輔導

15 6月8日 反思、認識自我與學習規劃書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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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涯反思量表、學習規劃書、職涯性向測驗、正向情意與態度量表，並協助

團體諮詢及透過網路做線上諮詢，輔導學生有樂觀進取的態度及正面思維。為

協助新生了解大學生活和生涯規劃的正確觀念，辦理大學ABC講座。另外，我

們也為畢業生辦理面試技巧、履歷撰寫、家庭理財與婚姻經營演講，讓學生離

開校園前就有充足的準備迎接職場和未來人生的挑戰。

「UCAN職涯興趣評測結果解釋與輔導」
前，本校盧春林副研發長蒞場致辭。

在「富足人生理財學」輔導中，主講人解
釋金錢的用途。

歡迎您多利用「雲嘉南區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館際互借服務」：

※服務對象：雲嘉南區域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所屬學校教職員工生。

※本館借閱規定要點：本校教職員工生可至本館一樓流通櫃台申請「雲嘉南區域

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借書證」。借書證借期21日，逾期須繳納處理費，每日新

台幣10元。不提供續借；且須先結清他館所借館藏與逾期處理費後，才能歸還

聯盟借書證。

※聯盟館借閱規定要點：「雲嘉南區域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借書證」僅供向聯盟

館借閱館藏使用，且讀者須於各館借書服務時間內，親臨其流通櫃台辦理借閱

手續；聯盟館不代為傳送圖書。借期一樣是21日，借閱

冊數5冊，亦不可續借及預約。圖書借閱逾期時，須依聯

盟館之館藏流通規定繳納逾期處理費。

※聯盟館：包括本校及成功大學、嘉義大學、台南大學、

台南藝術大學、康寧大學、長榮大學、南華大學、台灣

首府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金門大學、興國管理

學院、中正大學、中山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遠

東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南榮技術學院、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之所屬圖書館。

※簡單利用流程如右圖。
!



崑山愛閱讀書會活動報導

　　本學期各場讀書會活動的辦理，不僅是以邀請廣受好評的講者前來導讀，

讓參與的讀者獲取寶貴的經驗，更要切入分項之主軸重心，並依其主題辦理書

展，達到活用館內館藏的目的，進而培養日後自我學習的技巧與習慣。

越寫越成功之手帳活用術

　　3月28日辦理第一場讀書會活動「越寫越成功之手帳活

用術」，邀請筆記女王林珮玲小姐(Ada)蒞臨本校，其

所撰寫之《筆記女王的手帳活用術》，為同學常借之

熱門圖書，透過「學習筆記」運用於課業上的學

習、興趣的培養及未來人生的規劃上，實際成就自

我理想。活動中，講者透過分享筆記的方式與現場

讀者互動，並大方分送自製的標籤貼紙，方便黏貼

於記事本中分類。介紹多樣實用的小文具和系統化

的手記方式一同搭配，在講者熱情地渲染下，枯燥乏

味的筆記本，也變得多采多姿又好玩！撰寫手帳的技巧

越純熟，你/妳就離成功更近一步囉！

打開心和眼，澳洲working holiday!

　　5月2日辦理第二場讀書會活動「打開心和眼，澳洲working holiday!」，誠

摯邀請作家陳銘凱先生擔任導讀人，其著作《澳洲打工度假聖經》為自助旅遊

愛好者與對打工度假有興趣的青

少年們必定仔細拜讀的工具書，

亦為本校圖書館中的常見預約

書。同學們得知作者即將前來讀

書會活動無不興奮不已，現場報

名早已爆滿截止！講者分四個階

段跟同學共同分享：一、了解自

己為何要選擇打工度假及其申請

方式；二、在澳洲所見所聞之趣

聞軼事；三、旅程歸國後，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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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適應？如何將打工度假心得化為實質的經驗體悟？四、直接和講者互動，提

