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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圖資發展委員會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 如出、列席人員 

開會事由 103學年度  第 1次 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 103年 10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2點整 

開會地點 積中堂 1樓第 1會議室 

主持人 林教務長群博 

出席人員 

教務長 

林群博老師 

學務長 

翁志宗老師 

研發長 

陳高貌老師 

通識中心主任 

莊淑婷老師 

資訊中心主任 

劉柏伸老師 

圖書館館長 

陸啟超老師 

商學與管理學院院代表 

財經法律系 

徐志明老師 

財務金融系 

黃莉盈老師 

國際貿易系 

林家樑老師 

觀光與餐旅學院代表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何旻娟老師  

應用英語系 

張婉珍老師 

旅館與會展系 

龍淑真老師 

資訊與設計學院代表 

生活創意設計系 

王翠蘭老師 

工業設計系 

謝明軒老師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曾芷琳老師 

通識中心代表 

通識中心 

黃美珍老師 

 

列席人員 圖書館組長  石櫻櫻老師 

副本 事務組 

聯絡人/分機 黃秋萍 分機 8107 

備註 

1.會議資料將於會前 e-mail到各位委員的信箱，敬請會前詳閱書面報告。 

2.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杯具。 

3.若有疑問請與圖書館黃秋萍聯絡(分機 8107)，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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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圖資發展委員會會議議程 

 

一、 會議開始 

二、 主席報告 

三、 承辦單位工作報告 

四、 提案討論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感謝各位委員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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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03 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 

會議時間：103年10月22日(星期三)下午2時00分 

會議地點：積中堂1樓第1會議室 

主 席：林教務長群博 

出席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序）：林委員家樑、徐委員志明、翁委員志宗、張委員婉珍、莊委員淑婷、 

陳委員高貌、陸委員啟超、黃委員美珍、黃委員莉盈、龍委員淑真、

謝委員明軒。 

請假人員：劉委員伯伸（楊順評老師代理出席）、曾委員芷琳 

未出席人員：王委員翠蘭、何委員旻娟 

列席人員：圖書館採編組石櫻櫻組長 

 

紀    錄：黃秋萍 

應到：16位  未到：4位  實到人數：12位(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為了本次會議相關提案決議通過之合法性，在此先頒發委員證書。 

 

叁、工作報告 

一、圖書館工作報告(陸館長啟超報告) 

圖書館工作報告請參照閱螢幕所示，除例行性業務外，補充報告如下: 

1、自本學年開始，為節約用電及本館工作人員之安全考量，調整平日於夜間 9:30 及週日不

開館，本項調整亦於本次會議進行法規修正。 

2、圖書館本學年正式加入103學年度中部大學圖書館聯盟，為本校師生提供更多館際服務。

由於聯盟中有規定圖書館每年採購圖書、提供在校讀者使用的經費需達 1500元/人，若

未達標準 2年將退出聯盟，請各位委員多加宣導利用，也請委員在進行系上圖書資源採

購時，能協助推動及預算編列。 

3、圖書館於暑假期間進行館舍 2、3樓書庫燈架座向調整及門禁設備更新工程，改善書架間

光線不足及門禁管控的問題。同時亦完成主機搬遷工程，統一集中於資訊中心機房，以

利定期維護作業進行及管理 

4、僑光學報第 36期已出刊。本校共出版 2份學報，另一份為通識中心《人文與應用科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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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經與通識中心及校長討論後，為提供本校教師有更多的投稿園地，仍維持兩份刊物

不予合併。但未來僑光學報會走向電子化，不再出版紙本。 

5、溝通協調事項：因有教職員將其職員證提供其親屬借閱視聽影片，結果造成影片損毀的

狀況，為免日後產生爭議，請委員於系上會議時協助宣導教職員借用圖書、視聽資源，

務必「本人」持證辦理，此項規定亦將在本次會議進行法規修正，列入規則辦理。 

 

二、資訊中心工作報告(楊老師順評報告) 

