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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館、借書免帶卡-大葉大學圖書館「行動借閱證」 
潘仲瀅 

隨著智慧型手機普及化，以及無卡化時代之來臨，圖書館推出「行動借閱證」

服務。凡本校教職員生，只要使用手機下載「大葉行動家」APP，完成相關設定步

驟，就可以透過手機產生的借閱證條碼，借閱資料、領取預約書等，此外亦可使用

借閱證條碼入館。  

「大葉行動家」APP 下載說明: 

  
1、 Android 用戶請至 Google play 。  

2、 以關鍵字「大葉行動家」來搜尋 App。 

3、 搜尋到「大葉行動家」App 後，點選安

裝。 

1、 iOS 用戶請至 App store 。  

2、 以關鍵字「大葉行動家」來搜尋 App。  

3、 搜尋到「大葉行動家」App 後，點選取得

安裝。 

 

 

 

 
 

「大葉行動家」APP 使用說明: 

一、 點選 App 右上角的「設定」（齒輪符號）進入「設定」頁面，

再點選下方的「登入」。  

二、 點選 App 右下角的「更多」，再點選「登入學號/帳號條碼」。 

 

 

 

消息報導 



 

 

【106 學年上學期圖書館藝文展覽一覽表】 

 

展覽名稱 日期 地點 

吳白露油畫個展及講座 
展覽：即日起~11.29(三) 

講座：106.9.28(四) 

展覽：門廳 

講座：L203 

造藝系繪畫工房期中發表 106.9.16(六)~9.23(六) 一樓展場 

張倩華繪畫個展 106.9.24(日)~10.21(六) 一樓展場 

工設系期中發表 106.10.23(一)~10.30(一) 一樓展場 

映像工作室攝影展 106.11.26(日)~12.16(六) 一樓展場 

長青大學聯展 106.11.13(一)~11.24(五) 一樓展場 

長青大學「雙」聯展 106.12.8(五)~12.20(三) 門廳 

造藝系王韻雯個展 106.12.17(日)~12.22(五) 一樓展場 

造藝系繪畫工房期末發表 106.12.23(六)~12.30(六) 一樓展場 

工設系期末成果發表 107.1.2(二)~1.12(五) 
展覽：一樓展場 

發表：L203 

 

【開學活動】 

─開學闖關活動-認識圖書館─ 

活動日期：106.09.18(一)~106.10.20(五) 

活動目的：藉由趣味的闖關遊戲快速地認識圖書館環境及擁有之資源，並養成

利用圖書館資源之習慣。 

  活動對象：本校新生 

活動內容： 

1. 同學憑學生證至詢問台，索取闖關題目單。 

2. 根據館方提供之線索，至各個關卡完成任務。 

(A)圖書分類：將對應的分類編號填入答案欄中； 

(B)館藏查詢：依照題目單提供之書名查詢後，將作者姓名及索書號填   

   在答案欄中並帶著指定書籍至一樓流通檯辦理借閱手續； 

(C)電子書：須登入帳號並完成借閱下載之手續。 

3. 待完成題目單上所有關卡後至櫃檯領取獎勵並抽獎。 

4. 獎項：若完成闖關遊戲可獲得參加獎以及志工時數認證 2 小時，並可參    

加抽獎，每位抽獎的同學都有獎品喔。 

     備註：(1)參加獎為員林福寧宮加持過的台灣榖堡平安壽司米。 

             (2)抽獎好禮內容有冷泡茉莉四季春茶、療癒多肉盆栽、手工餅乾以及面膜等獎項。 

             (3)展覽與活動於出刊後若有更動，將會發佈最新訊息於大葉大學圖書館 FB 粉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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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VAL 研究競爭力系統介紹 
詹淑媛 

