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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的話 
 

新圖書資訊館的願景 閔蓉蓉 

 
新圖書資訊館值本校成立四十週年落成，象徵崑山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面對快

速發展的教育科技與網路技術，我們希望配合新館內各項軟硬體設施，在圖書資訊領域
貢獻心力，提供全校師生教學、研究、學習、娛樂等多方面的資源需求與輔助，並以多
元化、虛擬的、實際的各種服務方式，滿足讀者無止盡的求知需要，進而成為社區資訊
中心與南部地區重要資源中心。 

為迎接新圖書資訊館的落成啟用，本館設定了六個面象的願景，做為功能建構與館
員服務的明燈。茲將本館願景列述如下： 
一、設施部份： 

1. 提供有線網點及無線上網的
寬頻網路環境。 

2. 配置掃描器、Web 攝影機、手
寫板、耳機與麥克風，可讀取
多種規格卡片，播放 CD、
VCD、DVD、FM 收音機及有
線電視的多媒體電腦。 

3. 配置三槍投影機，背投式螢幕
及多聲道立體音響的 60 人大
團體放映室及二間 10 人的小
團體放映室。 

4. 提供翻拍設備，虛擬攝影棚及具轉檔、剪接、特效、配音、配樂、軟硬體的後製
作室。 

5. 設有隨選視訊系統及具備聽說讀寫設備的語言學習卡座。 
6. 提供液晶、電漿、薄膜電視及各種視聽設備，供單人或多人使用。 

二、環境部份： 
1. 佈置花卉及圖畫交錯，燈光要求明亮而溫暖，搭配柔和悅耳的音樂，讓人舒適自

在，有回到家感覺的圖書館書庫。 
2. 配備具網路環境，全年無休 24 小時開放的自修中心。 
3. 設有舒適的咖啡廳與書店。 
4. 打造動、靜態展示的公共空間，以各種展覽活化讀者的閱讀境界。 
5. 多媒體中心提供最新最炫、兼具內涵的影音節目。 

三、服務部份： 
1. 導入具學科專家背景的主題圖書館員，提供專業的參考諮詢。 
2. 導入數位參考諮詢，透過網路、視訊電話、視訊會議提供無所不在的諮詢服務。 
3. 建置遠端存取系統﹙ Remote Access﹚ ，使讀者得以網路連線至圖書館，使用各種

全文資料庫與期刊。 
4. 建置異質性資源檢索整合系統；透過單一使用者界面與標準協定，即可同時檢索

新館建設初始之地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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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性質的資源，並滿足個人化介面檢索需求。 
5. 辦理溝通角、英語諮商會、心橋聯繫等活動，邀請外國老師、宗教、心理專家等，

定時定點與讀者互動。 
6. 提供教職員工眷屬、校友及社區人士相關圖書資訊服務。 

7. 編輯電子報，供讀者上網訂
閱。且透過 e-mail 與手機簡
訊等媒介，通知讀者相關訊
息，並定期進行資訊更新。 

四、館藏部份： 
1. 發展具有特色的館藏發展

政策：本校的設計類科系，
近幾年來，發展十分出色，
而該類圖書資料在各圖書
館收藏有限，本館可調整館
藏政策，豐富設計類圖書資
料，使成為具有館藏特色的
圖書館。 

2. 增加數位典藏的規模：未來圖書館資源，除傳統紙本與電子典藏外，文物、史料、
音樂、美術作品等數位典藏亦不可或缺。本館可由學校文物著手，加以整理珍藏，
並尋求與本土畫家、音樂家等文化工作者合作，將其作品、生平、整理亦數位化
而加以典藏。 

3. 實現數位圖書館理想：本館除傳統館藏的增購外，並增加電子書、電子期刊、電
子資料庫的典藏，教育、推廣，除提供館內、校內使用外，透過遠端存取系統的
設置，提供師生透過網路在家使用的數位圖書館。 

4. 多媒體館藏的再充實：現代人著重圖像思考，在館藏媒體的多元化趨勢下，為寓
教於樂之功能考量，豐富多媒體館藏，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五、館內外合作： 
1. 在校內由本館與各專業領域系

所合作，於採訪、介購、教育
訓練、使用等層面，均將圖書
館功能強化，成為支援教學與
研究的堅實後盾。 

2. 對外則與其他圖書館進行合作
編目、電子館藏聯合採訪、館
際互借，甚且進一步至聯合數
位參考諮詢，致力減少各種資
源投資的重覆與浪費，服務品
質亦得以提升。 

六、組織再造： 

本學期初，新館外觀建設至四樓 

現今新館外觀已建設至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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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數位化革命、全球化經濟、知識與資訊導向、動態混亂競爭環境一一出現，加
之資訊技術與網際網路高速發展等等因素，要支援、適應這些新環境，圖書館必須
靠更新、更強而有力的技術來轉型、架構本身的資訊系統，以達到電子化圖書館
﹙ eLibrary﹚ 的目標。我們期望透過流程再造、資源規劃、強化內部整合與外部連
結的程序，達成組織再造的情境，使本館的資訊服務更上一層樓。 

