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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電子資源
新訂電子資源介紹
電子資源介紹
施淑寶
SAE Technical Papers 技術論文
簡介
SAE International 於 1905 年 成 立 ， 前 稱 為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美國自動機械工程學會），是一個致力於發展移動技術的國際學
術組織。SAE 收錄了自 1998 年迄今近 35,000 篇的技術論文，該等文獻皆經
過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審核，內容是選取相關領域的技術性文章或有重大貢獻的學術性論文，
因此研究者能夠從中獲取相關知識和經驗，以及一些在其他地方難以找到或已經不存在的
歷史資訊，此外，該資料庫每年持續以 2,500 篇的數量成長。
金庸機(有三台
金庸機 有三台)
有三台
簡介
內容涵蓋 76 本金庸著作之武俠小說及市場最夯的金庸機。
中文電子書
簡介
本學期購入書籍有九把刀作品、金庸作品集、專業證照考試用書…等。使用方式可
由館藏目錄查詢系統輸入關鍵字後，點選所要書籍的詳細內容，即可在線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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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圖 5:中文電子書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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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館外還書箱服務
林建樺

為方便師生還書，圖書館已於管理學院「沐習坊自學中心」設置館外還書箱，設置位置就
在該中心值班工讀生座位後面。因考量自學中心開放時間與圖書館人力，預計開放使用時間
為上課日（週一至週五 8:00～22:00），週末及寒暑假暫停使用。
每日收書一次，收書時間為開放日上午 9:00。預計開放使用日期為 100 學年開學後，正
式開放日將另行公告，屆時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圖 6:館外還書箱實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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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考取一把罩
資訊管理學系 / 許孟勖
台灣已邁入高學歷的時代，大學畢業已是稀鬆平常的事。高學歷≠高實力，要讓自己在眾
多求職者中脫穎而出，證照是很好的證明文件。
本校為鼓勵學生考取證照，編列有「專業證照獎勵金」補助，只要考取列入補助項目的證
照，就可以向學校申請獎勵金。有證照，有錢拿，又可以提高競爭力，真是一舉三得。
證照有很多種，要如何才能考試得心應手，以下介紹 10 個小撇步：
準備篇：
1. 先從簡單的證照開始考，取得第一張證照後可增加以後考照的信心。
2. 先從自己熟悉的領域開始考，例如：TQC 或 MOS 等，不一定要很專業，熟悉的考題
可以舒緩考試的緊張情緒。
3. 有題庫的證照一定要看，要練熟。大部分的證照都有題庫，有些則是考古題，練熟考
試題目，才能提高考試分數。
4. 蒐集證照資料或問老師（及格分數、難易度、證照用途、參考用書、報名資格、考試
時間日期等）。
5. 不要有臨時抱佛腳的心態，別跟錢過不去。
考試篇：
1. 考試時，先做自己會的題目，基本分拿到後，再求高分。
2.

考試時，最容易受到心情影響，除了做一口深呼吸外，給自己一些催眠鼓勵的話也很
重要。如：這只是一般的考試，或是我一定會過。千萬不要有負面的想法。

3.
4.

有些技術性證照需要考術科，除了多練習外，將步驟文字化也可以加深印象。
切記，不管哪種考試都有時間限制，在考術科時，最怕碰到時間不夠的窘境，又不能
像學科一樣可以跳題寫。可以先在考試時花一分鐘，想在什麼時候要完成哪些部分，
哪些部分比較複雜要多一點時間。將時間先分配好，接著在考試中調整時間，並且預
留一些時間做緩衝，不要分配得剛剛好，萬一到時候出了一點小差錯就麻煩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檢查自己所寫的答案，常常有看錯的題目或是填錯的，因
為，一點點小失誤，就可能會影響成敗。
雖然考證照在求學階段很重要，但是證照考得多，並不一定代表自己就一定很有實力，其

5.

