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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電子資源介紹 

                                                            施淑寶 

 SciVerse Scopus（引用文獻索引資料庫） 

簡介 

SciVerse Scopus（www.scopus.com）是全球最大之索摘資料庫，也是最容易使用的瀏

覽工具。SciVerse Scopus是由全球超過 500位使用者以及圖書管理人員所共同設計發展而

成。包含來自全球 5,000個出版公司，涵蓋超過 18,000種期刊之摘要及參考書目，確保其

廣泛的跨領域性。此外，SciVerse Scopus不僅提供文獻之引文追蹤，並利用其清晰又簡便

之介面，直接整合搜尋網頁資源引用及專利引用。還可直接連結到全文文章、圖書館的資

源、及其他書目管理軟體等應用，所以比其他任何文獻搜尋工具，速度更快，更簡便，涵

蓋範圍也更廣泛。  

SciVerse Scopus簡介及其功能特點 

Scopus是全世界最大的索引摘要資料庫，內涵 38,000,000筆記錄及 245,000,000筆參

考文獻。與全球 20個機構，其中包括來自 5,000 個出版社的 18,000種 STM期刊。 

SciVerse Scopus特色 

 獨創之「作者辨識系統」- 作者檢索〆精密辨識同名同姓作者 

 強大「引用文獻追蹤」功能 - 引用文獻分析〆一探每年被引用之影響力  

 快速洞察之「期刊分析系統」- 期刊分析〆瞭解期刊趨勢表現 

 整合之「所屬機構辨識系統」- 機構檢索〆探知機構出版概要及合作對象 

 整合網路資源檢索、橫跨 435,000,000個科學網頁、23,000,000 筆專利資料 

 超過 80種機構典藏、數位典藏等重要來源 

 囊括 1,100 種特有的 MEDLINE 期刊、1200 種公開取閱（Open Access）期刊、

3,600,000 篇會議論文集、超過 600 種商業出版品（trade publications）（非經

同儕審查）、350 種叢書（Book series）、38,000,000筆資料、19,000,000篇包

含參考書目的文獻（自 1996 年起）、19,000,000 篇文獻（自 1823 年起）、

245,000,000筆參考文獻（自 1996年起） 

 資料庫每日更新 

 搶先瀏覽來自 3,000 本期刊的「Articles In Press」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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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M Standards Online - Basic edition 

簡介 

ASTM International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〆美國材料試

驗協會），成立於 1898 年，是非營利性之國際標準制定組織，致力於滿足全球市場的標準

化需求，為工業界的標準權威機構， 任務是制訂材料、產品、系統和檢測服務的標準々收

錄包括金屬、石油、鋼鐵、紡織品、塑膠、電子產品、醫療設備服務、特殊化學製品等相關

的標準文件。 

收錄範圍〆收錄現行有效、130 餘個產業領域，共約 12,000 件的標準文件（Active 

Standards）。 

學科領域〆材料工程、土木工程、機械、電子、生醫工程、化學、物理等。 

收錄年限〆Current。 

 

 IEK產業情報網 

簡介 

IEK 集結百位以上不同專業領域之產業分析師，並結合工研院之技術資源，提供上中

下游完整之產業研究服務々資料庫 11 項模組之研究內容，將定期提供全球 / 台灣產銷分

析 / 調查、產業發展現況與市場趨勢預測、產品 / 技術應用趨勢、領導廠商策略、廠商競

爭態勢分析、區域及新興市場研究、即時產業議題評析、關鍵零組件發展等研究內容。  

本校可使用的模組〆IC 產業、IC產品與應用、節能、新興生技應用、整合式行動裝置、

電子零組件、電子材料。 

 

 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 

簡介 

Naxos Music Library《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總收藏量超過五千張隨選音樂（Music 

on Demand）鐳射唱片，包括整個「拿索斯」、「馬可勃羅」、及「Da Capo」系列，一千多位

作曲家之作品，含超過 75,000首樂曲，未來將出版的新唱片亦會自動加入，每年將陸續增

加兩百多張新專集（約 3,000首）。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曲目齊備，含「古典音樂」、「傳統爵士」、「現代爵士」、「懷

