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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舍介绍 

*本馆于民国六十年创立至今，已有四十九年历
史，一本支援教学，鼓励研究之目标，与时并
进。 

*馆舍空间目前图书馆位于图资大楼之三至六楼
（面积约1800坪，提供读者最宽广的活动空间
及闲适的阅读环境。其中公共阅览区配有1124
席次之阅览桌椅，可作为读者自修之用。 

*未来展望拟结合图书资讯的文化教育内涵与科
技生活的创新自然概念，让图书馆的使用成为
同学生活的一部份，而新血的参与融入，将持
续推动着新世代图书馆的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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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放时间 

*图书馆3-6楼： 

*周一至周五：08:30 ~ 20:50 

*周          六：10:30 ~ 18:30 

*周          日：弹性开放 

*图书馆６楼多媒体视听中心： 

*周一至周五：09:00 ~ 20:30 

*周六、周日：弹性开放 

*国定例假日休馆/寒暑假时间另订 

3 



*图书馆馆藏数量 

馆藏项目 106学年度 107学年度 108学年度 

图书(本)  

电子书 

期刊(种) 

期刊合订本(册)  

视听资源(片) 

数据库 

报纸 

合计(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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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3F环境 
 

书香咖啡区 

门禁系统区 

资料检索区 

新书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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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4F环境 

期刊杂志区 漫画小说区 

西文图书区 阅览区  6 



*图书馆5F环境 

校史室区  证照资源区 

中文图书区 阅览区  7 



*图书馆6F环境 

多媒体视听中心 

创意共享空间(团体讨论室) 创意共享空间(VIP视听室) 

专利资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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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借阅须知(1/2) 

*借阅须知： 

*学生凭学生证；教职员凭教职员证。 

*借阅总件数如下： 

 

 

 

*参考书、漫画书、当期期刊均不外借。 

 

 

读者类别 总件数 

教职员、研究生 30件 

学 生 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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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馆藏借阅须知(2/2) 

*借阅规则如下： 

 

 

 

 

 

 

*书籍已被外借时，可申请预约，待图书回馆时，
再通知读者到馆借阅。 

*图书逾期或有人预约不得续借。 

 

 

 

资源借阅 借期 续借 规则 

一般图书 30天 
2次 每本书逾期1天罚款2元。 

漫画书 7天 

视听 14天 1次 
1. 最多可借4部。 

2. 每部影片逾期1天停权2天。 

期刊 7天 無 

1. 非最新已过期单本。 

2. 最多可借3本。 

3. 每本期刊逾期1天停权2天。 

i-Pad 当天 無 
1. 限馆內使用。 

2. 逾期归还，1天罚款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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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 

*3楼新书展示（最新中西文书籍000-999） 

*4楼西文书籍(000-999) 

*5楼文书籍(000-494.2) 

*6楼中文书籍(494.3-999) 

*每周一书 

*当学期：借期14天（目前为109-1学期) 

*非当学期：借期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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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源 



*馆藏地(4楼期刊区) 

*民生学院、商管学院、工程学院、通识教育 

*刊期 

*周刊、双周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
年刊 

*登录 

*年份、卷期、架位号 

*流通 

*当期期刊：可外借，最多3本，借期7天 

*过期期刊(已装订)：可外借，借期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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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资源 



*馆藏地(6楼多媒体视听中心) 

*视听资料展示区 

*登录型态 

*公开播映版 

*家庭播映版 

*流通 

*最多可借4部影片 

*借期14天 

*每部影片逾期1天停权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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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资源 



*电子资源整合查询系统 

*电子书 
*HyRead eBooks电子书资料库 

*airiti华艺中文电子书 

*台湾学术电子书暨资料库联盟(TAEBC) 

*电子期刊(杂志) 
*MagV中文杂志资料库 

*天下杂志群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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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1/2) 

http://120.102.52.78/tpcuhyint/index.jsp
http://tpcu.ebook.hyread.com.tw/
http://tpcu.ebook.hyread.com.tw/
http://tpcu.ebook.hyread.com.tw/
http://tpcu.ebook.hyread.com.tw/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15185,r25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15185,r25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18187,r25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18187,r25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31717,r25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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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料库 

