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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館於民國 63年成立，至今已有 47年歷史。多年來，本館同仁秉持著自本館成
立以來的工作使命：「建構技職特色館藏、營造優質學習空間、提供專業圖書館服務、支援教

學研究，以培養高級工程技術、應用科技及管理人才」，與高度的服務熱忱，努力推動圖書

館各項工作。

近年來，在我們持續努力下，本校圖書館有了明顯的改變。在硬體改造方面：依時間先

後，包括（1）一樓「流通檯台」、（2）前棟一樓「輕食區」、（3）前棟二樓「討論小間暨視聽 
區」、（4）前棟一樓「資訊共享區（電腦教室）」、（5）前棟三樓「暢銷書 /經典書 /現期期 
刊 /閱覽區」、及（6）後棟一樓 B庫「學習中心」。在軟體強化方面：包括（1）開放部份區
域可食用「小零食」與「加蓋飲料」、（2）增設「自動咖啡販賣機」及「零食自動販賣機」、 
（3）舉辦「微電影徵選」與「圖書館 APP實作徵選」活動、及（4）推出「閱讀與電影觀後
心得分享」、「公播電影欣賞」、「圖書特展」、及「圖書館每月定期導覽」活動。

雖然我們推出了許多的軟硬體服務，但仍常聽到讀者「不清楚圖書館有推出甚麼服務，

如論文比對、圖書推薦」或「不知道該如何使用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與該遵守的規定，如圖

書館的飲食規定」。我們在略感驚訝之餘，除已立即實施每週定期檢討圖書館的現有網頁（由

館長本人召集），也特編寫此「服務與推廣活動手冊」，期盼能簡要地介紹我們的服務、推廣

活動、設施、與飲食規定，以有效協助全校的教職員工生讀者，善用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

我們也誠摯地希望讀者在瞭解圖書館的服務之後，能提供我們更多寶貴的使用經驗與意

見，讓圖書館能日益成長進步，繼續求新求變，以打造一流頂尖大學圖書館支援教學研究、

與協助讀者成長的優質環境。

前 言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1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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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料薦購服務

 https://reurl.cc/vejkmk

1.  本校教職員工生，得透過網路提出介購。推薦時以圖書館個人借閱查詢之帳號及
密碼登入。

2.  請先查詢館藏目錄，若查無館藏再予推薦。推薦以本校系所適用之圖書資料為介
購範圍。

3.  圖書資料採購係以本館館藏政策為依歸，專業與西文圖書，將轉請各系所圖書委
員評估。

圖1　圖書推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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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贈書刊資料處理服務
為顧及贈送資料之適用性，本館會依「受贈書刊資料處理要點」予以篩選，受

贈書刊之典藏陳列、轉贈或其他處理方式，得由本館決定之。

本館不予收藏之資料條列如下：

  1. 本館已有複本者。
  2. 理、工方面之圖書十年以前出版者。
  3. 電腦方面之圖書五年以前出版者。
  4. 破舊、缺頁、水漬、內有註記、眉批、劃線者、盜版、無版權、影印本之書。
  5. 未列入“名人錄”之哀思錄及輓聯集。
  6. 具宣傳性質之宗教性書刊。
  7. 各機構之會員或會務通訊。
  8. 十年以上之旅遊指南。
  9. 僅有會議議程、名單、會議概述之會議報告。
10. 錄音資料及錄影資料未具公開播放之授權書。
11. 其他不符合本館館藏發展政策者。

中文圖書

Tel 02-27376188
Email peijung@mail.ntust.edu.tw

連絡窗口

西文圖書

Tel 02-27376796
Email chienhui@mail.ntust.edu.tw

中文圖書

Tel 02-27376188
Email peijung@mail.ntust.edu.tw

連絡窗口

西文圖書

Tel 02-27376796
Email chienhui@mail.ntust.edu.tw



貳、圖書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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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館藏查詢服務

 https://sierra.lib.ntust.edu.tw/*cht

透過館藏目錄您可檢索範圍包含本館館藏之圖書、期刊、電子書、電子期刊、

報紙、視聽資料等，檢索點有關鍵字、書刊名、作者、國際標準書號、國際標準期

刊號、標題等欄位；亦可查詢本人借閱清單及到期日。

圖2　館藏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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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流通服務
讀者可憑學生證、服務證或本館核發之借書證，於一樓大廳流通櫃台辦理圖

