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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電子書平台 
圖書館報一報 --- 閱讀選介-旅遊生活篇 
藝術大道 --- 藝術中心展覽時程表 
著作權廣場 --- 網路相關著作權問題之說明 
圖資處剪影 --- 圖書資訊諮詢委員會等剪影 
 

主題館  圖書資訊處設置辦法 
東方設計學院圖書資訊處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提供圖書資訊資源，發揮支援教學、研究與資訊傳播功能，並推動

資訊科技的運用暨各項藝文業務或活動之推廣與管理，提升服務品質，設

立「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三條 本處任務如下： 

徵集教學、研究與學習所需之書刊資源。 
典藏管理與流通使用各類書刊、電子資源與多媒體資料。 
提供參考諮詢服務與推廣資訊利用教育。 
國內外圖書館館際合作服務及資訊交流。 
電腦與網路之建置、管理與維運。 
推動本校電子化校園之建置與相關應用。 
支援網路教學系統之建置、管理與營運。 
推廣本校藝文活動及督導相關業務。 
執行校內外圖書資訊相關委辦計畫。 
其他圖書資訊相關活動之策劃及執行。 

創 辦 人 / 許 國 雄 
發 行 人 / 吳 淑 明 
主    編 / 許 德 仁   執 編 / 曾綉雅 
編    印 / 東方設計學院圖書資訊處 
電    話 / 007-6939552~7 (圖書組) 
           07-6939558~9 (資訊組) 

I S S N / 1818-6068 
出   刊 / 中華民國一 0 二年十二月二十日 
創   刊 /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五月二十日 
地   址 / 高雄市湖內區 829 東方路 110 號 
網   址 /  http://library.tf.edu.tw 
E- Mail /  tflib@mail.tf.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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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處依業務性質分為六組，職掌如下： 
採訪編目組：書刊資源之徵集與書目資料管理維護。 
典藏閱覽組：書刊資源之閱覽服務與典藏管理。 
校務資訊組：校務行政支援及資訊服務之規劃與執行。 
系統管理組：本校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與維護。 
數位媒體組：各種數位媒體應用系統之營運與維護。 
文藝推廣組：掌理校史館、藝術中心、福田繁雄館等處業務及其他藝文相

關事項。 
第五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綜理本處各項業務，另置秘書一人，協助處長處理本處

相關業務。 
第六條 本處各組各置組長一人及職員若干人，負責各項業務之執行。 
第七條 本處設圖書資訊諮詢委員會，協助發展處務相關事宜，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八條 本處各項業務之管理辦法及作業細則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風訊  微風輕拂袖，新知落手中 
一、 國立公共資訊圖書館提供各類型資料及電子書供全國讀者使用，目前開放數位閱覽證申

請，希全校師生善加利用，網址：http://ipac.nlpi.edu.tw/toread/opac/join_now。 
二、 圖資處於 10 月 16 日召開本學期第一次圖資諮詢委員會，研討精進圖書資訊業務及精實

資訊化校園發展相關事宜。 
三、 圖資處圖書組於 10 月 21 日至 25 日下午將舉辦「電子書體驗有獎活動」，凡讀者於活動

期間，蒞臨圖書館一樓資訊檢索區，由專人指導學習利用行動閱讀裝置體驗電子書閱

讀，即可獲得精美禮品一份，活動已圓滿落幕，感謝學生熱烈參與。 
四、 圖資處圖書館採購之 udn 數位閱讀電子雜誌目前推出借閱王活動比賽，借愈多愈有機會

將 iPad、禮券帶回家；另提供提供 University Press Scholarship Online 牛津電子書、

Discovery Education-Streaming 數位課程教學影片資料庫、Naxos Music Library 線上全文

型隨選音樂資料庫、Grolier Online 學術百科線上資料庫，還有 PTC 布樣與概念系統(免
費試用資料庫)推出的「Image Board 概念設計比賽」，詳細說明及連線方式請參閱圖書網

