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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107學年 7-9 月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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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電子資源「KONO for Libraries 精選誌」介紹 

詹淑媛 

Kono 專注打造全球最好電子雜誌數位閱讀體驗，由史丹佛台灣畢業校友為首

技術團隊在美國矽谷成立，並成立台灣臺北分公司，推出 Kono 網頁版 /App 版本，

致力提供行動數位時代電子雜誌閱讀最佳體驗，讓雜誌不只是雜誌，而是更自主性

的主題閱讀。   

Kono 團隊長年一直持續投入資源，從內容處理的技術上，從使用者體驗介

面，功能體驗上，不斷進行優化與更新，最強優勢在於 “注重數據的分析，不斷改

善使用者在數位設備上閱讀雜誌的流程與介面的體驗 ”，而今 Kono 秉持這樣精神推

出，專為圖書館系統 “Kono for Libraries"服務，與北美 Palo Alto 圖書館合作，提供

台灣圖書館最優質的  服務及全新體驗。  

特色 

 雜誌全庫包含 185 種，上千本雜誌，涵蓋市場上主流多元雜誌  

 與逾百家出版社合作，擁有來自台灣、香港、日本、歐美等地當期暢銷雜

誌全文內容，過刊雜誌不下架  

 App 用戶超高評價，近五等星優良評價，曾獲 2013 年 IOS 圖書類下載排名

Top1 與新聞類暢銷排名 Top1，獲 iTunes 全球九國「What'sHot」熱門推薦 ! 

 獲日本上市最大雜誌通路商 -富士山獨家授權中文翻譯以及與日同步的暢

銷日文雜誌  

平台功能 

 一個帳號即可在電腦 /手機 /平板端使用  

 可下載全文雜誌，離線或是飛機上閱讀  

 輸入關鍵字跨雜誌搜尋有興趣的相關文章，等同組織專屬的雜誌資料庫  

 Kono 獨家雜誌文章拆篇技術，向日本出版社銷售  

 喜歡文章可以加入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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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內容：雜誌依出版社政策定期更新，實際出版內容依雜誌社授權為準，列

舉如下：  

主題 知名刊物 

新聞

企管 

Cheers 快樂工作人、Money 錢、理財周刊、康健、時報週刊 

旅遊
美食 

Taipei Walker、Japan Walker、行遍天下、好遊趣、欣旅遊 Bon Voyage、az Travel 

生活

風格 

Sense 好感、小日子享生活誌、潮人物 

休閒
藝文 

聯合文學、Muzik 古典樂刊、WIJAZZ 爵式生活誌 

親子
家庭 

親子天下、媽媽寶寶、育兒生活、媽咪寶貝、康健 

流行

時尚 

美麗佳人、ELLE、GQ、PLAZA UOMO USA、FASHION QUEEN 時尚女王雜誌 

香港

專區 

More、NM+ New Monday、新假期、men's uno HK、東方新地、iPhone, iPad 玩

樂誌、Android 玩樂誌、Hongkong Walker：日本の旅 

日文

專區 

趣味の文具箱、婦人画報、Harper‘s Bazaar、Men’s Club、Discover Japan、

BiCYCLE CLUB、RUNNING STYLE 

 
 相關連結 

KONO for Libraries 

https://library.thekono.com/dyu/magazine_list


 

10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38 期 

新進電子資源「SHUTTERSTOCK圖庫素材」介紹 

詹淑媛 

 