問與回答時間。正值暑假與畢業季節，講者鼓勵大家應趁年輕，「早一點」到

國外體驗，不僅是獲得旅遊上、心理上及金錢上之報酬，亦正視自己所立足的

台灣，在國際間扮演腳色與其相互關係，擴展眼界和知識。

「花」現驚喜：花藝小品創作

　　5月9日辦理第三場讀書會活動「『花』現驚喜：花藝小品創作」，邀請本

校電機工程系高采時老師指導花藝小品的製作。高老師曾任IFD國際花藝花束

設計、新潮花型講師和美國花藝學院教授，並在中華花藝設計協會台南分會任

監事職位，具有20多
年實務與教學經驗，

現場有多位同學及校

內老師熱情參與。正

式插花前，講師先以

投影片細心介紹，讓

大家在花材之辨識與

處理上有基礎的認識。而平日隨手可得的

透明瓶罐為為基底，即興插上多種鮮花製

成桌上小品，讓人人都可以化身花藝大師，豐富平凡的生活空間。不但具成就

感，更可替換成當季花材，隨時變換好心情！

美國太好玩：留學記憶拼圖

　　6月6日辦理第四場讀書會活動「美國太好玩：留學

記憶拼圖」，邀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陳玥湄老師來分享

美國留學的經歷。由看似雷同但目的卻大不同的：渡假

打工、遊學和留學三個主題做開場，討論其中的不同認

證方式與事前的準備，再以基本的「食、衣、住、行、

樂」延伸。投影片穿插生動的照片和影片，讓大家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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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朋友唱兒歌學50州名、品嚐多樣的異

國料理、介紹美國四季穿搭法、著名的10
大主題遊樂園實況、必buy的暢貨中心及

壯闊的國家公園等等介紹，講師幽默的語

調讓在場的讀者笑聲不斷，而留學的艱辛

與樂趣交錯延伸出一幅幅留學時的記憶拼

圖。活動間，陳老師透過各種問題提問與

讀者產生互動，讓大家對美國留下深刻的

印象。

　　本學期共舉辦4場讀書會活動，參與

人數超過200人，感謝長久來支持讀書會的讀者和應邀前來分享的導讀人，未

來的新學年我們將會更努力，提供多樣化優質的讀書會活動，您可自本館網頁

新消息、RSS、Facebook與崑山愛閱blog中獲得 新的活動訊息，經講者同

意的活動影片也會公開於演講網，讓本校師生一同體驗讀書會的樂趣！各場次

讀書會皆搭配舉辦主題書展，展示地點於本館二樓休閒圖書區旁，您可於活動

前後前往閱覽，有效閱讀該主題的相關書籍資料。展期內僅提供館內閱讀。

大學部畢業專題成果上傳教育訓練：

　　本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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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1、2學期各舉辦5場學生專題上

傳說明會。第1學期於100年12月12日至16日辦理，共

計229人次參與；第2學期於101年4月16日至20日辦

理，共計82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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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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訓練活動成果

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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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撰寫畢業專題班級之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

　　本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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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人參加。

　　各電子資源利用講習之安排班級如下：

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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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於101年5月14
日至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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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次參與。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系列：

　　本學期持續舉辦ScienceDirect Online(SDOL)、Engineering Village(EV)、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Web of Science(W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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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揮其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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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電子系四技三A班 材料系四技三A班 應英系四技三A班

電子系四技三B班 不動產系四技三A班 應英系四技三B班

電機系四技三A班 不動產系四技三B班 資管系四技三A班

電機系四技三B班 會資系四技三A班 資管系四技三B班

電機系四技三C班 會資系四技三B班 資工系四技三A班

機械系四技三A班 國貿系四技三A班 資工系四技三B班

機械系四技三B班 國貿系四技三B班 資傳系四技三A班

機械系四技三C班 財金系四技三A班

機械系四技三D班 財金系四技三B班

	 SDOL資料庫
教育訓練。

	 JCR	 &	 WOS
資料庫教育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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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我的夢與夥伴