為有效分析統計本校之研究能量，擬定策略及行動方案，105 學年新訂 SciVal 
研究競爭力分析系統。  

SciVal 研究競爭力分析系統功能說明如下：  

一、 學術產出分析 (overview)--了解本校與他校的優勢領域及整體學術表現及趨勢，包含高被

引文章、高影響力期刊、重要學者等。透過 SciVal 優勢領域分析工具，能協助本校了解

在全球有哪些研究表現突出的領域及跨學科研究。 

二、 標竿比較 (benchmarking)--透過不同研究評估指標，有效了解學校與標竿機構之研究表現

差距，作為世界大學排名之參考，並可隨時間監控進程。 

三、 選擇最佳國際合作夥伴 (collaboration)--根據研究產出及引用影響力可了解本校與其他機

構的合作情況，並評估合著成果及發掘具潛力的合作對象，做為篩選適當國際學術合作

夥伴的依據。 

四、 研究趨勢 (trends)--自定義研究領域，分析該研究主題的全球重要作者及機構，以及正在

成長或衰退中的研究子題。 

 
▲SciVal 研究競爭力分析系統功能說明 

 

 



 

5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37 期 

 

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電子圖書館 
詹淑媛 

歌德學院是德國在世界各地積極從事文化活動的學院，主要促進德語教學並從

事國際文化合作。台北歌德學院的圖書資訊館以傳遞德國最新的文化、社會和政治

方面的訊息和觀點為努力的目標。館內提供豐富的德文書籍、視聽影音資料、「德

國之聲」的德語電視節目。  
台北歌德學院聯絡資訊 

10078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20號12樓 
電話: 02- 2365-7294 傳真: 02- 2368-7542 

 

歌德學院的 Onleihe 電子圖書館，免費提供讀者各式電子館藏，如：eBooks、
ePaper、eAudio 和 eVideo（電子書、電子報、音訊和視頻）等數位媒體的借閱和下

載。  
讀者可自行申請註冊，Onleihe電子圖書館網址為：

https://www.goethe.de/ins/tw/cn/kul/bib/onl.html 

 
▲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電子圖書館系統畫面 

https://www.goethe.de/ins/tw/cn/kul/bib/on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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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畢業生打造藝術躺椅 贈圖書館 

新一代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6/08/26 

【記者唐復年報導】 

畢業後回母校，你最想看到什麼，對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畢業的蔡藝禎來說，答案當

然是「我的作品」。 

今年畢業的蔡藝禎，把她的畢業作品「波」送給了學校給圖書館。「波」是一張漆藝躺

椅，目前擺放在二樓繪本區。 

蔡藝禎同學說，「波」長 180 公分、寬 65 公分、高 90 公分，材質包含保麗龍、木板、

塑鋼土、漆。這張躺椅傳達了在海灘度假的閒適感，她想跟更多人分享這份悠閒，因此決定

把作品捐給學校圖書館，謝謝何珮琪館長喜歡這件作品，讓它有機會被更多人看見。 

圖書館館長何珮琪指出，「波」是一件藝術與實用兼具的漆藝作品，可以一個人躺在上

面看書，也可以好幾個人同時坐在椅子上。不僅校內師生，附近社區居民都可以來使用，暑

假前來圖書館閱讀的小朋友們都搶著坐，這張躺椅也成為館內新興的熱門景點。小學一年級

的李小妹妹說，這張躺椅躺起來很涼快，坐在上面看故事書，心情都變得好了。 

蔡藝禎說，心情不好的時候，她喜歡去海邊看海浪，看到風吹過海面，水一層層湧動，

形成美麗的浪花，就覺得豁然開朗。製作畢業作品時，她希望可以表現海浪多變的流動感，

也希望它是一件能跟人互動的作品，因此選擇躺椅為創作對象。 

  
▲大葉大學畢業生的漆藝躺椅捐贈給學校圖書館，深受讀者好評。 

 

活動紀實 

http://www.dyu.edu.tw/news.html?sdate=2017-05-10&edate=2017-08-10&pool_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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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千冊二手書牆 歡迎來挖寶 

