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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介紹
施淑寶
Turnitin 創立於 1994 年加州柏克萊大學生醫研究所。系統主要是可以上傳個人論文檔
案，並於幾分鐘之內自動計算出與本文有相似文字(片段)的百分比率，挑出該段內容及可能
的原始出處，可提供研究人員自行偵測其文章的原創性，並有助於提升本校論文的可信度。
Turnitin 所提供的原創性比對來源如下：
1.所有線上有效或過期開放給大眾瀏覽的網頁，如 Google 網頁自 1998 開始收錄至今。
2.超過百萬筆的全文電子出版品，包括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電子雜誌（CrossRef.之下
的出版機構出版品），收錄期刊清單請見
http://www.crossref.org/01company/06publishers.html
3.繁體中文資源：如 Google Scholar、Wikipedia 中文、天下雜誌等。
4.簡體中文資源：如中國期刊網，中國知識，龍源期刊網，萬方數據知識平台。
5.影音教學檔連結：
http://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anW3e4lun-pF0NaOMpM2y9csfJJFVV5q
Turnitin 系統需特別申請帳號:
【教師】需向本館申請個人帳號，請將個人姓名、E-mail 及所屬系別 mail 至
amysh@mail.dyu.edu.tw 信箱， 申請完後將收到系統發送確認信函，請回覆後即可開通。
【學生】需由老師開設課程帳密後，再自行進入申請個人帳號。
【其他】若無任何課程可申請者請洽分機 1539 施小姐。

Turnitin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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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教學專區介紹
陳佳幸
隨著大陸的經濟起飛和對外開放，中國儼然成為世界舞台的重心，也是各國兵家必爭之
地。世界各國人士對華語學習的需求日益迫切，學習華語亦蔚為世界性的學術風尚。
本校國際化的腳步十分快速，除越南、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區的校際交流外，與蒙古、
印度亦有大量的互動與學術交流，境外學生亦將迅速增加。因此，華語教學的重要性與日俱
增。
本校圖書館於 2013 年在三樓特別成立了”華語教學專區”，陳列著近 700 本華語學習
相關書籍，這些都是本校華語教學中心教師們用心挑選，非常適合想學好華語的同學借閱，
該區的圖書，加貼了紅底白字”華語教學專書”的標籤與其他館藏資料作區別。
在專區旁，另闢了華語教師休息室及與同學討論休閒區，希望提供到館的師生有個舒適
的學習環境，歡迎來自遠方的同學多多利用。
(部份文稿摘自華語教學中心網頁)

三樓視聽區入口左側，特設華語教學專區。

精心挑選的華語學習圖書

書標下方加貼「華語教學專書」識別標籤

華語教師休息室及圖書閱覽室

專區旁提供舒適環境，供同學休閒暨閱覽。

累了，可看看窗外綠意盎然的景色。

圖書館三樓華語教學專區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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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圖書館推動學科教師指導服務
聯合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3/07/24
【記者何烱榮大村報導】彰化縣大葉大學圖書館有 50 萬冊藏書，許多學生走進圖書館，宛如
走進書海裡迷失方向，最近推動教師到圖書館服務，指導學生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鼓勵學
生走進圖書館。圖書館館長宋秀娟說，圖書館是學習的場所，更是文化傳承的空間。目前參
與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源的指導教師有 70 名，學校要讓圖書館不只是提供學生讀書、借書
的空間，更希望透過圖書館多元的學習資源，帶領學生感受人文氣息，愛上圖書館、愛上閱
讀。

