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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九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三）中午十二點 
地  點：本校圖資大樓五樓大型會議室 
主  席：盧館長昆宏                                        
出席人員：童教授士恒、傅教授鈺雯、賴教授廷鴻、孫教授雅彥、謝教授志鵬、周教授伯翰、

廖教授義銘、鄭教授育仁、許教授聖章（翁教授銘章代理）、黃教授旭輝、陶教授

幼慧、溫教授秋明（劉明坤先生代理）、陳教授彥澄、郭教授岳承、郭教授文章（請

假）、余教授進忠、黃教授錦輝、陳教授宏任、連教授興隆、陳教授文正、陳教授

啟仁、黃教授明新、嚴教授力行 
列席人員：楊組長淑妙、林組長速禎、陳組長國松、侯秘書美黛、姚編審健安、陳組員幸慧、

商技士麗欽、陳鍶琦小姐、劉思吟小姐、林玉卿小姐、顏琳雅小姐 
記    錄：侯秘書美黛 
                   

壹、 主席報告 

1.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會議。 

2. 有關 95年度教育部補助款 1,800萬、本校 96年度圖書設備費 1,000萬及 95年度教學卓
越計劃圖書 400 萬、視聽 100 萬，部分已完成作業，這段期間多次請各位委員協助提供
各系所薦購書單，再次感謝您的辛勞與協助。 

3. 95年度教學卓越計劃（圖書 400萬、視聽 100萬建置 Easy Test線上學習平台）已完成採
購作業。 

4. 截至三月底本館總館藏量已達 167,434冊，預計於年底前，可達至 18萬冊數之多。 

5. 為使圖委會相關法規條文之修訂更臻完善，聘請法律系圖書委員為本館相關辦法之諮詢
顧問，本學年度則敦請謝志鵬教授多予協助與指導。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請參見會議資料附件一） 

參、 各組工作報告（請參見會議資料附件三）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案由：擬修改「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視聽欣賞區服務暨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為減少視聽資料、播放器材的損壞率，及確實獲得視聽區使用統計，本區已於 95年 12

月 18日調整視聽區借用方式，調整後讀者須憑證向視聽服務台登記借用視聽資料及設
備，與原訂辦法第五條第（二）款不符；另，為簡化行政程序擬修改第十一條之修正辦

法。修正前後之辦法請參見會議資料附件四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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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視聽欣賞區服務暨管理辦法請詳見附件一）。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案由：擬提「國立高雄大學圖書閱覽使用規則」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新增退休人員並明訂兼任老師及學分班學員之借書辦法。修正前後之辦法請參考會議資

料附件六及附件七。修改部分說明如下：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圖書閱覽使用規則請詳見附件二）。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案由：擬提「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研究小間借用辦法」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適度調節研究小間數量有限但申請者眾、空間獨立封閉管理困難等問題所產生使用者

糾紛，擬修正現行的研究小間借用辦法【原辦法及修正後辦法請參見會議資料附件八、

附件九、附件十】。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決議：依各委員所提之意見，本館將考量延長研究小間短期借期時數；至於 30天之長期借期則

暫緩調整，先試行一段期間後，再一併進行檢討。另有關研究小間之鑰匙是否由館方或

由讀者自行保管及加強研究小間稽核機制等議題，本館將調查並彙整讀者反應意見並將

試行情形做通盤考量後一併提下次圖書委員會議討論。（修正後研究小間借用辦法請詳見

附件三）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案由：各系所由自有業務費預算項下購買期刊，應列為圖書館館藏或由該系所自行運用管理之

議題研議，可採行方案、其優缺點，及本館建議，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圖書委員會會議紀錄決議事項三辦理。 
二、可採行方案、其優缺點： 
（一）列為本館館藏： 

優點：可運用有限之經費預算，充實本校圖書館藏數量，並可充份發揮資源共享之

功能。 
缺點：如各系所自購之圖書、期刊較具專業性，他科系人員使用率偏低，由於本校

校區幅員廣闊，如放置於圖書館，系所人員借閱較不方便。 

（二）系所自行運用管理： 
1.自行採購，未經本館編目，由系所自行管理： 
優點：方便系所教師、學生借閱。 
缺點：(1)本館館藏已購置，如重覆購買，易造成資源浪費。 