頁(http://library.tf.edu.tw/index2.htm)。 
五、 為提升圖書館資源利用率及鼓勵讀者參與圖書館活動，本

學期推出之借書集點兌獎活動已熱烈展開，只要讀者借書

達一定冊數，或參與圖書館活動，即可獲贈點數，累積滿

額點數即可兌換禮品，歡迎學生讀者踴躍參與。 
六、 圖書館有多項電子資源舉辦有獎徵答及徵文活動，如

TAO 台灣學術線上資料庫、Web of Science 資料庫、

Cambridge Books Online 西文電子書、HyRead 中文電子書

等；另提供萬方數據庫(學位論文/學術期刊/會議論文等三

大全庫)、學術不端檢測系統及慧科大中華新聞網資料庫

試用，詳細說明及連線方式請參閱圖書館試用資料庫網頁

(http://library.tf.edu.tw/libdata-t.htm)。 
七、 圖資館地下閱覽室整修及閱覽桌汰舊暨照明工程已全面

竣工並重新開放，煥然一新的設備及裝置，提供給讀者良

好的使用環境，讀者進入圖書館時請勿攜帶飲食，並配合

圖書館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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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館現為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成員，已採購 6 萬餘冊中西文電子書供全校師生

使用，目前此聯盟推出看電子書填問卷抽獎品活動，本校教職員工生皆可參加，詳細內

容請參考活動網址(http://taebc.lib.ntnu.edu.tw/tech)。 
九、 圖資處於 102 年 11 月 06 日針對五專、七技、四技等學制新生進行 102 年「保護智慧財

產權宣導測驗」活動，測驗結果全班平均成績前三名班級及導師姓名分別為：第一名五

專玩具一 A/盧鏡竹老師（91.97 分）、第二名四技攝影學程一 A/邱亦堅老師（90 分）、第

三名四技流一 A/王芳蘭老師（87.5 分），感謝各新生班級老師協助活動進行。 
十、 本館採購之華藝中文電子書已完成系統帳號整合，現在使用此電子書，可直接用學號或

教職員代號登入，無需再另外申請一組帳號密碼，連線方式請參閱圖書館網頁最新消息。 
十一、 圖資處處長於 11 月 14-15 日出席由淡江大學舉辦之「102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資訊

行政主管研討會」，增進全國各大專校院電算中心或資訊行政單位主管彼此經驗交流及

協助新任主管瞭解各項行政配合業務，凝聚各項業務推展之共識。 
十二、 本學期第二次圖資諮詢委員會於 12 月 18 日召開，研討精進圖書資訊業務及精實資

訊化校園發展相關事宜。 
十三、 資訊組將於 10 月 14 日派員出席中山大學舉辦之創新網路應用研討會。 
十四、 本校 App 開發進行順利，目前正以 app@mymail.tf.edu.tw 向 Apple 及 Google 申請開

發及發佈權限。 
十五、 校園網路以 Hinet 為第二網路出口已於 11 月 23 日建置完成，現階段往國內網路走

學術網路，往國外網路則走 Hinet 網路。第二出口線路本周的平均網路流量為：36.3Mbps
入/7.07Mbps 出，而原 Tanet 線路目前流量則為 48.4Mbps/16.6Mbps 出，第二出口已轉載

負擔約 43%本校網路流量負擔。本校網路使用者建議設定 DNS 包括本校 DNS: 
163.15.40.202 以及 Hinet DNS: 168.95.1.1 

十六、 教職員電子郵件系統目前正在進行新、舊系統資料轉換。考量資料轉換期間郵件處

理問題，目前舊電子郵件系統暫時留存，需要存取者可以從本校首頁右下角教職校務公

告中「教職員網路郵局改版時期代替登入方式」一文進入舊系統。惟請使用者使用新系

統寄信，寄件備份及收件方才能正確收信，轉換後仍使用舊系統寄信者，該信件將無法

留存至舊系統移除之後。 
十七、 考量宿舍對無線網路需求日益增加，宿網流量亦為本校網路對外流量大宗，已與中

華電信討論本校宿舍網路、宿舍無線網路委外可能性，以減少管理複雜度、資訊安全疑

難以及經費負擔。 

數位資源大賞  Elsevier-Ebooks on ScienceDirect 西文電子書平台 
涵蓋 Elsevier 集團旗下重要出版社如 Academic Press、North-Holland、Pergamon 等出版品。