陶國英　　文．圖
視覺傳達系二年級B班

　　從一年級就進出圖書館，在裡頭

盡情享受徜徉書海的自由。細數著一

樓借書，二樓新書，三樓雜誌，四樓

外文，五樓中文，六樓藝術，七樓看

電影。擁抱著燈光的木頭書桌，以及

高度剛剛好的椅子，上面坐著認真Ｋ

書的人，正在為升學之路打拼嗎？也

有振筆疾書的筆記者，在準備海量的

報告嗎？也有安靜已經睡著的人，或

許剛讀了小說，要進入夢鄉繼續未完

的冒險嗎？舒服的沙發，軟軟地讓我

們依靠，累了，這裡是 好的眠床。

　　記得我高中時曾在這裡奮鬥。當

年會把崑大圖書館當考試競技場的秘

密基地，其實是因為放學回家途中都

會經過這所大學。

　　那正啟青春的年華，是努力考試

的高中時期，要進入書冊世界的時

候，環境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早上

的靜謐，彷彿延續到圖書館裡，外面

的花草綠地好比燈光擺飾，花香鳥語

化作櫃上的娓娓書音。

　　書桌前，還有一起唸書的夥伴，

廣大的空間不怕容不下我們這些愛書

人。為了自己的目標而奮鬥的這份熱

血的事情，圖書館可以讓我們安心棲

息於此，累積實力，提供一塊可以為

了夢想而努力的土地。書本就像是土

地中的養份，讓我們可以盡情吸收，

無止盡的渴望在這裡昇華。

　　書桌的燈光下，我看了一些正吶

喊的小小心聲：「我要考上研究

所！」「台大我來了！」「國外的學

校等我啊～」歷史斑駁了建築，筆跡

留下了過往，相信在這裡的意願是可

以強大到加持每一個人到達想定的目

標——我默默忖度著大家未來的各種

美麗光景。

　　櫃檯的館員面帶微笑已久，更親

切帶上幾句問候，感覺館內又多了一

陣微風的溫度，在這裡放鬆，愉快，

我直呼好喜歡！

　　沒想到，讓我能加入圖書館服務

行列的機會竟然來了！

　　落地窗外面灑來陽光燦爛，我聞

著書香，就是那麼簡單的行動，讓午

後的我感覺一股幸福。

　　走，進攻崑山科大 大的地標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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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一次無意間在借書時，看到

櫃檯有招募工讀生新血的公告。這令

我超開心，連忙問了詳細的情形，戰

戰兢兢準備了一份手繪的履歷表。面

試當天，主考官一臉和藹地說明、詢

問，也歷經在家等待的過程如此煎

熬， 後結果——我錄取了！！

　　我被分配在一樓的櫃檯服務，正

式上班前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到館實

習，學好服務重點； 後還約定一天

讓輪值的同學一起來排班，決定未來

整學期的班表。

　　有時候是早上，有時候是下午，

同時段的工讀生可能是已有經驗的學

長姊，他們會耐心講解有關的各種館

規、器材的使用方法、應對態度等

等，每一次的詳細教學，都讓我感受

到充滿圖書館特色的細心周到與有條

不紊。

　　作為初學者的我，站在圖書館服

務第一線，面對各類讀者的感覺好新

鮮也很幸福，因此也就能開展 真誠

的微笑了。未來，要學習的地方還有

很多，有幸進入崑大學習，更有幸成

為圖書館夥伴，我會繼續帶著開懷的

心為大家服務，而且要誠摯說聲：圖

書館及所有夥伴，謝謝您們！

歡迎您多利用「期刊目次分享平台」服務：

http://ccs.lib.ksu.edu.tw/CCS/

目前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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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配予參與學校的圖

書館，以合作互惠方式進行期刊

目次掃瞄與上傳。對於目次資訊

有需求的讀者，可利用RSS方式進

行網路訂閱。截至101年5月28日止

該平台已收錄10,471篇期刊目次。

http://ccs.lib.ksu.edu.tw/CCS/
http://ccs.lib.ksu.edu.tw/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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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福爾摩斯經典探案全集：永遠的

偵探

柯南道爾/Doyle, Arthur Conan 漢湘文化 873.57 3810-14 
2012

管理數學：商用微積分的應用 田瑞駒 新陸 319 6017
酷蟲學校，稀奇古怪的同學們 吳祥敏/吉安 科寶文化 387.7 1574
管理數學：商用微積分的應用 田瑞駒 新陸 319 6017
臺大名師傳授百萬學生最想知道

的FunLearn學習法
高至豪 平安文化 521.1 0010

領導如來藏 趙建宏 博客思 541.776 4913
臺灣美術全集，林天瑞 林天瑞 藝術家 947.5 4411:3
誤診誤醫 許達夫 時報文化 419.47 0835

誤點的紙飛機 林達陽 逗點文創 851.486 4437
輕鬆搞定公寓大廈 劉孟錦/楊春吉 書泉 441.51 7218-2
輕鬆學Objective C：開發你的
iPhone/iPad應用程式

楊正洪/李建國/鄭齊心 上奇資訊 312.2 4613

Android wireless application de-
velopment

Conder, Shane / Darcey, Lauren Addison-
Wesley

EBOOK 005.1 
C745 2011

Heat treatment of gears : a practi-
cal guide for engineers 

Rakhit, A. K. / ASM Interna-
tional

ASM Inter-
national

EBOOK 621.833 
R162 2000

Housing, markets and policy Malpass, Peter / Rowlands, 
Robert

Routledge EBOOK 333.338 
H842 2010

Jump rope training Lee, Buddy Human Ki-
netics

E 796.2 L477 
2010

Key te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alumbo, Giuseppe Continuum E 418.02014 P184 
2009

Third world modernism : architec-
ture, development and identity 

Lu, Duanfang Routledge E 724.6 T445 
2011

Masters of fashion illustration Downton, David Laurence 
King

EBOOK 741.672 
D751 2010

The doctrine of signatures : a de-
fence of theory in medicine 

Buchanan, Scott Milross Routledgy EBOOK 610.1 
B918 2002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mus-
culoskeletal system 