  現代的圖書館不再只是藏書樓，而是包容一切書刊、媒體、資訊的學習中心，也是
溫馨的自修中心、休閒中心，更可能是虛擬的數位資源中心。讀者能隨時隨地擷取所需
的資訊、與圖書館互動，享受各種服務。本校圖書館亦將積極努力地形塑讀者的多元學
習智能，維繫讀者使用館藏設施的熱情，以彰顯我們堅持圖書資訊服務事業的熱忱。 
 

 
幾則有關圖書資訊館的小常識： 
 

甲、 圖書館的書籍在書背上都貼有書標，有何作用呢？書標上的數字標示分
為分類號及作者號兩大部份，分類號的功用是將書分類；而同類的書籍
過多，排序上會有問題，因此再依作者的姓名作順號排列。此兩者便構
成所謂的索書號。有了索書號之後，對於讀者尋書就更方便了。 

乙、 使用本館所提供之線上資料庫，請先檢查您的電腦上是否已下載
Acrobat Reader 或 RealPage 閱讀軟體，才能順利閱讀全文資料。 

丙、 圖書館收藏的資料並非能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因此館與館之間便發展
了館際合作制度。現今更發展出線上全國期刊聯合目錄暨館際合作系
統，可由線上直接查詢館藏並申請館際合作。（詳情請參閱本館網頁） 

丁、 讀者續借時，總是要將圖書帶來圖書館辦理；基於服務讀者的心理，本
館讀者不必帶書來館辦理，只需將證件帶來，在沒有逾期及預約的條件
下便可輕輕鬆鬆的辦好續借手續。更歡迎讀者經由 WebPac 自行續借。
不帶書辦理續借只允許一次；若要再續借，則需先還書再借書。 

戊、 圖書館為何會有限制借閱的期刊呢？由於某些熱門期刊如「空中英語教
室文摘」、「全球防衛」等期刊總是遭到有心人士的毀損，影響多數人使
用權益，因此特將這些期刊限制借閱；若有需要的讀者，請親持證件向
櫃檯借閱，使用完畢也請歸還櫃檯。 

己、 圖書館蒐羅各種資料，當然也包含試題資料；不過由於本館蒐集時間未
久，目前只收集到本校的試題及二技聯招試題，將進一步擴大蒐藏範
圍。全校師生若有其他題庫，如研究所之類的試題，願意提供的話，本
館十分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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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文 
 

人物專訪─ ─ 工學院電子系張培華老師 沈美如‧ 曾安吟 

 

【前言】 

為落實主題圖書館員功能，鼓勵專業教師協助推動參考諮詢業務，直接提升館藏與
電子資源之利用，本館推行主題參考教師服務，由各學院及通識中心共四位老師來擔
任。其中工學院電子系張培華老師，目前正攻讀博士學位，以身兼老師與學生的立場來
接受此次訪問，藉以瞭解主題參考教師服務且對於師生們的影響與推行概況。 

 

【採訪】 典藏組 曾安吟 

【整理】 典藏組 沈美如 

【地點】 圖書資訊館三樓參考諮詢檯 

【日期】 93 年 11 月 12 日 

 

以下為受訪內容： 
一、請問老師的學經歷？ 

目前任教於崑山科技大學電子系。 
同時攻讀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班，研究 
領域為電路設計方面。 

二、當初擔任參考教師的原因為何？ 
因長久以來都是負責系上圖書、期刊、電子資源的介購業務，我覺得學生若沒有好好利用
這些資源，就會辜負老師們的用心，所以我是基於「推廣」的動機來擔任參考教師，希望
圖書館的寶貴資源能讓學生們瞭解並利用。 

三、原先希望由擔任此職可獲得何種收穫與回饋？ 
收穫：教育學生利用圖書館，因為學生們遇到問題時，答案的來源通常都是由老師那裡，

而我覺得這樣的教育方式太直接，應該保留讓同學思考的空間，而這個思考空間，
可從利用圖書館資源開始，讓學生能主動的釐清問題，然後去尋找解答，並能把所
找到的資料轉化為自己本身的知識。 

回饋：經由擔任參考教師，希望使圖書館的軟體設備，能充分的被學生們利用，「利用圖書
館」變成他們的一種學習態度與習慣，幫助他們培養蒐集資料的習慣，知道如何去
撰寫報告，且解決學習上的困惑。 

四、目前擔任參考教師的心得？ 
我希望先由自己做起資訊素養的提升，目前台灣的學生與其他國家的學生因在學習背景上
的差異，而造成國內學生在找資料與組織能力較其他國家的學生來得弱，而這亦是圖書館
未來需努力對讀者進行利用教育的一點，使圖書館與讀者的互動更加頻繁，吸引更多的
讀者來利用圖書館資源。 

