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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關於「不可能」的邏輯思考 閔蓉蓉 

 
  在一位朋友轉寄給我的電子郵件中，提到這樣一個故事，讓我有相當的感觸─ ─     
碰到問題時，不要直接反應：「那是不可能的！」 
  內容是說美國一家汽車公司接到某位顧客連續的抱怨信，提到自己家裡有個傳統，
就是每天晚飯後全家人投票決定冰淇淋口味，他再開車去買。這個傳統一直執行得很順
利，但自從家中更換這部新車為代步工具後，就出現問題了。 
  因為只要當晚買的是香草口味冰淇淋，車主走出店門後，車子就發不動。 
  汽車公司覺得不可思議；經過調查，車主還是一位事業成功、樂觀，也受過高等教
育的人。然而連續接到抱怨信函，總不能置之不理，於是派遣一位工程師前去觀察幾天。
事實也正如車主所說，第一晚買巧克力冰淇淋，第二晚買草莓冰淇淋，到第三晚買香草
冰淇淋，車子真的發不動了。 
  工程師儘管不相信汽車對香草過敏如此荒謬的事，仍然鉅細靡遺記錄下所有詳細的
觀察資料，包括使用油料種類、開車時間歷程等等。結果顯示只有一個異樣的地方：這
位仁兄買香草冰淇淋所花的時間比其他口味的要少些。 
  為什麼？原因出在冰淇淋店內部陳設；香草冰淇淋是店家招牌口味，銷路也最旺，
於是老闆將香草冰淇淋獨立設櫃，並將該冰櫃列在距離收銀檯較近的店門端，其他口味
的冰淇淋則置於店內較深入的位置。所以這位車主在買香草冰淇淋所花時間自然比其他
口味的少，工程師腦海中便直接浮現出問題的答案：買香草冰淇淋時間過短，以致引擎
散熱時間不足時，「蒸氣鎖」因素就使得汽車無法發動了。 
  看似毫不相干的情況，其間的邏輯思考很容易讓我們直接反應：「不可能！」也就
不會投入任何真誠的努力。其實一點點小問題，只要慎重地看待它，理解它，便有可能
產生新的轉折，引出匿藏深處、環環相扣的關係。 
  圖書館的經營過程中，讀者服務是一門重要學問，而且狀況百出，常常難以掌控，
最可能隱藏眾多令人直呼「不可能」的因素。當讀者需求與管理職責發生衝突時，館員
應該如何從不可能中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從這故事中或者可以得到一點啟發。服務是
一項艱鉅的工作，從事資訊服務的我們，若能拋棄這類「不可能」的直覺反應，隨時謹
慎將事，從狀況的源頭去發展邏輯思考，一定能提供讀者更貼近需求的服務，解決各類
問題或衝突。冀與本館全體同仁共勉之。 

 
本館與台灣大學圖書館已於本學期初簽訂圖書互借服務協議，凡擁有館

際合作帳號之本校讀者，皆可來館依相關程序向台灣大學圖書館申借圖書，
申請費用每冊 100 元，借期三週；逾期罰款每日每冊 5 元。 

本館並與台南師範學院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服務協議，本校師生可持證
件前來本館辦理台南師範學院圖書館之借書證，憑至該館借書。每次最多可
借五冊，借閱權義均依該館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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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淺介圖書館個人化資訊服務 張芳菁 

 
壹、前言 
  圖書館乃是將人類資訊和知識加以蒐集、整理、保存，並提供利用及傳播的場所。
近年來隨著資訊數位化技術逐漸成熟及網際網路的盛行，大大的改變了資訊和知識的產
生、處理及傳播方式，圖書館的發展也從傳統的實體圖書館到複合式圖書館或數位圖書
館，為因應網際網及電子出版時代，圖書館的館藏亦朝向電子化發展。圖書館增加電子
資源及網路資源，以提供使用者即時檢索或瀏覽，甚而是取得全文。圖書館提供了各式
電子資源及各項電子式服務，雖然為使用者開啟一扇方便之門，但是當使用者在取用或
搜尋這些電子資源及服務時，會面臨資源眾多或搜尋結果過多，實際所需資源不易尋找
的情況，而形成了資訊超載的問題。(Gambles, 2000；楊雅雯，2001)圖書館以服務讀者
為中心理念，如何解決資訊超載，已成為圖書館關切的問題之一。 

因此，個人化資訊服務成為圖書館讀者服務的焦點，美國圖書館與資訊技術協會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LITA)在 1999 年的會議中討論圖書館未
來七大發展趨勢，其中，將圖書館個人化資訊服務視為首要趨勢。(LITA Top Tech Trends, 
1999)。 
 