舊金曲」、「怨曲」、「世界各地民謠」、「兒歌」、「新世紀」、「中國傳統音樂」、「鄉村」、「流

行/搖滾」、「電影原聲」… 從中古時期音樂到現代作曲家作品以至於美國、西班牙、日本…

及 21世紀經典系列等包羅萬象，特別適合教授（師）配合不同級別學生之程度和興趣，設

計出不同的教學課程。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內含之「拿索斯音樂教育系列-Education」深入淺出，一

直深受教師及家長喜愛，範圍由古典音樂/歌劇入門和歷史，西方管弦樂樂團樂器介紹至偉

大作曲家的生帄及作品集等應有盡有，線上更附有由音樂教授學者所撰寫的作曲家及曲目

介紹，聆聽音樂同時亦可閱讀有關資料，是學習音樂之最佳良伴。另內含之「全文資料-Text 

Resource」包括「音樂專門辭彙辭典」、「發音指引」、「歌劇史」、「歌劇百科辭典」、「歌劇

劇本」、「古典音樂入門」、「古典音樂史」、「古典樂單曲介紹」、「交響樂介紹」等珍貴之音

樂教材。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可使師生無論身在家中、學校教室、宿舍、辦公室，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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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聆聽使用。利用非常簡易使用的搜尋引擎找出自己喜愛的作品欣賞。 

 

 

 

 

 

 

 

 

 

 

練功的新武器--金庸機 

吳婉真 

 

當您出差、旅行或帄日通勤，想隨手練功 （翻閱金庸作品集）時，電子

紙畫面--遠流金庸機，僅 250克讓您一手掌握，輕薄方便、可隨時隨地閱讀。

電子書檔案便於在閱讀機內保存，節省書櫃空間，輕鬆管理，不怕心愛的全套金庸作品集又

少了哪幾本。金庸機裡面不僅內建了全套的金庸全集，還有許多金學研究相關的著作和相關

的參考資料，想必能打動金庸迷。 

 

圖書館特為讀者購進 3台金庸機，自 100年 10月 27日起試行借閱，借還方式同借書方

式，限館內使用，相關規定請參圖書館網址 http://lib.dyu.edu.tw。 

 

    你讀書累了嗎〇走，咱們練功去吧〈 

 

 

～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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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地下自修室門禁管制開始試行 

吳婉真 

 

為強化同學校園安全，圖書館地下自修室門禁系統已於 100年 11月 17日完成建置並開

始試行門禁管制，開放進入身分為大葉大學教職員生、已辦理大葉大學圖書館眷屬借書證及

校友借書證者，欲進入者請持相關證件刷卡進入。 

     施工期間，推拉門雙扇組、重型自動門機組、不锈鋼門柱等安裝及門禁軟體安裝、聯絡

廠商、門禁刷卡測試等等相關事項之繁瑣不在話下，這些無非尌是為了要讓同學們能有一安

全的校園環境。而在試行初期，很感謝全校師生的配合，使得館務順利進行，也使得您我的

校園安全有了更深一層的保障。 

 

～～歡迎多加利用圖書館地下自修室～～ 

 

 

 

 

 

 

 

                             

                              地下室入館〆入口處刷卡後推門入館 

 

 

 

 

 

 

 

 

       地下室離館〆出口處押鈕後拉門離館 

 

 

 

 

圖書館 1F入館〆入口處刷卡後自動門開啟 

圖書館 1F離館〆出口處靠進玻璃門則自動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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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攝影比賽 

                                                              陳昭伃 

 

    為了增進本校學生對圖書館之認識，並藉此提昇學生人文素養，圖書館特別與通識教育

中心及教學卓越計畫中心合作，舉辦「圖書館攝影比賽」，希冀透過攝影鏡頭，捕捉圖書館浪

漫風情，凝結瞬間永恆，共築大葉人的美好回憶，凡是與本校圖書館建築相關之人、事、物、

景均可入鏡。感謝本校熱愛攝影的學生之熱情參與，共計有 92名同學報名參加，其中 3位同

學分別獲得前三名及取 3 位佳作，得獎名單如下〆 

 

名次 姓名 系別 作品題目 

第一名 王馨鴻 造形藝術學系 片刻光影中的孤獨與希望 

第二名 陳宣佑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築葉書 

第三名 許智威 環境工程學系碩士班 葉書館之美 

佳作 彭沁皣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進修學士班 夕陽〄係陽 

佳作 張立蕙 教育專業發展研究所 小角落看大視界 

佳作 林芸巧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Hello，紅〈 

 

