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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圖書館館務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6年 11月 6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會議地點：圖書館六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會議主席：吳館長有基                                   紀錄：李瑞珍 

壹、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略 

叁、各組業務報告 

  一、讀者服務組各項服務統計（統計期間：106/09/01→106/10/20） 

(一)、進館人次：13,187。  

(二)、借閱冊數：4,400冊(2,171人次)。 

(三)、逾期罰款共收 14,966元。 

  (四)、館際合作業務：向外申請期刊複印 6件(費用 714元)，向外圖書借閱件 

        32件(費用 3,342元)。 

  (五)、圖書館導覽人次：1,030人(新生導覽共計 22班，約 900人次)。 

  (六)、跨館預約:131件。 

  (七)、電子資料庫教育訓練共 6場 71人次。 

     (八)、12月 4日-8日舉辦圖書館週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愛上圖書館~好禮雙重送!! 

        第一重: 

  圖書館週期間至 3樓櫃台領取集點卡，集滿 3點即送小禮物!現抽現送， 

  禮物有限,送完為止! 

        第二重: 

集滿 4點再抽禮券! 

頭獎:禮券  3000元  1名 

二獎:禮券  2000元  2名 

三獎:禮券  1000元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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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獎:禮券   500元  4名 

      活動(1)~聖誕祝福 

      地點:圖書館 3樓大廳 

      活動方式: 

        請至 3樓櫃台領取小卡寫下你的聖誕祝福，掛上聖誕樹即可參加集點！ 

活動(2)~愛閱讀~小型書展 

地點:圖書館 3樓大廳 

活動內容: 

提供暢銷熱門書籍供師生選購,現場購書享有優惠折扣!並可參集點活動! 

活動(3)~非借 BOOK 

活動方式: 

圖書館週期間借閱 2冊圖書以上即可參加集點! 

活動(4)~悅讀電影 

活動方式: 

圖書館週期間至 2樓多媒體視聽區觀賞電影即可參加集點! 

活動(5)~E電園 

活動時間: 

12月 5日~7日 10:00~17:00 

活動方式: 

本館邀請電子書及電子資料庫廠商到館擺攤，至 3樓櫃台領取[E電園]集點 

卡，蓋滿 3個章即送小禮物! 

活動(6)~雲端閱讀趣 

活動方式： 

登入本校數位學習平台(課程:106年電子書線上測驗)，系統隨機抽出 5個 

題目，答對 3題以上者，即可參加禮券抽獎。每人三次答題機會，僅能參 

加一次抽獎。 

網址：http://elearning.nuu.edu.tw/(測驗開放時間:12/1~12/10) 

 

二、採編組（統計期間：106/09/01→106/10/20） 

    (一)、中文圖書編目 1,247冊、視聽資料編目 15片。 

http://elearning.nu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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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贈書(中文圖書 252冊)。 

    (三)、西文圖書編目 87冊。 

    (四)、中西文現期期刊館藏數量：中文 590種，西文 100種。 

    (五)、中文期刊合訂本 8,724冊;西文期刊合訂本 6,691冊，合計 15,415冊。  

    (六)、2018年中西文期刊採購作業開始進行。 

    (七)、採購圖書 41冊 126,438元整。 

    (八)、107 年度圖書採購已依各系(所)預定經費放置系統上供圖書推薦。 

    (九)、10月 12日赴國家圖書館接受佛光山捐贈星雲大師全集 365本，已進行編 

         目作業。 

三、系統管理 

      (一)、統計資料（106/9/1~106/10/20）： 

        1.音響博物館人流統計：參訪人數共計 970人，平均每天約 19.4人次參訪。 

      2.圖書館服務宣傳電子郵件推廣發送：已完成 2則推廣訊息發送，預計至 

        期末共可完成 7則以上推廣訊息發送。 

     (二)、聯合數位學園已完成升級作業，目前已上線使用，本次更新完成後，提升 

          系統多項平台功能（如支援多種瀏覽器、同儕互評、增加社群互動、學生 

          用介面圖形化等功能），目前除了提供各類服務諮詢管道外，也排定於 11/1 

         （二坪）及 11/15（八甲）辦理教育訓練課程，目前已將全校通知信發出， 

          並積極邀請老師與教學助理參加。 

   (三)、資訊處自由上機教室移至圖書館 2F 蓮荷自學中心作業進度，目前已完成 

         空間環境、電力及網路架設，並已完成 10 台電腦之佈建，目前已開放同 

         學自由上機使用並請資訊處公告新的自由上機地點，另已通知資訊處將剩 

         餘 16 台電腦移至本館，預計於 11 月中完成 26 台公用電腦建置。 

   (四)、電子書推廣： 

  目前已完成 5 場次推廣活動辦理共計 820 人參加，目前規劃圖書館週活動 

  相關訓練課程，預計辦理 3 場以上推廣活動，提升電子書資源使用率。 

場次 時間 內容 協辦廠商 人數 活動地點 

第一場 
9 月 25 日  

10:00~17:00 

e 起閱讀趣 ~圖書館導覽

暨電子書體驗集點活動 
碩睿資訊 60 圖書館大廳 



4 
 

第二場 
9 月 26 日

10:00~17:00 

e 起閱讀趣 ~圖書館導覽

暨電子書體驗集點活動 
漢珍數位 125 圖書館大廳 

第三場 
9 月 27 日

10:00~17:00 

e 起閱讀趣 ~圖書館導覽

暨電子書體驗集點活動 
文崗資訊 115 圖書館大廳 

第四場 
9 月 28 日

10:00~17:00 

e 起閱讀趣 ~圖書館導覽

暨電子書體驗集點活動 
凌網科技 196 圖書館大廳 

第五場 
9 月 29 日

10:00~17:00  

e 起閱讀趣 ~圖書館導覽

暨電子書體驗集點活動 
華藝數位 324 圖書館大廳 

 

