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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 107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 10:00-11:10 

地  點：圖書館地下一樓辦公區會議室 

主  席：王健文 館長 

出  席：文學院熊仲卿委員、文學院侯美珍委員、理學院劉正千委員、理學院黃守仁委員、工學院方

冠榮委員(請假)、工學院屈子正委員、電機資訊學院吳謂勝委員、規劃與設計學院馬敏元委員、

管理學院吳政翰委員、管理學院周庭楷委員、醫學院吳俊明委員(請假)、醫學院黃暉升委員、

社會科學院黃碧群委員、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何盧勳委員、學生委員吳佳諺(生物科技與產業

科學系，大學部 109 級)、學生委員周岳弘(歷史學系，大學部 110 級) 

列  席：林蕙玟副館長(請假)、採編組郭乃華組長、期刊組簡素真組長、典藏組蔡佳蓉組長、閱覽組郭

育禎組長、系統管理組周正偉組長、資訊服務組羅靜純組長、多媒體視聽組張義輝組長、醫學

院分館孫智娟主任 

紀  錄：廖敬華秘書 

壹、107 年 3 月 27 日圖書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決 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提案一：  

107 年圖書館書刊經費分配案，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圖書

館 107 年書刊經

費分配。 

解除列管 

提案二：  

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入館閱覽

規則」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後續於 107 年 5 月 9

日第 190 次行政會議通過) 
已公告實施。 解除列管 

 

貳、主席報告 

感謝委員撥冗蒞臨指教。本館近期工作重點為下週三即將正式開展的「一冊一世界Ⅲ」達爾文《物

種起源》系列活動，包含演講、書展與影展，邀請委員參加。此外，本館一樓大廳正在進行「夢想成

圖的一百種可能」展示，邀請校內外師生表達對於本館期待與建議，亦歡迎委員留步指導，本館期待

藉此蒐集讀者寶貴的意見，作為日後館務調整之參考。 

 

參、107 年 1 月至 10 月圖書館工作重點，請參見議程附件 1。 

 

肆、報備事項 

報備「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珍貴資料使用服務要點」訂定案，請參見附件 1，pp.3-5。 

 

伍、提案討論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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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百年書庫作業管理要點」第三條、第四條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百年書庫作業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請參見議程

附件 3。 

二、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百年書庫作業管理要點」現行條文，請參見議程附件 4。 

擬辦：本案經圖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2，pp.6-7)。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部份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請參見議程附件 5。 

二、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現行條文，請參見議程附件 6。 

擬辦：本案經圖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請圖書館再研議第六條條文後下次再議，其餘條文修正通過(如附件 3，pp.8-9)。 

 

陸、臨時動議 

無。 

 

柒、委員建議事項 

建議一 

教師代表侯美珍委員： 

建請圖書館主動告知讀者逾期圖書若無他人預約且未達可續借次數，讀者可不用攜帶圖書至圖

書館繳罰款，可親自或委託他人繳清罰款，館員可代為續借。如此讓更多讀者受惠，以免去整理續

借圖書與奔波至圖書館。 

圖書館： 

謝謝委員，本館已於圖書館網頁之「服務項目/館藏利用/續借」項內加註說明文字：「所借圖書

已逾期，若該圖書無人預約及未達可續借次數，得不需歸還圖書，本人或委託他人至圖書館出納台

繳清帳下所有圖書逾期處理費後，由館員代為續借，但有其他逾期圖書已達可續借次數或已被預約，

必須先歸還這些圖書後，才可辦理續借其他逾期圖書」。本館將依委員建議，將於本館逾期通知電子

郵件中加註上述文字。 

 

建議二 

學生代表周岳弘委員： 

建請圖書館參考「參與式預算」之作法，納入圖書館推薦採購圖書之作業。 

圖書館： 

謝謝委員建議。請周委員與本館推薦採購業務負責之採編組了解與討論。 

 