大葉大學圖書館持續推動教師從事圖書館服務，鼓勵學生走進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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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含笑國畫展 大葉大學圖書館
台灣好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4/01/02
【記者俞榮彰化報導】彰化大葉大學圖書館一樓大廳即日起到 10 日舉辦「人生情緣—張含笑
國畫展」，展出長青大學國畫班學員張含笑的 14 幅創作；張含笑說，丈夫過世後她才開始學
國畫，每一幅畫都和她的生命故事有關，「天長地久」一畫以孔雀象徵夫妻間的情深意濃，
「鹿港燈會」則傳達鹿港媳婦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情感。
現齡 73 歲的張含笑阿嬤表示，先生在民國 96 年病逝，她心情一直很低落，朋友們勸她把心
情寄託到繪畫上，她因此參加了大葉大學的長青大學課程。剛開始學的是油畫，大約 3 年前
才跟隨易映光老師學習國畫。
先生在世時一直很呵護她，所以她創作了「天長地久」這幅國畫，透過枝頭上對看的兩隻孔
雀，表達夫妻之間至死不渝的愛情，為了傳神地描繪出孔雀，她還特別跑去鳳凰谷鳥園觀察
孔雀的外觀。
張含笑指出，她是鹿港媳婦，天后宮就在她婆家附近，2012 年台灣燈會在鹿港盛大舉行，2
兒子帶她回鹿港看了 4 次燈會，她把燈會所見跟印象中的鹿港結合，創作出國畫作品「鹿港
燈會」，表現她對鹿港老家和婆家親人的思念。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宋秀娟說，很高興能幫長青大學的張含笑阿嬤舉辦國畫展，張含笑不僅
擁有「退而不休」的精神，她的國畫作品更是一段段人生情緣的記錄，歡迎大家來大葉大學
圖書館欣賞國畫展，感受藝文的魅力。

大葉大學長青大學學員張含笑用國畫記錄人生情緣，「天長地久」一畫透過孔雀表達夫妻之間的
情深意濃。（記者俞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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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氣校景 讚出大葉第一美
中國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4/1/18
中時生活粉絲團舉辦的「大專校院校園風景網路人氣票選」日昨結束，大葉大學〈Da-Yeh
University〉圖書館前景致得第 1、屏科大靜思湖第 2、文藻外語大學正氣樓第 3。大葉校長武
東星說，學校真的很美，歡迎民眾過年到大葉賞櫻花。
這次校景人氣票選從去年 12 月 31 日到今年 1 月 13 日共進行 14 天，61 所學校參加，超
過全國大專院校的三分之一，按讚投票超過 5 萬 6000 人次，競爭激烈。活動起跑後，屏科大
靜思湖原本一路領先，13 日上午 10 時還贏第 2 名大葉大學約 900 個讚，沒想到大葉急起直
追，在最後 3 小時、晚上 9 時超越屏科大靜思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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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圖書館前景致得 5808 讚，第 1 名。為大葉按讚的人認為「就像在花園裡讀書」、
「大葉人每天都可沐浴在一片綠意盎然中」、「我曾經在這世外桃源待 6 年，太美了，我愛
大葉。」武東星表示，這次票選活動，「大葉學生及校友的向心力讓我感動」。大葉圖書館
外形像一本書，加上前面的緩坡及遊園車，構成一幅美景。
屏科大靜思湖得 5223 票，名列第 2。為屏科大靜思湖按讚的人形容，「美景多到硬碟裝
不下」「屏科大靜思湖不輸日月潭」。屏科大校長古源光說學校有 300 多公頃，保留很多自
然生態，可說是「國家公園級的校園」。
文藻外語大學正氣樓獲 3451 讚，名列第 3。文藻支持者說，
「文藻是心目中最美的土地」。
文藻公關室主任林裕展表示，正氣樓是學校民國 55 年成立時的第一棟樓，是文藻人的共同記
憶。
這次票選 4 到 10 名分別是正修科大海韻之門、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輔大中美堂、靜宜
大學任垣樓、宜蘭大學林蔭大道、暨南國際大學教學大樓、華梵大學阿育王柱等，皆得 1900
個讚以上。
<新聞來源>：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118000887-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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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好書，喝好茶。大葉大學圖書館閱讀送好禮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報導
報導日期：2014/01/20
大葉大學圖書館為鼓勵學生利用圖書館資源和閱讀，推出「閱讀送好禮」集點活動。只
要借書或是捐贈二手教科書，就可以點數兌換下午茶券或午茶杯組。順利換得午茶杯盤組的
學生開心地說，可以用這麼漂亮的杯子喝茶，就算熬夜趕作業也會笑。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宋秀娟表示，為提高圖書借閱率，營造校園讀書風氣，圖書館特別結合
年輕人喜歡的集點換贈品活動，舉辦「閱讀送好禮」活動。學生只要捐贈二手教科書、借書
或是參加圖書館教育推廣活動；學校希望能營造出輕鬆自在的閱讀氛圍，讓學生感受到，來
圖書館閱讀就像喝下午茶一樣愉悅閒適。(2014-01-20 16:17:01 劉文珍)