貳、資訊服務的意義與概況 
一、資訊服務的意義 
  過去的圖書館服務由於技術觀念通路的阻隔，其業務範圍受限於空間的因素，服務
活動限於館內，頂多做一些館際互借或複印服務，是以資料服務的工作項目包括閱覽、
參考、推廣，其次是資料交流的方式，傳統圖書館資料交流的支援大多由館際合作來達
成。 
  由於新科技的導入，使得資訊交流產生了重大改變，資訊蒐集的通路來源不限於圖
書館的設備，更要透過電腦網路獲取，而資訊交流的支援也由館際合作擴充為與各個資
訊中心及科技廠商的聯盟，電子文件交換、電子郵件甚至電訊會議、虛擬圖書館等都將
成為未來資訊服務的骨幹，資訊的媒體型式則以多媒體為主流，在資訊加值上，館員不
僅為讀者找尋資訊，更為讀者分析所蒐集到的資訊，並針對問題提出具體建議。是故自
網際網路由一個電腦網路代名詞轉變為許多人生活中重要的資訊來源後，資訊服務的觀
念與領域遠超乎傳統的資料服務。 

提供資訊是圖書館的社會功能之一，記錄收集人類言行思想，經過組織與整理，
提供給讀者利用。從資訊活動來看，圖書館從事資訊徵集、處理和傳播等資訊活動，實
為一資訊服務的行業。我們可將「資訊服務」定義為：所有為傳達資訊所從事之資訊製
作、處理、或傳播活動之服務。(李德竹，民 83，頁 36) 
二、傳統圖書館的資訊服務 
  一般說來，圖書館服務大致分為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技術服務係指採購與編目，
而讀者服務則是指出納流通與參考諮詢服務。大多數的技術服務是屬內部作業，沒有與
使用者直接面對面的壓力；讀者服務則需要面對使用者各式各樣的問題諮詢。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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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傳統的圖書館資訊服務就是協助讀者找尋資料的服務，自有圖書館以來，這是圖書
館的首要任務。 
  事實上，傳統的圖書館資訊服務是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的總合。舉例來說，若技術
服務做得不完整，讀者服務的館員無法迅速而且有效的找到讀者所需的資訊；反之，若
技術服務做得十分完美，但讀者服務館員卻專業知能不足，或怠忽職責，就無法將資訊
傳達給讀者。 
  以下分別列舉傳統圖書館資訊服務所包含的內容： 

1. 閱覽服務：圖書借還流通服務、閱覽室、研究小間等。 
2. 參考服務：諮詢服務、館際合作及文獻傳遞服務、目次服務、專題選粹服務。 
3. 推廣服務：各項服務之推廣。 
4. 採編部門：圖書資料薦購服務、圖書編目服務。 

三、電子化時代圖書館的資訊服務 
圖書館一向以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料為最大資產。自從網際網路興起後，電子出版

品日益增加，圖書館因應時勢所趨而開始發數位圖書館或電子圖書館，網路資源逐漸成
為研究人員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傳統圖書館豐富的館藏資料失去吸引讀者到館利用的
優勢，關於資訊是自何處取得已不再顯得重要，而是如何尋獲資訊並取得才是最被關切
的，讀者所在乎的是文獻資料即時可得性。 
  電子化時代，由於資訊服務觀念變革，資訊服務的新定義可界定為：資訊資源管理
與服務。具體來說，是指對資訊資源(如資訊、人力、技術、設備、組織)的整合性服務。
(梁朝雲等，民 85，頁 83)傳統圖書館的資訊服務依舊會存在，而資訊蒐集、資訊管理、
參考服務、資訊加值等會因為「資訊」的變化而有所變革，以下針對這四方面做簡述： 

1. 資訊蒐集：可透過網路獲取必要的資訊。另外，資訊的載體形式亦有所轉變。圖
書館在資訊蒐集上，不僅要維持紙本資料的一定成長量，也要增加添購電腦、架
設網路、購買電子期刊與資料庫等。 

2. 資訊管理：傳統的分類編目在現實的作業與使用者需求雙重的考量下已漸漸不敷
使用。圖書館館藏不再以「多」來滿足使用者需求，所考量的是為使用者取得所
需資料，而該資料並不一定是館內的館藏。因此，圖書館的發展將是針對知識體
系的改變及使用者的需求，並善用新科技開發系統，將圖書館有限的資源作最有
效的應用。 

3. 參考服務：參考服務將更重視使用者的個別差異來設計服務方式，同時，研發智
慧型服務系統協助有限的參考人力。 

4. 資訊加值：館員善用資訊與傳播科技，強化服務素養，以整合的組織體系為使用
者服務。 

 
參、個人化資訊服務 
一、意義 

要了解個化人資訊服務之前，首先了解個人化服務。個人化服務廣義來說，是指
服務的提供者為了提供顧客更好的服務，必須進行與顧客互動的行為以取得顧客的個人
資訊，用以分析每個顧客的需求與喜好，以便提供符合個人需求與喜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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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renant & Solomon,1987)圖書館學大師 Lancaster 將讀者服務區分為需求服務 (On 
Demand Services)和通知服務 (Notification Services)兩大類型，前者係針對讀者的需求所
做的被動反應，後者則是對讀者感興趣的出版品或其他資訊資源所提供的主動服務。
(F.W. Lancaster, 1988) 

