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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報導

ProQuest Central 資料庫介紹
施淑寶
ProQuest Central 是目前全球最大，並最完整的跨學科全文研究資源資料庫，集合
ABI/INFORM Complete,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ProQuest Health & Medical Complete 及
ProQuest Psychology Journals 等 30 種 ProQuest 代表性全文資料庫，共收錄近 21,400 種出版物
索摘，其中 16,180 多種為全文，主題涵蓋範圍：商業和經濟、健康、醫療新聞、國際事務、
科學、教育、技術、人文、社會科學、心理學、文學、法律、女性研究...等。
■ 核心學術資源
‧學術期刊：收錄期刊增加至約 10,540 種全文學術期刊。
‧美加博碩士論文：收錄 85,180 多篇全文博碩士論文，主題涵蓋商學、健康醫藥、心理學、
教育等。
‧SSRN Working Papers：收錄 working papers 數量倍增至 164,135 多篇文章。
■ 各研究領域精選學術期刊 (★為獨家收錄) (IF=2013 impact factor)
商學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IF: 6.34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IF:3.594) ★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IF:3.079) ★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IF:1.056)
‧The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isk (IF:0.903) ★
心理學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IF: 14.962) ★
‧Psychological Medicine (IF:5.428) ★
‧Neuropsychology Review (IF: 5.4) ★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IF:4.891) ★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IF: 4.75)
教育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IF: 2.846)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F: 2.717)
‧American Journal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F: 2.409) ★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35 期

公共衛生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IF: 5.478)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F: 5.112)
‧Journal of Food Protection (IF:1.797) ★
‧Perspectives in Public Health (IF:1.035) ★
社會科學
‧Health Affair (IF: 4.321)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F: 3.844) ★
‧Stanford Law Review (IF: 2.887)
醫學
‧Ca :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IF: 162.5) ★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IF: 54.42) ★
‧The Lancet (IF: 39.207) ★
‧Lancet Oncology (IF: 24.725) ★
‧The Lancet Neurology (IF:21.823) ★
應用科學
‧Nature Materials (IF: 36.425) ★
‧Nature Nanotechnology (IF:33.265) ★
‧Nature Chemistry (IF: 23.297) ★
生物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IF: 36.458)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IF: 13.217)
‧Quarterly Reviews of Biophysics (IF: 10.083) ★
‧Plant Cell Reports (IF: 2.936) ★
■ 收錄近 1,000 種全文國際性報紙，獨家收錄之著名報刊如：
‧The New York Times: 1980 to curr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1991 to curr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1984 to curren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1991 to current
‧Guardian: 1992 to current
■ 獨家收錄優質研究資源
‧收錄 85,180 多篇全文博碩士論文：包含商學、心理學、自然科學、保健及教育等主題。
‧ 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國際產業報告：收錄約 6,000 篇 BMI 國際產業報告，涵蓋 110
個國家，43 種產業，區域涵蓋北美、亞太地區、英國、西歐、東歐及南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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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RN Working Papers：收錄 25,000 多篇 Working Papers 之索引連結，可直接連結至 SSRN
摘要，部分文章可下載全文，幫助您掌握商學最新研究趨勢。
‧ 國家情報：
-EIU ViewsWire：收錄 203 個國家或地區，185,000 多篇報導，是深入瞭解各國經濟政治
最新情勢之最佳管道，資料回溯至 2003 年。
-OxResearch：提供 252 國，146 種產業主題之精要報告，內容皆由哈佛、耶魯、牛津大
學及布魯金斯基金會等 1,000 多位專家撰寫，是各國政府、國際機構和企業重要的決策
參考依據。
‧ Hoover’s Company Records：收錄 600 多種產業、42,000 多家上市及非上市公司及 225,000
位企業高階主管的檔案資料。
使用途徑:
1. 大葉大學圖書館首頁常用連結新版電子資源查詢系統(含電子期刊查詢)輸入帳號
密碼(帳號：學生為學號、教職員為服務證號（需為大寫）；密碼：本校教職員工生密碼與校園資訊系
統相同，若忘記密碼請至 http://pwd.dyu.edu.tw/查詢。)請 點 選 上 方 "資 料 庫 "， 請 選 英
文 字 母 "P"， 即 可 選 擇 與 使 用 該 資 料 庫 。
2.掃描 QR Code

