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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 - 90學年度

⺠國九⼗年

七⽉⾄八⽉ 進⾏參考書區盤點⼯作

八⽉⼀⽇(⼀) 北市⼠林⾼級職校參訪

本校推廣學分班學員參訪

八⽉八⽇(⼀) ⾺來⻄亞韓江學院 王院⻑云霞、湯董事建華、林執⾏祕書成材等三⼈參訪

八⽉⼗五⽇

（三）

學務處楊亞芬⼩姐轉任採編組組員。

八⽉⼗六⽇(四) 台中縣致⽤⾼級中學參訪

八⽉⼗七⽇(五) ⼤陸中央財經⼤學參訪

北京科技⼤學參訪

寧波⼤學師⽣參訪

八⽉⼗九⽇(⽇) ⼤陸寧波⼤學暨台北市寧波同鄉會參訪

八⽉廿⼀⽇(⼆) 技合處辦理之教師赴公⺠營實務研習營參訪

八⽉廿⼆⽇(三) 南開技術學院圖書館組⻑、組員參觀

八⽉廿七⽇(⼀)

⾄

八⽉三⼗⽇(四)

舉辦第⼆次圖書館學習週及參訪台灣⼤學、淡江⼤學。

八⽉廿八⽇(⼆) 朝陽推廣中⼼嘉義分校參觀

九⽉三⽇(⼀) 育達技術學院黃校⻑聲威等⼀⾏蒞校參訪

本校創辦⼈家屬參訪

學科指導教授的輔導服務，本學期共計廿七位教授提供此服務。

九⽉⼗九⽇(三) 採編組新增辦事員黃鈺婷⼩姐、鍾喜安⼩姐。

九⽉⼆⼗⽇(五) 推出校外檢索圖書館電⼦資源服務

九⽉廿四⽇⾄

九⽉廿八⽇

圖書館舉辦迎新週活動。

＊ 9/24-10/05新⽣導覽 

＊ 9/24-9/28 政府出版品導覽 

＊ 9/24 館藏突破⼆⼗萬冊慶祝活動 

＊ 9/26 波錠探索—E時代的期刊資源 

＊ 9/27 波錠報報—館內報紙資源 

＊ 9/24-10/31VOD主題書展—懷舊霧峰 

＊ 9/24-9/28中文期刊訂購優惠展&五折書展 

＊ 9/24-9/28贈書活動 

＊ 9/24-9/28圖書館簡介發⾏

九⽉廿五⽇(三) 教育部技職司

九⽉廿六⽇(四) ⽉眉育樂世界公關經理林仕欣、彭微微襄理參訪

⼗⽉三⽇(三) 北京科技⼤學參訪

⼗⽉八⽇(⼀) 拜訪台中縣私立明台⾼級中學林校⻑。

⼗⽉⼗⼆⽇(五) 召開九⼗年度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

⼗⽉⼗九⽇(五) 教育部評鑑。

⼗⽉廿三⽇(⼆) 90年度技專院校教師赴公⺠營機構實務研習檢討會學員參訪

⼗⽉廿四⽇(三) 公私立幼稚園幼教⾏政⼈員研習參訪

English 繁簡轉換 學校⾸⾴ 圖書館 服務時間 網站地圖



2022/9/22 下午1:36 朝陽科技⼤學圖書資訊處

2/4

⼗⽉廿六⽇(五) ⼭東省淄博市汝⼭市教育訪問團參訪

⼗⽉廿九⽇(⼀) 拜訪僑榮國⼩謝仁芳主任。

北京科技⼤學暨北京聯合⼤學訪問團參訪

⼗⽉卅⼀⽇(三) 會計系新⽣導覽

內蒙古⺠族曲藝舞團參訪

⼗⼀⽉⼆⽇(五) 圖書館防火牆裝設完成。

⼗⼀⽉三⽇(六) 阿罩霧文化節觀光景點導覽與志⼯培訓班參訪

⼗⼀⽉⼗六⽇

(五)

⾼雄中⼭⼯商參訪

⼗⼀⽉⼗六⽇

(五)

建築物能源管理技術研究⼯作團隊參訪

⼗⼀⽉廿⼀⽇

(三)

本校與績優⾼中職校策略聯盟來賓參訪

⼗⼀⽉廿六⽇

(⼀)

苗栗建台中學參訪

⼗⼀⽉廿九⽇

(四)

⾼雄餐旅學院容副校⻑⼀⾏蒞校參觀

⼗⼆⽉三⽇⾄

⼗⼆⽉卅⼀⽇

圖書館週活動內容：

＊ 展覽活動 

＊ 專題演講 

＊ 百題有獎徵答 

＊ 雜誌書區使⽤網路問卷調查 

＊ 書籤設計比賽 

＊ ⼤家來「找碴」--練功篇 

＊ 波錠影展：天使的孩⼦ 

＊ VOD特展：語⾔學習

⼗⼆⽉六⽇(四) ⾼雄縣⾼旗⾼級⼯業商事學校參訪

致遠管理學院創辦⼈及⾏政主管參訪

⼗⼆⽉七⽇(五) 教育部視導。

⼗⼆⽉⼗⼀⽇

(⼆)

台中技術學院老師等外賓參訪

⼗⼆⽉⼗三⽇

(四)

霧峰國中張校⻑等外賓參訪

霧峰921社區重建關懷站鄉⺠參訪

⼗⼆⽉⼗五⽇

(六)

