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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圖書資訊館新展望 閔蓉蓉 

面臨二十一世紀，圖書館本著不斷向上蒐羅最新資料與提供最高品質服務的
精神，與所有讀者一起成為ｅ時代的資訊新貴；同時經過校務會議統一名稱，一
律以「圖書資訊館」對外正名，象徵館內業務經營層次的整體提升！ 

在新的硬體設備方面，我們增購交換式集線器，使館內連接網際網路的存取
速度提高數倍，頻寬大增；因應ｅ時代多樣化的資料媒體需求，新的軟體方面，
我們參加全國電子期刊採購聯盟 CONCERT，2001 年再添購七大資料庫，總數將突
破四十種，期能使所有致力專業科技學習與研究的讀者皆能直接、便捷且滿意地
覓得自己想要的資訊。 

新世紀的圖書館事業預計將產生重大變革，本館亦隨時掌握相關新聞，為未

來由資訊提供者轉型成資訊檢索顧問做好準備；例如視訊參考諮詢、虛擬圖書館

社區、電子文獻傳遞服務，及檢索行為調查評鑑等，均為新ｅ時代的新課題。請

讀者與我們一起成長，共同體驗學術與資訊結合之後，其知識力量之偉大！ 

 

圖書資訊館服務電話：(06) 2727175 轉接分機   視訊組 205    編覽組 206      
圖書資訊館網頁：http://192.192.30.99/library 
線上公用目錄網頁：http://192.192.30.3  
線上資料庫網頁：http://192.192.30.99/cdroom 
圖書資訊館服務信箱：ksutlib@mail.ks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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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館大事紀 鄭景文 
 

崑大新鮮人參觀圖書資訊館【89 年 10 月 2 日至 6 日】 

  新學年開始，圖書資訊館協請軍訓室安排四技部新生進行參觀教育活動；藉此讓本

校新鮮人認識各種館藏資源、服務與相關利用規定。同時希望崑山新血輪得到這座未來

數年的知識寶庫之鑰後，能善加利用，提供相關建言及感想，共同為圖書資訊館的成長

增添一份心力。 

 

圖書資訊館歡迎新校長【89 年 10 月 11 日】 

  陳校長上任當日，即進行全校視察，圖書資訊館全體同仁竭誠歡迎。校長在巡視並

仔細過問各組相關業務進度後，對大家表示嘉許，且殷殷期勉；就電子圖書資訊館擴充

目標、館際合作與成為社區資訊中心等重點尤其強調推動。日後本館將秉持校長指示，

從館藏電子化、服務人性化等方向擴充作業規模，以提供讀者更充沛的研究參考資源。 

 

世紀末最有人味的圖書資訊館週【89 年 12 月 4 日至 8日】 

  迎接廿一世紀，本校圖書資訊館週在全體同仁精心策劃下，以「人」為主軸，辦理

書展、布偶展、空間設計展、美容講座、郵展，以及最受時下大學生喜愛的「人間四月

天」戲劇欣賞，可以說涵括關於資訊、休閒、環境、裝扮、通訊與人際真情互動等各項

主題，點出新世紀人類生活的樣貌。活動期間，參觀者絡繹不絕，也大增本館旺盛的人

氣與館藏利用率。 

 

圖書資訊館設置高速交換式集線器【89 年 12 月 20 日】 

  為提升資料傳輸速度，解決電子期刊及線上資料庫檢索耗時等待之情形，本館特購

置頻寬達１ＧＢ之高速交換式集線器一組。裝設後，資訊傳送在同一單位時間內預計可

較原來增加二至十倍流量，就尖峰利用時段，館內讀者上線檢索論文資料或相關電子期

刊全文之速度，特有助益；咸信藉此裝置，必能降低查詢時間，相關電腦設備可供更多

讀者使用，將大幅提高圖書資訊館利用效能。 

 