資訊中心的工作報告如螢幕所示，以下補充幾點說明： 

1. 目前校內無線網路 AP 因為學生使用較多，所以流量較慢，資訊中心規劃提供老師專屬申

請帳號，可以分流目前網路塞車的狀況，未來歡迎老師多加利用。 

林家樑委員：建議資訊中心要將訊息公告，以提高申請及使用率。 

2. 本學期將進行 104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計畫—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

（含個資保護），未來需請各系提供資料，請委員及系上協助。  

3. 林群博主席：校務行政系統在家裡若使用其他瀏覽器，有些部分只限 IE瀏覽器才能操作，

造成老師若在家進行學生成績或其他相關事務作業，會有困擾。 

楊順評老師：因為廠商建置時所使用的主機型號關係，IE版本建議降階使用，未來也會

再與廠商溝通討論改善。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閱規則」修訂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明：一、教職員生需本人持證借閱圖書資源，擬修訂第三條。 

二、配合週日開館時間調整，擬修訂第二條第一款。 

三、提升退休員工福利，增加退休員工借閱規則，擬增訂第五條第四款及第五款。 

四、法規對照表及修訂法規全文請詳閱附件。 

決議：通過本議案。 

  

 案由二、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書坊使用管理規則」新制訂案提案單位：圖書

館 

 說明：一、為提升館舍空間使用率，支援教師教學、專題討論等服務，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圖 

書館多媒體書坊使用規則。 

二、法規對照表、新訂法規全文及申請表請詳閱附件。 

 決議：1.修正第三條第一款項目編號。 

2.修正第四條第八款，增加「，並應負賠償責任」文字。 

3.修正第五條文字，多媒體「討論室」改為多媒體「書坊」，下行項目符號「一、」刪 

除。 

4.修正第七條文字，增加「，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修正後，通過本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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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臨時動議 

莊淑婷委員：關於上週通識中心兼任教師申請至圖書館導覽教學的問題，因在圖書館網頁上 

的資訊可能會造成老師誤會，請圖書館修正網頁內容。 

陸啟超館長：因為多媒體書坊座位含講者只能容納 22人，因此無法支援該班 50人以上的教 

學需求，另外圖書館每學年都定期舉辦電子講習活動，教師可鼓勵學生參與，

但若老師希望館員進行上課，因本館除支援教學外仍需進行行政事務，因此無

法代勞。圖書館網頁資料將再請相關同仁修正。 

此外，之前有某系教師提出在本館 3 樓視聽區使用團體視聽室做為整學期的上

課教室，但因本館空間不屬於正規教室，且該區座位沒有附桌子，做為常態上

課教室較不適宜，因此本館予以拒絕，請委員在系務會議上也協助宣導。 

林群博主席：老師若有更動教室需求，建議老師至教務處課務組填寫「教室異動申請表」， 

但仍不同意全學期課程皆在圖書館團體視聽室進行。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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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 法規制、修訂對照表 

提案單位 圖書館 提案日期   103 年 10月 22日 

法規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閱規則 

法規類別 

□新制訂(請敘明新制訂意見說明) 

■修  訂(請註明條款，修訂處加框處理，並敘明修訂意見說明)以上全

文法規章則附於表後 

 

修訂條文（請加框線） 

(請註明條款，新制訂條文免加框線) 

現行條文（請加底線） 

（新制訂者請將此欄刪除） 

制、修訂意見 

（請加以說明） 

第二條  圖書館服務時間： 

一、學期中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八時十分至晚上九時三十分；週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週日上午九

時至中午十二時。 

第二條  圖書館服務時間： 

一、學期中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

八時十分至晚上九時三十分；週六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週日上午九

時至中午十二時。 

配合週日不開館，

刪除週日開館時

間。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生學生借

閱圖書應由本人憑教職員證或學

生證為之，不得借用他人證件借

書，或代理他人借書。違反者本館

得拒絕其借閱圖書。 

第三條  本校學生借閱圖書應

由本人憑學生證為之，不得借用他

人證件借書，或代理他人借書。違

反者本館得拒絕其借閱圖書。 

增加教職員持證說

明。 

第五條第四款  退休教職員憑身

分證辦理借書，借閱冊數以五冊為

限，借期三十天，得辦理續借一

次，不得預約圖書。 

 
增加退休教職員借

閱權限 

第五條第五款   前項借還書規

定，如遇寒暑假期間，則還書期將

調整至開學日。 

第五條第四款   前項借還書規

定，如遇寒暑假期間，則還書期將

調整至開學日。 

因應增加條目，編

號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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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借閱規則 