 
張培華老師﹙ 左﹚ 接受曾安吟小姐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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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認為參考教師的任務重點為何？ 
參考教師為圖書館的參考諮詢窗口，站在服務的角度上來協助讀者如何界定問題範圍，並
迅速的找到資料，這樣的方式我個人覺得這是屬於互動式的學習，需從彼此的眼神或與多
次的交談等其他方面去瞭解讀者所要闡述的問題，而參考教師則需先熟悉館內的館藏，以
協助讀者解決問題。 

六、您覺得如何能讓讀者有效利用圖書館資源？ 
從教育推廣上面著手，將既有的館藏與服務介紹給讀者，讓他們瞭解圖書館資源。 
如新生導覽，帶領新生參觀圖書館，舉辦圖書館資源利用訓練課程，讓學生們可以實際上
的操作。另外，老師可以配合圖書館資源來出作業，鼓勵學生們至圖書館來搜尋報告資料，
進而使學生們養成利用圖書館的習慣。 

七、對於圖書館有何期許？ 
圖書館應一所大學的心臟，圖書館協助老師們從事研究，並提供學生們學習及課業上的幫
助，故希望能藉由經費的提升，使圖書館的軟硬體設備能不斷的擴充，以提供有效率的服
務。 

 
 

書後附件就是附在紙本圖書之後的附件。最常見的，例如電腦軟體使用
教學書籍封底裡所附的練習光碟片就是。本館於館藏編目中只要列為書後附
件的，讀者均可至流通櫃檯登記外借。其於館藏目錄網頁之初步查詢要領如
次。 

一、先做登錄號查詢。 

 

二、出現以下網頁即可查詢登錄號及書後附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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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異質性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研討會記實 鄭景文 
 

「資訊」一詞的原意是經過整理的「資料」或「訊息」，作為各種行為的決策判斷依據。然
而當今訊息爆炸，獲得資訊的管道繁多，即使經過整理的資訊也越趨多元化，就找尋適用資訊
之效率與效用而言，委實不符合現代人生活的步調與習性。 

圖書館提供各種圖書資訊，無庸置疑；隨著科技發達與數位化趨勢，各式電子資源服務也
為讀者開啟更多方便的檢索管道，卻也產生更多讀者適應檢索方法的負擔；或造成取得資訊過
多，過濾耗時費事等種種狀況，結果就是為找尋一個適用的資訊，可能花上數倍於查找之擷取
時間。這可以說是一種「資訊超載」現象。 

本次研討會即針對此一問題，特別邀請學界先進與同道前來，並且集合當今所有致力整合
介面查詢的實務界五家廠商，提出解決方案，供圖書館同道審酌，進行意見討論與問答，作為
大家共同解決目前「資訊超載」現象的參考。 

會議由教育部主辦，本館協辦；與會人員近兩百人。教育部技職司張司長國保先生蒞臨致
詞，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陳昭珍教授則演講「圖書資源整合模式與標準」之主題。
本館館長閔蓉蓉教授介紹陳教授主講時指出，異質性資源整合查詢係現今圖書館亟需關切的課
題與服務項目之一，陳教授於此學有專精，參與多項整合標準之制定，實擔任本會議學術演講
之不二人選。 

  陳教授自圖書資源整合目標開始，分析同質、異質系統之不同，再以 NBINet 合作模式等數
例，導出跨系統整合查詢之主題。環環相扣，讓與會人員充分瞭解資源整合的重點所在，以及
在提出系統需求時，應該重視哪些爭點。 

  隨後則是實務界五大廠商各自說明其對異質性資源整合查詢系統開發的方向與特色。
EBSCO 公司大中華區公丕儉經理強調數位時代之資訊整合；傳技資訊的黃榕江副總經理則以情
境化圖書館服務來探討資源整合；凌網科技劉昌龍副總經理將重點置於多種資料庫的整合與延
伸檢索；飛資得資訊江思嫺副總經理從連結技術的應用與整合檢索來談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鼎盛資科劉育君經理由入口網站著手，介紹資源整合檢索與連結資料本身的發展技術。 
 

  本次研討會由於關係各圖書
館於異質性整合查詢系統的需求
與採購參考，與會同道眾多。各演
講場次主持人也頗具特色，分別邀
請成功大學、台南大學、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大仁技
術 學 院 及 本 校 之 圖 書 館 館 長 擔
任，代表綜合大學與技職校院均重
視此一議題，且期望於此一意見交
流場合充分獲取相關資訊。 

台灣師大圖資所陳昭珍教授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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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天聆講與研商之後，到
了Ｑ＆Ａ時間，圖書館先進、同道
提出許多相關問題及意見，由系統
廠商予以解答，或紀錄整理作為研
發改進參考。在愉快溫馨的氣氛
下，所有出席人員都感到收穫頗
豐，也取得部分有關整合查詢服務
的共識，希望在避免「資訊超載」
的前提下，給讀者更多資料來源，
滿足資訊服務領域中最新、速、實、
簡的需求。 