Shutterstock 是領先全球同業的高科技公司，打造高水準資源、工具和服務的

創意平台。  

公司授權圖片、影片、音樂和報導類

素材，以及根據品牌業者需求量身打造的

客製化內容。匯集了全球攝影師及創作者

的影像、插畫、向量圖、圖標等超過 1 億

8 千萬張素材，每周持續更新近百萬張。  

只要非以商業廣告或個人營利為目

的，皆可自由應用於視覺傳達、網站設計、

平面設計、立體創作、教材準備…等。  

強大的圖片搜尋引擎：提供中英文關

鍵字檢索、以圖搜圖等功能；進階檢索還

可設定圖片方向、類型、相關色系、排除

關鍵字、搜尋含人物肖像權之圖片等，快

速篩選符合使用者設計需求的素材。  

申請下載登入帳號為學校雲端帳戶

(學號/學校Mail 帳號@cloud.dyu.edu.tw)，下載

資料會 email 至您的 Office 365 Outlook 信

箱。  

圖像不得提供第三者有償或無使用。  

標準圖像片許可規範：：  

1. 數位複製，包括用於網站、線上廣告、社群媒體、行動裝置廣告、行動  App、

軟體、電子賀卡、電子出版品（電子書、電子雜誌、部落格等）、  電子郵件

行銷和線上媒體（包括用於  YouTube、Dailymotion、Vimeo 等  影片分享服

務，但必須遵守下方第  4 款明列的預算限額）；  

2. 以實體印刷的方式用於產品包裝和標籤、信頭和名片、銷售點廣告、廣  告看

板、CD 和  DVD 封面設計，或是用於廣告和有形媒體，包括雜誌、  報紙和

書籍，惟圖片複製總計不得超過  500,000 次；  

3. 用於戶外廣告活動，惟此等活動的目標觀眾總曝光數不得超過 500,000。  

4. 用於以目前已知或日後發明之任何媒體散布的電影、影片、電視影集、廣告

或其他音訊 -視覺化作品，且無須考慮觀眾規模，惟任何此等作品預算不得超

mailto:學號/學校Mail帳號@cloud.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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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0,000 美元；  

5. 僅限用於個人用途（不得轉售、下載、發行，或用於任何種類的任何商業用

途）。  

 

每月全校下載總數限 750 張，若超過，須等待隔月。  

若為急件，請電洽承辦人詹小姐，校內分機 1539。  

相關連結 

 shutterstock 

 shutterstock 申請下載  

 

 

新進電子資源「Emerald 電子期刊」介紹 

詹淑媛 

 

Emerald Publishing 自 1967 年由一群教授學者所創立，累積 50 年的出版經驗，

以商業管理學科及圖書資訊學科方面之學術性刊物為核心，現更延伸發展社會學、

工程學、醫療暨健康管理及公共政策領域等研究。2006 年  Emerald 出版社  與老

師、圖書館員、研究人員、學生等共同討論並根據需求推出網際網路資訊服務系統，

持續提供 300 餘種期刊與 230 種電子叢書 (約 3,000 冊 )，在全球超過 4,000 間學術

機構訂購。此外，Emerald 與各學術研究機構成為合作夥伴，共同致力於學術研究、

提供獎學金，兼顧學術理論與實務應用的整合發展。Emerald 發行的 300 餘種期刊

均經同儕審核，且多數期刊為  ISI 或  Scopus 所收錄，提供研究人員、從業人員

即時、高品質、學術及實務兼並的內容。  

本校訂購主題為 ： Marketing 市場行銷主題、 Information & Knowledge 

Management 資訊與知識管理。  

相關連結 

 Emerald 

 Emerald 影音學習  

 Emerald Publishing User Training  

 Emerald Insight 活用指南  

 

 

http://www.shutterstock.com/
http://dyu.edu.tw/apply
http://dyu.edu.tw/apply
https://www.emeraldinsight.com/action/showPublications
https://www.emeraldinsight.com/action/showPublications
http://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support/training.htm
http://concert.stpi.narl.org.tw/uploads/train/file/220/Emerald_Publishing_User_Training_2017.pptx
http://concert.stpi.narl.org.tw/uploads/train/file/348/Emerald_Insig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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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設備「電子書閱讀導覽機」操作說明 

編輯小組 

新學年開學，您是否發現圖書館的 1F 及地下至多了大尺吋的觸控螢幕呢？這

是圖書館為了推廣館藏中文電子書，特別引進的電子書閱讀導覽機。電子書閱讀導

覽機詳述如下：  

(一) 螢幕保護雜誌輪播 

經一段時間無人觸動螢幕時，系統自動轉換螢幕保護，動態展示書單，一經觸

動，即進入書單列表。  

(二) 新刊上架 

選單開啟進入新刊上架，將展示雜誌書封。  

讀者可直接點選有興趣的書封，即可顯示該刊雜誌詳細介紹及  QR code。讀者

可點擊線上瀏覽，直接閱讀該本雜誌內容，或是使用  HyRead3 APP 開啟掃描器，

直接掃描  QR code，本系統將自動判斷讀者是否有安裝  HyRead APP，若有，讀者

的行動設備將導引使用

者 開 啟  APP ， 使 用  

hyread 3 APP 掃描器掃

描，將顯示該本雜誌的

借閱頁面；若無，讀者

行動設備依作業系統會

導引至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讓讀者下

載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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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行動設備有安裝  HyRead Library APP，掃描後顯示結果如下圖：  

 

(三) 雜誌瀏覽 

點選右邊選單，可查看己購雜誌分類，示意如下：  

 

 

進入雜分類後，可查看各類別內的雜誌，排序方式為上架新至舊，各種雜誌封

面皆目前最新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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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有興趣的雜誌，可查看該種雜誌所有刊期，最新一刊置於上方，可直接掃

描  QR code。「其他刊期」可開啟後，選擇想看的刊期，以取得 QR code。  

 

(四) 書籍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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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找書關鍵字」，可查看找書的關鍵字，系統會自動帶出熱門關鍵字，畫

面如下：  

 

關鍵字動態呈現，可查看該主題下的所有書籍。每次到訪的組合畫面富有變

化，充滿瀏覽的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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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有興趣的書籍，可查看書籍資料並可直接掃描  QR code。  