(2)如無專人管理，易遺失。 
(3)無法提供他系所人員借閱。 

2.自行採購，經本館編目，由系所自行管理： 
優點：(1)方便系所教師、學生借閱。 

(2)可增加館藏數量 
缺點：(1)本館館藏已購置，如重覆購買，易造成資源浪費。 

(2)如無專人管理，易遺失。 
(3)已列為館藏圖書，惟經本館館藏查詢系統或經由館際合作之全國文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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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系統，查詢結果仍在館，但無法外借，易造成與讀者間管理上之困擾。 
三、南部各國立大學對「各系所由自有業務費預算項下購買期刊」處理方式詳如會議資

料附件十一所示。 
辦法：為兼顧預算運用效益及尊重各單位經費運用權責，擬採： 

一、年度資本門圖書預算，由各系所薦購於年度開始時統一集中採購部份，應統一列為館

藏。 
二、非屬上列經費預算，由各系所自行衡酌需要自行採購部份，仍宜不編目自行管理運用；

惟係屬計劃案購置之期刊，如於計劃結束後，宜請送本館集中管理。 
決議：為尊重各系所採購期刊之自主性與便利性，各系所以自行業務費經費採購之期刊，均由

系所自行保管及管理，本館不編目、保管及典藏。日後若不使用，可捐贈予圖書館典藏，

建請各系所於採購前，可先查詢本館期刊館藏，以避免購買複本期刊，造成資源之重複

與浪費。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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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圖書資訊館視聽欣賞區服務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第四十九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九十六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會議修改 

壹、 宗旨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讀者利用本館館藏多媒體視聽資料，

以進行教學、研究、學習與正當休閒活動，特設立視聽欣賞區（以下簡稱本區），並制

定「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視聽欣賞區服務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 服務內容 

一. 館藏多媒體視聽資料館內閱覽服務 
二. 音樂頻道欣賞服務 
三. 影音播放區使用服務 
四. 團體視聽室使用服務 

參、 服務時間 

開學時間 寒暑假期間 備註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8:30~21:30 8:30~16:30 8:30~16:30 休館 

國定假日

依規定休

館 

肆、 服務對象 

凡本校在校員工生、館際合作館讀者及校外人士均可進入本區使用館藏及設備。但

為維護本校讀者使用權益，本區將以本校員生優先使用之原則下安排之。 

伍、 資料借閱及設備使用注意事項 

一. 本區各席次備有各項器材及設備之使用說明，讀者可自行閱讀操作或洽服務人員指導
使用。 

二. 本區館藏均採開架陳列，借還時校內讀者憑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校外讀者憑臨時閱
覽證於本區服務台辦理登記。 

三. 讀者在使用視聽資料之前，需先自行檢視視聽資料是否正常，若有損壞，應先向櫃台
工作人員告知及登記。 

四. 本區之視聽館藏及附件限於本區使用，不得外借。惟本校專、兼任教師因教學需要，
可持證件親自於本區服務台辦理外借手續，借期為三日。外借使用之館藏，應確實遵

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如違反規定，由借閱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五. 外借資料借出，請借用人檢查視聽資料是否完整無損壞。 
六. 外借資料歸還時間依本區規定辦理。資料請親自歸還本區服務台，不得使用還書箱歸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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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個人持有之多媒體視聽資料與器材請勿攜入本區使用。  
八. 嚴禁擅自移動本區各項視聽器材、設備，以及拷貝或轉錄視聽資料。 
九. 請保持館藏多媒體視聽資料之清潔，勿以手碰觸光碟或磁性媒體表面，並謹防刮傷。
館藏多媒體視聽資料若附有簡介等印刷資料，亦不得塗寫毀損。 
〇一 . 利用本區務必保持肅靜、清潔、不得飲食、喧嘩、妨礙圖書館安寧等不當行為，

違者禁止其使用權利。 

陸、 影音播放區使用注意事項： 

一. 影音播放區由本區選播節目全日播放，個人讀者可隨時入座聆賞。 

二. 為便利團體觀賞館藏多媒體視聽資料，若使用人數在三人（含）以上，借用人可向本
區服務台憑證登記指定播放本館館藏之視聽資料。 

柒、 團體視聽室使用注意事項： 

依「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視聽欣賞區團體視聽室使用辦法」施行。 

捌、 損壞賠償及罰則 

一. 使用資料前應先閱讀機器操作使用說明或請本中心館員指導使用，並小心操作，如有
毀損或遺失，應負賠償責任。 

二. 損壞本館設備時，借用者應於一星期內負責修復至原堪用狀態；不能修復時，應於一
個月內購置同型之新設備抵償。 

三. 因教學使用外借之視聽媒體，若逾期未歸還，一學期內超過三次(含三次)，停止該學
期外借資料使用權利。歸還時服務人員若發現損壞，一概由借用人負賠償之責。 

四. 遺失或毀及所借館藏之完整性時，借用者應於二個月內自行購買全新同一版次或更新
版次之相同資料抵償；如該資料已絕市或未再版，則應以原價之五倍價格抵償。 

玖、 如有其他未盡之事宜，本館得隨時公告之。 

壹拾、 本辦法經圖書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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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圖書閱覽使用規則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三日本校第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本校第二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八日本校第五十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一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次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宗旨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發揮大學圖書館應有功能，保障讀者公平利