「個人化資訊服務」在目前的文獻上尚有多個類似名詞，例如：個人化電子圖書
館、個人化資訊環境、MyLibrary 等。簡單地說，個人化資訊服務就是提供一個個人化
的圖書資訊網站，讓使用者依照自己的需求來客製化自己的網站環境，幫助使用者藉由
單一的存取管道有效率地發現、組織、管理圖書館的資訊資源與服務，反映個人的興趣
或是研究需求。(施毓琦，民 92) 
  個人化資訊服務的概念是運用索引和過濾的機制，將館藏或服務資訊與讀者概況加
以比對，只將讀者有興趣的館藏或服務資訊提供給讀者。而個人化資訊服務的必要條件
乃是針對個別使用者的需求提供服務，應用在圖書館服務之上，將是偏重對個別讀者的
偏好與需求，建立興趣檔與分析，利用相關資訊科技協助讀者自動蒐集、分析資訊，提
供使用者屬於自己個人的資訊服務。(林明宏，民 90) 

協助讀者獲取資訊、運用資訊，從而產生知識，這是圖書館需要提供的服務。在數
位化或電子化時代，就有所謂的數位化服務或電子化服務，而所謂的數位化服務或電子
化服務，是指運用電腦與網路科技來從事圖書館讀者服務。而這種讀者服務應朝向個人
化與群體化兩方面來發展，其中個人化的部份，因為每個讀者都有其特別的資訊需求，
圖書館的服務應視每個讀者為不同的個體，儘量去滿足每一讀者個別的資訊需求。個人
化資訊服務的特性主要有三：(柯皓仁，民 90) 

1. 量身定做的服務 (customization)：隨讀者的需求調整服務。 
2. 有效果的服務 (effectiveness)：提供的服務切合讀者的資訊需求。 
3. 有效率的服務 (efficiency)：有效率地提供符合讀者資訊需求的服務。 

二、內容與功能 
數位化圖書館是在傳統圖書館的基礎下，以數位化資訊的技術，架構出數位化圖書

資訊環境，並針對圖書館所擁有的館藏內容，提供使用者更豐富的資訊化服務。(湯春
枝，民 91)電子出版的成熟及網際網路的盛行，使用者面臨了資訊超載的問題。為了幫
助使用者過濾資訊，減輕資訊超載的壓力，圖書館開始思考展開個人化資訊服務，以提
昇服務品質。 

個人化資訊服務強調資訊服務必須「因人而異」，可依個人需求而調整，在使用上
能讓使用者自行設定所要的環境，在功能上每個查詢所回傳的結果必須參考使用者特
性。 

個人化服務的內容與功能，大致可歸類為下列幾項：(施毓琦，民 92) 
1. 個人資訊選粹服務：系統依據讀者自行設定的興趣紀錄進行個人新知服

務，而新知服務內容包括了新書通報、資料庫、電子期刊或是由館員選擇
新增的相關網路資源等。換言之，即是將個人相關興趣的圖書館資源與服
務傳送給使用者。 

2. 個人化瀏覽：讓使用者依據個人學科領域、興趣等提供個別的圖書目錄。 
3. 個人化檢索：利用資訊過濾技術，協助個別使用者的需求尋找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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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流與分享的功能：建立圖書館使用者的社群，分享與交流彼此的資源和
心得。 

 
肆、圖書館服務實例舉隅 ──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 (http://my.library.ncsu.edu) 
  ※上網日期：2004/04/25 

  1997 年秋天至 1998 年春天，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簡稱 NCSU)將其焦點工作放在如何讓 NCSU 的學生與教職員們利用電子資源、數位館
藏及圖書館的服務，最後決定建立一套名為“ MyLibrary@NCState” 的系統協助使用者
建立自己的相關資訊需求。以下簡介幾個較常利用的功能：(Morgan, 2001) 
一、登入後的首頁訊息： 

MyLibrary@NCState 是一個客製化的 HTML 網頁。在使用者的個人網頁上首先包
含了有關系統的介紹(about the system)、館員提供的訊息(messages from librarians)、聯絡
使用者的個人館員(your librarians)、學校資源(university links)、圖書館連結(library 
links)、書目資料庫(bibliographic database)、電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等等。 
 

  
圖一   使用者登入後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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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化的連結 
MyLibrary@NCState 提供使用者設定常用的而且尚未包含在圖書館提供的資源清

單中的網頁連結。在建立個人化的連結前，已為使用者預先設定了熱門的連結(hotlink)，
可由使用者自行決定保留或刪除。 

 

 

圖二   個人化的連結 

三、個人化的新知通告 
  新知通告是由使用者設定個人興趣檔 (profile)後，經由圖書館 OPAC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系統，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使用者新進館藏中使用者有興趣的書目資
料。這些書目資料包含了索書號、作者及書名資訊，而且每筆資料亦有 URL，供使用者
直接查看詳細的書目內容。使用者看過詳細的書目內容後，可以決定是否要到圖書館將
圖書資料外借。(見次頁圖三) 
 
伍、結論 

個人化資訊服務可提昇圖書館服務品質，滿足不同讀者的不同需求，解決使用者資
訊超載的問題，幫助讀者更容易獲取所需的資訊，維持使用者對於新知的敏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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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個人化的新知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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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彩繪崑大「理想的圖書資訊館」比賽記實 新聞中心 
 

