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 1683-6006 D
Y

U
 L

ib
rary N

ew
sletter 

大葉大學圖書館館訊 

 

【消息報導】 
專業證照－照過來 / 施淑寶---------------------------------------------------------------------2 

圖書館地下閱覽室調整開放時間 / 吳婉真---------------------------------------------------2 

 

【活動紀實】 

「大葉雙十慶冠禮 教育千萬卓越生」圖書館週活動報導 / 陳佳幸----------------------3 

「手工拼布包」，夯哦！ / 林建樺----------------------------------------------------------------8 

「世界書香日」活動報導 / 陳佳幸-------------------------------------------------------------10 

「當我愛上閱讀」活動報導 / 陳佳幸----------------------------------------------------------11 

梵谷特展簡介 / 吳凰庭---------------------------------------------------------------------------11 

 

【資訊交流】 
淺談雲端運算 / 宋光凱---------------------------------------------------------------------------13 

印象畫派—莫內簡介 / 蘇怡嘉 ----------------------------------------------------------------14 

 
【工讀心情】 

工讀心情一 / 張福康------------------------------------------------------------------------------15 

工讀心情二 / 謝子瑩 -----------------------------------------------------------------------------15 

工讀心情三 / 金俞妏------------------------------------------------------------------------------16 

工讀心情四 / 鄭力維------------------------------------------------------------------------------16 

 

【讀者園地】 
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 編輯小組 -----------------------------------------------------------17 

 

【統計檔案】 
館藏琳瑯 / 編輯小組 -----------------------------------------------------------------------------17 

使用簡拔 / 編輯小組 -----------------------------------------------------------------------------19 

 

【館務鴻爪】 
圖書館大事紀 (98/12/01~99/05/31) / 編輯小組 ----------------------------------------------21 

28 

 

 

 

 

 

 

 

 

 

 

 

 

 

 

 

 

 

 

 

 

 

 1

發行人 包冬意‧發行所 大葉大學圖書館‧編輯者 館訊編輯小組 

發行地址 515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路 168 號 

創刊 民國 85 年 11 月 15 日‧出刊 民國 99 年 06 月 15 日  

電子版 http://lib.dyu.edu.tw/01_guide/06_LibPublish/ 

 

 

 



 2

【消息報導】 
 

專業證照－照過來 
施淑寶  

 
    圖書館為執行本校企業夥伴型大學願景，讓畢業生可以順利進入職場，圖書館參與教學

卓越計畫成立專業證照區，提供學生專業證照教材題庫資源。配合各系推廣專業證照將是圖

書館例行業務。於 98 學年度下學期起，提供專業證照數位學習平台，供全校師生在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自我學習及自我充實。越來越多人意識到取得專業認證的重要性，證照是判斷一位

專業從業人員能力最直接的方式，具備多張證照自然會有能力較佳的光環，也代表擁有全方

位的能力，以企業的角度來看，雖然證照未必可與員工的能力劃上等號，學生們普遍願意於

在學期間積極取得相關基本證照，而在畢業前先考證照，對求職會有加分作用，為自己打造

Ａ＋的職場競爭力。 

 

學習平台上提供三類證照學習服務，供全校師生使用。 

(1)金融類-FCS 線上證照模考系統：內容有證券商普通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期 

貨商業務員、投信投顧人員、理財規劃人員、銀行內控人員、信託業務人員、初階 

外匯人員、投資型保單、記帳士等 10 種測驗題庫。 

(2)電腦類-專業認證學習資源平台：內容有 SUN 原廠國際認證系列、Office2007 商用軟 

體、MCTS Windows Sever 認證系列、TQC-AutoCAD 認證系列、Embedded 認證系列、 

Linux LPI 國際認證系列、Comp TIA 認證系列、美工平面設計系列、國家認證乙、 

丙級軟體應用學科…等線上數位學習教材及題庫。 

(3)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題庫：練習題庫有(a).Word2003、Excel2003、 PowerPoint2003 

題庫練習系統；(b).網際網路應用題庫練習系統；(c).Word2007、PowerPoint2007

題庫練習系統；(d).學科資料庫；(e).術科題目說明及解題技巧。 

 專業證照數位學習平台網址： http://lib.dyu.edu.tw/ezexam/，或可由圖書館首頁進

入。登入上述(1)及(2)項系統需輸入﹝教職員證號／學號﹞及﹝密碼﹞（身份證號末 5 碼），

方可登入；(3)項題庫係光碟片，請至各系所辦公室借用，自行安裝練習或至圖書館一樓編輯

區使用。 

 

 

圖書館地下閱覽室調整開放時間 

吳婉真 
 

依據「大葉大學軍訓室重要工作提呈單」(編號:03)中總務處「圖書館閱覽室監視系統評

估說明」中，校長指示調整圖書館地下閱覽室開放時間。 

為了同學夜間安全考量，將原本 24 小時開放的圖書館地下閱覽室，自 5月 17 日(星期一)

