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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把態度練好，才能成就大事

　　前些日子，在一樓櫃檯與即將畢業的工讀生閒

聊，不經意聽見這麼一句：「好快！一晃眼已經被讀

者『羞辱』了好多年。」也許他是半開玩笑的，但

「羞辱」一詞，對我來說仍頗為震驚。原來他受夠了

讀者無理的態度對待。看起來，大學生無法駕馭自

己、維持良好的態度與修養，是件大事。工讀生的感受如此，第一線服務讀者的

館員，感受必然更為強烈了。

　　12月初，有大學生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大罵教育部長：「我認為你是一個偽

善的部長，我認為你是一個滿口謊言的部長，我認為你是一個不知悔改的部

長。」本來「反媒體壟斷」的訴求，在不適當的態度中，被許多人有意無意模糊

了焦點；掀起輿論沸沸揚揚的討論，卻未使原想表達的訴求得到效果——這又是

學生在養成良好態度的過程中，尚待加強的顯例。

　　話說回頭，我們身處高等教育機構，實也沒有資格指責學生態度不好。台灣

社會經過戒嚴的壓抑、解嚴的衝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也許該回

到正常的狀況下來教導孩子了；我們必須讓學生知道，目標要正確，手段、過程

更要正確。對於「對的事」，不光憑意志堅定，態度、修養、溝通方式一樣重

要。我常告訴館員同仁，面對學生，不可怕事、怕麻煩，遇到態度不好的讀者，

儘可能諄諄善誘、心平氣和的據理陳述，才能使其理解良好態度的重要性。

　　邱吉爾說過，‟Attitude is a little thing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能把態度練

好，學會積極卻不失修養的處世方式，才能成就大事業。共勉之。

有朋自遠方來
　　本校姐妹校上海同濟大學之圖

書館何青芳副館長（左）與系統管

理部徐咏華主任（右），10月9日

至12日蒞本館進行深度參訪。本館

悉心安排簡報及經驗交流，彼此都

感受到圖書館四海一家的氛圍。

　　圖為閔館長（中）介紹圖書分

類系統運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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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59年開始，由中國圖書館

學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聯合發起，

以「介紹圖書設施，運用圖書館資

源，培養大眾讀書風氣，倡導正當休

閒生活」為目標，訂定每年12月1日
至7日為「圖書館週」，由全國各圖

書館、社教機構、資料單位及各圖書

資訊學相關系所配合參加。今年為第

43屆圖書館週，主題訂為「在圖書館

遇見幸福」，本館即以此規劃一系列

活動，鼓勵全校學生共同參與。

　　一改往年最受大家歡迎的闖關猜

謎活動，以時下最流行的

Facebook（臉書）為活動平台，在本

館粉絲團網頁（http://
www.facebook.com/www.lib.ksu.edu.tw
）舉辦「幸福相傳‧我最幸福」照片

票選活動。活動期間自11月26日至12
月10日止，簡單以「幸福」為題、

「圖書館」為景，不受限於廠牌，亦

不注重所謂的技巧，更無關於主角是

誰，只要備註文字說明，串聯出屬於

自己的幸福照片，群聚人氣來獲得最

高票數，就是大獎得主！

　　一張好照片的產生，必須具備的

就是「觀察力」。平日那麼熟悉的圖

書館裡，坐在柔軟舒適的沙發椅上，

身邊靜擺著著翻閱到一半的小說，金

圖書館週特別企劃
幸福相傳．我最幸福
照片票選競賽

郭淑華

http://www.facebook.com/www.lib.ksu.edu.tw
http://www.facebook.com/www.lib.ksu.edu.tw
http://www.facebook.com/www.lib.ksu.edu.tw
http://www.facebook.com/www.lib.ksu.edu.tw