 

 

校門口之迎賓佈置 

 
 

當您讀了一本書或一篇論文，末尾附有參考書目資料，那麼，您知道應該如何
取得其全文以形成延伸閱讀嗎？這裡提供您一個流程圖做為參考。 

情境一：老師指定閱讀某篇文獻後面所附的參考資料。 

情境二：找到了某篇文獻，對於後面所附的參考書目有興趣研究。 

1 

開始 

查詢全文資料庫

或電子期刊 

2 

結束 

3 

有
取得原文 

4 

有

有

有 

無 

查詢本館館藏

無 

無 

申請國外文件複印

或 
向文獻傳遞服務機構訂購

有 申請國內館際合

作取得原文 

有 
循索書號至架上

取得館藏 

查詢他館館藏或

國內聯合目錄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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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北大方正電子書使用指引 林敬智 
 

為拓展讀者使用電子資源，同時增加館藏質與量，本館特別購置北大方正電子書一
萬九千餘冊，供讀者透過網路連線借閱。北大方正電子書係中國大陸之北京大學所成立
子公司發行的產品，於拓展華人世界電子圖書質量有卓越貢獻。 

因電子書的借閱在本館算是新興服務方式，為使讀者熟悉其借閱流程，以下特採圖
文對照說明方式，歡迎讀者詳加參考，並上網實作，找出自己喜歡的電子書來借閱。 
【流程一】北大方正電子書網站架設於中國大陸，為提高連線傳輸效率﹙ 由校內上網

者﹚ ，請先將您的瀏覽器 Proxy 伺服器，設定如下值：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連線→區域網路設定 
網址：proxy3.ksut.edu.tw  連接埠：3128 

【流程二】下載「方正 Apabi Reader 閱讀軟體」。 
【流程三】連結北大方正電子書。 
 
 
設定值亦可參考附圖如下： 
 

 
 

 
 

北大方正電子書是線上借閱後下載至電腦中閱讀的，借閱期限同一
般圖書，時間一到即無法閱讀，不必歸還，也不會產生逾期罰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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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遠端存取﹙ Remote Access﹚ 服務 視訊組 

 
圖書資訊服務已不在侷限於圖書館內進行；尤其在館藏資源逐漸數位化之後，遠端

存取服務儼然成為必須提供的主流服務之一。為使讀者更瞭解本館所提供遠端存取服務
的設定方式，大家都能在家或實驗室直接透過電腦存取網路資源，以下介紹相關設定方
式，便於讀者參考使用。 

 
區域網路﹙ LAN﹚ 設定篇： 

1. 請於 IE 瀏覽器中將 Proxy 伺服
器設定如左圖中的值。 

2. 其操作步驟為：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連線→
區域網路設定。 

3. 代理伺服器﹙ Proxy Server﹚ 登
錄帳號密碼資訊如下： 
帳號：圖書館借書證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 
﹙ 英文字母均需大寫﹚  

  
 
寬頻系統﹙ ADSL 或 Cable﹚ 設定篇： 

1. 起始操作步驟為： 
工具→網際網路選項→連線→撥號
及虛擬私人網路設定值。 

2. 點選連線的寬頻系統，例如 Hinet 
ADSL。 

3. 按「設定值鈕」進入右圖設定畫面。 
4. 請於 IE 瀏覽器中將 Proxy 伺服器設定

如右圖中的值 
網址：192.192.30.101 
連接埠：3450 

5. 代理伺服器﹙ Proxy Server﹚ 登錄
帳號密碼資訊如下： 
帳號：圖書館借書證號 
密碼：身分證字號 
﹙ 英文字母均需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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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參考推廣活動輯要 典藏組 

 
  為再加強推廣電子資源利用，自本學期起，教育訓練活動實施方式係依照各班需求
之資料庫種類，安排館員進行實機教學；課後並進行測驗及成績彙整（及格者加蓋學習
認證章），作為各系專題評量之參考。兩個月來，已有二千餘人參加，利用電子資源館
藏查找資料的數量亦有顯著成長。 

 
  
 
 
 
 
 
 
 
 
 
 
 
 
 
 
 
 
 
 
 
 
 

 
  