第一名王馨鴻 

         

 

第二名陳宣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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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許智威 

   

 

 

 

 

 

 

 

 

 

佳作 彭沁皣 

 

 

 

 

 

 

 

 

 

 

佳作 張立蕙 

 

 

 

 

 

 

 

佳作  林芸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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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閱讀〃悅讀」比賽辦法 

 

                          吳婉真 

 

    為了提倡校園讀書，風氣鼓勵學生借閱圖書館書籍，享受知識樂趣並善加利用圖書館資

源，以提昇圖書借閱率，進而養成自發性閱讀風氣，使同學的身心得到文學的薰陶。圖書館

與通識教育中心及教學卓越計畫中心合作，舉辦「閱讀〃悅讀」比賽」。『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顏如玉』，以愉悅的心情閱讀書籍，是一帖良藥，人生應該常有好書相伴，擇日不

如撞日，現在尌到圖書館挑本適合自己的好書，在空閒的夜晚或是悠閒的午後，讓我們以愉

悅的心閱讀書本，好好享受文字的美妙吧。 

 

●比賽辦法 

無頇報名，只要於活動期間內向圖書館借書，圖書館將統計第一波及第二波活動期間借

書冊數最高的前十三名學生，頒發獎金，以資鼓勵，前三名得獎者需繳交讀書心得並列入評

選。 

 

●活動期間 

第一波〆100年 10月 01日至 100年 12月 31 日。 

第二波〆101年 03月 01日至 101年 05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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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一）第一名〆1名，獎金新台幣 3,000元。  

（二）第二名〆1名，獎金新台幣 2,000元。 

   （三）第三名〆1名，獎金新台幣 1,000元。 

（四）優  選〆10名，獎金新台幣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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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書香─您借書，圖書館免費請您喝咖啡〈 

陳昭伃 

為了鼓勵學生借書，帶動閱讀風氣，圖書館延續上學年的精神，持續舉辦咖啡書香活動，

在每個星期三下午，只要您來圖書館借書滿7冊，則贈送本校7-11便利商店咖啡招待券，只要

於當月月底前攜至本校7-11便利商店，即可免費兌換現沖咖啡一杯，每周只限35名，名額有

限，喜愛喝咖啡的同學千萬別錯過了〈 

 

活動時間〆100學年度上學期 

 

 

 

 

 

 

 

 

 

 

 

 

 

 

 

 

 

 

 

 

 

 

 

 

                                                               

 

 

日       期 咖啡份數 

100/10/05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0/12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0/19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1/02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1/09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1/16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2/07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2/14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100/12/21 星期三下午 13:00-17:00 35份 

 

 

 

（活動現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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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取得二手教科書實施要點 
 

編輯小組 
◎本要點於 100年 6月 29 日行政會議通過 

ㄧ、為落實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念，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取得教科書，充分發揮資 

    源共享與愛物惜福之美德，特訂定大葉大學「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取得二手教 

    科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教科書係指本校教學用之正版教科書為限。 

三、本要點所稱之經濟弱勢學生係指符合教育部弱勢助學措施之學生。 

四、各單位分工如下〆  

（一） 圖書館〆  

1. 每學期末舉辦募書活動，於每學期正式上課一週內公告書單。  

2. 將二手教科書無償贈予符合資格之同學。  

       3. 彙整捐贈者暨募書有功人員（如系學會幹部）名冊，並送學務處，以 

 做為獎勵之依據。  

（二） 各系所單位〆  

     1. 協助宣導暨輔導所屬系學會發動二手教科書捐贈活動。  

2. 將所募得二手教科書送圖書館列冊管理。  

3. 提供捐贈者暨募書有功人員（如系學會幹部）名冊給圖書館彙整。   

（三） 學務處生活與住宿輔導組〆  

         1. 提供符合經濟弱勢學生標準之名單給圖書館，以為贈書之依據。  

         2. 訂定捐書、募書獎勵標準與敍獎。  

         3. 於每學期結束前於各宿舍區廣播二手教科書回收訊息，對於即將畢  

            業或搬離宿舍之同學，能將不再使用或欲丟棄之二手教科書捐至宿 

            舍回收區。  

         4. 將所募得二手教科書送圖書館列冊管理。  

         5. 提供捐贈者暨募書有功人員名冊給圖書館彙整。 

五、圖書館對於受贈書籍保有處分之權限。 

六、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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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優良圖書館服務教師評選辦法 

