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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電子資料庫介紹
施淑寶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牛津線上學術電子書
簡介
於 2003 年 11 月正式推出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牛津學術線上電子書資料庫收錄牛津
大學超過 1,800 本之學術叢書(教科書)，主題範圍包括哲學(Philosophy)、宗教(Religion)、
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經濟學和財政(Economics and Finance)等四大社會科學領域之
嶄新學術論著，在 2007 年新增加生物學、商業與管理、傳統研究、歷史、文學作品、數學
與物理學和心理學共 13 大領域，達 250,000 頁，超過 2 億字(200 million words)。
SpringerLink 英文電子書資料庫
簡介
2008 版權年出版之電子書。內容主題包括工程、化學、生物醫學、法律、物理、社會
科學、統計、經濟、電腦、數學、環境科學 … 等。
Siam 電子書
簡介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SIAM) 創立於 1952 年，其總部設於
美國費城(Philadephia，PA)，是一個致力於工業和數學應用發展的學術組織。提升數學和
計算機學的理論與技術，其研究活動活躍於科學界、工程界及工業界，冀望提供數學家、
工程師和科學家一個資訊與想法交流的媒介。SIAM 擁有超過全球 10,000 個個人會員，大
多是數學家、電腦科學家、數值分析家、工程家、統計學家、從事數學教育工作者、學生，
他們皆來自於不同的工作領域；另外，SIAM 也擁有超過 500 個機構會員 – 大學、企業、
研究組織等。收錄內容至 2006 年有 323 titles，回溯年份從 1971 年至今。主題分類有數學、
統計、應用數學。
SAGE eReference 電子百科
簡介
SAGE eReference 為全球知名之社會科學電子百科，內容收錄 2002-2007 年，共計 47
本精選電子百科，主題為社會科學。加值功能： 1.圖片參考、圖表分析、各種花絮文章、
珍貴不易獲得之附錄文件。 2.提供 email 此篇文章的連結功能。 3.提供 MLA, Chicago
Manual of Style，和 APA 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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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電子書(CCO)
簡介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是世界上歷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出版品皆具專業價
值，廣受學術界喜愛及利用，亦是研究上不可或缺的利器。Cambridge Companions Online
著眼於人文學科主題，內容來自 250 個以上的合作單位，超過 2 千篇以上之文章，包含作
者、藝術家、哲學家及專題介紹，並透過專業的論述以提供系統化的評論。此外，亦提供
年表、詳盡書目資訊及閱讀指南等，以助於讀者的查詢與學習。提供人文學科主題的重要
資源，如文學、哲學、宗教及文化研究等。
CRCnetBASE
簡介
CRCnetBASE 包含以下六個生醫主題相關的子資料庫如下：
※ ATSDR：ATSDRʹS Toxicological Profiles 收集超過 40,000 頁的資訊成為涵蓋廣泛的、
即時的、容易使用的形式，經過嚴苛的同儕評論，包含危險物質、化學藥品和化合物的毒
理作用。每一個檔案夾包括調查、摘要及此危險物質相關的毒理學及流行病學資訊，內文
中對表格、圖片、相關出版品提供超連結幫助您快速瀏覽，並可以 CAS 註冊號碼進行搜尋，
使其成為目前毒理學領域最佳的資源。
※ FoodnetBASE：由世界頂尖的食品科學出版社帶給您的資料庫，涵蓋食品加工每個方面
的完整資訊，從試驗和品質保證、到包裝和產品發展、法規和生物科技，包括在植物營養
素、氧化壓力，以及食源性疾病和食物安全的最新資訊。
※ NeurosciencenetBASE ： 蒐 錄 開 創 性 研 究 、 經 典 書 籍 和 清 晰 易 懂 的 圖 解 集 ， 使
NeurosciencenetBASE 成為神經科學領域中不可或缺的重要資源，橫跨幾個領域的專家提
供帕金森和阿茲海默症、計算神經科學、circadian studies, cytokines research 的最新資訊。
※ NutritionnetBASE：為頂尖的營養學家及研究者所評估之優良參考資源，提供營養學
家、醫藥研究者、謄寫營養計畫者、食品工業相關者、醫療人員及運動訓練員等在現今最
熱門研究主題的案例研究、臨床試驗和生化分析，包括在植物營養素的最新發現、癌症飲
食注意事項和運動營養學。
※ PharmaceuticalsnetBASE：帶給讀者持續更新的權威資訊，關於在藥廠、生醫研究、製
造和工程以及政府法規和標準方面，同時涵蓋產業和學術研究的廣泛資源，探索新藥發現、
發展和傳送系統，涵蓋品質和製造，包括 ADME – 毒物資訊和藥物劑量表格。
※ ToxicologynetBASE：為病理學家、藥理學家、營養學者、植物科學家和環境學家預備
的圖書館，涵蓋調查、預防和毒素的結果，從環境調查到實驗室測試，病理學研究到目標
器官毒理學，提供各樣種類的毒物調查最新方法和資料，亦包括和食物、營養、藥物濫用
和發育毒理學相關的研究議題。