專 論 

資訊科技與圖書館 吳建興 

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拉近了圖書館與讀者的關係，尤其是網際網路的問世，使得館

藏利用已不再需要親自到圖書館就可以做到的事了，例如 WebPack、電子期刊、電子郵

件、隨選視訊等等，資訊科技的確加速了資訊的流通效率。 

在參加多次圖書館相關的研討會上，資訊科技之於圖書館仍是與會者爭相探索的對

象，近年來，政府與民間機關也投下鉅資，期望資訊科技能為圖書館提供更多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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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始的自動化系統、電子資料庫、網路資料傳輸、視訊隨選系統，到目前的虛擬圖書

館(或稱數位圖書館)，顯示出資訊科技將為圖書館的未來譜下一支多采多姿的樂曲。虛

擬圖書館是近幾年來因資訊科技而產生的新名詞，它試著將圖書館的軟硬體濃縮在電腦

主機上，從採訪、編目、典藏、流通、到管理等作業，統統由使用者在電腦主機上操作，

並且利用虛擬實境的技術讓讀者可透過網際網路導覽整個圖書館，有置身其中的感覺，

也可以線上檢索圖書資料、非書資料、以及隨選多媒體資料。姑且不去探討建立一個虛

擬圖書館所要借助的資訊科技有多麼的複雜與高深，例如場景的設計與建構、網路傳

輸、資料壓縮、資料庫管理系統等等，其最終的目標不外是提高資訊的流通率與節省人

力，例如，讀者原本必須到圖書館查閱圖書或觀賞影片，如今透過網路便可以直接在自

己的電腦螢幕上做到，而且一個影片可以多人同時觀賞；又如原來要親自到圖書館影印

一篇論文，現在透過網路就可以直接下載並列印，的確方便很多。 

資訊科技讓原來很寧靜的圖書館突然熱鬧起來，特別是多媒體資訊，然而，當我們

把心思放在如何有效地將圖書館電子化時，我們似乎忽略了圖書館的另一個重要的功

能，即圖書館的環境對人心的陶冶。我們相信，再逼真的電子圖像都無法取代原畫所散

發出來的意境，再完美的虛擬博物館都無法完全取代實體博物館，同樣的，再方便的電

子圖書館也無法完全將實體圖書館取而代之，因為置身於書香之氣的感覺豈是一個小小

的螢幕所能媲美。雖然我們對資訊科技為圖書館所帶來的貢獻給予高度的肯定，但絕不

能因資訊化而迷失圖書館原有的功能，讓資訊科技發揮在提高圖書館資訊流通率的範圍

內，讓科技歸科技、人文歸人文，切勿使資訊科技帶走了圖書館的一切。 

不同於埋首資訊科技在圖書館的應用，教育部與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業務工作小組

群策群力的在圖書館基本功能與管理所做的努力，包括館舍空間規劃、館藏合作發展、

業務作業規範、以及利用教育與推廣活動；我們很欽佩也很感激他們對圖書館基本功能

的投入。我們深信，資訊科技只是一個多功能用途的工具而已，至少對圖書館而言是如

此。 
 

專 論 

淺說館際合作 馮信芬 
壹、前言 

館際合作，顧名思義，就是館與館之間的合作。由於知識訊息爆炸，對於讀者龐大

複雜的需求，單憑一個圖書館所蒐集的各式出版品、訊息是無法滿足的，為了彌補不足，

館際合作因而產生。 

館際合作是以共同的目標與利益為前提，為提供讀者最佳的服務或是支援合作館無

法單獨完成的業務，內容可以包含：合作採訪、合作編目、合作典藏、人員交流學習等。 

我國圖書館館際合作已有近三十年的歷史，從早期非正式、不完整的合作方式到現今有

正式辦法、協議等，有長足的進步，所持有的共同的想法是，站在「使用者」的觀點上，

 3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訊 第三期 

盡力提供完整、最佳的服務。 

 

貳、館際合作組織、協定 

在我國圖書館合作組織中，以「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及「中華圖書

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的規模及運作上較有成就，對於推動館際合作業務的貢獻功不可沒。 

上述的兩個組織是屬於全國性，近年來，合作的需求增強，於是新興了區域性或同

質性的館際合作組織、協定，更促進圖書館間的合作，舉例如下： 

1. 兩館間自訂協議或辦法：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與成功大學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互換