4 Kun Sh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Issue 24

黃色的夕陽灑落在微張的雙眼，一種

愜意，一種慵懶，是否就是所謂的

「小確幸」呢？大四生和伙伴們的畢

業合照裡，身後的背景是難忘的圖書

館，還記得我們一起來借的討論室

嗎？雖然眼睛紅了，嘴卻還在笑著

⋯⋯一張張照片裡面，細數著難忘的

回憶和道不完的點滴故事，都有圖書

館陪伴著，一起走過。 

　　鏡頭下的世界似乎多一些溫柔暖

意，面對眼前的事物、身邊的人群，

除了理解，也多添憑些憐惜感動。原

來，幸福離我這麼近。

　　最後，運用強大的網路「影響

力」來拉票，號召所有親朋好友來當

應援團，刺激的票選較勁正是比賽最

High的地方，獲得「讚」最多的前三

高票，均可領取高級大獎。而其他參

賽者無須失望，因為我們在12月12日
頒獎當天準備了好玩的抽獎活動，更

多好禮等著！活動進行熱鬧滾滾，藉

由海報宣傳與參賽者臉書熱烈分享轉

發，參加活動按讚人數近800人。

　　你知道圖書館的幸福是什麼嗎？

或許是無意間走進來的那個你，或是

滿足地駐足書庫間的你，還是埋首閱

覽區中的你，更可能是在館享受當下

的你，每一個你，都是圖書館的幸

福。歡迎蒞臨圖書館，一同「在圖書

館遇見幸福」尋找你的幸福。

票選第一名作品：企業管理系黃晴卉同學。
主題：Friendship。「語言不是問題，膚色不是
距離，最重要的是我們同在崑山；在這裡搭起
了友誼的橋樑！！幸福快樂很簡單	 ^_^」
拍攝地點：圖書資訊館前廣場

票選第二名作品：機械工程系柯紀帆同學。
主題：「台南學研究典藏中心」
拍攝地點：圖書資訊館

票選第三名作品：電腦與通訊所許凱鈞同學。
主題：「花。幸福」
拍攝地點：圖書資訊館一樓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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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檢視與調整

王意順

　　圖書館支援教務處幫各系建置課程地圖也已有多年了，過去主要都在觀念

的建立，各系課程地圖的老師也在摸索中成長。在100學年第一學期，學校更是

進一步的要求各系好好審視系上建置的課程地圖，為未來的評鑑做萬全的準

備。我們建立了課程地圖導入表單，幫助各系能更快完成課程地圖中能力與課

程的配分，同時重新建立了活動地圖的架構，讓學生能夠更清楚的了解在求學

的四年裡，除了該修哪些課之外，系上還幫他們準備了哪些活動，他們可以由

這些課及活動中取得什麼樣的能力。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在這學期要初步的來看過去建置課程地圖的成果

了。我們提供了各系學生在選定的目標人才下取得的能力分數，也教導各系如

何去檢視學生在各階段（學

年）取得能力的情況，要如

何進行課程與活動的配分才

能讓學生的完成度更高。

　　先以目標人才的各項能

力分數的雷達圖來看能力的

完成情況，在這雷達圖中可

以看出何種能力的養成比較

不足或是太多。以右方的雷

達圖為例（假想圖），這個目標人才的「基本素養 領導與分享」明顯養成不

足，在升上二年級時無法達到該項能力的20%；在升上三年級時，也無法達到

該項能力的40%；在升上四年級時也無法達到該項能力的75%。這表示在課程

地圖上未針對這能力的培養有所欠缺，或是學生未能與多項與增長這項能力有

關的活動才會使得分數這麼低。

　　而在「基本素養 人文與藝術」中，升上二年級時已取得超過80%的能力，

甚至在升上四年級時已超過100%，這屬分數配置不當，讓學生太早也太容易取

得這項能力，這樣對未來學生在這方面的學習會無法持續成長。另外，「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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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 倫理與公德」在升上三