大葉大學圖書館推出「閱讀送好禮」集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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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際博物館日 大葉大學圖書館展出童樂繪、電子書
台灣導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4/05/14
【記者林碧珠員林報導】響應國際博物館日，大葉大學圖書館舉辦童樂繪、電子書創作展，
展出視傳系師生的十七本繪本、九十本電子書創作，藉以發掘生活小確幸。
展覽由視傳系李淑貞、洪榮澤、易映光、李靖惠四位老師指導，展出進階設計課程作品，
每位學生須設計一本繪本和電子書，讓學生觀摩彼此創意，建立風格，並從中學到故事發想、
圖文整合技巧。
學生何家宇創作的樂巴士繪本，描述原本過單調、重複生活的小女孩，有一天搭巴士掉
進一個坑洞來到另一個世界，看見不同風景。何家宇說，這段巴士奇遇讓故事中的小女孩發
覺生活小確幸，看似平凡的街道，其實有漂亮的花朵、可愛的小貓等美好事物，小女孩因而
變得開朗、快樂，他希望透過故事鼓勵大家發掘生活感動，開心過日子。
館長宋秀娟說，作品富童趣，紙本繪本和電子書各有不同風貌，閱讀同時心情也跟著愉
悅起來，歡迎來大葉圖書館尋找生活中小確幸。

響應國際博物館日，大葉大學圖書館展出童樂繪、電子書作品。（記者林碧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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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圖書館 閱讀送好禮
台灣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4/05/29
【記者周為政員林報導】童話詩人楊喚逝世六十週年，大葉大學圖書館以「童話花園」為主
題，挑選小熊圖案的馬克杯，送給「熊愛讀冊」的學生。
大葉圖書館長宋秀娟說，「閱讀送好禮」，凡向圖書館借書或捐贈二手教科書或參加圖
書館教育推廣活動都能累積點數，集滿三十點兌換兩張八十五度下午茶券，集滿六十點可獲
日本進口的童話系列馬克杯一個。
宋館長說，挑選童話風格的馬克杯，一方面紀念童話詩人楊喚，另一方面象徵「熊愛閱
讀」、「熊愛圖書館」。
學生熊千儀說，她姓熊，對熊有濃濃情感，看到圖書館推出集點換小熊杯子活動非常想
收藏，為蒐集點數，她每個星期都到圖書館借書，參加圖書館活動，不僅換到可愛的小熊杯
子，也從書中吸收好多知識。
學生謝凱淳說，日本進口馬克杯非常有質感，吸引蒐集興趣，大大提高圖書館借閱率，
他說，閱讀送好禮讓他更認識大葉圖書館，不僅書籍種類多，二樓還有繪本區，可說是設藝
學院的寶庫。

大葉大學圖書館舉辦集點送好禮活動，用小熊杯子鼓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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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大葉大學全國高中職「悅讀‧閱讀-攝影比賽」
陳佳幸
為喚起學生閱讀的熱情，本校圖書館舉辦 2014 全國高中職生「悅讀．閱讀－攝影比賽」
活動，記錄最愛的書與人互動的創意聯想，捕捉讓人感動的閱讀姿態，打動沒有時間閱讀的
人。
這次比賽有自北中南東各地共 28 所高中職學校同學參加，邀請校內外共五位學者專家依
據評選標準進行評選，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作品；另外，開放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票數共達
4,471 筆，其中編號 8 號及 38 號作品不僅得到評審佳作的肯定，同時在網路票選活動期間一
路廝殺激烈、不分軒輊，同獲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
在此，特别感謝鼓勵學生參加比賽的崇實高工林老師、明德中學黃老師與蘇澳海事林老
師，以及在網路投票期間所有投入的師生及家長們，謝謝你們的熱情參與和踴躍討論，成就
我們這次的活動。
得獎作品如下，讓我們再給他們按個讚吧！

