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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素養之研究 沈美如 

 
【編按：沈美如，國立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目前為本館館員。研究專長領域為資訊素養。
此次出席在國家圖書館舉行之國際性研討會，並發表論文，誠屬難得。謹此節錄部分內容與讀者共享。】 

 
─ ─ 此論文發表於「二 OO 三年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與逢甲大學圖書館、中華資訊素養學會、國家
圖書館及中國圖書館學會為提升學術交流，特於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舉辦
「二OO三年資訊素養與終身學習社會國際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的主題為「資訊素養
的教學典範」，分就以下五個面向做一探討：中小學教育(K-12 Education)資訊素養教育、
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資訊素養教育、繼續教育(Continuing Education)資訊素養教
育、數位學習(E-Learning)專業發展的實務經驗等之具體作法及相關議題探討。 

本人深感榮幸於賴苑玲教授之指導下於此次會議之其一探討主題「繼續教育
(Continuing Education)資訊素養教育」中發表「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素養之研究─ 以台
南市公共圖書館為例」論文。 

此論文之研究動機為近年來世界各國都在倡導終身學習的概念，而終身學習的基本
能力就是資訊素養，因此資訊素養是民眾邁向終身學習社會的先決條件。公共圖書館是
培育民眾資訊素養的 佳學習教室，圖書館在從事資訊素養教育活動時，應對讀者本身
具備的資訊素養有所瞭解，以設計出適合讀者學習的資訊素養活動，有效地提升讀者自
我的資訊素養，並發揮學習成效，落實公共圖書館社會教育的理念。 

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是由資訊和素養結合而成的，是指在資訊時代每個人
所需具備的基本技能，因此，資訊素養教育是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有別於強調電腦知
識技能的資訊教育（註 1）。McClure 認為資訊素養是由下列四種素養結合而成﹕ （1）
傳統識字素養(Traditional Literacy)、（2）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3）電腦素養
(Computer Literacy)、與（4）網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註 2），且此四種素養之間為
環環相扣與互相關連的關係。由此定義可知，資訊素養應包含傳統讀、說、聽與寫等基
本能力、電腦應用能力、網路資源利用與多媒體資源的使用能力（註 3）。故本研究以
McClure 對資訊素養的定義來進行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素養研究調查。此研究可瞭解我
國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素養之現況，探討讀者個人背景變項與資訊利用現況在傳統素
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與網路素養的差異情形，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公共圖書館從事
讀者資訊素養活動設計時之參考。本研究以台南市公共圖書館讀者為研究對象，施以個
人自編之問卷，問卷的設計，先經專家及學者確認問卷之效度，並由公共圖書館讀者來
進行問卷的預試工作之後，而擬定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為「公共圖書館讀者資訊素養調查
問卷」。 後以描述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重要發現如下：（1）教育程度、職業、擁有個人電腦、上網經驗、公共圖
書館借書證之擁有情況等不同的公共圖書館讀者在傳統素養上均有顯著的差異。（2）年
齡、教育程度、職業、利用公共圖書館頻率、電腦學習經驗、擁有個人電腦、上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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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借書證之擁有情況等不同的公共圖書館讀者在媒體素養上均有顯著的差
異。（3）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電腦學習經驗、擁有個人電腦、上網經驗等不
同的公共圖書館讀者在電腦素養上均有顯著的差異。（4）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
電腦學習經驗、擁有個人電腦、上網經驗等不同的公共圖書館讀者在網路素養上均有顯
著的差異。 

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供下列五點建議：（1）針對不同年齡層與教育程度之讀者，
提供適切的資訊服務，提升服務品質。（2）加強公共圖書館推廣服務的推行與宣傳工作，
使讀者可以多參與圖書館活動。（3）對於不同個人背景資料之讀者加強其資訊素養。（4）
由多方面管道以爭取經費以充實圖書館電腦網路設備。（5）公共圖書館應積極鼓勵讀者
參與圖書館資訊素養相關之活動。 

每個人藉由資訊素養的養成，可以了解何時需要資訊，並能夠辨識、獲取、評估、
及有效使用資訊以解決問題。而與一般民眾的資訊素養關係密切之公共圖書館，若其能
主動提供完善的資訊素養培育環境，則不同的讀者群方可學習符合其特質之資訊素養，
遂幫助民眾成為終身學習者，真正達成公共圖書館成為民眾大學的目的。 
   
【註釋】 
註 1：賴苑玲，「國小實施資訊素養教育之實驗研究－以台中市國小五年級學生為例」，

書苑季刊 45 期（民 89 年 7 月）， 
< http://www.ptl.edu.tw/publish/suyan/45/text_03.htm >（2003 年 11 月 3 日）。 

註 2：McClure, C. R. (1994),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of libr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13(2)： 117. 