輸入帳號密碼請 點 選 上 方 "資 料 庫 "，請 選 英 文 字 母 "P"，

即可選擇與使用該資料庫。

▲ ProQuest Central 資料庫查詢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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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互換借書證
陳佳幸
大葉大學圖書館：第一所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互換借書證之學校
為符合國家社會發展與產業需求，本校 102 年通過教育部增設護理系審查，於 103 學年度
成為彰雲南投地區第一所設置護理系的大學校院，並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產學合作」簽約結
盟，為「護理人力在地化」注入新血。
本館為提供該系及相關領域師生更豐富的資源，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正式與彰化基督教醫
院圖書館簽訂「跨館圖書互借協議書」雙方互換借書證，讀者憑互換之借書證，可至對方館
借書，每枚可借冊數 5 冊，借期 14 天，可續借 1 次。
本校師生持教職員生證至本館流通檯即可辦理彰基借書證，並可利用搭乘大葉往返彰化基
督教醫院(總院)免費就醫專車前往借書，歡迎本校師生多加利用。

▲ 大葉大學護理系學生辦理彰基借書證開心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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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實

大葉大學募教科書學生省很大
聯合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4/10/08
【記者何炯榮/彰化縣報導】
大葉大學圖書館發起「二手教科書傳愛」募書活動，募得 2 千多本教科書，昨天起在圖書
館舉辦「熊幸福．二手教科書展」，讓有需要的學生挑選。
館長何珮琪說，現場準備療癒的熊貓玩偶，要送給前 50 名選用二手書的學生，鼓勵他們
「讀冊熊幸福」
。何珮琪說，大學教科書對經濟弱勢的學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發起二
手書募集活動是為協助經濟弱勢學生取得必備教科書，也讓舊課本再利用，是學長姊的愛心
傳承。二手教科書募集活動發起後獲回響，不但師生熱情捐贈，畢業校友也寄來 20 多本書響
應。書展到本月 27 日止。
會計資訊學系三年級學生江柏儀說，他從大一開始就受到圖書館二手教科書的幫助，很謝
謝學長姊的愛心，讓他省下不少購買課本的錢。鄭姓女學生說，原文書很貴，有了愛心二手
書，讓她減輕很大的經濟壓力，尤其學長姊留下來的書，已畫線提示重點，讓她讀來更輕鬆。
大葉大學圖書館在熊貓玩偶上繫著小卡，寫上鴻海企業董事長郭台銘的勵志語：挑戰困難
的報酬是「每過一關，自己就有更佳的實力」。江柏儀說，看了小卡片，深受感動。

▲ 大葉大學圖書館為家庭經濟弱勢學生發起二手教科書募集活動，讓學生自己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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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圖書館姐姐到員林國小教小朋友圖書分類法
焦點新聞網 報導
報導日期：2014/11/05
【記者黃嘉雯彰化報導】
員林國小舉辦圖書館系列活動，邀請大葉大學圖書館姐姐到學校，為三年級小朋友介紹圖
書分類法等圖書館相關知識。不僅小朋友們反應熱烈，擔任志工的大葉大學生物產業科技學
系大四生魏文心表示，從小她就喜歡到圖書館看書，因為閱讀獲得很多東西。在資訊爆炸的
現在，小朋友常常接觸電子產品，翻閱實體書的機會反而少了，很開心可以透過圖書館教育
推廣的機會，帶領員林國小的小朋友們，學習如何運用圖書館資源，希望小朋友都可以悠遊
在圖書館中，感受書的溫度。很開心自己能把閱讀的美好分享給其他人。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何珮琪補充說，學校圖書館從民國 94 年開始推動「彰化縣高中職以
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
，深受歷年參加學校好評。這學期員林國小主動邀請圖書館到校
教學，圖書館特別培訓了一批圖書館志工種子軍，這些圖書館姐姐很熱情，前前後後到員林
國小服務了 14 個班級，每個班級大概都有 30 名學生左右。相信他們在校外服務的過程中，
不只是把所學分享給別人，自己也得到很多成長與收穫。