書、視聽資料之借還等手續。

（一）資料借閱辦法 

資料借閱辦法

  https://reurl.cc/j178ZD

（二）圖書館開放時間

1. 學期中

表1　學期中圖書館開放時間及各區閱覽席次

學期中

區域 閱覽席次數量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書庫及借還服務 
Stacks and Circulation Service 後棟1-8樓106席 8:10-21:30 8:30-17:00

2樓自修室 
2F Study Room 120席 8:10-23:30

3樓閱覽區 
3F Study Area 184席 8:10-23:30 8:30-17:00

2樓討論小間及視聽區 
2F Visual-Audio Area & Discussion 
Rooms

N/A 8:30-21:30 10:00-
17:00

10: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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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寒暑假
表2　寒暑假圖書館開放時間及各區閱覽席次

寒暑假

區域 閱覽席次數量 週一至週五 週六 週日

書庫及借還服務 
Stacks and Circulation Service 後棟1-8樓106席 8:10-20:00 8:30-17:00

2樓自修室 
2F Study Room 120席 8:10-20:00

3樓閱覽區 
3F Study Area 184席 8:10-20:00 8:30-17:00

2樓討論小間及視聽區 
2F Visual-Audio Area & Discussion 
Rooms

N/A 8:30-20:00 10:00-17:00

3. 國定假日
表3　國定假日圖書館開放時間及各區閱覽席次

國定假日

區域 閱覽席次數量 開放時間

書庫及借還服務 
Stacks and Circulation Service 後棟1-8樓106席 8:30-17:00

2樓自修室 
2F Study Room 120席

3樓閱覽區 
3F Study Area 184席 8:30-17:00

2樓討論小間及視聽區 
2F Visual-Audio Area & Discussion 
Rooms

N/A 10:00-17:00

4. 農曆新年假期：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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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申辦借書證

本館館藏資料以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借閱為原則，持在校證件即可借書不需

特別申請，其他身分之讀者應依下列規定至圖書館流通櫃台辦理借書證始得借閱資

料。校外人士（限18歲以上）可憑正式有照片證件（如身分證、駕照、學生證、服
務證或護照等）於流通櫃台換發臨時閱覽證入館，並請遵守「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閱覽管理辦法」。

表單下載
  https://reurl.cc/b25Xr3

閱覽管理辦法
  https://reurl.cc/anr9K9

三、 校友服務
凡本校畢業校友，可憑校友證填具申請單，並到出納組

繳交年費六百元後，至本館辦理借書證，自核證日起，憑證享

有一年借閱權利；若一次繳納六千元者，憑證享有終身借閱權

利。請詳見「校友、退休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借閱規則」。

表4　校友借閱規則

資料類型 借閱量 期限 續借

圖書借閱 10冊 35天 3次

非書資料 3件 7天 1次



參、館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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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若無法於本館取得所需資料，可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ationwid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簡稱 NDDS，於線上向其他圖書館或資料單位申請借
閱或文獻複印。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https://ndds.stpi.narl.org.tw/

圖3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二、 借書證互借服務
館際互借圖書證服務係本館為協助本校師生拓展圖書資源，並加強與其他圖書

館之合作關係，以交換借書證方式為全校師生所提供之圖書互借服務。

•  服務對象限本校在學學生或正式編制教職員工（不含校友）。
•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內請至一樓參考諮詢服務台辦理借還證，非上班時
間借證請先來電告知以便預留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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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借書證後請自行前往合作館借書。向各合作館借閱之書籍，請於到期日前自行
前往各館歸還。

目前共有24個合作館：
（一）三校聯盟：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

（二）北部地區：

（1） 臺北市：臺北科技大學、政治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臺北商業大學、世新大學、臺北醫學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

學、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人社

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2） 新北市：淡江大學、空中大學、臺灣藝術大學、臺北大學
（3） 基隆市：海洋大學
（4） 桃園市：中原大學、中央大學

（三）東部地區：宜蘭大學

（四）南部地區：臺南藝術大學

圖4　本館與24所圖書館合作交換借書證服務

三、 RapidiLL 國際快速文獻傳遞服務

  https://reurl.cc/vdDqNk

RapidILL 國際快速文獻傳遞服務係由美國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研
發之合作系統，後於2019年被ProQuest公司下之Ex Libris部門所收購。參加單位以
美國大學圖書館為主，並包括加拿大、香港、台灣等地之圖書館，逾一百多所參與

