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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韓國大學教位圖書館新建發概念之簡介

書的二二事 . 2011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廢參展心得

電子資源 ﹒ JSTOR學術回溯期刊資料庫微觀

﹒以質取勝的IEL資料庫

服務動態 ﹒共同美好的回憶一音樂會與愛的視情

活動看板
• r~行生活J~遊文學書展系列活動，讓我們一起分享~遊中的
戚動情事

﹒ 「生活-與作家有約J t舊座

多媒體 ﹒ 12月的多媒體中心很「歐洲」一「歐洲|魅影」影展開皇軍綠1

館務動態 ﹒發現一個好所在

2011年笑囡囡書館學會年會海報接參展必得

美國園書館學會(Americ.祖 Library Assoc.ia:帥 ，以下關恥LA ) 自1876年成立

至今，於全世界擁有超過60，000個會員。每年舉辦年會規模盛大，包括學術研討

會、圓桌會議、會展及海報展等，洛因書館界的重要資訊交流平台。 2011 ALA 

必UlUal Conf前聞自& Exhibit於美國時間6月23日至6月28日在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市的

Emest N. Mo rial Convention Cent前舉行。

本館今年以可Nhen A Wuxia }.![aster Meets Star-Crossed Lov帥"為主題申請參加ALA

海報展，從232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通過~G例為52% ) ，獲得參展機會。此次

參展主題為本館99年度電子書推廣創意活動，男亦獲得99年度中華庚囡囡書館學會

年會海報展競賽第3名，取得參加ALA年會海報展注冊費及出國機票二項補助。

ALA年會閱幕式遂記

6月24日舉行-ALA年會開暮式及首場專題演瀉。開暮式由現任ALA總裁

(President) Roberta A. Stevens女士主持。

國1 • ，年會開著~~會場﹒情況 國2 :現任ALA/總數(president) Roberta A. Stevens女士

首場;寅譜邀請的話者是It Gets Better r活茗，會更好」活動發起人D祖沮訂戶R編

輯之新書It Gets Better: Coming Out, Overc.oming Bullying 叫 Creati咚 aLife W。他

Living"近期剛出版。

本場演說訴說他如何透過網路，發起了一場關

注同性戀年經人於校園被欺凌的社會運動，透過It

Gets Better Project~司站和YouTube頻道，費在書長了無數

來自不同階層，由草根到超級名人，都紛紛向這些

年輕人致送關懷訊息。 D祖 Savage晨起了推廣這本書所

蓄，讓更多受到霸;愛的青少年看到，先前訂這書名

時特別避免提到同志字暇，以避免園書館不採賠該

書。本場演講非常精彩，聽男直線以實日雷之掌聲，會

後亦安排了簽書會活動。

AL~年會之各項展覽法動

國3 : D甜 Savage精采演給

本次展覺活動實在書長了近900個單位及絕給參加展出，以下做序介紹展出會場、

各項展覺內容及觀展心得。

一、 主任本及電子資2賣出版商

本區包括了大型園書及資料庫的出版商及代理商，也同時邀請了大學校院出版

社、小型及個人出版商一起展出。展覺者除了育事態、展出出版晶外，更針對新出版晶

進行各項宣傳活動，包括小型演講會、作家簽書會、海報及紀念品發送 ， 等，電子

資源廠商也把握機會在會場進行教育訓練課程。

國ι囝5展覽會場紙本及電子資源出版商展出﹒情況

二、圖書館自動化及數位化設備

由於資訊科技日新月益，在會場上展出了各項園書館自動化及數位化新型設

備，如門繁1美統、自助借遺書磯、無人園書館及各式新型態、掃描機。這些新型設備

在外觀上充滿時尚及科妓戚，在功能上也朝向全自動化(無驚人員管理操作)進

行。

國ι國7 :圖書館自動化及數位化設備展出﹒情況

三、圖書館傢俱

會場展示了包含i也毯、開覺桌椅、沙發、桌燈、毒草 ， 等各式園書館相關傢俱

設備，除了強調產品功能性，如符合人體助學、經巧省力、維修方便 ， 外，色彩豐

蜜的美麗外觀更加吸引目光。

國S : 展覽會場各式園書館像俱展ffi﹒情況

四、其他摸出項目

除上述的展覺類型外，會場上還有許多吸晴的展覺攤位:

(一)美國國會圖書館行動展覺車

這輛行動展覺車是由知名車廠VOLVOJiJf設計，有著閃亮的外觀外，裝飾了呈

現國會園書館百年歷史風萃的因片。車內展獎以古老照片、各式固表、影片播放

及國會園書館網站介紹等方式，將美國國會園書館二百年來的歷史軌跡做完整的

呈現。

國9.國10 :行動展覽草之正個IJP~

(二)知名銅雕創作家R曲dolph Rose關語言色列作品

國10-固11 :銅雕作家Randolph Rose.參展作品

(三)人工智慧機器人

展出的機器人具有粉密的影音接收

設備，配合高度的人工智慧，可與外界

立即互動，展現非常通切的回應。因片

中機器人除了與人對答如流外，經盈的

身型可與來賓翩翩起舞。
國12 :人工智慧機路人與f.'j!農民寂之互動﹒情況



AL>\年會:每級農

ALA年會;每l~展σoster Sessions)自 1982年於費城開始舉辦，至今(2011)年已歷經

30屆，吾吾由來自世界各地參展的海報呈現園書館專業領城中的研究成果、實務問題

的解決方案、園書館創新活動的實例等，為國書館同道每年相互觀摩與研討溝通的

重要活動。

今年的海報展於美國時間6月25日至6月26日舉行，且已達到展示效果並增加參觀

人氣，本館的海報設計特地以結合東西方元素的固像為主軸來吸引參觀者的目光;

同時也準備了英文文宣來幫助參觀者了解海線的詳細內容;男外也提供活動提袋、

武俠胎紙等東方除十足的小紀念品在攤位免費發送，增加參觀者對本館海報主題的

印象。這樣的跨文化創意表現及東方文化的神秘戚果然成功地吸引參觀者的關注，

現場佈童時就已吸引不少參觀者駐足，對請于本館;每綠的內容相當戚興趣。

此次的海報展，各參展單位無不漪盡所能i也熱情解說，本館也積極地向參觀者

介紹電子書推廣活動的規劃理念，不少參觀者對於推廣活動的創意發懇、執行方

式、推廣成效及天來的活動規劃等也提出了許多的問題與建議，同時給予高度的贊

許。

此次有機會參與此一國際盛事，將永館一年來的努力成果展示於國際舞台上，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與大園書館，這對過去一年辛勤付出的園書館同仁們而言是很大

的鼓勵。美國園書館學會JiJf安排的大型展覺及各式研討活動，也讓我們快速戚受到

園書館創新服務及資訊科技的全球趨勢與脈動，提升我們的國際視野。我們真心地

期許，如此寶貴的學習經驗，能夠更激發我們更多的創新能量，來提供本校師生更

好的服務。

國1 : :牢籠海報廢憾位:i:景

已

國2 : 海報腰上特別準備東亞地圍及台灣地回(內標ffi本校位置) ， 使參觀者能進-步認為台灣及本校

國3 ::牢籠向參觀者口頭介紹本飽之創意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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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4 : 參觀者於留言湖上留言，給予本飽持多鼓勵與當買主主

您覺得這篇文章 : 0好溫馨 。好實用 。好有趣 。好豐宮 。好新鮮 匡歪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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