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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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  第 1次 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 

開會時間 104年 4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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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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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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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委員翠蘭、何委員旻娟、林委員家樑、徐委員志明、張委員婉珍、

陳委員高貌、陸委員啟超、曾委員芷琳、黃委員美珍、黃委員莉盈、

劉委員柏伸、龍委員淑真、謝委員明軒 

請假人員：翁委員志宗、莊委員淑婷 

未出席人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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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位  實到人數：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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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今天學務處同時召開導師會議，因圖資委員會已先公告開會通

知，因此圖委會已事先為委員向學務處請假，感謝各位委員出席圖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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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資料，除例行性業務外，補充報告如下: 

1、圖書館一樓證照專區及語文專區空間已完成整合與調整。 

2、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原教卓計畫擬撥出 30 萬預算提供圖書館採購最新證照相關書籍，但

因教卓計畫內容有些微調整，此30萬預算經費擬作他用，但為充實證照相關書籍之館藏，

擬自圖書館年度購書預算經費中提出 30 萬預算採購相關書籍，近期也會請各系提供推薦

採購的需求，請委員協助系（院）圖書委員提列採購清單。 

 

 

二、資訊中心工作報告(劉主任柏伸報告) 

資訊中心的工作報告如會議資料，以下補充幾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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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度教育部將進行年度綜合訪視，其中資訊中心負責資安、智財及個資相關訪視業務，

屆時請委員協助各系（院）個資相關訊息（個資盤點）宣導。 

2. 前次會議曾提到校務行政系統於 Chrome 或其他作業系統、平台上無法操作的問題，資訊

中心今年已開始進行作業系統的更新與改版，未來將能支援平板、手機及不同作業環境之

操作功能。 

林群博主席補充：因更新作業環境之後，可能會有部分功能需要除錯，請各位委員及老師屆 

時多加上線使用，以便發現操作功能上是否有衝突。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修訂案(附件 1,p10-12) 

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明：一、因本館屢次發現校外讀者於館內違規且不接受勸導之狀況，擬限制入館年齡以利 

維護館舍秩序。 

二、擬修訂第二條第五款，增訂未滿十八歲之讀者禁止進入之條文。 

三、法規對照表及修訂法規全文請詳閱附件。 

決議： 

一、通過本議案。 

二、因圖委會屬於一級校務委員會，其規則不涉及罰款，可不經行政會議討論，第十 

條規則請修正程序，請刪除「行政會議通過」。 

二、本次仍需經過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案由二、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輸出中心列印服務規則」修訂案(附件 2,p13-14)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明：一、配合業務內容，進行條文修正。 

          二、法規對照表、新訂法規全文及申請表請詳閱附件。 

 決議： 

一、通過本議案。 

二、請統一法規條目編號方式。 

 

 

案由三、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網路志工服務實施辦法」修訂案(附件 3,p15-16)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明：一、配合業務內容，進行條文修正。 

二、法規對照表、新訂法規全文及申請表請詳閱附件。 

決議： 

一、通過本議案。 

二、因圖委會屬於一級校務委員會，其規則不涉及罰款，可不經行政會議討論，第十條

規則請修正程序，請刪除「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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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議案本次仍需經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案由四、請審議「僑光科技大學電腦教室使用規則」修訂案(附件 4,p17-18)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說明：一、配合業務內容，進行條文修正。 

二、法規對照表、新訂法規全文及申請表請詳閱附件。. 

決議：一、徐委員志明：因記過、申誡相關權限屬學務處業務，建議第八條第一項修改內容

為：依情節輕重「報請學務處處理」。 

二、因圖委會屬於一級校務委員會，其規則不涉及罰款，可不經行政會議討論，第十

條規則請修正程序，請刪除「行政會議通過」。 

三、本次修正後仍請先經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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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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4月 22日 

法規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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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第五款  讀者應於本館

開放時間內，憑證入館，其進館憑

證說明如下： 

五、其他校外人士應憑有效證件

（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於本

館服務櫃檯辦理登記、換領臨時出

入證後刷卡進館。未滿十八歲之校

外人士禁止入館。 

第二條第五款  讀者應於本館

開放時間內，憑證入館，其進館憑

證說明如下： 

五、其他校外人士應憑有效證件

（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於本

館服務櫃檯辦理登記、換領臨時出

入證後刷卡進館。 

增加限制入館年齡

之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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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 
 

民國 97年 5 月 27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7年 6 月 10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3 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月○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維護讀者公平、安全、妥善利用本館相關