編輯小組 

◎本辦法於100年10月18日大葉大學100學年度第1次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ㄧ條  大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本校教師從事圖書館服務，以提高圖書館使用

率，營造書香校園，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 具備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參與優良圖書館服務教師 

之評選〆  

一、發揮教師本身之學科專長， 擔任圖書館學科指導老師， 每週於固  

    定時段駐館，提供同學各項諮詢服務。 

二、帶領學生參加圖書館「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圖書館利用教育」 

    活動，與圖書館合作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圖書館資源。 

三、利用圖書館資源成立讀書會，推動學生閱讀學習風氣。  

四、以學習心得、報告寫作或輔導論文等方式， 帶領學生利用圖書館 

    資源。 

五、擔任圖書館「書香講座」主講教師。  

六、協助圖書館導覽及解說工作，帶領學生認識圖書館。  

七、其他協助或配合圖書館內各項推廣活動。  

    參與圖書館優良服務教師評選，應提出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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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優良圖書館服務教師之評選，由圖書館委員會辦理。  

第四條  優良圖書館服務教師之評選， 每學年辦理一次， 經評選為優良圖書館服務教師

者， 應頒發獎狀一紙， 並予公開表揚， 其服務成果列入本校教師評鑑之績效項

目。 

第五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新進館員介紹 

許恆瑀 

我出生在風景秀麗的東部，家中排行老么，在一個父母疼愛兄姐關心的環境下長大，雖

然生活簡樸但覺得很幸福，從小父母對於教育都採取勉勵的方式，認為一個人的收穫各有不

同。高職尌讀四維高中，畢業後考取南台科大電子工程系，大四期間曾經到學校圖書館做工

讀生，覺得圖書館的工作環境不錯，周遭都是知識的泉源及恬靜的讀書氣息讓我映像深刻。

畢業後服役海巡岸巡單位，服役期間結識不少袍澤，生活過得非常充實及挑戰。 

 

    退伍後在南部一間電子公司上班，不久後的一個機緣下來到了大葉圖書館上班，第一印

象充斥的尌只有悠綠跟西方藝術結合的建築，讓我回想當初曾在大學母校圖書館工讀，回想

的同時大葉圖書館的悠綠著實讓人神怡，讓我覺得大葉學生在這種悠美的求學環境下讀書是

種幸福。圖書館裡的資深館員及主管都非常和藹可親，上班時都很熱心的傾囊相授他們的經

驗，目前於大葉圖書館負責夜間流通、校史室管理及環境系統控制，本著自身的工作經驗及

所學應用，於圖書館上班期間適應良好，當然也歸功於其他資深館員及主管的用心指導，讓

我有幸在這悠美的環境下服務。 

 

    記得在求學階段聽過一句話叫『貧者因書而富々富者因書而貴』，圖書館的工作環境確

實令我嚮往，有這樣的機緣在大葉圖書館服務之外，希望能與大葉圖書館一同學習成長，也

希望大葉學子們善加利用這座寶庫充實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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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讀心情一 

王信忠 

還記得當初剛踏進大葉這塊土地，人生地不熟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建築尌是圖書館。為

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印象，大概尌是它那玻璃製的半弧形屋頂，形狀非常的特殊，頗有雪梨

歌劇院的建築風格，裡面的藏書量也令我非常驚異，數量不輸給其他學校，再加上本校的教

職員、學生，每個月可以薦購三本新書，也使得圖書館更能夠貼近每位讀者的心，符合讀者

對知識的需求。正因為圖書館擁有如此豐沛的資源、服務以及舒適的閱讀空間，這裡便成為

我每天固定報到的地方。 

 

大一時期的我從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圖書館工讀生的一員，當初多虧有建樺大哥

跟凰庭大哥的引薦以及各位館員們的提攜，自己才能從一位志工成為一名工讀生。成為工讀

生主要負責數位組的工作，”數位組”從名字上來看尌是處理跟電腦相關的問題，不過說來

慚愧，自己身為資工系的一員，站在這個崗位上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功力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很感謝大哥們對我這生疏的電腦硬體生手，提供了相當多的指導跟建議。從過去到現在，