 

民國 91年 10月 23 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2年 05月 01 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2年 12月 27 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06月 21 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10月 17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01月 10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10月 30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1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10月 22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館圖書專供本校教職員、學生借閱及參考之用。 

第二條  圖書館服務時間： 

一、學期中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八時十分至晚上九時三十分；週六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週日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二、寒、暑假服務時間，依照人事室公告之辦公辦法實行。 

三、國定假日、校定假日，不開放。遇特殊情況時，本館得於公告後變更開放時間。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生借閱圖書應由本人憑教職員證或學生證為之，不得借用他人證件借書，

或代理他人借書。違反者本館得拒絕其借閱圖書。 

第四條  本館參考書工具書、本校師生著作、畢業紀念冊、期刊、期刊合訂本及報紙限館內閱

覽使用，不得外借。視聽資料借閱規定另依多媒體視聽區空間與設備使用規則辦理。 

第五條  教職員及學生借書權限分別如下： 

一、教職員工借書總冊數以二十冊為限，得分次借還，借期三十天，屆期如有必要，

得辦理續借，續借以二次為限，但所借圖書已被他人預約者，不得續借。 

二、研究生以十五冊為限，借期三十天，得辦理續借一次，但所借圖書已被他人預

約者，不得續借。 

三、大學部及專科部學生以十冊為限，借期二十一天，得辦理續借一次，但所借圖

書已被他人預約者，不得續借。 

四、退休教職員憑身分證辦理借書，借閱冊數以五冊為限，借期三十天，得辦理續

借一次，不得預約圖書。 

五、前項借還書規定，如遇寒暑假期間，則還書期將調整至開學日。 

第六條  逾期罰款處理辦法： 

一、 借書逾期未還者，經催告五日後，每逾一日，每冊罰款新台幣五元，若學生

罰款超過金額一千元，超過千元得換算工讀時薪以勞務服務折抵；換算之餘

額不足一小時則免抵之。 

二、 視聽資料逾期未還者，每筆每日處以新台幣拾元遲還金。 

三、 借用平板電腦應於借用期限內歸還，逾期未歸還者，即停止其圖書館館內相

關借閱權利至歸還為止，並課以每逾一日新台幣壹佰元遲還金；若逾期一個

月以上仍未歸還者，得視同設備遺失，並依遺失相關規定辦理。 



8 

 

第七條  借閱人應妥善保管圖書，如有塗寫、污損、毀壞、遺失等情況，借閱人應負責賠償。

其賠償辦法如下： 

一、借閱人自行購買與原書書名、編著者、出版處所、裝訂版次相同者之新書或最

新版者。 

二、若無法購得原書時，得購買由本館指定與原書內容、價格相近之新書代替賠償。 

三、如無原書或替代書時，以現金計算賠償。國外原版書及國內出版書均以本館當

年購書之定價，按出版年數逐年遞增百分之十。成套書中之一冊或數冊，如不

能購得時，則以全套圖書之總價，按前述方式計算，以現金賠償。 

四、如遺失圖書為絕版、珍本書，無法購得，則以原定價之十倍賠償。 

第八條  竊取或蓄意撕毀本館圖書時，應依資料類別處以下列罰款，必要時簽請依校規懲處： 

一、圖書：處以該書訂價十倍之罰款。 

二、期刊：處以該期刊今年訂價十倍之罰款。 

第九條  本館因清查、整理或裝訂圖書時，得隨時通知借閱人，歸還所借之圖書。 

第十條  教職員離職或停聘、學生休（退）學、畢業者，其所借圖書，在離校前兩週內，應悉

數歸還，違反者不予辦理離（停）職、離校手續。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校務會議議決，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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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僑光科技大學 法規制、修訂對照表 

提案單位 圖書館 提案日期   103 年 10月 22日 

法規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書坊使用管理規則 

法規類別 

■新制訂(請敘明新制訂意見說明) 