捌、散會：12: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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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珍貴資料使用服務要點 

107 年 5 月 31 日館務會議通過 

107 年 10 月 24 日圖書委員會報備 

一、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讀者使用本館特藏之珍貴資料，並兼顧妥善保存原件

之任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珍貴資料，指存放於本館地下二樓珍貴資料區之圖書資料，包括： 

（一）本校 1946 年（含）以前之館藏日文舊籍。 

（二）專家或本校教師建議宜閉架保存並經本館評估後移存之圖書資料。 

（三）其他經本館評估須移入該區保存之圖書資料。 

三、本館珍貴資料採閉架管理，不提供外借。讀者調閱珍貴資料須填具調閱申請單，經本館審定同意後，

通知申請人於保留期限內洽本館典藏組調閱使用。 

四、珍貴資料調閱及使用時間如下： 

（一）調閱申請：線上申請或到館填具調閱申請單後，送交五樓典藏組辦公室或一樓流通櫃台。 

（二）使用時間：本校上班日週一至週五 9:30 至 16:30，於指定地點閱覽。調閱資料至遲應於當日

使用時間結束前洽本館典藏組辦理歸還手續。 

（三）遇有特殊情況時，本館得於事先公告後，變更使用時間。 

（四）保留期限：每一申請件經核定後，自本館通知次日起保留 3 天（不含例假日）為原則，逾時

未取以棄權論。 

（五）調閱冊數：每次之調閱冊數以 10 冊（件）為限。 

（六）凡通過調閱申請者，須憑本校識別證、學生證、身分證、駕照、健保卡、教師證、護照等足

以證明個人身分之有效證件，始得提閱。 

五、下列珍貴資料原則上不提供原件調閱，惟本校教職員工生以專案申請且經本館核准者除外： 

（一）紙張脆弱、蟲蛀嚴重、硬化黏結、裝訂易於受損、破損、脫頁等書況不佳者。 

（二）凡已有數位資源、影印本或採其他方式重製者。 

（三）珍善本書籍。 

（四）其他經本館認定不宜提供調閱者。 

六、讀者使用調閱資料時，須對珍貴資料慎加愛護，並遵守下列規定： 

（一）必要時依館方要求戴上手套及口罩後再使用資料。 

（二）在指定之閱讀區內閱覽。 

（三）凡欲重製珍貴資料者，限以相機、手機等與攝影有關之器材翻拍，不得影印或以其他有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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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方式重製，並應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 

（四）不得在珍貴資料上塗寫任何文字或記號。 

（五）不得以任何方式壓置於珍貴資料上。除鉛筆外，其他書寫用具請勿接近珍貴資料，避免對資

料原件造成汙損。 

（六）閱讀珍貴資料時，應將資料平置桌上，不得直立、斜放、捲摺。 

（七）翻閱珍貴資料時，應從書口下端小心翻頁，不宜用力或急速掀頁。 

（八）任何足以損及珍貴資料之行為，均應避免。 

若有違反上述規定之行為時，本館將立即停止其使用。經勸導無效者，得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

法予以記點或請其離館。 

倘有污損、破壞或不當攜出珍貴資料之行為，悉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七、本要點經館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向圖書委員會報備，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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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單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係基於圖書館管理需求之特定目的而蒐集，將用於辦理成大圖書館珍貴資料調閱業務之處理與利用，蒐集之

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當您填寫本表單之個人資料時，即視為您已瞭解上述相關內容，並同意本館蒐集、處理及利用

您的個人資料。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珍貴資料調閱申請單 

姓      名  
教職員工生證號/ 

身分證字號(校外) 
 系所(單位)  

