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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 - 95學年度

時間 ⼤事紀

⺠國95年

8⽉21⽇(⼀)⾄8⽉25

⽇(五)

舉辦95學年度暑假學習週活動，本館全體同仁於8⽉25⽇⾄臺北市立圖書館參訪。

8⽉29⽇(⼆) 舉辦⽣技所⼀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5⼈參與。

8⽉31⽇(四) 館藏正式突破37萬，未來將繼續朝向增購專業圖書及規劃特⾊館藏之⽬標努⼒。

9⽉1⽇(五) 第36期館訊出刊。

9⽉12⽇(⼆) 召開95學年度第2次電⼦報系統改版⼯作⼩組會議。

9⽉15⽇(五) 北京科技⼤學4位交換學⽣蒞館參觀。

9⽉20⽇(三) 召開第5次多媒體發展⼩組會議。

9⽉22⽇(五) 舉辦會計所⼀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12⼈參與。

9⽉26⽇(⼆) 舉辦SDOL主題課程，共計36⼈參與。

9⽉26⽇(⼆) 海南職業技術學院參訪團成員蒞館參觀。

9⽉27⽇(三) ⼠林⾼商80位師⽣蒞館參觀。

9⽉27⽇(三) 舉辦SciFinder主題課程，共計24⼈參與。 

舉辦⼯管所⼀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37⼈參與。 

舉辦JCR主題課程，共計15⼈參與。

9⽉28⽇(四) 舉辦應外所⼀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11⼈參與。

9⽉29⽇(五) 浙江⼤學寧波理⼯學院師⽣參訪團蒞館參觀。

9⽉29⽇(五) 舉辦應⽤化學系四年級A班資源利⽤課程，共計36⼈參與。 

舉辦應⽤化學系四年級B班資源利⽤課程，共計51⼈參與。 

舉辦企管所⼀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10⼈參與。

10⽉2⽇(⼀) 舉辦應⽤外語系四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22⼈參與。

10⽉2⽇(⼀)⾄10⽉27

⽇(五)

圖書館迎新活動，主題為「圖書館⼤揭密」。

10⽉3⽇(⼆) 舉辦幼兒保育研究所資源利⽤課程，共計22⼈參與。

10⽉4⽇(⼀) 舉辦環境管理系三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5⼈參與。 

郝廣才專題演講：「活化腦⼒，就從閱讀開始─好繪本 如何好」。

10⽉5⽇(⼀) 舉辦營建⼯程研究所資源利⽤課程，共計35⼈參與。

10⽉11⽇(三) 舉辦社會⼯作系三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50⼈參與。

10⽉12⽇(四) 舉辦營建⼯程研究所資源利⽤課程，共計12⼈參與。 

上海機電學院參訪團蒞館參觀。

10⽉17⽇(⼆) 舉辦休閒管理研究所資源利⽤課程，共計22⼈參與。

10⽉19⽇(四) 舉辦財務⾦融研究所資源利⽤課程，共計41⼈參與。

10⽉21⽇(六) 配合新⽣家⻑⽇活動，安排新⽣家⻑蒞館參觀。

10⽉25⽇(三) 舉辦社會⼯作系三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48⼈參與。

10⽉26⽇(四) ⾄台北謝⾼橋老師家中搬運贈書，計有圖書1,139冊，地圖兩⼤冊。

10⽉30⽇(⼀) 蒙古科技⼤學參訪團蒞館參觀。

10⽉31⽇(⼆) 召開第6次多媒體發展⼩組會議。

11⽉1⽇(三) 師資培育中⼼評鑑委員蒞館參觀。

11⽉6⽇(⼀) 協助辦理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第1次合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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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武漢科技⼤學城市學院參訪團蒞館參觀。

11⽉22⽇(三) 菲律賓國立科技⼤學參訪團蒞館參觀。

向⽇娃娃--社區服務關懷單親家庭活動成員蒞館參觀。

11⽉25⽇(六) 新版【學科指導教授服務線上預約系統】正式上線。

11⽉27⽇(⼀) ⻄安建築科技⼤學交換學者蒞館參觀。

12⽉1⽇(五) 館訊第37期出刊。

12⽉4⽇(⼀)⾄12⽉8

⽇(五)

圖書館週活動，主題為「發現圖書館」。

12⽉4⽇(⼀)⾄12⽉15

⽇(五)

