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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host - Business Source Elite (BSE) 資料庫介紹 

詹淑媛 

EBSCOhost 為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 公司於 1994 年所發展之線上資料

庫檢索介面系統，主要提供綜合學科、商管財經、生物、醫學護理、人文歷史、法

律、觀光、旅館經營管理等電子全文及索摘資料庫。  

圖書館 2016 年新訂 EBSCOhost - Business Source Elite (BSE) 為商管財經類全

文資料庫，本資料庫包含之主題涵蓋商業相關領域之議題，如金融、銀行、國際貿

易、商業管理、市場行銷、投資報告、商業理論與實務、房地產、產業報導、電腦、

經濟學、企業經營、財務金融、能源管理、資訊管理、知識管理、工業工程管理、

保險、法律、稅收等。收錄自 1985 年至今全文期刊，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Harvard Business Review，Journal of Marketing 等期刊。有

5,109種期刊之索引及摘要，其中1,097種的期刊有全文資料；Peer-reviewed 全文期刊則約 500 

種。  

使用途徑： 

大葉大學圖書館首頁常用連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含電子期刊查詢) 輸入帳號、密碼

先點選上方"電子資料庫"，請選英文字母"E"，即可選擇與使用該資料庫。 

 

▲EBSCOhost - Business Source Elite (BSE) 資料庫畫面 

 

消息報導 



 

3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36 期 

 

Turnitin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詹淑媛 

Turnitin 是一套可以幫助寫作者與評論者的系統，系統功能有：論文或是作業原創性的

審查、線上作業評分和同儕評論，可節省教師時間，並提供反饋給學生。教師可使用 Turnitin

來管理學生作業的提交、追踪和評估學生作業。  

圖書館訂購Turnitin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每學期定期轉入專任教師帳號，學生端則

由教師自行管理。在系統管理有下列事項，請師生配合辦理： 

1. 請以學校Email為帳號，勿使用校外信箱，非本校Email一律刪除帳號。 

2. 為管控學生數，請教師每學期開課，並設定課程截止日期(同每學期之論文繳交截止

日)。 

3. 教師不用刪除學生帳號，課程截止，學生即停權。 

提醒不要讓上傳的文稿被儲存至Turnitin比對的來源內，一旦儲存至Turnitin，之後的文稿

都會比對到您所上傳的文稿檔案，請依照下述方法設定：  

1. 新增作業時，進階設定「提交文稿至」選擇「無儲存庫」，此選項只儲存上傳的文

稿在自己的帳戶資料夾中，其他人無法比對到您所上傳的文稿檔案。  

2. 不要使用「快速提交」的功能，因為快速提交預設值為儲存文稿至Turnitin比對來源

資料庫內。 

請師生注意系統使用上的限制有： 

1. 上傳檔案格式：Microsoft Word、Excel、PowerPoin、WordPerfect、 PostScript、PDF、

HTML、RTF、OpenOffice、Hangul、Google Docs和純文字檔。 

2. 文件檔案大小限制：40MB。 

3. 圖檔無法比對。 

4. 每次上傳的文稿，會有不同的文稿代碼，請牢記此編號，以便未來查詢使用。 

更多詳細資訊請參考相關網頁，使用途徑： 

大葉大學圖書館首頁常用連結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Turnitin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畫面 



 