肆、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報告 

    無異議准予備查 

伍、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系統組 

案由：修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及討論室使用要點」（詳附件一），提請 討

論。 

說明：因應八甲校區圖書館開館時間調整修訂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系統組 

案由：修訂「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視聽室使用要點」（詳附件二），提請 討論。 

說明：為提升圖書館管理效能及讀者使用便利性而修訂之。 

決議：修訂後通過。 

   

陸、臨時動議 

    無 
柒、散會(下午 16：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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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及討論室使用要點 

104 年 8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館務會議通過 

106 年 11 月 6 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館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聯合大學國鼎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利於師生研究，設立研究小間及討論室，

並訂定本要點。 

二、 凡本校教師、博碩士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均得依本要點申請借用研究小間及討

論室。 

三、 研究小間及討論室使用時間為周一至周五 09:00-20:00、周六及周日 10:00-16:00，

如遇國定假日及休館日暫停開放。 

四、 本館研究小間及討論室採自助借用管理方式，透過本館「空間管理系統」提供服

務： 

1. 讀者可登入本館空間管理系統預約研究小間，每次預約時間以時為單位，每次

以 4 小時為限，可預約 14 日內之使用時段，每人同時以預約 2 時段為限，同一

時段僅能預約一間，並於借用期間刷卡進出。 

2. 借用者應依預約時間持本人借書證刷卡啟用，討論室須由規定最低人數（五人）

之共同使用人，親持有效證件完成刷卡啟用程序。預約之空間須於 30 分鐘內完

成報到啟用，否則系統則自動將該空間釋出供其他讀者借用。如因故無法於預

約時間使用或須修改預約，應於預約使用時間 1 日前取消或修改預約。 

3. 研究小間及討論室在後續時段無人預約的情況下，可於到期前 20 分鐘申請續借，

續借最長 4 小時，以 1 次為限。 

4. 借用者應於借用期限結束當日閉館前 1 小時遷出，逾期未遷出者，本館得逕行

將該室私人物品清出，且不負保管責任。 

五、 讀者透過本館空間管理系統預約各空間，於 30 日內累計預約未啟用達 2 次，將停

止空間預約權 30 日。 

六、 使用研究小間及討論室應遵守以下規定： 

1. 研究小間限借用者本人(一人)使用，討論室應依原申請成員使用預約之討論室，

不得持他人證件使用，違者本館得取消該次討論室借用權。 

2. 借用者應依預約時間使用預定的研究小間及討論室，不得擅自與他人交換或轉

讓他人，違者本館得取消當次研究小間及討論室借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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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借用者如需於研究小間及討論室使用本館館藏，請完成借閱手續後始攜入。 

4. 研究小間及討論室嚴禁飲食（飲用水除外），空間使用完畢後，使用者須將門

窗確實關閉上鎖恢復借用前狀態，完成歸還流程。 

5. 借用者應妥善使用研究小間之設備，置存於研究小間及討論室內之私人物品，

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6. 討論室為維護公共安全，本空間電源僅供空間內設備使用，個人電子產品請勿

使用。 

7. 使用研究小間及討論室應遵守本館閱覽規則，違者本館得取消借用權。 

8. 如違反上述規定之讀者本館將予以記點（研究小間為借用人，討論室為借用之

共同使用人），累積 2 點以上，停止空間使用權 30 日。 

七、 本館人員得於使用期間內逕行入內從事設備維護與安全檢查工作。 

八、 本要點經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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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視聽區使用要點 

106 年 11 月 6 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館務會議通過 

一、設立目的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從事教學研究及正當休閒活

動，特設立視聽區(以下簡稱本區)，其使用均依本要點辦理。 

二、使用對象 

凡本校教職員工憑服務證、學生憑學生證、退休教職員工憑借書證，得

於本區開放時間內使用及觀賞。 

三、使用辦法及注意事項 

1. 多媒體資料採開架式管理，使用者於開放時間內可自行至架上拿取，

每次借閱媒體以一件為限，憑證至櫃檯登記借閱，由館員分配座位及

閱覽設備，提供觀賞使用。 

2. 當日開放時間結束前六十分鐘不再提供借用。 

3. 館藏之多媒體資料限於本區內使用，不得擅自攜出視聽區。  

4. 個人自備之多媒體資料或器材，未經本館同意，不得攜入本區使用。 

5. 每次借用以一套播放設備為限，每次借用之設備及媒體以四小時為

限。 

6. 館藏之多媒體資料，每次以借用一套為限。  

7. 使用者於挑選欲借用的多媒體資料後，應先檢查外觀有無損毀或沾污，

有上述情形時需先向櫃檯反應。 

8. 使用者於設備使用之初，應先檢查設備有無損毀、功能是否正常以及

組配件是否齊全，有上述不良情形時應立即向櫃檯反應。 

9. 進入本區後應保持肅靜，避免交談及喧嘩，並嚴禁飲食。 

四、大團體視聽室 

大團體視聽室提供本校教師教學申請使用，且須於一星期前提出申請，

使用時間必須配合本區開放時間。 

五、罰則 

1. 借用之器材或多媒體資料有遺失或損壞者，借閱者應自行購買相同多

媒體資料賠償，並繳交處理費一百五十元；絕版多媒體資料以定價之

十倍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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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意毀損或竊取本區之設備、組件配備及所借用之多媒體資料者，經

發覺後將依絕版多媒體資料之賠償規則處理及依校規處分，並停止多

媒體資料借用權六個月。 

3. 若播放未經本館同意之自備多媒體資料，除自負法律責任外，亦將取

消使用權一個月。 

六、要點修正   

本要點經圖書館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