主題包括農業、生物、化學、天文、材料、數學、物理、電機、醫學等學科。Elsevier 電子

書與 ScienceDirect 電子期刊可相連結，是學術研究的重要工具。 
ScienceDirect 電子書平台有兩種管道可檢索電子書，分別為 Browse(瀏覽)-依書名字母順序

/研究主題領域或 Search(檢索)。 
連線網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  

Browse(瀏覽)-依書名字母順序/研究主題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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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報一報  輕取書中智慧，淡然耀升榜中 

 
 

索書號 書刊名 索書號 書刊名 
177.2 8745:2 
2013 

給未來的旅行者:55 個你最想知
道關於旅行的事 

746.19 8676 
2013 西班牙繪旅行 

716 8535 
2013 

我在地球旅行:遇到的那些人那
些動物那些事 

740.9 8383 
2012 歐洲必遊景點:6 大區域輕鬆遊

538.8 856 
2012 旅行男子:世界怪奇文化事件簿 731.75219 

864:2 2012 京都漫步中:花與咖啡的小旅行

803.188 
8564:2 2012 

訂了機票，就出發:旅行不能忘記
帶的日語百寶袋 

541.29 8644 
2012 

創意生活小旅行:17 個風格
NEW 提案 

737.539 
8844 2012 慢行。不丹 733.6 8364-2 

2012 
Via 跳島小旅行:Via 推薦非去不
可的 100 個離島小祕境 

738.29 8774 
2012 

清邁小時光:療癒系古都的輕旅
行 

733.6 8736 
2012 

老地方，漫時光:文化與老街、
歷史與舊建築的台灣小旅行 

732.9 
8345-2 2012 第一次自助遊韓國超簡單 733.69 8773:2 

2012 
台灣街角小旅行:Emico 的散步
地圖 

992.6233 
8376:2 2012 風格民宿小旅行 733.6 8258 

2012 

你不知道的台灣美味秘境小旅
行:隱藏在港灣海鮮、山林野
味、田園蔬食、巷弄私房菜的
80 種滋味追尋 

992.931 
8767 日本鐵道旅行 719.85 8554 

2006 Voyage:跟著漫畫家去旅行 

 
藝術大道  美學開啟無限創意 

東方藝術中心 

103 年 1～3 月展覽時程表 

日期 展覽項目 

2014/01/01~2014/02/17 寒假休館 

2014/02/18~2014/02/28 美工系七技五 A 人體繪畫展 

2014/03/04~2014/03/14 台灣大型相機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2014/03/18~2014/03/28 岡本滋夫海報展 

>>閱讀選介—旅遊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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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廣場  網路相關著作權問題之說明 

一、網路交換軟體 

  （一）網友使用網路服務業者提供的交換軟體（P2P）傳輸檔案時，將同時涉及「重

製」及「公開傳輸」兩種著作利用行為，即使上傳檔案之動作非其所能控制，且可能只傳

輸檔案之一部分，惟此種以多數人共同完成之公開傳輸行為，仍屬一個共同公開傳輸他人

著作權之行為，如未得到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在此等利用行為成立合理使用之空間亦相

當有限之情況下，該共同完成傳輸之網友即可能已觸犯著作權法，侵害著作財產權人之權

利，只要權利人依法提出告訴，即有共同負擔法律責任之可能性。  
  （二）至於提供 P2P 交換軟體的業者，雖非實際從事「重製」、「公開傳輸」之行為人，

如有誘使網友下載其提供之 P2P 軟體，並鼓勵網友在未得到著作財產權人授權之下，進行

下載、上傳等利用他人著作之行為，而藉此獲取利益，將視同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而