起調整開放時間為 08:30～24:00；除感謝總務處派員協助閉館外，也謝謝讀者的配合，這些

讀者當中有些是學校學生、有些是畢業校友，為了課業或公務人員等考試全力以赴，在此跟

你們說聲“加油＂，並預祝 ALL  PASS、金榜題名！ 

 



【活動紀實】 
 

「大葉雙十慶冠禮 教育千萬卓越生」圖書館週活動報導 

陳佳幸 

 

執行教學卓越計畫暨慶祝大葉大學 20 週年，圖書館擴大舉行圖書館週活動，準備豐富的

獎品及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蒞館參加，活動內容有：喜從天降活動、書展活動、找碴活動-

電子篇、美夢成真活動、拼圖尋寶活動、影君子影片影片欣賞活動、圖書館達人搶答競賽活

動、書中琴人活動、ALL PASS 湯圓活動等（見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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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書館週活動總海報 

 

 喜從天降活動：圖書館週開募活動，由三樓懸掛大型汽球，從天而降送出贈品，嚐嚐天

上掉下禮物的滋味。活動當天約有近 200 名讀者蒞館參加，2,000 元禮券大獎由工設胡

維珊同學獲得。（見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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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館長準備刺破大汽球 圖 3 引頸期朌，獎落我家 

圖 4 雪花般，大獎在那？ 圖 5 大獎在這-館長與胡維珊同學合影 

 

 

 書展活動：將 2008/2009 每月主題書展受到歡迎的圖書，在這次書展中再一次陳列展示。

現場備有“好書推薦＂單，供讀者填寫，並可參加摸彩活動，本活動共有 105 位讀者參

加。（見圖 6） 

 

圖 6 看好書，還有機會拿禮券 

 

 



 找碴活動-電子篇：以西文電子期刊為主，請參加者依題示找出其文章全文。透過此活動

可讓讀者判讀參考文獻格式，並進而利用館藏電子期刊找到其全文資料。凡參加者皆可

集卡 EASY 點數，答對者，並可得大葉美食街 50 元餐券，本活動為限額活動，共有 52 位

參加，50 位獲得餐券。（見圖 7-8） 

 

 

圖 8 没錯，就是這麼好康 圖 7 找碴，還可拿餐券？ 

 

 

 圖書館週美夢成真活動：為迎接校慶及聖誕佳節的來臨，圖書館舉辦『美夢成真』活動，

透過祈福許願卡，將心中的願望或想要送給任何人的祝福寫在卡片上，懸掛於聖誕樹上，

並寫下想要的書名，圖書館有機會為你實現。本活動共計 129 人參加，於活動期間，抽

出 6名得到想要的書籍。（見圖 9-10） 

圖 9 掛滿許願卡的聖誕樹 圖 1 0 館長抽出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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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找紙本期刊，並於正確架位取得期刊，

參與的讀者們覺得活動有趣又實用。（見圖 11-12） 

 

 圖書館週拼圖尋寶活動：活動採賽前限額報名方式，現場觀賽約計 30 人，共計 8 組 16

人參加競賽。參賽讀者透過本活動能學會

  

圖 1 影 1 拼圖尋寶活動參加者合 圖 12 拼圖尋寶活動優勝者合影 

 

 

 影君子影片影片欣賞活動：當天播放佳片一部，現場提供爆米花，與讀者同樂。活動當

日，讀者的熱情參與，讓現場氣氛相當熱絡。（見圖 13-14） 

圖 13  校史室放映室 

 

圖 14  校史室放映室 

 

 

 圖書館達人搶答競賽活動：圖書館達人搶答競賽活動共計 12 組同學參加，活動中除了圖

書館一般服務項目答題以外，更加入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以增進同學生活上的認知能

力，以免觸法，活動中個個摩拳擦掌搶獎金，在寒冷的天氣中，增添圖書館的人氣。（見

圖 15-18） 



圖 中  15 圖書館達人搶答 圖 16  圖書館達人參加者合影 

圖 17 圖書館達人頒獎 1 圖 18  圖書館達人頒獎 2 

 

 

 書中琴人活動：當天開放讀者現場點播曲目，只限前 10 名幸運兒，以琴聲傳情意。活動

當日，讀者的熱情參與，以及演奏者精湛的琴意，讓現場氣氛炒得相當熱絡。（見圖 19-20） 

 

圖 19 書中琴人，讀者點播曲目 

 

圖 20 書中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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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PASS 湯圓活動：為配合校慶，校慶當天 11:00 在圖書館門廳舉辦提供免費湯圓活動，

準備 2 大桶綜合湯圓，約 230 份，讓在外求學的莘莘學子們，在冬至前夕感受到圖書館

暖暖的心意。（見圖 21-22） 

 

圖 21 ALL PASS 湯圓活動照片 1 圖 22  ALL PASS 湯圓活動照片 2 

 

 

 

「手工拼布包」，夯哦！ 

林建樺 

在這講求時效的資訊時代裡，許多東西都是工業量產大量製造，連鎖銷售的產品，你我

購買到的商品樣式大同小異 傳統手工製作、獨具特色的東西相對較少。因此，『手工製作』、

 