小學生參觀大學圖書館 圖書教育向下扎根 

台灣立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5/07/03 

【記者劉仲書報導】 

擔任員林國小中年級導師的許明仁，每逢學期課程結束，就會帶領學生參訪附近車程 15

分鐘的大葉大學圖書館，學習如何運用圖書館資源，至今已邁入第十年。而大葉推動的「圖

書館利用教育活動」，除了歡迎中小學到圖書館參觀，也安排課程介紹圖書分類、資料類型、

如何蒐集與利用，讓圖書館教育向下紮根。 

「十年前得知大葉大學圖書館有導覽課程，馬上就提出申請。」許明仁老師說，第一次

的圖書館參觀活動十分成功。 

小朋友們初次看到這麼大的圖書館都很興奮，大葉圖書館用心安排的活動，讓小朋友可

以憑自己的力量找到書，對孩子們來說是很難得的經驗。 

員林國小學生張雅棠說，這是第一次來大葉大學，圖書館的大姐姐和阿姨先介紹圖書館提供

哪些服務，並教大家如何用電腦查書，並讓他們實際找一次書，感覺很新鮮很有趣，學到很

多新知識。學生林均嶧則說，圖書館的繪本區有好多故事書，他以後要常常來。 

「教育是國家的根本，閱讀則是教育之本。」圖書館館長何珮琪表示，希望透過圖書館

利用教育活動，協助小學生認識圖書館、親近圖書館，進而培養他們圖書館利用的能力與閱

讀習慣。 

 

 

 

 

 

 

 

 

 

 

 

 

 

▲員林國小四年級學生參訪圖書館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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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閱讀 圖書館送宇宙瓶 

大紀元 報導 

報導日期：2015/10/14 

【記者郭益昌報導】 

國外流行自製「宇宙瓶」，模擬將太空一手掌握在手中，大葉大學也製作一批宇宙瓶當

新生來館禮，鼓勵學生善用圖書資源。館方表示，只要新生入館借閱第一本書，即可獲得星

空璀璨的宇宙瓶，限量 30 瓶，活動首日反應熱烈，立即索取一空，預計加碼推出。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何珮琪表示，棉花、亮粉、顏料、玻璃瓶等材料製成的「宇宙瓶」，

在國外非常流行，圖書館為歡迎首次入館的新生，同時鼓勵學生透過館內服務資源，創造屬

於自己的宇宙，特別自製「宇宙瓶」，讓學生收藏瓶裝璀璨宇宙，蘊藏大學生活繽紛的夢想。 

造形藝術學系一年級洪翊竣說，他曾在網路看到「宇宙瓶」的圖片跟影片，非常漂亮，在台

灣並沒有看過成品，很開心學校圖書館推出贈送活動，為了擁有這個裝滿星空的玻璃瓶，他

一到學校就趕快到圖書館借書。 

何珮琪說，由於活動反應熱烈，限量 30 瓶在推出首日就全數贈送完畢。目前加碼計劃

將推出第二波宇宙瓶活動，免費提供材料、開班教學，讓有興趣的學生都能親手製作屬於自

己的瓶中星空。 

 

 

 

▲圖書館推出新生借書送宇宙瓶活動，鼓勵學生踴躍閱讀 

 



大葉報廢書櫃 贈他校再利用 

自由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5/12/04 

【記者顏宏駿報導】 

私立大葉大學圖書館空間運用調整，報廢四十六架功能完整的實木書櫃，校方鑑於資源

回收、再利用的原則，已將這批書櫃再加以整理，將會送給附近的學校跟托兒所。 

受贈的學校分別有村上國小、大村國中及大村鄉立擺塘托兒所等校， 大村國中總務主

任劉承恩說大村國中近期規劃新教室需要書櫃的燃眉之急，讓大村國中能夠順利擴充新教室

的資源。學校以身作則，透過資源再利用的方式彼此互助，更能讓學生感受到珍惜用物、無

私共享的精神。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何珮琪說，為服務廣大讀者需求，圖書館近日進行內部調整，此次

報廢的書櫃，結構相當安全堅固，經過整理更加美觀，讓資源能繼續被運用，這是最好的環

保教育。 

 

 

 

 

▲大葉大學捐再生書櫃給村上國小、大村國中及大村鄉立擺塘托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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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慶耶誕 傳遞正能量 