年級時取得不到60%的能

力，但在升上四年級時卻已

取得超過100%的能力，這表

示，在三年級時取得超過

40%的能力，這也屬於分數

配置不當的現象。

　　最完美情況應該像左方

的雷達圖（假想圖），學生

各項能力都能均

衡的向目標發

展，而沒有一學

期或一學年都沒

什麼成長，或者

成長太多的情

況。

　　要調整出近

乎完美的課程地

圖，則必須做到以下幾個項目：

一、確實將學生參與活動的名單匯入活動地圖中。取得課程地圖的能力，除了

上課之外，還有活動。行政單位及系上應確實將參與名單匯入活動地圖

中，如此才能幫助學生增長能力。

二、調整Q函數——分數組距。因為每個系的老師給分要求不同，可觀察過去

系上老師給分的落點情況來調整課程地圖得分的百分比(%)。
三、調整課程地圖中每項能力的配分，希望學生每項能力皆能均衡的發展。建

置課程地圖之初，建議系上將每項能力的總分設定在目標分數的1.5倍左

右。如此一來，也能讓中等程度的學生能夠達到系上訂定的目標。

　　這學期的檢視課程地圖及調整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看看先前建置的課程地圖

是否有不當的地方，如果有不足或太過，則應盡量做修正，以免影響了學生的

學習成效，同時也希望學生能透過這份課程地圖來審視他們的學習情況。



學習評測輔導⼀一把罩

董家良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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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校實就組已經利用此套系統模組

針對校外實習學生做職業倫理評測，成效良好。

系統功能簡介
　　評測網擴充功能於今年11月底建置完成，可由以下2種方式登入使用：

1. 直接登入：由校內網路大學或圖書館連結，點選崑山科技大學評測網連結，

使用的帳密同圖書館讀者個人資料查詢登入方式同。

2. 登入個人電子歷程，點選管理選單「學習評測」之「一般測驗」即可進入。

　　走進評測系統，提供多樣化題型供

老師出題選擇，題型有是非、單選、複

選、填充、配合、問答題、多媒體影音

檔匯入，並可依題庫設計難易度標示，

依照學生程度來從題庫選擇題目出

題，老師們只須建立好題庫，事先

設定試卷的題型，配分及考試時

間。學生便可依老師指定的時間上

網作答即可。系統同時支援國外最

知名軟體 iSpring Suit - QuizMaker 
（於文末介紹）所產生之 Flash 互
動測驗試卷，提供老師不同的工具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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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調查系統可提供全校

師生做問卷評量，舉凡導師評

量問卷、教學評量問卷、活動

問卷等等，可依基本資料做交

叉分析，並將結果輸出為電子

檔，節省大量紙張的同時，亦

減少人工後續繁瑣的統計。

未來相關應用

　　整合校內電子歷程，舉辦

校內活動，若需做一些簡單評測來檢定參與活動的依據，亦會利用此套系統來

提供檢測，例如老師指定學生至觀看某一部影片，老師便可以在評測網出些有

關影片內容的題目，來檢測學生的熟悉度，學生的評測成績回傳至電子學習歷

程，自動判定是否獲得活動能力分數，因此舉辦活動的主辦單位只需要請學生

回去填寫評量，便可得知活動成效。

　　此外，搭配電子學習歷程預警系統，授課老師可由預警系統得知成績需要

關切學生，經由初步篩選，可指定學生進行評測練習，此時可開放評測系統詳

解功能及重複測驗功能，讓學生可經由重複練習，來達成學習的成效。

　　若學習成效還是不盡理想，則須實行補救教學，可經由校內諮詢網進行線

上輔導，提供學習成就低落之弱勢學生課業補救教學，以實現弱勢關懷並確保

基本學力。針對弱勢且低成就學生，提供課業補救教學與適性多元學習機會，

提高學習效果與學習成功之信心，如此一來整合一連串的系統來進行活動、問

卷、評量、課輔相信能為學校注入新的希望。

【iSpring suit 軟體介紹】
　　本館同時購入iSpring suit若干授權，其中有以下幾項功能，能在微軟 win-
dows 作業系統中快速創作數位學習的工具包，允許使用音訊和視頻的旁白，

創建 Flash 的互動電子學習課程和隨機測驗及調查。軟體生成的內容符合

SCORM/AICC ，並可發佈專為Black Board LMS的課程。軟體可將PowerPoint 
檔案轉成 SWF 檔、 exe 可執行檔、 HTML 網頁和 ZIP 壓縮檔。

　　此軟體用於在 PowerPoint 中創建 SCORM 相容課程或連線演示文稿。它支

援常見的PowerPoint 功能如動畫、效果和旁白設施，並提供發佈到 LMSs，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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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成的Flash測驗。能把投影片放在網頁上或blog上給他人閱讀。能將您的