目前已完成電子資源利用講習之班級如下： 
 

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系/班級 

電子系研一班 機械系研二班 機械系四技四Ａ班 不動產系四動四 A 班

電子系研二班 機械系四技四Ｂ班 環工系研一、研二班 不動產系不動四 A 班

電子系四子四 A 班 機械系二技四Ｂ班 環工系研一、研二班 會計系四會四 A 班 

電子系四子四 B 班 機械系四技四Ｃ班 環工系四環三 A 班 會計系二會四 A 班 

電子系四子四 C 班 機械系四技四Ｄ班 環工系四環三 B 班 國貿系二國四 A 班 

電子系子四 A 班 機械系二技四Ａ班 環工系環三 A 班 國貿系四國四 A 班 

電子系子四 B 班 機械系二技四 C 班 高分子系應纖四 A 班 財金系四財四 A 班 

電機系研一班 財金系財四 A 班 高分子系四纖四 A 班 視傳系研一班 

電機系研二班 應英系四英四 B 班 高分子系四纖四 B 班 視傳系研二班 

電機系四電四 B 班 應英系四英四 A 班 資管系四資四 A 班 視傳系視四 A 班 

電機系四電四 C 班 應英系英四 A 班 資管系四資四 B 班 視傳系四視四 A 班 

電機系二電四 A 班 公廣系四 A 班 企管所研一班 視傳系四視四 B 班 

電機系二電四 B 班 公廣系四 B 班 企管所研二班 視訊系四年 B 班 

電機系四電四 A 班 空設系四空四Ｂ班 產管系四技四 A 班 視訊系四年 A 班 

機械系研一班 空設系四空四 A 班 產管系二技四 A 班  

↑  教育訓練課程於微電腦教室實

 

 

↓  教育訓練課程於團體放映室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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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館於十月廿七日（星期三）下午二時舉辦「主題參考諮詢活動」，主題為「健
康飲食」，特別邀請奇美醫院劉翠娟營養師蒞館宣講，內容重點是「怎麼吃最健康？」
劉營養師建議應減少肉類攝取，選擇低油烹調的食物，選擇含脂肪量低的食物，攝取足
夠的五穀根莖類，多吃蔬菜水果、「健康飲食生活化」。在外食的健康方面，應避免吃生
冷食物、路邊攤食物，注意用餐環境清潔，自備餐具，為了營養均衡，應儘可能吃得清
淡，注意「瞭解營養標示」。且應把握《黃金比例 321》，即五穀根莖類：青菜類：蛋豆
魚肉類＝3：2：1 、「熱量計算」等要領。參與之讀者多因劉營養師的演講，培養出飲
食均衡的概念，維持理想健康的身體狀 
況；迴響熱烈，成效良好。 
 

← ↑ 「健康飲食」講座活動情形

 
 

  讀者在館藏目錄查得所欲之書後附件資料後，可以循下列步驟向流
通櫃檯登記借用。 

一、請在圖書館藏查詢之網頁，瀏覽找出所需圖書與光碟登錄號﹙ 如下
圖 DV 或 AV 開頭碼﹚ 。 

※登記光碟「特藏類型」需為書後附件，否則無法外借。 

# 
登錄號 

Accession 
No. 

索書號 
Call No. 

特藏類型
Type 

特定用途
Purpose 

藏地/區域 
Location 

圖書狀況 
Book Status 

1 KS147010 312.9837 
4468 

圖書 一般用途
總圖書館/ 

四樓長方形書庫
仍在館內 

2 DV002862 
M 

312.9837 
4468 

書後附件 一般用途

總圖書館/ 
三樓光碟資料檢

索室 
仍在館內 

 
二、請至一 F 流通櫃檯填表登記，以便圖書館備份，如下圖範例： 

※粗框內項目為必填欄位。 
 

登記 
日期 

借用人 
證號 

借用人 
姓名 

圖書 
登錄號 

書後附件
登錄號 

複製
紀錄

出借
日期

備
註

歸還 
日期 

已還 
日期 

11/9 4930D014 王大明 KS147010 DV002862  /  / / 
 

三、請在次一開館日早上九點後，前來櫃檯領取已登記之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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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線上預約與續借流程簡介 周佩樺 

 
  鑑於本館提供線上預約圖書與續借圖書服務已久，讀者或較少利用，或疏於瞭解流
程，導致偶有衍生借書紛爭等情事；為再次提醒大家充分而正確利用這兩項極為便捷的
功能，以下謹採圖文並列說明方式，使讀者參照後即能簡易上手。 

 

線上預約流程： 
 

步驟一：開啟瀏覽器，於網址列中輸
入 http://192.192.30.3 後按
Enter 鍵。 

 
步驟二：點選館藏查詢。 

步驟三：於書刊名欄位中輸入『Word 

2000』，按開始查詢鈕。 

※如欲預約成大借書證，則
輸入『成大借書證』。 

步驟四：如有符合之館藏，系統會先
以簡明格式書目條列，若檢
索出的館藏資料過多，尚可
再設定限制條件及上下翻
頁之功能。 

步驟五：於簡明格式畫面中點選想預
約之館藏﹙ 例如 Word2000

中文版應用大全﹚ 後，會出
現 該 館 藏 之 詳 細 書 目 資
料、複本書及其借閱狀況，
接著再點選想預約之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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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號。 

※已被外借者才可辦理預
約。如仍在館內者，請親洽
櫃檯辦理借閱事宜。 

步驟六：於排序預約畫面中輸入讀者
證號﹙ 即教師識別證號或學
生證號﹚ 與密碼﹙ 預設值為
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大
寫﹚ ，無誤後按排序預約按
鈕。通過認證後，則完成線
上預約手續。如無法預約成
功者，請親洽櫃檯處理。 