台灣新生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6/09/27 

【台灣新生報 / 記者方一成 / 彰化報導】 

大葉大學圖書館推出「千冊書牆，萬里傳情二手書刊贈送活動」，發揮巧思將二手書排

成一面書牆，只要前來拍照、打卡、標記朋友，就可獲得贈書，歡迎大家把握機會來圖書館

挖寶。 

圖書館館長何珮琪昨（二十六）日指出，圖書館館藏數量每年成長，書庫空間已近飽和，

為更有效運用罕用圖書複本，特別舉辦贈書活動，一方面打造景觀獨特的千冊書牆，活化二

手書籍的利用，另一方面，將書轉贈給愛書人，傳播知識的力量。贈書活動不限教職員生，

校外民眾也可參加，只要三十日前到大葉大學圖書館與書牆合影，並對大葉大學圖書館粉絲

專頁打卡，同時標記一位朋友，就可領取標籤貼紙選書。 

副校長葉釋仁表示，大葉大學圖書館不藏私，豐富的藏書不僅開放社區民眾辦證借閱，

此次推出的千書萬情贈書活動，同樣歡迎校外人士共襄盛舉。這面由二手書堆砌出的書牆，

就像是守護知識殿堂的城牆，每一本書都代表著一塊磚，日積月累、慢慢地向上堆疊。累積

足夠的學識高度後，站上城牆的視野一定更開闊，期許學生們可以透過閱讀充實自己，爬升

知識殿堂頂端，迎接美麗人生。 

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大三生鄭弘澤表示，聽到圖書館要用書本打造書牆，覺得這個概

念太酷了，因此自告奮勇幫忙排書。疊好書牆以後，他特別用攀岩的方式爬上書牆，希望大

家知道這面書牆很堅固，同時勉勵大家一起攀上知識的高峰。 

傳藝學程三年級的蔣孟翰表示，這面書牆象徵人生要翻過許多挑戰，不斷學習就是戰勝

挑戰的最佳方法。這些書籍涵蓋各個領域，有原文書、繪本等，其中，他對歷史書籍最感興

趣，很開心能夠獲得免費贈書。 

 

▲大葉大學副校長葉釋仁(中)歡迎大家來圖書館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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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母校開個展 大葉大學圖書館展出黃芳謙水彩畫 

中央社訊息服務 報導 
報導日期：2016/10/24 

大葉大學（Da-Yeh University）圖書館一樓即日起至 10 月 28 日舉辦「妙筆彩繪大地－

2016 黃芳謙水彩畫展」，展出校友黃芳謙的 24 幅作品，帶領大家感受山水之美。 

民國 46 年次的黃芳謙先生指出，此次展出的 24 幅水彩畫作，都以風景為主題。他年輕

時喜歡登山，台灣百岳美不勝收的風景，深深烙印在他的心裡，於是他透過水彩，把記憶中

的美景呈現出來，讓更多人看見台灣之美。 

黃芳謙說，他的水彩啟蒙於施來福老師，學習渲染法時，他認為這個手法很適合表現雲

海，而且不論高山、農村，早晨、黃昏，都可以欣賞到雲的變化萬千，所以他特別喜歡呈現

雲的意境。水彩畫的白雲一定要用留白來呈現，如果塗白色顏料，只會顯得厚重，表現不出

雲的飄逸感。 

黃芳謙表示，他從小喜歡看漫畫、畫漫畫，後因升學考試中斷畫圖，擔任教職的二十幾

年間也不曾畫過，直到退休後參加南投文化局水彩班，才重拾畫筆。他在網路上看到大葉大

學長青大學學員在圖書館開畫展圓夢的消息，覺得很感動，他本身也是大葉大學工業關係研

究所畢業校友，因此興起回母校開畫展的念頭。適逢圖書館打造一樓藝文展演區，他很榮幸

成為第一位展出的畫家，希望這些畫作為大家提供藝術的溫度。 

大葉大學長青大學的繪畫課學員特別前來圖書館看展，75 歲的黃月女阿嬤說，每個畫家

都有自己的特色，很開心可以看到黃芳謙先生帶有水墨風格的水彩作品，帶給她許多繪畫方

面的啟發。 

圖書館館長何珮琪說，圖書館將部分空間活化為藝文展演區，一方面提升校園藝文氣

氛，另一方面打造圖書館成為校內師生與社區居民藝文策展及休閒的好去處。第一檔展覽邀

請校友黃芳謙先生回娘家，分享他畫筆下的風景，歡迎大家蒞臨觀賞，有興趣到圖書館展出

的各界達人，也歡迎與圖書館連絡。 

 
▲大葉大學校友黃芳謙回母校圖書館開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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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以書打造大型耶誕樹推動書香校園 

