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月

＊ 期刊組採用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資料庫提供的主題及杜威分類號，做為電子期

刊分類依據。

＊開設 95 學年第 2 學期圖書館服務學習課程--「圖書典藏服務」。

 三月

＊1 日醫分館楊嘉玲小姐退休。

＊4 日至 25 日藝廊展出「台南市鳳凰書畫學會聯展」，展覽後 6 名會員贈畫給圖書館。

＊9 日閱覽組王國斌先生離職；20 日閱覽組賀育秀小姐、採編組黃玉芳小姐離職。

＊15 日至 30 日多媒體視聽組舉辦館藏特展--「東南亞導演作品影展」。

＊16 日舉辦圖書館業務說明會。

＊21 日召開「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20 所合作學校圖書館館長會議。

＊21 日閱覽組龔華恩小姐到職；26 日醫分館張凱雅先生到職。

＊22 日進行圖書館內部自我評鑑，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蒞館指導。

＊ 23 日舉辦 EndNote Workshop 書目管理軟體工作坊，邀請臺灣大學圖資系謝寶煖老師到

館授課。

 四月

＊9 日至 13 日採編組舉辦「春之饗宴--圖書館外文圖書展」。

＊ 9 日至 6 月 7 日多媒體視聽組於音樂聆賞區自播頻道播放「圖書館人文藝術聲之饗宴」

系列一「故事，以及文學」有聲書。

＊11 日至 25 日多媒體視聽組舉辦館藏特展--「青春正盛影展」。

＊18 日召開 95 學年度醫分館第二次圖委會會議。

＊23 日進行圖書館外部評鑑。

＊系統組建置共用讀者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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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4 日採編組朱家榮先生到職。

＊9 日香港城市大學馮小娥助理館長等 3 人蒞臨訪問。

＊14 日教育部「96 年大專校院校園智慧財產權訪視小組」蒞臨訪視。

＊17 日至 31 日多媒體視聽組舉辦館藏特展--「旅行的內視法」影展。

＊18 日醫分館蔡慧美小姐離職。

＊21 日典藏組劉麗雲小姐到職。

＊為方便短暫到館讀者，於地下停車場設置臨時停車位。

 六月

＊5 日至 20 日多媒體視聽組舉辦館藏特展--「心靈地圖」影展。

＊6 日召開 95 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會議。

＊ 8 日至 8 月 14 日多媒體視聽組於音樂聆賞區自播頻道播放「圖書館人文藝術聲之饗

宴」系列二「古典月」有聲書。

＊14 日中興大學圖書資訊研究所全體師生到訪暨座談。

＊15 日資服組蘇蓉波小姐離職。

＊ 28 日至 7月 13 日舉辦「成大思沙龍--你所不知道的中亞」，延伸閱讀館藏特展。

＊ 第 16 期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出刊，內容專題為「數位資訊服務暨資訊計畫分析與

應用」。

 七月

＊ 2 日總館電子資源查詢系統啟用，整合電子資源於單一系統，提昇檢索便利性。

＊31 日採編組蔡碧鳳小姐離職。

＊ 採編組辦理「國科會補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事宜，協助擬提計畫之老師訂定

檢索策略搜尋主題書單及撰寫計畫書。

＊鑒於電子期刊目次通知服務之普及，停止提供紙本式期刊目次服務。

館　務　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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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1 日閱覽組徐子婷小姐、採編組王亦勤小姐到職。

＊6 日採編組賴怡如小姐、林郁婷小姐到職；16 日採編組賴珍蘭小姐到職。

＊與中興大學圖書館簽約並交換 20 枚借書證。

 九月

＊ 5 日進行館舍內部空間調整工程，期刊區集中於二樓，三樓改為中文圖書區、多媒體中

心增設第二資料區，以及醫分館增設參考書架等，並於 11 月 14 日完工。

＊ 12 日系統組林榆嘉先生、資服組黃玉婷、陳亭均小姐到職；13 日典藏組林靖恩小姐到

職；17 日醫分館蘇芳儀小姐、期刊組鄭嘉川小姐到職；18 日典藏組王敏小姐到職；21 

日館長室曾淑娥小姐到職。

＊17 日系統組許瑞芳小姐離職；19 日系統組黃盈憲先生離職。

＊ 28 日至 10 月 12 日舉辦「成大思沙龍--你所不知道的南北韓」延伸閱讀館藏特展。

＊加入「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推動小組成員，負責選書清單彙整作業。

＊醫分館協助成大醫院斗六分院圖書室規劃事宜。

＊醫分館網頁新增最新消息 RSS 功能。

＊開設 96 學年第 1 學期圖書館服務學習課程--「圖書導覽服務」及「圖書典藏服務」。

 十月

＊ 1 日至 5 日舉辦第四屆「二手書義賣活動」，共有 153 人贈書 2,390 冊，義賣得款

138,330 元捐贈創世基金會台南分會。

＊ 1 日至 24 日藝廊展出「古風書藝學會師生聯展」；23 日古風書藝學會指導教師張添原

先生贈書法「樂在其中」一幅。

＊ 1 日至 11 月 9 日多媒體視聽組於音樂聆賞區自播頻道播放「圖書館人文藝術聲之饗

宴」系列三藝術主題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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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期刊組林意晴小姐到職。

＊於一樓參考諮詢台上方裝置數位看板，即時宣導圖書館各項活動。

＊配合校慶活動舉辦「我在‧成大圖書館」短文競賽，共 79 件參賽作品。

＊ 新增國外館際合作單位--德國 German National Libra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Library Hannover (TIB/UB)。

＊館舍頂樓採光罩滲漏修繕工程施作。

 十一月

＊3 日至 18 日配合「成大思沙龍—發現伊斯蘭」活動，舉辦延伸閱讀館藏特展。

＊11 日至 14 日藝廊展出「成大學生會『相遇成大』攝影展」。

＊16 日期刊組林意晴小姐離職。

＊24 日至 12 月 7 日多媒體視聽組舉辦館藏特展--「留聲人生--台灣作曲家」。

＊支援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中心「96 年度教育部考評會議」場地工作。

＊建置 K 館無線網路基地台，提供讀者檢索電子資源。

＊建置多媒體資料授權書管理系統，以落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理念。

＊ 醫分館電子資源查詢系統正式啟用，整合醫學電子資源於單一系統，改善檢索電子資源

之便利性。

 十二月

＊1 日至16 日配合「成大思沙龍—發現新拉丁美洲」活動，舉辦延伸閱讀館藏特展。

＊ 1 日至 31 日於新書展示區及多媒體中心展出「2007 優良政府出版品」圖書及視聽資

料。

＊10 日至 14 日舉辦「2007 冬之饗宴外文書展」。

＊13 日財團法人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贈送圖書一批及 56 吋高畫質數位電視一部。

＊21 日召開 96 學年度第一次圖書委員會。

館　務　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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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榮獲教育部「大學校院購置人文社會圖書計畫」補助款 4,600 萬元。

＊31 日系統組包克豪先生到職；閱覽組龔華恩小姐離職。

＊榮獲全校行政單位「服務績優」第一名之榮譽。

＊採購 MUSE 整合查詢系統，提昇檢索數位資源之效益。

勘誤：館刊第十六期（96.06）頁 139-143「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九十五年大事記」，

由成功大學圖書館期刊組羅靜純整理，該期目次頁誤植為蘇蓉波，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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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5.20 成立雲嘉南區域大學校院圖書館聯盟。

6圖書館捐贈二手書義賣所得，創世基金會致贈感謝狀。

館　務　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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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體驗「服務學習」的真諦與價值。

6舉辦外文圖書展，共赴知識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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