PowerPoint 投影片轉換成高品質的Flash影片，還能保留原本的動畫效果，能讓

你的投影片的用途更為廣泛、更容易發佈，而且相容於眾多的瀏覽器及作業系

統，有興趣參與製作的老師皆歡迎來館詢問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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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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英系洪綺吟老師 《高級英文法》等 35冊

許登進先生 《電子力學》等 450冊

電機系陳金鈴老師 《電機月刊》等 153冊

佛光山南台別院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叢書》等 133冊

國際事務處 《成都紡織高等專科學校》等及光碟 92冊件

創媒學院黃雅玲院長 《現代風格手繪FLASH設計》等 62冊

電機系高采時小姐 《中國古典少年小說》等 52冊

黃國賢副校長 《有機化學》等 24冊

李天祥副校長 《2011年兩岸大學指南》等 16冊

外語中心顏妙容老師 《All	 in	 Reading》等 15冊

應英系呂淑娟老師 《引擎設計製圖》等 14冊

幼保系謝斐敦老師 《人生‧．教育‧．學習》等 13冊

資管系柯文長老師 《簡明經濟學》等 13冊

視傳研究所林雅琪同學 《企業識別系統》等 10冊

校外人士黃先生 《1公分的輸贏》等 6冊

通識中心戴伶娟老師 《中國古典文化景致》等 6冊

機械系尹雅芳同學 《投資學》等 5冊

本館閔蓉蓉館長 《王淮作品集》等 4冊

視傳系王御榕同學 《POWER行銷祕訣》等 4冊

會資系黃共惠老師 《中級會計學》等 3冊

佛教正法中心南台弘法會 《走上幸福之路》 2冊

李創辦人正合先生 《世界中醫藥期刊》 2冊

綜合業務組許瀞如小姐 《台灣高齡服務管理學刊》 2冊

創媒學院藝術中心 《37.9°N	 22.9°N》 2冊

電通系王建仁老師 《Computer	 Networks》 1冊

體育室蔡鎮陽先生 《靈體‧．靈性‧．靈媒》 1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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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愛閱讀書會活動報導
採編組

　　101年教學卓越計畫讀書會活動已堂堂邁入最後階段，本館向來積極辦

理，面向多元；而以學生興趣導向為主題的「讀書會推廣活動」，成功結合

「閱讀」和「活動」兩大要素，與陳列於館內二樓之主題書展，期望激盪出更

多「閱讀Style」。本學期各讀書會辦得相當成功，謹此專文報導以饗讀者。
 

我的行動圖書館：「Mobile Devices篇」與「QR Code篇」

　　10月5日辦理第一場讀書會活動「我的行動圖

書館」：邀請本館視訊組董家良先生（右）及本校

資訊管理系王意

順老師（左），

分別以Mobile 
Devices及QR 
Code的運用兩大

主題，於教育訓

練室舉辦讀書

會。在活動中，除介紹軟硬體之原理外，讓

學生透過行動載具（手機、平板等）實機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體驗。在瞭解當

下流行趨勢時，也學習到如何搭配行動載具，在圖書館的使用上加分！

「華人世界‧書香魅影」系列

　　10月15、17及18日辦理系列讀書會「華人世界‧書香魅影」：邀請華語中

心主任王幼華老師擔任導讀，由校內外籍生和華語小老師們一同參加。以外籍

生為主要活動對象、華語小

老師在旁輔助指導、增強外

籍學生對華語的學習能力和

台灣在地的認同感為主題，

舉辦三場不同性質的讀書會

活動，提升華語的聽力、閱

讀力與口語表達能力。第一

場活動「漫遊台灣」，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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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多媒體館藏，介紹台灣當地特色，了解傳統人文生活及欣賞自然景觀，並