註 3：同註 1。 
 

【參考書目】 
（一）圖書 

王元仲。21 世紀公共圖書館之探索。臺中縣：聯經，民 89 年。 
王振鵠。圖書館學論叢。臺北市：學生，民 73 年。 
沈寶環主編。圖書館讀者服務。臺北市：學生，民 81 年。 
沈寶環主編。圖書館學與圖書館事業。臺北市：學生，民 77 年。 

（二）電子資源 
”NCLIS Adopts Principles for Public Library Service.”. 

      <http://www.nclis.gov/news/pressrelease/pr99/ppls99.html>（14 Nov. 2003） 
Shepherd, Rick. ”Why Tech Media Literacy? ”. 

<http://www.media-awareness.ca/english/resources/educational/teaching_backgr
ounders/media_literacy/why_teach_shepherd.cfm >（14 Nov. 2003） 

United National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http://www.unesco.org/webworld/libraries/manifestos/libraman.html#1 > （ 14 
Nov. 2003）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七期 

 4

王美鴻。「圖書館利用指導中之資訊倫理課程規劃」。
<http://tml-132.tpml.edu.tw/publication/periodical/view_cat.php?vol_no=1401
>（2003 年 11 月 14 日）。 

毛慶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 1994」。 
<http://www.lins.fju.edu.tw/~mao/pl/uplm1994.htm>（2003 年 11 月 14 日） 

吳明隆。「新時代師生電腦素養的探究」。 
<http://140.111.1.22/moecc/art/8810/>（2003 年 11 月 14 日） 

宋建成。「公共圖書館的教育功能」。
<http://tml-132.tpml.edu.tw/publication/periodical/view_cat.php?vol_no=1302 
>（2003 年 11 月 14 日） 

莊道明。「建構資訊社會的新秩序---資訊倫理」。 
< 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nals/170-5/m175_5.htm >（2003 年 11
月 14 日） 

郭鴻志。「從網路倫理談資訊倫理教育」。
<http://www.ncu.edu.tw/~phi/NRAE/newsletter/no5/05.html>（200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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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服務報與你知： 

一. 即日起開放書後附件（軟體光碟）外借。 

二. 為提升服務效率，本館將於十二月起，所有通知（催還、逾期等）均透過 e-mail

發送。e-mail 位址為電算中心提供（大學部：學號@ms92.ksut.edu.tw，研究生：
學號@stug92.ksut.edu.tw，詳見電算中心網站。）讀者亦可自行上網更改。 

三. 為讓讀者輕鬆介購圖書，只要您連上本館網站，輕鬆打勾，我們就可在預算
額度內購置您所推薦的書籍（詳情請參閱次頁「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線上介
購系統簡介」一文）。 

四. 若不知如何使用電子資料庫或期刊，除可參加本館舉辦之教育訓練外，不論
您是個人或班級，歡迎諮詢或預約，我們將依您的意願，辦理教育訓練。 

五. 為更方便讀者在家使用電子資料庫或期刊，本館提供多種遠端存取服務（詳
情可洽詢本館典藏組）。 

六. 各班級或十人以上小團體，有參訪圖書館或圖書館利用教育需求者，歡迎與
本館編覽組聯繫，以便安排時段與場地環境，並由專業館員引導、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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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線上介購系統簡介 曾安吟 
 

