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9/22 下午1:36 朝陽科技⼤學圖書資訊處

1/3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關於圖資處關於圖資處

沿⾰與⼤事紀
沿⾰

歷任主管

館名／Logo

吉祥娃娃

⼤事紀

組織與職掌
圖資⻑

圖書諮詢委員名單

採編組

讀者服務組

軟體設計組

網路服務組

系統管理組

圖書館樓層配置
電腦教室分布
服務時間
各項規則與統計
志⼯園地
圖書館歷史活動
波錠映象

圖書館服務圖書館服務

資訊服務資訊服務

相關下載相關下載

常⾒問題常⾒問題

保護智慧財產權保護智慧財產權

個⼈資料保護個⼈資料保護

⾸⾴⾸⾴ 關於圖資處關於圖資處 ⼤事紀⼤事紀 91學年度91學年度

大事紀 - 91學年度

時間 ⼤事紀

⺠國九⼗⼀年

八⽉五⽇(⼀) 北京科技⼤學參訪

九⽉⼆⽇(⼀)⾄ 

九⽉五⽇(四) 

九⼗⼀學年度圖書館學習週。

九⽉四⽇(三) 圖書館為了蒐集⾃動化系統相關資料，資訊組李銘純組⻑等⼀⾏九⼈參訪⾼雄第⼀科技⼤學。

九⽉五⽇(四) 圖書館⾃動化系統開標，審查投標廠商資格。

九⽉⼗⽇(⼆) 舉辦應化所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廿三⼈參加。

舉辦SciFinder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廿三⼈參加。

九⽉⼗⼆⽇(四) 圖書館⾃動化系統審查委員會召開審查會議，並於會議結束後進⾏議價。

九⽉⼗九⽇(四) 成立升學就業資料區，提供就業⾯試、職場適應、各類考試、留學等相關資料供學⽣參考。

舉辦休閒所資料庫使⽤指導，共計⼗五⼈參加。

九⽉廿三⽇(⼀) 學科指導教授輔導服務，本學期共計廿九位教授提供此服務。

舉辦企管所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卅⼈參加。

舉辦環管所在職專班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卅⼆⼈參加。

⼗⽉⼀⽇(⼆) 舉辦財⾦系三Ｂ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四⼗五⼈參加。

舉辦建都所Ａ組資料庫使⽤指導，共計⼗三⼈參加。

舉辦幼保所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廿七⼈參加。

舉辦休閒所在職專班資料庫使⽤指導，共計⼗五⼈參加。

⼗⽉⼆⽇(三) 舉辦財⾦系三Ａ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四⼗五⼈參加。

舉辦建都所Ｂ組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卅⼈參加。

舉辦財⾦所在職專班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參加。

⼗⽉三⽇(四) 舉辦資管所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四⼗⼈參加。

舉辦資管所在職專班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廿⼈參加。

⼗⽉⼗⽇(四) 辦事員陳凱玲⼩姐喜獲麟兒，產假期間由楊亞芬⼩姐代理業務。

⼗⽉⼗⼀⽇(五) 舉辦視傳系三Ａ資料庫使⽤指導，共計五⼗⼈參加。

⼗⽉⼗四⽇(⼀) 舉辦幼保系四Ａ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卅五⼈參加。

⼗⽉⼗七⽇(四) 舉辦社⼯系資料庫使⽤指導，共計五⼗⼈參加。

舉辦進修部視傳系四Ａ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六⼗⼈參加。

⼗⽉廿⼆⽇(⼆) 舉辦保險所在職專班資料庫使⽤指導，共計九⼈參加。

⼗⽉廿八⽇(⼆) 圖書館Intranet系統第⼆版啟⽤。

⼗⼀⽉四⽇(⼀) 館⻑與各組⻑參加逢甲⼤學主辦的「2002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研討會」。

⼗⼀⽉五⽇(⼆) 舉辦AREMOS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八⼈參加。

⼗⼀⽉六⽇(三) 舉辦FIRSTSEARCH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六⼈參加。

⼗⼀⽉七⽇(四) 舉辦JCR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廿四⼈參加。

⼗⼀⽉七⽇(四)⾄ 

⼗⼀⽉八⽇(五) 