*影音资料库 

*iVideo教育公视影音公播网 

*刷刷电影院-影音资料库 

*想享学知识馆 

*语言学习 

*I-GOT日语学习系统 

*Live ABC 英语学习系统 

*WebEnglish - 空中英语教室 

*电子资源(2/2)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28.php?Lang=zh-tw
http://ivideo.tpcu.edu.tw/
http://ivideo.tpcu.edu.tw/
http://ivideo.tpcu.edu.tw/kindPage.aspx?cid=14
http://ivideo.tpcu.edu.tw/kindPage.aspx?cid=14
http://ivideo.tpcu.edu.tw/kindPage.aspx?cid=14
http://ivideo.tpcu.edu.tw/kindPage.aspx?cid=13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53479,r79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53479,r79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53479,r79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53479,r79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47582,r79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47582,r793-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47584,r828-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47584,r828-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47584,r828-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47584,r828-1.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47584,r828-1.php?Lang=zh-tw


*全国文献传递服务系统(NDDS) 

*图书互借联盟合作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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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际合作资源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08.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08.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08.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08.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10.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10.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10.php?Lang=zh-tw


*图书馆服务(1/6) 

*投币式影印机 

*提供电脑传输列印，资料复印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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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2/6) 

*图书除菌机（除尘、杀菌、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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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3/6) 

*电子书借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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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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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座位登记、视听座位登记 



*图书馆服务(5/6) 

*二手书格子铺之服务免费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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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6/6) 

*视听资料展示区（此区影片欢迎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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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网站 
http://lib.tpc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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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tpcu.edu.tw/bin/home.php


*Facebook图书馆粉丝团 
 https:// www.facebook.com/tpc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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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https://www.facebook.com/tpculib/
https://www.facebook.com/tpculib/


*城市科大图书馆LINE 
 

25 



*城市科大图书馆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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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tpculib/ 

https://www.instagram.com/tpc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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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Telegram 



*图书馆组织图 
 

 

 
徐一绮馆长 

典阅组 

郑逢宜组长 

采编组 

苏薰组长 

典阅组 

曾琼慧馆员 

采编组 

陈昱霖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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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宜组长的相关业务 

*校外人士或团体参访接待事宜 

*「媒体看城市科大」管理与维护 

*图书馆电子书总编辑 

*馆内布置与规划 

*图书馆「Facebook的粉丝专页」经营与管理 

*负责活动横向窗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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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慧馆员的相关业务 

*中文图书相关业务 

*西文期刊相关业务 

*视听多媒体资料相关业务 

*全国文献传递服务相关业务 

*期刊合订本相关业务 

*图书馆各项活动规划与执行 

*图书馆网站管理与维护 

*学生、教师志工推广与执行业务 

*公文管理 

*读者失物招领及保管业务 30 



*苏薰组长的相关业务 

*中文期刊相关业务 

*图书赠书、交换事宜 

*他校图书互借协议相关业务 

*全校毕业生图书馆离校作业 

*长期逾期书面通知业务及后续处理 

*服务学习生管理 

*图书馆发展委员会相关业务 

*置物柜维护与管理 

*环境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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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霖馆员的相关业务 

*西文图书相关业务 

*电子资源相关业务 

*图书馆利用教育讲习规划 

*电子书阅读器(i-Pad)推广业务 

*图书馆「LINE@官方帐号」推广业务 

*台湾学术电子书暨资料库联盟相关业务 

*博硕士论文相关业务 

*读者资料维护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管理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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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愿景 

*与生活结合   

*使用图书馆，将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份 

*与科技结合  

*运用图书馆，将伴随信息科技的延伸 

*与艺术结合  

*装扮图书馆，将融入艺术对美学的看法 

*与人文结合  

*润饰图书馆，将涵养书对人文气息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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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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