資源共享。申請之資料最快可在24小時內取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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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本館無該
西文期刊館藏

進入RapidILL
系統提出申請

收到E-mail
取件通知

到閱覽組
辦公室取件

圖5　RapidILL國際快速文獻傳遞服務流程

四、 「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三校借書一卡通用
本校與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三校圖

書資源服務聯合服務，提供三校專任教職員

工、博士班、碩士班及大學部在學學生一證

通用之圖書借閱服務。本校讀者在使用前，

請先簽署確認轉檔意願書，待收到通知信後

即可持原證至其它二校借書或入館閱覽。

相關規則
  https://reurl.cc/VD6EdR

轉檔意願書問卷
  http://pc38.lib.ntust.edu.tw/

填寫轉檔 
意願書問卷

在學在校期期間
只需填寫一次

收到E-mail
轉檔成功通知

直接以本校證件使
用臺大師大圖書館

圖6　國立臺灣大學一卡通申請流程

閱覽組

Tel 02-27376195
Email libcir@mail.ntust.edu.tw

連絡窗口



肆、空間及設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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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典藏閱覽服務
圖書館自習空間，目前館內閱覽席次共計460席，多處設置充電插座，並提供具

特色的典藏資源供讀者利用。

圖7　前棟二樓閱覽室

圖9　前棟三樓暢銷書與經典書區

圖11　前棟三樓暢銷書與經典書區 圖12　前棟二樓中庭沙發區

圖8　前棟三樓閱覽區

圖10　後棟書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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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小間暨視聽服務
本區域位於圖書館前棟二樓，主要分為四個區域：

1.  討論小間及團體視聽室：設有討論小間6間及團體視聽室1間，使用人數皆為3至6
人，並提供線上預約系統，凡使用皆須至櫃檯辦理且暫押3張學生證/教職員證。討
論小間附有白板與投影機等設備，提供大家舒適的討論空間，欲借用轉接線及遙

控器歡迎洽詢櫃台；團體視聽室附有藍光播放器、投影機與沙發組等，提供大家

觀賞公播版影片。

討論小間線上預約系統
  https://reurl.cc/b25XOM

冷門時段（包括學期中的假日（如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全天、與週一至

週五之上午8:30-10:30時段；寒暑假期間的全天），開放2人可借用，於現場洽詢服務
人員借用。

相關規定
  https://reurl.cc/A7qk5e

圖13　討論小間預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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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人/雙人視聽座位：本區域設置10個單人視聽座位與3個雙人視聽座位，提供大
家觀賞公播版影片與有線電視，欲借用請於櫃檯填寫登記表並暫押學生證/教職員
證。

3.  公播版光碟區：本區域放置館內所有典藏的公播版光碟（新進熱門電影清單），本
校教職員工生可現場借用觀看，並提供專任教師外借服務。

4.  電視沙發區：本區域提供2台65吋電視與10人坐沙發，並提供遙控器、聲音接收器
與耳機借用。

圖14　前棟二樓討論小間與視聽室

三、 資訊檢索服務
前棟1樓資訊共享區（電腦教室）配置34席電腦設備，合併了「資訊檢索」及

「電腦教室」兩大功能，平常開放讀者查詢資料用，遇有推廣課程則作為電腦教室

上課使用。

圖15　前棟一樓資訊共享區（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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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影印/列印服務
本館前棟1F資訊共享區及後棟4F書庫提供黑白/彩色影印及雲端列印服務，付費

方式採多元支付。

1. 電子票證：悠遊卡/一卡通

2. 行動支付：Apple Pay / Samsung Pay / Google Pay / 台灣 Pay /Line Pay

3. 信用卡支付：Visa / Master / JCB card

4.  為服務僅能以現金支付之讀者，於參考諮詢台提供悠遊卡/一卡通借用服務，需要
者請向服務人員登記借用，並以現金支付影列印費。

圖16　前棟一樓電腦教室外提供影列印服務 圖17　影列印服務提供多元支付方式

五、 掃描器（免費使用）
欲使用掃描器之讀者，請至圖書館一樓資料庫檢索區掃描專用電腦自行使用。

掃描器不得外借出館，限使用於掃描圖書館內之期刊、圖書資料。

圖18　電腦教室外設有掃描器服務



伍、電子資源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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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資源整合查詢服務
圖書館資源整合查詢服務（EDS）連線方式：
圖書館首頁→研究資源→電子資源→EDS整合查詢服務