細心準備投影片講解與聽眾互動；第二場活動「沉醉華語書香世界」，活動場

地拉到本館四樓童書區，在華語小老師協助下，實際接觸華文圖書；先以淺顯

易懂的童書作為閱讀開端，再以簡單口語表達，深入學習；第三場活動「交流

與分享」，新舊生的交流時刻，共同分享在崑山學習的點滴。來自不同國家的

外籍生，此刻以華語學習和讀書會產生連結，除了學習課業外，更能享受台灣

的熱情與華語的魅力！

我看見的攝影路上

　　10月24日舉辦「我看見的攝影路上」讀書會，邀請台南社區大學陳虧寶老

師蒞臨演講。自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畢業的陳老師，多次奪得法國與美

國攝影大賽獎項，於國內也有相當多的比賽經驗，此番以拿手的「底片攝影」

為主題，無私分享得獎作品，輔以多年經驗與技巧、荒木經惟與蜷川實花等日

本攝影大師的手法；無論您否為攝影高手，也能夠欣賞底片攝影藝術之美！

窮學生也可以環遊美國——沙發衝浪ｘ公路旅行88天

　　10月31日辦理第四場讀書會活動「窮學生

也可以環遊美國——沙發衝浪ｘ公路旅行88
天」：邀請《美國工讀旅遊完全手冊》、《沙

發衝浪ｘ公路旅行——環遊美國88天美西行》

作家練慧竹小姐，到現場分享她環遊美國自助

旅行的點滴歷程。活動中最引起大家興趣的話

題，就是「沙發衝浪」！想要出國去擴展視

野、學習獨立成長又能留下旅遊美好的回憶，

這是最節省旅費的方式，但如何玩得盡興又安全、在旅程中結交良善的外國好

友？講師將申請絕招和應對方法傾囊相授，現場聆聽的同學一個個都躍躍欲試

呢！而其中與沙發主人的各種奇妙相遇，聽來有的感人、有的爆笑；不同國家

有不同文化，然而，有一樣熱情的心才是最可貴的！

　　本學期共辦理四種主題、七個場次讀書會，感謝超過400位參與讀者的支

持！期待未來能有更豐富多樣的讀書

會活動呈現，讓「閱讀」無所不在！

　　

★	 	 想看各項讀書會之訊息與紀錄，您可由

本館網頁、RSS、Facebook粉絲團及崑

山愛閱blog中獲取；而舉辦過的活動影

片經講者授權後皆已置於演講網中，歡

迎您現在就來體驗與回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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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學「南瀛村落美學」研討會
暨「視域南都」建築設計展側記　
閱覽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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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做為一種視野，共同互動

展演生活景觀，以生長土地為媒介，

城市與村落為空間探索文化記憶，落

實人文情感。基於對台南學的研究，

本館與通識教育中心、空間設計系合

作，籌辦研討會與展覽活動；終於在

10月26日開花結果，不但吸引逾300
人參加「南瀛村落美學」研討會，更

有眾多師生在半個月展期內，於本館

一樓大廳欣賞了瑰美的「視域南都」

建築設計展。

　　本次台南學「南瀛村落美學」

研討會，首先請到古都保存再生文教

基金會顏世樺副執行長發表主題「老

屋欣力」，講述台南這個文化古城如

何由「老」翻新，創造蓬勃的欣生

命、心主題。再者，邀請陳永興建築

師主講「發現的方法之南瀛實踐」，

從南方概念思考「南瀛」如何被發展

與發展，並以台南縣實施的城鄉風貌

綱要計劃過程為實例，論述以「發現

的方法」在環境認知上所獲得的效

「視域南都」建築設計展揭展日，本館閔蓉蓉館長
（右七）、陳國泰副館長（右四）、創意媒體學院
黃雅玲院長（右六）、通識教育中心林永昌主任
（左七）等及眾多師長均出席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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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期待喚起從事

