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年度第二學期
康寧學校財團法人康寧大學

資訊暨圖書中心

112/02/13

校園資訊服務系統
教育訓練

邀請加入資訊股長群組



投影片在資圖中心網站
學校首頁->行政單位->資圖中心

資訊股長可以協助授課老師
以自己帳密啟動E化講桌(幹部名單送生輔組建檔)



資訊股長的職責

資訊暨圖書中心

擔任班上與資圖中心之聯絡窗口

協助班上師生使用校內資訊設備與服務

協助校內資訊技術的推廣與應用

參與校內舉辦之資訊技術教育訓練



資訊暨圖書中心

資訊暨圖書中心

資圖中心 (陳宗騰主任)

資訊組 (第一教學大樓資圖中心)

軟體開發組(第一教學大樓資圖中心)

圖書組 (圖書館)



Outlines

資訊暨圖書中心

單元名稱 單元內容

活動推廣
1.全校中文打字比賽(第26屆)
2.全校OFFICE軟體應用比賽(第20屆Power Point 2016)

教育訓練
1.智慧財產權
2.資訊安全
3.ODF

圖書服務

1.二手書交換宣導
2.新增電子資源查詢系統已不需設定Proxy
3.圖書館資源介紹(印表機,自學區)
4.圖書借閱排行

Q&A
1.E化資訊系統使用
2.E化講桌使用操作、簡易故障排除
3.網路



活動推廣

資訊暨圖書中心

資訊盃全校中文打字比賽
 比賽分組：

專業類低年級組：資管、應外、企管、數動科1~2年級學生。
專業類高年級組：資管、應外、企管、數動科3~5年級學生。
醫護類組低年級組：護理科、幼保科、視光科1~2年級學生。
醫護類組高年級組：護理科、幼保系/科、長照系、視光科3~5年級

及大學部學生。
進修部組：進修學制全體學生

各組報名人數若未超過25人，得取消該組之賽程。

比賽預訂日期：
112年5月初 (12週)



活動推廣

資訊暨圖書中心

資訊盃全校中文打字比賽

MOCC認證(Master of Complete Certificate)

等級
認證科目

初級 丙級 乙級 甲級 優級 特優級

測驗費用每分鐘字
速

每分鐘字
速

每分鐘字速
每分鐘字

速
每分鐘字

速
每分鐘
字速

中文看打
國內認證

12‐29 30‐59 60‐89 90‐119 120‐149 150含以上 400元

英文看打
國內認證

12‐29 30‐49 50‐69 70‐89 90‐109 110含以上 400元

學校申請
優惠價
200元



活動推廣

資訊暨圖書中心

資訊盃全校OFFICE軟體應用比賽 (第20屆Power Point 2016)

 比賽分組：
(1)專業類：資管科學生。
(2)一般類：企管科/系(含進修部)、數動科、應外科學生。
(3)醫護類：護理科、幼保科/系(含進修部)、長照系、視光科(含進修

部)學生。
各組報名人數若未超過25人，得取消該組之賽程。

比賽預訂日期：
112年5月中(14週)



教育訓練-智慧財產權

資訊暨圖書中心

照護線上
「智慧財產權」指的是由創作者所創造出來無形的財產，無論是音樂、插畫、
相片、文章、影片都受到法律的保障。擁有完善的保護，創作者能安心創作，
大家也能享受更多精彩的作品與發明！
IP Wonder
著作權是甚麼?  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那些專有權利? 著作權保護的著作有哪
些? 著作權保護 idea 嗎?  一起來了解著作權的基本概念吧!
關於片中提到 Nike Air Jordan 照片的訴訟, 美國最高法院在 2019 年 3 月 底
時, 已經拒絕聽審這個案子, 所以依照原巡迴法院判決, Nike 是沒有侵害原攝
影師的著作權.

喜歡就下載，小心觸法喔！什麼是智慧財產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PYN0pm5lL8

著作權基本概念 | 著作權小常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TGUO7DfWk



教育訓練-資訊安全

資訊暨圖書中心

三資小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SRaVC7i5Q

CSC
110年資安影片 第1名：三資小豬
從前呢有三隻豬兄弟他們住在各自的智能房子裡。狼看到就不爽了，
於是先到老大家，老大平時懶得更新安全系統，所以一下就被狼駭
入，於是大哥就跑到二哥家求支援，但因為二哥喜歡使用免費網路
而且因為他很懶所以密碼設的很簡單，安全系統早已漏洞百出，所
以他們又被狼的病毒成功駭入，最後兩隻豬只好跑到小弟家，小弟
跟他們解釋了一切漏洞，並殺死了狼的病毒。狼進不了他家，並因
為啟動小豬豬家居智慧資安防火牆被炸飛了。



教育訓練-ODF

資訊暨圖書中心

認識開放文件格式(ODF) - 維護大家的數位平權 #ODF

本影片內容涵蓋ODF格式簡介、政府推動ODF格式理念
及使用ODF格式之優點，期能藉此增加各界對於政府推
動ODF格式政策之理解與支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ozpBP1ZwY



資安宣導

資訊暨圖書中心

校園網路禁止挖礦。

電腦請記得安裝防毒軟體。

如果發生資安事件，請
同學協助配合調查，填
寫處理單。

謝謝。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1. 圖書館開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00 ~ 20:00