包包，就像人身上的衣服，是必需品也是裝飾品！圖書館特別為喜愛手作布包的讀者們，

準備了 2堂實用的手作布包課。我們請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亞衣宜家貿易有限公司才藝教室

教師群幫忙上課，除了作品實用、價格平民外，還提供 7至 8台縫紉機，讓同學操作。感謝

同學們熱情參與，名額沒多久就滿了，除了女性讀者還有男性讀者參加。課程中老師詳細講

解同學們也努力學習，有很多同學是第一次使用縫紉機，所以狀況很多，一下子卡線，一下

子車歪了，現場可以感受到熱列學習的氛圍。 

 

 

，

『DIY 創作』的風潮逐漸流行，例如：拼布、串珠…，儘管這類東西會有些許的不工整與不

完美，手工製作樸拙的質感、以及獨具的巧思更凸顯自然與珍貴。 



(老師講課情形) 

 

(老師實作教學) 

 

(學員上課情形) 

 

    此次藝文活動是有史以來報名最熱烈的一次，感謝讀者熱烈的支持本活動，希望大家在

享受手作快樂的同時，也能從中吸收、學習更細膩的技巧，並朝著能夠激發創作的理想前進。

圖書館也希望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繼續開發讀者有興趣的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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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書香日」活動報導 

陳佳幸 

 

    四月二十三日世界書香日，是一個充滿浪漫、知性的日子，在這一天西班牙許多大街小

巷，充滿書香花海，民眾互贈心愛的人書籍與玫瑰。 

 

    但是，在今天電視、電玩和網路所構築的聲光世界中，我們與書本的距離卻愈來愈遠了。

所以，圖書館在這特別的日子裡，舉辦了「世界書香日-揮灑書香」的活動，拉回到書的世

界裡，讓書櫃代替酒櫃，書櫥代替衣櫥，書香代替酒香，書桌代替牌桌，鼓勵同學

多多借書，活動期間凡借書者，皆有機會抽到精美的香水禮盒。在為期一禮拜活動中，我

們從 4,000 多名借閱者中由電腦隨機抽出 6名幸運兒，得獎名單如下： 

 

學號 姓名 系別 

F9503247 張志維 電機工程 

F9733486 阮柏騰 管理學院 

Q122498599 蕭仁祥 職涯發展暨校友服務中心 

F9853013 廖若閔 歐洲語文 

F9650047 葉芝菱 英美語文 

R9764021 王智群 生物產業科技 

     

希望在揮灑香水的同時，自己與別人都共沾美好的氣息，共享心靈交會時的喜悅。就如

同閱讀每本好書，享受與書神的相遇、與作者的相知與好書的心靈相遇。 

 

    

 

 

 

 

 

 

 

參考文獻： 

高希均著 ＜閱讀,終身的承諾＞（遠見雜誌 199 年 3 月號） 

 

 

     (活動獎品) (館員與得奬者(左)合影) 

 

 

http://163.23.5.70:8080/Qmultimedia/Qmultimedia/98¾Ç¦~¬¡°Ê/¦Ï¤ò´U®i/P5030239.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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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最能解放我

心靈的莫過於閱讀」。 

 

與

 

出了「當我愛上閱讀」活動，用最簡單、直接的方式鼓勵同學多借書多閱讀，活動很簡單，

凡一次借閱三冊(含)以上的讀者即可抽取幸運卡一張，就有機會當場集卡 EASY 學習護照點數

或集字，集滿「當我愛上閱讀」六個字即可兌換隨身碟。 

 

    活動 共被 0多張幸運卡，期盼藉由此活動，同學能從借書、

翻書，看書，漸進地養成閱讀的習慣，這才是活動真正的目的。 

 

 

 

 

梵谷特展簡介  

吳凰庭 

    高等教育在國際化與大眾化的衝擊下，如何培養具國際視野眼光的大學，促使學生獲得 

元資訊與創新的學習空間，發揮興趣所長的環境，成為未來工作專業能力的優秀人才。 

圖書館透過教學卓越計畫支援，舉辦藝術大師作品欣賞專區『卓越西洋藝術大師系列─

谷特展』，並將大師作品數位化，並製作大師作品多媒體展示，及結合圖書館好書推薦活動

與館藏資源結合，強化藝術文化與圖書館資源內容，有效提升圖書館藝術學習環境，在圖書

建立「人文專業兼具科技素養」場域。 

當我愛上閱讀」活動報導 

陳佳幸 

 

啟動英國閱讀年的前英國教育部長布朗奇(David Blunkett)表示：「每當我們翻開書頁，

等於開啟了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讀是各種學習的基礎

們

 

   前教育部長曾志朗長期推動閱讀行動，在一次專題演講中也提到「閱讀帶來人類的好奇

創新，而且閱讀可以活化人腦，提高思考的能力，更能延長壽命」。 

   鼓勵閱讀，營造校園閱讀氛圍，身為圖書館館員應是義不容辭的責任，在這學期我們推

在兩個多月 過程中， 抽出 5,00

 