 

(五) 動態活動宣傳 

點選「活動訊息」可查看最新消息，以動態輪播活動  Banner 呈現，示意如下： 

(六) 線上瀏覽 

可點選線上瀏

覽，直接開啟書籍內

容閱讀，並系統自動

顯示是否還有複本

可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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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白露油畫個展－大葉的秋天 大葉大學圖書館展出 

新一代時報 報導 

報導日期：2017/10/07 

【記者唐詠絮報導】 

登入《世界文化名人辭海》，也曾在日本

東京都上野國立美術館秋季沙龍展獲賞的藝

術家吳白露，即日起至 11月 29日，在大葉大

學圖書館一樓門廳展出 34幅油畫畫作以及吳

白露藝術創作電子書，推出「2017吳白露油

畫個展－大葉的秋天」，作品揉合瞬間迸發的

靈感以及豐富的色彩，充滿生命熱情與對於世

界萬物的愛，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欣賞。 

1956年在雲林出生的吳白露，曾陸續赴

日本畫遊，榮譽稱號「台灣いちぱん女流画家」，受父母親的影響而走上繪畫、音樂、文學之

路。啟蒙老師許仁女士，讓她在嘉義協同中學時就認識了自己潛能。 

1985年代畫遊日本時進入東京大學前校長山本佳男與山本師母家中，在愛的教育中接觸

生命心靈思潮的薰染。回國後，1991吳白露又進入台灣畫家劉國東大師畫室、國立台灣美術

館、東海大學研究油畫，從此跨出創作的一大步，海闊天空。 

吳白露表示，她在二十四節氣的「白露」出生，因此家人為她取名「白露」，「白」是色

彩，「露」是甘露，繪畫與大自然一直都是她很喜歡的生命課題，她對世界永遠充滿好奇與探

索，更因而發展出無邊無際的想像力。 

她覺得大葉大學是個像家的學校，大約 2年前開始創作「大葉的秋天」系列作品，她利

用葉片騰印、顏料堆疊等技法，並結合女性意象、俏皮的抽象概念，雖然是連作，但每幅作

品都可以獨立看成一幅畫作，也可以把畫作集

結視為一大幅連續畫作。 

吳白露強調，這些作品是揮灑在天空中

的畫，沒有先後次序、沒有正反之別、也沒有

時空的限制，近看是一種面貌，遠看又會產生

新的想法。藝術本身不需要太多的語言來闡

述，大部分的事情都是越簡單越好，她把畫作

的詮釋空間留給觀看者，讓每分每秒都成為藝

術的一部分。 

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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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白露對事物懷有相當的熱情與對藝術更是充滿情感的人，從他的畫作，風格多變，時

而寫實，時而抽象，時而細膩，時而放縱，畫筆帶著他的情感流洩，恣意揮灑！歡迎喜歡藝

術的朋友，到大葉大學圖書館欣賞這次的展覽。 

 

 

▲畫家吳白露與來參觀展覽的大葉大學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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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康畫老鷹飛翔 美國航空母艦「雷根號」珍藏 

Nownews 報導 

報導日期：2017/12/19 

【Nownews / 記者陳雅芳 / 彰化報導】 

▲大葉大圖書館辦理「陳永康上將畫展」，陳永康筆下的動物眼神總是溫柔的，吸引許多人參觀。 

卸下公職的前海軍司令陳永康閒暇之餘喜歡繪畫，繪畫類型多元，從風景、動物到人物，

更特別的是喜歡食材入畫，普洱茶、咖啡渣、咖哩與漱口水都是畫畫顏料，即日起至明年 1

月 31日在大葉大圖書館辦理「陳永康上將畫展」，展出 60餘幅書畫作品，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前往參觀。 

陳永康退伍前最後公職是國防部副部長，在軍中以能文能武著稱，陳永康從小跟隨馬白

水大師學畫，就讀軍校期間參加書畫社，投身軍旅後仍持續創作，對中西畫皆有所涉獵，繪

畫主題涵蓋動物、人物、風景等。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219/266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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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康自小習畫，師承當代水彩及美術教育家馬白水，他常以不同角度的動物體現不同

心情，但他不喜歡把動物畫得很凶，因此即使是獅子，在他筆下的眼神也是溫柔的；在軍旅

生涯時，就常繪製賀年卡向親友及官兵賀歲，如猴年時，陳永康就特別繪製「靈猴」，製作成

賀卡發送，對收到的人來說別具意義。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黃俊熹指出，陳永康上將創作了多幅以馬為題材的作品，每一匹馬

的姿勢都不相同，此次展覽特別將馬系列作品陳列在一起，一方面呼應陳永康上將戎馬一生，

另一方面，適逢 28周年校慶，藉由這些畫作祝福大葉大學校運昌隆、一馬當先！ 

陳永康也繪製人物肖像贈送友人，如陳永康曾繪製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畫像，並製作