評選獲獎名單
獎

次

作品編號

姓

名

就讀學校名稱

第一名

10

張予瑄

國立台南家齊女中

第二名

45

郭倢瑛

新北市立石碇高級中學

第三名

01

黃蕾玲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佳作

29

蔡旻軒

新北市私立樹人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佳作

26

許葳

佳作

44

林昱彣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佳作

38

楊皓雲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07

陳玫伶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佳作

30

周妤樺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佳作

31

陸玟卉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佳作

14

許仁耀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佳作

37

陳燕翎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佳作

32

陳廷宜

台中市立惠文高中

佳作

21

何慈恩

臺中市私立嘉陽高級中學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11

佳作

43

洪傑仁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佳作

02

莊筑馨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

08

王靖之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佳作

06

鄭育

佳作

25

林佳佩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進修學校

佳作

28

潘軍言

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佳作

33

陳閔琳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佳作

03

黃詩涵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佳作

04

陳彥蓉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票選獲獎名單
獎

項

作品編號

姓 名

就讀學校名稱

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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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靖之

臺中市私立明德高級中學

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

38

楊皓雲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得獎作品

第一名
張予瑄 國立台南家齊女中

第二名
郭倢瑛 石碇高中

第三名
黃蕾玲 岡山高中

佳作
蔡旻軒 私立樹人家商

佳作
許葳 大明高中

佳作
林昱彣 蘇澳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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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
楊皓雲 北一女中

佳作
陳玫伶 岡山高中

佳作
周妤樺 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佳作
陸玟卉 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佳作
許仁耀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佳作
陳燕翎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佳作
陳廷宜 台中市立惠文高中

佳作
何慈恩 嘉陽高級中學

佳作
洪傑仁 國立蘇澳海事

佳作
莊筑馨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佳作&網路票選最佳人氣獎
王靖之 台中市明德中學

佳作
鄭育 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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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林佳佩 大明高中進修學校