 

 

 

 

 

 

多

梵

館

(現場活動圖一~四) 



  

 

 

展覽地點：圖書館 3F  

 

【資訊交流】 

淺談雲端運算 

宋光凱 

 

    本篇文章在於淺談雲端計算，將會圍繞著雲端運算對於大眾的利益、雲端運算的概念、

雲端運算的服務作為簡單的介紹。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人類的學習、工作，甚至娛樂、對談溝通，都逐漸的在電腦

完成，並更進一步的藉由網際網路而打破國界的限制。雖然如此，但絕大多數的軟體使用

是必須限制在電腦上，而不是所謂的在網際網路上使用。所以產生了雲端運算的新思維。

端計算最根本的原則就是「所有東西都可以是服務 (Everything is Service)」，而任何服

都能透過 得。CPU 可以是服務、記憶體可以是服務、儲存也可以是

務、軟體可以是服務、功能也可以是服務，而且這些服務都存在那片深不可測的網際網路

之雲裡面，而我們只要跳進這片雲中遨遊即可。而且藉由雲端計算，企業將可在合理的成本

控管下，擁有動態資源共享、虛擬化和高可用性的下一代計算平台。在雲端計算的概念下，

利用筆記型電腦、手機或各種行動上網裝置，就能透過網際網路同時讓多台電腦進行作業和

計算，同時具備提高電腦使用率，降低耗電量的優點。 雲端計算可提供有效的 IT 資

擁有

設備，取得他們所需要的應用資源。因為雲端計

上

還

雲

務 網際網路中的分享來取

服

源共享

機制，善用閒置的伺服器資源，每年除了可以節省大量的能源與電費，更能促進節能減碳的

目標實現，對於日漸重要的環保議題也是很正面的。對於處於創業初期的企業而言，由於可

超級電腦等級的計算與資料處理能力，便可有效提升服務或產品的研發效率。 

   

雲端計算是將大量的系統資源整合在一起，再依照企業的需求將計算資源提供給企業與

機構，企業可以在任何地方、經由任何終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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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採用的是共享基礎架構，即便是加入更多的 OS 或 Server，其管理成本也不會明顯改變，

讓雲端計算成為當前最受企業與校園關注的 IT 架構發展趨勢。 

 

  說明了雲算運算這麼多好處，但您知道雲端運算最重要的概念是什麼嗎?答案就是虛擬

化。虛擬化的說明其實很模糊，所以下面舉兩個例子來做說明。 

例1. 想想看，一個公司中有 10 台伺服器，但伺服器不可能隨時都處與滿載的情況，所以當

有多出來的資源(例如:CPU、記憶體、儲存容量)時如果能分給其他台的伺服器使用，

那就能避免資源的浪費。所以這 10 台如果可以模擬成一台機器，那麼資源共享的夢想

就可以實現。 

 

2. 一台 Server 放一種 OS 在資訊人員的眼裡是一種浪費，因為不見得可以有效的利用所

有 校的機房裡都會放了一大堆的 Server，所以無形中有很多

的資源就被浪費掉了。因此當一台高效能的 Server 上可以放許多不同的 OS ，這些 OS

可以同時運行就可以達到資源有效利用與集中管理的好處。 

 

 

就是服務，前面所說的雲端計算是指通過網際網路在資料中心，提供這些

硬體和系統軟體作為服務，那麼雲端運算有哪些服務呢? 

雲端運算服務種類大概為三種: 

   1.軟體即服務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 

   2.架構即服務 IaaS(Im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者可以從上面三種服務的字面上大略得知道意思，在此筆者以 Amazon 亞馬遜網路書店

為例

 

例

的資源，而一般企業與學

  最後要討論的

   3.平台即服務 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 

 

讀

讓讀者更有概念: 

   1.WEB 服務: Amazon 的網站(除了一般書籍的購買外還擁有相當多種的服務) 

   2.儲存服務: Amazon S3 (針對儲存容量作收費)  

   3.虛擬伺服器: Amazon EC2 (針對時間與容量作收費) 

 

總結前面筆者所講的，雲端運算並不是指一種技術或設備，而是一種新的概念。在時代

高速的進步下，新的 IT 技術與服務也在進化，但這樣並不能滿足人類需求，所以我們需要更

新的思維，更佳更有效的利用方式。也許未來並不一定會完全的建構雲端的世界，但雲端運

算帶來的革新會帶領我們走向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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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畫派—莫內簡介 

蘇怡嘉 

 

的展覽往往落選，因此他    印象派產生於西元 1874 年，一群年輕畫家所繪的作品參加官辦

們集合了畫家、雕刻家和版畫家舉辦一個所謂的『落選展』的藝術家展覽會。畫家莫內在展

覽會場展出一幅描繪日出時分的清晨海景的畫，這幅用筆隨意看似未完成，好像畫個印象而

已，畫作取名叫『日出印象』。當時的美術記者們因作品名稱而譏諷為印象派，此後幾次展覽

也取名為印象派展而沿用至今。 

 