～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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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法規修訂
蘇雅婷
一、 修訂還書箱使用須知：
自 97 學年度 11 月起，讀者圖書逾期不用非得到櫃台辦理還書了！因為圖書館已修訂還
書箱使用須知，取消逾期圖書歸還至還書箱，處以雙倍罰金等規定，讓讀者有更彈性的還書
方式，當然還是請讀者務必如期歸還，以免影響其他讀者的權利囉!
二、 修訂借書規則：
圖書館的報遺失服務是針對讀者不小心把借閱的資料弄丟，或一時找不到但又面臨到期
日必須歸還所提供的，但有部份讀者利用此服務，來增加借閱資料的借期。
故修訂借書規則第十四條：
借出之圖書、視聽資料，借閱人應妥加保護，如有破損、遺失、或塗、寫、污損等情形，視
其輕重依本館「館藏資料賠償辦法」處理，若當學期辦理報遺失冊數累計達 7 冊(含)以上者，
處理期間將停止借書權。
以真正落實此服務的美意。

新增館際互換借書證
陳佳幸
任何一所圖書館都無法把世界上所有的資料完整收藏，所以，圖書館之間必需透過館際
的合作，資料的共享，來彌補館藏的不足。
目前圖書館間主要館際合作項目有「文獻傳遞服務」與「跨館借書」
，本校圖書館除了積
極地參與各項合作的組織外，也主動地爭取與各大專校院圖書館互換借書證的機會，擴展本
校師生圖書資源及協助教學研究之需。
已與本校圖書館互換借書證的學校有：
1.國立臺灣大學圖書館
2.南台科技大學圖書館
3.國立東華大學圖書館
4.國立臺南藝術大學圖書館
5.義守大學圖書館
6.輔仁大學圖書館
7.淡江大學圖書館
8.國立交通大學圖書館
9.中原大學圖書館
10.世新大學圖書館
11.國立成功大學圖書館
歡迎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及在學學生至本校圖書館流通台申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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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兩性平等」主題書展
謝旻璟
展期：2008 年 12 月 01 日~2009 年 01 月 10 日
地點：圖書館一樓活動主題專區
書名：校園兩性關係
作者：林燕卿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年：1998
索書號：544.7/ 4447 - 1
簡介：青少年學子面對異性交往、色情媒體、老師
性騷擾、同學性騷擾、自慰、愛戀、性幻想，常產
生不正確的觀念與行為，身為教師，您要如何因應
同學們的青春心事與性事？本書針對校園情事有精
采務實的案例與剖析，值得您細讀，並在教學中印
證，以建立師生間良善、美好的關係。
圖片及資料來源：博客來網路書店
書名：鼓動生命的翅膀
作者：林秀玲
出版者：女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年：2003
索書號：782.228/ 4421
簡介：本書呈現九個女性善用其智慧與毅力，走向
更廣闊世界的真實例子。這九位女性攻克了男性壟
斷的行業。她們有的是教授、有的是律師、有的是
醫生、有的是政治家；其中也不乏從事教育行政與
藝術鑑賞者。她們希望自己成為生活的主角，期待
能夠滿足自我實現的願望。她們的故事讓我們清楚
了解：一個性別能做到的事情，另一個性別也可以
做到；兩性之間不必然是對立的，它的結局可以是
互相融合的。兩性平等絕不意味著兩性角色互換，
而是對兩性差異進行重組，以使她們不致構成障
礙，且不阻礙個人自主的發展。此書後半部「我們
的故事」更是採訪者在觀照九位不凡女性的生命歷
程後，發自內心的呼喊與回應。企盼這本書的出版
與發行，能引領著更多的女性走出傳統的幽暗，在
無障礙空間眺望前景。
圖片及資料來源：博客來網路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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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感謝那個性騷擾學生的男教授：我的性別
意識成長歷程與實踐
作者：蕭昭君
出版者：女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年：2002
索書號：544.7/ 4461
簡介：本書的十五位作者，都是「台灣性別平等
教育協會」的成員，也都是/曾是老師，雖然作者
在年齡、性別、族群、性取向上有所差異，個人
性別意識成長的歷程也有所不同，透過書寫，訴
說個人性別意識啟蒙的歷程和不凡的生命故事，
其中有幾篇延伸分享教育現場的實踐。十五篇故
事著重在個人性別意識啟蒙與成長的歷程，因此
有多篇故事從出生談起，童年、青春期也是轉折
的關鍵時刻，但也有人是遲至結婚或當了老師之
後，才被性別議題觸動。無論何時或如何啟動，
性別眼睛一旦張開，世界就開始變得不一樣。
圖片及資料來源：博客來網路書店
書名：曾昭旭的愛情教室
作者：曾昭旭
出版者：健行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年：2007
索書號：544.7/ 8064 - 1
簡介：男女真能平等？如何情感獨立去愛人？
人又為什麼要結婚？婚姻真是愛情的墳墓？
夫妻要是最好的知己？台灣的離婚率為何逐年升
高？如何控制自己的愛情之門？現今的兩性關係
已擺脫舊式的傳統觀念了嗎？ 曾昭旭教授對愛
情、婚姻、兩性的關係研究、觀察已久，他從中
國早期傳統兩性婚姻關係中娓娓述說，那是因經
濟上的考量而結婚，但現今女性已有獨立的能力
與社經地位，早已擺脫依靠男人而生存。我們應
該擺脫受古老傳統對兩性觀的束縛，思考獨立、
感情獨立，才有能力去愛人，而得到真愛。
圖片及資料來源：博客來網路書店
更多相關書籍請至圖書館閱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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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圖書館
電機工程學系/張博文
最怕，知識突然沉靜。最怕，學習突然的中斷。最怕聽到，圖書館不再有書籍。最怕突
然，知識都將毀滅……。
這年頭要出頭天，除了依靠家裡有錢外，我想只剩靠教育來培育自己。而此時給我最有
利的學習場所不外乎是「圖書館」
，那是自學與知識的寶庫。參訪過幾間大學，我必參觀他們
的圖書館，發現現今的圖書館可是越蓋越大，藏書量也是成比例的增加，連圖書館的內部，
也散發出濃濃的人文氣息，多麼喜歡這書香及散發知識光芒的書城……。
我坐在窗前，望著落地窗外，回憶著過去到訪過圖書館所留下的足跡，我想它是天使，
帶給我片刻的回憶，如雨滴般灑落在我腦海裡──「大葉圖書館」
。從外觀的扇形設計及頂端
的玻璃自然採光，圖書館的各個角落都被太陽光照耀著，那超大片的強化玻璃落地窗，像把
圖書館的周圍都披上了一層薄紗，在圖書館裡更可感受到書香與朝氣鑲嵌在一起，這也是我
熱愛「大葉圖書館」的理由，在那極致的地方看書可是種人生享受。
走進一樓圖書館，映入眼簾的卻是高尚氣息般之鋼琴音樂大廳，扇型地板的鋼琴鍵，猶
如站上 Keyboard 大師的工作舞台；站在大廳正中央，那弧形的落地鏡子涵蓋了我前方十點鐘
到兩點鐘的方向，方向訴說著我人生該選擇哪條路，那真是個氣勢非凡的一樓大廳。看著絡
繹不絕的借書人潮，聽著櫃檯人員掃描書籍條碼的聲音，那可真是書籍的轉運站，轉運到不
同人的手裡，繼續完成他們未完的知識旅程。
每週都充滿新知與時尚的圖書館二樓，那是期刊的大本營，每日每週每月都有最夯的知
識到來，不論是英日文雜誌、商業書籍、時尚流行、３Ｃ書籍，都把這寂靜的二樓點綴的多
彩多姿；這裡也是我常閱讀的地方，他不僅提供我每日的知識，更累積了我的智慧，同時也
是我溫習功課與小憩的好地方。圖書館二樓是我最眷戀的人間天堂。
充滿著專業書籍與知性視聽的圖書館三樓，是大家找尋專業資料的殿堂；那兒的音樂與
影片是大家紓解壓力的去處。這裡也是我研究課業與找尋書籍的地方，有時我也特愛面向窗
邊的座位，不僅採光好、專業書籍多，更是我思考的地方。望著落地窗外的風景，滿懷思索
自己「無法像揮舞天使般的純潔，無法擁有像魔鬼般的果決。」思索自己曾經失去過的東西，
珍惜現在的每一件人事物。
擁有著異國風情的圖書館四樓，是原文書的神秘之地。滿滿的外來語文字，可把我的眼
睛擾亂掉了，但這也是我們專業科目必看的書籍，再多的英文字也要硬著頭皮看懂他、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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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愛他。這裡也是圖書館最寧靜的地方，或許是原文書的神秘色彩，讓大家只能遠觀而不
敢褻玩焉，但在這知識無國界的世界裡，我想是避免不了的。
看日昇日落，看月圓月缺，年復一年的經過，知識總不間斷的衍生而出，圖書館的藏書
只會繼續累加上去。如何在大學四年內好好運用圖書館的各個資源，好好的培育自己、投資
自己，這可是刻不容緩的問題。未來是＂一生傳奇＂或＂一身爛泥＂都將由我決定。而我決
定要抱持著「宏觀圖書館來接受學習知識，泰然攸遊於未來生活」為目標，繼續與圖書館繫
在一起，擁抱知識與了解圖書館的美。