整合館藏目錄及線上資源，您可選擇以下檢索範圍：

全部：除本館館藏目錄外，同時查詢期刊文章等線上資源。

館藏目錄：本館館藏之圖書、期刊、報紙、視聽資料等。

期刊文章：本館訂購或開放取用之期刊、報紙、會議論文等線上資源的文章。

數位化館藏：收錄於本館館藏目錄之數位化資源，包括所有電子書、電子期刊雜誌等。

圖19　圖書館資源整合查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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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詢資料庫
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館藏，除了實體圖書、期刊外，還有許多資料庫、電子書和

電子期刊，相關電子資源可在電子資料庫網站查找到。

資料庫網站提供三種資料庫檢索方式，「資料庫關鍵字查詢」、「資料庫開頭英文

字母查詢」以及「資料庫學院、資料類型分類查詢」。

（一）、資料庫關鍵字查詢
1.  輸入資料庫關鍵字查詢，查詢的關鍵字不限定資料庫名稱，簡介中出現相關字詞
也會查找出來。

2.  資料庫畫面預設顯示資源名稱、連結和資源簡述，點選右下角向下箭頭，即可看
到該資料庫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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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資料庫開頭英文字母查詢

選擇資料庫名稱字首（例如：IEEE字首為I），列出資料庫名稱字首為I的資料
庫，從中找到所需資料庫。

（三）、依資料庫學院、資料類型分類查詢 

右邊有學院和資料類型分類，可依需求選擇。（例如：想查找工程相關資料庫，

選擇「工程學院」；查詢試用資料庫，則選擇「試用資料庫」）

系統資訊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6
Email lib@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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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外連線設定（EZproxy）
本校教職員工、在學學生通過身份認證，在校外或家裡連線查詢利用本館的電

子資源，就可以如同在校園網域查詢圖書館資料庫，校外和在校內一樣方便！

使用說明
（一）、 選擇欲使用之電子資源，例如要從校外連到EV資料庫，按了資料庫連結後，

就會出現登錄視窗。

（二）、 此登入認證視窗，帳號密碼與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之個人記錄檔相同，請依
畫面指示輸入借閱證號及密碼，通過認證即可使用。

系統資訊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6
Email lib@mail.ntust.edu.tw



陸、參考諮詢與導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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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館之旅導覽服務
除在開學季舉辦多場新生圖書館之旅，每月亦定期舉辦活動，介紹臺科大圖書

館館舍空間配置、館藏資源分佈、服務項目，且分別舉辦中文、英文場次。

   

圖20　圖書館導覽服務

閱覽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5
Email libcir@mail.ntust.edu.tw

二、 參考諮詢服務
提供指導讀者利用館藏資料、協助各種參考工具書及資料庫之使用以及蒐集研

究主題相關之資料，讀者可以口頭、電話、書面、Email 等方式提出諮詢。

圖21　前棟一樓參考區提供參考諮詢服務

系統資訊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6
Email lib@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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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定參考書服務
為配合教師課程教學之需，圖書館提供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授課教師可指定

特定館藏資料供學生參考使用，請教師至圖書館網站下載指定參考書申請單，本館

將集中蒐集管理指定參考書，以便修習該課程之學生參閱研讀。指定參考書陳列於

一樓參考書庫指定參考書專區，且僅供館內閱覽不得外借。

圖22　 後棟一樓B庫「學習中心」設有「指定參考書
服務」專區

系統資訊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6
Email lib@mail.ntust.edu.tw