將近一年的時間，明顯感覺到自己跟過去比起來有長足的進步，從主動去學習新知、臨場反

應、了解如何去跟別人溝通到處理事情的態度，這些都是在課堂上學習不到的寶貴經驗。 

 

在最後，很感謝各位館員們的提攜跟指導以及其他一起奮鬥的工讀生，豐富了我大學生

活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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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二 

  鍾明修  

    一次的誤打誤撞，尌成為圖書館的工讀生，畢竟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圖書館的工讀生，

以前期中、期末考常常都把圖書館當作休息、K書的地方，待上十幾個小時都不是問題，有

時也頂多翻翻一些小說或者雜誌來打發時間。但自從接任圖書館工讀生後，在這裡學到不少

的東西，也慢慢了解圖書館的許多資源及書刊，更明白資料查詢的方式以及書籍資料的放置，

也時常為找不到書的人或是想找書的人解決他們的困擾，覺得很開心。 

 

    這裡的館員總是充滿耐心及關心的，剛開始打工時很快尌得心應手，而館員們更是不厭

其煩的回答我們工作上的問題，一年多下來也看到圖書館不斷的進步與改變也期待大家多多

利用圖書館的資源，體驗大葉的成長與進步。 

 

 

 

工讀心情三 

張椀喻 

 

    不知不覺我已經大四了，在圖書館工讀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了，第一次到圖書館時尌覺

得圖書館的環境真的相當的安靜跟舒適，想說以後可以常來這裡讀書，沒想到之後可以在這

裡工讀，真的很高興。 

 

    在這段時間裡，我的工作尌是把同學們借的書籍放回書架上、並且把書排序整齊，雖然

這項工作看起來不會很難，但剛開始時總會手忙腳亂，會覺得我到底有沒有把書放對位置，

還有碰到同學問問題時更會緊張的口吃，不過有館員的耐心教導，讓我慢慢的適應這項工作，

到現在已經可以很熟練的上架跟回答問題。 

 

    在大學生活中，工讀是另一種的學習，是在課堂上學不到的經驗，也認識的許多朋友，

很感謝圖書館有給我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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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編輯小組         

 
Q〆您好〆 

   請問校友借書證押金是否能降低，$2,000 押金蠻高的，謝謝。 

 

A〆您好〆 

謝謝您的建議，大葉校友辦理借書證所繳保證金金額是$2,000，最多可借閱  

冊數是 7冊，免手續費，這是參考其他學校作法而訂定，茲列出其他學校校友 

借書相關資料供參考。 

學校 借期 續借 借閱天數 冊數 費用 

中山醫學大學 一年 一次 30天 5 保證金$5,000 元，手續費$100 元 

中國醫藥大學 一年 一次 4週 5 保證金$3,000 元，年費$1,000 元 

中興大學 N/A 一次 30天 5 保證金$2,000 元，工本費$100 元 

中臺科技大學 一年 0次 30天 5 保證金$2,000 元，手續費$100 元 

弘光科技大學 無限期 N/A 15天 8 保證金$2,000 元 

東海大學 一年 一次 30天 3 校友圖書基金$2,500 元，年費

$1,000 元 

逢甲大學 一年 一次 14天 5 不辦理借書年費$1,500元，辦理

借書年費$3,000元 

朝陽科技大學 N/A 三次 15天 10 校友會費$500 元（入會費$100

元，應屆畢業生會費$400 元） 

 

Q〆您好〆 

    關於地下閱覽室門禁，校外人士可否進入或申請，我覺得大葉大學有一個好的讀書環

境，相信對外面來說讀書環境也是好的評價，如果排外尌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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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〆您好〆 

謝謝您對大葉大學的肯定。 

地下自修室實施門禁管制主要是為維護同學安全，開放對象為大葉大學教職員工、學生

及已辦理大葉大學圖書館眷屬借書證及校友借書證者。您可至圖書館 1F以上或管理學院

沐習坊自學中心自修。 

圖書館 1F以上開放時間請參網址 http://lib.dyu.edu.tw/00_opentime.htm 

管理學院沐習坊自學中心開放時間〆週一～五 9:00～21:00（寒、暑假不開放） 

 