中廣新聞網 報導 
報導日期：2016/12/16 

【中廣新聞網 / 記者李河錫 報導】 

大葉大學為迎接耶誕節到來，由空間設計系師生們，運用「圖書館」藏約一千七百冊的

圖書，塑造十一層、約有三樓高的書香耶誕樹，特別舉辦「耶誕點燈活動」為校慶揭開序幕，

當燈飾緩緩亮起，讓現場歡呼聲四起、場面熱鬧滾滾！ 

位在彰化縣的大葉大學，為了歡慶 27 週年校慶將舉辦一系列動靜態活動，其中空間設計

系的眾多師生，以結合迎接耶誕節以及推動書香校園為主軸，別出心裁的運用圖書館藏、約

一千七百冊的圖書，以裝置藝術的構思，塑造乘一座十一層、約有三樓高的書香耶誕樹，更

舉辦「耶誕點燈活動」，為校慶揭開序幕；大葉校長歐嘉瑞強調，聖誕樹下方有一隻馴鹿，代

表方向的引領，指引讀者來到智慧的殿堂，「書香耶誕樹」則共有 11 層，一方面象徵知識是

一點一滴、日積月累向上堆疊而成，更期許全體師生能發揮「1+1 大於 2」的力量，運用知識

讓社會更每好。 

圖書館館長何珮琪則表示，謝謝空設系的師生們能夠群策群力，設計製作出獨一無二的

「書香耶誕樹」，象徵圖書館就像大樹一樣，在學校的支持下，所購儲的書冊不斷成長茁壯，

提供給所有莘莘學子努力學習與求知的養分；當耶誕樹上的燈飾在倒數聲中緩緩亮起後，響

起一陣陣歡呼與掌聲，場面是熱滾滾！ 

 
▲大葉大學圖書館打造「書的聖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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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同學會 大葉 3 校友畢業 10年回母校辦創作聯展 

聯合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7/03/03 

【記者凌筠婷 報導】 

另類同學會，大葉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蕭媛之、蘇智偉、邱泰寬三名校友，畢業 10 年

後重回母校舉辦「众維度」創作聯展，以木刻板畫、膠彩、油彩表現主題，展出作品多元有

趣又富有含意。 

蕭媛之心思細膩又善於觀察，喜歡用膠彩描繪植物，作品「海的音訊」將貝殼與花束連

結在一起，希望經由貝殼把海的聲音傳達給陸上的花。蕭媛之認為，創作本身有種看不見的

能量，會散發出作者的生命光彩，向周圍蔓延。 

邱泰寬連續 3 年入選台中 20 號倉庫駐站藝術家，專長使用油彩創作，他說這次展覽取名

為「众維度」，「众」代表聯展的三人，也代表許多人事物；「維度」，則是空間加上時間，代

表不同的思維在同一個時空裡交流，不只是創作者間的對話，也期待與觀眾對話。邱泰寬的

「共濟船」，船上有人有寵物有植物，隱喻著萬物間同舟共濟的關係，他希望觀眾透過他的作

品，可以重新省思社會價值與自我認同的存在感。 

正在進修博士班的蘇智偉，從民國 100 年開始創作台灣系列水印木刻，希望能讓更多人

認識台灣特色。蘇智偉說，長 103 公分寬 72 公分的「傳承台灣之光」，畫面結合三太子、布

袋戲、偉士牌機車、廟宇和 101 大樓等台灣元素，花了八個多月才刻好，象徵新舊文化的傳

承與交融，身穿王建民 40 號球衣的小朋友，則是代表未來的台灣之光。 

三位創作者共展出 22 件作品，展出地點在大葉大學圖書館一樓，展期至 3 月 31 日。 

 

▲邱泰寬（右）、蕭媛之（中）、蘇智偉（左）造型藝術研究所畢業後首度合體開聯展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7/03/03/realtime/323673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7/03/03/realtime/3236732.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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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學院響應世界書香日贈書百冊 大葉大學回贈玫瑰花 