※讀者如有預約書未於保
留期限(七日)辦理借閱手
續，系統將會記錄預約違
規一次，達三次者處以停
權一個月處分。 

 

線上續借流程： 
 

步驟一：請連線至 http://192.192.30.3

本館館藏查詢系統，點選個
人資料查詢，進入登入畫面
後輸入讀者學號﹙ 指學生證
證號或教職員證上之條碼
號﹚ 及密碼﹙ 預設值為身份
證字號，英文字母請用大
寫﹚ ，認證無誤後點選借閱
狀況即出現如右畫面。 

步驟二：勾選欲續借之圖書﹙ 可多
本﹚ ，再按續借鈕，輸入讀
者證號及密碼即可完成線
上續借手續。 

※續借期限為辦理續借日當天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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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每人最多可續借一次。 

 

另為提昇服務效率，本館已於去年起，停發所有書面通知（催還、逾期等），改以
圖書借還系統中讀者之 e-mail 信箱發送通知。目前系統中讀者 e-mail 資料為電算中心提
供給本校教職員工生的 e-mail 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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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考量讀者自用信箱總有變動，故請大家常
時自行上網更新常用 e-mail 信箱。其修改個人資料操作步驟如下： 

 

 

 

 

步驟一： 開啟瀏覽器，於網址列中輸
入 http://192.192.30.3 後按
Enter 鍵。 

 
步驟二： 點選個人資料查詢。 

 
步驟三： 於讀者個人資料查詢畫面

中輸入讀者證號﹙ 即教師識
別證號或學生證號﹚ 與密碼
﹙ 預設值為身分證字號﹚ ，
無誤後按確定按鈕。通過認
證後，即進入讀者個人資料
畫面。如無法通過認證者，
請親洽櫃檯處理。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九期 

 16 

步驟四： 點選讀者基本資料功能。 

 
步驟五： 於 E-mail 欄中填寫常用電

子郵件信箱。 

步驟六： 無誤後，按更改通訊資料
鈕。 

步驟七： 按身分登出，完成讀者個人
資料異動。 

 
 

 
本學期迄今，承蒙本校李創辦人正合先生、王董事嘯雲先生、劉英

璉老師、呂德財老師等多位人士慨贈圖書逾千冊，豐富館藏質量，本館
謹在此特別致以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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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專利資料庫介紹 典藏組 

 
  近來專利資料庫成為產業界重要參考資源之一，本館已備有下列兩種資料庫，提供全校師
生查閱兩岸各類登記專利。謹此作一介紹。 

 

一、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資料庫 

APIPA 所提供的中華民國專利公報資料庫系統﹙ TWP﹚，允許使用者透過 WWW﹙ World Wide 

Web﹚ 及 Internet 下達專利資料查詢檢索條件。TWP 之原始專利資料內容是由經濟部中央標準
局提供，而 APIPA 對資料進行加值處理，並結合專為中文之專利內容與特性所研發的 APSEV1.1

搜尋引擎，使得使用者能夠在 Internet 上面簡單、快速、精準的取得專利資料。 

TWP 目前提供「欄位式查詢」、「一般式查詢」及「指令式查詢」等三種資料庫查詢檢索界
面。基本上，TWP 資料庫將專利索引資料細分為十九個欄位，每一個欄位依其欄位性質﹙ 如一
般型欄位，數值型欄位，日期型欄位，全文檢索型欄位等﹚ 之不同，可以在該欄位之中使用一
般邏輯運算子﹙ 交集[*]、聯集[+]、差集[*-]、括號等﹚ 、數值或日期範圍運算子、相近運算子、
切截運算子﹙ 即萬用字元運算子﹚ 等。 
 
二、大陸專利資料庫鏡像站檢索系統 

「大陸專利資料庫鏡像站檢索系統」係財團法人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APIAP）為
提供台灣產業界更好之服務，與大陸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出版社合作在台灣建置「中國專利說
明書檢索系統鏡像站」，使台灣產業界能迅速且方便地取得最即時之大陸專利說明書資料。 

  本系統提供 BIG5 繁體輸入使用介面，查詢結果以繁體字呈現。具有分類查詢功能﹙ 可選全
部專利、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專利﹚ 。其查詢方式包括表格檢索、邏輯檢索、IPC 分
類檢索、法律狀態檢索等，可摘要下載及列印、說明書全文瀏覽、下載及列印。資料內容則包
涵書目、摘要、法律狀態、說明書全文等。目前總筆數約有 1,550,048 筆。 