 

    法國畫家莫內

西洋繪畫由文藝復興到 19 世紀中葉，以寫實為主，當寫實技巧發展到極致之後，畫家便

對此失去了興趣，同時 這些作品所運用的色彩都是因襲傳統，不注重時空、光線等賦予色彩

的影響，畫面常常顯得幽暗。反之印象派的畫家把光的輝煌、色的亮度與純度加以強調，注

重視覺上因光線變化所產生的形與色，追求眼睛觀察得到的變化景象。 

確立印象派的輝煌表現法，他專門描寫大氣與光的色彩變化，即因太陽光

以它為中心的初期印象派畫家又

線照耀而微妙變化的色調而表現瞬間之形象。僅有在陽光下才能給予物體這種微妙的光線變

化，所以畫家們都到戶外寫生，題材幾乎都是風景畫，使得

被稱為外光派。 

 

    莫內曾說：「試著忘卻你眼前的一切，不論它是一株樹，或是一片田野；只要

，這兒是長條紋的黃色，並照你認

的去畫便是…。」早期作品便是用這種不多加琢磨的方法呈現視覺中片段紊亂的素

材：

同光線和空氣下變幻無窮的外觀。因而油彩記錄下來的，不是

想像這兒是一個小方塊的藍，這兒是長方形的粉紅

為

雜陳的彩色筆觸同時襲向眼睛，因視覺的混合作用而成為炫目的幻影。晚期的作

品則多半是一主題在不

所見物體的本身，而是觀照的過程。 

 

      

  I m p r e s s I o n , S u n r I s e  1 8 7 3        W o m a n  w i t h  a  P a r a s o l   1 8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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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讀心情】 
 

工讀心情一 

                                 張福康 

 

寶貴的學識和技術。感謝工讀生們在圖書管裡彼此激勵彼此切磋琢磨。感謝讀者們蒞臨圖書

工讀心情二 

 

圖書館的資料庫也是陪伴我大三尋找期刊論文的寶藏，做專題的這段時間，資料庫對我

的幫助真不小，不得不好好的感謝它一番。這幾年來，圖書館為了提升閱讀的品質，著實也

下了不少的功夫，我稱視聽區的全新視聽設備為五星級劇院，閒暇時，挑部影片，靜靜的躺

在雙人座的沙發上，看著由液晶電視呈現出來的高級畫質，人生最簡單的幸福，莫過於此片

刻了！有時時間不多，只能短暫的停留在圖書館，我想 2樓的報章雜誌區，是我最好的選擇，

挑本感興趣的雜誌，坐在那雙 U行的長型沙發上，拉盞檯燈，片刻即可入睡，當然不是覺得

沙發很好睡，而是享受那種氣氛的感覺，看著外側玻璃窗的夕陽西斜，總是覺得，生活要是

如此簡單，想必每個人都很幸福。如果想要好好的靜下心來看看書，2、3、4樓那面對山的

閱覽區，絕對是最好的選擇，玻璃的空間總是能最直接呈現整體的感覺，有時候讀著讀著，

下起雨來，那叮叮咚咚的聲音，絲毫不讓我嫌吵，那種氛圍更讓我沉醉。 

 

    時間是不等人的，時間的洪流永遠也帶不走知識這個巨大的寶庫，歲月可以老去，但是

即將畢業了，在圖書館工讀的日子，所剩幾日，一想到畢業就要離開圖書館，心中不禁

些許感傷。憶起在圖書館工讀的點滴，歷歷在目，所有的情感隨之湧上心頭，對圖書館的情

和愛，不是三言兩語就能道出的。 

 

    感謝這三年來館長及館員們對我的照顧及關心，因為有您們，使我在圖書館裡學到不少

館，讓我有機會服務您們。感謝我的上司蘇雅婷小姐的厚愛，因為有妳，我才有這個機會，

進來圖書館工讀及學習，沒有妳的提拔，就沒有我今日的成長，非常感謝妳，我心深深地向

妳一鞠躬。 

 

    由衷的感謝，因為有您們，讓我在大學的生涯裡留下美好的回憶。謝謝大家！ 

 

                   謝子瑩 

大學四年一下就飛逝地過了，回想當時三年級進入圖書館工讀，不知不覺也過了兩年，

這兩年以來，待在圖書館的時間比一、二年級時多出許多，這兩年的工讀經驗，不僅可以賺

取生活費用，而且不用跟家裡一直拿錢，更養成閱讀的好習慣。利用薦購系統，自己可以薦

購想看的書，不僅充實了自己，更可以把書分享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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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圖書館給了我兩年不一樣的人生視野，我想未來人生就像圖書館，後面

 

 

工讀心情三 

學不到的事情。甚至還可以像朋友ㄧ樣互相打鬧、互相傾聽與聊天。也謝謝所有館員與工作

夥伴，讓我在這愉快的氣氛下工作。 

 

工讀心情四 

鄭力維 

 

BOSS 吧!! 