【編按：本文內容由本校新聞中心提供，謹此致謝。】 
 

本校目前正興建新的圖書資訊館，施工區域難免嘈雜、髒亂，或帶來灰塵及污染，
為消除校區內施工的突兀景象，並讓校園更加人性化，具備改善觀瞻的功能，特別舉辦
「理想的圖書資訊館」工地圍籬彩繪創意比賽，使全校師生別有感受，不僅美化了校園
內施工中的圖書資訊館工地，更讓學生的無限創意得到發揮的空間。 

此次工地圍籬彩繪創意比賽，主題為「理想的圖書資訊館」，從 4 月 16 日至 19 日
連續四天創作時間，讓學生將心目中及理想中的圖書資訊館，運用油漆、道具等各式各
樣的彩繪素材，再加上學生的獨特創意原素，將其作品一一彩繪而出。比賽結果揭曉，
得獎者依次為：第一名視覺傳達設計系陳詩樺、吳菽婷、羅曉菁、陳佩茹、林玳寶等，
奪得獎金一萬元及獎狀；第二名視覺傳達設計系黃素玉、邱繼慶、徐子偉、吳驊奪等，
獲得獎金八千元及獎狀；第三名視覺傳達設計系謝友仁、蔡曜嶺、余建璋，奪得獎金六
千元及獎狀。佳作則有視覺傳達設計系丁乃琦、歐陽妏姍、葉泰君等，視覺傳達設計系
蔡明君、曾翔則、柯屹隆等，與空間設計系洪有宗、洪國騰、黃雅筠等三組，各獲得獎
金四千元及獎狀。 

興建中的新圖書資訊館總樓層共十三層、高五十米、總面積近一萬坪，提供寬頻網
路及無線上網服務，全館照明採本校電機系自行研發的太陽能供電系統，並配置可遠端
遙控的 IP-Based 智慧型自動水力、空調、安全中央控制及監測設施。機能上除圖書館外，
更涵蓋電子計算機中心、國際會議廳等單位，形成完整且具多元服務功效之圖書資訊大
樓；也期望竣工後，一如彩繪內容般，成為崑大師生心目中理想的圖書館。 

 

   

「理想的圖書資訊館」彩繪圍籬比賽得獎作品 

 
 
 

 

 
本學期起，參考諮詢檯再度協請各學院老師鼎力相助，擔任主題參

考館員；數月來成效斐然。在此本館特別感謝張培華老師、鄭鼎寶老師、
李惠圓老師、邢益芳老師的支持與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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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Eric Online 教育資源網使用介紹 典藏組 

 
 

 
檢索畫面原則上可分為三個主要部份：畫面最上層的檢索控制區、中間的全文檢索

區與最下層的顯示控制區，各區功能如下。 

 
檢索控制區 

(1) 選資料庫：如欲檢索其他資料庫，可切換到資料庫選擇畫面。  
(2) 瀏覽索引：可依欄位瀏覽索引，藉由選取索引值達到檢索需要記錄的目的。  
(3) 清除畫面：清除檢索欄位所下的檢索值。  
(4) 清除檢索歷史：清除之前所下的檢索策略。  
(5) 顯示欄位說明：點選此按鈕後，在螢幕下方會出現一個欄位表，並可在此欄位

表上勾選想要顯示或輸出的欄位。 
全文檢索區 

(6) 檢索策略：利用下拉式選單記錄記錄使用者進行的檢索策略，使用者可以顯示
其中檢索策略的結果。  

(7) 主要檢索欄位：使用者主要的檢索區，並可以利用控制符號直接做命令
(command)檢索。  

(8) 布林邏輯檢索欄位：使用者可利用下拉式選單進行布林邏輯檢索與範圍檢索。  
顯示控制區

(9) 資料寬度：控制顯示結果時資料顯示的寬度。  
(10)簡目畫面：控制顯示畫面記錄的呈現格式，有條列式與表格式兩種。  
(11)顯示結果筆數：控制顯示結果時每頁的記錄筆數。  

 

 
1. 所有的檢索條件輸入完畢後，請點選執行檢索一鈕即可進行資料查詢。 
2. 在執行檢索按鈕旁出現紅色訊息會提示檢索所得記錄筆數， 並將該檢索條件記

 

http://www.tbmc.com.tw/ttshtml/retrieva.htm#bolean
http://www.tbmc.com.tw/ttshtml/retrieva.htm#tag
http://www.tbmc.com.tw/ys/display.htm#display-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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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於檢索策略歷史區。 
3. 請直接點選顯示結果一鈕，顯示該次檢索結果。 
 

 
決定檢索條件是檢索第一步。檢索程式可以運用各種不同的檢索技巧組合檢索條

件，可利用的方式如下： 
• 全文檢索 

於檢索區之第一個『任何查詢詞』的空格中鍵入單字或辭彙，然後再點選『執行
檢索』，系統會自動搜尋資料庫中每一個欄位，將任一欄位中包含該檢索值的記
錄輸出。 

• 限定欄位 
限定欄位限制檢索值搜尋資料庫的欄位，可以縮小檢索範圍，達到到更精確檢索
的目的。例如：檢索「總統選罷法」一辭出現在主題上的記錄。步驟如下： 

1. 於檢索畫面檢索區第二個空格鍵入總統選罷法。 
2. 點選該空格旁邊之下拉式欄位選單，選擇「主題」欄位。 
3. 點選『執行檢索』一鈕進行查詢。 
4. 系統自動將檢索結果記錄於檢索策略歷史區內。 
5. 此外，您也可以直接在全文檢索的空格內輸入： (總統選罷法)@TI (TI 是