用本館資源，並維讀者閱覽及查尋資料時之秩序，依圖書館法第八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規則。 
 
貳、服務對象 

一、本館主要服務對象為本校在校員生，其得憑教職員證或學生證進館使用館藏、設備及

借書。 
二、本校臨時約聘僱人員及兼任教師得憑服務證件進館使用館藏、設備及借書，其借書冊

數與借期比照編制內職員。 
三、本校畢業之校友(含推廣教育中心所開各種進修班之結業學員)，得憑校友證進館使用館

藏、設備及借書。借書時需繳納借書保證金新台幣參仟元整，俟不再借書，扣除各項

罰款後，無息退還。 
四、校外人士得持身分證件，經本館同意，換領「臨時閱覽證」，進館研讀開架陳列之館藏。

若需參考視聽、縮影資料，本館將以本校員生優先使用之原則下安排之。 
五、持本校貴賓證之校外人士，得憑貴賓證進館使用館藏、設備及借書。 

六、本校各種推廣教育學分班學員，需另行辦理借書申請。 

七、館際合作館讀者，得憑合作館借書證進館使用館藏、設備及借書，其借書冊數與借期

則依互借合約之規定。 
八、本校教職員工眷屬，得憑教職員工證之附卡進館使用館藏、設備及借書。 
九、 本校退休人員，得憑退休證及本館所製發之條碼進館使用館藏、設備及借書。 

 
參、開放時間 

一、開學期間： 
1.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十時正。 
2. 星期六、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正。 

二、國定假日及寒暑假另行公告。 
 
肆、資料借閱 

一、館藏除「特藏資料」外，均採開架陳列，借讀者自行取閱；除「特藏資料」、參考工具

書、學位論文、期刊（含合訂本）、視聽、縮影資料等僅供館內閱讀外，其他一般圖書

可供讀者憑證借出館外。 
二、讀者憑證得於開館半小時後至閉館前半小時之間辦理借、還、預約及續借館藏一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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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手續。 
三、讀者借書冊數及借期： 
讀者身份 借書冊數 借期 續借上限 
學生讀者 三十冊 三十天 六十天(二次) 
職員工 三十冊 三十天 六十天(二次) 
教師及研究人員 三十冊 六十天 一二０天(二次) 
校友 五冊 三十天 不能續借 
貴賓或其他本校指

定人士 
十五冊 三十天 六十天(二次) 

學分班學員 五冊 三十天 不能續借 
本校退休人員 十五冊 三十天 不能續借 
合作館持有本館借

書證讀者 
依合約之規定 十四天 不能續借 

教職員工眷屬 十五冊 三十天 不能續借 
備註 1：校友須先繳納三千元保證金後始得辦理借書。 
備註 2：本校兼任老師及學分班學員借書須另填寫申請單經系所主管蓋章同意後，或繳

納三千元保證金後始得辦理借書，並以其聘書或修課期間為其有效期限。 
備註 3：本校退休人員借書申請以一年為限，期滿時得以有效身分證辦理驗證再延一年。 

四、預約、續借 
1. 所欲借閱之圖書已被借出時，讀者可辦理預約。俟該書回館後，由本館通知預約者
於五日內到館辦理借閱手續，逾期視同放棄預約。 

2. 所借圖書於歸還時，若無他人預約，原借閱人得申請續借（校友、學分班學員、合
作館讀者、本校退休人員及教職員工眷屬除外），每次續借之借期與原借期同。 

五、 本館設視聽欣賞區，供讀者在館內使用館藏之視聽資料，其使用要點另訂之。 
六、 「特藏資料」之參閱 

1. 經中央政府有關單位核定或本校教師建議並經圖書委員會決議或其他經本館認定之
資料，列為「特藏資料」者 ，由本館闢專 室庋藏。 

2. 本校員工閱讀或複印「特藏資料」，於必要時，應填具申請單，經直屬單位主管核可
（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免），經本館同意後，於館內專室閱讀。其複製費用悉依本館相