工商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5/12/26 

【記者許俊揚報導】 

 大葉大學圖書館為歡慶耶誕節，今年特別裝置綁滿紅色祝福紙條的耶誕樹。每張紙條都

有來自館藏書目節選的經典名言，學生可以取下一張祝福紙條，作為自我勉勵與突破的能量。 

空間設計學系一年級學生謝幼潔表示，在圖書館看見綁滿紅紙條的耶誕樹，覺得很驚

喜。她是基督徒，今年第一次沒有在家過耶誕節，謝謝學校舉辦這樣祈福活動。她從耶誕樹

取下的祝福是莎士比亞的「只需一陣烈風就能把烏雲吹散；並不是每塊烏雲都能引起一場風

暴」，讓她更有信心完成挑戰。 

圖書館館長何珮琪指出，期盼今年圖書館的「洪福」耶誕樹，帶給學生不一樣的祝福。

圖書館同仁特別收集百冊名言佳句，同時引用日本祈福紙條與英國敲木頭去霉運的概念，打

造風格獨具的紙條耶誕樹。為鼓勵學生開卷有益，每張紙條上都有名言與出處，可作為座右

銘留念，還能借閱館藏書籍，除了為學生帶來更多勇往直前的能量外，更引導學生了解生命

的力量來自於閱讀。 

祝福紙條按台灣習俗選用喜氣的紅色製成，搭配綠樹形塑鮮明的對比，吸引許多學生駐

足。此外，英國有敲木頭去霉運的傳統，耶誕樹前也放置了木槌與木座，讓學生透過敲打木

頭儀式，拋除過去陋習、期許全新的開始。 

 

 

 

 

 

 

 

 

▲大葉大學圖書館歡慶耶誕節，推出綁滿紅色祝福紙條的耶誕樹 

 

 



鼓勵閱讀 大葉推限量版造型金屬書籤 

聯合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6/02/29 

【記者凌筠婷報導】  

大葉大學圖書館為鼓勵大眾培養閱讀習慣，並加深外界對大葉大學與圖書館的印象，特

別打造「金色校徽」及「銀色館徽」造型的典藏金屬書籤，3 月 1 日起贈送給前 100 位入館

借書的讀者，歡迎民眾到大葉大學借書，將限量書籤帶回家收藏。  

圖書館館長何珮琪表示，圖書館特別選用校徽及館徽造型，設計成金屬書籤，套入卡片

形式的學校簡介中，卡片以大葉大學校門外觀素描線條呈現，「金色校徽」及「銀色館徽」造

型書籤夾在其中，營造猶如邀請卡般的隆重感。 

 

 

 

 

 

 

 

 

 

 

 

 

 

 

 

 

 

 

 

 

 

 

▲大葉大學設計限量金屬造型書籤，免費 100 份贈送大葉大學圖書館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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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訪大葉 圖書館攜手電機系帶領大孩子「玩光弄影」 

新頭殼 報導 

報導日期：2016/03/08 

甫獲內政部 2015 年智慧綠建築肯定的大葉大學圖書館，致力推行節能智慧照明，今年

更獲經濟部能源局「大學校院圖書館智慧照明研究示範計畫」指定場域與補助。圖書館特別

與電機工程學系攜手推出「玩光弄影學習營」，從體驗 LED 燈製作，讓年輕學子了解光影原

理、強化節能環保觀念。 

大葉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張仁聰老師帶領學生動手做個人專屬 LED 燈，張老師指出，光

與電是人類生活必需的能源，藉著有趣的 DIY，讓學生了解光電與色溫概念，進而對專業課

程感到興趣。無論所學領域是工科、商科或是設計科，都會運用到光的原理，透過簡易電路

板，不僅讓來訪高中生動手創作屬於自己喜歡的燈飾，更希望將節能、省能、愛護地球的觀

念，傳遞給下一代年輕學子。 

帶領學生來訪的大甲高中輔導主任高佑仁表示，感謝大葉大學圖書館何珮琪館長的邀

請，讓高中學生有機會參與寓教於樂的大學校院光電課程。他說現在的圖書館不只是一座書

庫，還能透過學識整合連結其他系所專業，讓活動學習更加有意義，就像一座有心跳的藏書

閣。 致用高中三年級學生張文政說，這次的校外參觀有別以往，不僅進階學到大學專業知識，

獲得節能減碳設計的啟發，還能創作自己喜歡的 LED 燈飾，感覺很新鮮，他製作了象徵勝利

的數字 2，希望自己升學順利。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何珮琪說，大葉大學圖書館不只是全校師生的資料庫，更是歡迎各