十枚借書證供對方讀者使用。 

2. 同類型圖書館館際合作：「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館際合作」，跨校合作項目包括： 圖

書互借—合作館交換借書證，憑證至合作館借閱圖書，目前訂定為二十枚； 期刊複

印—以各種傳輸方式，進行期刊全文傳遞； 參考諮詢—合作館提供地方性資訊供參

考諮詢； 經驗分享—合作館提供圖書館經營經驗以供參考。 

3. 區域性館際合作：「八芝連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陽明大

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等五校，因同處台北市北區，具有密切的地緣關係而訂定圖

書互借辦法，各合作館互相提供 50 張借書證，憑證至對方館辦理圖書借閱。 

4. 引進國外資訊資源共享聯盟：由國科會科資中心國外資源組負責基本業務，包括聯

繫、談判、推廣及教育訓練。此聯盟正式名稱為「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

英文全名為"CONsortium on Co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Taiwan"，簡稱"CONCERT"。 

上述幾種合作方式大多著重在館際互借，希望藉此可以解決各圖書館經費不足、空

間限制的問題，亦可提高館藏的利用。而 CONCERT 則是結合全國圖書館的合作，引進

合理價格的電子資源。 

 

參、網際網路與館際合作服務 

資訊網路日趨進步，相對的，讀者使用圖書館已不再以館藏的質量為評鑑標準，而

是取決於是否可完整取得資料為優先考量。基於此種需求，Internet 便扮演很重要的角

色。 

1.資料庫檢索 

目前大致包含各館的線上公用目錄(WebPAC)及線上資料庫。 

 線上公用目錄(WebPAC)：由各館的 WebPAC 中可查詢是否有讀者所需的圖書、期刊、

論文等資料，再利用館際互借或館際複印方式取得。 

 線上資料庫：將書目、期刊目次、論文索引、摘要等做統合整理，讀者只要連結資

料庫的 URL，下達檢索指令，便可輕易查詢到所需的資料。近年來對於即時取得全文的

需求日益增加，因此許多資料庫紛紛提供電子化傳遞文件的服務，茲列舉如下： 

(一)OCLC 之 FirstSearch 提供人文社會科技書目性資料庫查詢，可直接線上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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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科會科資中心之 STICNet 及國家圖書館之 NBINet 等，皆提供書目索引及摘要線

上檢索。 

(三)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 

使用者可先申請遠距閱覽證，成為國家圖書館的遠距讀者後，便可使用全文影像傳

遞服務。此系統資料相當豐盛，有期刊資源，內含期刊論文、目次、指南、影像、熱門

期刊資訊等；政府文獻有政府公報、統計調查、政府出版品、出國報告等；文學藝術方

面則有當代文學史料、當代藝術家等，該系統還可將此三類資料做整合查詢，對於學術

研究不啻是一大幫助。 

 

2.電子期刊資源共享 

期刊從出版到寄送，需要一段時間，而電子期刊的出現卻縮短了這段時間，尤其是

國外期刊。電子期刊是將期刊內容以電子形式保存，再藉由網路傳遞呈現在讀者眼前，

是相當具有時效性的。早期發展的電子期刊多半停留在索引、摘要部份，而今多可順利

取得全文內容，或是直接線上訂購。 

就國外電子期刊資源而言，訂價高昂，並非所有圖書館都有足夠經費訂購，館合組織現

正討論是否可將某館訂購的電子期刊以館際複印方式提供給其他館有需求的讀者，不過

尚需電子出版商同意才可行。 

 

肆、全國期刊聯合目錄暨館際合作系統 

網路尚未普遍前，館際互借或複印申請多採人工處理方式，文件傳遞也以傳統郵遞

為主，從讀者提出申請到收到文件為止，其間所花費的時間大約一個星期到一個月，對

於服務品質大打折扣。資訊網路時代，讀者期待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資訊，圖書館界也