 
茲將兩種專利資料庫收納範圍比較表如次： 

資料內容 資料範圍 資料內容 資料範圍 

書目 民國 39 年迄今 發明公開資料 1985 年 1 月 1 日迄今 

專利圖形 民國 83 年 1 月迄今 實用新型資料 1985 年 1 月 1 日迄今 

專利範圍 

民國 81 年﹙ 全﹚ 迄今 

民國 80 年﹙ 01-20,23,26-36 期﹚  

民國 79 年﹙ 01-20,22-36 期﹚  

民國 63 年﹙ 全﹚ 至民國 78 年﹙ 全﹚

外觀設計資料 1985 年 1 月 1 日迄今 

  法律狀態資料 1985 年 1 月 1 日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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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九十三年圖書館週活動表 編覽組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地點 
猜獎樂 

趣味猜謎戳戳樂 （當日戳完為止）
疑難解謎投投樂 

 
12/6,12/8,12/10

12/6-12/10 

 
15:00-16:00  

12/10/15:00 截止 

 
圖書資訊館一樓
辦法詳閱網頁 

學習樂 ─ ─ 電子資源教育訓練 
週二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與 
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週三 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週四 全國期刊聯合目錄暨館際

合作系統 

12/7 
 
 
 

12/8 
12/9 

13:30-15:00 
 
 
 

10:10-11:30 
10:10-11:30 

電算中心 
第三 

微電腦教室 

互動樂 
多媒體電腦、筆記型電腦、虛擬 
攝影棚產品展 

（贊助單位：華碩、宏碁、菱威科技）

12/6-12/10 10:00-16:30 
圖書資訊館 
一樓中庭 

觀影樂 
週一 特洛伊：木馬屠城記 
週二 明天過後 
週三 20、30、40 
週四 千年女優 
週五 十面埋伏 

12/6-12/10 

 
12:00 

12:00、15:00 
12:00、15:00 
12:00、15:00 
12:00、15:00 

圖書資訊館 
三樓 

團體放映室 

養眼樂 
空間設計系作品觀摩展 

12/6-12/10 10:00-16:30 
圖書資訊館 
一樓中庭 

閱讀樂 
多元書展 

12/6-12/10 10:00-16:30 
圖書資訊館 
一樓玄關 

新居樂 
新圖書資訊館說明會 

12/10 10:10-12:00 
學生活動中心

二樓禮堂 
 
 

 

 

隨時、隨地，ｅ學習─ ─  

 
期刊不能外借嗎？ 

期刊資料具有時效性，文章篇數多，性質各異，所以無法像圖書
一般供讀者外借使用。過期期刊往往還有裝訂以形成永久館藏的必
要，這種合訂本由於多採數期統合裝訂方式，任意提供外借的話將造
成他人收集資料不易；因此期刊合訂本也不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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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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佛學思想概論 呂澂 天華 220.91 6038 

夏娃的煩惱:婦女疾病的預防與治療 屠乃方 黎明文化 417.1 7710 

一八九五臺灣生死臺灣生死戀 黃榮煌 未來書城出版 857.7  4499:2 

歙硯賞鑒 胡中泰   未來書城 942.8 4755 

人間世    釋聖嚴 法鼓文化 225.79 2616-11 

預約 Tiffany:MBA 的方法嫁給科技新貴  蔡妙琴   麥田出版 544.31 4441:2 

寫作教室閱讀文學名家 許建崑 麥田出版 830.86 0812:2 

爆心零時兩岸邁向核武歷程 鍾堅 麥田出版 595.76 8277 

徘徊集     沈寶環 臺灣學生 020.7 3431 

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         胡萬川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 815.8 4742 

中國哲學論集                 王邦雄   臺灣學生 120.7 1054 

海峽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 徐國能 臺灣學生 820.908 2862 

中央實用西漢辭典 中央圖書出版社 
中央圖書編輯部/西班
牙語組 

R 804.732 5565 

貝多芬的 中國女僕 張秀文 爾雅 857.7 1120 

陪寶寶玩出智慧   金英淑/蘇世甄 世一 428.82 8043 

初學者象棋教室 徐家亮 國家 997.12 2830 

初學者西洋棋教室 徐家亮 國家 997.16 2830 

兵家史話   王曉衛 國家 592.09 1062 

散文史話  鄭永曉 國家 820.95 8736 

Adaptive neural control walking robots Randall, M. Professional,Engineeri
ng 

E 629.892 R189 
2001 

Learning & memory  Byrne, John H. Macmillan Referenc 
USA: 

E153.103 L438 
2003 

Advanc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Kaplan,Robere 
S./Atkinson, Anthony 
A.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EBOOK 
658.1511K17 1998

Virtual space 2. Liu, Amy China Planning Press: EBOOK 720.922 
V819 1998 

Tadao Ando Insdie Outside. 
Ando, 
Tadao,/Yoshida,Nobuy
uki./ Shinkencikusha. 