 

 

    這個工作不僅讓我在處事方面學到課堂上學不到的事，也在工作經歷上賺進不少經驗

 

知識卻是永存，感

有靠山，我們的最大靠山就是擁有知識。

金俞妏 

從沒想過要工讀的我，在因緣際會下因為學長的介紹而進到圖書館工讀。從一開始什麼

都不知道的新手，經過館員的細心指導，使我從不熟練中慢慢成長與進步。 

 

我的工作崗位是在流通台，負責借、還書以及與讀者互動。在櫃檯可以見識到各式各樣

的讀者，也可以練習自己的勇氣與口才。當遇到不會的問題時，館員總是會細心的告訴我們

該怎麼做，而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如何危機處理與應對方法。 

 

    在大學生涯裡可以擁有打工機會，要謝謝當初學長的介紹，因為他讓我在大學中有不一

樣的樂趣。謝謝婉真姐，很辛苦的替我們排班、聽我們訴苦，雅婷姐教導了我許多在課業上

在圖書館打工到現在也有 7-8 個月，這是我第一份正式的打工，很幸運的讓我有這個機

會到這樣一個好地方工作，使我有更多機會接觸一些不同的人，剛到圖書館工作的時候，一

直有種莫名的緊張，或許因為教我的是個漂亮的學姐和兩位超好的

藉由這個工作我不僅可以多瞭解圖書館裡面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由於流通台需要為讀

者服務，在這段期間我也在每個館員身上學到許多做事和應對的方法，更棒的是我有 2位令

人稱羨的 BOSS，剛開始我總是出很多差錯，但她們總是在背後細心的指導和叮嚀，讓我感覺

很溫馨。原本我會到圖書館的次數不多，都要歸功於我的好同學瑋仁，他一直告訴我圖書館

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而且裡面的館員也都非常親切，現在我也切身體會到。 

 

不僅如此，館內的資源可說應有盡有，報章雜誌、電腦和視聽設備也都一應俱全，圖書

館不僅是個讀書的好地方，還有休閒娛樂和休息功能，是個調劑身心的好所在，這都要歸功

於在背後默默努力的館員們，圖書館裡的知識都等著大夥去挖掘，可惜還有許多同學不知道

圖書館的好。 

值，可真是獲益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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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建議事項 
編輯小組 

 

Q：請問學校的圖書有提供所謂機讀格式， te 讀取的格式嗎？現在正開始學習

使用 EndNote，但在學校的搜尋好像都沒看到，還是說只能到其他地方去找了呢？ 

A： 

Import 格式， 

  若您要把館藏書目加入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中，請使用自行輸入方式，將書目加入。

2  

“簡介＂。 

4.若有其他問題，請洽校內分機 1539 施淑寶。 

在發電子郵件時，校內郵件在傳輸上較穏定。若您有個人使用習慣偏好，建議您至

http://mail.dyu.edu.tw

【讀者園地】 
 

圖書館

或是可供 EndNo

1.目前本館尚無提供館藏書目機讀格式讓讀者參考，也無匯入 Endnote 的

.Endnote 的使用手冊（中文版）是放在圖書館首頁→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登入者用者帳

號及密碼→依字首瀏覽→字母 E→選擇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簡介＂。  

3.另[常用電子資源匯入方式]也是放在 ENDNote 書目管理軟體

 

 

Q：由於不常收學校的信箱，請問圖書館的電郵通知是否可更換寄到其他信箱呢？謝謝！  

A：  

設定將來信自動轉寄到其他信箱。登入WEB MAIL後，在左方功能

「信件處理」→「 自動轉寄」選項可設定自動轉信，請設定您常用的信箱即可。  

 

：大葉的圖書館環境非常不錯，唯一讓我比較困擾的是網路的問題。至貴圖書館唸書或查詢

資

暫時性的上網

帳號，看是紙本式的登記申請或而其他方式。 

A：本

館藏琳瑯 
編輯小組 

 

資料範圍 資料類型 資料數量 小計 百分比 

Q

料時，若有需要的資料，之前我會使用您們的電腦，由於是校外人士的身份，我並沒有

貴校的網路帳號與密碼，校內 OPAC 可以使用，但電子資源、資料庫，甚而網路搜尋引擎

（Google）完全無法使用，這樣在查詢資料上十分不便。能否提供校外人士

館有提供校外讀者使用網路服務，請至 1F 參考台登記，即可使用。 

 
 
 
【統計檔案】 
 

一.分布狀況（以 99 年 05 月 31 日止編目量計） 

 1.資料類型分佈圖（以資料主體計算） 

 

教學圖表(色卡，字卡...) 22原件/複製平面 98 0.02%

原件.複製照片(明信片) 36

http://mail.dyu.edu.tw/cgi-bin/auto_forward?m=1965516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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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複製平面藝術品 3