主題一欄的簡稱代碼，@ 代表 IN or AT 之義) 
• 布林邏輯 

1. 於第一個全文檢索空格上，直接使用 AND、OR、NOT 來組合各種檢索
辭彙或是檢索歷史中的檢索策略 (注意：使用括號檢索時，括號內的資料
會先運算)： 

2. 例如：陸委會 AND 海基會 
      AIDS OR 愛滋病 
      風濕 NOT 心臟病 
      $1 AND $2 AND $4 
      $3 OR (健保局 AND 勞工保險) 
      (社會 AND 家庭)@TI 

3. 利用檢索空格旁邊之下拉式邏輯運算元選單來組合不同的檢索條件； 
例如：檢索作者為王小明，而且其文章刊載於聯合報 

 於空格內輸入"王小明"，然後點選旁邊之欄位選單，選擇作者一欄。 
 點選下一個空格旁邊的運算元 AND，於空格內輸入"聯合報"，再

點選旁邊之欄位選單，選擇報刊別一欄  
 設定完畢之後點選『執行檢索』一鈕進行檢索。 
 另外，您也可以直接在全文檢索的空格內輸入：(王小明)@AU AND 

(聯合報)@SO (AU 是作者的簡稱代碼，SO 則為報刊別的簡稱代
碼，@ 代表 IN or AT 之義 )。 

• 範圍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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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編號或年代、日期等性質之欄位，可利用範圍檢索進行檢索，檢索步驟如下： 
1. 點選擇欲設定範圍檢索的欄位，以刊載日期 1996 年 5 月 8 日到 1997 年 3

月 12 日為例。 
2. 在其後第一個空格填入起始年月日 19960508，第二個空格填入終止年月日

19970312。 
3. 設定完畢之後直接點選『執行檢索』一鈕進行檢索。 
4. 另外，您也可以直接在全文檢索的空格內輸入：DA=19960508:19970312 

(DA 為日期的簡稱代碼)。 
• 檢索策略的再利用 

每一次的檢索都會有一個編號並記錄在檢索策略歷史區內，格式為『$n』，例如：
$1 就代表第一次的檢索，您可以使用這個編號再作檢索，例如： 

o $1 and $2         表示將第一次與第二次的檢索結果再作交集(and)運算 
o $1 or 企業管理    表示將第一次的檢索結果與企業管理一詞再作聯集(or)

運算 
• 瀏覽索引 

除了直接鍵入檢索條件進行檢索之外，可利用索引瀏覽的方式進行查檢，檢索步
驟如下： 

 
1.  於檢索畫面點選『瀏覽索引』一鈕，開啟瀏覽索引的檢索畫面。 
2.  拉開左邊的索引表，點選欲瀏覽的欄位。 
3.  然後直接點選『執行瀏覽』，從頭開始瀏覽該欄位的索引，或鍵入欲查詢

的資料的前幾個字，此時系統會自動列出吻合的記錄。 
4.  索引表中的每一筆索引值都可以直接點選，顯示該筆資料的內容。 
5.  另外，每筆索引值的前面都有一空白的小方塊，如欲一次選取多筆的索引

值，可用滑鼠點選這些小方塊當作註記，然後再點選『標註檢索』一鈕，
所有被註記過的記錄便會顯示出簡目資料來。 

 

 
本系統的資料顯示畫面採兩層：簡目與詳目，顯示的格式會因資料庫與使用者的設

定而異，系統預設為簡目格式。  
系統提供兩種方式進入簡要欄位的顯示畫面： 

(1) 從檢索畫面點選『顯示結果』一鈕。 
(2) 從瀏覽索引的畫面點選索引值，或是作索引值標註檢索。 

1. 簡目顯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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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標註/清除標註：每筆簡目的前面都有一個空白的小方塊，可用滑鼠在方塊

上點選作上標記，當作資料輸出的依據。欲清除標記，可用滑鼠直接在該
筆資料的方塊上點消，而欲清除所有的標記，可直接點選『清除標註』一
鈕。  

o 條列式/表格式顯示：在簡目顯示畫面中可直接點選顯示格式的按鈕(『表
格式』、『條列式』)，切換兩種顯示格式。 

o 頁首/頁尾切換：欲快速移動到顯示畫面的頁首或頁尾，僅需在『至本頁首』
或『至本頁尾』直接點選即可。因為本系統所提供的資料輸出功能在每頁
的頁尾處，您可直接點選『至本頁尾』來作資料輸出的設定。  

o 顯示詳目：每一筆簡目都有一個藍色序號，欲直接顯示某一筆的詳目，點
選藍色序號即可，如欲顯示當頁所有簡目記錄的詳目，利用滑鼠點選『顯
示詳目』一鈕。 

2. 詳目顯示操作 

 
o 顯示簡目：直接點選『顯示簡目』一鈕，便將畫面切換回簡目格式。  
o 頁首/頁尾切換：欲快速移動到顯示畫面的頁首或頁尾，僅需在『至本頁首』

或『至本頁尾』直接點選即可。因為本系統所提供的資料輸出功能在每頁
的頁尾處，您可直接點選『至本頁尾』來作資料輸出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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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所提供的資料下載存檔功能在每頁的頁尾處，您可將資料顯示的畫面拉到頁