圖書館各類館藏採購，必須迎合讀者的需求；有鑑於此，本館向來堅持採行各系、
所、行政單位介購制度。唯紙本作業加上提供目錄、收發介購資料等程序，往往減低採
購效率，且現有自動化系統之採購模組功能彈性不足，本館視訊組陳國泰老師遂率一批
工讀生，自力開發一線上介購系統，以較親和、簡便的電子使用介面，促進全校師生薦
購意願，間接提升採購速度，又能兼顧讀者實際需求。 

往昔本館所提供 Excel 檔案格式及紙本目錄的介購方式，必須由各單位負責圖書介
購的老師自行將紙本目錄上的資料鍵入 Excel 檔案檔式中，形成老師的負擔；且同學們
也缺乏管道參與系上的圖書介購。因而此一線上介購系統，可將書商所提供的電子檔目
錄，轉成本館系統的格式，將它們掛到網頁上供老師勾選，希望能降低老師的負擔及提
高介購的數量，也讓同學們能參與系所的圖書介購，以減少同學們對圖書館採購專業科
目書籍的質疑。謹此介紹使用說明及流程如后。 

 
一、首先由圖書館首頁(http://192.192.30.99/library)進入，點選圖書介購。 

 

二、登入的帳號及密碼由各系自行管控（請向各系負責圖書介購之老師洽詢）。各系有
一管理者審核被勾選的書單，若勾選的書單中出現不符各系發展計劃之圖書，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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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刪除。在經費預算的範圍內圖書館不刪除系上所勾選的書單（複本除外）。 

 

三、登入後的預設選書畫面在中文圖書，若要選購西文圖書請按西文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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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它資料類型請點選書目選單。 

 

五、勾選後請按確定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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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於選單中找不到欲介購的書，請按建立購買目錄。 

 

七、將圖書資料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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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填好資料後，按加入鍵，系統即自動於預算中扣除經費。 

 

九、各系已訂書目，請在功能選項中點選已訂書目鍵。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七期 

 10 

 

十、各系管理者登入管理者系統，可自行刪除資料，刪除後金額即自行加回總預算。 

 

十一、預算使用情形，請按預算使用情形鍵。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七期 

 11 

 

十二、同學院各系之老師與同學預算使用情形。 

 
本館會按月將系上所介購的資料整理好送總務單位進行採購，以期快速將系上所需

資料購入，滿足老師及同學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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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報導 典藏組 
 

為協助本校教職員生對財金、經濟
統計資料之研究與推廣利用，本館於 92
年 11 月 6 日假電算中心 PC3 電腦教室舉
辦一場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教育訓練課
程，並邀請到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講師
周慧芳小姐蒞臨講課。 

由於該資料庫對商、管學院師生從
事財金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公告期間
報名者踴躍，甚有鄰校之研究生聞訊而
來參加，授課當天更是座無虛席。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與 e-Learning 學習模式的趨勢與需求，本館除了引進
VOD(Video On Demand)視訊隨選系統外，尚積極充實休閒性及教學性的數位化內容。 

本次教育訓練課程中，本館架設兩部數位攝影機拍攝整個授課過程，並使用 Anicam
教學錄製工具軟體，將講師授課操作畫面一一錄製下來，並於課後進行多媒體剪輯製
作，期能將這些重要的學習資源保存下來，並預計放置於 VOD 中，提供更多讀者使用。 

在知識經濟、知識管理、學
習型組織意識掛帥的潮流中，不
斷的學習、不斷的成長我們利於
不敗的 佳競爭優勢。本館將持
續本著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品質與
支援教學研究之理念，繼續為大
家服務。令人欣慰的是，在圖書
館週（12/1~12/5 日）舉辦的一系
列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也得
到相當熱烈的迴響。 

此次教育訓練課程推廣活動
圓滿成功，首先感謝視訊組陳國泰組長的大力協助與各位辛苦的工作人員，同時也要特
別謝謝資管系林張群老師與各位同學的熱情參與。 

 
 

 

 
大家是否注意到圖書資訊館的音樂休閒沙發，在樂曲播放上更能引

起您的共鳴？自即日起，您可以連線至本館網頁，一起票選支持 喜愛
的音樂，本館將依目錄中各樂曲的票數高低，安排各頻道播放內容。當
然您也可以推薦各種專輯音樂，供本館更新目錄、採購唱片之參考。詳
情請上本館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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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圖書館週活動記實 編覽組 