Shinkencku-sha CO./ EBOOK 720.924 
A673 2001 

Alvar Aalto houses timeless expressi   a+u Pub. CO. EBOOK 728.37 
A472 1998 

Takamats Shin: Shiteki no Akimae  Takamatsu Shan Shinkencku-sha, EBOOK 720.92 
T136 1998 

childrens hall : Children cultural facilities.  Kenchikn Shiryo 
Kenkyusha, 

EBOOK 
725.80420952 
C536 2000 

Arata Isozaki: Vol.3 1991-2000 Isozaki, 
Arata/Futagawa, Yukio A.D.A.EDITA,  

EBOOK 
725.80420952 I85 
2000 

Bernard Tschumi, 1983-1993 Nakamura, Toshio. a+u Publishing, EBOOK 724.6 
B522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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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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間道 III 群體工作室 DVD987.83 722 

追殺比爾 群體工作室 DVD987.83 4205 

末代武士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0302 

少年阿虎 群體工作室 DVD987.83 4023 

美國天堂 新潮社 DVD987.83 1144:2 

巔峰殺戮 新潮社 DVD987.83 4251 

陰陽師 新潮社 DVD987.83 4442:2 

失控的陪審團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0044 

天降奇兵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2744 

小飛俠彼得潘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0047 

X 戰警 2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6952 

小鬼當家 4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7771 

天下無雙 中藝國際影視 DVD987.83 7282 

戰地琴人 駿圖影音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4033 

神鬼奇航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4380 

真相拼圖 威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2544:31 

綠卡 影傑有限公司 DVD 987.83 2384 

惡意的缺席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 987.83 3454 

英雄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 987.83 1140-2 

巴頓將軍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 987.83 2361 

女人香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5432 
重返榮耀 崴翰資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1231 
幻想曲 2000 影傑有限公司 DVD987.83 1951 
中國古村落 沙鷗國際多媒體 DVD/VOD 681.08 

3767 
中國美術水墨動畫 富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DVD 987.83 4725 

影響世界的中國人 華哥多媒體 DVD/VOD 781 
4142:2 

梨園春曉─ 台灣歌仔戲 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會 DVD/VOD 982.57 
9425 

一同走過從前 天下雜誌 DVD 673.2 1100 
少年噶瑪蘭 宏廣股份有限公司 DVD987.83 0032 

為台灣築夢的人 天下雜誌 DVD782.18 
1100987.83 1951 

佛朗明哥與戈雅的畫 太古國際多媒體 DVD793.31 0153 
海闊天空的一代  天下雜誌 DVD520 1100 
製琴教父─ 史特拉底瓦里  太古國際多媒體 DVD916.1 6262 
電影天空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987.31 8413 

台灣小劇場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V 989.2 8413-1 
我倆沒有明天 滿天星傳播有限公司 VCD 805.1 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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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館大事記 編覽組 
 
圖書館電子資源教育訓練【93 年 7 月 31 日至 11 月 9 日】 

本學期起，本館開始進行新一波電子資源教育訓練活動，對象為所有進行畢業專題
之大學部高年級同學與研究生。實施方式係依照各班需求之資料庫種類，安排館員進行
實機教學，同時提升相關資源使用率；課後並進行測驗及成績彙整，作為各系專題評量
之參考。 
 
異質性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研討會【93 年 10 月 8 日】 

為符合讀者查找資料要求，圖書館界多期待能有一整合介面平台，以利提供各類資
訊檢索服務。本館即於此研討會中，邀請學界先進與同道前來，同時集合當前致力整合
介面查詢之實務業界，提出解決方案，供圖書館從業人員參考，進行意見交流。該會由
教育部主辦，本館承辦；技職司張司長國保親臨致詞，台灣師大圖資所陳昭珍教授擔任
專題演講。與會人員皆充分交換意見，並實際感受整合查詢系統的功能，會議圓滿成功。 
 
主題參考諮詢活動健康飲食【93 年 10 月 27 日】 

本學期第一次主題參考諮詢活動議題為「健康飲食」，邀請奇美醫院劉翠娟營養師
來館宣講，對於飲食養生重點、營養均衡等重點特別強調，並指導離家求學、天天外食
的同學們如何調配自身飲食比例，養成健康飲食習慣。與會讀者均感獲益良多。 
 

新生班導師圖書館導覽講習【93 年 11 月 17 日】 
為鼓勵老師與新生利用圖書館互動，同時加強圖書資訊基礎教育，本館舉辦針對新

生班導師之圖書館導覽講習活動，由專業館員引領導師參觀並上機演練，瞭解館務運作
與服務項目，以形成種子教官，成為帶領新生懂得充分使用圖書館之尖兵。會場並印發
推廣導覽要點，提供導師進行圖書資訊基礎教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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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館員林敬智先生，於十一月初喜獲麟兒；消息傳
來，全體同仁同感喜悅，並皆致上深深祝福。 

 
本學期第二次主題參考諮詢活動，訂於九十四年元月

五日上午十時舉行。特別邀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兩性
關係專家饒夢霞教授，蒞館主講「E 世代兩性關係」。歡
迎讀者連線本館網頁線上報名，或洽詢三樓參考諮詢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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