成陶板畫，託人送給達賴喇嘛，聽說達賴喇嘛相當開心。美國航空母艦「雷根號」艦長室有

一幅老鷹飛翔畫作，署名就是陳永康，陳永康是多年前獲邀出席太平洋艦隊司令交接，以畫

當紀念品，從此被保存在雷根號艦長室內。 

陳永康繪畫類型非常廣泛，從動物、風景、人物到花卉，通通在涉獵範圍內，對陳永康

來說最難畫的是女孩，難畫的不在於神態，而在於女孩的曲線。他開玩笑說，要把女孩畫得

比現在看起來還要少 20歲，「這不是繪畫的技巧，是做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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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圖書館管理 國中志工向大學取經 

大紀元 報導 

報導日期：2018/04/26 

【大紀元 / 記者謝五男 / 彰化報導】 

彰化縣溪陽國中 17位圖書志工在校長黃森明帶領下，4月 26日到大葉大學進行圖書館

實務交流及請益，希望吸收更多圖書館相關知能，為偏鄉學子做更完備的服務，也為自己來

一場取經。 

黃森明表示，該校於 106年底由縣府補助 200 萬元整建完成美輪美奐的「荷塘閱舍」圖

書館，讓溪陽學子可以在舒服又優美的環境中徜徉書海，提升知識的力量。但還需要良好的

管理與服務，才能發揮其多元的功能，因此，校方招募圖書志工。 

大葉大學圖書館是一座綠建築圖書館，空間寬敞明亮，環境優美且館藏豐富，學校積極

敦親睦鄰並推廣書香，圖書館除了開放民眾申請借書證外，從民國 94年開始推動「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深受歷年參加學校好評。 

館長黃俊熹表示，大葉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向下札根計畫，協助學生認識圖書館、親近

圖書館，進而培養學生圖書館利用的能力與閱讀習慣，活動方式包括大葉大學圖書館自由行、

知性之旅及圖書館經驗交流等。 

溪陽國中圖書志工們到大葉大學參訪行程，首先由黃館長介紹這座優美的綠能圖書館，

館員接著進行館內規畫及設施導覽，隨後，繼續認識圖書館、圖書館服務管理實務的介紹並

開放 Q&A時間，經過進行實務經驗交流後，大夥兒帶著滿滿的心得回學校。 

 

▲彰化縣溪陽國中校長黃森明（右）率該校圖書館志工到大葉大學「取經」。 

https://www.dyu.edu.tw/news.html?msg_ID=33720&pool_ID=19&isHidden=1&goBa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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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大學聯合畫展 大葉圖書館登場 

Nownews 報導 

報導日期：2018/05/12 

【Nownews / 記者陳雅芳 / 彰化報導】 

大葉大學長青大學即日起至 5月 30日在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辦「107學年上學期長青大學

聯合畫展」，展出國畫班、繪畫班、書法班學員學習成果。適逢母親節將至，大葉大學圖書館

館長黃俊熹特別準備了康乃馨送給長青大學的媽媽們。黃俊熹館長說，長青大學的學員對創

作充滿熱情，歡迎大家來圖書館欣賞畫作，感受他們「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以及「樂

活」的畫境。 

73歲的巫碧琴展出畫作「豔陽下的組曲」、「浪漫之樂章」、「黑山萬尋白練千丈」，以及

書法「陸牧翁自嘲詩」四幅作品。巫碧琴表示，每年長青大學都會舉辦成果展，提供大家交

流的舞台，她這次展出的西畫，以花卉植物為描繪對象，透過花園的繁花盛開，希望給觀眾

心曠神怡的好心情，國畫則是以瀑布為題材，表現水的剛柔並濟，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些作品。 

展出書法作品「智永千字文」的林杏鑾是長青大學的新成員，剛加入長青大學一學期。

72 歲的林杏鑾說，她很喜歡書法，以前在台中學過，新學期開始到大葉大學學習，謝昆恭老

師的教學方式活潑，來大葉跟其他學員一起上課，感覺很開心。 

推廣教育處副處長洪福源指出，有感於高齡化社會需要更多樂齡學習服務，大葉大學自

民國 84年開始，持續辦理長青大學課程，不僅是彰化縣最早開辦長青大學的學校，學員也逐

年成長。 

在彰化縣政府社會處的經費挹注下，目前開設有十多門課程，包含藝術美學類、語文類、

資訊類、體能休閒類，銀髮長輩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學習年輕時沒時間學的東西，

充實退休後的生活品質。 

 

▲大葉大學長青大學舉辦「107 學年上學期長青大學聯合畫展」， 

展出國畫班、繪畫班、書法班學員學習成果。 

https://www.dyu.edu.tw/news.html?msg_ID=34005&pool_ID=19&isHidden=1&goBack=1


 