週六、週日 09:00 ~ 17:00

備註：

1.國定假日及連續假日不開放

2.期中、期末考當週開館時間8:00~~9:30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2. 圖書館服務

 影印機服務
圖書館內提供影印機，可使用影印卡或悠遊卡，
A4紙張一張金額為$1元，A3紙張一張金額為$2元。

 電腦列印服務
館內並提供印表機，可列印黑白及彩色，使用投幣或悠遊卡
黑白列印一張金額為$1元，彩色一張金額為$5元。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2-1. 圖書館服務

￭圖書館門口設置密碼式寄物櫃提供入館者使用，圖書館並
不負保管之責任，請上鎖避免遺失。

￭個人物品放入置物櫃後，請務必重新設定密碼，若使用人
忘記置物櫃密碼，需填寫「置物櫃開鎖申請單」，並支付
開鎖作業費30元整。

￭置物櫃內物品不得存放過夜，圖書館每日開館及閉館時
均清理置物櫃，取出讀者逾時（放至閉館時間仍未取走）
寄放之物品以供招領。物品放置逾時需收保管費30元／天，
敬請各位同學注意。

 置物櫃服務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2-1. 圖書館服務

 個人視聽設備、電腦查詢:

提供8台電腦，可查詢資料及個人視聽區

 視聽、電腦查詢區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4. 二手書教科書市集
圖書館網頁:http://oes3.im.ukn.edu.tw/~book2/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4-4. 二手書交換宣導

※本館將收取每本新台幣5元的服務費

除活動期間外，圖書館全學期均接受二手書交流，

★寄售二手書、二手教科書的同學請務必至平台登記後，
再將書籍拿至圖書館。
★購買二手書、二手教科書的同學請上平台選購，再至
圖書館領取、繳費。

圖書館期初二手教科書、二手書交流活動
活動時間自02月13日~02月24日止。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電子資源
查詢系統

5.電子資源查詢系統
圖書館整合了所有電子資源，方便同學們閱讀電子書、電
子期刊及查詢資料庫，同學只需登入本學帳號密碼即可，
校內外網路均可使用，已不需設定Proxy。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6. 常用資料庫、圖書館電子書及館際互借服務

序 資料庫 相關領域

1 CEPS中文電子期刊 中文全文類型

2 HyRead ebooks 凌網電子書 中文全類型

3 iRead ebooks 華藝電子書 中文全類型

4 UDN電子書 中文全類型

★圖書館首頁→電子資源查詢系統→登入帳號/密碼→即可搜尋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7. 圖書借閱排行

‧ 根據圖書館「圖書借閱獎勵辦法」

第3條 實施方式

‧ 五專部：每月月底依身分別統計前十名，且基本冊數達30冊以上，同一天借還
之圖書及線上續借不列入計算。

‧ 大學部：每學期期末依身分別統計取借閱排行前五名，且基本冊數達30冊以上
， 同一天借還之圖書及線上續借不列入計算。

‧ 研究所：每學期期末依身分別統計取借閱排行前五名，且基本冊數達40冊以上
，同一天借還之圖書及線上續借不列入計算。

第4條 獎勵辦法：頒發禮券或獎品以資獎勵。

‧ 第一名禮券500元；第二名禮券300元；第三名禮券200元；
第四~十名禮券100元

‧ 借閱排行每月公告於圖書館網頁上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8.111-1學期主題書展

月份 主題展

九月 校園新鮮人主題展

十月 網紅這樣當主題展

十一月 閱讀嚴選主題展

十二月 那些電影翻拍的書主題展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9. 圖書館二樓-新書區使用自助借還書機

自助借還書機
‧僅提供二樓新書區借還書，樓上書庫書籍請至櫃

檯辦理。
‧使用自助借還書機請帶借閱證，書籍放置感應區

後即可完成借閱。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10.圖書館二樓-24小時自助還書系統

• 提供還書流通作業，

書籍放入還書口經機

器感應後完成還書程

序。

• 如顯示感應失敗無法

完成還書程序，請投

置右方備用還書口。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11.圖書館二樓－
耳機紫外線除菌機、書籍紫外線除菌機

• 除菌箱內可放置6本書，不可重疊
• 按右上方紅色啟動鍵，45秒倒數
• 紫外線燈熄滅即除菌完成

 書籍紫外線除菌機 耳機書籍紫外線除菌機

• 放入耳機
• 按上啟動鍵，40秒倒數
• 紫外線燈熄滅即除菌完成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12. 數位閱讀區  70吋觸控電子書牆

 數台ipad

提供師生瀏覽、試閱及借閱電子書、

電子雜誌



圖書服務

資訊暨圖書中心

13. “逗陣做志工＂

 歡迎同學加入圖書館志工服務行列，
用行動參與閱讀服務。

 志工服務項目、招募請參閱圖書館網
頁志工服務辦法。

 志工均發給 “志願服務證明＂



111學年度第二學期
康寧學校財團法人康寧大學

資訊暨圖書中心

校園資訊服務系統
教育訓練

Q&A

邀請加入資訊股長群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