四、 資料庫講習活動
資料庫講習活動包含以下相關項目：

1.  常用資料庫講習：圖書館針對常用資料庫，邀請資料庫廠商針對特定資料庫說明
使用方式，於每學期開學時公告課程規劃，課程報名資訊於圖書館網站與發送公

佈欄公告。

2.  系所電子資源講習：系所可預約館員於課堂時間進行圖書館電子資源與服務介
紹。包含圖書館服務介紹、常用資料庫與學科主題資料庫簡介、書目管理軟體簡

介。

3.  新進教師圖書館資源與服務：採事前預約方式，向當年度新聘教師，介紹圖書館
服務項目。

4.  研究所新生利用圖書館講習：講習內容包含如何查尋本校圖書館館藏目錄、各項
服務簡介、本校訂購之電子資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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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資料庫講習課程 （攝於前棟一樓電腦教室）

系統資訊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6
Email lib@mail.ntust.edu.tw



柒、學位論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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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科技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臺灣科技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蒐集、典藏本校學位論文之書目與電子全文

檔案。電子全文檔案視學生之授權範圍公開。

臺灣科技大學博碩士論文系統
  https://etheses.lib.ntust.edu.tw/

圖24　博碩士論文系統

系統資訊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6
Email lib@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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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紙本博碩士論文延後公開
應屆畢業生如有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之需求，請下載「國家圖書館暨臺灣

科技大學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經相關指導教授、系所主管

同意後，依申請書所示順序至圖書館核章，並於印製論文時，裝訂於論文內頁第一

頁，俾便後續憑辦。

延後公開申請書：
  https://reurl.cc/j17gYL

採編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88
Email libcat@mail.ntust.edu.tw

三、 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
Turnitin 系統是一種檢核論文原創性的比對工具，只需將論文或期刊、報告上傳

至Turnitin，透過與網路文獻資源及Turnitin 本身所擁有的數據庫來進行檢查，即可顯
示文稿內容與參考文獻的原創性及相似比例。

Turnitin論文比對系統
  https://reurl.cc/3oD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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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系統資訊組

連絡窗口 Tel 02-27376196
Email lib@mail.ntust.edu.tw



捌、閱讀推廣與公播電影 
觀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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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綜合簡介臺科大圖書館「閱讀推廣」與「公播電影觀賞」活動，近三年（民

國107-110年）的成效及貢獻如下：

一、 書香獎勵閱讀計畫
臺科大圖書館自民國97年起，即率先辦理「書香獎勵閱讀計畫」，完成十冊閱讀

心得後即給予獎勵，初期辦理成效顯著。自106年起新增「每月閱新書 每月可抽獎」
活動，讀者上傳單冊閱讀心得即獲獎勵。另於107年3月起再創新舉辦「閱讀‧悅
讀」心得分享活動，每學期舉辦3次，每次邀請3位繳交閱讀心得的讀者進行心得分
享20分鐘，時間安排於週五中午（供應西點餐盒），每次約30人參加，一年共6次。
自新增多樣的推廣活動後，書香獎參與人數自106年7人，增至109年18人，3年間
增為2.5倍；心得「上傳件數」也從106年的38件，增至109年的196件，3年間增為 
5倍。活動說明，請洽「書香獎勵閱讀計畫」與「悅讀‧閱讀 心得分享」網址。

書香獎勵閱讀計畫
  https://reurl.cc/monLaV

圖26　 書香獎勵計畫「閱讀‧悅讀」心得分享活動（108年11月1日
電機所吳奎霖分享《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界的教育
烏托邦》閱讀心得，攝於前棟一樓輕食區）



43

二、 閱讀推廣小組
圖書館於108年於前棟三樓新設「暢銷書/經典書/現期期刊/閱覽區」，佔地200

坪，於5月30日啟用。同年3月，特成立「閱讀推廣小組」（任務編組），小組成員 
7人，由館長親自召集。透過會議的發想，規劃各類型推廣活動，於學期當中交錯進
行，豐富多元的活動包括「星夜享讀計畫」（108年6月推出首次活動，每學期辦理
3-4次）、「快讀閱後心得活動」（108年12月推出首次活動，每學期辦理1次）、「公播
影片觀賞計畫」（109年6月推出首次活動，每學期辦理1次），以及大型演講活動（不
定期）與圖書特展活動（每學期辦理1次）等。每月暢銷書、經典書與每月推薦書網
站亦相繼於108/5至109/9上線；每月推薦書由閱讀推廣小組成員每人推薦一本。