24 大葉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 38 期 

大葉大學造藝系裝置藝術課程成果展  創意無限 

Nownews 報導 

報導日期：2018/06/18 

【Nownews / 記者陳雅芳 / 彰化報導】 

 

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宋周妍老師「裝置藝術」課程即日起至 20日在圖書館舉辦「無限

Infinite」成果展，展出二年級學生為圖書館空間設計的 11 件裝置藝術作品。 

「裝置藝術」授課老師、韓國籍的宋周妍表示，裝置藝術不是隨心所欲的創作，而是要

跟空間配合，設計時也要考慮跟觀眾的互動性，因此課程特別與圖書館合作，讓學生觀察圖

書館場域特色，尋找自己想要展出的地點，再針對選的地點量身打造裝置藝術，從實做中體

驗如何設計裝置藝術。這次的創作主題名為「無限 Infinite」，無限是無止境的突破，也是沒

有任何限制，學生們的創意也是無限的，有的作品傳達無限的生命，有的作品是無限的可能，

也有作品展現無限的夢想，展覽作品散佈在圖書館各個角落，歡迎大家到圖書館發現驚喜。 

 

▲大葉大學造藝系大二生張哲維(左)、王子齊(右)結合舊書與植物的裝置藝術「永續」 

https://bulletin.dyu.edu.tw/index.php?msg_ID=34636&pool_ID=19&isHidden=1&goBa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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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入口處是造藝系大二生張哲維、王子齊結合舊書與植物的裝置藝術「永續」，張哲

維指出，書本、紙張都是大自然的樹木做成紙漿後製成的，一棵樹生長需要很長的時間，但

是把紙或書回收，卻只是一瞬間，他們蒐集要回收的書本，在上面種上植物，希望透過這個

作品提醒大家珍惜自然資源。 

▲大葉大學造藝系學生發揮創意， 

反轉空間角落陰暗的印象 

 

▲大葉大學造藝系香港學生 

岑芷恩用花代表生命的延續 

 

造藝系二年級學生陳靜萱、危天俞用噴漆在胚布上作畫，完成了「烏托邦」，掛在圖書館

3 樓的牆壁。陳靜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生產與消費，人類最原始的本能好像也慢慢消

失，她希望透過烏托邦這幅畫作，表現自己的精神，希望大家對身處的一切都能懷抱愛。 

 

▲大葉大學造藝系二年級學生陳靜萱（右）與 

同學用噴漆畫下「烏托邦」（左宋周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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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草地有香港學生岑芷恩、沈桂燊設計的裝置藝術「生命花」，岑芷恩說，隨時隨地

都有生命在誕生或逝去，生命不斷地循環，他們用花來代表生命，不同種類、不同顏色的花

朵，就像不同國家、不同膚色的人，生命不分高低，不停地在世界延續下去。 

圖書館樓梯則是王孟琪、卓均叡、謝正順的作品「小角落」，王孟琪強調，他們想反轉空

間角落的既定印象，因此用書牆疊出人形拱門，並在書與書之間夾了紙條，營造互動性說，

讓角落空間不再是陰暗孤獨的感覺。 

 

中區首創！大葉大學圖書館導入電子書閱讀導覽機 

Nownews 報導 

報導日期：2018/09/14 

【Nownews / 記者陳雅芳 / 彰化報導】 

 

 

▲大葉大學圖書館購置電子書閱讀導覽機，是台灣中部第一所導入新創閱讀 

服務的大學，學生一邊操作圖書館電子書閱讀導覽機，一邊討論報告。 

因應新世代閱讀習慣改變，大葉大學圖書館購置電子書閱讀導覽機，是台灣中部第一所

導入新創閱讀服務的大學，透過這套系統，在家也能借閱電子書，不只是學校師生受惠，所

有辦理大葉大學借書證的民眾讀者，都能享用這套服務。 

 

https://www.dyu.edu.tw/news.html?msg_ID=36140&pool_ID=19&isHidden=1&goBac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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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圖書館館長黃俊熹表示，大

葉大學圖書館是台灣中部首創引進大尺寸

觸控螢幕電子書導覽機服務的大學，電子

書閱讀導覽機同時具備「導覽展示」與「即

時使用」兩種特性，除了播放圖書館活動

訊息、推廣館內實體服務，更透過友善的

介面設計與便利的借閱指引，將圖書館數

萬本電子館藏完整展示，可說是圖書館推

廣數位閱讀的最佳幫手。 

 

黃俊熹指出，圖書館的電子書及電子

期刊館藏非常豐富，因應由紙本轉向 3C

產品的閱讀趨勢，圖書館特別在新學期添

置兩台由凌網科技創新研發的「HyRead 行

動圖書館閱讀展示機」，55吋的機台置於

一樓大廳，43吋的機台放在地下一樓自修

室，提供讀者自由操作。 

 