電話或手機   Email：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索書號 登錄號 書名 

調閱 

審定 

序

號 
索書號 登錄號 書名 

調閱 

審定 

1 
   ○可調閱 

○不提供 
6 

   ○可調閱 

○不提供 

2 
   ○可調閱 

○不提供 
7 

   ○可調閱 

○不提供 

3 
   ○可調閱 

○不提供 
8 

   ○可調閱 

○不提供 

4 
   ○可調閱 

○不提供 
9 

   ○可調閱 

○不提供 

5 
   ○可調閱 

○不提供 
10 

   ○可調閱 

○不提供 

注意事項： 

1. 填寫後請送交本館 5 樓典藏組辦公室或 1 樓流通櫃台。經本館核定後，通知申請人於保留期限內洽典藏組調閱使用。 

2. 調閱使用時間：本校上班日週一至週五 9:30-16:30。限於指定地點閱覽使用，調閱資料至遲須於使用時間結束前洽本館典

藏組辦理歸還手續。 

3. 保留期限：每一申請件經核定後，自本館通知次日起保留 3 天（不含例假日）為原則，逾時未取以棄權論。 

4. 調閱冊數：每次之調閱冊數以 10 冊(件)為限。 

5. 凡通過調閱申請者，須憑本校識別證、學生證、身分證、駕照、健保卡、教師證、護照等足以證明個人身分之有效證件，

始得提閱。 

6. 凡欲重製珍貴資料者，限以相機、手機等與攝影有關之器材翻拍，不得影印或以其他有損原件之方式重製，並應遵守著作

權法相關規定。 

7. 讀者使用調閱資料時，須對珍貴資料慎加愛護，並遵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珍貴資料使用服務要點」之規範。 

8. 業務聯絡電話：校內分機 65753（典藏組）。 

 

    本人已詳細閱讀並同意遵守上述事項。     簽署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圖書館填寫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典藏組承辦人（加註日期） 單位主管（加註日期） 

收 件 人： 簽章： 簽章： 

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本書保留至   年    月   日      時     分，逾時未取以棄權論。 

通 知 人： 

使用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承辦人簽章： 讀者取書簽名： 

歸還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承辦人簽章： 讀者取回證件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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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百年書庫作業管理要點 

98 年 12 月 8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103 年 8 月 27 日館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03 月 11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107 年 10 月 24 日圖書委員會通過 

一、為有效作業及管理圖書館百年書庫典藏之圖書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圖書館百年書庫之典藏包括： 

（一）複本圖書、期刊。 

（二）5 年內未被借閱之電腦書。 

（三）10 年內未被借閱之圖書。 

（四）10 年前之畢業論文。 

（五）20 年前出版之期刊。 

三、已存放於百年書庫之圖書資料，除畢業論文和期刊外，凡當年度被申請調閱 2 次後，得由圖書館

評估移回一般書庫典藏。 

四、百年書庫圖書調閱服務 

（一）讀者若須調閱存放於百年書庫之圖書資料，可於線上申請或填寫紙本調閱單交至圖書館各服

務台。 

（二）除安南校區百年書庫外，工作人員於上班日每天上午及下午各一次至百年書庫取回被申請調

閱之圖書資料，總圖書館圖書放置於一樓流通櫃台、中文期刊放置於二樓服務台、外文期刊

放置於地下二樓服務台、醫分館圖書資料放置於醫分館服務台，供讀者參閱或辦理借閱。 

（三）安南校區百年書庫，得視人力及交通工具之配合情形，由圖書館安排調閱服務時間後另行公

告。 

（四）遇有特殊狀況，圖書館得於公告後變更調閱取書服務方式及時間。 

五、本要點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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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百年書庫作業管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已存放於百年書庫之圖書資