Nownews 報導 
報導日期：2017/04/19 

【NOW news / 記者陳雅芳 / 彰化報導】 

響應 4 月 23 日「世界書香日」，大葉大學圖書館 19 日下午舉辦贈書儀式，歌德學院圖

書館館長王惠玫捐贈百冊德文圖書及一批光碟給大葉大學，副校長葉釋仁依循「世界書香日」

互贈書籍和玫瑰的傳統，代表大葉大學回贈歌德學院玫瑰花束。 

大葉大學副校長葉釋仁表示，「世界書香日」源於西班牙「騎士屠龍，龍血孳生玫瑰」

的古老傳說，相傳騎士從巨龍口中救下公主，凡是龍血流過的草地都長出玫瑰，騎士摘下一

朵玫瑰花送給公主，公主回贈騎士象徵智慧和力量的書籍。 

每年 4 月 23 日，西班牙人會互贈書籍與玫瑰，4 月 23 日「聖喬治屠龍紀念日」後來也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為「世界書香日」。謝謝歌德學院贈送大葉大學德文書籍，豐富學生的

文化視野，學校依照「世界書香日」互贈花與書的傳統，透過玫瑰花表達謝意。 

歌德學院圖書館館長王惠玫指出，歌德學院是德國在全球範圍內從事文化活動的機，以

德國最受景仰的人文思想家歌德的名字命名，任務是在全世界推廣德語及德國文化。歌德學

院特別贈送德文相關學習資源給大葉大學，協助提升學生德語能力、拓展學習視野。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何珮琪強調，除了 19 日的贈書典禮，圖書館為鼓勵閱讀，特別搭

配「世界書香日」，準備了玫瑰盆栽和手工紙玫瑰，即日起，只要借閱三本書，就送迷你玫瑰

盆栽一盆，與圖書館一樓門廳書牆合照打卡，即可獲贈紙玫瑰一朵，送完為止，歡迎全校師

生到圖書館體驗玫瑰與書的浪漫邂逅。 

 

▲響應「世界書香日」，歌德學院圖書館捐贈百冊德文圖書及一批光碟給大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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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辦原民文物展 副校長用小米酒祝福畢業生 

聯合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7/06/13 

【聯合報 / 記者何炯榮 / 大村報導】 又到驪歌聲唱的畢業季節，大葉大學以豐年祭的

概念歡送畢業生，今天在圖書館大廳舉辦「原民彰豐華大葉夢啟程」展覽，到 17 日結束。副

校長葉釋仁說，現場除展出大葉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的原民服飾，彰化縣政府的彰化

原生館也大方出借 51 件文物，師生和民眾能近距離貼近原住民文物。 

縣府民政處副處長邱錦模說，陶壺是排灣族三寶之一，是祖靈居住的地方，只有頭目跟

貴族才能擁有，公壺壺身有百步蛇圖樣，母壺壺身是太陽紋為主。這次大葉大學圖書館與彰

化縣原住民生活館合作推廣原住民文化，是館內收藏的陶壺第一次到館外展出。 

大葉大學原住民學生有 137 名，以阿美族 43 名最多，其次是泰雅族 32 名，7 年前組成

原聲原社，在原住民學生的樂舞表演「源自裂岩的子民」，揭開序幕，葉釋仁和邱錦模為陶壺

揭幕，並以小米酒祝福畢業生勇敢面對未來的歷練。 

原聲原社社長、傳播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2 年級生陽欣晏是阿美族，她說，「源自裂岩的

子民」取材自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落泰雅族的傳說，聖石裂開出現一男一女，成為泰雅族的

祖先，樂舞也演唱「牽手歌」等曲目，鼓舞大家不要放棄希望，希望透過這個表演，傳達勇

敢與守護的精神，願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人能世世代代背負文化使命，傳揚下去。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大 4 生白天心說，她不是原住民，但父親的大學同學是排灣族頭目，

