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利安住市圖書館最新消息
2021 年 9 月
圖書館營運最新消息

Library Operations Update

歡迎圖書館館長 Brian Simons
圖書館熱烈歡迎於 2021 年 8 月 26 日新上任的圖書館館長 Brian Simons。Simons 先生是由市
政府經理 Fran Robustelli 從全國招聘挑選來擔當此職位。Simons 先生曾任威斯康星州格林貝
(Green Bay) 布朗縣圖書館的執行董事，他負責監管 115 名員工，並發起了新的籌款活動，為
全縣建立九個圖書館設施和一個流動圖書館，也負責監管 $740 萬元的年度預算。
市執行長 Fran Robustelli 表示：「Simons 先生擁有豐富的經驗，曾領導與聖利安住圖書館差
不多規模、多樣化和領域的圖書館系統。」

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現具備 RFID 技術
由這個月起，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將具備 RFID 技術！

什麼是 RFID？RFID 是一個射頻識別技術，為我們的員工大大加快借書和還書流程，也給你提
供額外的自助服務選擇！

這表示什麼？所有圖書館物品現在都裝有一個已編碼的 RFID 標籤，在外借時會將物品記入你
的圖書館帳戶上！

當我到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分館時，我會看到有什麼改變？
•

•

全新自助外借機 - 所有四個圖書館分館現在都設有自助外借機供你使用！自助外借機提
供多個語言選擇，你可以使用實體圖書證或我們的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手機應用程式外
借物品！外借圖書館物品從未如此簡易！
RFID 功能的還書站 - 我們的總館和曼諾 (Manor) 分館將設有具備 RFID 功能的還書
站，你可以每天 24 小時來退還物品，而物品將即時從你的帳戶中移除！

為何有這些變更？RFID 技術在全國圖書館廣泛應用。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期望透過安裝 RFID
技術，為我們的員工和如你一樣的重要館友，提高服務效率和客戶服務質素。
在我們的有限現場服務時間內，親臨總圖書館或曼諾 (Manor) 分館，親自嘗試我們的 RFID 新
技術吧！

總館現接受圖書捐贈
由 9 月 1 日（星期三）起，總圖書館將開始接受保存良好的二手物品捐贈。如要了解詳情，請
按這裡。

新成立：借物圖書館！
NEW: Library of Things!

「借物圖書館」於 9 月 15 日開始投入服務
棋盤遊戲、望遠鏡、心理健康工具包，應有盡有！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服務更精彩！我們全新
的「借物圖書館」於 9 月 14 日投入服務，提供各種新物品給聖利安住社群外借，使用你的圖
書證享用這些新東西吧！從針線包和鑽頭到迷你電磁爐和觀鳥望遠鏡，我們為整個家庭提供各
種工具和教育工具包。
瞭解更多

線上資源焦點
Online Resource Spotlight

Britannica 學校
Britannica 學校是 K-12 研究的首選之地。每篇文章有 3 個閱讀級別給學生切換，並會大聲朗
讀。每篇文章也可被翻譯成超過 80 種語言。使用你的圖書證免費登入參與。

CultureGrams
在慶祝拉丁文化月期間，使用 CultureGrams 探索說西班牙語的國家。CultureGrams 提供關於
200 多個國家/地區的文化資訊，包括介紹國家的影片和幻燈片，以及可在家嘗試的地區食譜。
使用你的圖書證免費登入參與。

圖書館創新實驗室
Library Innovation Lab
圖書館創新實驗室於九月展開活動

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與圖書館創新實驗室：透過
公共人文活動探索鼓勵移民參與社區的新方式
2021 年 9 月，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將展開「渴望
歸屬感：融入我們的社區」活動。透過這一連串
跨世代的社區活動，將促使民眾更了解並接受構
成聖利安住市的多元文化。隨時掌握 9 月至 12
月期間的活動資訊，有免費參加的圖書館藝術和
詩歌展覽、美食品嚐、傳統舞蹈表演和名譽演講
嘉賓。
Popoca 廚師 Anthony Salguero 將於 9 月 15 日（星
期三）晚上 6:00 舉行免費座談會，為一連串活動展開
序幕；誠邀你出席參加。Salguero 將談論薩爾瓦多美
食背後的傳統和歷史，接著還有 Tamale 墨西哥粽供
人帶走（送完為止）和意見交流。
此外，享受以薩爾瓦多詩人 Javier Zamora 的作品為
題的詩歌漫步，以及欣賞編織藝術展覽（9 月 15 日至
10 月 1 日），以慶祝拉丁文化月。

此項目全靠加州人文機構 (California Humanities)
的支持才得以實現；加州人文機構是國家人文基
金會的非營利合作夥伴。請瀏覽
www.calhum.org