愛上圖書館
空間設計學系/劉若蕎
剛進大葉時，總在連接二期宿舍與設計學院之間的工院頂樓小路來回奔走，沿著小徑看
著大片開窗的圖書館，對這天天經過的多角型建物內部充滿著想像，會不會是空蕩蕩的書架、
或是乏人問津的閱覽室呢？而不方正的格局裡又是怎麼排列書架的呢？就這樣抱著對圖書館
的好奇直到升上大二後，被設計課的老師們要求主動多找資料，他們希望藉著學生的自我學
習，翻找出更多的專業知識，才能更豐富學生在求學中的自我內涵。因此，我有了踏入圖書
館的動力，當我終於步入圖書館的那一刻，推開一整面落地的玻璃門，看到迎面而來的開放
挑高大廳，明亮的自然光線從天窗灑下，沐浴在彷彿與世隔絕的空氣中，心裡原本因為在外
頭活動而浮躁的心瞬間平靜了下來，莊嚴的空間氛圍讓我不由自主的產生肅敬之感，放輕了
腳步與呼吸，深怕破壞了這一片的寧靜舒適。
白天的圖書館，窗明几淨，尤其午後的陽光灑進面窗的閱讀座位時，彷彿一切煩惱都可
卸除，只需專注的閱覽圖書資料，沒有太多的雜念，只管不停的走過一個又一個圖書資料架，
對任何一本書籍產生興趣並拿下來研讀一番，或是駐足在期刊室，不停的翻找瀏覽，只為得
到更充沛的知識與建築案例。而令人驚喜的事情是，原本以為創校不到二十年的大葉大學，
館藏應該也不會太多，但每次藉著多功能的網路查詢系統找到的相關資料或是延伸的閱讀，
總是多到讓人直呼＂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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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因日間部學生下課而休息的圖書館，在進入黑夜後，更是存有另一番風味，暈黃的燈
光打亮著大門，此時被夜幕包圍的圖書館，除了增添一股神秘感，還有著讓人想繼續在課後
鑽研知識的魅力，偶爾一不留神，忘我的翻找資料直到閉館音樂響起，才依依不捨的辦理書
籍外借，對還沒找到的資料只能揮揮手，明兒個再來，抱著手中的一堆書，緩緩步下階梯，
還沒閱讀完，心靈已經充飽了一半。
有次在利用電子館藏搜尋系統時，發現了＂視聽資料＂這一塊區域，這才讓我意識到原
來圖書館裡不只有紙本圖書，還有專屬於視聽的資料區，於是興致勃勃的瀏覽了一下館藏清
單，
「哇！好多好吸引人的電影！」心中只浮現了這一句吶喊，自從發現了這塊資料區後，我
對圖書館更有好感了，能在圖書館得到的收穫實在太多了。到現在，我仍喜歡在悠閒的時光
中到圖書館借個幾片好電影回宿舍播放，享受著一人電影院的偷閒時光，不可否認的，圖書
館已經篩選出有意義的經典好片，截至目前為止，我看過圖書館所蒐藏的電影，每部多少啟
迪著人心，內心的感動總久久無法消去。
我想，大葉圖書館提供的不只是收藏圖書的地方，在排列整齊的典藏書架之外，有著更
多的開放活動空間，更是讓人自我充實的學習地方，任何一張桌子或是隨地而坐的小空間，
都是自我學習的小教室，而書本即是最專業的老師，需要更深入的解釋或探討，更可以借出
書籍與師長或同學討論，而不能外借的資料也多虧了圖書館裡有著多元的設備，像是掃描機
與列表機、影印機…等，實在是非常的便捷！而且，圖書館中的雷射列表機，真的是我輸出
過的經驗裡畫質最優的，學校所發的列印點數拿來用在圖書館的列表機中，十分值得，甚至
我都加值了好幾次，只為了輸出畫質很棒的紙本作品呢！
就快要離開大葉大學，能夠免費利用學校圖書館資源的時間開始倒數，不禁令人有幾許
惆悵，我已經習慣了大葉圖書館的空間氛圍，出入圖書館已經是我生活中不可缺少的腳步，
還有很多的館藏區塊還沒踏入，各大書局新鮮上架的書籍，大葉圖書館也會熱騰騰的採購，
讓人不花錢也能看到最新的圖書，最後的這些時光，我會好好珍惜著，盡可能的把充滿專業
與生活知識資料的圖書館走遍，並好好利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與設備，做個善加利用圖書館
的人，就不枉讀大葉大學了吧！我愛上圖書館，因為它值得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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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上圖書館
英美語文學系/王信凱