希望透過電腦與網路來改善館際合作業務的品質，因此，國科會科資中心於民國 87 年 9

月委託國立交通大學圖書館開發建置「台灣地區期刊聯合目錄暨館際合作系統」並於 88

年 9 月開放使用。此系統具有下列特性： 

1. 架構於全球資訊網環境下，讀者或館員均可隨時隨地利用網路進行聯合目錄查詢、線

上申請館際合作，以及讀者申請件或被申請件的審查等作業。 

2. 提供國內 300 餘單位的中西文與大陸期刊聯合目錄，使讀者得以迅速了解各館館藏，

館員亦可直接線上查核書目資枓正確性。 

3. 讀者查詢聯合目錄並確認所需資料的館藏地後，便直接進入館際申請單，節省讀者自

行鍵入資料的時間，更能確保資料的正確性。 

4. 讀者查詢聯合目錄後如果國內無此館藏時，可直接提出國外館際複印申請，方便讀者

申請與獲得所需的資訊。 

5. 申請單的傳遞與流程控管均透過系統，並提供自動轉件的功能，縮短傳統申請單往返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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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件的狀況可由線上查詢，讓讀者與館員隨時掌握申請件的處理狀況。 

7. 具有帳目沖銷收據寄發的功能，節省各館處理帳務與收據的人力和時間。 

8. 具有統計的功能，對各館讀者常借用的期刊進行統計，作為各館未來館藏發展之參

考。 

 

伍、結語 

圖書館負有蒐集、保存及傳遞的任務，但在經費、空間、人員訓練的考量下卻也有

諸多限制，再加上網際網路發達，對於電子化資訊的版權、文獻傳遞、付費、保存等問

題，也應集思廣益，共思良策。 

未來圖書館不僅是館藏的擁有者，圖書館服務亦將電子期刊、館際合作、資源共享

三者結合，讓讀者在簡易的情境下快速取得資訊。館際合作組織是最好的溝通管道，透

過合作組織建立良好合作關係，使得圖書館資訊流通產生良好互動，資源得以充分共享。 
 

設施與圖書資源利用 

之一 ~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介紹 張芳菁 

「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http://readopac.ncl.edu.tw/)是由國家圖書館與工業技

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合作開發的全文影像傳遞服務系統(圖 1)。使用者可先

線上申請遠距閱覽證[註 1]，成為國家圖書館的遠距讀者後，便可使用全文影像傳遞服務。

此系統資料相當豐盛，有期刊資源，內含期刊論文、目次、指南、影像、熱門期刊資訊

等；政府文獻有政府公報、統計調查、政府出版品、出國報告等；文學藝術方面則有當

代文學史料、當代藝術家等。 
 

 

 

 

 

 

 

 

 

 

 

 

 
圖 1：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首頁 

                                                 
[註 1] 有關遠距讀者申請方法，請至<<http://www.read.com.tw>>網頁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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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為例(圖 2)：在瀏覽器功能鍵下方有一排各式各

樣符號標示，可由這些標示直接轉換到其他資料庫，如政府出版品、文學藝術等。另外，

在每一個資料庫中都提供簡易查詢、詳細查詢、自然語言查詢及指令查詢等，可由讀者

依自己的使用習慣及需求，做不同的檢索查詢。 

 

查詢結果：檢索出來的結果，會清楚的標出篇名、作者及出版年月 (圖 3)；在篇名編號

前，有一個圖形標示，代表此篇文章內容已經由國家圖書館掃描保存，直接點選所需論

文後，會出現此篇文章詳細的書目資料。 

圖 2：中華民國期刊論文索引影像系統簡易查詢畫面 

圖 3：檢索結果條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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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印文獻 

 

若您是遠距讀者，點選左上方的「複印本文」(圖 4)，系統會要求輸入遠距閱覽證號碼

及密碼，進行全文線上傳遞服務。另外，還可利用書目資料再做進一步的查詢，如再利

用刊名、作者、各個關鍵詞、類號等，再檢索出更相關的資料。而進行文獻線上傳遞時，

系統除要求輸入遠距閱覽證號碼及密碼外，並會提示讀者文獻傳送方式(圖 5)。其傳送

方式包含：線上顯示及列印、線上直接列印、傳真輸出、郵寄等方式。「線上顯示及列」

與「線上直接列印」的差別是，著作權法規定，尚未取得原作者授權前，不得將全文顯

示在螢幕上，只能選擇線上直接列印。 

 