虛擬活動
Virtual Programs

歷史書籍愛好者讀書會
9 月 9 日（星期四）晚上 6:00-7:00

線上活動
歡迎參加聖利安住歷史博物館 (San Leandro
History Museum) 館員每月第二個星期四舉
辦的成人線上讀書會。成人讀者可以和我們
一起討論歷史小說或您正在閱讀的任何一類
書籍，並且提供/獲得一些推薦書目。請報名
以收到 Zoom 會議連結。

與聖利安住作家 Vincent Traughber Meis 書談
9 月 9 日（星期四）晚上 6:00

現場活動

參加由聖利安住本地作家 Vincent Traughber Meis
主持的面對面書談和簽書會，他將討論其最新
出版的作品《The Mayor of Oak Street》（橡樹街
市長）。誠邀社區了解更多由這名多次獲頒「
彩虹獎」(Rainbow Award) 的作家撰寫的成長小
說，並參與問答環節。活動結束前，參與者將
有機會購買《The Mayor of Oak Street》的簽名本
。在活動進行期間，參加者需要戴上口罩，圖
書館亦要求參加者在室內保持社交距離。

「借物圖書館」成立慶祝活動
9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5:30-7:00

聖利安住 2050 太陽能小時
9 月 30 日（星期四）晚上 6:30

現場活動

線上活動

加入我們，在總館外看看「借物圖書館」的
新物品系列，以及享食曲奇餅和檸檬汽水。
新物品只供觀看，不供外借（因為要讓所有
人都有機會看到！）。由 9 月 15 日（星期
三）起，只需要使用聖利安住圖書證，即可
外借所有「借物圖書館」物品。

聖利安住公共圖書館與 SanLeandro2050 合辦
「聖利安住太陽能小時：鄰居可回答你的太陽
能問題」。
你想了解更多關於太陽能的資訊，但不愛聽什
麼花言巧語、推銷宣傳和令人混淆的內容？
加入我們的網上活動，聽取本地居民使用太陽
能的經驗，並了解 Grid Alternatives 組織為低
收入家庭免費提供的太陽能選擇。

報
名
電
郵
地
kmandalay@sanleandro.org

址

：

兒少與家庭專屬
For Youth and Families
青少年休閒活動室
各位青少年，齊來參與總圖書館每週舉辦的活動；活動著重於上大學/ 就業預備、藝術、
STEM/maker 科學技能，還有遊戲！要了解詳情和報名，請瀏覽
www.tinyurl.com/projectteenlounge。

青少年諮詢小組
加入青少年諮詢小組 (TAG)
並對圖書館計劃提供意見、加入公民參與項目以解決我們社區的問題，以及累積義工時數！
供 8-12 年級青少年參加
瀏覽網站並申請

參加免費的全年閱讀計劃！
圖書館全年閱讀計劃激勵參加者實現閱讀里程碑，參加者可以按適合自己的速度達成目標。參
與閱讀計劃讓你全年不斷閱讀和學習之餘，也帶來無窮樂趣！按以下連結以了解更多，或可即
時報名：
• 上幼稚園前讀 1000 本書 - 適合家中有 0-4 歲兒童的家庭參與
• 上中學前讀 500 本書 - 適合幼稚園至 5 年級的學生參與
• 畢業前讀 100 本書 - 適合 6-12 年級的學生參與。

本月推薦書單
Books to Borrow this Month

慶祝！拉丁文化月
查看我們適合各年齡的電子書書單，或前往圖書館查閱館內展示

識字計劃
Project Literacy
ESL 英語會話社
英語學習者，請注意！想和其他英語學習者在安全的線上環境中練習英語會話嗎？請每月上
Zoom 加入我們的 ESL 英語會話社。歡迎大家來參加，所有程度的英語學習者都歡迎。英語會
話社不收費用，但需要報名。請在這裏登記以收到 Zoom 會議連結：https://bit.ly/3xbuynj
• 星期四 9 月 9 日下午 5:30-6:30 • 星期日 9 月 12 日上午 10:00-11:00 • 星期六 9 月 18 日上午 10:00-11:00

需要閱讀和寫作的協助？
活到老、學到老！我們會免費幫助講英語的成年人，改善他們的閱讀和寫作技能。立即參加識
字計劃吧！致電 510-577-3944 加入，或按一下這個連結並填妥我們的報名表格：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5C6K6FS

新任老師入門培訓
識字計劃（Project Literacy）需要新的網上義工老師！請於 9 月 28 日（星期二）晚上 6:008:00 參加識字計劃的新任老師入門培訓，了解你如何能夠幫助社區內成年人學習閱讀和書寫。
培訓課程可免費參加！需事先報名。

訂閱我們的新聞通訊
Subscribe to our Newsletters
請關注我們的社交媒體和網站，隨時掌握更多動態！
Visit our social media or website for more happen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