（一）  每月中英文暢銷書（中文 60本、英文 15本）、經典書、「閱讀推廣小
組」 每月推薦書、及讀者閱後之心得分享，請洽 「暢銷書 /經典書專
區」

暢銷書 / 經典書專區
  https://bestsellers.lib.ntust.edu.
tw/preversion3/

（二）  現正展出之圖書特展（111/3/22（二）至 111/7/31（日）共 132天），
請洽「2022年享讀 /悅讀名人推薦圖書」特展

「2022 年享讀 / 悅讀名人推薦圖書」  
特展網址

  https://reurl.cc/2Z0o09

（三） 2020年 3月至今之圖書特展回顧，包括：

1.  「2021年度中英文暢銷書」圖書特展 （110/11/17（三）至 111/3/8（二）共 112天）；

2.  「用書脫魯 ---閱讀的力量」圖書特展 （110/03/31（三）至 110/10/22（五） 共 206天；
因 Covid- 19疫情延長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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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只有讀書能抵達的境界」圖書特展（109/10/21（三）至 110/1/31（日） 共 103天）；

4.  「國際漫遊了沒 --- 旅遊與攝影」圖書特展 （109/3/17（二）至 109/3/31（二）共  
15天）

圖書特展
  https://reurl.cc/VD65XQ

圖 27　「只有讀書能抵達的境界」圖書特展

圖 28　 「閱讀推廣暨電影欣賞活動」心得分享活動 （109年 10月 
9日，攝於國際大樓 IB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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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星夜享讀計畫
配合前棟三樓新設「暢銷書/經典書/現期期刊/閱覽區」之成立，圖書館於108年

6月5日推出「星夜享讀計畫」，鼓勵師生利用零星時間，親訪暢銷書及經典書區閱
讀相關書籍，並透過撰寫閱讀心得，從中培養閱讀興趣。相關獎勵辦法比照前述的

「書香獎勵計畫」。

星夜享讀計畫亦推出「心得分享活動」，每學期舉辦3-4次，除分享圖書限定
「當月暢銷書/經典書外」，其舉辦時間與方式大致與「書香獎勵計畫」相同。為拋
磚引玉，推廣閱讀，自108年起，館長帶領全館18位館員，每年6月份參與「星夜享
讀」活動，繳交心得並上台心得報告。

活動說明，請洽「星夜享讀計畫」與「星夜享讀 心得分享」網址。

星夜享讀計畫
  https://reurl.cc/monLaV

圖29　前棟3樓「星夜享讀計畫」書寫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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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播影片觀賞計畫
為鼓勵讀者至圖書館前棟2樓「討論小間/視聽區」觀賞公播影片紓解讀書及工作

壓力，於109年5月制定「公播影片觀賞計畫」，並於同年6月4日正式推行。

由申請人自行挑選「公播影片」之館藏，並填妥申請表送交至2樓「討論小間/視
聽區」服務櫃臺。觀賞完畢後並撰寫心得報告，繳回心得報告與心得授權書者即為

結案，每部影片心得頒發禮券50元。每月結案者另可參加抽獎，獎項為禮券100元，
數量以參加抽獎額數之半數為原則，最多10個獎項。

自計畫通過後，每學期舉辦1場「公播影片觀賞計畫」心得分享活動。與書香獎
活動方式類似，每場活動邀請三位同學於中午進行心得分享，每位20分鐘。

圖 30　 「公播影片觀賞計畫」心得分享 （109年 7月 8日圖書館館員范定懿分享  
《幸福綠皮書》 電影觀後心得，攝於前棟一樓輕食區）

活動說明
  https://reurl.cc/g27z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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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影欣賞活動
（一）  本館為紓解讀者之讀書及工作壓力，每學期於國際大樓 IB-101國際會議廳，播

放 3場好萊塢商業強檔英文電影。
　　110年起，亦於本館前棟 1樓「輕食區」，每學期播放 3場電影（只有英文
字幕），寓教於樂，期盼可逐漸提昇讀者的英文能力。

（二）  另外，本館於前棟 1樓「輕食區」，每天均選播一部有線電視電影台之「好萊塢
商業強檔英文電影」（有中文字幕）。

（三）  110/7/15起，本館 K Movie雲端公播電影網正式版上線。歡迎使用線上電影 
網，在家輕鬆觀賞電影。

K Movie 連線方式：
圖書館首頁→推廣活動→三、電影欣賞→4. K Movie雲端公播電影網

同時在線人數上限：20人
簡介：K Movie智軒雲端公播電影網串流平台提供本校師生透過網路，線上欣賞強檔
院線電影。

KMOVIE操作手冊下載
  https://reurl.cc/3oD5mV

圖31　K Movie雲端公播電影網



玖、其他服務與飲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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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書刊協尋服務
若您無法於書庫尋獲您所需之書刊資料，本館將由專人協助搜尋，若尋獲將立