□修  訂(請註明條款，修訂處加框處理，並敘明修訂意見說明)以上全

文法規章則附於表後 

 

修訂條文（請加框線） 

(請註明條款，新制訂條文免加框線) 

制、修訂意見 

（請加以說明） 

第一條 為提升館舍空間使用率，支援教師教學、專題討

論等服務，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書坊使用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 

規則制定緣由 

第二條 凡本校之教職員，均得依本規則申請借用多媒體

書坊。 
使用身份 

第三條 申請方式如下： 

一、 以教師帶領學生製作專題討論為主，於三天前填

具多媒體書坊預約申請單，至一樓服務櫃檯辦妥

預約登記手續，始可借用。但顧及全校師生公平

性，多媒體書坊不作為指定排課教室及長期借用。 

二、社團或班級因舉辦活動之需，須於一星期前

經社團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簽章多媒體書

坊預約申請單確認，始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使用人數需達三人(含)以上始得申

請。每次使用以不超過三小時為原則，借用

人需全程陪同學生使用多媒體書坊。 

四、借用人預約應於登記時間前憑教職員證至一

樓流通櫃台辦理借用並取用鑰匙，超過登記

時間三十分鐘未辦理借用者，視同棄權，俟

後若遭他人借用，不得異議。 

申請方式 

第四條 多媒體書坊使用規則如下：  

一、使用時請保持肅靜，不得在內吸煙、飲食、

嚼檳榔、遮掩玻璃或其它不當行為，違者

得立即停止其使用權。 

       二、多媒體書坊內之各項機器設備及軟體皆為本

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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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公有財產，嚴禁蓄意破壞、偷竊或擅自更

改現有系統。如有違反規定者，一經查獲，

依本校校規懲處。 

     三、未經本館管理人員之許可，不得任意搬動電

腦設備。 

     四、多媒體書坊電腦使用之軟體皆為合法版本，

嚴禁非法複製，亦不得將其他非法軟體轉錄

至電腦中使用。 

     五、禁止於多媒體書坊使用遊戲軟體。 

     六、為節約能源，使用多媒體書坊之授課教師須

分配學生固定座位，並集中前座，以利維護

及管理。 

     七、為維護教室整潔及設備安全，禁止攜帶食物

及飲料進入多媒體書坊。 

     八、多媒體書坊電腦使用完畢，借用人應將桌面、

座位附近收拾乾淨，滑鼠、鍵盤、座椅歸定

位，電腦關機後方得離開。借用人應愛惜多

媒體書坊之設備，並維持教室之整潔；若因

不當使用而導致電腦設備損壞，或有惡意破

壞、偷竊之行徑者，依本校校規懲處，並應

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本館如遇以下重大事項，得收回多媒體書坊： 

一、本館如遇有資源推廣訓練、清潔整理、安全維護等業

務需要，或有讀者違反本館規定時，館員得逕自入內處

理，並隨時通知借用人，收回討論室。 

回收原則 

第六條 本規則未盡之事宜，悉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校長公佈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法規修改及會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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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書坊使用管理規則 

民國 103年 10月 22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館舍空間使用率，支援教師教學、專題討論等服務，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

體書坊使用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凡本校之教職員，均得依本規則申請借用多媒體書坊。 

第三條 申請方式如下： 

一、 以教師帶領學生製作專題討論為主，於三天前填具多媒體書坊預約申請單，至一樓服務櫃檯

辦妥預約登記手續，始可借用。但顧及全校師生公平性，多媒體書坊不作為指定排課教室及

長期借用。 

二、社團或班級因舉辦活動之需，須於一星期前經社團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簽章多媒體

書坊預約申請單確認，始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使用人數需達三人(含)以上始得申請。每次使用以不超過三小時為原則，