實證照最主要的用意是證明你在那個領域中具備一定的水準。唯有不斷的精益求精，在職場
上才能發揮應有的實力。證照跟學歷都可以幫你找到好工作，但是工作態度才是職場上最重
要的。在未來的日子裡，唯有不斷地學習，保持競爭力，才是在職場上步步高升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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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食品簡介
分子生物學系 / 陳韋明
◎什麼是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又叫營養補充品，顧名思義就是能夠提供特殊營養素或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
其保健功效與食用安全性必須有科學證明，再經衛生署審核通過才能宣稱其功效。
◎為什麼需要健康食品
很多人都認為平時飲食就能攝取足夠的營養素，但是根據研究顯示，大多數人營養素都是
缺乏的，因為人們的實際飲食習慣與得到均衡營養之間距離甚遠，導致營養素攝取不足或不
均衡的原因有：
（1）只講究口味，忽略營養價值。
（2）速食文化：高油脂、高鹽、低營養素。
（3）節食、挑食、素食、飯後喝茶、飲食缺少變化。
（4）食物經過烹煮和加工造成營養素流失。
（5）環境汙染、生長激素的使用，讓人無法安心攝取特定的食物。
若是長期缺乏人體所需的營養素，將使人體產生各種症狀，甚至導致疾病，因此，平時無
法攝取到足夠的營養素，就需額外補充。
◎健康食品的選購
市面上健康食品百百種，但是許多人都不知道如何選擇好的健康食品。若是食用化學合
成的健康食品，將會造成肝、腎的負擔，尤其現在塑化劑風波不斷，因此，了解如何選購好
的健康食品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否則，可能沒補充到營養素，反倒傷害身體。
選購好的健康食品要注意幾個要點：
（1）純天然、非化學合成。
（2）安全的檢驗報告。
（3）產品依照衛生署規定完整的標示（製造廠、出品公司地址、電話、產地）。
（4）產品有效的保健〝指標成份〞、檢測報告及標示。
（5）塑化劑檢測通過。
最重要的是，必須按照自己身體的條件和需求，選購適宜自身的保健食品。
參考資料：
1. 王一雄（2010），健康之路：不要食用化學合成營養品。網址：
http://blog.udn.com/jackwang4664/3667754
2.財團法人資訊工業促進會：起雲（塑化）劑檢測站。網址：http://deph.iii.org.tw/index_w.php
3.博大健康 健康新聞：如何選購保健食品。網址：
http://www.broadhealth.com/3newsDisplay.asp?newsID=116&salesid=0
4.黃藥師專欄：如何選購好的保健食品。網址：
http://www.taibio100.com.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0&Itemid
=214&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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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表/自傳撰寫及面試技巧座談會報導
履歷表 自傳撰寫及面試技巧座談會報導
施淑寶
為幫助學生畢業後覓職時，能正確繕寫履歷表/自傳，及了解面試時應注意的細節，同時
配合卓越計畫活動的推廣，圖書館特於 100 年 3 月 29 日邀請前玉山銀行資深經理、台灣金融
研訓院兼任講師、國立雲科大財金系兼任講師－蔡敏川老師，傳授履歷表/自傳撰寫及面試技
巧。此次參與的同學大都為即將踏入社會的新鮮人，會中個個專注聆聽老師的寶貴經驗及面
試時應當注意的禮節。會後更把握難得的好機會，請老師幫忙審閱履歷表及自傳的撰寫是否
得當，以增加自己進入職場的勝算。
講師強調撰寫自傳時應注意的事項，如：新鮮人自傳的字數不必太多，800-1000 字即可，
架構分三段，每一段的主旨皆在告訴企業「我就是你要的人」
。只要依照這個公式來寫，段段
緊扣企業所想要知道的訊息，求職面試大多能夠無往不利。
自傳撰寫架構如下：
第一段：我的學歷、學科、學習、強項，是你要的人。
第二段：我過去的生活、教育、背景、社團歷練，是你要的人。
第三段：再次強調個人學習精神與企圖心，是你要的人。
希望此次的座談能對同學求職會有加分作用，為自己打造 A＋的職場競爭力。

圖 7：1000329 座談會海報

圖 8：L304 講師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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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介紹簡報內容

圖 10：介紹簡報內容

圖 11：穿插有獎徵答活動

圖 12：同學們專注聆聽

圖 13：會後交流

圖 14：講師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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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書香遇見咖啡
香遇見咖啡香
咖啡香˙「咖啡書香」
咖啡書香」
吳凰庭
為帶動閱讀風氣與營造圖書館為多元功能的場域，讓師生沈浸在書香、咖啡香的氛圍中，
以達到放鬆心靈與滿足味蕾雙重享受。99學年度下學期，圖書館共舉辦8場書香咖啡活動，活
動當天前50名借書滿5冊或參加影君子影片欣賞活動者，可得咖啡招待券一張，憑招待券至圖
書館一樓大廳兌換現沖咖啡一杯！
咖啡書香活動受到讀者踴躍支持，展現圖書館活動多樣化風貌，同學紛紛表示，希望以後
能多舉辦此類型活動。