界造訪運用的學識庫，希望透過圖書館作為示範場域，希望更多人能夠體會新世紀能源節約

的重要性。此次特別與校內光電相關的電機工程學系攜手合作，推出「玩光弄影學習營」活

動，透過有趣的創意照明體驗，將節能減碳深植新生代，同時也發揮圖書館整合力量，推廣

大葉大學優質的專業學系。目前已舉辦大甲高中、致用高中、彰興國中三個場次，反映熱烈，

服務超過 300 人次。 

 
▲「玩光弄影學習營」學生反應熱烈 

 



世界書香日 借書就送玫瑰花 

台灣導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6/04/23 

【記者 林碧珠報導】 

世界書香日，大葉大學圖書館送玫瑰花給愛書人，凡借閱三本書就獲贈一朵鮮花，另外，

捐三張發票就送一朵手作玫瑰花，館長何珮琪說，愛心發票將捐給家扶。 

響應四二三世界書香日，大葉圖書館準備一百朵玫瑰花，借閱三本書就送一朵，另外，

還同步推出愛有您，花不凋零，凡捐三張發票就贈送一朵手作玫瑰，愛心發票將全數捐給彰

化家扶。 

館長何珮琪表示，世界書香日源自西班牙騎士屠龍，龍血孳生玫瑰傳說，每年 4 月 23

日這天，西班牙人以互贈書籍和玫瑰表示心意。 

何館長說，為鼓勵閱讀，圖書館送玫瑰花給愛書師生或社區民眾，希望世界書香日傳遞

大葉人愛心。不少師生得知圖書館募發票捐家扶，乃將錢包裡的發票捐出來，短短一天就超

過三百張。 

 

 

 

 

 

 

 

 

 

 

 

 

 

 

 

 

 

 

 

 

▲世界書香日，大葉圖書館送玫瑰花給愛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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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新鮮夥伴 

陳君怡 

我的名字叫陳君怡，畢業於員林高中及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員林

人，但我從來沒來過大葉大學。 

第一次到大葉大學是為此工作面試的時候，帶著緊張的心情搭乘員林客運，窗外陽光灑

落的大葉大學給我一種親切又端莊的美麗，先是山腳路林立的店家，是因大葉大學而活潑繁

榮的商圈，轉彎上學府路，兩排綠樹林立，眼光放遠還可看到兩側綠意的山頭，雖然在車子

內，但彷彿已有呼吸到新鮮空氣的暢快了，到大門時覺得端莊，而旁邊蓮花、睡蓮盛開的小

公園卻替大葉門口染上另一層可愛的風采，過了守衛室，兩側的橘黃的金針花綻放，似乎在

對賓客微笑歡迎，無不可愛，下車後來到學生活動繁榮的小廣場，有社團、學系，分別傳遞

他們的理念或呈現他們的成果，漫步在小葉欖仁樹蔭交織而成的綠色隧道，耀眼的陽光被綠

葉切割成光束，陣陣微風吹來，光影搖擺，穿過綠色隧道後一個美麗的前院，震撼了我，有

瀑布池畔及沿著瀑布旋繞的樓梯，兩側有綠樹及草皮相伴的小徑，學生嘻笑著走進大樓學習。 

最後我來到圖書館，他的建築外觀特別，可以看出設計者的用心，旁邊的立牌說明原來

它是綠能建築，奇特的外型是為了蒐集雨水及室溫協調，入內後，一到四樓打通的中庭、群

書環繞著我，說不出的震撼與感動，這正是圖書館能給讀者最極致的氛圍。而後與氣質又親

切的館長、館員面試，發現她們都像是沉著的檀木，有著內斂的專業卻用活潑幽默的芬芳感

染著我，面談完後走出位於山腰的圖書館，赫然看到遼闊的員林市景，多麼心曠神怡，搭車

客運離開校園的我，覺得這一切猶如夢境，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自己擁有了一個美麗的早晨。 

