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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40 分，採編組曲小芸小姐、陳淑慧小姐，期

刊組王畹萍代組長，參考組張秀珍組長、陳勝雄先生等人，參加

於良鑑廳舉行的「開創圖書館新視界-OCLC 資訊服務新發展」。  

10.07 李代館長參加於台灣大學圖書館舉行之「圖書館知識管理與服務策

略推動委員會 93 年度第 3 次會議」暨「中國圖書館學會第 48 屆大

學圖書館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10.11 下午 2 時，於館長室召開本學年度第二次館務行政會議。  

10.13 上午 8 時至 10 時，於地下室資訊素養室辦理 COMPUSTAT 教育訓

練，邀請標準普爾公司產品顧問鄧國姬小姐主講，管院師生計 40

人參加。  

10.15 李代館長與參考組曾奉懿小姐參加在中正大學舉行之「圖書館在數

位學習中扮演的角色研討會」。  

10.20 期刊組王畹萍代組長與施麗珠小姐二人參加於逢甲大學圖書館舉

行的「SDOL 教育訓練」。  

上午 9 時 10 分至 10 時，於地下室資訊素養室舉辦 Testing and 

Education Reference Center(TERC)留學考試與留學資源中心資料

庫研習，由謝國偉先生主講，計有 8人參加。該資料由 Gale出版，

提供全方面關於美加地區考試的完整資訊，包含留學考試模擬試

題內容及留學資訊，多元化的留學考試測驗題庫及線上模擬測試。  

10.22 數位資訊組王淑芳組長參加於台北市立圖書館總館舉行之「當前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與讀者服務新趨勢研討會」。  

 

圖書館九十二學年度專職人員參加校內外  

各項講習、訓練、進修、研討會一覽表  

館長室提供 

姓名  職稱  項目、性質  時間  地點  備註  

張秀珍  組長  全國圖書館線上參考諮詢

網路合作系統上線說明會
92.08.28 國家圖書館   

蘇秀華  編審  全國圖書館線上參考諮詢

網路合作系統上線說明會
92.08.28 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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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奉懿  組員  全國圖書館線上參考諮詢

網路合作系統上線說明會
92.08.28 國家圖書館   

王畹萍  代組長  全國大專院校期刊採購暨

政府採購法實務研討會  
92.09.05 政大公企中心   

謝心妤  約聘  全國大專院校期刊採購暨

政府採購法實務研討會  
92.09.05 政大公企中心   

王淑芳  組長  電子圖書館與服務研習班 92.09.01-

92.09.05
交大   

吳淑雲  組員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合作

編目業務諮詢會議  
92.09.30 國家圖書館   

施麗珠  組員  線上電子書暨線上教學系

統會議  
92.9.30 東海大學圖書館

良鑑廳  
公假  

曾奉懿  組員  政府資訊校園 OPEN 巡迴

說明會  
92.10.01 中興大學   

陳勝雄  組員  政府資訊校園 OPEN 巡迴

說明會  
92.10.01 中興大學   

王畹萍  代理組長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TOTLAS II 期刊模組使用

者研討會 

92.10.2 中興大學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TOTLAS II 期刊模組使用

者研討會  

92.10.2 中興大學  公假  

謝心妤  約聘  圖 書 館 自 動 化 系 統

TOTLAS II 期刊模組使用

者研討會  

92.10.2 中興大學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Grolier Online 新增功能  92.10.3 東海大學良鑑廳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Grolier Online 新增功能  92.10.3 東海大學良鑑廳  公假  

呂華恩  組員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流通模

組研討會  
92.11.7 交大   

陳麗雲  組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流通模

組研討會  
92.11.7 交大   

王淑芳  組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流通模

組研討會  
92.11.7 交大   

陳麗雲  組長  T2 系統流通模組使用者研

討會  
92.11.11 新竹交通大學  公假  

曲小芸  編審  NBINet92 年度全國圖書館

書目資訊網合作  
92.11.18 逢甲大學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Elseviser Seminar及 Concert 

年會  

92.11.18-

92.11.19
台北科大 /台大   

謝心妤  約聘  Elseviser Seminar及 Concert 

年會  

92.11.18-

92.11.19
台北科大 /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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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玉綏  代館長  Concert 年會  92.11.19 台大   

王畹萍  代組長  Concert 年會  92.11.19 台大   

謝心妤  約聘  圖書資訊專業人才能力培

育研討會  
92.11.19 台中  公假  

楊綉美  組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編模

組研討會  
92.11.26 成大   

李玉綏  代館長  92 年度圖書館知識管理與

服務策略推動委員會會議
92.12.8 台大   

王畹萍  代組長  92 年度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

座談會  

93.12.16

 

台北市亞太會館   

王淑芳  組長  92 年度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光碟及文獻傳遞服務

座談會  

93.12.16 台北市亞太會館   

賀新持  組員  中部大學圖書館聯盟聯席

座談會  
92.12.17 勤益技術學院  公假  

王淑芳  組長  圖書館相關著作權問題說

明會  
92.12.25 台中  公假  

楊綉美  組長  圖書館與著作權法  92.12.30 台中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研討西文學術期刊合作館

