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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讀者服務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規定定
之。
第二條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以提供圖書資訊，支援本校學術研究及
教學為主，並適度開放供社會大眾使用。
第三條 本館依圖書館法第七條規定，基於公平自由原則，提供各種閱覽服務設備、場所及
館藏圖書資訊供讀者利用。
第四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令之規定。
第 二 章
第五條

第六條

圖書資訊閱覽

讀者應持本館核發之本人閱覽證，於開館時間內入館；無本館閱覽證之讀者，得持
本人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換發臨時閱覽證入館。
前項臨時閱覽證僅限入館閱覽，不得外借圖書資料。本館開館時間另行公告之。
本館為便利讀者利用圖書資訊，除密集書庫和特藏室外，採開架式閱覽，並得設置
下列閱覽區（室）：
一、 普通閱覽區。
二、 參考書區。
三、 多媒體聆賞區。

四、 學習共享空間。
五、 語言學習區。
六、 研究小間。
七、 討論室。
八、 自習室。
九、 多功能展演室。
十、推廣教室。
十一、特殊閱覽室。
第七條

本館各區（室）陳列之圖書資訊，除本規則所定不可外借之資料外，如需攜出本館，

第八條
第九條

應辦理借閱手續。
本館遇有圖書清查、整理或其他必要之原因，得暫停開放。
讀者之食物、飲料、危險物品或寵物等，不得攜入本館。
本館設有置物櫃，供讀者暫時存放個人輕便物品，但貴重財物應由讀者自行負責保

第十條

管。
讀者在館內應保持肅靜，進入本館，其行動電話、呼叫器等電訊設備，不得發出聲
響。並禁止吸菸、睡眠、飲食、任意喧嘩、兜售物品及其他影響閱覽環境安寧秩序
之行為。
第 三 章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閱覽證申請

本校新進教職員工生之閱覽證配合服務證或學生證使用，分別由人事室或教務處
製發。
本校附屬實驗學校教職員工，得檢附本人照片一張，交由其學校人事業務單位轉
送本館製發。
本校教職員工(不含兼任教師、契約期間未達一年之短期約用人員)之配偶及其年
滿九歲以上之直系親屬，得持教職員工服務證、眷屬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及眷屬照
片一張，送交本館製發。
校外人士申請本館閱覽證，應分別檢具本人下列證件、費用，自行填寫申請書後，
交本館辦理。
一、 本校兼任教師、訪問學人：聘書或邀請函影本、照片一張。
二、 本校及附屬學校退休教職員工：退休證明影本及照片一張。
三、 本校輔導區教師：在職證明、照片一張及行政規費新臺幣二百元整。
四、 本校校友：畢（結）業證書影本、照片一張及行政規費新臺幣二百元整。
五、 修習本校具有學分課程之學生：修習學分證明書、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片
一張、行政規費新臺幣二百元整及使用規費一年新臺幣伍百元整。
六、 本校計畫專兼任助理、：聘用證明影本、計畫主持人證明函、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照片一張。
七、 短期進修生(訪問學員)：入學許可證影本、照片一張。
八、 本校校外志工：本校服務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照片一張。

九、 對本校有特殊貢獻，由秘書室向本館提出申請為東大之友：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照片一張。
十、 臺東縣轄內年滿二十歲以上公民：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照片一張、行政規
新臺幣二百元整及使用規費一年新臺幣一千元整。
十一、設籍臺東市建農里、新園里以及建和里里民：
(一) 年滿二十歲以上公民：分證明文件影本、照片一張、行政規費新臺幣二
百元整。
(二) 高中、高職以上學生：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學生證影本(非學生身分者
免)照片一張、行政規費新臺幣二百元整。
十二、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之公民: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照片一張。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閱覽證有效期限自核發之日起至身分喪失之日止。
前條申請之閱覽證，除依前項規定外，有效期限一年，期滿前後一個月內，得持
前條之證明文件辦理延長使用。
閱覽證未經本人啟用者，視同臨時閱覽證。
閱覽證遺失時，應即向本館辦理掛失。未辦理掛失前發生冒用致本館蒙受損失，
仍由原持證人負責賠償。
閱覽證如有破損或遺失時，可依規定手續申請換（補）發，換發須持原證不另收
費，補發須繳交行政規費新臺幣一百元整。本校學生閱覽證補發，依本校有關規
定辦理。