 
本年圖書館週自十二月一日至五日，以「圖書館行銷」為主題，在全國各圖書館熱

列展開各種活動。由於行銷概念正是藉舉辦活動來提升人氣與知名度，本館在這屬於讀
者的一個星期，亦邀集校內、廠商相關資源共襄盛舉，帶給讀者一新耳目的感受。 

首先登場的是一系列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名為「單機作業」；強調在一部機器
上可以檢索所有資訊。此次安排六場包括 Aremos 經濟統計資料庫、中文報紙索引資料
庫、IEL Online 等九種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由廠商之專業講師講授各類檢索要領，
使有興趣的讀者都能感到受益匪淺。 

圖書館不是只有書與機器的冰
冷場所；在這寒冬歲末，布偶 DIY 攤
位進駐本館，不但營造可愛溫馨的氣
氛，也使場內更添暖化的感覺。這項
「雙手萬能」的活動，可說是 具人
氣的項目之一。 

十二月同時也是全國資訊月，身
處「３Ｃ世代」的圖書館當然也不能
落後。於是本館邀請眾家經營尖端設
備廠商來館，展示自助借還書機、透
明雙面投影幕、液晶電視、整合式多
功能電腦等新產品。而本館新設完成
的隨選視訊(VOD)系統，正是採用整

合式多功能電腦與液晶寬螢幕，二樓隨選視訊區亦成為讀者目光之焦點。 

教育訓練課程假電算中心微電腦教室舉行 

電影欣賞是吸引讀者來館的又一種有效方法，在推廣行銷上不能錯失。本次圖書館
週以「四季影城」為主題，安排春、夏、秋、冬為背景的名作五部，藉名作大導的高人
氣，招徠影迷讀者的注意力。 

各項展覽活動盛況 

在校園作品部份，視訊傳播
系於此次圖書館週活動中，熱情
提供學生之「搖擺影展」系列
DVD 播放。配合 VOD 系統設置，
我們也徵得系上同意，將 DVD 內
容轉入 VOD，使全校網路能夠同
時展現「五彩繽紛」的「搖擺影
展」的高水準作品。 

書展是圖書館週必有的活
動。在今年的「六合書海」中，
本館仍然邀請眾家合作圖書代理
公司前來參展，提供優惠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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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書供讀者瀏覽或選購。 

年末的耶誕佈置喜氣洋洋 

壓軸好戲則是 有「利」基的填
問卷送大獎摸彩活動。五天的圖書館
週活動中，只要入館的讀者都可以索
取小問卷一紙，填答其中問題，投進
摸彩箱即可。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
緊張的抽獎時刻終於來到。結果抽出
六十九個獎項，領獎讀者均相當興
奮，也製造出現場高潮的活絡氣氛。
整體來說，本次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可
說圓滿成功，熱鬧而不失莊重，相信
與會的讀者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摸彩活動的豐富獎品，使讀者充滿熱切期待 獲獎讀者接受本館陳組長頒獎 

 

  

一、 讀者使用前須先向三樓視聽中心櫃檯登記，並由櫃檯人員發給耳
機一副。使用後應將耳機歸還。 

二、 讀者領取耳機後十分鐘內發現有故障情形時，請儘速送回櫃檯更
換。逾時者得按情況由本館予以歸責。讀者因不當使用致設備遭
毀損或遺失時，即應賠償。 

三、 每位讀者每次使用時間為兩小時。必要時得視其他讀者使用狀
況，由櫃檯人員決定允許續借一次。 

四、 為鼓勵讀者使用隨選視訊系統，未經登記借用耳機之讀者仍可逕
行入座使用。惟遇館員或已登記該座位使用權之讀者請其讓座
時，即須離開。 

五、 使用時若有前述未規定之情事發生，均依本館規定與校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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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投幣式網路印表機操作指引 典藏組 

 
  各位讀者在本館列印少量資料時，要花一筆錢買影印儲值卡，是否覺得不太經濟？
那麼，您可以到三樓光碟資料檢索室使用投幣式網路印表機，印出您的搜尋結果。以下
簡單示範其操作流程。（附帶說明：此一網路印表機於儲值卡仍可使用） 
一、點選進入想要的資料庫，搜尋到您要的文件資料，點選列印件（如圖 1）。 