很幸運地，我取得可以每天沐浸在美麗校園及怡然適學氛圍的門票，衷心感謝。工作後

我更覺得自己幸運，長官親切且有準則，接任的任務在前一任工作者手中維繫得很好，且交

接無不傳授，同事們都很照顧、教導且相互幫助，工讀生也都認真、乖巧、肯學、肯做，於

讀者上，我發現老師們都抱有赤子之心，熱衷學習研究且熱心教學，並協助圖書館提供服務，

而同學們也喜歡學習，如借書、做作業、討論報告、讀書、請教老師及館員等，且館員與讀

者間的關係也都很好，同時也時常舉辦推廣活動，教導指引讀者更深入的使用圖書館這大資

源，讓大葉大學圖書館跳脫圖書館既有的形象，活潑地提供許多資源，舉辦活動拉近讀者與

圖書館的關係，更成功的輔助學生學習、老師研究，看著活動中館員、學生們熱誠的微笑，

我心想這就是圖書館的最高境界吧！ 

每天跟學生、老師、工讀生、館員、新知為伍，身心都活潑、快樂，難怪館員、老師們

都保養很好，而我期望自己除了把業務熟悉做好外，更期望提升自己的實力，參與、幫助大

葉大學圖書館，期盼未來能夠為這所美麗的學校貢獻、提升圖書館的價值，讓圖書館更好！ 

 

 

新人介紹 



 
 工讀心情一 

陳合閔 

第一次進入圖書館的時候，覺得圖書館是個很棒的地方，館舍環境很好，空間又很舒適。

我最喜歡在圖書館三樓自習，當讀書讀累的時候，抬頭向外觀看，是一大片綠意盎然的樹林，

既可以紓解疲勞又能讓眼睛得到適當之休息，偶而還可以至三樓視聽區看影片。 

大二時因緣際會進到圖書館工作，對於圖書規則一竅不通的我真的是一大難題，但所幸

有館員們在，幫助我克服許多難關，在圖書館工讀可以讓我有很多學習的機會，可學習到如

何面對人群，或是如何幫助其他同學。圖書館的資源很多，不管是紙本還是電子書，可以讓

同學透過不同的管道進行學習，而且圖書館還可以讓學生自己薦購書刊。 

很喜歡圖書館的工讀經驗，不知不覺快 3 年了，很捨不得圖書館，不過這是一個很好的

經歷，很感謝圖書館的大家，我會珍惜這段時光。 

 

工讀心情二 

邱婷鈺 

大一新生剛來圖書館，是因為要做 50 小時服務時數，主要是做圖書館環境清掃的工作。

因為我的準時，工作態度也不錯，後來大二順利應徵到工讀生，才慢慢開始學習環境清掃之

外的工作內容。 

由於工讀內容主要是期刊上架，才發現原來圖書館有這麼多期刊可以看，在圖書館工作

後，才發現一本書要上架，需要花很多道處理程序，才能展示在我們的面前讓大家借閱。 

在大學最後一年很開心還能待在圖書館裡繼續打工，館長、館員們對待學生都很好，很

感謝你們給我機會，讓我嘗試不同的打工經驗。 

工讀心情三 

江柏儀 

我在圖書館工讀時，學到了大家常用的借還書系統來服務讀者，還有各種書的擺放位

置，這也是在教讀者書的種類該放在哪一類，重要的是我可以透過服務櫃台，去應對不同的

人，也是在人際關係上的學習。 

圖書館辦了很多推廣活動，全都結合在卡 EASY 集點活動裡，不但促進同學多利用圖書

館資源，又可以抽到一些實用獎項很不錯。 

在這三年多的工讀期間，受到很多人的照顧，真的很充實也很開心。 

 

工讀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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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Q1：請問逾期怠金未歸還，但借閱資料已全數完整歸還，請問畢業還需要繳罰金嗎?  