圖15: 讀者於門廳品嘗現泡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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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の
手作の美好˙
美好˙拼布包 DIY 活動
林建樺
工業革命後，機械化大量生產模式取代人工生產，產品量產之後，降低了產品的特殊性
及個別化。然而，這幾年手作工藝非常流行，不論是串珠、拼布包等各式作品在手作過程，
都能夠發揮個人巧思，或是自由搭配顏色、材質，巧妙變化成可愛獨創藝術品，件件相異，
有著與眾不同的特殊美感，加上 DIY 的樂趣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這學期跟去年一樣舉辦手工拼布包藝文活動，同學們喜愛仍一如往昔，秒殺報名額滿，
反應熱烈。老師們考量同學對縫紉熟悉度不是很高，所以準備一個實用小錢包做為實作的作
品，同學們大都能按時完成。這次活動，特別的是有兩位男同學參加，一位想累積卡 EASY
點數，一位是專為女朋友參加，完成的包包要當禮物。其動機和用心，令人聽起來「足感心」，
可見本校男同學都很有「愛心」。
拼布包，以手工縫製，將不同花色布片拼縫起來，運用各種裝飾與配色變換，便能夠展
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這就是手工拼布包的魅力。雖然兩次活動同學反應都很好，為了更能
滿足不同興趣的同學，將蒐集其他相關主題，做為下次活動之參考。

圖 16:拼布包實作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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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週暨校慶活動」
圖書館週暨校慶活動」系列
一、美夢成真˙
美夢成真˙祈福許願卡
謝旻璟
聖誕氣氛濃郁的 12 月也是大葉一年一度的生日，每年此時，總是特別能感受到讀者
們活潑、愉快的心情。搭配這樣溫馨、歡樂的氣息，圖書館舉辦一系列圖書館週暨校慶活
動，首先登場的是讓大家美夢成真的「祈福許願卡活動」，透過祈福許願卡，寫下新年新
希望，為美好的一年許下甜甜的願望。凡參加者還有機會獲得 4G 隨身碟，於 100 年 1 月 5
日在圖書館一樓大廳公開抽出 5 名幸運兒，得獎的同學大呼美夢成真囉!

圖 17: 門廳抽出幸運兒

圖 18:得獎的同學大呼美夢成真囉!

二、找碴活動-電子篇
找碴活動 電子篇
陳佳幸
找碴活動以西文電子期刊為主，請參加者依題目找出文章全文，目的是讓讀者學會判讀
參考文獻格式，並進而利用館藏電子期刊，找到全文資料。
活動過程，起初可看出有部份同學對於文獻的格式無從判別，對於館藏電子資源無從下
手。經過這次活動，同學們都驚覺到，原來圖書館有這麼豐富易得的資源，未來可要好好利
用。
凡參加者皆可集卡 EASY 點數，答對者，並可得大葉美食街 50 元餐券一張，本活動為限
額活動，共有 55 位同學參加，51 位獲得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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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ll pass 湯圓
吳婉真
為了預祝同學期末考試 ALL PASS，並讓在外求學的同學在冬至前夕感受到圖書館溫馨
的情意，特別於校慶當天在圖書館門廳舉辦免費吃「All pass 湯圓活動」，料多美味的綜合口
味湯圓，有蓮子、粉圓、紅豆、花生…，約 270 份，讓吃過的人讚不絕口，也溫暖了莘莘學
子們的心。

圖 21:校慶當才有的 All pass 湯圓

圖 22: 料多美味的湯圓讓人讚不絕口

四、圖書館達人
施淑寶
為了讓讀者充分了解圖書館服務規則及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特別在圖書館週中安排
「圖書館達人競賽活動」，此次活動共計 12 組同學參加。活動中，除了圖書館一般服務項
目的答題以外，更加入智慧財產權的相關問題，以增進同學生活上的認知能力，減少觸法
的機會。活動中，參加者個個磨拳擦掌，熱烈搶答，在寒冷的天氣中，為圖書館增添了熱
鬧的人氣。

圖 19:參賽者緊張搶答

圖 20: 圖書館達人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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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片欣賞
吳凰庭
「影君子影片欣賞」，播放圖書館精心挑選的影片與讀者同樂。活動當日，讀者的熱情參
與，讓現場氣氛相當熱絡。

圖 23:校史室放映影片

圖 24:讀者們正聚精會神欣賞

六、書中琴人
陳瓊后
圖書館週暨校慶活動中，最富氣質的活動非「書中琴人」莫屬。圖書館特別邀請平日於
圖書館午間鋼琴演奏的同學，在校慶當天彈奏許多搭配校慶及襯托聖誕歡樂氣氛的應景曲目，
一旁還有 ALL PASS 湯圓免費贈送的活動，香甜的滋味伴隨著悠揚的琴聲，滿足了口腹之慾，
也充實了心靈之美。讀者的熱情參與，以及演奏者精湛的琴藝，讓現場環境充滿了熱鬧的氛
圍。