第 四 章 圖書資料借閱
第十六條 讀者借閱本館圖書資料，應親自持本人之本館閱覽證辦理借閱手續。
第十七條 讀者得利用本館線上公用目錄查詢系統，於線上借閱或預約已外借之圖書資料。
第十八條 外借圖書資料，除館際合作單位依各館合約所訂外，其借期及冊數分別規定如下：
一、 教職員工、本校兼任教師、訪問學人、研究生：以一百冊為限，借期八週。
二、 學生（含大學部､進修部）：以四十冊為限，借期四週。
三、 計畫專兼任助理、短期進修生(訪問學員)：以四十冊為限，借期四週。
四、 本校附屬實驗學校教職員工：比照本校教職員工辦理。
五、 本校及附屬學校退休教職員工、輔導區教師、校友及本校校外志工：以二
十冊為限，借期四週。
六、 修習本校具有學分課程之學生、臺東縣轄內年滿二十歲以上公民、設籍建
農里、新園里、建和里里民及高中、高職以上學生、東大之友、領有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之公民：以二十冊為限，借期三週。
七、 本校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工眷屬：併入教職員工本人計算。
八、 館際合作單位：依各館合約所訂。
前項借期屆滿前七日內，若無其他讀者預約時，得以口頭、電話或本館線上公用
目錄申請續借五次。預約冊數依讀者類型：教職員工以二十冊為限；其他類型讀
者 可借冊數多於十冊者以十冊為限。

第十九條

第一項借閱期間若有其他讀者預約，借閱者應於本館寄發「催還通知單」十
四日內歸還，借期未滿一週者，自借日第八日起算。逾期未還，依本規則第
五十條辦理。
下列圖書資料均限館內閱覽，概不借出館外：
一、善本線裝書、抄本、絕版書及特藏資料。
二、 報紙、期刊等連續性出版品及其合訂本。
三、 參考工具書、教師指定參考用書等。

第二十條

圖書資料借閱時間與本館開放時間相同。但閉館前十分鐘起，得視實際情形停止
受理借閱手續。
第 五 章

參考諮詢

第二十一條 本館參考區提供各類參考工具書、小冊子、教師指定參考用書及相關資料等。
第二十二條 本館參考服務除提供參考資料、協助讀者查尋資料外，並利用口頭、書信、電
話、傳真、電子郵件或網際網路等方式回答各種參考諮詢問題及讀者服務推廣
教育。
前項服務不包括古書、古董或美術品之鑑定、醫療及法律問題、翻譯、投資理
財、學校作業及其他不適宜回答之相關事項。
第 六 章

館際合作

第二十三條 本館加入館際合作組織，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提供書刊互借與複印等服務。
第二十四條 本校師生須填具「教育大學館際互借借書證」申請表，向本館申辦國內其他教
育大學館際互借借書證服務。
第 七 章

電腦網路資訊查詢

第二十五條

本館提供電腦網路及各種光碟系統等設備供讀者查詢。
前項使用，以本校讀者為優先。
第二十六條 讀者使用電腦網路區，採自助登記或憑閱覽證向服務台登記使用。
第二十七條 電腦每次借用時間以二小時為單位，在後續時段無人預約的情況下，得申請延
長繼續使用。
第二十八條 電子文件或公用軟體，在不違反著作權原則下，得由讀者自行轉錄使用。
第二十九條 本館提供之掃描器，在不違反著作權原則下，以掃描本館館藏為限，每次至多
三十分鐘，如無其他讀者等候，得延長繼續使用。
第三十條
電腦設備僅供學術資源研究與學習，不得從事其他活動。電腦設備重新啟動後
一律還原至原始設定，使用時非經本館同意，禁止擅自更改軟、硬體設定、安
裝軟體及下載未經授權之檔案或軟體，並不得用於色情、遊戲、網路聊天、散
播電腦病毒、入侵他人電腦、攻訐、謾罵或其他違反法令等行為，且應遵守著
作權法及『台灣學術網路管理規範』之規定。
第三十一條 讀者可攜帶筆記型電腦等個人資訊設備入館。使用網路時，應遵守前條之規定。
第 八 章 微縮資料閱覽第
第三十二條 本館提供閱讀機供讀者閱覽微縮等資料。
前項使用，以本校讀者為優先。