佳作
潘軍言 日新工商

佳作
黃詩涵 明德女中

佳作
陳彥蓉 花蓮女中

佳作
陳閔琳 國立斗六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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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科老師」經驗分享
生物資源學系/賴伯琦老師
走進大葉大學圖書館，彷彿走進一本巨大的圖書中，穿過挑高、寬敞的中庭，踩著中庭
的「鋼琴鍵盤」（地面圖案），自然採光的環境，令人感到身心舒暢！
來到大葉，第一次走進圖書館，就喜歡上這裡的寧靜與明亮。
在二至四樓的書架中隨意瀏覽，盤算著下次要在利用上課的空檔，好好地、仔細地閱讀
館藏。信步走到一流流通台前時，看見在諮詢參考台旁邊有個不起眼的小桌子。好奇心驅使
下，到諮詢參考台請問圖書館美麗的館員小姐，才知道那是「學科老師指導服務」的專屬座
位，而學科教師也是大葉圖書館的一項特色：提供學生有關「論文解析及學生專題研究諮詢」、
「學業諮詢」
、
「生涯規劃諮詢」與「外國留學經驗及升學諮詢」
。當天離開圖書館時，就想；
「自己從英國讀書回來，如果可以讓同學們瞭解英國的學習環境的文化特色，不正可以讓同
學們從我的眼中，看見一個值得旅遊觀光、短期遊學、甚至攻讀學位的海外機會！」
那一年，是我第一年來到大葉大學生物資源學系任教；那一天，是開學後一個炎熱卻帶
著涼風的午後！於是，我從此參與圖書館「學科老師」的指導服務，至今已經整整七年。
在學校，因為上課、研究以及相關的行政協調，總是很難與學生約定一個完整的時段進
行學業討論與生涯諮商，而參與「學科老師」的指導服務後，使自己在時間規劃上可以「空
出」一節課，仔細地與學生進行談話。在七年的「學科老師」指導服務中，大部分的時間是
指導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的研究與論文寫作、大四學生專題研究的規劃與諮商、以及師徒導
生的「談心」時間，只有幾次是其他科系的學生，非常有「勇氣」
（看得出來是鼓起勇氣才走
到「學科老師」服務台前）
、很緬靦地詢問有關生物學相關的問題，包括：轉系（卻不是轉到
生物資源學系）、轉學（通常都會盡力慰留）以及研究所考試的規劃與建議。
但是，有一次，一個外語學院的學生預約「學科老師」的指導時間，讓我印象深刻！那
應該是我擔任「學科老師」的第二年，下學期吧！有一天，接到一個學生的預約。預約當天，
我提早到圖書館「打卡」
。不久，看見一位學生來到「學科老師」服務台前坐下，禮貌問好之
後，害羞地問我，是從英國留學回來的嗎？我覺得蠻訝異的，在簡短介紹自己留學英國的「事
蹟」後，也詢問學生是否考慮到英國留學？
言談之中，知道學生是位外語系大三的學生，計畫隔年畢業後到英國留學，卻不知道英
國的學制與當地生活經費該如何規劃，在圖書館看到我的排班表，到生物資源學系的網頁瀏
覽後，知道我的求學經歷，才鼓起勇，氣預約我的「學科老師」時間。
得知學生的想法與顧慮，那一節的指導時間，我分享我在英國學習的經驗、生活甘苦點
滴以及對英國學制粗淺的瞭解，針對學生希望由大葉歐語系的學習繼續到英國轉讀設計或藝
術深造的想法，提供兩個建議：設計與藝術是屬於技能性強的領域，在英國有不錯的學習環
境，因此，如果是希望在業界發展，那麼可以考慮先讀讀授課碩士班（Master by ta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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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參與業界的實務工作撰寫碩士專題（Master Dissertation），藉由這樣的學習，不僅可以
增加專業的能力，也可適時瞭解並參與業界的發展脈動，才會有不錯的發展；如果是有興趣
從事專業研究，那麼可以直接申請博士班（不需要碩士學位）
，然而，因為攻讀領域的轉換，
除非有好的作品或研究成果，否則，有相關的工作經驗對申請博士班才有關鍵性的幫助，因
此，可以考慮畢業後先在台灣找相關的工作，累積工作經驗，或是到相關的研究單位擔任研
究助理的工作，都會有不錯的加分。
時間就在分享的過程流逝，學生帶著滿意卻仍有徬徨的表情離開。
看著學生離去的背影，我也準備回到教室上課。心中有感動，也有感慨，至今仍記憶猶
新：我相信，那位學生有勇氣到圖書館找我這位素未謀面的「學科老師」
，未來必有不錯的前
程；然而，對自己大學學習成果的惶恐，仍需要一番歷練才能夠自我肯定！
擔任七年的「學科老師」，面對學生課業上、生活上與心情上各式各樣的「疑難雜症」，
在與學生分享自己經驗後，能夠讓學生有些參考與建議，是我最大的樂趣。大葉的學生生性
其實純樸，如果可以經常與師長談談，不論是分享求學經歷或是生涯規劃，乃至自我生命的
期許與發展，都將有脫胎換骨、令人驚豔的成長，那也是我參與「學科老師」最深切的期待！
只是，大葉的學生自信心稍有不足，面對老師的敬畏多於親近老師的勇氣，因此，即使圖書
館設立「學科老師」指導服務的立意良好，但是，如果學生沒有善用這樣的指導服務，也將
使得「學科老師」的服務範圍難以擴大到非任教系所，不僅是老師的遺憾，也是學生的損失。
因此，擔任「學科老師」的我，對大葉學生最大的期望是：
「平常上課時間，當您走進圖書館，不管是欣賞視聽資料、閱讀圖書館藏書或雜誌，也
能抽個空，到『學科老師』服務台前，與老師聊聊天，不僅您將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老師也
可以從與學生的互動中，得到教學相長的快樂！」

學科老師指導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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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一
謝式評
圖書館工讀也兩年了，我是大三上開始在圖書館工讀的。當初被分配到圖書館工讀時其
實還滿害怕的，因為大一大二去過圖書館的次數可能不超過五根手指頭，何況是工作呢，但
好在佳幸姐的耐心教導下慢慢地適應也逐漸地得心應手起來了。
我的工作主要是上架和整理書庫，我覺得這工作還蠻有趣，工作之餘，可以翻翻一些平
常不太會看的書籍，看看書裡一些有趣內容，也能增進自己一些不同想法和知識，偶爾也會
面對到一些找書的同學，一方面培養跟別人的說話方式，另一方面也能順便的幫助到他人，
何樂而不為呢。
即將畢業的我，謝謝圖書館能給我這個機會，學到如何與人相處及做事的態度。