李麗華館⻑參加成⼤舉辦的「九⼗⼀學年度全國公私立⼤學校院圖書館館⻑聯席會

⼗⼀⽉⼗⼀⽇(⼀) 圖書館網站⼩組第⼆次會議

⼗⼀⽉⼗⼆⽇(⼆) 舉辦ProQuest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五⼈參加。 

舉辦PQDD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六⼈參加。 

舉辦Dialog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八⼈參加。

⼗⼀⽉⼗三⽇(三)⾄ 參考組歐秋菊組⻑參加台灣⼤學舉辦的「CONCERT全國學術電⼦資訊資源共享聯盟年會」。

English 繁簡轉換 學校⾸⾴ 圖書館 服務時間 網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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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四⽇(四)⾄ 

⼗⼀⽉⼗五⽇(五) 

由國家圖書館與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及國立政治⼤學圖書資訊縐研究所，於圖家圖

書館舉辦「網路教學與圖書資訊學運⽤研討會」，本館派資訊組組員范汝欣⼩姐與閱覽

組組員蔡季軒⼩姐參加。

⼗⼀⽉⼆⼗五⽇(⼀) 舉辦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使⽤說明會四場，共計⼀百七⼗八⼈參加。

舉辦⼯管系三Ａ資料庫使⽤指導，共計廿五⼈參加。

⼗⼀⽉⼆⼗七⽇(三) 於圖書館五樓會議室召開圖書諮詢委員會。

⼗⼆⽉⼆⽇(⼆)⾄ 

⼗⼆⽉六⽇(五)

舉辦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 活動

(⼀) 圖書館週開幕暨館藏突破⼆⼗五萬冊慶祝活動

(⼆) 圖書館週⾳樂會

(三) 波錠影展：⿊暗之光

⼆、 主題展覽及演講

(⼀) VOD特展：奇妙的國家公園⽣態

(⼆) 國家公園⽣態書展

(三) 演講主題：台灣⽣態之美

(四) 演講主題：野外求⽣

三、 資訊素養

(⼀) 新版圖書館網⾴展⽰

(⼆) 百題有獎徵答

(三) 掌握資訊(⼀)--博碩⼠資料何處尋？

(四) 掌握資訊(⼆)--館藏沒有的資料，如何取得？

四、 圖書館週書展

⼗⼆⽉三⽇(⼆) 慶祝圖書館館藏突破⼆⼗五萬冊

密集書庫啟⽤典禮

舉辦「掌握資訊⼀--博碩⼠資料何處尋？」利⽤課程，共計⼗八⼈參加。

⼗⼆⽉四⽇(三) Millennium⾃動化系統第⼀期驗收 

舉辦「掌握資訊⼆--館藏沒有的資料，如何取得？」利⽤課程，共計⼗四⼈參加。

⼗⼆⽉⼗八⽇(三) 舉辦IBIS台經院產經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五⼈參加。 

舉辦企管文獻⼤搜秘-MARS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九⼈參加。 

舉辦掌握⼤陸文史哲資料-中國期刊網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四⼈參加。

⼗⼆⽉三⼗⼀⽇(⼆) 九⼗⼀學年度贈書統計九⼗⼀年八⽉⼀⽇⾄九⼗⼀年⼗⼆⽉廿六⽇，共收到6,386冊。從⺠國九

⼗⼆年⼀⽉⼀⽇起，因圖書館⼈⼒不⾜，原承辦之贈書業務擬將進⾏調整，本館將不再主動對

外募書。

⺠國九⼗⼆年

⼀⽉⼀⽇(三) 九⼗⼀學年度第⼀學期電⼦論文徵集開始

⼀⽉⼗四⽇(⼆) 九⼗⼀學年度第⼀學期學科指導教授期末座談會

⼀⽉⼗五⽇(三) 召開第三次圖書館網站⼩組會議

⼀⽉廿四⽇(五) 館⻑率秘書及各組組⻑參訪東海⼤學

⼆⽉⼗⽇(⼀) 中文網站啟⽤

⼆⽉⼗七⽇(⼀)⾄ 

⼆⽉廿⼀⽇(五)

舉辦寒假學習週

⼆⽉廿五⽇(⼆) 舉辦⼯讀⽣訓練，其中有舉辦⼆場演講內容為：

第⼀場、講題：談⼈際溝通與情緒管理；演講者：本校學務處諮商中⼼蔡毅樺老師

第⼆場、講題：樂在⼯作；演講者：東海⼤學圖書館期刊組鍾素明組⻑

⼆⽉廿六⽇(三) 上午九時⾄⼗時由渥頓老師帶領應⽤外語系四⼗名同學參加圖書資源利⽤課程。

⼆⽉廿七⽇(四) 辦事員楊亞芬⼩姐離職，採編組進⾏業務調整。

三⽉四⽇(⼆)⾄ 

三⽉六⽇(四)