讀者只要透過網站或 APP 登入借閱證

帳號與密碼，就可以線上閱讀或離線下載閱讀，透過網際網路服務，不用親自到圖書館，就

能隨時隨地借還電子書，歡迎大家一起體驗雲端閱讀虛實整合的便利。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大四生林子閎說，電子書閱

讀導覽機的介面操作容易，點擊書籍封面後，就可

以直接翻頁閱讀，也可以用手機掃描 QRcode，將

書借閱到 APP 的個人書房中閱讀，省去在圖書館各

樓層找書的辛苦，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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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心情一 

黃俊喬 

當初懵懵懂懂時，接到一通電話之後就進入了圖書館當工讀生。當初才大一上學期對學

校的環境還未能熟悉就進入到一個室級單位當工讀生，所以我帶著緊張的心情進入到了圖書

館學習。之後第一次來到流通台學習流通台的事務，館員都非常有耐心地回答我的疑問也很

仔細的教導我如何操作。就這樣一路到了大四生涯時間過得非常快，在圖書館所認識的學長

姐也都畢業了，這時才更能體會到要好好珍惜跟大家相處的機會。能到圖書館當工讀生是我

大學生活最好的回憶。 

 

工讀心情二 

黃于庭 

不知不覺自己已經大四了，因為在圖書館打工的緣故，這裡已經成為我最喜歡的地方，

不管是環境，還是圖書館的館長及每位館員姊姊，每個角落、每個人都充滿著溫暖及熱情。 

想起剛進入圖書館工讀時，對這個陌生的地方很緊張很害怕，面對讀者們的詢問更是很

難用言簡意賅的方式去闡述，但幸好有姊姊們耐心的指導及說明，才讓我很順利的明白工讀

的所有工作內容。將近三年的時間，學到的不單單只是如何工作，更學到態度的重要性。若

有人問我，在大學生活裡，最不後悔的事是什麼，那我一定會回答：「是進入圖書館當工讀生，

認識這裡的所有人。」 

 

工讀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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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頁－建議事項 

Q1：可不可以每天 24小時開放 

需要認真唸書持續到今年 7月底，請問這段期間能否每天 24小時開放，或一個禮拜五六

天 24小時開放，萬分感謝。開放一小塊讓有需要的就行。 

 

A1： 

您好: 

一、 圖書館地下自修室在考試前一週至考試結束，24小時開放，學期中，開放至晚上

12點供同學使用。 

二、 您的意見，我們經慎重評估討論過，目前暫不考慮延長開放時間，原因有以下兩

點： 

(1) 安全考量：因學校在晚上 12點後人煙稀少，圖書館位處學校較高點，離守

衛室有一段距離，萬一發生問題，無法馬上即時處理，恐有無法挽回的遺憾。 

(2) 健康考量：校方關心學生身體健康，長期熬夜對身體不好，希望學生能夠生

活作息正常。 

希望同學能體諒圖書館的考量，有其他建議，歡迎您隨時到館交流。謝謝。 

圖書館 敬上 

 

 

 

 

Q2：可否把寒暑假閉館時間一起寫在網站開館時間 

您好： 

可否把寒暑假閉館時間，一起寫在網站「開館時間」這樣可以讓人一次看到寒暑假和國

定假日等閉館時間，不用再另外查詢，會比較方便，謝謝您  

 

A2：您好： 

謝謝您寶貴的意見 

網頁上，圖書館開放時間，已詳列本學年暑假前開、閉館日期，供您參考並歡迎您常回

來。 

圖書館 敬上 

 

讀者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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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琳瑯 

        編輯小組 

一. 分布狀況（以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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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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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 

439,818  81.06% 

參考書 8,557 

圖書 328,922 

學位論文(校外) 1,995 

學生專題報告 8,801 

教師著作 581 

日文書 8,446 

期刊參考書 115 

本校各單位出版品 12 

漫畫 1,269 

特藏 29 

碩士學位論文(校內) 27,004 

繪本讀物 1,857 

期刊 4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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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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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753  0.14% 
報紙(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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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4 

26,729  4.93% 

DVD 光碟 6,837 

VCD光碟 3,918 

多媒體光碟 619 

幻燈片 908 

期刊附件光碟 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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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70 14% 

社會類 83,728 15% 

人文類 143,603 26% 

設計/藝術類 50,250 9% 

自然/技術類 190,21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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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8月 01日至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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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8 月 01 日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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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64550 
861.57 

4770 

明天，我要和昨天的妳約會 / 七月隆文 著; 王

蘊潔 譯 
15 

2 80066179 
192.1 

4401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 36 則讓你有態度、不

委曲，深諳世故卻不世故的世道智慧 / 慕顏歌  
12 

2 80069062 
483.8 

4453 
鼎泰豐 : 有溫度的完美 / 林靜宜  12 

4 80068811 
857.7 

7799 
她的戀愛寫作法則 / 屠火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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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條碼號 索書號 書名/作者 