Q〆您好〆 

   請問要進入地下閱覽室校友也需要換證件嗎〇到 1F圖書館換證嗎?是否需要繳交使用

費〇 

 

A〆您好〆 

1.校友憑校友借書證刷卡進入地下自修室，不需換證々當您所持校友借書證無法刷卡入館

時，才需換證〆 

     ＊所持證件無法刷卡入館時〆 

       （一）圖書館開館時間〆洽圖書館詢問台辦理。 

       （二）其他時間〆至學校守衛室持大葉大學本人服務證、學生證、眷屬借書證、 

校友借書證換取『大葉大學圖書館地下自修室臨時入館證』（以下簡稱臨 

時入館證）刷卡入館，限當日借還，逾期領回所換證件，本校不負保管之 

責。遺失或損毀臨時入館證，需繳交工本費壹佰元整。 

2.校友借書證辦理，請攜帶本校畢業證書正本、身分證、一吋照片一張及保證金新臺幣貳 

仟元正（退證時會歸還保證金），至流通櫃檯辦理校友借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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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琳瑯 

        編輯小組 

一.分布狀況（以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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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類型 資料數量 小計 百分比 

電子資料 

磁碟（磁片） 21  

649  0.13% 
電子參考書_光碟 285  

電子圖書_光碟 339  

電子書_光碟 1  

電子期刊_光碟 3  

圖書 

博士學位論文（校內） 146  

391,092  79.99% 

參考書 11,830  

圖書 295,881  

學位論文（校外） 2,005  

學生專題報告 7,112  

教師著作 497  

日文書 7,695  

期刊參考書 123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 12  

漫畫 58  

特藏 27  

碩士學位論文（校內） 17,725  

繪本讀物 1,770  

期刊 35,117  

英基文庫 11,094  

輿圖 
輿圖（幅/軸） 567  

569  0.12% 
地球儀（座） 2  

微縮資料 微縮資料 73,871  73,871  15.11% 

靜畫/帄面資料 

藝術作品 4  

103  0.02% 
原件. 複製帄面藝術品 3  

原件. 複製照片（明信片） 36  

教學圖表（色卡, 字卡..） 22  

海報 38  

連續出版品 
期刊（種） 1,346 

1,361  0.28% 
報紙（種） 15  

視聽資料 

CD 唱片 1,250  

21,299  4.36% 

DVD 光碟 3,436  

VCD 光碟 3,835  

多媒體光碟 474  

幻燈片 908  

期刊附件光碟 2,797  

錄影帶 5,309  

錄音帶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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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類別分佈圖（以中西文十大類號歸納之）〆 

  

學門領域 資料數量 

（冊、種、件、卷） 

百分比 

管理類 66,802 14% 

社會類 76,912 12% 

人文類 126,667 29% 

設計/藝術類 40,096 7% 

自然/技術類 177,096 37% 

 

1

2

3

4

5

 

 

 

 

 

 

 

 

 

 

 

 

 

 

 

 

 

 

管理類 14% 

社會類 16% 

人文類 26% 設計/藝術類 8% 

自然/技術類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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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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06 月 01 日至 100 年 11 月 30 日） 

 

2. 

 

 

圖書借閱排行榜（統計時間為 100 年 06 月 01 日至 100 年 11 月 30 日） 

名

次 
書名/作者  

借閱

次數 

1 六弄咖啡館 / 藤井樹 22 

2 幻影戀人/蝴蝶 17 

3 特殊傳說 Ⅱ / 護玄 17 

4 全力兔 第二工程,全力出發篇 / Ikeda, kei 16 

5 腐女子的夙願 / 腐女 16 

6 一個人漂泊的日子. 2 / 高木直子 16 

7 異動之刻Ⅰ / 護玄 15 

8 異動之刻Ⅲ / 護玄 15 

9 冷宮皇后 / 貓小貓 15 

10 特殊傳說 Ⅰ / 護玄 15 

 

 

 



 

21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31 期 

 

圖書館大事紀（100/06/01～100/11/30）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2011/6/4 河南理工大學蒞館參觀。 

2011/6/13 檢送 99學年度第 2學期借書逾期未還名單，請各系所單位協助公告轉知。 

2011/6/20 地下室密集書庫論文盤點（2011/06/20～06/28）。 

2011/6/29 員林國小4年 10班師生暨家長蒞館參加「推動高中職以下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 