圖 25:書中琴人琴聲悠揚

圖 26: 琴韻充實了心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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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Ockerman 教授校慶受
教授校慶受獎
詹淑媛
俄亥俄州立大學 Herbert W. Ockerman 教授惠贈本校西文圖書三萬六千冊，為感謝
Ockerman 教授，圖書館於 2010 年報請教育部授獎，教育部同意頒給金質獎牌一座，委由本
校代為辦理公開頒獎。由於適逢本校 21 週年校慶，武校長特別邀請 Ockerman 教授蒞校，在
校慶運動會開幕典禮上公開頒贈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金質獎牌給 Ockerman 教授，秘書
室公關組同時發布新聞稿，請新聞媒體報導 Ockerman 教授善舉。圖書館同時在 1F 展出
Ockerman 教授部分贈書，其中有多本圖書是 Ockerman 教授編寫的，且於此行親自帶來致贈
給學校。
Herbert W. Ockerman 教授出身教育世家，1962 年起任教於俄勒岡州立大學，為了紀念其
因癌症去世的妻子 Frances J. Ockerman 及感於在美國境外原文教科書價格昂貴，因此致力於
教科書回收工作。
Ockerman教授平時生活過得非常樸實，除了將金錢、精力皆投注在教科書回收之外，並
利用假日到書店尋找教科書，且號召學生協助教科書捐贈工作。每當收集到的書籍累積至3
萬冊左右，教授便一貨櫃一貨櫃地將書送至需要的地方，接受贈書的國家包括了智利、中國、
馬其頓、摩洛哥、台灣、土耳其等地。至2011年5月止，估計捐贈金額高達美金867,955,800
元。

圖26: Ockerman教授蒞校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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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資訊管理學系 / 宋光凱
Google 這個名詞，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其網站服務從最早期的搜尋引擎至信箱，目
前已發展成超過上百種功能與應用程式的強大網站，在此我要介紹的是 Google 的地圖功能。
Google 地圖（Google Maps），前稱 Google Local，包括局部詳細的衛星照片。能提供三
種視圖：
一、向量地圖（傳統地圖），可提供行政區和交通以及商業資訊。
二、不同解析度的衛星照片（俯視圖，跟 Google 地球上的衛星照片一樣）。
三、地形圖，用以顯示地形和等高線。
它的姊妹產品是 Google Earth，是電腦應用程式，在 3D 地球模型上提供街景和更多的衛
星視圖及 GPS 定位（付費版本）功能，但沒有前述的向量地圖和地形圖功能。
從 2005 年起，Google Maps 的覆蓋範圍由美國、英國及加拿大，現已擴展至全球。目前
Google Maps 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法國等地區的服務已經是完成階段，因而亦在
多個國家開通了「街景」（Street View）服務。使用者可以透過由 Google 街景車在街道上拍
到的影像來檢視街景，在台灣的街景服務己經相當的完善，但是該服務可以看清楚街景及路
人影像，英國也曾經發生竊賊利用 Google Maps 偷取住戶樓頂的鉛板，因而侵犯個人隱私的
事件。
除在 PC 可以使用之外，Google 於 2006 年發佈 Google Maps for Mobile Java 程式，可以
用在 Java-based 的手機上。直至 2008 年底止，Google Maps for Mobile 已經可以廣泛地支援以
下智慧型手機平台：
Android
iPhone OS(iPhone/iPod Touch)
Windows Mobile
Google Maps 基本功能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為 3D 圖，為因應 Google Earth 的 3D 建模，現在有開始分割出去的跡象；第二類
為衛星空照，其功能也相當多。包含路況、大眾運輸、圖片、地形、相片、網路攝影機、影
片(YouTube)、維基百科等，在使用時可以大膽地去玩一下這些功能，或許你(妳)會有意想不
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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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路線規劃，你可以設定關鍵的地點，讓 Google 幫你規劃出行進路線。利用 GPS
功能支援（可以透過手機知道目前所現在的位置）及 IP 的反查，可以尋找出 IP 在地圖上的
位置(但一般用戶都只能找到中華電信的服務機房位置，只有固定的 IP 或政府學術單位才能
找到特定位置)。
說了這麼多 Map 的好處，接下來介紹有哪些搜尋重點：
商家 (範例：台北市牛肉麵)
地址 (範例：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七號)
道路和十字路口 (範例：台北市金山街與信義路)
地點 - 市區鄉鎮、州/省、國家/地區和洲 (範例：法國巴黎)
經緯度座標 (範例：+38° 34' 24.00", -109° 32' 57.00")
地貌 (範例：阿里山)
使用者建立的內容 (範例：太魯閣的步道；採用 KML 紀錄路線與位置)
Google 在搜尋方面都相當好用，只要輸入關鍵字在 Map 上，就可以輕鬆地查出你(妳)的
目標，這樣以後外出郊遊、出公差、約會吃飯都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最後再提一個跟 Google Maps 有密切關係的產品，在雲端議題盛行之前，Google 最夯的
產品叫做 Google API，一種 Google 上使用的應用編輯程式。Google Maps API 是應用在地圖
的程式，可以運用 API 模組進行開發並將成果放置在網路上使用分享。在國外比較多工程師
或玩家有在製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上國外的網站研究一下。
這次寫 Google Maps 真的讓我發現資訊進步的快速，原本看是平凡的網路地圖，卻有如
此多種的功能。或許再過不久 Google Map 已經可以完全應用在娛樂之中。