軟硬體之權益，訂定僑光科技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讀者應於本館開放時間內，憑證入館，其進館憑證說明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及學生憑教職員證或學生證刷卡進館。 

二、本校兼任教師、校友、專案計畫研究助理及其他臨時人員憑身分證刷卡進館。 

三、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圖書館憑各校借書證刷卡進館。 

四、館際合作單位憑本館交換之借書證刷卡進館。 

五、其他校外人士應憑有效證件（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於本館服務櫃檯辦理

登記、換領臨時出入證後刷卡進館。未滿十八歲之校外人士禁止入館。 

六、校外單位團體參觀訪問，應事先徵得本館同意並排定時間後，應由圖書館人員

陪同進館，無須換證刷卡。 

第三條  本館每日提供五十張臨時出入證供校外人士入館使用，超過人數則應依序排隊，俟有

其他校外人士出館後再依序遞補。持臨時出入證者，僅限辦證當日於館內閱覽，不得

借閱館藏，且應於當日離館時繳回。 

第四條  臨時出入證應妥善保管，若有遺失，應立即至本館流通櫃檯掛失，並繳交手續費一佰

元。逾期未換回之各種進館證件，本館不負保管之責。 

第五條  持他人證件或將證件借予他人入館者，一經發現，校內讀者雙方各停止入館權及借書

權一個月；校外人士雙方一個月內禁止入館。 

第六條  穿著拖鞋、衣衫不整、赤膊者，禁止其入館。 

第七條  除飲用水外，禁止攜帶任何飲料及食物進入本館。若經本館查獲違反規定者，本館隨

即得進行記點及口頭規勸，規勸無效，強制其離館。 

第八條  為維護良好閱覽環境，讀者入館後之交談應保持低音量；個人隨身視聽應使用耳機；

行動通訊工具應調為靜音或震動。 

第九條  為維護公平使用原則，禁止利用任何物品佔位。若有佔位情事，本館隨即清出該座席

物品，以供其他讀者利用。 

第十條  閉館前十五分鐘，本館進行閉館廣播及播放閉館音樂，讀者應於十五分鐘內離館，不

得在館內逗留。 

第十一條 若有危害公共安全、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之行為或其他不雅行為等，館方得強制其離館，

並視情節輕重，報請學務處處理。 

第十二條 違反上述第七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者，校內讀者記點一次，累計記點三次者，停止其入

館權及借書權一個月；校外讀者強制其立即離館並禁止其入館三個月。 

第十三條 讀者利用本館各樓層空間資源設備及館藏，應遵守借用、使用之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讀者所攜帶之物品，可寄放於本館置物櫃，該置物櫃僅供寄放，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如有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議決，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訂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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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中心 提案日期 104年  04月 08日 

法規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輸出中心列印服務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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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依悠遊卡公司規定最

低儲值金額之悠遊卡，方可進

行列印作業。 

可使用本中心販售之列印卡或使用

悠遊卡儲值金額，並請妥善保存，遺

失恕不補發。 

修改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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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輸出中心列印服務規則 

                                                   民國 101 年 10月 17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通過 

一、僑光科技大學資訊中心設立輸出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供列印資料之需求，並妥善管理

列印設備資源及符合著作權法等相關規定，特訂定本規則。 

二、凡本校之教職員工生及持有悠遊卡所發有效證件之校外人士均可使用本中心提供之列印設備

自行列印，並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支付費用。 

三、列印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列印之資料為非營利目的並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 

（二）勿列印盜版教科書或非法文件，一旦違反著作權法規定，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列印資料僅限於一本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研討

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且每篇以列印一份為限。 

（四）列印之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不得擅自重製、出版、銷售，導致侵害著作人權益。 

四、本中心列印設備之建置、維護、管理及耗材補充由本校簽約之廠商提供。遇有設備故障時，

請即向本中心反應，轉請廠商進行維護，勿自行拆裝設備，否則須負損壞賠償責任。 

五、使用本中心列印設備者，可使用依悠遊卡公司規定最低儲值金額之悠遊卡，方可進行列印作

業。 

六、發現使用者列印資料有違反相關規定時，本中心警告或制止之，本校學生不服取締者，移請

學務處處理，教職員工不服取締者報請人事室考核處理，校外人士依違規記點處分。 

七、本規則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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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僑光科技大學 法規制、修訂對照表 

提案單位 資訊中心 提案日期 104年  04月 08日 

法規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網路志工服務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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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之服務內容如下： 