她家跟原住民有濃厚的感情。「我原本較內向，念國三那年，梅姬風災造成台東災情嚴重，我

和哥哥都到部落幫忙，因而開始認識排灣族文化，原住民樂天活潑的個性，我逐漸變得開朗。」  

  

▲彰化縣政府民政處副處長邱錦模(左)與 
大葉大學副校長葉釋仁(右)共同為陶壺揭幕 

▲原聲原社學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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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一 
黃崇皓 

因緣際會下我來到圖書館當工讀生，我的工作內容是流通台業務，幫助讀者借還書。一

開始總是手忙腳亂、害怕與人交談，這裡的館員們總是告訴我慢慢來、不要急熟能生巧，如

果有不會的就盡量問，不用擔心。館員們也總是不厭其煩地一一為我解答問題，也因為這樣

使得我工作起來安心許多！不需要戰兢兢的害怕遇到什麼問題。 

一年過去了，在館員們的細心且耐心教導下，我練就了一身好功夫，可以獨自留守流通

台、解決任何讀者遇到的問題。圖書館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工讀環境，每個館員都像自己的姊

姊一樣，時不時就會跟你聊聊天關心你的近況、擔心你三餐有沒有溫飽、作息有沒有正常。

我也很高興我遇到了一群工讀好夥伴！工作上遇到問題總是能互相有個照應。 

工讀心情二 
林婉庭 

在大二下開啟了我的打工人生，在那同時，我也進了系上的實驗室。這時才發現，要同

時維持好課業以及工讀是一件很有挑戰性的事情，要學會如何分配時間以及體力才不會失去

平衡。 

在圖書館我是期刊以及採編組的工讀，這兩份工作都要很有耐心以及細心，在工作的同

時我也得到了很多資訊，像是最近圖書館新進了哪些書、夾報的同時也可以看到最近的新聞

以及最近有什麼活動之類的相關資訊。 

還記得暑假的一開始，實驗室也開始忙了，突然間失去了平衡，工作上也出了很多差錯，

謝謝旻璟姊和昭妤姊的提醒以及關心，還好最後有找回平衡點。很開心能夠在圖書館當工讀

生，讓我的大學生活更加的充實。 

工讀心情二 
李姵萩 

在圖書館詢問台工讀可以讓我有很多學習的機會，我學到了如何面對人群，或是如何幫

助其他同學。 
圖書館辦了很多推廣活動以及展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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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抽到一些實用獎項很不錯。 
圖書館是個很棒的地方，環境很好，空間又很舒適。在學校上課有空堂時，時常跑來圖

書館借書還有看期刊。 
很開心能待在圖書館工讀，還認識到館員姐姐們，她們對待學生都很好，很感謝你們給

我機會還有教導，讓我嘗試不同的打工經驗，也讓我更了解圖書館。

工讀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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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Q1：校外人士可否使用自修室？ 
您好~想在附近找個圖書的環境，請問一下圖書館有開放自修室給校外人士使用嗎? 
如果有的話，請問該準備什麼證件呢？ 

A1： 
您好： 
一、很抱歉，本館地下自修室目前開放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與校友。 
二、校外人士可憑本人身分證、駕照、健保卡等有效證件換取臨時入館證，至本館 1-4