進⾏Millennium圖書館⾃動化系統的初次教育訓練。

三⽉⼗⼆⽇(三) 召開Millennium圖書館⾃動化系統安裝⼩組第⼆次會議。

三⽉⼗七⽇(⼀) 舉辦WILEY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六⼗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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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因應⾃動化系統轉換，Urica系統停⽌編⽬建檔。 

舉辦休閒管理系三Ａ資料庫使⽤指導，共計五⼗⼆⼈參加。

三⽉廿⼀⽇(五) 舉辦三場經濟新報資料庫使⽤說明會，共計兩百零三⼈參加。

三⽉廿八⽇(五) 舉⾏館內的AMADIS圖文管理系統的教育訓練課程。

四⽉⼀⽇(⼆) 中興⼤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詹麗萍所⻑率領四位研究⽣到館參觀VOD系統c

四⽉⼗四⽇(⼀)⾄ 

四⽉⼗五⽇(⼆)

全館進⾏Millennium系統編⽬模組教育訓練

四⽉⼗七⽇(四)⾄ 

四⽉⼗八⽇(五)

全館進⾏Millennium系統流通模組教育訓練

四⽉廿五⽇(五)⾄ 

五⽉⼆⽇(五)

針對九⼗⼀學年度圖書與博物經費執⾏狀況，本組派員親訪各學院、中⼼、系所主管詳細解

說，並檢送該單位九⼗⼀學年度「圖書與博物經費執⾏表」及「期刊訂購明細」。

四⽉廿八⽇(⼀)⾄ 

五⽉⼆⽇(五)

舉辦書香週活動

4/29(⼆)10:00-11:00 開幕典禮 

4/28(⼀)8:30-22:00 介入、對話-版畫六⼈展

4/29(⼆)15:00-17:00 ⾳樂會 

3/12(三)~ 5/30(五) 徵文比賽 

4/28(⼀)~ 5/28(三) 藏書票贈送 

4/28(⼀)~ 5/2(五)8:30-22:00 錄影帶欣賞:版畫的世界 

4/28(⼀)~ 5/2(五)8:30-22:00 VOD特展：版畫的世界 

4/28(⼀)~ 5/2(五) 館藏特展:版畫的世界 

4/30(三)13:00-15:00 演講：臺郡松雲軒的刻書版畫 

5/1(四)15:30-16:20 遨遊電⼦書海

五⽉ 完成流通Millennium系統流通模組參數設定與測試。

五⽉⼗三⽇(⼆) 舉辦企管系老師電⼦資源使⽤介紹，共計⼗⼆⼈參加。

五⽉廿六⽇(⼀)⾄ 

五⽉廿七⽇ (⼆)

全館進⾏Millennium系統期刊模組教育訓練

五⽉廿七⽇(⼆) 圖書館榮獲本校網⾴設計比賽⾏政組冠軍

五⽉廿八⽇(三) 圖書館⾃動化系統安裝⼩組第三次會議

六⽉ 圖書館新⾃動化系統流通模組上線使⽤。

六⽉⼆⽇(⼀) 閱覽組組員林鳳媚⼩姐轉任參考組。

六⽉⼗七⽇(⼆) 辦理九⼗⼀學年度第⼆學期學科指導教授期末座談，共計⼗六位老師出席。

六⽉廿六⽇(四) 完成Millennium⾃動化系統第三期驗收⼯作

六⽉廿七⽇(五) 召開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

七⽉八⽇(⼆) 上午10:00國立台灣美術館圖書資訊組⼀⾏五⼈來館參觀VOD系統建置

七⽉⼗六⽇(三) 召開「教授指定參考書⼩組會議」，與參考組確認書單格式及發文⽅式。

七⽉⼆⼗⼆⽇(⼀) 教育部「執⾏九⼗年度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運⽤績效」訪視。

七⽉廿九⽇(⼆) 召開⾃動化採訪模組⼩組會議，討論採訪模組有哪些功能可符合本校採購流程及是否有其他彈

性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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