即通知您。

圖書： 請先使用「館藏查詢系統」確認該書之館藏狀態為「仍在館內」，至一樓流通
櫃臺填寫「圖書協尋單」。

期刊： 請先利用「館藏查詢系統」確認所需卷期是否已到館，再至一樓參考諮詢櫃
臺填寫「期刊協尋單」。

二、 失物招領服務 
讀者在圖書館若有物品遺失或撿到失物，請洽一樓流通櫃台。

三、 監視DVD調閱服務
若讀者物品在圖書館遭他人竊取，請先通報本校學務處校安中心填寫申請單

後，再前來本館一樓流通櫃台，申請調閱監視DVD，查明來龍去脈。

四、 讀者佔位反映服務
讀者若發現有人佔位，或發現讀者逾兩小時未回閱覽座位，請通報本館一樓流

通櫃台，本館館員或執勤人員將前往處理。

本館人員亦不定時巡館，勸導讀者勿違規佔位。

五、 雨天良心傘借用服務
•  讀者雨天進館前請將雨傘收好。為維持環境整潔，雨具請於入館前放置於傘架的傘
洞內，謝謝讀者配合。

•   遇雨天時，若讀者未攜帶雨具，請勿擅自取用他人的雨傘，以免觸法（圖書館大門
兩側，有24小時監視錄影裝置）。

•   圖書館備有雨傘，並提供愛心傘服務，歡迎讀者利用。本校教職員工生可憑本校核
發證件至一樓服務櫃台登記借用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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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如下：

1. 每位讀者外借雨傘以1把為限。
2. 外借雨傘請於3天內歸還。
3. 雨傘如有遺失，請自行購買相同款式和材質雨傘抵賠。

六、 圖書館飲食規定

圖書館飲食懶人包
  https://reurl.cc/NAjZme

圖書館各空間可飲食區域，詳如下表：

表5　圖書館各空間飲食規定一覽

前棟 1樓
輕食區

前棟 1樓
參考室 
（含電腦
教室）

前棟 2樓
閱覽室

前棟 2樓
閱覽室外
空間

前棟 2樓
視聽區 
討論小間

前棟 3樓期
刊室 /暢銷
書 /經典書 
（書庫區或
取用瀏覽圖
書不允許）

後棟 1樓 
-8樓

（1樓 B庫
「學習中
心」，加蓋
飲料允許）

嚴禁飲食 V
加蓋飲料 V V V V V V
小零食類 V V V
輕食類 

（如麵包、
三明治等）

V

為創造愉悅的圖書館閱覽及研習環境，所有入館讀者應恪遵本館「食物及飲料

攜帶入館食用」規範，開放餐飲相關類別與說明之要點如下：

（一）、「嚴禁飲食」

食物或飲料均不得在本館後棟一樓至八樓各書庫區、地下室、或張貼“嚴禁飲

食（No Food or Drink）”的告示區食用。（但後棟1樓B庫「學習中心」，允許加蓋
飲料。）

（二）、「小零食類」

販賣機販售的小零食（不油膩、無異味、不造成環境髒亂、食用時不產生嘈雜

聲音、或無濃郁香味者）、糖果、優格、甜餅乾、鹹餅乾、堅果、健康零嘴（grano-
la bars）、及水果（乾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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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蓋飲料」

非酒精性的飲料，盛裝在有蓋子、使飲料不會溢出且牢固而被認可之容器。

（四）、「輕食類」

麵包、漢堡、三明治及零食類；不包含氣味濃郁食物（如臭豆腐、鹽酥雞）、麵

食類、及屬於餐點類的食物等。

詳情請參閱食物及飲料攜帶入館食用管理辦法與一樓輕食區使用須知；或逕詢

問一樓流通櫃臺人員。

食物及飲料攜帶入館食用管理辦法
 https://reurl.cc/WrdXme

輕食區使用須知
 https://reurl.cc/0pox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