協助處理宿舍網路之軟硬體

相關問題及故障排除。 

志工之服務內容如下： 

一、 協助回覆本中心之相關留言版

之留言，解答疑惑。 

二、 協助處理宿舍網路之軟硬體相

關問題及故障排除。 

 

修改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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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網路志工服務實施辦法 
民國 94年 12月 21 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議制定 

民國 94年 12月 25 日行政會通過 

民國 97年 5 月 27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民國 97年 6 月 1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3 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0月 23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資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招募學生志願參與電腦軟、硬體暨電腦網路之服

務等工作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志工甄選視需要不定時辦理。志工甄選經職前訓練三天合格，予以聘用。 

第 三 條 志工服務為無給職，其權利義務如下： 

一、 權利 

(一) 自聘任日起，享有 FTP、Email 空間增加為二百 MB之優惠措施。 

(二) 經本中心核准後，得以使用由本中心提供之網路伺服器，惟仍以網路服

務為主要目的。 

(三) 自聘任日起，得以使用本校合法授權之軟體。 

(四) 凡主動熱誠動服務同學者，本中心將於每學期結束前考量實際狀況，荐

請學生事務處核予獎勵。 

二、 義務 

(一) 應遵守本中心各項規定，並參與志工工作必要之基本教育訓練。服務時間

至少能持續一學期以上。 

(二) 因故無法繼續擔任志工者，應告知本中心，以利作業。 

第 四 條 志工之服務內容如下： 

協助處理宿舍網路之軟硬體相關問題及故障排除。 

第 五 條 志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得停聘之： 

一、 無正當理由，不克繼續服務者。 

二、 違反志工義務或本中心相關規定者。 

三、 行為不良影響本中心聲譽者。 

四、 經本中心認定不適任者。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議決，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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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僑光科技大學 法規制、修訂對照表 

提案單位 資訊中心 提案日期 104年  04月 08日 

法規名稱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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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攜帶任何食物、開水或

飲料進入電腦教室內。 

一、攜帶任何食物、飲料進入電腦教

室內。 
修改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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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光科技大學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民國 94年 12月 21 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議制定 

民國 97年 5 月 27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民國 97年 6 月 10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3 月 26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10月 12日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修訂通過 

民國 100 年 10月 18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有效管理本校電腦教室之使用，訂定僑光科技大學電腦教室使用規則(以下簡稱本

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適用於全校之電腦教室(含語言中心視聽教室)。 

第 三 條 電腦教室開放使用時間如下:  

一、 學期上課期間:每週一至週五早上八時十分至晚上九時四十五分，其餘例假日

不開放。 

二、 期中、學期考試期間:開放時間同學期上課開放時間，惟以支援考試為優先。 

三、 暑假期間:依學校規定之上下班時間開放，惟以支援暑修上課為優先。 

四、 寒假期間:依學校規定之上下班時間開放。 

五、 各電腦教室排定測試，維修與清潔期間，不對外開放。 

第 四 條 電腦教室限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依課表上課之班級，學生應排固定座位；使用自

由上機教室應攜帶教職員工證或學生證以備查驗，無法證明身分者禁止使用。 

第 五 條 各行政單位、系、班級或社團借用電腦教室，應先辦理借用手續，登記其借用人(代

表)姓名，未辦借用手續或未獲准借用者，禁止其使用。 

第 六 條 使用者(借用人)使用完畢後應負責回復原狀。如有儀器設備短缺或因不正當使用導

致受損時，使用者(借用人)應負責修復或賠償之；使用者(借用人)如有違法使用或

侵害他人智慧財產等情事，除應自行負擔法律責任之外，相關單位並得要求其立即

禁止使用。 

第 七 條 電腦教室使用者不得有下列行爲: 

一、 攜帶任何食物、開水或飲料進入電腦教室內。 

二、 在電腦教室內之主機中，自行安裝、使用遊戲程式軟體、非法軟體與非法下載，

或從事其他違反法律規範之行為。 

三、 任意移動或拔除電腦教室內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四、 惡意破壞損毀電腦教室內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五、 破壞電腦教室整潔。 

第 八 條 相關懲處規定如下： 

一、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之學生，依情節輕重科處小過、申誡或愛校服務。 

二、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之上課班級，依情節輕重處該課程停止使用電腦教室一至三

週。 

三、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之借用單位或教師，停止借用電腦教室一個月。 

第 九 條 本規則若有未盡周延之處，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會會議議決，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布後實施，修訂時

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