圖 27: Google Map 畫面
參考書目：
Google 地圖。維基百科。上網日期：民 100 年 6 月 10 日。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ki/Google%E5%9C%B0%E5%9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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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擬實境簡介
王信忠
何謂增擬實境: (Introduction to Augmented Reality)
能夠將虛擬世界的圖片與文字附加於現實生活中的物件上，是增擬實境最大的特色。以前，
大家只能夠在電腦螢幕上閱覽圖片與文字，當需要查詢的時候，還得再開啟其他的應用程式，
難免顯得有些不方便。如果能及時與使用者互動，將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立即顯示出來，就
可以加快使用者獲取資訊的速度，這種即時互動的功能，為增擬實境的優點。
3D 定位系統，對增擬實境而言，更是不容忽視。透過定位系統，可以抓取自己所在地的座
標，存取目前所在地的相關資料；也可以用來設定 3D 立體影像，與實體之間的相對位置，
讓虛擬跟現實間的物件，融為一體。
實用性探討(The usage of augmented reality)
增擬實境可以將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結合。例如，修理機械的工人可以直接審視各個組件
有哪些零件需要做更換以及顯示拆解的過程。出國旅遊的遊客，可以藉由路標箭頭的指引，
到達想要到達的目的。如在某些危險性的場所，也能發揮救人的功用；例如在火災逃生時，
能夠顯示出各個樓層逃生的路線以及逃生障礙。命案現場的檢察官也可以用來做為辨識嫌犯
的關鍵證據。
有趣的是，某家 pub 的廁所，只要男客人如廁，投影牆上的花朵，會依據尿量的多寡，顯
示其對生長速度之影響，直接投映在外面的大廳上，相當有趣。還有我們平常在閱讀的報章
雜誌，可以不再像過去只有靜態的文字，透過增擬實境，可以顯現出一些額外的圖片、文字
與動畫甚至是聲音的解說。最近，即將開幕的哈利波特主題樂園，只要遊客拿著特殊的地圖，
連上官網，將地圖在網路攝影機前轉動，便可顯示出遊樂園中各個區域的 3D 立體圖形。
可應用的平台(Implementation platform)
目前在 iPhone 智慧型手機以及 Android 作業系統上可以看到它的身影。WiKitude 為 iPhone
上的應用程式，主要功能是透過 Google Earth 的地理資訊，對應在自己所捕捉的建築物與地
理位置上，進一步顯示相關的地理資訊。還有在 iPhone 上第一個 Augmented Reality 的應用
程式 Yelp 以及 Layar 號稱是 AR 世界的瀏覽器，此程式可以尋找阿姆斯特丹離你最近的 ATM
等多種的功能。
多款智慧型手機，內建擴增實境必備元件(照相鏡頭、GPS、數位羅盤以及方向感應器)，未
來，使用者將可透過智慧型手機輕鬆取得與週遭相關的資訊。
將來還有機會能在 App Store 及各種開放平台上，下載增擬實境相關應用軟體。相信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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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擬實境必定對資訊科技發展，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圖 28: 擴增實境示意圖
參考書目:
1.虛擬與現實的結合：Augmented Reality 初探。網址：
http://mmdays.com/2009/09/25/augmented-reality-for-dummies/
2.擴增實境 - 科學人雜誌網站︰虛擬與實境的無限延伸。網址：
http://sa.ylib.com/read/readshow.asp?FDocNo=67&CL=4
3.擴增實境-商機無限.pdf 。網址：
http://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230/b4.pdf
4.LG：Q2 擬推搭載擴增實境功能的 Android 智慧型手機 。網址：
http://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b7720ccd-f54e-4ea1-b405-64c
b2315c2f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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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一
沈廷勳
大學四年的生活，愛情、課業、工作、社團等是必修學分，要如何從中調適是門重要的
課題。很快的就要放暑假，來圖書館工讀也有 9 個月了，這是在大學生活第一份正式的打工
也是人生的轉捩點，要感謝學姐的提拔與照顧。在這充滿人情味的地方不僅認識了很多夥伴，
館員們也都相當照顧每位工讀生，就如同大家庭一般。
工讀隸屬於採訪編目組，剛進來時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既緊張又害怕，多虧有兩位學姐
的指導與幫助，從學習基本工做起。看似簡單的幾個步驟卻充滿許多奧秘，有關圖書編目建
檔，每個細節都不可輕忽，即所謂「魔鬼就在細節裡」
。而較粗線條的我也不時出包，免不了
被指正，但「批評是天使的聲音」
，在錯誤中學習是寶貴的經驗，這些都是我進來後所學到的。
本校圖書館資源不輸其他同等的學校，不僅有豐富的藏書，並附設〝專業證照區〞供同
學們在課業之餘也能提升其他領域的專業，讓自己在未來更有競爭力！
最後，我要感謝館員瓊后姐，謝謝妳耐心的教導，I will do my best！；也感謝每位館員和
一同奮鬥的夥伴們，Thank you very much.