學校裡最幽靜、舒坦的地方莫過於圖書館。這座透明玻璃保護下的城堡，阻絕了塵世中
的紛擾塵囂，入其中，便能澄澈心靈，找到另一個自己與之對話。
不論何時，這座城堡內總是有著一群群好學不倦的學生、活到老學到老的老教授、熱心
助人的親切館員，沒有別的地方能比圖書館更適合讀書了！要是能夠三五好友相約到圖書館
去，那更是讀書天堂。
閒暇時，來到了圖書館，找找自己喜歡的書，享受借書的樂趣，有時設定了目標，有時
漫無目的，更有時萍水相逢，甚至有時擦肩而過，借書時的趣味橫生，令人著迷。這次來可
能會遇到爛醉如泥的李白，下一次也許是古靈精怪的夏宇，再下一次或許就是喜怒交織的莎
翁，只要來到圖書館，每次都能有不一樣驚喜，這只能自己親身去體會了。
圖書館裡大大小小的周邊設備、形形色色的書籍和人性化的館藏查詢，無一不是為了每
位學生和職員所設置的，裡頭有幾乎全天候開放的地下自習室，那兒總是瀰漫股劍拔弩張的
氣息，還不時能夠看到讀書讀到渾然忘我的學生；到了一樓，在那，有等候我們自己去發掘
的寶藏，百科全書、字典、辭典等等實用的工具書不勝枚舉，任君享用。每每都有學生的藝
術成果在此展設，有絢麗多姿的油畫、栩栩如生的自畫像、天馬行空的雕塑，這些藝術品形
塑了圖書館內的外在，而圖書館的氛圍又賦予藝術品新生命，相輔相成。走上了階梯，莫內
就站在他的《荷塘》前伸出雙臂迎接你，在圖書館裡，處處是藝術，時時都能和藝術家對話。
每次到圖書館是次次不同的驚艷。來到二樓，裡頭林林總總的期刊、研究論文、報紙，與日
俱增。跟著踏入三樓，還有視聽區、討論室和躺在書架上的書，一一貼上它們的分類號及作
者號，工讀生一本本的幫它們找到了歸宿。最後終於到了四樓，在佈滿了異國情調的原文書
裡，一旁還躲著小說、散文。陽光灑進書香芬芳的圖書館，萬物好像都蒙了一層紗，在此，
人們的時間都隨著這片安寧靜止了。
每次來到圖書館，選定了座位，靜下心來，走進如森林般的書叢，像個獵人似的在此搜
尋獵物，也像是個海賊般的在此尋覓寶物，更像是個迷了路的人在此尋求幫助。古人說：
「三
日不讀書，面目可憎」
，進入圖書館，你會發現這裡的人們都是文質彬彬，談吐不俗；與你錯
身而過的人，皆可能是未來的大學者。
在書香的柔波裡，我甘心做一尾蠹蟲，長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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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本期刊找碴活動
陳佳幸
找碴活動行之有年，一直深受本校讀者的喜愛，從一開始以中文電子資料庫「中華民國
期刊論文索引」出題，至今的館藏中西文紙本期刊。
活動方式非常簡單，以 2008 年中西文紙本期刊為主，請讀者依題目所示（圖一），先判
斷文章出自那一本期刊及卷期，以"期刊名稱"查詢館藏，查出其現刊架號，再依架號到架上
取得期刊，可依頁數很快找出題目所示文章全文，完成後，將期刊連同題目送至一樓參考台，
經館員核對無誤，即可集點，每人限 2 組(1 組兩題)。
館方在二樓活動現場，還備有題目大解析及館藏查詢小撇步，教讀者認識參考文獻的格
式，利用館藏查詢，輕鬆地查到所需的資料。没玩過的同學，下學期再見囉！
（圖一）題目範例
Haisaguerre, M. "Sudden Cardiac Arrest Associated with Early Repolarizat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8, no. 49 (2008): 2016-23.
李永然. "大陸勞動合同可約定違約金嗎." 國際商情, no. 239 (2008): 130-31.
（圖二）二樓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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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茂伯金利害，智慧財產嘛攏哉」系列活動
謝旻璟 蘇雅婷
圖書館為宣導智慧財產權權念，舉辦一系列相關活動，希望透過活動的參與，增強師生
其相關法律知識，並落實於生活中。
活動一「校園著作權-網路下載與教科書重製」專題演講
圖書館邀請雲林科技大學詹炳耀博士到校演講，針對校園所涉及著作權相關議題，詳細
介紹基本觀念與適當作法，使在場與會的人對校園著作權有更深入的了解，而活動 Q&A 時
間，詹博士一一解答老師與同學們實務方面之疑難雜症，更讓在場的人獲益良多，最後現場
搶答帶來活動的高潮，此次共有八位同學獲得 4G 隨身碟，為活動帶來精彩的閉幕。
若因活動時間無法配合，或錯過此活動的老師同學們，圖書館有經授講者同意，做全程
的錄影，可連至圖書館 VOD 系統觀看，網址為 http://mwl.dyu.edu.tw/ 。