藏發展事宜  
93.01.29 國家圖書館   

曲小芸  編審  第三屆 OCLC 台灣諮詢顧

問會議  
93.02.13 台北市國際會議

中心  
 

謝心妤  約聘  新版全國期刊聯合目錄資

料庫線上更新教育訓練  
93.02.16 國科會科資中心   

李玉綏  代館長  92 學年度全國公私立大學

校院圖書館長聯席會  

93.02.26-

93.02.27
東華大學   

王淑芳  組長  推動圖書館與權利人團體

就合理使用權範圍達成協

議座談會  

93.02.27 經濟部智財局   

楊綉美  組長  推動圖書館與權利人團體

就合理使用權範圍達成協

議座談會  

93.02.27 經濟部智財局   

施麗珠  組員  JSTOR 教育訓練  93.03.02 國科會科資中心   

王畹萍  代組長  Concert 93 年度座談會  93.3.10 台中中國醫藥大

學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SDOS 電子資料庫研習  93.3.12 東海大學圖書館

資訊素養教室  
公假  

施麗珠  組員  SDOS 電子資料庫研習  93.3.12 東海大學圖書館 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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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教室  

王畹萍  代組長  西文期刊採購共同供應契

約  
93.3.22 台中逢甲大學  公假  

曾奉懿  組員  中華民國資訊館際合作協

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93.03.25 逢甲大學   

張秀珍  組長  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Concert 93 年度上半年推

廣訓練課程  

93.4-14~

93.4.15
中興大學  公假  

蘇秀華  編審  行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Concert 93 年度上半年推

廣訓練課程  

93.4-14~

93.4.15
中興大學  公假  

彭莉棻  組員  2004 年 IEL 用戶座談會  93.04.23 國科會科資中心   

曾奉懿  組員  專業圖書館服務與資源連

結技術研討會  
93.4.29 中興大學  公假  

王畹萍  代組長  SODS2005 年訂費模式會

議  
93.05.05 國科會科資中心   

陳麗雲  組長  知識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

務系列四研討會  
93.05.07 成大   

彭莉棻  組員  引文分析與學術評鑑研討

會  
93.05.07 政大   

王畹萍  代組長  WOS 議價會議  93.05.10 國科會科資中心   

張秀珍  組長  數位化線上案例與教材導

入研討會  
93.5.11 逢甲大學  公假  

蘇秀華  編審  數位化線上案例與教材導

入研討會  
93.5.11 逢甲大學  公假  

陳勝雄  組員  ELSEVIER ”Library Connect
Seminar” in Taipei  

93.05.13 台師大   

王淑芳  組長  金文研究及應用網路計畫

資料庫安裝說明會  
93.05.17 中研院   

王淑芳  組長  數位圖書館營運實務與著

作權研討會  
93.05.18 東吳大學   

謝鶯興  組員  紙張與書本保存研討會  93.05.25 台北   

王畹萍  代組長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

系統網路著作權授權說明

會  

93.5.27 東海大學圖書館

良鑑廳  
公假  

李玉綏  代館長  93 年度圖書館知識管理與

服務策略推動委員會會議
93.06.02 台大   

施麗珠  組員  連續性出版刊物的採購、

編目及查詢  
93.6.1 東海大學圖書館

良鑑廳  
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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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雅麟  組員  21 世紀大學生的品格教育

研討會  
93.6.3 東海大學  公假  

吳淑雲  組員  2004 年古籍學術研討會  93.06.11 輔大   

王淑芳  組長  古籍學術研討會  93.6.11 台北  公假  

陳淑慧  編審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成

立大會  
93.06.16 逢甲大學   

施麗珠  組員  建構西文核心期刊資源共

享機制計劃座談會  
93.7.14 台中中國醫藥大

學圖書館視聽室  
公假  

曾奉懿  組員  全國館際合作系統(ILL) 

教育訓練說明會  
93.07.21 中國醫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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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山之行  

期刊組  施麗珠 

最近在研究「電磁波與人互動所產生的關連性」，從很多資料顯示，

多接觸大自然，藉由大自然的能量可以修補電磁波對人體所產生的干

擾。十月中旬到朋友佩潔開的有機早餐店吃早餐，吃完早餐後，佩潔邀

我晚一點和他們夫婦倆一起去大雪山走走，因和我最近研究的主題相關

連，加上身上穿的也很休閒，就很高興的加入他們的行列。  

開了近兩個鐘頭的車程，快到大雪山時，在當地的派出所前，看到

了很多今年連續風災沖刷下來的漂流木，走近用手一摸，手上木材香氣

久久不散，雖然不知是何種珍貴的木材，但是看到好不容易才長高的大

樹，因為風災的摧殘而橫倒放在路邊，仍然覺得十分可惜。  

在大雪山的產業道路上，看到幾個穿著越野裝備的騎士，有男有

女，騎著單車奮力的往上爬坡，在此空曠的高山上騎越野車來訓練技

能，是需要相當好的體力與耐力，才能應付得了。中途，我們又停下

車，裝了幾桶的山泉水，佩潔告訴我這是要帶回去種芽菜的水。自從他

們無意中發現用大雪山山泉水所種出來的芽菜，不僅生長速度極快，而

且長得好又強壯，他們就與大雪山結了緣。出了隧道，在 28K 的山腳下

馬路邊停好車，喝了一些熱茶後，就開始往森林中爬上去，望著林中那

大大小小的石塊，心中暗暗的叫苦，因為我對爬山的認知一直是停留在

產業道路或林中已開闢好的小徑中行走；但是想到自己是臨時插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