工讀心情二
工讀心情二
林慧瑜
首先，我要感謝婉真姊給我來圖書館打工的機會，因為這個機會，使我了解如何與人溝通、
訓練我思考的邏輯，以及增加自我的自信心。
我是一位流通台的工讀生，圖書館的流通台是直接面對讀者的櫃台，有人乍聽之下，
「咦！
只是借還書啊！那還不錯啊！很輕鬆。」
，可是在我的看法裡，一點也不！這中間你需要有「無
比的細心」和「無比的耐心」。
「無比的細心」在於，因為在處理讀者的借閱上，會牽涉到逾期款。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自己突然冒出一筆待繳罰款，那種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亦或有本已經期待很久的預
約書，卻因為工讀生的疏忽，不小心把預約順位換到下一位讀者，心中不解的問號，瞬間怒
火可能就會爆發出來。
「無比的耐心」就會跟前面所提及的「思考的邏輯能力」有關係了。有時每個人的表達
方式會不相同，這時就要運用邏輯思考能力，將讀者的話經過大腦處理，再將問題的答案轉
達給讀者。
如果你是一個很活潑、愛認識朋友的人，你肯定會很喜歡這個工作。姑且不論工讀費的
多寡，流通台工讀的經驗保證能改變你的個性和談吐，有助於日後在職場中的表現。
想要加入圖書館這個大家庭嗎？可以試著從擔任「志工」這個管道，來了解圖書館這個
大家庭讓人大大改變的魔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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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
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Q：
您好:
我想找的書在館內，但是我卻一直在架上找不到，請問該怎麼辦？
A：您好：
各樓層有提供代客尋書單，請您填寫此單，交予流通檯，圖書館將有工讀生協助尋找。

Q：
您好：
請問，線上預約借碩士論文的步驟為何?
A：
您好：
預約步驟如下：(前提：該書外借中，才可預約，未提供在架預借服務。)
圖書館首頁(lib.dyu.edu.tw)→常用連結→館藏查詢→點選畫面右上角“登入”→會出現
輸入帳號/密碼的視窗→登入後，右上方即會出現使用者姓名→開始查詢→點選欲借圖書，
查其館藏狀況→若借閱狀況為借出，即可點選預約(每人共可預約 5 冊)。
或請參考系統網頁最上方之說明(常見問題)－(四)預約流程
若對上述說明，仍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來電(1533 陳小姐)或到館一樓參考台洽詢，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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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您好：我希望圖書館可以開放到凌晨兩點，以提升學生素質與讀書風氣，並讓好學之
生享有優遇以及鼓勵。
A：
親愛的同學您好：
您於圖書館網頁的留言我們收到了，圖書館於 3/10 發 email 給您，希望能與討論您
的意見，但館方至今未收到您的回信。
關於您的意見我們經過慎重評估，館方目前暫不考慮更改開放時間，原因如下：第
一是以學生安全為最主要考量，因學校在晚上 12 點後人煙稀少，圖書館位處學校較高點，
離守衛室有一段距離，萬一發生問題，無法即時處理；第二是基於健康考量，學校關心
學生身體健康，希望學生能夠生活作息正常，避免熬夜以免影響健康，但也顧及學生需
求，故在期中、期末考試前 1 週至考試結束，閱覽室是 24 小時開放供同學使用。
若您有其它建言，圖書館竭誠歡迎您隨時到館交流。再次感謝您的建議。

Q：
請問在填完薦購書籍資料後，要多久才知道推薦結果呢?如果薦購通過，書要多久才能去
圖書館領取?
A：
您好:
如果您是在 4/1-4/30 薦購的資料，圖書館會在 5/1-5/7 之間回覆處理狀況。薦購通過的書
原則上會在 5/1-5/31 之間進館，如果需要調貨的書，時間會再延遲幾天，所以您在收到通知
後，再到圖書館取書借閱即可。本館發出通知後，會將書保留 3 天，如逾期未取，則開放供
其他讀者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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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琳瑯
編輯小組
一. 分布狀況（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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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範圍

原件/複製平面

資料類型
教學圖表(色卡，字卡...)