 

A1：親愛的讀者您好，關於您的問題回覆如下： 

畢業生請務必在辦理離校前還清所有圖書與繳清怠金，方能辦妥離校手續。 

若您有需要任何協助，歡迎洽詢圖書館流通檯，或電洽(04)8511888#1532。 

本館將盡力協助您順利畢業，謝謝。 

 

 

 

 

 

 

Q2：請問一下我在校外想要進去電子資源整合系統，輸入 iCare 帳號、密碼都無法登入，不 

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A2：您好，經過測試，「電子資源整合系統」能正常連線查詢使用。有關「電子資源整合系

統」的帳號、密碼認證方式，於 2015/12/01 已和學校校園資訊系統整合，帳號、密碼皆

為同一組。如需修改密碼，請聯絡電算中心處理，謝謝。 

 

 

 

 

 

Q3：有些證照書因為有更新內容都有變動了，所以希望可以進新的證照書，謝謝~ 

 

A3：您好，非常謝謝您的建議！ 

因為我們不知道您所需的書是何種類，麻煩您由以下 2 個管道，薦購您所需要的證照書：

1.圖書館首頁常用連結圖書薦購系統，填入您所需要的書籍資料。 

2.將您需要的書籍清單，交給貴系系助理彙整。 

薦購時請盡量詳填書目資料，以免買錯圖書。 

另外，您也可以查詢電子書(圖書館網頁常用連結電子資源查詢系統)，謝謝。 

 

 

讀者園地 



                 館藏琳瑯 

        編輯小組 

一. 分布狀況（以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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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類型 資料數量 小計 百分比 

電子資料 

磁碟(磁片) 21 

671  0.13% 

電子參考書_光碟 287 

電子圖書_光碟 359 

電子書_光碟 1 

電子期刊_光碟 3 

圖書 

博士學位論文(校內) 334 

425,324  80.76% 

參考書 8,521 

圖書 319,845 

學位論文(校外) 1,986 

學生專題報告 7,712 

教師著作 557 

日文書 8,047 

期刊參考書 115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 12 

漫畫 1,112 

特藏 29 

碩士學位論文(校內) 24,596 

繪本讀物 1,843 

期刊 39,520 

英基文庫 11,095 

輿圖 
輿圖(幅/軸) 571 

573  0.11% 
地球儀(座) 2 

微縮資料 微縮資料 73,871 73,871  14.03% 

靜畫/平面資料 

藝術作品 65 

179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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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出版品 
期刊(種) 823 

838  0.16% 
報紙(種) 15 

視聽資料 
CD 唱片 1,472 

25,226  4.79% 
DVD 光碟 5,873 

統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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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D 光碟 3,926 

多媒體光碟 619 

幻燈片 908 

期刊附件光碟 3,792 

錄影帶 5,347 

錄音帶 3,289 

 

 

▲資料類型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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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25 14% 

社會類 81,944 16% 

人文類 138,743 26% 

設計/藝術類 47,608 9% 

自然/技術類 185,821 35% 

 

▲資料類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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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06 月 01 日至 105 年 0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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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06 月 01 日至 105 年 05 月 31 日） 

名次 條碼號 索書號 書名 / 著者 借閱冊數 

1 80051616 857.83 2723-1 V9 非關英雄 / 御我 20 

2 80045992 857.7 2436-3 V3 蜂舞 / 貓邏 18 

3 80046329 857.7 2436-3 V4 蜂舞 / 貓邏 16 

4 801857700003565 857.7 5754-14 血族與我 / 蝴蝶 15 

5 801861570001808 857.7 4454-A16 流浪的終點 / 藤井樹 15 

6 801857700003276 857.7 5754-3 上邪之我的魔獸老爸 / 蝴蝶 15 

7 80051623 857.7 4051-A21 蟬堡，沒有夢的小鎮 / 九把刀 15 

8 80043547 857.7 2436-3 V2 蜂舞 / 貓邏 15 

9 80009207 857.7 4421-D V1 噩盡島 / 莫仁 14 

10 80007559 857.7 4421-D V2 噩盡島 / 莫仁 14 

▲圖書借閱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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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事紀（2015/06/01~2016/06/30）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2015/06/24 召開大葉大學 103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5/10/01 舉辦來館禮「一瓶宇宙」活動 