 

二、記住電腦螢幕右上方所貼示的號碼 ex：Lib46。 
三、先到投幣台上，投入你所要花費的金額（亦可使用儲值卡。如圖 2）。 
 

    
四、網路印表機的電腦中，先確定來源電腦的號碼，再去點選你要列印的文件。 

（當沒有顯示文件或有多件文件在處理時，請按「更新」來找到新文件，如圖 3） 
五、稍待一會，文件印出，拿取文件，輸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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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按退幣（卡）鍵，拿回所找的零錢（或儲值卡。如圖 4）。 

 

以上就是投幣式網路印表機的簡單操作程序。目前為較優惠之推廣價期間，歡迎大家踴
躍利用。

  
本館通告： 

一樓流通櫃檯出口已裝設注意標示，讀者攜出館藏行經該處時，
請一定確認已辦理借書手續，否則警鈴響起，得視為偷竊行為，逕依
使用規範及校規等相關規定處罰。為維護自身權益，務請大家留心借
書情況，有問題也儘速與本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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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言 
 

與圖書館的第一類接觸 工讀生 賴國璋 

 

圖書資訊館─ ─ 一個具有濃厚文化氣息及育涵豐富圖書參考資源的聚集地。它提供
了崑山學子自我成長的空間，同時也滿足了許多同學的求知慾。而我也有這個榮幸能進
入崑山圖書館擔任櫃檯工讀生一職，也讓我從中學到許多寶貴的經驗。 

在還沒開始我的圖書館工讀生工作時，我跟一般人一樣，以為圖書館就是一個可以
去借書的地方，跟坊間租書店的差別，只在於圖書館的服務是免費的而已。直到真正的
接觸到圖書館學的領域，才恍然發現自己對於圖書館的印象真的是太狹隘了。以前擔任
商務飯店的櫃檯員碰到的是一些所謂的「客人」，而現在的對象則是一般的學生，表面
雖然同樣是屬於服務性質，但前者比較偏向買賣，而後者就是比較單純的服務了。剛進
來圖書館工作時，班上同學問我說：「圖書館櫃檯員是不是只要在櫃檯借還書就好了？」
或者有人會問：「圖書館工作是不是很閒？」，當時雖知道不是那樣，但又無法很具體
的去告訴別人究竟是在做什麼？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喔！實在是頗忙的，有時雖
是小事，但又不得不做，而且誰說圖書館工作人員沒在做事呢！現在館內所有資源、服
務都是我們每天認真工作的成果，有時雖不免抱怨圖書館，但成果是由一點一滴無形的
努力而成的，就像羅馬也不是一天就可造成的，多點時間及鼓勵，少點抱怨，相信我們
工作起來會更加賣力的。在這段工作期間讓我感觸 深的是館員們之間認真，以及親和
的態度，一掃以往對於館員之刻板印象。各組之間環環相扣的不只是工作內容，還有大
家合作的情誼和共同努力的整體感，館員工作的認真在無形之中會影響著我們對工作的
態度。 

現在的圖書館服務，隨著時代的進步慢慢的趨向多元化，除了提供讀者所需要的資
料媒體外，還得不斷加強推廣的工作，替讀者解答參考問題。此外為了因應時勢所趨，
圖書館的服務也擴大到網路範圍之內，使讀者在網路上就可以利用到圖書館提供的大部
份功能。 

來圖書館工作既可以瞭解圖書資料的排列方式，也可以瞭解在圖書館工作的辛苦，
以後來圖書館的時侯，也會比較注意到圖書的狀況，免得找書時，這邊東丟一堆，西丟
一堆，到頭來忙的人還是圖書館的服務人員，這樣子別人也比較好工作，整理圖書來也
會快很多。首先， 容易感受到的是，這並不是輕鬆的工作。從借書、還書到上架等等。
都讓我深深覺得崑山的學生很幸福，這個圖書館是個知識的寶庫，請好好利用吧！但
是，也希望在使用之餘，能好好愛惜。我在櫃檯工作時，常看到書本新新的，卻有缺角
撕裂的現象，真有點令人嘆息。還有看完書時，卻有人隨意插入任一書架，如此一來，
這本書就會因此消失了。甚至很多同學都常常會未完成借書程序而將書本帶離圖書館而
造成我們許多困擾。所以，希望各位同學能好好珍惜這屬於我們的一切。 