22

原件.複製照片(明信片)

36

原件.複製平面藝術品
海報

連續出版品

視聽資料

電子資料

報紙(種)

15

VCD(片)

3,827

錄音帶(卷)

3,276

錄影帶(卷)

5,309

幻燈片(套)

908

CD 唱片(片)

1,177

DVD 光碟(片)

3,137
73,871

磁片(片)

21

參考書(冊)

11,747
33,847

期刊參考書(冊)

123

特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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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幅/軸)
地儀(座)

0.02%

2,794

0.58%

18,098

3.75%

73,871

15.32%

3,308

0.69%

383,538

79.53%

569

0.12%

2,001

期刊合訂本(冊)
學位論文(校內)(冊)

98

2,661
298,483

學生專題報告(冊)

輿圖

626

一般書(冊)
學位論文(校外)(冊)

百分比

464

單片(片)
電子圖書/參考書/期刊

小計

37
2,779

期刊附件光碟(片)

圖書

3

期刊(種)

多媒體光碟(片)
微縮資料

資料數量

16,851
27
7,097
487
12
1,769
11,094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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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管理類

65,248

14%

2.社會類

75,978

16%

3.人文類

124,352

26%

4.設計/藝術類

38,971

8%

5.自然/技術類

174,934

36%

管理類 14%
社會類 16%
自然/技術類 36%

設計/藝術類 8%

人文類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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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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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跋
使用簡跋
編輯小組
1.最受歡迎電子資料庫排行榜（
（統計時間為 99 年 12 月 01 日至 100 年 05 月 31 日）

2.圖書借閱排行榜（統計時間為 99 年 12 月 01 日至 100 年 05 月 31 日）
名
次

書名/作者

借閱
次數

1

這個編輯有點怪/蝴蝶

22

2

幻影戀人/蝴蝶

17

3

特殊傳說 Ⅰ /護玄

17

4

傲慢與偏見 = Pride and prejudice / Austen, Jane

16

5

一個人住第 9 年 /高木直子

16

6

懶懶熊的生活 : 推薦懶懶的每一天/ Aki, Kondo

16

7

夜不語詭祕檔案 Ⅰ/夜不語

15

8

一個人漂泊的日子 /高木直子

15

9

光與闇的邂逅 : 蝴蝶的魔獸故事集 /蝴蝶

15

10

獵命師傳奇/九把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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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事紀（
）
圖書館大事紀（99/12/01~100/05/31）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2010/12/1
2010/12/1

舉辦主題書展、好書推薦「健康生活」(99/12/1～12/31)。
舉辦五星級(台語:有省錢)專業證照學習歷程第三波，專業證照數位學習平台推廣

2010/12/1
2010/12/4
2010/12/5
2010/12/7
2010/12/7
2010/12/8

活動學習歷程競賽 (活動期間：99/12/01~12/31)。
舉辦來館有禮活動(當月滿 20 次者)(99/12/1~12/31)。
愛加倍協會蒞館參訪。
館長余豐榮先生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51 屆會員大會及 2010 圖書資訊研討
會。
館員陳佳幸至員林國小圖書館進行三場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
山口大學圖書館館員日高友江小姐蒞館參訪。
館員施淑寶小姐、陳瓊后小姐 參加逢甲大學圖書館承辦之「The 3e of Libraries：

eScience, eResources, and eServices」研討會。
2010/12/9 館員陳佳幸至員林國小圖書館進行三場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
2010/12/10 館員陳佳幸至員林國小圖書館進行一場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
2010/12/11 調整週末開館時間由 8:30 提前至 8:15。
2010/12/13 圖書館週活動：找碴活動-電子篇、美夢成真許願活動、影片欣賞、圖書館達人、
書中琴人、ALL PASS 湯圓活動(99/12/13~12/31)。
2010/12/14 調整 B1 閱覽室開放時間由 8:30 提前至 8:15。
2010/12/14 館員吳凰庭先生參加圖書館與雲端應用資源整合研討會。
2010/12/17 館員施淑寶小姐、陳瓊后小姐 參加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舉辦之「E 探究竟-電子
書實務研討會」。
2010/12/18 邀請俄亥俄州立大學 Herbert W. Ockerman 教授蒞校，並接受教育部教育事業獎
勵金質獎牌頒贈。
2010/12/18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中區工作委員會委員蒞館參觀並舉辦讀書會。
2010/12/21 大西國小二年級師生蒞館參觀。
2010/12/21 館員吳婉真小姐參加「2010 年中部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聯席會」會議。
2010/12/24 中華藝術學校蒞館參訪。
舉辦主題書展、好書推薦「美食文化篇」(1/1~2/28)。
2011/1/1
2011/1/3
2011/1/17
2011/1/19
2011/1/21