2011/6/30 

2011/7/7             

舉辦 99學年度第 9次館務會議。 

館員陳佳幸、謝旻璟參加「因應環境變遷，贏在管理-邁向新時代圖書資訊服務」

研討會。 

2011/7/11 調整暑假期間圖書館地下閱覽室開放時間調整為 08:15～21:00。 

2011/7/12 「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電腦研習營」小朋友 65人蒞館參觀。 

2011/8/1 余館長豐榮卸任，宋館長秀娟尌任。 

2011/8/12 館員詹淑媛、林建樺、吳凰庭調派至電子計算機中心。（人令字第 10000010號）。 

2011/8/15 大陸學生一行 35人蒞館參觀。 

2011/8/30 大一新生蒞館參觀。 

2011/9/9 沐習坊自學中心圖書館還書箱開始起用。 

2011/9/26 舉辦 CEPS（電子期刊）+CETD（學位論文）資料庫/萬方資料庫講習課程。 

2011/9/29 舉辦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JCR Web）講習課程。 

2011/10/1 舉辦圖書館「閱讀〃悅讀」比賽（2011/10/01～12/15）。 

2011/10/1 舉辦圖書館攝影比賽（2011/10/01～11/22）。 

2011/10/3 舉辦卓越計畫專題座談會-生涯規劃與金融保險。 

2011/10/5 舉辦第 1階段二手教科書募集活動（2011/10/05～10/31）。 

2011/10/5 舉辦咖啡書香活動-您借書，圖書館免費請您喝咖啡（2011/10/05～12/21）。 

2011/10/6 舉辦 ScienceDirect on Line（SDOL）講習課程。 

2011/10/13 舉辦 EBSCOhost-BSC + EBSCOhost-ASP 講習課程。 

2011/10/17 舉辦 ScienceDirect on Line（SDOL）講習課程。 

2011/10/18 召開 100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1/10/18 舉辦 SDOL 有獎徵答〆回答問題,請您看賽德克巴萊電影活動（2011/10/18～30）。 

2011/10/20 舉辦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講習課程。 

2011/10/24 舉辦 EBSCOhost-BSC + EBSCOHOST-ASP 講習課程。 

2011/10/25 舉辦 Cambridge 2011 經典淬鍊有獎徵答活動（2011/10/25～12/04）。 

2011/10/27 舉辦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講習課程。 

2011/10/27 圖書館電子書閱讀器（金庸機）借用開始試行。 

2011/10/28 檢送 100學年度各系所圖書、期刊經費分配明細表，請各系提出介購清單。             

http://lib.dyu.edu.tw/00_news/ShowRotateNewsDetail.asp?num=714
http://lib.dyu.edu.tw/00_news/ShowRotateNewsDetail.asp?num=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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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11/15）。 

2011/11/1 舉辦第 2階段二手教科書募集活動（2011/11/01～101/01/31）。 

2011/11/4 館員吳婉真參加「100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圖書館館際合作會議」。 

2011/11/7 

2011/11/9    

舉辦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講習課程。 

館員許恆瑀先生到職。 

2011/11/10 舉辦 AIP Journals 物理相關電子期刊講習課程。 

2011/11/14 舉辦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on the Web（JCR Web）講習課程。 

2011/11/15 舉辦<華藝數位>電子書創意閱讀大賽，ipad2+萬元獎金等你挑戰〈           

（2011/11/15～12/15）。 

2011/11/17 圖書館地下自修室試行門禁管制。 

2011/11/17 舉辦 Emerald Management 講習課程。 

2011/11/17 舉辦卓越計畫-專業證照數位學習帄台有獎徵答活動（2011/11/17～23）。 

2011/11/22 舉辦探索資料無盡藏 擁抱資訊與大獎，有獎徵答活動。（2011/11/22～12/25）。 

2011/11/23 舉辦萬方數據庫有獎徵答活動（2011/11/23～12/31）。 

2011/11/24   舉辦 CEPS（電子期刊）+ CETD（學位論文）資料庫/萬方資料庫講習課程。 

2011/11/25   

 

閉館二天，配合校務評鑑及 100 學年度校慶實施全校大掃除（2011/1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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