關標準辦理。 
3. 校外人士有特別需要者，本館得酌予核准參閱。 

 
伍、罰則 
  借書逾期未還者，本館立即停止其借書權並每冊每逾一日（閉館日不計）應繳滯還金新臺

幣五元，直至還清所借圖書及繳清滯還金時止 
 
陸、毀損賠償 
  一、遺失或毀及所借館藏之完整性時，借用者應於二個月內自行購買全新同一版次或更新

版次之相同資料抵償；如該資料已絕市或未再版，則應以原價之五倍價格抵償。 
  二、損壞本館設備時，借用者應於指定期間內負責修復至原堪用狀態；不能修復時，應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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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同型之新設備抵償。 
 
柒、附則 

一、 使用館內或成本較高之設備及需要特別管理之空間，本館得另依有關規定，訂定收費

辦法施行之。 
二、 置物櫃係供讀者放置不便攜入館內之非貴重物品，本館不負保管責任。讀者於出館時

應即取回所放置之物品，否則由本館於每日閉館時逕予清除。 
三、 禁止攜帶飲料及食物入館。 
四、 讀者未依規定刷卡入館或持用他人卡片入館，經規觀無效者，得暫停其借書權利至其

行為改善為止。 
 

捌、本規則經館務會議商議後，提圖書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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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研究小間借用辦法 
九十四年八月修訂 

九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圖書委員會修訂 

一、借用身份 

  限本校研究生 

二、借用方式 

(一) 借期１天 

1.借用：限本人親至本館二樓流通服務台（以下簡稱服務台）辦理，除已被預約者外，採
先到先借。 

2.續借：不能續借。 
3.預約：不能預約。 
4.以上皆須借用人親攜學生證至服務台辦理。 

(二) 借期一個月 

1. 借用：借用人親攜學生證至服務台辦理，借用時須先簽署借用同意書再領取鑰匙。 
2. 借期：每次以三十天為限。本館得視實際需要，調整此期限。 
3. 續借：於借期到期前四日開始至到期當日，借用人可自行上線辦理，以二次為限。 
4. 預約：可自行上線辦理，惟限外借中之研究小間，預約以一間為限。預約保留五日，
逾期未辦理借用，本館得取消該預約。 

5. 其他未盡之規定悉依本館閱覽規則辦理。 

三、使用須知暨違規處理辦法 

(一) 鑰匙遺失，應於第一時間至服務台報備，並需負擔全額之換鎖費用。 
(二) 借期到期前，須至服務台歸還鑰匙（投入還書箱視同違規）。 
(三) 借期一天者，每逾一天歸還鑰匙，暫停借用三天，以此類推；借期三十天者，每逾一日

歸還鑰匙，暫停借用十天，逾十四日以上者，將永久停權，並須負擔全額之換鎖費用。

逾期留置之私人物品，本館得安置於適當場所，借用人不得異議。 
(四) 領用鑰匙應負保管之責。如有自行複製或轉借他人使用，將永久停權，並須負擔全額之

換鎖費用。 
(五) 需配合本館開放時間內使用，離館前須關閉電燈、空調等設施，以節約能源。 
(六) 嚴禁吸煙、飲食、喧嘩或從事其他不當行為。 
(七) 請勿張貼或懸掛任何物品於牆面；門上之小窗不得以任何物品遮蔽；非研究小間內之設

施請勿移入使用；請保持研究小間內設施之整潔。 
(八) 參考書、期刊等資料及未借閱圖書，不得攜入研究小間，違者由本館逕行將書歸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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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違反本條(二)、(四)至(八)款規定者，本館將逕予公告，並對借用人停權三十日（自歸還
鑰匙日起算）；借用人應於本館公告後七日內歸還鑰匙，逾期則永久停權。 

(十) 為維護研究小間之清潔，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上午為研究小間清掃時間，清潔人員得逕
行進入清掃。清掃時間若有異動，將提前公告。 

(十一) 借用期間本館人員得逕行進入研究小間，從事檢查維護之工作，以維持研究小間之安
全、秩序、整潔及實施未辦理借閱圖書之查檢，借用人不得拒絕。 

(十二) 貴重物品不得留置研究小間內，本館對借用人留置研究小間內之物品，不負保管之責。 
(十三) 其他未盡事宜，本館得隨時公告。 

四、修正實施 

  本辦法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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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研究小間領取鑰匙及借用同意書 

                             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生 證 號  

系 所  年    級  

聯 絡 電 話  E m a i l 帳號  

研究小間編號  
鑰匙領用人

簽收 
 

研究專題名稱  

本人向貴館申請研究小間，已詳細閱讀知悉，並願遵守貴館研究 

小間借用辦法之規定。此致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 

借用人（簽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