料，除畢業論文和期刊外，凡

當年度被申請調閱 2 次後，得

由圖書館評估移回一般書庫典

藏。 

三、已存放於百年書庫之圖書

資料，除畢業論文和期刊

外，凡被申請借閱 2 次

後，則移回一般書庫典

藏。 

一、酌予修正文字。 

二、原條文未敘明計算調閱次

數的時間點，爰依現行作

法修訂之。 

三、總圖書館書架空間有限，

爰將調閱達 2 次後即移回

書庫之作法，修訂為可由

圖書館評估是否移回。 

四、百年書庫圖書調閱服務 

（一）讀者若須調閱存放於百年書

庫之圖書資料，可於線上申
請或填寫紙本調閱單交至圖
書館各服務台。 

（二）除安南校區百年書庫外，工
作人員於上班日每天上午及
下午各一次至百年書庫取回
被申請調閱之圖書資料，總
圖書館圖書放置於一樓流通
櫃台、中文期刊放置於二樓
服務台、外文期刊放置於地
下二樓服務台、醫分館圖書

資料放置於醫分館服務台，
供讀者參閱或辦理借閱。 

（三）安南校區百年書庫，得視人
力及交通工具之配合情形，
由圖書館安排調閱服務時間
後另行公告。 

（四）遇有特殊狀況，圖書館得於
公告後變更調閱取書服務方
式及時間。 

四、百年書庫圖書調閱服務 

（一）讀者若須調閱存放於百

年書庫之圖書資料，可
於線上申請或填寫紙
本調閱單交至圖書館
各服務台。 

（二）工作人員於開館日每天
上午及下午各一次至
百年書庫取回被申請
調閱之圖書資料，總圖
書館圖書放置於一樓
流通櫃台、中文期刊放
置於二樓服務台、外文

期刊放置於地下二樓
服務台、醫分館圖書資
料放置於醫分館服務
台，供讀者參閱或辦理

借閱。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開館日包含週六及

週日等非上班時間，嗣因

基本工資時薪逐年調漲，

工讀經費難以支撐假日服

務人力，爰修改開館日為

上班日。 

三、新增第三項。因舊總圖中

棟 1 樓及 2 樓百年書庫空

間校方另有他用，遂令圖

書館於 107 年 4 月前搬移

原存放於此二層樓之 6 萬

6 千餘冊圖書至安南校區

研總大樓放置。自總圖書

館往返安南校區來回車程

至少 1.5 小時，考量時間

及人力成本，安南校區百

年書庫調閱服務無法比照

舊總圖百年書庫辦理，故

新增第三項。 

四、新增第四項。百年書庫分

散於勝利及安南校區，其

調閱服務須配合人力、天

候、交通及建築物之使用

情形等因素調整，故新增

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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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 

93.10.01 圖書委員會通過 

103.03.19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0.24 圖書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規範藝術走廊(以下簡稱本場地)之使用，特訂定本規

則。  

第二條  本場地各項活動須經本館或本校藝術中心核准，活動性質以學術性、藝文性之靜態展覽為原

則。 

第三條  借用本場地，至多以 3 週為原則。本場地之開放時間由本館另行公告。  

第四條  本場地之申請方式： 

        一、向本館提出申請，須填寫申請表，並檢附活動計畫。 

          二、向本校藝術中心提出申請。 

        申請者最遲應於使用前 1 週完成預約登記。使用日期如與校方或本館活動撞期時，校方或本

館得優先使用。 

 第五條  本場地依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訂定下列收費標準，並依該要點管理經費收支。 

         一、本校單位或社團之活動及本校教職員工生本人之個展，以不收費為原則。 

         二、校外申請者，收取保證金 3 千元及場地管理維護費每日 1 千元(不足 1 日以 1 日計)。 

         三、若屬會議廳研討會有廠商之展示活動，1日以收費 2萬元為原則(不足 1日以 1日計)。 

         四、所有費用最遲應於使用日前 3 天繳納，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使用權利。 

         五、本場地使用完畢，經本館確認相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滅失，並依規定回復原狀，且無

其他應扣抵保證金之情事後，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六條  申請者如因故無法使用時，應通知本館取消預約。若已繳費，須簽請校長核可後始行辦理退

費。若因不可抗拒之事由致不能使用者，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及保證金。 

 第七條  申請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於核准之申請表上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與本館管理人員聯繫。 