活動二「小尊重、大智慧」主題書展
搭配這次智慧財產權的活動宣導，圖書館特別挑選出館藏中有關智慧財產權的相關書
籍，活動期間於圖書館一樓的主題專區同步展出「小尊重、大智慧」書展，供全校師生參考。
除了參閱這些好書，師生們同時可參加「好書推薦」
，將該區書籍推薦給其他讀者分享。
書單可參照以下網址:
http://lib.dyu.edu.tw/09_libstaffs/martha/200809/index.asp?recom=5-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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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關心智慧財產權」有獎徵答
本次智慧財產權的一系列宣導活動中，同樣受到同學們熱烈歡迎的還有有獎徵答活動。
「關心智慧財產權」有獎徵答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同學們能藉由問卷中與生活實例有關
的題目，提醒同學們日常生活中智慧財產權的切身性與重要性。
由於許多參與同學廣為宣傳，原本為期 2 週的活動，同學們在短短 2 天就將全數禮券通
通帶回家。本次共有 101 位同學參與，共有 90 位同學答對 10 題問卷並獲贈 7-11 禮券。
此次活動不但為圖書館注入熱鬧人潮，也讓同學們更加了解和關心智慧財產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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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圖書館志工名單公布
蘇雅婷

96 學年度下學期績優圖書志工名單如下：
國企系 F9423409 許芳瑛、國企系 F9423203 李雅婷、造藝系 F9645641 戴慈瑩
工設系 F9645603 黃姳嫣、視傳系 F9645650 陳念圻、國企系 F9423219 龔瑞婷
生科系 F9564058 楊怡慧、國企系 F9423232 郭淑娟、國企系 F9423208 鄭聖揮
企管系 F9520011 卓裕翔

【志工授獎典禮，2008/10/1，圖書館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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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上圖書館」借書集字活動
陳佳幸

大葉大學圖書資訊大樓從民國 87 年 12 月 20 日啟用至今，即將過十歲生日。
為了慶祝十週年，圖書館於 10 月中旬舉辦了「我愛上圖書館」集字送好禮活動，凡一次
借五冊以上圖書資料的讀者，皆可抽取集字卡一張，集滿＂我愛上圖書館＂六個字，即可兌換
4G 隨身碟，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7 位讀者獲得獎品，活動至 12 月 31 日止，還有很多機會喔！
當然，此活動真正目的是鼓勵同學能夠養成閱讀的習慣，有人說：「書籍的最大效用，就
是培養讀者的閱讀興趣，從而促進自助自發的學習態度」，洪蘭教授也曾提到「對學習非常重
要的因素，就是廣泛閱讀」，其實在這活動過程中，館方也知道有少數同學是衝著隨身碟而來，
並没有真正地閱讀所借的書籍，但是，只要這項活動能吸引同學到圖書館而把圖書資料借回
去，我們的目的就達到了，因為我們相信，在翻弄書頁時，你已慢慢地接觸到閱讀。
「一切啟迪智慧的學說，一切打動心靈的熱情，都在書籍裡結晶成形。」，習慣是人才素
質的標誌，閱讀習慣的養成會讓人一生受益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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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 最便捷與優秀的 Linux 介紹
黃偉智
Ubuntu 由馬克·舍特爾沃斯(Mark Shuttleworth)創立，其第一個版本是 4.10，Ubuntu 以 Debian
為開發藍本。但 Ubuntu 與 Debian 穩健的升級策略不同，Ubuntu 每六個月便會發佈一個新版，
以便人們快速的獲取和使用新套件。Ubuntu 的開發目的是為了使 Linux 個人電腦變得簡單易
用，同時也提供針對企業應用的伺服器版本。目前 Ubuntu 衍生出來的版本有 Kubuntu、
Edubuntu、Xubuntu…等。