海報 73

期刊(種) 2,437
連續出版品 

報紙(種) 15
2,452 0.52%

VCD(片) 3,824

錄音帶(卷) 3,276

錄影帶(卷) 5,309

幻燈片(套) 908

CD 唱片(片) 1,133

DVD 光碟(片) 2,693

視聽資料 17,603 3.73%

多媒體光碟(片) 460

微縮資料 單片(片) 73,871 73,871 15.65%

磁片(片) 21

電子圖書/參考書/期刊 617

書目/全文資料庫(種) 159
電子資料 

期刊附件光碟(片) 2,394

3,191 0.68%

一般書(冊) 293,365

參考書(冊) 11,653

學位論文(校外)(冊) 1,994

期刊合訂本(冊) 32,101

期刊參考書(冊) 123

學位論文(校內)(冊) 15,148

特藏(冊) 27

學生專題報告(冊) 6,570

教師著作(冊) 473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冊) 12

繪本讀物(冊) 1,778

圖書 374,338 79.29%

育英基金會智庫(冊) 11,094

地圖(幅/軸) 567
輿圖 

地儀(座) 2
569 0.12%

 

 

2.資料類別分佈圖（以中西文十大類號歸納之）： 

（冊、種、件、卷）

  

學門領域 資料數量 百分比 

管理類 6 147,593 %

社會類 % 57,019 12

人文類 9%136,87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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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藝術類 7%34,858

自然/技術類 173,210 37%

 

 

 

 

 

 

簡拔 

                    統計時間為 98 月 01 日至 99 年 05 月 31 日 

編輯小組 

1.最受歡迎電子資料庫排行

 

 

 

 

 

 

 

使用

年 12

榜 

 

 

  
… 

管理類 14% 

會類

人文類 29% 
類 7% 

7% 

社 12% 

設計/藝術

自然/技術類 3

 

使用次數 

電子資源名稱 

 

 

2.圖書借閱排行榜 

 

料類 

名 借閱次數

  視聽資

名次 題

1 實習醫生= Grey's ana 144 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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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 Supernat 122 2 超自然 ional 

3 Friends = 六人行 114 

4 三國演義 94 

5 全民英檢聽、說馬上會英語 58 

6 相聲瓦舍創團 20 週年相聲劇 52 

7 
Alles gute!:a Ge  television course de aleman 

por television 
49 

rman cours e for

8 全民英檢聽、說馬上會英語 48 

9 空中英語教室 40 

10 CSI 犯罪現場.第一季 = 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40 

 

 

  語文類圖書 

名次 題名 借閱次數

1 夜不語詭祕檔案 Ⅰ 126 

2 特殊傳說 Ⅰ 105 

3 獵命師傳奇 84 

4 God 71 

5 少年陰陽師 56 

6 第一皇妃 56 

7 倚天屠龍記 55 

8 吾命騎士 49 

9 都市妖 48 

10 夜不語詭秘檔案 Ⅱ 48 

 

 

非語文類圖書 

名次 題名 借閱次數

1 Solid state physics: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31 

2 波隆那插畫年鑑 22 

3 統計,讓數字說話! 16 

4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 15 

5 真希望我 20 歲就懂的事：史丹佛大學的創新×創意×創業震撼課程 15 

6 讀書別靠意志力 : 風靡德國的邏輯 K書法 13 

7 劍橋藝術史:繪晝欣賞 12 

8 生活智慧王 12  

9 可不可以不要鐵飯碗 : 彎彎各行各業初體驗 12 

10 什麼是統計 11 

10 工程數學精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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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今日的貓村小姐 11 

10 FBI 教你讀心術 : 看穿肢體動作的真實訊息 11 

 

 

【館 鴻
 

編輯小組 
 

日  紀要 

務 爪】 

 
圖書館大事紀 (98/12/01~99/05/31) 

期

2009 2/28）。 /12/01 舉辦「單車-逐夢‧築夢」主題書展（2009/12/01~2010/0

2009/12/02 館員陳佳幸、吳凰庭至頂番國小推動圖書館利用教育--館務經驗分享。 

2009/12/08 館員陳佳幸參加「圖書館發展與評鑑會議」。 

2009/12/10 馬來西亞華文獨立中學校長及升學輔導教師來台訪問團蒞館參訪。 

2009/12/12 館長包冬意參加「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第五十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 2009 年圖

書資訊學研討會」（12/12~12/13）。 

2009/12/14 週年，圖書館週-喜從天降活動。 慶祝大葉 20

2009/12/14 20 週年，圖書館週-歡迎來找碴活動（12/14~12/25）。 慶祝大葉

2009/ / 週年，圖書館週-美夢成真許願活動（12/14~12/31）。 12 14 慶祝大葉 20

2009/ / 20 週年，圖書館週-書展活動（12/15~12/20）。 12 15 慶祝大葉

2009/ / 週年，圖書館週-拼圖尋寶。 12 15 慶祝大葉 20

2009/ / 期電子版出刊。 12 15 館訊 27

2009/ / 葉 20 週年，圖書館週-影片欣賞。 12 16 慶祝大

2009 圖書館週-圖書館達人（12/17~12/18）。 /12/17 慶祝大葉 20 週年，

2009/12/20 慶祝大葉 20 週年，圖書館週-ALL PASS 湯圓。 

2009/12/20 慶祝大葉 20 週年，圖書館週-書中琴人。 

20 學年度第 1學期未還逾期清單。 09/12/30 檢送 98

2009/12/31 98 學年度上學期「卡 EASY 學習護照」期末抽獎活動。 

2009/ / ne 庫教育12 22 館員施淑寶參加「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Press Display 及 Gart r 資料