  
想擔任圖書館的工讀生嗎？無須殷殷詢問。只要隨時注意我們的網

頁，尤其在每學年開始前；館內有徵工讀生需求時，一定會在網頁上公告。
競爭很激烈喔，動作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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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圖書資料 採購組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數位電路與邏輯設計 鄧元慶 主編 五南出版社 448.873 7730 

在自由的國度 奈波爾 天下遠見 873.57 4031 

電磁場理論基礎 王薔 李國定 著 五南出版社 338.1 1044 

雷射原理與量測概論 楊國輝黃宏彥 著 五南出版社 336.4 4669 

嘻哈美國 尼爾遜 商周 913.652 2032 

盲眼鐘錶匠 道金斯 天下文化 362.1 3884 

玩味：Yilan 的味蕾漫游筆記 葉恪蘭 麥田出版 538.707 4494 

沙拉紀念日 俵萬智著 新雨 861.53 2548 

中國油畫百年史 林惺嶽 藝術家出版 940.92 4492 

盲目 薩拉馬戈著 時報文化 879.57 4575-2 

番茄一號 楊玉齡 遠流 463 1131 

哈利波特 5 一鳳凰會的密令(上、下) 羅琳著 皇冠 873.57 6014-6 

無法直視黃志瑋 黃志瑋 布克文化出版 855 4441-7 

小故事大道理 黃潤之 培育文化 191 4433 

薪水就能致富 2 劉台芬 時報文化 563 7224-2 

第三本書 黃俊郎 華人版圖文化 855 4423:7-3 

紅色巴西 胡方 麥田出版 876.57 4700 

鄭弘儀談投資致富 鄭弘儀著 高富國際文化 563.5 8712 

日本文學史/92 年版<新> 劉崇陵 五南出版社 861.9 7222 

日本文學思潮史/92 年版<新> 葉渭渠 五南出版社 861.019 4433 

世界文明史(上)/91 年版<新> 林立樹 五南出版社 713 4404 

台灣老樹地圖 張蕙芬 大樹文化 436.13232 1144 

啟發性物理學--力學 林清涼、戴念祖 著 五南出版社 332 4433 

啟發性物理學--電磁學 林清涼 著 五南出版社 338 4433 

挑戰維納斯 施寄青 布克文化出版 411.35 0835 

創造自己的價值 吳若權 方智出版 177.2 2644-3 

威瑪文化 蓋伊、劉森堯 立緒文化 743.225 4427 

激發創意力 林慶昭 大慶 176.4 4406 

通路創新革命 張戌誼、吳琬瑜 天下雜誌 498.93 1150 

人小錢大吞世代 林德斯旺 商智文化 496.340 4246 

血酬定律─ 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 吳恩著 究竟 857.38 2660-2 

New Insights into Business Graham Tullis Trappe Longnan 428.24 T918 2000

Ideas & Issues Martin Hunt,etc 敦煌書局 428.3 H942 2000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Ying. Jackie AP E620.11299 N186 
2001 

Clusters & Nanomaterials. Kawazoe, Y. S-V E546.3 C649 2002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七期 

 19

新到館藏 
 

視聽媒體 採購組 

 

資料名稱 出版社／代理商 索書號
讓愛傳出去 威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5430-2 

禁入家園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6225-4 

戰地情人 龍祥育樂股份有線公司 DVD987.83 0302 

哈特戰爭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6225-9 

風中奇緣 2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6225-22 

這一夜誰來說相聲 群聲出版，木棉花國際公司 VCD991.99 5742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群聲出版，木棉花國際公司 VCD991.99 5742-3 