須負擔民、刑事之責任。至該業者對於使用者之後續著作權侵害行為，在民事上是否成立

「共同不法侵害」、「造意」或「幫助」；刑事上是否另成立「共犯」、「教唆犯」或「幫助

犯」，另行判斷。 

二、E-MAIL 

  （一）在網路上以 E-mail 轉寄他人所創作的文章、圖畫、音樂、影片等著作時，均會

造成「重製」他人作品之情形，如果僅僅轉寄給家人或特定的一、二位朋友，可以認為是

著作權法上之合理使用。但是，把這些作品轉寄給多數朋友時，即無法被認為是著作權法

上之合理使用，除非所轉寄的屬於著作權法不保護的法律、命令、公文、標語、表格等作

品外(請參照著作權法第九條規定)，否則即有可能侵害他人的「重製權」。 
  （二）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專有公開 傳輸其著作之權利，此即為所謂之公開傳輸權。

在網路上以 E-mail 轉寄他人所創作的文章、圖畫、音樂、影片等著作時給許多人時，屬於

公開傳輸的行為，如 果符合合理使用情況，不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如果超越合理使

用的範圍，則會發生侵害公開傳輸權的結果。 
  （三）報刊雜誌或網路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論述，如果未禁止公開

傳輸的話，以 E-mail 公開傳輸，屬於合理使用。在合理範圍內，用 E-mail 傳送政府機關

公開發表的著 作，也是合理使用。另外，著作權法第六十五條規定，依照利用的目的、

著作的性質、利用的質量所佔著作整體的比例、利用結果對市場的影響等等，作為判斷是

否符合合理使用的標準，因此，在日常生活裡使用 E-mail 時，只要在符合一般人客觀的合

理範圍內傳送文章、圖畫、音樂、影片，都有主張合理使用的空間。 

三、搜尋引擎 

  （一）網路服務業者提供的「搜尋引擎」服務，是透過軟體搜尋，將網路上所有資料

下載儲存到其伺服器中，再透過自動編輯功能，使網友可以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資訊，即

提供使用者有關網路資訊之索引、參考或連結之搜尋或連結之服務，例如 Google、百度等，

此種搜尋服務之業者所為下載儲存檔案的行為，當然是重製。然而網路業者事先未必取得

所儲存檔案的著作財產權人的授權，有些人難免會產生是否會有侵害著作權的疑慮。 
  （二）在國際社會著作權領域的實務上，認為「搜尋引擎」重製他人著作，雖未取得

著作人的授權，但因其利用的目的，是為了使網路的傳輸更有效率，而且對所重製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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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產生「市場替代」之效果，可以認為是合理使用。國際組織「萬維網聯盟(W3C)」對

於搜尋引擎的運作，列有詳細的技術規範，基本上，搜尋引擎祇要符合該聯盟的技術規範

所作的重製，應該都不會被認定為侵權行為。  
  （三）網路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在網路的秩序和規範方面，我國也必須遵循國際間的

標準，因此，「搜尋引擎」之重製行為，不致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產生負面影響，

應可認定為合理使用。 
  （四）又此種搜尋服務提供者對其使用者侵害他人著作權之行為，只要該等業者對所

搜尋或連結之資訊涉有侵權不知情（倘若使用者所連結之網站張貼目前上映中的院線片供

網友觀賞或下載者，難謂為不知情），以及未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權行為獲有財產上利益者，

並配合著作權人 之通知立即取下涉嫌侵權之內容，則該網路服務提供者亦可主張免除「民

事責任」。 

※參考資料來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路著作權。http://www.tipo.gov.tw。 「姓

名標示-非商業性」 授權條款台灣 2.0 版 

 
It seems that Christmas time is here once again, and it is time again to bring in the New Year. We 
wish the merriest of Christmas to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and we wish you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in the year ahead. 
 
耶誕節轉眼又到，又該迎接新的一年了。我們向你及你的親人們致以最美好的聖誕祝福，願

你在新的一年裏事業興旺，幸福美滿！ 
 

圖資處剪影

電子書體驗有獎活動 

學生熱情參與 電子書體驗有獎活動海報 

圖書資訊諮詢委員會 

會議舉辦情形 

讀者善用圖書館四樓多媒體

中心搜尋資料 

圖書館新生導覽活動 

學生熱烈參與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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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  寶  館藏統計 截至 102 年 11 月 
圖書 期刊 非書資料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中文 西文 
176,010 29,415 425 155 12,289 5,403