尾，或是直接點選『至本頁尾』，然後在資料輸出的選單中選擇『下載存檔』，然後再
用滑鼠點選：本頁全部／本頁打勾／所有打勾／本次檢索結果其中一種資料輸出的範
圍，便可將查詢到資料儲存到電腦指定的路徑中。  

 
• 本頁全部：螢幕上所顯示的當頁全部記錄。  
• 本頁打勾部分：螢幕上所顯示的當頁作有標記的記錄。  
• 所有打勾部分：當次檢索中做過標記的記錄。  
• 本次檢索結果：當次檢索中所有的記錄。  

 

 
本系統所提供的資料下載印出功能在每頁的頁尾處，您可將資料顯示的畫面拉到頁

尾，或是直接點選『至本頁尾』，然後在資料輸出的選單中選擇『下載印出』，然後再
用滑鼠點選:本頁全部 ／本頁打勾／所有打勾／本次檢索結果其中一種資料輸出的範
圍，此時系統會先將查詢到資料的 HTML 格式清除為 Text 格式，並顯示在新的視窗
中，您只要再利用 Netcape or IE 本身功能表上的列印功能印出即可。  

  

 
本系統所提供的資料寄回功能在每頁的頁尾處，您可將資料顯示的畫面拉到頁尾，

或是直接點選『至本頁尾』，然後在資料輸出的選單中選擇『資料寄回』，在頁尾填上
E-MAIL 住址，然後再用滑鼠點選:本頁全部 ／本頁打勾／所有打勾／本次檢索結果其
中一種資料輸出的範圍；便可以將檢索結果傳送到指定的電子信箱中。  

 
 

  
本館各項演講、教育訓練活動凡經錄影者，讀者均可由主網頁之「活

動剪影」欄或ＶＯＤ網頁點選連線，歡迎踴躍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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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參考作業區服務新猷 典藏組‧ 編覽組 

 
本館為提升參考區資料服務品質，增廣參考諮詢檯之使用率，自本學期起，除改善

原有諮詢介面及硬體設施，更增置多項數位作業配備提供讀者借用，期使資訊檢索與取
得連成一氣，體現數位作業諮詢之概念。 

各新增服務項目簡介如次： 
1. 諮詢檯採用雙螢幕、雙鍵盤、

雙滑鼠，方便讀者直接與參考
館員進行線上互動、學習。﹙ 如
左圖﹚  

2. 延請各學院教師支援，擔任部
份時段之主題參考館員，提供
專業知識諮詢解答與轉介服
務。﹙ 詳細時段如下表﹚  

 
星期三 10：00~12：00 不動產經營系 李惠圓 老師 

星期四 10：00~12：00 通識中心 邢益芳 老師 

星期四 14：00~16：00 公傳系 鄭鼎寶 老師 

星期五 14：00~16：00 電子系 張培華 老師 
 

3. 新購各類參考館藏，如台灣地圖 PC 版、中英日文翻譯軟體，及康熙字典、異體字
字典、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等電子書，供讀者使用。同時歡迎推介其他新型
電子館藏。 

4. 小型數位作業區服務： 
A. 設置打孔機、釘書機、裁紙機、膠裝機﹙ 詳見後述「膠裝機操作說明」﹚ 、彩色

及雷射印表機，讀者可列印及自行裝訂資料。並備有各式資料透明夾供選購。 
B. 提供掃描及燒錄服務，滿足讀者於著作權法授權合理使用範圍內之資料燒錄需

求。另備 8 只 128M Byte 拇指碟供最多兩天之借用。 
C. 新設三部電腦，內裝 Office XP 及 Adobe Acrobat ，除一般文書處理及資訊查詢

外，並提供研究生將論文轉成 pdf 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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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光碟燒錄機 

2. 自動裁針釘書機 

3. 裁紙機 

4. 拇指碟 

5. 掃描器  5 

讀者關於前述各項新服務如有疑義，可逕洽詢參考諮詢檯輪值人員。參考諮詢台開
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4：00，歡迎您多加利用。 

 

 
1. 選擇厚度適合的封套。 
2. 將欲裝訂之文件置於封套中，並確定已密實

放好。 
3. 裝訂前必需先將機器預熱，Warning 燈亮時

表示預熱完成。 
4. 將欲裝訂之文件置於己預熱好的膠裝機中。 
5. 文件放好之後，Ready 燈亮起，則輕推推

桿，將文件壓緊。  
6. 根據頁數厚度選擇時間鍵。此時 Ready 燈會

閃爍不停。 
7. 待機器發出「嗶嗶」聲代表完成，可將文件

取出。 
8. 文件取出後先不可翻動，必須置於金屬台上

等待冷卻，並用短尺等工具將裝訂之文件壓

實，確保裝訂緊密。 
9. 待冷卻約一分鐘後，即完成。 

               
 