「與耶誕老公公交換禮物」募書活動，共募得圖書268冊，有14⼈次參與。 

本館於校內進⾏「期待您對圖書館真情告⽩--圖書館服務品質評估教職員⽣網路問卷調查」。

12⽉11⽇(⼀)⾄12⽉

15⽇(五)

與通識中⼼合辦「碑帖英華-台灣霧峰專輯」活動，本館舉辦館藏主題書展。

12⽉12⽇(⼆) 南京⼯業⼤學參訪團蒞館參觀。

12⽉13⽇(三) 廣東海洋⼤學參訪團蒞館參觀。

12⽉21⽇(四) 召開第7次多媒體發展⼩組會議。

12⽉25⽇(⼀) 本館網⾴「最新消息」RSS服務上線。 

海峽兩岸中⼩學教師分級與專業成⻑學術研討會參訪團蒞館參觀。

12⽉26⽇(⼆) 舉辦資訊管理系⼀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53⼈參與。

12⽉27⽇(三)⾄12⽉

28⽇(四)

與電算中⼼合辦「筆記型電腦健檢活動」活動。

12⽉29⽇(五) 召開95年度第2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 

⺠國96年

1⽉3⽇(三) 召開第8次多媒體發展⼩組會議。

1⽉11⽇(四) 寒假⻑期借閱服務開始，到期⽇為3⽉12⽇(⼀)。

1⽉22⽇(⼀)⾄1⽉25

⽇(四)

舉辦95年度寒假學習週活動，本館全體同仁於1⽉25⽇⾄國立暨南國際⼤學圖書館和埔⾥鎮立

圖書館參訪。

2⽉1⽇(四) 影印機廠商更換為震旦⾏，同時推出影印與列印收費整合服務。

2⽉2⽇(五) 亞洲⼤學參訪團蒞館參觀。

3⽉1⽇(四) 館訊第38期出刊。 

異質資料庫整合檢索系統正式上線。

3⽉5⽇(⼀)⾄3⽉16⽇

(五)

舉辦「⾦鼎獎」得獎圖書展。

3⽉6⽇(⼆) 舉辦電⼦資源新介⾯-資訊學院研究⽣主題課程，共計100⼈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主題課程，共計24⼈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主題課程，共計8⼈參與。

3⽉7⽇(三) 舉辦電⼦資源新介⾯-設計學院建都所師⽣主題課程，共計50⼈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主題課程，共計9⼈參與。

3⽉12⽇(⼀) 舉辦應化系四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47⼈參與。

3⽉13⽇(⼆) 舉辦電⼦資源新介⾯-資⼯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7⼈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保險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9⼈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管理學院研究⽣主題課程，共計100⼈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文研究⽣主題課程，共計31⼈參與。

3⽉19⽇(⼀) 舉辦應化系三、四年級資源利⽤課程，共計40⼈參與。

3⽉19⽇(⼀)⾄3⽉30

⽇(五)

舉辦「⾦書獎」得獎圖書展。

配合學校校慶舉辦「世界文明之旅：⼤英博物館收藏介紹」活動。

3⽉20⽇(⼆) 舉辦電⼦資源新介⾯-都計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7⼈參與。

3⽉21⽇(三) 舉辦幼保所資源利⽤課程，共計13⼈參與。

3⽉23⽇(五) 舉辦應外所資源利⽤課程，共計15⼈參與。

3⽉26⽇(⼀) 越南河內經營科技⼤學副校⻑黎克朵蒞館參觀。

3⽉27⽇(⼆) 舉辦休閒系⼆年級A班資源利⽤課程，共計60⼈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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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電⼦資源新介⾯-⼯管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8⼈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企管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28⼈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休閒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3⼈參與。 

舉辦教你成為Wiley 電⼦期刊達⼈主題課程，共計18⼈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理⼯學院研究⽣主題課程，共計50⼈參與。