▲ 員林國小小朋友和大葉大學圖書館姐姐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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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學科師指導學生圓德國夢
台灣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5/01/23
【記者周為政/員林報導】
大葉大學圖書館推動「學科老師指導服務」，喜歡德國藝術文化的造藝系三年級吳甄甄同
學，受學科老師指導而如願前往德國進行短期文化遊學。
大葉圖書館不只擁有五十一萬冊館藏，更連續十年推動「學科老師指導服務」，提供學生
各種諮詢。造形藝術系三年級吳甄甄同學因喜歡德國藝術與文化，一年級就與歐語系吳萬寶
教授學習德語，吳甄甄說，她姊姊知道她嚮往德國，送她德語課本，她說，得知大葉圖書館
有「學科老師指導服務」
，她就帶著課本請吳萬寶教授教她德文，教授馬上答應，從此每週一
次學習德語。吳甄甄說，教授除教發音、文法外，也分享留學德國點滴，讓她越感興趣，立
下畢業後去德國進修金工藝術志願。吳甄甄說，去年暑假，教授帶領十六名學生到德國特里
爾大學學習德語，認識德國文化，讓她一圓德國夢。吳萬寶教授說，學科老師指導服務是開
放的，只要願意來，什麼問題都可問。他說，吳甄甄很主動，雖然一週只有一小時課程，但
兩年多來不曾間斷，發音比一週學習十小時的一年級學生還好。
館長何珮琪說，圖書館不只是讀書空間，也可以在圖書館與老師進行課業交流，何館長說，
十年來，圖書館學科老師已服務二八三六人次，目前有近四十位老師義務擔任，歡迎學生多
運用。

▲ 大葉造藝系吳甄甄同學(右)，接受歐語系吳萬寶教授(左)
義務指導二年半後，如願前往德國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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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圖書館 外籍人士可借
台灣導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5/03/03
【記者林碧珠/員林報導】
不藏私的大葉大學圖書館放寬借書地區限制，即日起開放給在台灣工作的外籍人士借書，
只要年滿十八歲以上的外國朋友都可憑證明文件申辦借書證。
如願辦妥借書證的越南國家范德泉說，大葉借書證讓他增進不少知識，強化工作能力，他
說，八年前到台灣高雄讀書，從模具工程研究所畢業後來到彰化從事模具研發工作。范德泉
說，模具設計須使用 3D 繪圖軟體，但軟體不斷更新，需要不斷學習，乃決定到租處鄰近的大
葉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范德泉說，第一次走進大葉，綠意盎然的校園和清新空氣讓他留下
很好印象，他說，大葉圖書館環境優美，藏書豐富，提供優質閱覽環境，且有影片外借，對
在異鄉謀職的他有很大幫助，因此希望能辦妥借書證，將相關資料借回參考。范德泉敬佩大
葉圖書館不藏私，在他申請後就積極處理，讓他順利拿到借書證，他強調，大葉圖書資源將
是他在台灣工作的資料後盾。
館長何珮琪說，大葉紙本圖書超過五十萬冊，為回饋鄉里，民國九十七年起開放設籍彰化
縣民眾辦理借書證，免年費，只收取保證金，一般圖書和視聽資料都能外借。何館長說，基
於資源共享理念，大葉圖書館放寬借書證申請規定，來台工作或落腳或定居的外籍人士，皆
可憑居留證或護照辦理，借閱最多五冊，期限三十天，歡迎大家多多使用大葉藏書資源。