 

 

 

 

 

 

 

 

 

 

 

 

圖 4：期刊文獻的書目資料 
 

 

 

 

 

 

 

 

 

 

 

 

 

 

圖 5：期刊文獻全文線上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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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尚未掃描之文獻 

 

在查詢結果中，如果有尚未掃描的文獻，該如何訂閱呢？同樣的，進入文獻的書目資料

後，點選右上方「申請複印」，系統一樣會要求輸入閱覽證號碼及密碼，並會提示讀者

其傳送方式為「等掃描後線上列印」或「郵寄」供讀者自行選擇(圖 6)。等待掃描的文

獻大約需要三個工作天後，會發出電子郵件，通知讀者自行到此系統的線上服務台「列

印待掃描文件」即可。若是團體會員，如學校團體，則請與圖書館館際合作代表人聯繫，

由館合代表人為您申請未掃描文獻的線上全文傳遞。 
 

 
 
 
 
 
 
 
 
 
 
 
 
 
 
 
 
 
 
 

圖 6：未掃描文獻線上全文傳遞申請 
 

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提供部份電子全文 

 

檢索條列中，有些雖未標示可複印的圖形，實際上是提供了可線上閱覽的電子全文，當

然也可直接申請線上複印(圖 7)。在文獻的書目資料上方或是最下面，若是標有「電子

全文」，那麼，讀者便可以直接在線上閱讀文獻全文，也可利用瀏覽器的列功能，將全

文列印出來。但是，電子全文內容不一定是完整的，有些圖形並未包含在內，這是要特

別注意的(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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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含有電子全文的文獻書目資料 
 
電子全文內容如下： 

圖 8：電子全文內容 
 
[註 1] 有關遠距讀者申請方法，請至<<http://www.read.com.tw>>網頁查閱。 

 10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館館訊 第三期 

設施與圖書資源利用 

之二 ~ 電腦網路影印機之使用 林敬智 
本館新設置的網路影印機，讓讀者在網路上所檢索到的資料，可以直接送至網路影印機

的伺服主機，利用影印卡便可以很方便的列印出來。其操作步驟如下： 
 
步驟一： 

使用者從 Owner 欄位， 

選取欲列印檔案，按滑

鼠右鍵，於選單中點選

Print 功能。 

(請確認所選的檔案為

自己所要列印的檔案

資料) 
 

 

步驟二： 

進入可列印畫面，依畫面指示， 

確認印表機狀態正常，插入卡 

片後，按列印鍵。靜待列印結 

果。 

列印進行畫面，可由 ● 之變 

化，確認列印進行中。 

檔案列印完畢，卡片扣完款後 

，自動退卡，檔案亦將自動刪 

除。 
 
 
 
 

設施與圖書資源利用 

之三 ~ 自助式借書機之使用 林敬智 
 

本館新設置的自助式借書機，讀者可以自己辦理借書手續，不須透過櫃台服務人員。其

操作步驟如下： 
1. 將學生證上的條碼朝上對準白線，置於紅色掃描區內。 

2. 將書本條碼(一次僅限一本書)朝上對準白線，書本裝訂處靠壁放置平台上。 

3. 機器掃描中，請勿移動書本。 

4. 辦理借閱登錄中，請稍候。待畫面出現借閱確認完成時，再行下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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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若欲借閱多本書，則需將先前借閱之書籍取下平台(不取回學生證)，再依步驟 2~4 辦

理借閱手續。 

6. 完成借書手續時，請記得取回學生證。 

7. 領取收據，並在書後蓋到期章。 

 

設施與圖書資源利用 

之四 ~ 研究室線上預約 林敬智 
 
本館設施之研究室可做線上預約，其操作步驟如下：  
 
1. 開啟瀏覽器(例如：Internet  

Explorer 5.0)，於網址列中輸入  
hppt://192.192.30.3 後按 Enter 鍵 
進入如右的畫面。 

2. 點選館藏查詢 
 

 
 
 
 
 
3. 於書刊名欄位中輸入「研究室」， 

後按開始查詢 

 