借閱

次數 

4 80067679 
177.2 

P489-1 

想太多也沒關係.實戰篇 : 人生幸福的思想指

南 / 克莉司德.布提可南(Christel Petitcollin)翻

譯 

11 

4 80066545 
857.7 

6017-A7 
黑白猜不猜 / 晨羽  11 

4 80063792 
953.9 

4424 
一刻永恆 : 超人氣婚禮攝影實戰 BOOK / 菲兔 11 

4 801785280000273 
785.28 

4017 
愛因斯坦 / 李醒民  11 

9 80065553 
857.7 

M678-6 
人魚不哭 / Misa 著 10 

9 80063778 
422.5 

T454 

工業風, 第一次就上手 : LOFT 風格元素大集

合, 終於搞懂金屬.混凝土.磚與玻璃怎麼玩!更

學會國際 know-how 及法式獨門創意 / 婕內薇.

湯瑪斯(Genevieve Thomas) 

10 

9 80062369 
298.6 

2144 

妖怪台灣 : 三百年島嶼奇幻誌.妖鬼神遊卷 / 

何敬堯 著; 張季雅 繪 
10 

9 80032185 

861.57 

4254-4 

C2 

挪威的森林 / 村上春樹 著; 林少華 譯 10 

9 80066114 
177.2 

4422-B 
不要在該奮鬥時選擇安逸 / 老楊的貓頭鷹  10 

9 80062230 

861.57 

0230-1 

C2 

你的名字 / 新海誠 著; 黃涓芳 譯 10 

9 80068282 
312.949

O4 4630 

活用 Office 2016 : Word+Excel+PPT 職場所向無

敵 100+招 / 楊宗誌, 陳敏清 
10 

9 80038020 

861.57 

5641-46 

C2 

解憂雜貨店 / 東野圭吾 著; 王蘊潔 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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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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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59115 

DVD 

987.83 

R323-1 

蟻人 = Ant Man / 派頓.瑞德(Peyton Reed) 21 

2 80059165 

DVD 

987.85 

P985 

玩具總動員：迷失時空 = Toy story that time 

forgot / Steve Purcell 
14 

3 80062264 

DVD 

987.83 

S755-4 

吹夢巨人 = The BFG / 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 
13 

3 80066635 

DVD 

987.83 

R958 

美國隊長 =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3, 英雄

內戰  / 安東尼羅索(Anthony Russo), 喬羅素

(Joe Russo) 

13 

5 80059124 

DVD 

987.85 

O81 

小王子 = The little prince / 馬克奧斯朋(Mark 

Osborne) 
11 

5 80054495 

DVD 

987.83 

W559-1 

復仇者聯盟 2：奧創紀元 = Marvel Avengers : 

age of ultron / 喬斯.溫登(Joss Whedon) 
11 

5 80069254 

DVD 

987.83 

4403 

吃吃的愛   = Didi's dreams / 蔡康永 11 

8 836987830000268 

DVD 

987.83 

D495 

穿著 Prada 的惡魔 = The devil wears Prada / 

Frankel, David 
10 

8 80066142 

DVD 

987.83 

7511 

我的少女時代 = Our times / 陳玉珊 10 

8 80059117 

DVD 

987.85 

C675-1 

小小兵 = Minions / 皮耶考芬(Pierre Coffin), 凱

爾巴爾達(Kyle Balda) 
10 

11 80059147 

DVD 

987.83 

7745 

5月一號 = First of May / 周格泰 9 

11 80033957 

DVD 

987.83 

7943 

失戀 33天 = Love is not blind / 滕華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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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條碼號 索書號 片名 

借閱

次數 

11 80059137 

DVD 

987.85 

L866-1 

樂高玩電影 = The Lego movie / 菲爾洛德(Phil 

Lord), 克里斯多福米勒(Christopher Miller) 導

演 .- 新北市中和區 : 威翰文創, 2014 

9 

11 836987830000110 

DVD 

987.83 

C89 V2 

CSI 犯罪現場 .第一季  = 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 CBS Broadcasting Inc 
9 

11 836987830000109 

DVD 

987.83 

C89 V1 

CSI 犯罪現場 .第一季  = 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 CBS Broadcasting Inc 
9 

 

 

圖書館大事紀（2017/08/01~2018/07/31） 

        編輯小組 

日期 紀要 

2017/08/01 黃館長俊熹榮任 

2017/09/07 藝文展覽：2017吳白露油畫個展(~10/20) 

2017/09/16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期中發表(~9/23) 

2017/09/18 舉辦第一場主題書展-「給四年後不後悔的你」(~10/20) 