第三十三條 讀者借閱微縮資料，須憑閱覽證向服務台登記。
第三十四條 微縮閱讀機每次限用一小時，如無其他讀者等候，得延長繼續使用。
第三十五條 微縮閱讀機非經許可，不得任意移動或裝卸配件，操作如有困難或機件故障，
應請館員處理。
前項微縮閱讀機使用完畢後，應循正常手續關閉電源。
第三十六條 讀者閱覽後如需複印資料，得配合電腦網路使用。
前項電腦網路使用，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條之規定，準用之。
第 九 章
第三十七條

視聽資料借閱

本館典藏之視聽資料包括錄音帶、錄影帶、影碟（LD）、雷射唱片（CD）、多媒
體光碟、幻燈片、影音光碟（VCD）
、數位影音光碟（DVD）
、藍光光碟（BD）等。

第三十八條 本館視聽資料開放外借使用。
第三十九條 外借視聽資料，其借期及件數分別規定如下：
一、教職員工、本校兼任教師、訪問學人：以六件為限，借期一週。
二、本校學生：以三件為限，借期一週。
三、計畫專兼任助理、短期進修生(訪問學員)：以三件為限，借期一週。
前項借期屆滿前三日內，如無人預約，可辦理續借五次。
前項件數計算，與第十八條之規定併計。
第四十條 視聽資料之使用，應確實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不得擅自為營私利
公開播映等行為，如有違反，由借閱者自負法律責任。
第 十 章

館藏圖書資料複製

第四十一條

本館現有館藏圖書資料均可提供影印，但下列資料僅准拍攝照片，不得影印或
掃描：
一、孤本或抄本、善本等線裝圖書。
二、紙張劣化容易破損者。
三、裝訂形式不宜影印者。
四、依有關法令規定，不得提供影印者。
第四十二條 凡影印書刊、列印、掃描、轉錄網路或微縮資料等，應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有
關法令之規定，違者應自負法律責任。
第十一章
第四十三條

各區（室）利用

本館提供多媒體聆賞區、學習共享空間、語言學習區、研究小間、討論室、自

習室、多功能展演室等供閱覽、教學、會議及師、生研究討論用。
前項區（室）依功能性不同得限制使用對象；使用時，均採自助借用管理方式，
凡持有本館有效閱覽證或臨時閱覽證之讀者，須先行透過本館空間管理系統線
上預約借用。
第四十四條 經預約登記使用前條之各區（室）
，而未能依原訂時間使用者，應於使用前辦理
取消登記。
逾登記使用時間十五分鐘，未辦理取消登記者，視同違規，本館得逕行登記由
其他單位或人員使用。

讀者透過本館空間管理系統預約各空間，於三十日內累計違規達三次，將停止
空間預約權七日。
第四十五條 本館各區（室）
，除與圖書資訊利用相關之課程，並經本館審核同意者外，不得
視為教室，整學期預約使用。
第四十六條 本章各區（室）之使用管理，由本館另訂之。
第十二章

違規處理

第四十七條

讀者如違反本規則，經本館人員規勸不聽者，得視情節輕重，請其離館、暫停
其借閱資格或註銷借閱權利。情節重大者，得報請其所屬單位或警察機關依法
處理。
第四十八條 讀者如患法定傳染病或心神喪失、酗酒泥醉或衣冠不整者，均不得入館。