千禧夜我們說相聲 群聲出版，木棉花國際公司 VCD991.99 5742-2 

全民公敵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6225-24 

珍珠港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6225-19 

靈異第六感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6225-25 

BJ 單身日記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6225-22 

失落的帝國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5 6225-21 

蟲蟲危機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5 6225-23

男人百分百 誠宇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DVD 987.83 0363 

千方百計 新潮社有限公司 DVD 987.83 0233 

Pop,Rock,Dance 流行音樂.舞曲 慶陽數位科技 AD780 S722 

COLUMNS FOR THE PEOPLE(八十年代的建築)

（中文版） 
科技企業 DVD920 2583 

HOUSES FIT FOR PEOPLE(為人而設計的房屋)

（中文版） 
科技企業 DVD920 2583 

JAPAN-BUILDING THE NEW WAY(日本：禪的建
築哲學)（中文版） 

科技企業 DVD920 2583 

PERSERVATION AND ADAPTION STOP THE 
BULLDOZER(保存舊建築，順應新環境)（中文版）科技企業 DVD920 2583 

Exclusive - Museums Pack 2003 歐洲 佳博物館精
選集   

銀髮族文化公司  CM 741.9 M423 

English Architecture 英國建築歷史綜覽 銀髮族文化公司  CM 720.941 E036 

History of Western Art 西方藝術史-歐美國家藝術
發展 

銀髮族文化公司  CM 709 H673 

我的這一班 1-家庭問題輔導篇  一套 1-29 集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CD 173.2 8413 

我的這一班 7-生涯規劃與生命教育輔導篇  一套
1-18 集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CD 173.2 8413-7 

我家有隻變色龍  一套 1~ 13 集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CD 544.67 8413-2 

技藝遊龍   一套 1~ 23 集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CD 528.3 8413 

聽聽看〈1-13 集〉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CD 529.55 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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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編覽組 
 
新式館藏介購模組上線【92 年 10 月 6 日】 

為便利各單位介購各類館藏，提升作業效率，本館自行開發新式線上介購模組，於
十月初召開圖書委員會臨時會議上實機演示說明，之後即上線運作。各系所師生均可在
線上直接就新書出版目錄勾選推薦，亦可逕行輸入書目資料進行推薦。當月底前之推薦
資料，經各單位介購老師審核後，可於次月上旬進行購書作業。 
 
參訪友校，引進數位學習概念【92 年 10 月 14 日】 

為增廣見聞、交流經驗，本館由館長率領業務相關人員，偕同校長及創辦人，至交
通大學圖書館與文化大學推廣部數位學習中心、大新館參訪，獲益良多；並計劃於建設
新館時，亦引進先進數位設備，以提升資訊服務品質，與讀者一齊邁入數位學習領域。 
 
視聽媒體分類瀏覽功能啟用【92 年 10 月 20 日】 

由於現行自動化系統館藏查詢功能提供之檢索視聽媒體功能未臻完善，本館另完成
一套針對視聽媒體檢索之分類瀏覽模組開放使用。讀者可藉此快速查檢、瀏覽館內視聽
媒體及其書目、放映所需時間等資料。 
 

教育訓練報名系統上線【92 年 12 月 1 日】 
為讓讀者熟悉各項線上資料庫資源，本館經常辦理使用指導訓練課程，頗獲好評。

然而隨著服務的e化趨勢，提供讀者線上報名申請，將能更確切掌握其需求。本館遂自
行開發教育訓練課程線上報名系統（網址 http://192.192.30.99/cdroom），於本月開始運
作，期望推動資料庫的使用率更上一層樓。 
 

隨選視訊系統建置【92 年 12 月 1 日】 

新購隨選視訊（ＶＯＤ）系統已到館建置，配備１６：９液晶寬螢幕與高速電腦設
備十部，提供影片欣賞、語言訓練及教學課程相關服務。目前正進行節目導入工程與網
路播送測試。即日起先採試行開放管理，供讀者使用。俟進一步有問題反映或意見回饋
後，再逐步修正並驗收完成，正式成為本館 新服務項目。 
 

 

 

 

   
截稿前消息： 

  國家圖書館與工研院電通所合辦之「遠距圖書服務系
統」，將於 12 月 16 日獎勵全國二十一所圖書館協助徵集著
作授權，本館向來努力推廣校內學術著作授權，榮膺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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