        二、佈置場地或張貼文宣須事先徵得本館同意後辦理。 

        三、自行攜入之財物、設備器材及資料，應派員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本館概不負責。 

        四、現場負責人應於活動結束後即刻與本館管理人員確認場地設備之完整，非屬本館之物品，

應於當日負責清潔及運離本館。 

        五、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及私自架設各項設備及器材。若因使用不當導致設施毀損或遺失，

悉依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讀者違規處理辦法處理。 

        六、本場地外之綠地原則上不得使用，如有特殊需求，應經本館同意後，方得使用。 

        七、本場地內除開幕或會議茶敘外，不得作為用餐場所。 

        八、如逕自轉借他人，或活動內容違反申請內容、政府法令及校方(館方)規定者，本館得立

即終止當次本場地使用權，並停止申請者借用權 1 年，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保證金依本

規則第五條規定辦理退還，申請者不得異議。 

        九、應遵守使用時間，不得逾時佔用其他場次。有特殊情形並經本館同意者，得延長之。 
         十、遇重大事由，本館得於原核准使用日 14 日前通知申請者改期；如無法改期，無息退還已

繳納之費用及保證金，申請者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八條  本規則經圖書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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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藝術走廊使用規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借用本場地，至多以 3週為原則。本

場地之開放時間由本館另行公告。 

第三條   

借用本場地，至多以 2週為原則。本

場地之開放時間由本館另行公告。 

延長可借用期間 

第五條   

本場地依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

管理要點訂定下列收費標準，並依該

要點管理經費收支。 

一、本校單位或社團之活動及本校教

職員工生本人之個展，以不收費

為原則。 

二、校外申請者，收取保證金 3 千元

及場地管理維護費每日 1 千元

(不足 1 日以 1 日計)。 

三、若屬會議廳研討會有廠商之展示

活動，1日以收費 2萬元為原則

(不足 1日以 1日計)。 

四、所有費用最遲應於使用日前 3 天

繳納，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

使用權利。 

五、本場地使用完畢，經本館確認相

關設施及設備無毀損、滅失，並

依規定回復原狀，且無其他應扣

抵保證金之情事後，保證金無息

退還。  

第五條   

本場地依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

支管理要點訂定下列收費標準，並依

該要點管理經費收支。 

一、本校社團或經本校藝術中心核准

之活動、本校教職員工生本人之

個展，及本校或本館邀請之展覽

以不收費為原則。 

二、校外申請者，收取保證金 3 千元

及場地管理維護費每日 1 千元

(不足 1 日以 1 日計)。 

三、若屬會議廳研討會有廠商之展示

活動，一次以收費 2 萬元為原

則。 

四、所有費用最遲應於使用日前 3 天

繳納，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

使用權利。 

五、保證金於本場地使用完畢，經本

館確認本場地與相關設施及設

備無毀損、滅失，並依規定回復

原狀，且無其他應扣抵保證金之

情事後，無息退還。 

一、為避免誤解為校
內外申請者，經
本校藝文中心申
請一律不收費，
故修正文字。 

二、調整廠商展示活
動之收費原則。 

第七條 

申請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於核准之申請表上應指定現場負

責人一名與本館管理人員聯繫。 

二、… 

十、遇重大事由，本館得於原核准使

用日 14 日前通知申請者改期；如

無法改期，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

用及保證金，申請者不得異議及

請求賠償。 

第七條 

申請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於核准之申請表上應指定現場負

責人一名與本館管理人員聯繫。 

二、… 

十、遇重大事由，本館得於原核准使

用日 1 個月前直接或由本校藝

術中心通知申請者改期；如無法

改期，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及

保證金，申請者不得異議及請求

賠償。 

因最遲可於 1週前
申請使用本場地，故
取消或改期的期限
可能少於 1個月，故
縮短本館可調整申
請者使用日期的時
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