訓練」。 

2009/ / 蘇雅婷參加「2009 中部大學校院圖書館聯盟聯席會」  12 28 館長包冬意、館員 。

2010/ / 學 98 學年度工作楷模人員。 01 07 館員陳瓊后榮獲大葉大

2010/ / 務 年）。 01 07 館員林建樺榮獲大葉大學 98 學年度教職員工資深服務奬（連續服 滿十

2010/01/15 。 館員施淑寶、陳瓊后參加「2009 傳技資訊使用者大會」

2010/01/18 

 

學年度大專校院校務行政 e化專題演講暨觀摩系列研討會--

。 

館員吳凰庭參加「98

綠色．雲端．機房資安」

2010/01/18 「推動高中職以下學校圖書館利用教育活動」-大西國小五年孝班師生蒞館參加。

2010/01/19 「推動高中職以下學校圖書館利用教育活動」-大西國小五年忠班師生蒞館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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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盤點（02/01~02/12）。 /02/01 圖書館視聽資料

2010/02/25 徵募 98 學年度第 2學期志工。 

2010/03/01 舉辦「九把刀經典作品展」主題書展（03/01~03/31）。 

2010/03/04 舉辦「當我愛上閱讀」集點集字活動（03/24~05/30）。 

2010/03/05 卓越西洋藝術大師系列-梵谷特展（03/05~04/30）。 

2010/03/16 舉辦 98 學年第 2次圖書館委員會議。 

2010/03/18 館員施淑寶參加「臺灣學術電子書聯盟第三年會員大會」。 

2010/03/18 圖書館停止 H1N1 防疫工作。 

2010/03/22 98 學年度第 2學期「學科老師指導服務」開始提供服務（03/22~06/12）。 

2010/03/24 舉辦「紙相框 DIY」藝文活動（03/24、05/12）。 

2010/3/24 九把刀專題演講-「人生就是不停的戰鬥」。 

2010/04/01 圖書館地下閱覽室人潮計數器正式啟用。 

2010/04/01 舉辦「2009 年開卷好書獎‧圖書館聯展」主題書展（04/01~04/30）。 

2010/04/08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簡訊通知服務。 

2010/04/21 。 舉辦「手工拼布包」藝文活動（04/21、04/28）

2010/04/22 舉辦教學卓越計畫活動-與財金系合辦演講活動：生涯規劃<富貴險中求>。 

2010/04/23 舉辦「世界書香日-揮灑書香」活動（04/23~04/30）。 

2010/04/26 館員江彩婷參加「行動與雲端科技在圖書館的應用研討會」。 

2010/05/01 舉辦「親愛的，要你好看」主題書展（05/01~05/30）。 

2010/05/01 舉辦「歡迎來找碴-校史篇」活動（05/01~05/31）。 

2010/05/04 館員陳瓊后、蘇雅婷參加「臺灣學術機構典藏研討會」。 

2010/05/06 舉辦「社會新鮮人彩粧初體驗-基本保養、彩粧、美姿」活動。 

2010/05/06 專業證照數位學習平台正式掛網。 

2010/05/10 卓越西洋藝術大師系列--莫內與印象畫派特展（05/10~06/30）。 

2010/05/11 館員吳婉真參加「數位科技於圖書館資訊服務之應用研討會」。 

2010/05/12 
舉辦教學卓越計畫活動--與財金系合辦演講活動：與就業接軌<金融從業人員職

能需求分析>。 

2010/05/13 館員詹淑媛參加「98 學年全國大專校院圖書館館長聯席會」（05/13~05/14）。 

2010/05/17 閱覽室調整開放時間為 08:30~24:00。  圖書館地下

2010/05/19 舉辦「藏書章 DIY」藝文活動（05/19、05/26）。 

2010/05/19 資源合作夥伴「達德商工」師生蒞館參訪。 

2010/05/21 「推動高中職以下學校圖書館利用教育活動」--員林國小三年十四班師生暨家長

蒞館參加。 

2010/05/21 館員蘇雅婷參加「圖書館著作權宣導說明會」。 

2010/05/24 資源合作夥伴「致用高中」師生蒞館參訪。 

2010/05/24 館員詹淑媛參加「國家圖書館調查統計系統說明會」。 

2010/05/25 西安教育學會蒞館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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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 2010/05/27 資源合作夥伴「新社高中」高二師生蒞館

2010/05/27 
立大學校院執行教育部 98 年度獎勵校務發展教育部及管科會委員蒞館進行「私

計畫訪視」。 

2010/05/28 館員謝旻璟參加「EBOOK E 腳印，閱讀新視界」電子書新知講座及電子書展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