 
 
 
 
 
 
 
4. 於查詢結果畫面中點選想預約 

之研究室登錄號(例如：402)。 
註：已被外借之研究室才可辦 
理預約，如仍在館內者，表示 
尚未借出，如欲借閱，請親洽 
櫃檯辦理借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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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排序預約畫面中輸入讀者證 
號(即教師識別證號)與密碼(如 
未曾更改，預設值為身分證字 
號)，無誤後按排序預約按鈕。 
通過認證後，則完成線上預約 
手續。如無法預約成功者，請 

親洽櫃檯處理。 

 
 
 
 

設施與圖書資源利用 

之五 ~線上預約 林敬智 
 
 1. 開啟瀏覽器(例如：Internet 

Explorer5.0)，於網址列中輸

入 http://192.192.30.3 後按

Enter 鍵，點選館藏查詢 

 
 
 
 
 
 
 
 
 
 
 

2. 於書刊名欄位中輸入欲預約

書，例如『Word2000』，按開

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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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有符合之館藏，系統會先

以簡明格式書目資料條列，

若檢索出的館藏資料過多，

尚可再設定限制條件及上下

翻頁之功能 

 
 
 
 
 
 
 
 
 
 

4. 於簡明格式畫面中點選想

預 約 之 館 藏 ( 例 如 ：

Word2000 中文版應用大全)

後，會出現該館藏之詳細書

目資料、複本書及其借閱狀

況，再點選想預約之館藏登

錄號。注意：已被外借者才

可辦理預約。如仍在館內

者，請親洽櫃檯辦理借閱事

宜 

 
 
 
 
 
 
 
 
 
 
 5. 於排序預約畫面中輸入讀

者證號(即教師識別證號或

學生證號)與密碼(預設值為

身分證字號)，無誤後按排

序預約按鈕。通過認證後，

則完成線上預約手續。如無

法預約成功者，請親洽櫃檯

處理 

 
 
 
 
 
 
 
 
  

 

新到館藏 

 圖書資料 編覽組 
書名 作者 登錄號 

第一~六屆編織工藝獎特展 王正雄等 KS112606
E-market place:B2B 虛擬商場完全經營手冊 蔡桂芳,萬洪濤著 KS112503
行銷遊戲:全球頂尖企業如何玩出一片天 Eric Schulz 著;邱恩綺譯 KS112510
不動產估價概要圖解 于俊明 KS112519
認識房地產租賃 陳銘福 KS11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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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製作有效的平面廣告 山田理英著;李永清譯 KS112528
e 鳴驚人 王寶玲 KS112548
廣告魔法師:讓廣告實現你的夢想 羅伊. 威廉斯(Roy H. Williams)著;

陳正菁譯 
KS112558

21 世紀智慧企業解決方案:以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建置最佳辦公環境 
Don Gilbert 原著;周欣欣編譯 KS112589

MBA 百科全書 尼汀‧諾利亞(Nitin Nohria)編;劉

世平譯 
KS112596

中日編織工藝交流展: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臺中縣政府主辦 KS112599
台灣編織植物纖維研究 張豐吉著 KS112600
刺繡 劉翠爾著 KS112602
法蘭西學院派繪畫 陳英德著 KS112613
陌生的旅程:數位攝影的藝術與技術 邱國峻著 KS112617
光與電:影像在視覺藝術中的角色與實踐

(1880-2001) 
王雅倫著 KS112624

C‧M‧Y‧K‧SP 五色演色表 趙聖亞著 KS112637
幼兒造形藝術教學:統合理論之應用 黃壬來著 KS112642
  

 