▲ 大葉大學圖書館放寬借書地區限制，讓在台灣工作的
越南籍青年范德泉（中）借到需要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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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圖書館借書送玫瑰花
台灣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5/04/24
【記者周為政/員林報導】
世界書香日，國外有互贈「書籍和玫瑰」的傳統，大葉大學圖書館送玫瑰花給借三本書以
上的師生。
大葉圖書館長何珮琪說，西班牙有「騎士屠龍，龍血孳生玫瑰」的傳說，英勇騎士從巨龍
口中救下公主，龍血流過的草地紛紛長出玫瑰花，騎士摘下嬌美玫瑰花送給公主，公主回贈
象徵智慧和力量的書籍。每年四月二十三日聖喬治屠龍紀念日，西班牙都互贈書籍和玫瑰，
這一天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為「世界書香日」
。何館長說，四月二十三日也是大文豪莎士
比亞生日和唐吉訶德一書作者賽凡提斯逝世紀念日，為鼓勵學生響應世界書香日「書籍和玫
瑰」傳統，圖書館準備一二○支玫瑰花，讓借閱三本書的師生體驗智慧與浪漫的邂逅。
觀光旅遊系一年級的李妘羚說，世界書香日收到玫瑰花感覺很驚喜，以後她當導遊一定會
把聖喬治屠龍的西班牙傳說與遊客分享。

▲ 世界書香日，大葉大學圖書館送玫瑰花給借三本書以上的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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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學子愛的短箋 寫下對媽媽的愛
民眾日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5/05/06
【本報記者廖慶龍/大村報導】
迎接母親節，大葉大學圖書館舉辦「愛的短箋」活動，學生可向圖書館服務台索取愛的短
箋明信片，寫下說不出口的感謝，再由圖書館幫大家郵寄給媽媽。
從香港到台灣求學的造形藝術學系大一生鄧婉暉說，和家人分隔兩地快一年了，她想告訴
媽媽，謝謝媽媽從小到大的照顧，在台灣唸藝術的時光很開心，雖然彼此有著各自的生活，
但大家都在同一個天空下，她長大了，會照顧自己。爸媽剛好飛來台灣看她，她把寫好的明
信片拿給父母看，媽媽覺得很感動，直問回香港什麼時候會收到。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二年級的鄭心華表示，從小父母離異，自她有印象以來，媽媽總是
不斷為家庭付出，以前她會擔心媽媽太累、太辛苦，現在看到叔叔對媽媽很好，她就放心了。
她想告訴媽媽和外婆，也許現在的她不是最理想的樣子，但愛家人的心始終沒有變過。
從貴州六盤水師範學院到台灣當交換學生的江月認為，大陸也有類似的活動，離鄉求學後
更能感受到用文字表達情感的意義。她寫明信片跟家人報平安，同時祝媽媽母親節快樂。
圖書館館長何珮琪強調，文字書寫的情感是高科技電子產品無法取代的，配合母親節，圖
書館特別準備了「愛的短箋」
，讓學生寫下對媽媽的心意，再由圖書館幫他們把寸草春暉之情
郵寄回家。為了鼓勵學生踴躍寫出對母親的感謝，圖書館也從三百多張中選出 16 張優秀作
品，贈予作者獎金、禮物。

▲大葉學子「愛的短箋」 寫下對媽媽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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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