嘉陽高中應外科蒞館參訪。
大西國小五年級師生蒞館參訪。
北京科技職業學院蒞館參訪。
館員林建樺先生、詹淑媛小姐參加中興大學於 2011-01-21 舉辦「網路‧雲端‧
圖書館：圖書館系統科技暨發展趨勢」研討會。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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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4
2011/2/22
2011/2/24
2011/2/25
2011/3/1
2011/3/1
2011/3/1
2011/3/2
2011/3/3
2011/3/9
2011/3/10
20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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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牛津學術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2/14~2/28)。
舉辦卡 EASY 學習護照集點活動(2/22~6/10)。
館長余豐榮先生參加 99 學年度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第二次會議。
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轄各高中職校軍訓主管蒞館參訪。
舉辦主題書展、好書推薦「十大好書」（中文創作）(3/1~3/31) 。
舉辦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潘朵拉的處方 ─ 揭開心房的真相」(3/1~3/10) 。
配合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舉辦免費跨校線上借書服務(3/1~6/30)。
舉辦影君子電影欣賞共 12 場(3/2~6/1)。
舉辦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 資料庫講習課程。
協辦學生週會智慧財產權宣導說明會，邱祈豪老師主講「校園著作權需知」。
舉辦 ScienceDirect on Line(SDOL) 資料庫講習課程。

2011/3/14
2011/3/16

館員謝旻璟小姐、陳瓊后小姐參加 Taiwan OCLC Governing Member Consortium
教育訓練。
舉辦 SDOL 資料庫有獎徵答「黑色炫風巧克力─席捲健康新版圖」(100/3/14~3/27)。
舉辦志工教育訓練活動 2 場(100/3/16、3/23)。

2011/3/18
2011/3/18
2011/3/21

舉辦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講習課程(100/3/18 及 4/7)。
圖書館服務滿意度問卷調查(100/3/18~5/5)。
舉辦 EBSCOhost-Business Source Complete(BSC)+Academic Search Premier(ASP)

2011/3/24
2011/3/29
2011/4/1
2011/4/1
2011/4/8
2011/4/14
2011/4/16
2011/4/18
2011/4/20
2011/4/20
2011/4/20
2011/4/22
2011/4/25
2011/4/25
2011/4/28
2011/4/29
2011/5/3

資料庫講習課程(100/3/21 及 4/21)。
舉辦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資料庫講習課程。
舉辦演講活動-履歷表/自傳撰寫及面試技巧座談(卓越計畫補助)43 人次參與。
舉辦主題書展、好書推薦「閱讀台北」(100/4/1~4/30) 。
舉辦閱讀得好禮集字活動(100/4/1~6/16) 。
北京社會科學院蒞館參訪。
福建三明學院圖書館楊業輝館長蒞館參訪。
舉辦「慶祝愛因斯坦的生日」第二階段有獎徵答活動(100/4/16~5/17) 。
館員施淑寶小姐參加「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第四年會員大會暨學術電子資源永續
發展計畫說明會」。
舉辦卓越計畫推廣活動「一證在手，希望無窮，五星級(台語：有省錢)，宅學習」
專業證照數位學習平台學習歷程競賽活動 (100/4/20~5/15)。
舉辦「咖啡書香活動」共 7 場(100/4/20~6/8)。
舉辦藝文活動：手工拼布包 2 場(100/4/20、4/27)。
舉辦門廳展覽活動—野焰茶具組陶藝聯展(100/4/22~/4/28)。
舉辦來館有禮活動(進館次數每週達 5 次者)共 7 週(100/4/25~6/12)。
舉辦 Emerald 2011 挑戰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 (100/4/25~/6/25)。
舉辦 AIP(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Journals 物理相關電子期刊資料庫講習課
程。
館員吳婉真小姐、陳瓊后小姐參加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舉辦「創新服務分
享研討會」會議。
文興高中外語科蒞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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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6
2011/5/12
2011/5/17
2011/5/20
2011/5/23
2011/5/24
201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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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高工機械科蒞館參訪。
館長余豐榮先生參加 99 學年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並分享本校「學
科指導與諮詢服務」心得。
新社高中蒞館參訪。
青年高中蒞館參訪。
人事室第一組組長賴幸祝小姐，調派為圖書館採訪編目組組長(人令字第 1000004
號 )。
致用高中汽修科蒞館參訪。
重慶郵電大學蒞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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