樓使用，但不含地下自修室。 
三、校外人士年滿 18 歲，持身分證、照片一張，保證金 1,000 元，年費 1,000 元，至館

辦理借書證者，則可借閱本館圖書及視聽資料。 
四、圖書館 1 樓以上開放時間請參網址 http://lib.dyu.edu.tw/00_opentime.htm 

大葉大學圖書館 敬上 
 

Q2：大葉圖書館您好 
我和同學有許多疑惑，請解答 

我想要如果這世界消失了這本書，但他的狀態之前是薦購保留然後是限閱/展示中，

典藏地是一樓新到圖書展示區，但我來圖書館很多次都沒看到，請問書到底在哪裡？ 
來自新世界這本書，第一集在補修中，但姊姊說補修的書箱並沒有，聽說可以請圖

書館買書，請姊姊幫我，但好像被駁回了，原因是館內有這本書？沒有第一集第二集會

看不懂？ 
比利戰爭這本書，已借出到期日期為 2008 年，請圖書館購買，但好像不行，逾期這

麼久圖書館不能再買一本？其它版  
A2：同學您好： 

謝謝您的問題，圖書館回覆如下： 
1. 一樓新到圖書展示區的圖書是不能外借，但讀者可自取翻閱，所以，該區的圖書，

會因讀者没有正確歸位，而一時找不到，如果有此情形，可填寫「代客尋書單」，

交由流通台人員，館方會代為尋找，結果如何，會通知讀者，目前此書已尋獲，並

歸回展示架上，歡迎到館取閱，謝謝。 
2. 針對需修補的圖書，原則上，館方會統一處理，若欲借修補中的書，可向流通台館

員反應，我們會個案處理，「來自新世界」此書已修補完成，暫放置流通台，請您

於 11/28(一)閉館前至一樓流通台領取借閱，謝謝。 
3. 「比利戰爭」這本書，圖書館退件的原因為該書已絕版，也就是出版商已經不再出

版此書了，所以圖書館無法再購入，此點請您見諒，若您仍欲閱覽此書，可透過館

際合作向他館借閱，詳情可洽一樓參考台館員。 
因為有您的建議，圖書館才會更好，感謝...  

圖書館 敬上 
 

讀者園地 

http://lib.dyu.edu.tw/00_openti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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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琳瑯 

        編輯小組 
一. 分布狀況（以 106 年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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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0.13% 
電子參考書_光碟 287 
電子圖書_光碟 360 
電子書_光碟 1 
電子期刊_光碟 3 

圖書 

博士學位論文(校內) 380 

434,013  80.93% 

參考書 8,538 
圖書 325,726 
學位論文(校外) 1,995 
學生專題報告 8,281 
教師著作 568 
日文書 8,188 
期刊參考書 115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 12 
漫畫 1,238 
特藏 29 
碩士學位論文(校內) 25,813 
繪本讀物 1,856 
期刊 4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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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 

靜畫/平面資料 

藝術作品 67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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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 

800  0.15% 
報紙(種) 13 

統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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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範圍 資料類型 資料數量 小計 百分比 

視聽資料 

CD 唱片 1,599 

26,147  4.88% 

DVD 光碟 6,445 
VCD 光碟 3,926 
多媒體光碟 619 
幻燈片 908 
期刊附件光碟 4,014 
錄影帶 5,347 
錄音帶 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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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00 14% 
社會類 82,991 15% 
人文類 141,592 26% 
設計/藝術類 49,269 9% 
自然/技術類 18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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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06 月 01 日至 106 年 07 月 31 日） 

▲最受歡迎電子資料庫排行榜 

 
2.借閱排行榜（統計時間為 105 年 06 月 01 日至 106 年 07 月 31 日） 

(1) 圖書資料借閱排行榜 
名次 條碼號 索書號 書名/作者 借閱次數 

1 80046432 731.75219 5491-1 裏京都案內 / 抹茶糰子  17 

2 80046850 528.2 2662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 被考試綁

架的家庭故事：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 吳曉樂  

13 

2 80185770000314 857.7 4454-A10 C2 六弄咖啡館 / 藤井樹 13 
2 80056189 857.7 M678-5 黑夜裡的螢光 / Misa 著 13 

5 80055268 874.57 E16 
丹麥女孩  / 大衛 .埃博雪夫 (David 
Ebershoff) 著; 王敏雯 譯  12 

5 80054939 857.7 5754-41 官官相護 / 蝴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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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0054442 857.7 5754-36 洞仙歌 / 蝴蝶  12 
5 80055261 857.7 4051-22 蟬堡 : 全世界我們最可憐 / 九把刀 12 
5 80054556 857.7 0400-14 高塔 / 護玄  12 

5 80054754 173.73 L265 
內向心理學  / 瑪蒂 . 蘭妮 (Marti 
Olsen Laney) 著; 楊秀君 譯 12 

5 80056319 177.2 4401-B 
每天來點負能量  : 失落的壞話經

典，負負得正的人生奧義 / 鍵人(林
育聖)  