工讀心情二
呂明家
在圖書館打工，學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圖書館的詳細工作內容，當讀者需要借閱時，都
有很多書籍可以選擇，過程中需要經過一些處理才能供讀者借閱，也是因為本身在圖書館工
讀過才得以了解。
圖書館的館員都很親切，細心教導，偶有錯誤的時候，也能給予指正。在圖書館服務，
學到的不只是處理書籍的工作，更學到了怎麼待人處世，還有遇到挫折時，心態的調適，因
為這樣所以期許自己一次比一次更好。
在圖書館服務的日子，有很多事是教科書學不到的，有很多回憶，不管是愉快或負面的
心情，也都在人生上有著一筆相當珍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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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三
林竑宇
在圖書館工讀也有一段時間了，說真的在圖書館這段期間真的學到了很多很多。近來工
讀才知道原來圖書館的書要經過一些手續，才可以擺到架上，讓讀者借閱的，每個過程雖然
看似簡單，但都要經過仔細的處理，並不是那麼的輕鬆。
圖書館的館員對工讀生都蠻照顧的，彼此之間的互動也不錯，有時都會有些有趣的事發
生，而這些事也幫我們在繁雜的工作中，紓解了不少壓力。在打工時，有許多小細節都是自
己該去注意的，一個小環節沒注意到，後面的動作都會影響到。
館員除了教我們平時該做的工作外，在無形中也傳導著待人處世的方式，這個又是另外
一種的收穫了，來圖書館的讀者各式各樣都有，怎樣做才能讓讀者賓至如歸,是件不容易的事，
但也因為這樣，們能學習到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使自己的思想能更成熟，與人相處也能比
較圓滑,，也是在學校課本裡學不到的。
時間過的很快，不知不覺在圖書館工讀的時間也兩年多了，很慶幸當初選擇來圖書館工
讀，才有機會認識各位可愛的館員及不同系的朋友。一份工作的挑戰性高不高，報酬多不多，
並不是那麼重要，但相處的人，卻會深深的影響我，不論在哪裡工作，絕不可以抱著得過且
過的心態，要學會虛心的請教才可以學到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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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Q1：
我借 3 本書，21 日忘記線上續借，結果逾期了，已經無法續借了，因為我把書拿到
新竹看，是否可是用郵寄限時掛號方式把書寄到大葉圖書館歸還，下次回彰化還書，
已經是兩星期後了，而週一寄出，週二圖書館可以收到，這樣罰金要多少，罰金可以
連書一起寄嗎?
A1：
您好：
1.若您於 12/23(一)郵寄所借書籍,則還書日是以寄件日之郵戳為歸還日,因逾期書歸還
有 3 天緩衝期，故 12/21 到期的書於 12/23 歸還是不需繳逾期怠金。
2.圖書館在此提醒您：續借書可在到期日前 3 天辦理線上或臨櫃辦理，故 12/21 到期的書，
您可在 12/19 就辦理續借，若仍有疑問歡迎電洽流通台，謝謝您。

Q2：
您好：
因為我不是彰化縣民，只是在附近工作，所以前陣子致電詢問後，館員表示礙難辦
理借書證，可是貴校距離我工作地點很近，所以如果能夠在圖書館借閱那就真是太方
便了！想請教我該如何辦理借書證呢？謝謝。
A2：
您好：
本館所提供之社區民眾借書證為設籍於彰化縣市年滿十八歲之社區民眾，若您未符
合上述辦證資格，也歡迎您於開館時間至圖書館內閱讀書報雜誌，詳細開放時間請參
考~http://lib.dyu.edu.tw/00_opentime.htm，大葉大學圖書館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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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琳瑯
編輯小組
一. 分布狀況（以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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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資料範圍

資料類型
磁碟(磁片)

電子資料

電子圖書_光碟

348

電子書_光碟

1

電子期刊_光碟

3

圖書

7,712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

微縮資料

靜畫/平面資料

連續出版品

視聽資料

573

0.12%

73,871

15.55%

112

0.02%

986

0.21%

23,714

4.99%

7,788
123
12
933

特藏

29

繪本讀物

78.96%

542

漫畫
碩士學位論文(校內)

375,031

309,153

學生專題報告

期刊參考書

0.14%

12,065
1,984

日文書

660

212

學位論文(校外)
教師著作

百分比

21
287

參考書

輿圖

小計

電子參考書_光碟

博士學位論文(校內)

圖書

資料數量

21,572
1,811

期刊

37,668

英基文庫

11,095

輿圖(幅/軸)

571

地球儀(座)

2

微縮資料

73,871

藝術作品

4

原件. 複製平面藝術品

3

原件. 複製照片(明信片)

36

教學圖表(色卡, 字卡..)