工讀心情一
廖逸涵
也許是一種緣分，讓大一時踏入圖書館後就沒再光臨的我有機會在圖書館工讀，而這個緣
分，讓我一待就是半年。館長與館員們都很親切，也很熱心的指導我，看到我在操作上有困
難或錯誤時，會提醒並帶著我從頭一步一步操作，對我提出的問題也會仔細的解答。
我負責的工作有長時間都是與同學接觸，不僅訓練我的細心度、反應力、觀察能力、面臨
錯誤與挫折時的抗壓力及自信心，讓我在面對不熟識的人時，也能面帶微笑與之交談而不害
臊，這些經驗對即將步入社會的我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在圖書館工讀的時間不長，但學到的事情卻比課本上教得更實際。也為我即將劃下休
止符的大學生活添增一筆故事。

工讀心情二
鐘乙富
今年大四了，在即將到來的畢業季，想想在圖書館工讀的日子也快三年了，在這期間我學
到了很多東西，從一開始手忙腳亂什麼都不懂，到現在可以得心應手的享受這份工作，同時
認識了各位親切的館員，還有大葉大學的同學們。
在工作上有館員各項指導協助與關心，給予我遇到難題時正確解題，在犯錯時即時矯正，
也學習到面對讀者問題時的問答應對，學習到待人處世的道理，學習到好多好多書本裡所沒
有的寶貴經驗。
最後衷心感謝圖書館的每一位館員，讓我有機會成為圖書館的一份子，圖書館因為有妳
們，這份工作才變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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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三
陳毓潔
圖書館的工作看起來並沒有很吸引人，每天都重複做著相同的動作。本以為這是一個很
枯燥的工作，但是看到館員的態度後讓我感到十分慚愧，因為他們每天都再想如何做得更好？
哪裡還可以改進？我才發現原來這才是工作啊！

看似很簡單的一個工作，但是卻有大大學問。記得有個老師跟我說過：
「每個工作最好都
要有紀錄、明確的工作、責任區分，不光是培訓新人時可以減少花費時間，且能夠更清楚的
釐清這是誰的責任，這是做人資的基本」
。來到圖書館工讀這段時間，我非常的認同老師這句
話，圖書館的工讀生所要做的工作內容、步驟、方法…等等，都有明確的紀錄，這真的是值
得學習的地方。

讀者園地

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Q1：您好，我前幾天有查到館內有金控迷霧和內線國度這幾本書，但是在架上一直找不到，
是網站查詢有誤嗎?還是書沒歸位呢？謝謝！
A1：您好：查找所提兩本書，其索書號為 857.7/4464-A1 V2 及 857.7/4464-A，皆在 4 樓中文
書區，架號 97 書架，插標範圍為 857.7/4461~4465，並未有誤。
請您至該書架取書，或洽一樓參考台，由館員陪同處理，非常歡迎您至館借閱，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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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請問逾期金未歸還，但書已全數歸還，在新學習後，罰金還是要全數繳完才能借書嗎?
A2：同學您好：是的，逾期怠金需全數繳清才能再借書。每冊怠金以新臺幣貳佰元為上限，
或該書定價低於新臺幣貳佰元，則以該書定價為上限。若仍有疑問，歡迎電洽圖書館流
通台：(04)8511-888 轉 1532。謝謝！

統計檔案

館藏琳瑯
編輯小組
一.分布狀況（以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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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資料

圖書

資料類型

資料數量

磁碟(磁片)

21

電子參考書_光碟

287

電子圖書_光碟

349

電子書_光碟

1

電子期刊_光碟

3

博士學位論文(校內)

276

參考書

12,084

圖書

312,769

學位論文(校外)

1,986

學生專題報告

7,711

教師著作

550

日文書

7,847

期刊參考書

123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

12

漫畫

998

特藏

29

碩士學位論文(校內)

23,130

繪本讀物

1,833

期刊

38,598

小計

百分比

661

0.13%

419,041

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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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圖
微縮資料

靜畫/平面資料

連續出版品

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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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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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期刊(種)

982

報紙(種)

15

CD 唱片

1,447

DVD 光碟

5,331

VCD 光碟

3,914

多媒體光碟

617

幻燈片

908

期刊附件光碟

3,602

錄影帶

5,347

錄音帶

3,289

▲資料類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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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0.11%