Ubuntu 非常重視系統安全性，所有系統相關的動作均需使用 Sudo 指令是 Ubuntu 的一大
特色，這種方式比傳統的以系統管理員帳號進行管理工作的方式更為安全；Ubuntu 也非常著
重系統的易用性，在標準安裝完成後，即時一般沒使用過 Linux 的使用者很快就可以投入使
用，簡單地說，就是安裝完成以後，使用者無需再費神安裝瀏覽器、辦公軟體、多媒體軟體
等常用軟體，Ubuntu 都會很貼心的幫使用者安裝到好，且這些好用的軟體都是免費的。

在一般使用者的觀念中 Linux 最令人頭痛的就是驅動程式了，但是 Ubuntu 解決了這個大
難題，Ubuntu 支援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顯示卡、音效卡…..等裝置，使用者無須再自行安裝驅
動程式；Ubuntu 的開發者與 Debian 和 GNOME 開源社群密切的合作，其各個正式版本的桌面
環境均採用 GNOME 的最新版本，通常會跟隨 GNOME 專案的進展而更新(同時，也提供基於
KDE、XFCE 等桌面環境的衍生版本)；前面的介紹有提到 Ubuntu 以 Debian 為開發藍本，所以
Ubuntu 與 Debian 使用相同的 deb 軟體套件格式，可以安裝絕大多數 Debian 編譯的軟體，但並
不能保證完全相容。
一般使用者都會有一個疑問使用 Ubuntu 會不會中毒呢? 答案是不太會中毒，因為 Linux
系統受病毒的威脅不大，因此 Ubuntu 系統一般無需安裝防毒軟體。使用者們如有需要，可自
行安裝 ClamAV，以便掃描和清除伺服器中的 Windows 病毒。並且 Ubuntu 系統中預設帶有
iptables 防火牆軟體，但沒有提供 Windows XP 相似的圖形設定介面，使用者可以自行安裝
firestarter，以便透過圖形介面設定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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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讀心情一
鄭家程
我沒有辨法告訴你，這時候的圖書館有多美…
在白天時候，你可以倚坐圖書館東面，欣賞整面落地窗屬於你的一片翠綠，沉澱思緒。
在黃昏時候，你可以駐足圖書館大廳，晀望遠處夕陽映著一抹漸層，漸漸地暈紅天際。
翻開回憶的緋頁，二年前的我，有些許靦腆，有些許內向。
一個影響我大學生涯重要的決定，開啟我圖書館工讀之路。
像一曲輕柔的快板樂章，撥琴鍵，扣心弦，繚繞圖書館的種種，伴隨我的成長。
這段時間裡，我很驚訝我所獲得的收獲，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有館員們的幫助在我遇到問題時，
有好朋友的陪伴在我孤單寂寞覺得冷時，
有圖書館無微不至的照顧，在我學習、忙碌、考試時，
不算短的日子，一起收集歡笑，經歷許多感動，學會責任，處事待人。
一切的一切，都是因為
我愛上圖書館。
「家程，你在哪裡?」
如果我不在家，我就在圖書館；
如果我不在圖書館，我就在往圖書館的路上。
當夜抹去喧囂原本的顏色，星光燦爛點綴星空，等待下一個天亮的晨曦。
向圖書館說聲明天見，我漫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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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讀心情二
黃仁豪
一眨眼，已經大四了，賴在圖書館的日子也有兩年了。從剛開始的生澀、害羞，什麼都
不懂；每次輪到上班的時間，都過著提心吊膽的，很害怕自己哪裡出差錯，一直到現在樣樣
精通，這全多虧有善良體貼的館員，細心仔細的教導我、包容我。
在這裡學到很多東西。例如：與人溝通的方法、處事態度、對事情的負責。有時候也會
遇到無厘頭的讀者，鬧出很多有趣的笑話。在這裡有許許多多的回憶，有歡笑、有感傷，更
棒的是，在這裡我交到更多朋友，認識各式各樣的人。
也許是在這裡工讀的關係，讓我接觸到更多層面的書籍，閱讀的範圍也更為寬廣。這段
在圖書館工讀的日子，為我的大學生活，增添亮麗的一頁。