借用人需全程陪同學生使用多媒體書坊。 

四、借用人預約應於登記時間前憑教職員證至一樓流通櫃台辦理借用並取用鑰匙，超過

登記時間三十分鐘未辦理借用者，視同棄權，俟後若遭他人借用，不得異議。 

第四條 多媒體書坊使用規則如下：  

一、使用時請保持肅靜，不得在內吸煙、飲食、嚼檳榔、遮掩玻璃或其它不當行為，違

者得立即停止其使用權。 

       二、多媒體書坊內之各項機器設備及軟體皆為本校公有財產，嚴禁蓄意破壞、偷竊或擅自

更改現有系統。如有違反規定者，一經查獲，依本校校規懲處。 

     三、未經本館管理人員之許可，不得任意搬動電腦設備。 

     四、多媒體書坊電腦使用之軟體皆為合法版本，嚴禁非法複製，亦不得將其他非法軟體轉

錄至電腦中使用。 

     五、禁止於多媒體書坊使用遊戲軟體。 

     六、為節約能源，使用多媒體書坊之授課教師須分配學生固定座位，並集中前座，以利維

護及管理。 

     七、為維護教室整潔及設備安全，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多媒體書坊。 

     八、多媒體書坊電腦使用完畢，借用人應將桌面、座位附近收拾乾淨，滑鼠、鍵盤、座椅

歸定位，電腦關機後方得離開。借用人應愛惜多媒體書坊之設備，並維持教室之整潔；

若因不當使用而導致電腦設備損壞，或有惡意破壞、偷竊之行徑者，依本校校規懲處，

並應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本館如遇以下重大事項，得收回多媒體書坊： 

本館如遇有資源推廣訓練、清潔整理、安全維護等業務需要，或有讀者違反本館規定時，

館員得逕自入內處理，並隨時通知借用人，收回討論室。 

第六條 本規則未盡之事宜，悉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通過，校長公佈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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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書坊申請單 【館內存根聯】 

教師姓名  
系所 

(班級) 
 

申請用途 
□專題發表  □課後輔導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應歸還時間 月  日  時  分 

開始使用時間 月  日  時  分 

共同使用人 
1. 2. 3. 4. 

5. 6. 7. 8. 

圖書館 

經辦人員 
 

……………………………………………………………………………………………………………… 

 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書坊申請單 
【借用人存根聯】 

教師姓名  
系所 

（班級） 
 

使用時間 月  日  時  分   至      月  日  時  分 

注意事項 

壹、申請方式如下： 

一、以教師帶領學生製作專題討論為主，於三天前填具多媒體書坊預約申請單，至一樓服務

櫃檯辦妥預約登記手續，始可借用。但顧及全校師生公平性，多媒體書坊不作為指定排

課教室及長期借用。 

二、社團或班級因舉辦活動之需，須於一星期前經社團指導教師或班級導師簽章多媒體書坊

預約申請單確認，始可提出申請。 

三、申請時，使用人數需達三人(含)以上始得申請。每次使用以不超過三小時為原則，借用

人(教師)需全程陪同學生使用多媒體書坊。 

四、借用人預約應於登記時間前憑教職員證至一樓流通櫃台辦理借用並取用鑰匙，超過登記

時間三十分鐘未辦理借用者，視同棄權，俟後若遭他人借用，不得異議。 

貳、使用規定如下： 

一、使用時請保持肅靜，不得在內吸煙、飲食、嚼檳榔、遮掩玻璃或其它不當行為，

違者得立即停止其使用權。 

    二、多媒體書坊內之各項機器設備及軟體皆為本校公有財產，嚴禁蓄意破壞、偷竊或擅

自更改現有系統。如有違反規定者，一經查獲，依本校校規懲處。 

  三、未經本館管理人員之許可，不得任意搬動電腦設備。 

  四、多媒體書坊電腦教室使用之軟體皆為合法版本，嚴禁非法複製，亦不得將其他非法

軟體轉錄至電腦中使用。 

  五、禁止於多媒體書坊使用遊戲軟體。 

  六、為節約能源，使用多媒體書坊之授課教師須分配學生固定座位，並集中前座，以利

維護及管理。 

  七、為維護教室整潔及設備安全，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多媒體書坊。 

  八、多媒體書坊電腦使用完畢，借用人應將桌面、座位附近收拾乾淨，滑鼠、鍵盤、座

椅歸定位，電腦關機後方得離開。借用人應愛惜多媒體書坊之設備，並維持教室

之整潔；若因不當使用而導致電腦設備損壞，或有惡意破壞、偷竊之行徑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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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規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