 視聽媒體 視訊組 
資料名稱 出版社 / 代理商 資料類型 

人間四月天 (全套 5 片) 輝洪文化事業 光碟片 

無懈可擊 輝洪文化事業 錄影帶 

啞吧歌手 輝洪文化事業 錄影帶 

紅色小提琴 輝洪文化事業 錄影帶 

無情荒地有情天 輝洪文化事業 錄影帶 

電視法庭 (44 卷) 中視文化 錄影帶 

女人故事 (5 卷) 忻智文化事業 錄影帶 

世紀女性台灣第一 (8 卷) 忻智文化事業 錄影帶 

圓桌論談  (31 卷) 忻智文化事業 錄影帶 

地球環保 (一套 4 片) 佐峰商社 光碟片 

地球科學 (3 卷) 佐峰商社 錄影帶 

幼兒感覺統合遊戲教學 光佑文化事業 錄影帶 

日本華德福幼稚園 光佑文化事業 錄影帶 

義大利幼教資訊 光佑文化事業 錄影帶 

德國、奧地利幼教資訊 光佑文化事業 錄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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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使用規範               90, 1, 3 第四五七次行政會議修

訂 
第一條、為使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館藏充分發揮效用，達成支援

教學研究之目標，特訂定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使用規範（以下簡稱本規
範）。 

第二條、本校在校員生為本館主要服務對象，得憑識別證或學生證使用館藏、設備並借
書。 

第三條、讀者遺失進入本館之證件時，應儘速向本館一樓出納檯掛失；掛失前若被他人
冒用，仍由原持證人負責。 

第四條、本館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00-21:00，及週六 8:00-17:00、週日 8:00-12:00。 
第五條、本館館藏除視聽、技術資料外，均採開架陳列，供讀者自行取閱；除「教師指

定參考書」、參考工具書、學位論文、期刊（含合訂本）、視聽資料、政府出
版品等僅供在館閱讀外，其他一般圖書可供本校員生憑證借出館外。 

第六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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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一般圖書之手續。還書者亦可於閉館時間內，將書投入本館一樓之「還書
箱」。 

第七條、借書冊數及借期：專科部學生可借六冊，借期二週；大學部學生可借八冊，借
期二週；研究生可借十二冊，借期一個月；教職員可借十五冊，借期一個月。 

第八條、讀者可憑證申借館際合作閱覽證，每次一枚，借期同第七條規定。借用期間，
識別證或學生證須留置本館。 

第九條、所借圖書於歸還時，若無他人預約，原借閱人得申請續借一次，每次續借之借
期與原借期同。藉電腦網路自行辦理續借者，借期由辦理當日起算。 

第十條、借書逾期未還者，每冊每逾一日應繳滯還金新臺幣二元。累積未繳滯還金新臺
幣一五０元（含）以上者，得暫停其借書權至繳清滯還金並還清所借圖書時止。 

第十一條、遇特殊需要，經館長核可，本館得說明理由，彈性調整借書到期日，持借人
應即善意配合。寒暑假期間不辦理借書，但本校教職員能提具需求理由，經
館長核可者，不在此限。 

第十二條、遺失或損及所借館藏之完整性時，借用者應於二週內自行購買全新同一版次
或更新版次之相同資料抵償；若無法自行購買該資料應以原價之三倍抵償，
如該資料已絕版或未再版，則應以原價之十倍價格抵償。該書若為整部套書
之一部份，應以整部套書價格抵償。 

第十三條、有關圖書賠償、贈書或登錄價格記載不詳時，中文圖書以每頁新臺幣二元（精
裝）、新臺幣一元（平裝），西文、日文以每頁新臺幣三元（精裝）、新臺
幣二元（平裝），折合現金賠償；若早期之圖書未載明頁數者，則以一百頁
計算。 

第十四條、除賠償圖書或以現金抵償外，應另加新臺幣三十元手續費。 
第十五條、賠償責任未了前，暫停其借書權；不履行賠償責任者，應於註冊時或離校前

負清償賠款義務。 
第十六條、損壞本館設備時，借用者應於一個月內負責修復至原狀；不能修復時應購置

同型之新設備抵償。 
第十七條、竊取或撕毀本館圖書資料時，除停止圖書借書權一年外，應按校規處理或依

資料類別處以下列罰款： 
圖  書：罰該書訂價一百倍之罰款。 
期  刊：罰該期刊今年訂價一百倍之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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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軟體：罰該套視聽資料訂價一百倍之罰款。 
第十八條、一樓置物室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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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本規範先經本校圖書委員會訂定，提行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可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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