2017/09/18 舉辦「舊書換新家~傳遞書香活動」 

2017/09/18 推廣活動：圖書館/認識趣(~10/20) 

2017/09/24 藝文展覽：對號入座(~10/21) 

2017/09/28 推廣活動：2017【藝文講座】嚴肅與幽默 

2017/10/02 推廣活動：圖書館/中秋借書趣(~10/6) 

2017/10/17 召開大葉大學 106學年度第 1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7/10/23 舉辦第二場主題書展-「大學書單：8大主題精選好書」(~11/24) 

2017/10/23 藝文展覽：工設系期中發表(~10/30) 

2017/10/25 推廣活動：萬中選一，不怕書(~10/31) 

2017/11/01 藝文展覽：長青大學聯展-蕭張畫什麼(~11/29) 

2017/11/14 推廣活動：好事成 11(~11/30) 

2017/11/15 藝文展覽：長青大學中西畫聯展(~11/24) 

2017/11/26 藝文展覽：大葉映像工作室社團成果展(~12/16) 

2017/11/27 舉辦第三場主題書展-「搶不走的競爭力：名人推薦‧閱讀的力量」(~12/22) 

2017/12/02 藝文展覽：陳永康上將畫展(~2018/1/31) 

2017/12/14 藝文展覽：尋 SEEK-造藝系裝置藝術展(~2018/1/4) 

館務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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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紀要 

2017/12/14 推廣活動：一起來尋寶-2017圖書館週系列活動(~12/29) 

2017/12/16 推廣活動：陳永康上將畫展開幕儀式 

2017/12/17 藝文展覽：王韻雯個展(~12/22) 

2017/12/23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期末發表(~12/30) 

2017/12/27 舉辦「余光中紀念特展」(~1/31) 

2018/01/02 藝文展覽：工設期末成果發表(~1/12) 

2018/02/01 館員黃美鈴小姐到職 

2018/02/26 舉辦第四場主題書展「2017 Openbook 好書獎」(~3/23) 

2018/03/09 藝文展覽：陳澄波傳世畫作複製畫展(~3/29) 

2018/03/14 推廣活動：大葉圖書館櫻花祭(~3/28) 

2018/03/21 推廣活動：橡皮章藏書票手作課程 

2018/03/24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雙人聯展(一)(~3/31) 

2018/03/26 舉辦第五場主題書展-「世界書香日特展~那些發生在圖書館的故事」(~5/6) 

2018/03/28 舉辦「大師李敖 詩魔洛夫紀念特展」(~4/30) 

2018/03/28 推廣活動：328好友咖啡日 

2018/04/09 藝文展覽：視傳系期初繪本聯展(~4/30) 

2018/04/09 藝文展覽：工設系期中發表(~4/14 ) 

2018/04/11 推廣活動：世界書香日(~4/23) 

2018/04/15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雙人聯展(二)(~4/21) 

2018/04/22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雙人聯展(三)(~4/28) 

2018/04/26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溪陽國中黃森明校長帶領 17

名圖書館志工媽媽蒞館參加 

2018/04/29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雙人聯展(四)(~5/6) 

2018/05/01 藝文展覽：107上半年長青大學書畫聯展(~5/30) 

2018/05/08 舉辦第六場主題書展-「畢業特展~我要吃鷄 不要吃鱉」(~6/10) 

2018/05/10 舉辦「柏楊大師逝世十週年追思特展」(~6/10) 

2018/05/10 推廣活動：107上半年長青大學書畫聯展開幕典禮 

2018/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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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名師生

蒞館參加 

2018/05/17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雙人聯展(五)(~6/1) 

2018/05/23 推廣活動：【藝文講座】暢談張愛玲世界暢銷少女羅曼史&女性情慾書寫大觀

園 

2018/05/23 推廣活動：523好友咖啡日 

2018/06/02 藝文展覽：壹起喝酒 造藝 19屆畢業展(~6/17) 

2018/06/06 推廣活動：大葉圖書館畢業季(~6/22) 

2018/06/07 藝文展覽：造藝系繪畫工房雙人聯展(六)(~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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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紀要 

2018/06/12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村東國小六年級 44 名師生

蒞館參加 

2018/06/14 召開大葉大學 106學年度第 2次圖書館委員會 

2018/06/18 藝文展覽：設院碩班學位口試畢業展(~6/25) 

2018/06/19 藝文展覽：工設系期末成果展-公事工辦(~6/29) 

2018/06/25 藝文展覽：工設系期末成果展-基礎設計(~6/29) 

2018/07/02 舉辦「大葉大學圖書館 107年暑假學生志工服務營」(~7/5) 

2018/07/18 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湳雅國小蘇月妙校長帶領 1-5

年級 38名學生暨多位老師蒞館參加 

 

 

END 

 

END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