台灣鄉村環境規劃

者，再拾回對土地

環境的敏感度、善

待土地並尊重其基

本價值。研討會中

場並舉行「視域南

都」建築設計展揭

展儀式，包括本館

閔蓉蓉館長、創意

媒體學院黃雅玲院

長、通識教育中心

林永昌主任等均出

席並觀展；由空間設計系許正傑、林

秀慧、蕭紋娉老師，帶領同學發表於

「2012台南築角」競賽獲獎之作「返

鄉少年＋」系列，將個性融入社區重

建，創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村落意

象」，由心裡打動年輕學子未來意欲

返鄉服務的念頭，同時藉實務作業進

行空間體驗。觀者咸認該作品十分優

秀，充分展現本

校專業教育有

成。

　　同展內容還

包括空間設計系

張郁靂主任與許

正傑老師的「復

河日記」、蕭紋

娉老師的「再現

的羽翼」、陳連

福老師率領學生

團隊規劃的「七股

台江內海地區」等

作品，將舊市區更新、眷村建築、觀

光前景等重點，從歷史、文化、資源

等多視角省思，期望透過獨特工法，

重新詮釋、活化你我熟悉的意象，讓

我們用心體驗人與建築密不可分的關

係，從而以城鄉社區改造的視域展

出，讓大家具體感受台南之美。

 台南學「 南瀛村落美學」研
討會現場座無虛席。



「2012公視假日電影院」巡迴影展

　　為提供讀者最優質、最精彩、真善美的影像創作，本館今年再度與公共電

視合作，舉辦「2012公視假日電影院」巡迴影展活動。

　　活動期間為10月1日至12日之週一、週三、週五中午，在七樓大團體放映

室播放影片，共5場次。這次放映的影片包括愛的麵包

魂（2006年版）、誰在橋上寫字、十七號出入口、

司馬庫斯，及「背影、面交男、我的拼湊家庭」短

片精選等5部。其中，面交男這部作品為本校視訊系

李哲光同學的優秀創作，並入圍今年金穗獎最佳劇

情片／最佳學生作

品，特別推介全校師

生觀賞，分享榮耀與

喜悅。我們同時感謝

大家踴躍參與今年的影展，歡迎日後繼續支持，共同

欣賞佳作。

大學部新生參觀導覽

　　為使大學新鮮人認識圖書館，本館於9月下旬舉

辦新生導覽活動一週，由專業館員分批帶領大學部

各新生班級認識本校圖書館。包括解說館內各項設

施、利用規則，並實際示範操作館藏查詢、借閱、

歸還及個人資料查詢系統。本次新生參觀導覽參與

14 Kun Shan University Library Newsletter, Issue 24

李蕙芳

閱覽服務推廣

邱憶廷



班級共42班（含外籍生）、2,027人，過程圓滿順利。

南區28所圖書館代借代還服務系統

　　本館於今年4月加入代借代還服務，目前共有南區28所大專校院圖書館加

入，讀者需先登入代借代還服務系統（帳號密碼依所屬圖書館之個人帳密），

經所屬館審核通過後，可透過「聯合書目查詢系統」平台至各校申請借閱圖

書，待被申請館審核通過後以宅配方式送達圖書，讀者只須到所屬館取件，不

需支付任何運費，十分便利。依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他館至本館申請件數已達

1,431件，歡迎本校教職員工生（恕不含學分班及推廣教育班學員）多加利用。

　　代借代還圖書借閱規則如下：

1. 各校每位讀者最多可借5冊，借期14天（含書到申請館後保留7天），不受理

續借或預約。

2. 代借代還服務可借資料類型、逾期

罰款、丟書賠款或其他賠償及方式

等，均依被申請館之規定。

3. 依各館作法；是否提供CD光碟附件借閱，不作統一規定。

4. 申請者若有3次（或以上）到期未取件之情事，該館得停止其使用代借代還

服務權利1個月。

逾千位高中職學子蒞館參觀

　　本館向來為校內參觀與展覽重點。12月初，配合工程學院舉辦「能源科技

聯合專題暨主題教學活動成果展」，連續五天，本校教師與高中職校合作的專

題海報共38件創意成果，及各專題製作上課情境26組，在本館一樓大廳展出。

同時邀請新營高工、曾文農工等12所高中職校逾1,000位學生蒞館參觀，讓少年

學子提早認識大學生活，亦推廣節能減碳教育。館員同仁輪番上陣，為來客解

說導覽，互動熱絡，讓整個活動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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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學生專題製作上傳、學位論文上傳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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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場次來聽取說明。活