1. 自製封面時，第一步驟為換裝壓痕刀。 
2. 將原壓痕刀片裝到裁切板上。 
3. 裝上護盤並鎖上螺絲。 
4. 根據欲裝訂的文件厚度，自訂出封面的寬度，並做上記號。 
5. 利用壓痕刀將摺線明顯劃出。﹙壓痕時需下壓壓痕刀﹚ 
6. 根據摺線將封面的厚度摺出，成一書套狀。 
7. 裁切膠條。膠條一片有十小條，每一小條可裝訂約 30 頁的厚度。 
8. 先將壓痕刀依上述 1~3 的步驟換成裁紙機，根據文件厚度切割下合

適的膠條數量。 
9. 將膠條一邊的護膜撕下，貼於封面的書背部份。 
10. 將欲裝訂之文件置於封面中，並確定已密實放好。 
11. 裝訂前必需先將機器預熱，Warm up 燈亮時表示預熱完成。 
12. 將欲裝訂之文件置於己預熱好的膠裝機中。 
13. 文件放好之後，Ready 燈亮起，則輕推推桿，將文件壓緊。 
14. 根據頁數厚度選擇時間鍵。此時 Ready 燈會閃爍不停。 
15. 待機器發出“嗶嗶”聲代表完成，可將文件取出。 
16. 文件取出後先不可翻動，必須置於金屬台上等待冷卻，並用短尺

等工具將裝訂之文件壓實，確保裝訂緊密。 
17. 待冷卻約一分鐘後，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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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推廣活動影像剪輯 編覽組 

 
  本館除持續增加館藏與設備，提供讀者豐富的資訊需求外，亦重視各類推廣活動，
尤其是與圖書資訊相關之利用教育領域。本學期開始三個月來，館內各組同仁已辦理資
源搜尋、館內導覽、主題講座、課程錄影等活動近二十場，成果豐碩。爰採照片數幀加
註說明，以為誌記。 

 
  
 
 ↓  通識中心邢益芳老師於團體放

映室擔任「圖書館導覽與利用

 
 
 
 
 
 
 
 
 
 
 
 
 
 
 
 
 
 
 

 

  

↑  成功大學毛齊武教授於國際會

議廳演講「從工程觀點看英文
 

↓  台灣經濟新報周慧芳小姐協助

本館於攝影棚錄製「台灣經濟

↑  高雄縣觀光局孫春良專員於團

體放映室主講「觀光遊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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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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讀完 25 本經濟學經典 李鵬 靈活文化 016.55 4077 

臺灣青年的出路 溫世仁, 明日工作室 073 3642 

蟑螂躲在總統的廚房 王國華 亞細亞 177.2 1064-7 

超文件標記語言 HTML 新引 連志誠 儒林 177.2 2152 

簡單道理 彭瑋歆 靈活文化 177.2 4210 

每一個人都重要 楊小雲 健行文化 177.2 4491:2 

48 個讓自己快樂的方法 蘇榮化 種籽文化 177.2 4492-2 

做傷心人的好朋友:關懷者實用錦囊 肯寧, 陳綺文 基督中國主日 244.9 2130 

無以名之的雲 周學信 校園書房 244.9 7772 
優質心靈捕手:塑造學生屬靈生命的
DNA 鄧恩, 林以舜 校園書房 245.5 1760 

偷羊?!:教會增長背後所隱藏的問題 查威克, 林秀娟 校園書房 247 4054 

NET 範例完全探索 125 招 周世雄 文魁資訊 312.9163 7744 

正宗電腦 DIY 系 2004:隨身碟玩樂秘笈 PC Man 文魁資訊 312.9165 0371 

IIS 6.0 隨身管理手冊 施塔內克 文魁資訊 312.91653 0444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架站實務 施威銘研究室 旗標 312.91653 0581-3

Windows Server 2003 高手攻略 許進標 碁峰資訊 312.91653 0834 

探訪 CEO 瑪格瑞塔, 譚天 天下遠見 494.21 1414 

均衡的工作與生活 費德曼, 柯雅琪 天下遠見 494.35 2546 

高薪不 Busy 羅威 愛迪生國際 494.35 6053 

管理資訊系統必考題型突破 廖平 儒林 494.8 0010 

決策支援系統與企業智慧 梁定澎 智勝文化 494.8 3333 

網路行銷導論 王志平 全華 496 1041 

Write ideas : a beginning writing text  Shoemaker, Connie.; 
Polycarpou, Susan. Heinle & ; Heinle, E428.24 S559 

1994 
時空對話 蘇童 未來書城 855 4400:3-2 

台灣之美 洪致文 未來書城 855 3410 

Basic English for computing  McEwan, Joh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428.24076 G558 
1999 

Interactions access. A reading/writing book Hartmann, Pamela.; 
Mentel, James. McGraw-Hill, E428.64 H333 

2002 
Power systems electromagnetic transients 
simulation  

Watson, N. R.; 
Arrillaga, J.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E621.3191 W341 
2003 

Information arts : intersections of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son, Stephen, MIT Press, E701.05 W753 

2002 

Creating stories with children  Wright, Andr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372.623044 
W947 