Watkins, James Human Ki-
netics

E 612.7 W335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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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身影[DVD] 宇勗 宇勗 DVD 782.18 3683

公司的力量 / The power of 
corporations[DVD]

任學安 宇勗 DVD 553.9 2273

星星的孩子 / Temple grand-
in[DVD]

傑克森/丹妮絲/奧哈拉/
Jackson Mick/Claire Danes

威瀚資訊 DVD 987.83 
2544:4-2

奇蹟背後[DVD] 蔡崇隆/陸凱聲 公共電視 DVD 987.81 4427-2

帕米爾神祕之旅 日本放送協會 佐峰商社 DVD 676.1 6503-2

金融危機之警訊 / Financial 
crisis: The Warning [DVD]

宇勗 宇勗 DVD 561.78 3683-2

客家土樓[DVD] 宇勗 宇勗 DVD 922.931 3683

建築奇觀：京滬高速鐵路 / 
Man made marvels: World's 
Fastest Railway[DVD]

布里吉/Bridge Mark 采昌國際 DVD 441.451 4064

尋訪古文明：羅馬帝國 日本放送協會 佐峰商社 DVD 740.22 6503
華爾街 / Wall Streets[DVD] 李成才 宇勗 DVD 563.652 4054
費城 / Philadelphia[DVD] 德米/漢克/華盛崸/Demme 

Jonathon/Hanks Tom
威翰資訊 DVD 987.83 2490

Kanakanavu的守候[DVD] 馬躍.比吼 天馬行空 DVD 987.81 7626
梁思成．林徽音[DVD] 胡勁草 嘉勳實業 DVD 987.81 4714
棄寶之島：遙與魔法鏡

[DVD]
佐藤信介 曼迪傳播 DVD 987.85 2428

博弈[DVD] 王清仁 天馬行空 DVD 987.81 1032
情路盲盲 / When love is 
blind[DVD]

裴蒂耶/Peltier Sylvie 財團法人廣青文

教基金會

DVD 987.81 2371

阿舍正傳 / Arthur[DVD] 懷納/蘭德/米倫/Winer 
Jason/Brand Russell

威瀚資訊 DVD 987.83 9024

帶一片風景走 / Leaving 
Gracefully[DVD]

澎恰恰/黃品源/侯怡君 勝琦 DVD 987.83 3299

南國樂活之宿(劇場版)[DVD] 大森美香/小林聰美/
加瀨亮

曼迪傳播 DVD 987.83 4482

時空幻境：宵星傳奇(劇場版)
[DVD]

龜井幹太 曼迪傳播 DVD 987.85 2544

新到館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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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生活與學習輔導系列講座 【101年3月5日至27日】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本館邀請成功大學饒夢霞教授、職訓局藍如瑛職能講

師、青輔會產業與職涯校園講師韋大裕老師、日盛銀行蘇國恩經理等學者專家

前來，於3月份辦理一系列講座，包括「幸

福婚姻的經營」、「課程地圖活動系統教育

訓練」、「求職面試技巧一把罩」、「諮詢

網經營工作坊」、「富足人生理財學」、

「如何亮出自己」，為學子指點如何經營快

樂生活和婚姻、學習、理財與自我管理，有

效規劃大學四年延伸至未來的生涯活動。

演講網經營工作坊 【101年4月20日】

　　本館假電算中心第3電腦教室舉辦「演講網經營工作坊」，協助本校各級

單位將所辦活動之錄影資料，上傳崑山演講網。此網為校內師生影片及文件的

資源共享平台，包括各類活動及所衍生的任何數位文件，皆可放上平台一併典

藏，提供未能親臨活動現場的全校師生，有線上學習的管道。未來若能完善建

置活動錄影檔典藏機制，本校成長記錄將留下完整軌跡，學術成就亦將更能完

整發揚。

數位出版電子雜誌與EPUB 3.0研討會 【101年5月17日】

　　行動裝置世代已來臨，視覺設計與資訊相關等職場需要的人才，不再限於

單純的平面設計、網頁製作，而更需要行動內容開發、Apps應用程式開發，及

電子書、電子雜誌等數位出版專業人員。鑑此，本館特辦理「數位出版電子雜

誌與EPUB 3.0研討會」，徹底剖析數位出版相關技術，透過講師介紹數位趨

勢，指引大家新的思維方向，再衍伸將目前所學的技能，轉換到符合業界對數

位出版技術的需求。參與師生咸認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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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