資料庫 電子書 合計 

205,425 580 17,692 52 64,261 288,010 
爭排名  輕取書中智慧，淡然耀升榜中  

102 學年度  102 年 09 月-102 年 11 月 中西文圖書借閱排行榜 
中文 書    名 索 書 號 西文 書    名 索 書 號 

1 妄想 BL 西方神話,腹黑篇 947.41/8849/2013 1 The Norton Shakespeare 822.33/S527 
2 罄竹難書之飛賊小蘭花 857.7/894:2/2009 2 The new big book of logos 659.134/N532/20
3 1/2 王子 947.41/875:2/2010 3 EFL readings for Chinese teachers 428.34/T877/199
4 北歐設計+/日常，就是極簡 960/8765:3/2013 4 LogoLounge master library..Volume 4 741.6/L832/2012
5 彩券 857.7/862-2/2010 5 Diary of a wimpy kid:The third wheel 813.6/K55/2012
6 終結 857.7/862-2/2011 6 Widows and suitors in early modern  822/P191/2004 
7 盜墓筆記 857.7/854-2/2007 7 An introduction to numerical methods 518/K45/2012 
6 魔法零蛋 947.41/8633/2007/ 8 Facial expressions:a visual reference fo 704.942/S594/20
9 潘朵拉之心 947.41/8363:2/2010 9 Exploring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428.24/H176/201
10 想念,卻不想見的人 855/852:3/2013 10 The best of cover design:books, magazi 741.64/B561/201

102 學年度  102 年 09 月-102 年 11 月 個人借閱排行榜 
教師 讀者姓名 單    位 學生 讀者姓名 單    位 

1 趙靖如 應用外語系 1 王裕閔 餐飲管理系 
2 吳宗靜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2 邱紀凱 美術工藝系 
3 盧鏡竹 數位科技設計系 3 郭淯濬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4 江鑑聲 遊戲與動畫設計系 4 張云柔 流行設計系 
5 黃淑真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5 張維剛 美術工藝系 
6 林茂蓬 時尚美妝設計系 6 王敏甄 美術工藝系 
7 呂青華 觀光與休閒管理系 7 陳君宜 流行設計系 
8 林必嘉 應用外語系 8 鐘曼滋 設計行銷系 
9 胡義群 時尚美妝設計系 9 徐于婷 餐飲管理系 
10 都通憲三朗 應用外語系 10 王嫥 流行設計系 

102 學年度 多媒體中心  102 年 09 月-102 年 11 月 十大名片賞析 
序號 片    名 索 書 號 序號 片    名 索 書 號 

1 咒怨 987.931/855/2003 6 咒怨 2 987.931/855-2/2004 
2 斷魂梯 987.932/8736/2006 7 靈異小說 987.932/8444-2/2011 
3 鬼來電 987.931/8575/2004 8 波特萊爾的冒險 987.952/8658/2005 
4 魔境夢遊 987.952/8756-3/2010 9 惡靈古堡 4:陰陽界 987.83/8344-3/2010 
5 貓の報恩 987.8531/8367 10 不可能的任務:鬼影行動 987.952/8357-3/2011 

圖資處圖書館開放時間 圖書資訊大樓  
項 目 時 間 地 點 項 目 時 間 地 點 

借還書服務  週日至五 ：08：10-17：00 
 週一及三 ：17：00-21：00 1F 流通櫃檯 自修區  週一至五 ：08：10-17：00 

B1F 閱覽室 
暨藝文中心 

參考 
諮詢服務 

週日至五 ：08：10-17：00 
週一及三 ：17：00-21：00 1F 流通櫃檯 閱覽區  週一至五 ：08：10-17：00 1F 至 3F 

館際合作 週一至五 ：08：10-17：00 2F 期刊辦公室 多媒體服務 週一至五 ：13：00-16：30 4F 多媒體中心 

圖資處資訊組開放自由上機時間 數位教學大樓  
週一至週五 08：00-22：00 週六 16：30-22：00 週日 8：00-17：30 

圖資處校史館／藝術中心開放時間 應用外語館／推進大樓  

校史館    週三 10：10-14：35 藝術中心    週一至週五 10：00-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