江蘇省教育訪問團參訪

⼗⼆⽉⼆⼗⽇

(四)

參加2001中部⼤學圖書館聯盟聯席座談會(今年由⼤葉⼤學主辦)。

⼗⼆⽉卅⼀⽇

(⼀)

崑⼭科技⼤學創辦⼈及圖書館館⻑館員⼀⾏７⼈蒞校參訪圖書館。

⺠國九⼗⼀年

⼀⽉⼀⽇(⼆)⾄ 

⼀⽉卅⼀⽇(四) 

徵集中部地區地⽅特⾊書籍。

⼀⽉四⽇(五) 政治學教研所師⽣參訪

⼀⽉六⽇(⽇) 本校推廣教育學員參訪

⼀⽉八⽇(⼆) ⽟⼭⾼中參訪

⼀⽉九⽇(三) 明新術學院外賓參訪

⼀⽉⼗⽇(四) 年代視聽外賓參訪

⼀⽉⼗六⽇(三) 文藻外語學院參訪

河南教育訪問團參訪

⼀⽉⼗七⽇(四) 中國⼈⺠⼤學外賓參訪

假圖書館五樓會議室，舉辦學科指導教授期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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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

⾄  

⼀⽉三⼗⽇(三) 

圖書館學習週。

⼀⽉卅⼀⽇(四) 副館⻑兼採編組組⻑李琇兒離職。

立德管理學院董事及總務⻑等⼈參訪

⼆⽉⼗八⽇(⼀) 創辦⼈夫⼈及來賓參訪

⼆⽉廿七⽇(三) 校外電⼦資源檢索服務擴⼤⾄⼤學部學⽣。

三⽉⼆⽇(六) ⼤雅鄉公教退休⼈員顧問團參訪

三⽉五⽇(⼆) 與技合處合辦學科暨⽣涯輔導說明會

三⽉八⽇(五) 完成第⼆代⾃動化系統評選報告。

三⽉⼗八⽇(⼀) 攝影家⽯德起參觀

三⽉⼗九⽇(⼆) 本校保險⾦融管理系進修部導覽

三⽉⼆⼗⽇(三) 書饗創刊。

三⽉廿⼆⽇(五) ⼤陸清華⼤學建築學院院⻑等外賓參訪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副院⻑⼀⾏外賓參訪

三⽉廿七⽇(六) 校園無線寬頻網路啟⽤

三⽉廿九⽇(五) ⽇本函館⼤學Prof Takahashi來訪

四⽉⼀⽇(⼀) 採編組組員郭真秀⼩姐兼任採編組組⻑。

四⽉八⽇(⼀)⾄ 

五⽉⼗四⽇(⼆)

完成第⼀屆「採編組各項業務宣導」共有25場宣導說明會。

四⽉九⽇(⼆) 本校保險⾦融管理系進修部導覽

四⽉⼗七⽇(三) 企管系龔主任及美國矽⾕傑⼈會優良教師

四⽉⼗九⽇(五) ⾼雄國光⾼中導覽

四⽉廿六⽇(五) 教育部輔導⾝⼼障礙學⽣實施成效訪視

四⽉廿九⽇(⼀)

⾄ 

五⽉⼗⼆⽇(⽇)

圖書館辦理書香週暨藏書票特展。

四⽉三⼗⽇(⼆) 本校保險⾦融管理系進修部導覽

五⽉⼀⽇(三) 書香週專題演講活動-藏書票在台灣-楊永智老師(圖書館⼀樓演講廳)。

五⽉七⽇(⼆) ⾺來⻄亞新紀元學院訪問團參訪

五⽉八⽇(三) 東勢卓蘭⾼中師⽣參訪

五⽉九⽇(四) 副校⻑夫⼈及成功國中老師參觀

「九⼗學年度第⼆學期第⼀次圖書館各組業務協調會」為圖書館⾸屆的協調會。

五⽉⼗⽇(五) 明道中學師⽣參訪

五⽉⼗五⽇(三) 舉辦⼀場社⼯系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四⼗⼈參加。

五⽉⼗七⽇(五) 舉辦AREMOS資料庫使⽤說明會兩場，共計五⼗⼈參加。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訪問團參訪

五⽉廿⼀⽇(⼆) 完成調查學院各系、所中⼼之「核⼼期刊建立計畫」，包括各系的「核⼼期刊清單」及過期期刊分年

購置清單」。

五⽉廿三⽇(四) 舉辦PQD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四⼈參加。

六⽉三⽇(⼀) 本校博碩⼠論文系統啟⽤，並開始徵集數位化學位論文檔案。

東海⼤學校⻑及主任⼀⾏⼈參訪

六⽉六⽇(四) 合作⾦庫⼈員參訪

寧波⼤學訪問團參訪

六⽉⼗⼆⽇(三) ⼤陸南京⼯業⼤學訪問團參訪

六⽉⼗九⽇(三) 假圖書館五樓會議室，舉辦學科指導教授期末座談會

六⽉⼆⼗⽇(四) University of Newcasstle Director International office

六⽉廿五⽇(⼆) 召開九⼗⼀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

六⽉廿六⽇(三) ⼤陸中央財經⼤學參訪

七⽉⼗七⽇(三) 雲林科技⼤學圖書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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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建築科技⼤學參訪

七⽉⼗九⽇(五) 幼保系⽣活營參訪

七⽉廿七⽇(六) 台中縣市公私立幼稚園教師與園⻑參訪

江蘇省同鄉會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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