第四十九條

第五十條

閱覽證不得重複申請或轉借他人使用。如重複辦理閱覽證，或外借、冒領、冒
用他人閱覽證，經本館查證屬實者，得暫停其借閱資格至多六個月，並註銷重
複申請或沒入冒用（領）之閱覽證。
因多重身分，致領有二張以上閱覽證，經本館查證屬實者，僅得選擇其中一種
身分使用。
借書到期未歸還者，逾期使用費每日每冊新臺幣五元，若逾期一個月以上仍未還
者，除按日累計至滿一個月外，並得依圖書遺失相關規定辦理。
預約書到館逾五天未取書者，以棄權論；六個月內爽約達三次者，暫停其預約資
格一個月。
線上借閱五天內未取書者，依件(冊)數計，每件(冊)將暫停其線上借閱資格三天。

讀者借閱本館圖書資料已歸還卻無還書記錄者，可親至本館服務台申辦聲明歸還
手續：
一、若讀者聲明歸還之資料已逾期，其逾期使用費仍計算至申辦日止，不再累計。
二、若於聲明歸還日起三十日內仍無法於圖書館尋得該資料，讀者仍須 負賠償
責任。賠償規定依本規則第五十一條辦理。
第五十一條 讀者借閱圖書時應親自檢查，若有撕毀、圈點、評註、缺頁、污損等情事，
應當場向館員聲明，並應善盡保管責任，不得毀損、加註，嗣後還書如有遺
失或發生上述情事，應購置原書賠償，並加收處理費每冊新臺幣一百元，並
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 遺失、毀損精裝本，不得以平裝本賠償。
二、 無法購得同一版本之圖書資料時，除珍本圖書外，得以新版本賠償。
套書如賠新版應賠全套，並不得主張殘存之圖書或全套書殘存本之權利。
三、 視聽資料之賠償，至少應涵蓋原館藏授權範圍。
四、 學位論文應於符合著作權法之前提下賠償重製本。
無法購得原書者，除加收處理費每冊新臺幣一百元外，並依下列標準，以
金錢賠償之：
一、 本館紀錄之購入價格經物價指數換算後，以兩倍計價。
二、 無法查得購入價格、贈送資料或僅知基價者：

(一)圖書部分：以頁數計價，臺灣地區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三元計，
大陸地區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幣五元計，國外出版圖書每頁以新臺
幣六元計。頁數不足一百頁者以一百頁計，頁數不明者以三百頁計。
(二)視聽資料部分：國內出版視聽資料每件以新臺幣三千元計，國外出
版視聽資料每件以新臺幣五千元計
三、 單本圖書資料之附件或全套書中之一冊以上之賠償，依該單本書或全套
書經物價指數換算後之價格賠償。賠償人不得主張該殘存圖書或套書殘
存本之權利。
四、 珍本及藝術畫冊，不適用前列計價標準，另專案簽請核示。
第一項及第二項賠償手續應自申報遺失日起，二週內完成，逾期未辦理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

者，依前條規定按日計費。
視聽資料借閱、保管及遺失賠償，準用前條之規定外，影音媒體遺失賠償，並
應附合法公開播送權證明正本。
讀者未辦理借閱手續，將本館圖書資料攜出，至門禁系統外或門禁系統鳴響，

一年內達二次以上者，得視情節輕重，處以至多八小時之勞務或罰以等價工讀
費用。
第五十四條 讀者如偷竊或蓄意毀棄、損壞本館所屬設施、設備及各類型館藏圖書資料者，
視行為情節輕重，得暫停其借閱資格至多一年，並按下列方式處理：
一、 本校學生報請學務處處理。
二、 其他人員報請其所屬單位處理，其情節重大涉及刑責者，得逕行移請警
察機關依法究辦。
三、 未遵守電子資源(電子書、電子期刊等)使用規範，情節重大者，得暫停
其使用電子資源至多六個月，並按下列方式處理：
(一) 本校學生報請學務處處理。
(二) 其他人員報請其所屬單位處理。
第五十五條 讀者應遵守本館各項規定。凡違規或危及館舍、館藏設備及人身安全者，悉依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讀者違規行為處理要點」辦理，其相關違規記點項
目由本館另訂之。
第五十六條 本規則第十二、十五條行政規費、使用規費及各項應繳費用，由本館給收據收
取，彙繳本校校務基金。
第十三章 附則
第五十七條

本規則經圖書資訊發展委員及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