34

海報

39

期刊(種)

971

報紙(種)

15

CD 唱片

1,441

DVD 光碟

4,833

VCD 光碟

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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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光碟

615

幻燈片

908

期刊附件光碟

3,368

錄影帶

5,347

錄音帶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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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23

14%

社會類

79,508

16%

人文類

134,718

26%

設計/藝術類

45,170

9%

自然/技術類

182,500

36%

管理類 14%
自然/技術類 36%
1

社會類 16%

2
3
4
5

人文類 26%
設計/藝術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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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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06 月 01 日至 103 年 05 月 31 日）

130,000
120,000
110,000
100,000
90,000
80,000
70,000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20,000
10,000
使用次數

電子資源名稱

2.圖書借閱排行榜（統計時間為 102 年 06 月 01 日至 103 年 05 月 31 日）
名
次

書名/作者

借閱
次數

1

怪醫黑傑克/手塚治虫

41

2

黑執事/枢やな

34

3

航海王 /尾田榮一郎

31

4

名偵探柯南 / 青山剛昌

31

5

深夜食堂 / 安倍夜郎

31

6

家庭教師 HITMAN REBORN! / 天野明

30

7

銀魂 / 空知英秋

29

8

羅馬浴場 /高木直子

29

9

交響情人夢 = Nodame cantabile/二ノ宮知子

28

10

網球王子 = The prince of tennis / 許斐剛

28

10

新恐怖寵物店 / 秋乃茉莉

28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34 期

圖書館大事紀（102/06/01~103/05/31）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2013/06/05
2013/06/20
2013/06/26

舉辦「卡 EASY 學習護照」公開抽獎活動
召開 101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
員林國小 4 年 14 班蒞館參加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

2013/06/27
2013/07/16
2013/07/23

發布 101 學年度優良圖書館服務教師獲選名單
青年高中師生蒞館參訪
北京科學研習營蒞館參訪

2013/07/24
2013/07/26
2013/08/01
2013/08/05
2013/08/08
2013/09/03
2013/09/12

國家北京官學院蒞館參訪
24 座書架汰舊換新工程啟動
舉辦「Elsevier 電子書好書搶先看」，月月送大獎活動
大陸暑期遊學團蒞館參訪
馬來西亞華仁中學董事會成員蒞館參訪
港澳新生蒞館參訪
舉辦「協助經濟弱勢學生 二手教科書免費送」活動

2013/09/12
2013/09/13
2013/09/25
2013/09/28

舉辦「閱讀 悅讀」比賽：1.借閱率比賽 2.「為愛書寫」閱讀心得比賽
舉辦 PTC 布樣與概念系統「 Image Board 概念設計比賽」
舉辦『udn 誰是借閱王．由你來稱王』電子書免費借閱活動
舉辦「OECD iLibrary 十月線上有獎徵答」 好康等你活動

2013/09/28

舉辦「ScienceDirect 留意鉛中毒-重視兒童發展遲緩問題有獎徵答」活動

2013/10/09

舉辦「卡 EASY 學習護照」集點送好禮：「午茶時光：1.骨瓷午茶杯盤組 2.85
度 C 下午茶兌換券」
舉辦「Cambridge Books Online — 輕鬆 e 指、豐富藏書盡收眼底有獎徵答」活
動
舉辦「Hyread 電子書 月借月開心」活動

2013/10/09
2013/10/09
2013/10/14
2013/10/24
2013/10/29
2013/10/30
2013/10/30

舉辦「HyRead Journal 台灣全文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有獎徵答活動-黃色鴨鴨炫風 ― 停、看、聽 第一波活動
舉辦「Scopus 少喝加糖飲料，遠離身體傷害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2013Research Discovery 線上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Taylor & Francis 有獎徵答」活動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
舉辦「電影欣賞:傲慢與偏見」集點數、抽好書