2015/10/12 舉辦「愛上我的遇書房」活動 

2015/10/14 召開大葉大學104學年度第1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5/11/04 舉辦「大葉大學高中優質精進計畫」-達德商工40名師生蒞館參加 

2015/12/03 愛物惜物「櫃」在有情－大葉大學捐書櫃贈鄰里學童 

2015/12/14 舉辦圖書館週活動「Bottle Star 宇宙瓶手作實驗課」 

2015/12/19 舉辦圖書館週活動「百語耶誕 校慶金蔥迎福」 

2015/12/30 舉辦「入館來，就給糖」Happy Halloween 活動 

2016/01/01 館員詹淑媛小姐調派至採訪編目組 

2016/01/21 舉辦「大學校院圖書館智慧照明研究示範計畫-玩光弄影學習營」-崇實高工

53 名同學蒞館參加 

2016/01/31 舉辦 104 學年上學期「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共 68 場，2,748 人次參加 

2016/01/31 舉辦 104 學年上學期「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共 25 場，671 人次參加 

2016/02/02 舉辦「大學校院圖書館智慧照明研究示範計畫-玩光弄影學習營」-大甲高中

59 名師生蒞館參加 

2016/02/20 舉辦「大學校院圖書館智慧照明研究示範計畫-玩光弄影學習營」-彰興國中

35 名師生蒞館參加 

2016/02/22 舉辦「打卡神攝手」活動 

2016/02/23 舉辦「每月限定 I Love Morning」活動  

2016/03/01 舉辦「開學開卷 限量好禮」活動 

2016/03/03 2016年大葉大學圖書館服務品質問卷調查 

2016/03/03 舉辦「大學校院圖書館智慧照明研究示範計畫-玩光弄影學習營」-致用高中

122 名師生蒞館參加 

2016/03/09 舉辦「大學校院圖書館智慧照明研究示範計畫-玩光弄影學習營」-達德商工

43 名師生蒞館參加 

2016/03/17 舉辦名家講座：歐行恬作家－「利用雲端教育完成行遍天下的夢想」 

2016/03/29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村東國小五年級 39 名師生

蒞館參加 

2016/04/01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村東國小四年級 43 名師生

蒞館參加 

2016/04/04 舉辦「BOOK 人任務」活動 

館務鴻爪 



日期 紀要 

2016/04/11 舉辦「用快門寫臺灣史-館藏日治時期寫真帖展」展覽 

2016/04/20 舉辦「世界書香日-愛有您，花不凋零」活動 

2016/05/10 舉辦名家講座：謝曉昀作家－「如何寫出一本叫做人生的書」 

2016/05/18 館員陳君怡小姐到職 

2016/06/01 卡EASY集點期末抽獎活動 

2016/06/08 召開大葉大學104學年度第2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6/06/10 舉辦 104 學年「學科老師指導服務」共 39 位老師，204 人次參加 

2016/06/16 「大學校院圖書館智慧照明研究示範計畫」實地訪視 

2016/06/20 舉辦104學年下學期「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共41場，1,681人次參加 

2016/06/20 舉辦104學年下學期「電子資源講習課程」共17場，518人次參加 

2016/06/24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村東國小三年級 369 名師生

蒞館參加 

2016/06/30 104 學年外賓蒞館參訪，共 44 場，1,667 人次參加 

2016/06/30 104 學年圖書館藝文展覽，共 5 場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