12 

5 80058793 563.5 7772 
你沒學到的巴菲特 : 股神默默在做

的事 / 闕又上  12 

5 80058315 857.7 2436-3 V7 蜂舞 / 貓邏  12 

5 80048918 861.6 0441-19 
一個人出國到處跑 Run Run : 高木

直子的海外歡樂馬拉松 / 高木直子 
著; 洪俞君 譯  

12 

 

(2) 視聽資料借閱排行榜 
名次 條碼號 索書號 片名 借閱次數 

1 80059165 DVD 987.85 P985 玩具總動員：迷失時空 24 
2 80059147 DVD 987.83 7745 5 月一号 = First of May 22 
3 80059117 DVD 987.85 C675-1 小小兵 = Minions 17 
4 80059148 DVD 987.83 3181 等一個人咖啡 = Cafe.waiting.love 16 
4 80051013 DVD 987.83 4444 閨密 = Girls 16 
4 80044217 DVD 987.85 S277 怪獸大學 = Monsters university 16 
7 80059133 DVD 987.83 4050 青田街一號 = The Laundryman 15 
7 80010101 DVD 987.85 C675 神偷奶爸 = Despicable me 15 
9 80059115 DVD 987.83 R323-1 蟻人 = Ant Man 14 

9 80050049 DVD 987.83 4063-A 極光之愛  = Endless nights in 
aurora 14 

11 80059109 DVD 987.83 1144 念念 = Murmur of the hearts 13 

11 80033961 DVD 987.85 M379 
冰 原 歷 險 記  = Ice age 4 : 
continental drift. 4, 板塊漂移 13 

11 80034586 DVD 987.83 H785-1 悲慘世界 = Les Mis?rables 13 
14 80024952 DVD 987.83 8000-1 讓子彈飛 = Let the bullets fly 12 
14 80024997 DVD 987.85 L347 世界大賽 = Cars. 2 12 
14 83698783000058 DVD 987.83 W933-1 傲慢與偏見 = Pride and prejudice 12 

14 80059151 DVD 987.83 4440-A 大 囍 臨 門  = The wonderful 
wedding 12 

14 83698783000026 DVD 987.83 D495 穿著 Prada 的惡魔  = The devil 
wears Prada 12 

14 80051768 DVD 987.83 2132-A1 深夜前的五分鐘 = Five minutes to 
tomorrow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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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事紀（2016/07/01~2017/07/31）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2016/09/07 舉辦「新生入寶山 借書得好禮」活動 
2016/09/07 舉辦「募集圖書館粉絲」活動 
2016/09/19 舉辦「閱讀葉星球」活動 
2016/09/26 舉辦「千冊書牆 萬里傳情」活動 
2016/10/03 妙筆彩繪大地-2016 黃芳謙水彩畫展 
2016/10/06 召開大葉大學105學年度第1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6/10/12 舉辦「電影欣賞」推廣熱門影片 
2016/11/01 美插拉-美式畫風插畫展 

2016/12/01 多媒體師生動漫展 
2016/12/14 舉辦「Yeh！Christmas Books聖誕點燈」活動 
2016/12/17 舉辦「溫度手作包裝書傳遞祝福分享愛」活動 
2016/12/22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彰化分台專訪 
2016/12/28 卡 EASY集點抽獎活動 

2016/12/29 召開大葉大學105學年度第2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7/02/16 館員陳君怡小姐離職 
2017/02/25 众維度創作聯展 
2017/03/08 舉辦「大展身手-體育運動類書展」活動 
2017/03/20 館員嚴馥柔小姐到職 
2017/04/12 工業設計系 ID27 期中發表作品展 
2017/04/19 世界書香日贈書儀式 
2017/04/22 造型藝術系林婷園同學個展 
2017/05/24 召開大葉大學105學年度第3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7/06/07 舉辦「原民彰豐華  大葉夢啟程」活動 
2017/06/08 卡EASY集點期末抽獎活動 
2017/06/28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員林國小 4 年級 28 名師生

蒞館參加 
2017/07/31 何館長珮琪卸任 
 

 

館務鴻爪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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