Aesop's fables  Rackham, Arthur. Wordsworth Classics, E398.21 A254 
1994 

Starting lines. : beginning writing  Davidson, David M.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E428.24 B656 
1995 

Going international Harding, Ke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428.24 H263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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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館藏 
 

視聽媒體 採購組 

 

資料名稱 出版社／代理商 索書號
誰與爭鋒：Die Another Day 007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4344 

神鬼認證：The Bourne Identity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4244 

時時刻刻  中藝國際影視總代理 DVD 987.83 5444 

衝鋒陷陣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2818 

天脈傳奇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2724 

世界末日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4245 

神鬼拍檔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2874 

藍絲絨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4247 

巨猩喬揚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2134 

扭轉未來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4245-2 

侏羅紀公園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5445 

駭客任務：重裝上陣  威翰資訊網路有限公司 DVD 987.83 4020 

鬼潛艇  中藝國際影視 DVD 987.83 4252 

燕尾服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2002 

巴爾札克與小裁縫  群體工作室 DVD 987.83 4364 

小城之春  群體工作室 DVD 987.83 6022 

異度空間  群體工作室 DVD 987.83 6043-2 

你那邊幾點  群體工作室 DVD 987.83 4460 

無言的山丘  中央電影 DVD 987.83 1000 

戀戀風塵  中央電影 DVD 987.83 2747-2 

童年往事  中央電影 DVD 987.83 2747-3 

黃金分割 佐峰商社 VOD 

你(妳)從哪裡來 佐峰商社 VOD 

亞當與夏娃 佐峰商社 VOD 

火山的爆發 佐峰商社 VOD 

海洋污染‧ 都市生活形公害 佐峰商社 VOD 

熱帶林的減少‧ 酸雨 佐峰商社 VOD 

地球溫室效應‧ 臭氧層的破壞 佐峰商社 VOD 

生生死死 佐峰商社 VOD 

中陰解脫法 佐峰商社 VOD 

生死機構 佐峰商社 VOD 

西陵峽─ 宜昌 佐峰商社 VOD 

大寧河─ 小三峽 佐峰商社 VOD 

重慶─ 忠縣 佐峰商社 VOD 

文章結構分析 宇勗企業有限公司 VOD 

如何寫好文章 宇勗企業有限公司 VOD 

意外傷害 宇勗企業有限公司 VOD 

空中英語教室 空中英語教室 V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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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編覽組 
 
陳總統水扁先生主持新館動土典禮【92 年 12 月 28 日】 

因應現有圖書館使用空間已達飽和，本校董事會決定提撥巨額資金，鳩工庀材，興
設高五十米、佔地近萬坪之新圖書資訊館。其間設置網路地板，提供寬頻網路及無線上
網服務，並配置可遠端遙控的 IP-Based 智慧型自動水力、空調、安全中央控制及監測設
施，動線與機能皆採最新規劃。遂於動土典禮中特別邀請陳總統水扁先生蒞臨主持，為
新館立定礎石。場面浩大隆重。 
 
主題參考諮詢活動開鑼【93 年 3 月 24 日及 93 年 6 月 2 日】 

為使參考諮詢服務更多元、更活潑，自本學期起，本館開辦主題參考諮詢活動，就
時下熱門議題，邀請專家學者蒞館宣講；藉活動與參考諮詢服務的結合，讓讀者在參與
活動的同時，能對感興趣的主題，「在活動中學習搜尋、利用資源」。第一場參考諮詢相
關活動主題定為「觀光遊憩」，由高雄縣政府觀光交通局孫春良專員主講，於 3 月 24 日
舉行，參加讀者相當踴躍。第二場主題則為「投資理財」，由日盛證券廖品綜副理主講，
於 6 月 2 日舉行，吸引更多讀者參與。活動均於團體放映室舉行，同時進行線上直播，
甚獲好評。 
 
圖書館利用講習上路【93 年 3 月 31 日至 6 月 9 日】 

為增進讀者資訊素養，本館除原有讀者導覽與利用諮詢活動外，更辦理師生利用講
習課程，期望藉此推廣資訊教育，並試圖培植種子教育成員。課程分兩階段進行，初階
內容包括館內導覽、使用規範講解、薦購流程說明、流通與參考設備簡介、館際合作資
料互借、期刊目次新知服務介紹等；進階部份則邀請各學院教師授講，內容著重館際合
作申請與電子資源檢索利用之教學。課程共分為十場舉行，參與讀者眾多，成效良好。 
 

毛齊武教授演講並推廣知能學習【93 年 5 月 31 日】 

前成功大學工學院教授毛齊武先生，除執教本職學科外，數十年來於台南地區推動
語言、社會教育不遺餘力；本館欲借其經驗、長才，引導讀者瞭解知能學習與資訊利用
相結合之重要性，特邀請前來本校國際會議廳主講「從工程觀點看英文寫與說（Narrating 
English through the Engineering Point of View）」。毛教授精闢的講演內容，使在座聆講
者深感受益匪淺。 
 

 

   
小常識：「聯合目錄」是一種跨圖書館館藏的資料庫．使用者可以在

較短時間內，檢索多所圖書館的館藏，而得知某一資料的
其他館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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