2013/10/01
2013/10/04

23

2013/11/04
2013/11/13

舉辦看電子書 填問卷 抽獎品
舉辦「電影欣賞:理性與感性」集點數、抽好書

2013/11/14

2013/11/26
2013/12/11
2013/12/13
2013/12/16
2013/12/20
2013/12/21
2013/12/25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館務會議
舉辦「Tea Time×文學講座:李晶菁主講－從《傲慢與偏見》談 19 世紀女性的
愛情觀與自覺」
舉辦「Project MUSE 西文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圓夢心願樹-大葉送幸福」-捐贈儀式暨記者會
舉辦「歡迎來找碴-電子篇」活動
舉辦「圖書館年終祈福：祈福許願卡繫在聖誕樹，美夢一定成真！」
舉辦「人生情緣－張含笑國畫展」
舉辦「歡樂耶誕 歲末團圓：圖書館 2013All Pass 湯圓饗宴」
舉辦「宏觀大葉 世界講堂：許水德開講－全力以赴與轉動生命的水車哲學」

2014/01/31

舉辦「八卦山甲午新春禮讚活動」

2014/02/21

舉辦「ABC-CLIO/Greenwood 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

2014/02/27
2014/03/03
2014/03/03
2014/03/04
2014/03/05

舉辦「TAEBDC 推廣活動 : Emerald 電子書有獎徵答」抽 I-Pad mini
日本北海道室蘭工業大學學生蒞館參訪
湖北中學校長蒞館參訪
舉辦「Scopus 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宏觀大葉 世界講堂：空海大師開講－活出生命的神聖」
舉辦「卡 EASY 學習護照」集點送好禮：「童話花園：1.日本進口童話系列馬
克杯 2.85 度 C 下午茶兌換券」
舉辦「卡 EASY 學習護照」集點送好禮：1.日本進口童話系列馬克杯 2.85 度 C

2013/11/20

2014/03/10
2014/03/10
2014/03/11
2014/03/21
2014/03/24

下午茶兌換券
舉辦 2014 年大葉大學全國高中職生「悅讀閱讀-攝影比賽」活動
舉辦「動動手指借書趣~~Hyread 電子書借書」活動
舉辦「Scopus Wants YOU!尋找 Scopus 達人」，使用心得徵文活動

2014/03/25

舉辦「udn 借閱王．閱讀小確幸 」免費借閱拿好禮活動

2014/03/27

召開 102 學年度第 2 次館務會議

2014/03/27
2014/04/06
2014/04/07

舉辦《打造成功方程式 中西名人大 PK》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牛津 2014 OSO 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食安問題-ScienceDirect 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看韓劇、讀期刊、拿好禮！Taylor & Francis 2014 有獎徵答」活動開始

2014/04/08

2014/04/16
2014/04/21

了！
舉辦華藝【動動腦 抽首爾機票兌換券】 送你前往"星星"的國度!~ 都教授~我
來了
舉辦「電影欣賞:星空」集點數、抽好書
舉辦「童樂繪－繪本暨電子書創作展」

2014/04/22

舉辦動腦知識庫競賽活動「挑戰你的動腦力」，有獎徵答活動

201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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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5
2014/05/08

舉辦「明月來相照－巫月照、巫碧琴母女聯展」
舉辦「Emerald 2014 品牌忠誠度有獎徵答」活動

2014/05/14
2014/05/14
2014/05/20
2014/05/22
2014/05/22

舉辦「CBO 電子書帶你暢遊世界圖書館有獎徵答」活動
舉辦「永遠の宮崎駿－長笛獨奏會」
姊妹校泰國碧武里大學蒞館參訪
致用高中師生蒞館參訪
舉辦 HyRead 電子書「全國大專院校借書王」活動
舉辦「童幻繪本×文學講座:林美琪主講－復活兔 聖誕秀～顛覆傳統，活出精
采人生！」
召開「悅讀閱讀-攝影比賽」評審委員會議

2014/05/28
2014/05/28

END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