3⽉28⽇(三) 舉辦休閒系⼆年級B班資源利⽤課程，共計60⼈參與。

3⽉29⽇(四) 舉辦電⼦資源新介⾯-師培中⼼教師主題課程，共計7⼈參與。

4⽉9⽇(五) 指參系統管理端正式上線。

4⽉19⽇(四) 舉辦傳播系⼀年級A班資源利⽤課程，共計60⼈參與。

4⽉26⽇(四) 與企管系劉興郁老師於4⽉26⽇合辦校園募書計畫競賽活動，共募得370冊贈書。

4⽉27⽇(五) 舉辦⼤陸期刊ｅ⼿抓主題課程，共計10⼈參與。 

舉辦教育學程學⽣資源利⽤課程，共計55⼈參與。

4⽉28-29⽇(六-⽇) 舉辦嘉義農場露營活動，共計32名同仁與眷屬參加。

4⽉30⽇(⼀) 北京科技⼤學交換學者蒞館參觀。

4⽉30⽇(⼀)⾄5⽉4⽇

(五)

舉⾏95學年度書香週活動，主題為「ㄩㄝ`讀」，內容計有「閱讀無負擔，健康⼀輩⼦」、「好

書好問」、「閱讀⾓落-讀享」、「跟著名⼈⼀起看書」、「in樂 悅讀」與「⼼情、馨情⾳樂

會」。

5⽉1⽇(⼆) 吉峰國⼩5年級學⽣蒞館參觀。

5⽉8⽇(⼆) 舉辦電⼦資源新介⾯-傳播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2⼈參與。

5⽉8⽇(⼆) 舉辦電⼦資源新介⾯-幼保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23⼈參與。

5⽉8⽇(⼆) 舉辦洞燭機先—電⼦資源新系統全覽主題課程，共計1⼈參與。

5⽉8⽇(⼆) 舉辦洞燭機先—電⼦資源新系統全覽主題課程，共計4⼈參與。

5⽉9⽇(三) 舉辦洞燭機先—電⼦資源新系統全覽主題課程，共計2⼈參與。 

北京聯合⼤學蒞館參觀。

華中科技⼤學師⽣參訪團蒞館參觀。

5⽉10⽇(四) 舉辦電⼦資源新介⾯-應外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6⼈參與。

5⽉10⽇(四) 舉辦洞燭機先—電⼦資源新系統全覽主題課程，共計3⼈參與。

5⽉10⽇(四) 舉辦洞燭機先—電⼦資源新系統全覽主題課程，共計6⼈參與。

5⽉14⽇(⼀)⾄5⽉18

⽇(五)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校內成果展舉辦「多主題中、⻄文書展」。

5⽉15⽇(⼆)⾄5⽉17

⽇(四)

舉辦「動動腦 洞洞樂」電⼦資源系統有獎徵答活動，3天共計有2,070⼈次參與。

5⽉15⽇(⼆) 舉辦電⼦資源新介⾯-資管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29⼈參與。 

舉辦電⼦資源新介⾯-視傳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3⼈參與。 

福建省漳州市謝市⻑蒞館參觀。

5⽉18⽇(五) 舉辦台灣經濟新報主題課程，共計50⼈參與。

5⽉21⽇(⼀) 寧波⼤學交換學者蒞館參觀。

5⽉29⽇(⼆) 舉辦電⼦資源新介⾯-外語中⼼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2⼈參與。 

英國佩斯利⼤學(University of Paisley)校⻑Seamus Mcdaid蒞館參觀。

5⽉31⽇(四) ⼤⾥市福祥托兒所師⽣蒞館參觀。

6⽉1⽇(五) 館訊第39期出刊

6⽉5⽇(⼆) 舉辦電⼦資源新介⾯-環管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6⼈參與。

6⽉12⽇(⼆) 舉辦電⼦資源新介⾯-建築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5⼈參與。 

舉辦TIE產經資料庫說明會主題課程，共計60⼈參與。

6⽉14⽇(四) 召開96年度第1次圖書諮詢委員會會議。 

舉辦電⼦資源新介⾯-應化系教師主題課程，共計17⼈參與。 

舉辦讀樂透抽獎活動。

越南胡志明市科技⼤學副校⻑蒞館參觀。

6⽉21⽇(四) 舉辦電⼦資源新介⾯-通識中⼼教師主題課程，共計33⼈參與。

6⽉22⽇(五) 舉辦休閒系三年級B班資源利⽤課程，共計9⼈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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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五)⾄9⽉28

⽇(五)

暑假⻑期借閱開始。

7⽉9⽇(⼀) 應⽤外語系暑期營隊學員蒞館參觀。

7⽉18⽇(三) 舉辦會計所資源利⽤課程，共計5⼈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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