工讀心情三
林軒諒

在不知不覺中圖書館打工的日子，已過了一個寒暑，或許更久吧(?!)，在因緣際會下懵懵
懂懂的我來到了圖書館，開始了每天追著時間打卡的迷糊生活，不對!!是作息正常的生活，
從夜貓子的生活狀態被拉了回來，雖然工作上有許許多多的繁雜事務，有時還得兼打雜跑腿
(OS：沒有在抱怨喔!)，還是從中學到了許多東西，得到了許多重要的人事物，因此目前對我
來說工作上的精神和快樂，已經比工作本身得到的物質更能創造出我的樂趣。
如今的圖書館對我來說，儼然快要變成另一個家一樣，這裡是個大家庭，有著關心我的
BOSS 們（淑寶姐、旻璟姐與佳幸姐）
，我真的有好好在吃飯啦，不過被關心的感覺也挺好的
(笑)，還有許許多多熟悉的工讀生可以互相打鬧，一起分享八卦。最後，給每個關照我的 BOSS
們(太多了)，過往的一年承蒙各位的照顧了，今後會繼續努力，未來的日子也要請多多指教
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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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Q：請問書本附的 CD 要去哪裡借？還有已經送去某某處室收藏的圖書、光碟資料可以借嗎？
A：1.書本的 CD 附件請在借書同時向櫃檯服務人員表明要借該書附件 CD；若您是事後想借
書本的附件 CD，請持該書及學生證至流通台辦理附件 CD 的借閱。
2.已移送典藏至其他單位之館藏資料請洽詢該單位是否可外借。
Q：可否開放校外人士線上預約借書功能？社區的居民卻不能利用這項便利功能，真的太可
惜了。
A：圖書館有開放辦證社區民眾線上預約的功能，帳號為您的身份證號，密碼預設值為帳號
（身份證）後 4 碼，亦可連至http://webpac.dyu.edu.tw/webpac/OutsideUser_login.htm變更密碼。
若有其它問題，歡迎您來電詢問，電話：04-8511888 轉 1532 流通櫃台。
Q：您好，我是今年入學的新生，請問如何線上預約書籍？謝謝
A：1.當您在圖書館網頁的「館藏目錄」查詢圖書資料時，則您可以點選書名進入“詳細資料＂
這一層查看，若該筆資料已被外借，您可於到期日欄位旁的“預約欄＂執行預約功能。
2.當您執行預約功能時，您需要輸入校園資訊系統的帳號與密碼。
3.若您成功執行預約功能後，該筆資料會於讀者歸還時，發送E-mail通知您可以到館借閱；
您亦可隨時連結到「個人資料查詢」網頁，查看該筆預約資料是否已回館。
若上述回覆仍有疑問，歡迎您來電圖書館，或親洽參考櫃檯，我們會再詳細跟您說明。
Q：請問開放校外人士借書，一定是要校友嗎？
A：關於您想要持有圖書館借書證，可至大葉大學「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辦理大葉認
同卡，即可以辦理「校外人士」借書證，並備妥所需證件及保證金 2000 元到館辦理即可。
可參考以下網址：http://lib.dyu.edu.tw/03_service/01_ID_apply.htm。
讀者需親自到館辦理借書手續，他人不得代辦，若有其它問題，歡迎來電詢問，圖書館電
話：04-8511888 ext 1532 或 1540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電話：04-8511888 ext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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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琳瑯
一. 分布狀況（以 97 年 11 月 30 日止編目量計）
1.資料類型分佈圖（以資料主體計算）
資料範圍

原件/複製平面

資料類型

視聽資料

21

原件.複製照片(明信片)

36

原件.複製平面藝術品

報紙(種)

16

VCD(片)

3,781

錄音帶(卷)

3,207

錄影帶(卷)

5,299

幻燈片(套)

908

CD 唱片(片)

897

圖書

磁片(片)

21

電子圖書/參考書/期刊

494

書目/全文資料庫(種)

126
280,828

參考書(冊)

11,310
29,426

期刊參考書(冊)

123

學生專題報告(冊)
教師著作(冊)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冊)
繪本讀物(冊)
育英基金會智庫(冊)
輿圖

地圖(幅/軸)
地儀(座)

0.53%

15,852

3.51%

73,871

16.38%

2614

0.58%

355,574

78.84%

567

0.13%

1,953

期刊合訂本(冊)

特藏(冊)

2409

1,973

一般書(冊)

學位論文(校內)(冊)

0.02%

374
73,871

學位論文(校外)(冊)

96

1,386

單片(片)

期刊附件光碟(片)

百分比

36
2393

多媒體光碟(片)

電子資料

3

期刊(種)

DVD 光碟(片)
微縮資料

小計

教學圖表(色卡，字卡...)

海報
連續出版品

資料數量

12,626
26
6,190
421
12
1,575
11,084
56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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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料類別分佈圖（以中西文十大類號歸納之）：
學門領域

資料數量
（冊、種、件、卷）

百分比

管理類

64,026

14%

社會類

54,714

12%

人文類

129,645

29%

設計/藝術類

32,361

7%

自然/技術類

167,553

37%

管理類 14%
自然/技術類 37%
社會類 12%

管理
社會
人文
設計
自然

人文類 29%
設計/藝術類 7%

社會類 12%

使用簡跋
（統計時間為 97 年 06 月 01 日至 97 年 11 月 30 日）
1.最受歡迎電子資料庫排行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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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書借閱排行榜
視聽資料類
名次