動於12月10至14日於本館教育訓練室進行，

截至12月12日計55人次參與。本館將於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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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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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至21日
舉辦「新版學位論文系統」教育訓練，共

有5梯次說明論文上傳程序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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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館員進行實機教學，以推廣電子資

源服務，活動後並進行測驗及成績彙整。訓練活動至10月底順利完成，計31個
班級，近650人參加。

　　各資源利用講習

之安排班級如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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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活動成果

沈美如

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電子所研一班 企管系四技四B班 視傳系四技四A班

電機所研一班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
研究所研一班 視傳系四技四B班

機械所研一班 房地產開發與估價產業
碩士專班研一班 資管所研一班

環工所研一班 幼保系四技三A班 數科所研一班

環工系四技三A班 媒藝所研一班 資工系四技三A班

環工系四技三B班 視訊系四技四A班 資工系四技三B班

材料工程所研一班 空設系四技四A班 電通所研一班

光電所研一班 環境設計研究所研一班 電通系四技三A班

光電系四技三A班 公廣系四技四A班 電通系四技三B班

企管所研一班 公廣系四技四B班 	 

企管系四技四A班 視傳所研一班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系列：

　　本館於本學期已舉辦以下多種資料庫之教育訓練：ScienceDirect 
Online(SDOL)、Engineering Village(EV)、EBSCOhost、PQDT、美加地區碩博

士數位化論文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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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知識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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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並進行有獎徵答以增加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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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已
經加入

，

歡迎多
多利用

！

	 SDOL資料庫教育訓練。 	 EBSCOhost資料庫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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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刊名 作者 出版者 索書號

恆星真奇妙：認識銀河系裡最

大、最亮、最熱、最具爆炸性的

大明星

阿吉拉/王科/Aguilar David 大石國際文化 323.8 7145

1分鐘！正韓妞50款百搭編髮 車虹/姚靜芝 高寶國際 425.5 5051
建築母語：傳統、地域與鄉愁 漢寶德 天下遠見 920.7 3432-6
建築概論 郭呈周/焦志鵬 崧博 441.3 0767
建築學？教科書：十四位當代日

本建築名家講座

安藤忠雄/林建華 漫遊者文化 920.7 3454-4

律師爸爸保護孩子的28堂法律課 連世昌 凱信企管顧問 580.3 3546
律師與社會 曾肇昌 曾肇昌出版 580.7 8036
拾貝集：105歲老人的醒世警言 周有光 天地圖書 855 7749

拾起那遺忘的青春 蕭正儀 秀威資訊科技 855 4412:7
挑對我的Mr. Right：以結婚為前
提尋找好對象

鄭絜心 良品文化館 544.31 8753

挑戰人生 張國松 張國松 783.3886 1164
Refrigeration systems and applica-
tions

Dincer, Ibrahim,/Kanoglu, 
Mehmet.

Wiley E 621.56 D583 
2010

Mechanical vibration and shock 
analysis

Lalanne, Christian. ISTE EBOOK 624.176 
L194 2009

Introduction to mechanics Verma, Mahendra K., Universities 
Press

E 531 V522 2008

Structural dynamics : vibrations & 
systems

Mukhopadhyay, Madhujit. Ane Books In-
dia

E 624.176 M953 
2008

System dynamics Palm, William J. McGraw-Hill, E 620.104015118 
P171 2010

Thermal and flow measurements Lee, T.-W CRC Press, E 681.28 L481 
2008

Thermodynamics : from concepts 
to applications

Shavit, Arthur./Gutfinger, 
Chaim.

CRC Press, E 536.7 S533 
2009

Advances in hazardous industrial 
waste treatment

Wang, Lawrence 
K./Shammas, Nazih 
K./Hung, Yung-Tse.