73,871

14.21%

179

0.03%

997

0.19%

24,455

4.7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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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71

14%

社會類

85,860

17%

人文類

130,650

25%

設計/藝術類

46,197

9%

自然/技術類

182,306

35%

▲資料類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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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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06 月 01 日至 104 年 05 月 31 日）
使用次數
270,000
240,000
210,000
180,000
150,000
120,000

90,000
60,000
30,000
-

電子資源名稱

▲最受歡迎電子資料庫排行榜

2.圖書借閱排行榜（統計時間為 103 年 06 月 01 日至 104 年 05 月 31 日）
名次

書名/作者

借閱次數

1

上仙/貓邏

21

2

燕侯君/蝴蝶

20

3

笨蛋，測驗，召喚獸/井上堅二

19

4

蜂舞 / 貓邏

18

5

文學少女:渴求真愛的幽靈/野村美月

17

6

渡客/護玄

17

7

39 吾命騎士/御我

17

8

殺手，迴光返照的命運/九把刀

17

9

異語/蝴蝶

16

10

這個編輯有點怪/蝴蝶

16

▲圖書借閱排行榜

館務鴻爪

圖書館大事紀（2014/06/01~2015/05/31）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2014/07/01

建置新的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

2014/09/19

啟用「圖書館讀者權益聲明書」簽署

2014/10/01

103 學年度上學期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共 33 場，1,179 人(圖書函字
第 1030000958 號)
103 學年度上學期舉辦「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共 71 場，2,887 人次參與(圖
書函字第 1030000917 號)

2014/10/01
2014/10/29

召開大葉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4/09/29

舉辦「熊幸福─二手教科書展

2014/10/01

舉辦「卡 EASY 學習護照」集點送好禮活動

2014/10/06

舉辦「開學好手氣-好運對對碰」活動

2014/10/06

舉辦「圖書館尋寶/闖關」活動

2014/10/08

舉辦「閱讀的苦澀與甘甜」活動

2014/10/20

第 86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大葉大學教職員生申請「中部大學圖書館聯盟借
書證」辦法、大葉大學提高圖書館使用率實施要點、以及大葉大學提供彰化
縣國小以上學校教師申請大葉大學圖書館借書證辦法等部分條文修正案

2014/10/27

圖書館 WiFi 升級完成，提升圖書館資訊品質

2014/11/17

舉辦「歡迎來找碴-紙本篇」活動

2014/12/01

為配合教職員工生校園資訊系統帳密統一，圖書館系統已轉換完成

2014/12/08

校慶暨圖書館週活動：美夢成真-許願活動

2014/12/15

校慶暨圖書館週活動：書香共享-好書相送

2014/12/20

校慶暨圖書館週活動：雙笛齊鳴慶大葉

2014/12/20

校慶暨圖書館週活動：ALL PASS 湯圓

2014/12/25

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圖書館簽訂「跨館圖書互借」協議書

2014/12/31

卡 EASY 集點期末抽獎活動

2015/02/04

辦公室空間異動完成

2015/02/25

103 學年度下學期舉辦「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共 24 場，807 人次參與(圖
書函字第 1040000162 號)

2015/03/01

舉辦「二手教科書免費送」活動

2015/03/11

舉辦「閱讀的苦澀與甘甜」活動

2015/03/12

103 學年度下學期舉辦「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共 3 場，110 人(圖書函字第
1040000161 號)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2015/03/12

舉辦「白色情人節-巧克力送給你」活動

2015/03/18

舉辦「悠遊書香樂園」活動

2015/04/09

進行 2015 大葉大學圖書館服務品質問卷調查

2015/04/09

新增掃描器 3 台

2015/04/20

舉辦「愛的短箋」活動

2015/04/23

舉辦「世界書香日」活動

2015/05/18

舉辦「歡迎來找碴-電子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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