題名

借閱次數

1

45℃天空下

86

2

孽子

84

2

CSI 犯罪現場.第一季 = 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84

4

CSI 犯罪現場.第二季 =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66

4

CSI 犯罪現場.第三季 =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66

6

CSI 犯罪現場.第四季 =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58

7

CSI 犯罪現場.第五季 =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54

8

全民英檢聽、說馬上會英語

50

9

空中英語教室

38

10

全民英檢聽、說馬上會英語

34

語文類圖書
名次

題名

借閱次數

1

獵命師傳奇系列

99

2

陰陽師

65

3

倚天屠龍記

64

4

太歲

55

5

少年陰陽師

53

6

盜墓筆記

40

6

禁咒師

40

8

失樂園

39

9

德川家康

38

9

都市妖

38

非語文類圖書
名次

題名

借閱次數

1

福爾摩沙:讓台灣的美永不消失

129

2

波隆那插畫年鑑

29

3

生活智慧王

26

4

觀念物理

23

5

管教孩子的 16 高招-「行為改變技術」實用手冊

20

6

觀念化學

16

7

工程數學精典

15

7

先別急著吃棉花糖!

15

7

上帝的黑名單：美國七大連續殺人犯實錄

15

10

法布爾昆蟲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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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事紀 /（97/06/01~97/11/30）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
2008/06/09 檢送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未還逾期圖書清單。
2008/06/09 圖書館門廳展出「Stand up」畢業展。
2008/06/13 村東國小 6 年級師生蒞館參觀。
2008/06/18 修訂圖書資料報遺失規則＂每學期辦理報遺失冊數累計達 7 冊(含)以上者，處
理期間停止借書權＂。
2008/06/12 新訂「大葉大學提高圖書館使用率實施要點」。
2008/06/22 圖書館門廳展出「銅板畫」畢業展。
2008/07/01 館員黃文祥調職至應用日語學系。
2008/07/08 與交通大學圖書館互換借書證。
2008/07/21 館員江彩婷參加臺灣大學圖書館「文學閱讀與讀者服務研習班」(7/21~7/25)
與淡江大學圖書館互換借書證。
2008/7/22
2008/08/01 與中原大學、世新大學、成功大學圖書館互換借書證。
2008/08/13 大同國中教師與志工群蒞館參觀。
2008/09/01 徵募九十七學年第一學期志工。
2008/09/04 館員施淑寶參加「Wiley Blackwell 電子期刊聯盟研討會」。
2008/09/10 圖書館新訂 Springerlink、Siam、Sage、CCO、CRC、Netlibrary、My ilibrary 電子
書。
2008/09/10 新版電子資源查詢系統開放全校師生使用。
2008/09/15 舉辦「生命與生活」主題書展(9/15~10/31)。
2008/09/15 館員施淑寶、謝旻璟參加「館藏資源評估&校園行銷策略」講座。
2008/09/17 舉辦「影君子」電影欣賞活動。(9/17~12/31)
2008/09/26 明道大學造園景觀系蒞館參觀。
2008/09/29 九十七學年第一學期「學科老師指導服務」開始提供服務。
2008/10/01 頒發圖書館績優志工證書。
2008/10/01 召開九十七學年第一次圖書館委員會。
2008/10/02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Web of Science-SSCI」、「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008/10/06 致贈新港藝術高級中學圖書(22 箱)。
2008/10/09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EBSCOhost-BSC」、「EBSCOhost- ASP」
2008/10/15 九十七學年「卡 EASY 學習護照」活動開始。
2008/10/16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如何成就高效率的論文研究課程 Scopus」。
2008/10/20 慶祝圖書資訊大樓啟用十週年，舉辦「我愛上圖書館」借書集字活動。
(1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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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4
2008/10/23
2008/10/29
2008/10/31
2008/11/01
2008/11/01
2008/11/03
2008/11/06
2008/11/11
2008/11/12
2008/11/12
2008/11/12
2008/11/13
2008/11/14
2008/11/18
2008/11/26

員林國小 4 年 10 班師生暨家長蒞館參觀。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
修訂還書箱使用須知，取消＂逾期圖書置入還書箱處以雙倍罰款＂。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
舉辦「國寶茂伯金利害、智慧財產嘛攏哉」智慧財產權推廣活動月。
舉辦「小尊重、大智慧」主題書展(11/1~11/31)。
舉辦紙本期刊找碴活動(11/03~12/15)。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IEEE/IET Electronc Library」。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EBSCOhost-BSC」、「EBSCOhost- ASP」。
舉辦「紙相框 DIY」藝文活動。
花壇國小資優班師生暨家長蒞館參觀。
館員施淑寶參加「2008 年電子資源與學術聯盟研討會」。
邀請詹炳耀博士主講「校園著作權-網路下載與教科書重製」專題演講。
舉辦「關心智慧財產權」有獎徵答(11/14~11/28)。
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台灣經濟新報」。
舉辦「橡皮藏書章 DIY」藝文活動。

徵稿啟事
本館訊為圖書館與讀者間之橋樑，報導各項政策、服務等新訊息及意見，歡迎
大家踴躍投稿。
本刊同時以電子型式同步刊載，網址 http://lib.dyu.edu.tw/01_guide/06_LibPublish/
一、下期專題：漫畫圖書館
二、徵稿對象：全校教職員生
三、漫畫規格：一幅圖畫紙四開，黑色或彩色、直或橫幅、單格或多格皆可，
以圖書館為故事題材，一件作品以不超過兩幅為限。
四、截稿曰期：98 年 05 月 25 日
五、來稿經刊出，將致贈稿酬 600 元
六、賜稿請寄：library@mail.dyu.edu.tw 或存成光碟片逕送本館流通櫃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