CRC Press, E 628.42 A24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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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嬉皮/The music never 
stopped[DVD]

柯柏格/Kohlberg Jim 天馬行空 DVD 987.83 4144

為瑪格利特朗讀/My after-
noons with Margueritte[DVD]

貝克/德巴狄厄/Becker 
Jean/Depardieu Gerard

天馬行空 DVD 987.83 6040

乘著光影旅行[DVD] 姜秀瓊/關本良 有得電影 DVD 987.81 8021
殺客同萌/Sucker punch[DVD] 史奈德/布朗寧/Snyder 

Zack/Browning Emily
威瀚資訊 DVD 987.83 

5042:4-2
神鬼奇航4：幽靈海/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DVD]

強尼戴普/Johnny Depp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4380-5

第四張畫[DVD] 鍾孟宏/戴立忍/畢曉海/
郝蕾

嘉勳實業 DVD 987.83 8213

被上帝遺忘的孩子/Children 
of God[DVD]

李承俊 天馬行空 DVD 987.81 4012

麥田少年/September[DVD] 卡斯德爾斯/Carstairs Peter 天馬行空 DVD 987.83 2421
尋訪古文明：羅馬帝國 日本放送協會 佐峰商社 DVD 740.22 6503
博弈[DVD] 王清仁 天馬行空 DVD 987.81 1032
惡人/Akunin [DVD] 李相日 迪昇數位影音總

代理

DVD 987.83 4046:2

惡童當街[DVD] 阿里亞/Arias Michael 曼迪傳播 DVD 987.85 7161
殘酷的割禮/The day I will 
never forget[DVD]

隆吉諾托/Longinotto Kim 女性影像學會 DVD 987.81 7405

琴之森[DVD] 小島正幸 曼迪傳播 DVD 987.85 9214-2
硝酸鹽之吻；另類．愛人．

同志/Nitrate kisses ; Lover 
other[DVD]

漢默爾/Hammer Barbara 女性影像學會 DVD 987.81 3461

菊次郎的夏天[DVD] 北野武/關口雄介 輝洪公播總代理 DVD 987.83 1161-2
茱莉亞/Julia[DVD] 宗卡/絲雲頓/Swinton 

Tilda/Zonca
天馬行空 DVD 987.83 3021

開往黑水域的慢船/The 
Blackwater Lightship[DVD]

厄曼/薇絲特/Wiest 
Dianne/Erman John

天馬行空 DVD 987.83 7160

蜘蛛人3/Spider-man3[DVD] 麥奎爾/Maguire Tobey 威翰資訊 DVD 987.83 4041-3
誘惑．夜/Last night[DVD] 泰潔汀/Tadjedin Massy 中藝國際 DVD 987.83 5033

新到館藏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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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本校機構典藏成效表現優異 【101年7月31日】
　　今年7月，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網路計量研究中心公布「世界大學機構

典藏類系統排名」，在頂尖典藏系統（Top Repositories）排名中，本校「機構

典藏」居全國私立綜合及技職大學之冠，僅次於7所國立大學，居第8名；另外

「數位資源典藏系統」也列全國第16名，成效斐然。目前（12月中）「機構典

藏」資料量已達15,138筆，「數位資源典藏系統」資料量則為79,132筆。

「如何利用預警系統保證學習成效」研習活動 【101年9月26日】
　　為提升學生整體學習風氣，本校於電子學習歷程中，加入學習預警系統，

並假電算中心舉辦「如何利用預警系統保證學習成效」研習。藉瞭解預警系統

之建立，協助學生、家長、導師、授課教師乃至系所主任等相關人員，即時掌

握班級學習狀況。研習活動由本館視訊組王意順先生主講，帶領參與教師熟悉

系統操作方式和相關功能，以利主動關懷需要學習輔助之學生，落實預警輔導

機制。計66人出席。

「舊愛變歡心」圖書捐贈儀式 【101年10月26日】
　　本館自去年結合台南數位機會中心「書送機會．愛送偏鄉」輔導團隊計

畫，進行捐書典藏與媒合活動，縮減城鄉數位資源落差；今年由南華大學圖書

館接棒協力，配合其「雲水行動書車」定期定點下鄉，增加居民免費閱讀好書

的管道。特於本館舉辦「舊愛變歡

心」圖書捐贈儀式，由閔蓉蓉館長代

表接受南華大學林明炤館長（右）頒

贈之感謝狀，象徵圖資界所有先進同

道，不僅為自己的讀者服務，也時時

關切全社會的文化與閱讀風氣，為資

訊取得的平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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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