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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



*館舍介紹

*本館於民國六十年創立至今，已有四十九年
歷史，一本支援教學、鼓勵研究之目標，與
時並進，館舍空間目前圖書館位於圖資大樓
之三至六樓。

*未來展望擬結合圖書資訊的文化教育內涵與
科技生活的創新自然概念，讓圖書館的使用
成為同學生活的一部份，而新血的參與融入，
將持續推動著新世代圖書館的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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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開放時間

*圖書館３－６樓：
*週一至週五：08:30 ~ 20:50

*週 六：10:30 ~ 18:30

*週 日：彈性開放

*圖書館6樓多媒體視聽中心：
*週一至週五：09:00 ~ 20:30

*週六、週日：彈性開放

*國定例假日休館 ／寒暑假時間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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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數量

館藏項目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圖書(本) 

電子書

期刊(種) 

期刊合訂本(冊) 

視聽資源(片) 

資料庫

報紙

合計(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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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3F環境

書香咖啡區

門禁系統區

資料檢索區 5

新書展示區



*圖書館4F環境

期刊雜誌區漫畫小說區

西文圖書區 閱覽區 6



*圖書館5F環境

校史室區 證照資源區

中文圖書區 閱覽區 7



*圖書館6F環境

多媒體視聽中心

創意共享空間(團體討論室)

專利資源區

8創意共享空間(VIP視聽室)



*圖書館館藏借閱須知(1/2)

*借閱須知：

*學生憑學生證；教職員憑教職員證

*借閱總件數如下：

*參考書、當期期刊均不外借

讀者類別 總件數

教職員、研究生 30件

學 生 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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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藏借閱須知(2/2)

*借閱規則如下：

*書籍已被外借時，可申請預約，待圖書回館時，
再通知讀者到館借閱。

*圖書逾期或有人預約不得續借。

資源借閱 借期 續借 規則

一般圖書 30天
2次 每本書逾期1天罰款2元。

漫畫書 7天

視聽 14天 1次
1. 最多可借4部。
2. 每部影片逾期1天停權2天。

期刊 7天 無
1. 非最新已過期單本。
2. 最多可借3本。
3. 每本期刊逾期1天停權2天。

i-Pad 當天 無
1. 限館內使用。
2. 逾期歸還，1天罰款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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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3樓新書展示(最新中西文書籍000-999)

*4樓西文圖書(000-999)

*5樓中文圖書(000-494.2)

*6樓中文圖書(494.3-999)

*每週一書

*當學期：借期14天(目前為110-1學期)

*非當學期：借期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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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源



*館藏地(4樓期刊區)

*民生學院、商管學院、工程學院、通識教育

*刊期

*周刊、雙周刊、月刊、雙月刊、季刊、半年刊、
年刊

*登錄

*年份、卷期、架位號

*流通

*過期單本期刊：可外借，最多3本，借期7天

*合訂本期刊：可外借，最多5本，借期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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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資源



*館藏地(6樓多媒體視聽中心)

*視聽資料展示區

*登錄型態

*公開播映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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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停權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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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資源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電子書

*HyRead eBooks電子書資料庫

*airiti華藝中文電子書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C)

*電子期刊(雜誌)

*MagV中文雜誌資料庫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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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1/2)

http://120.102.52.78/tpcuhyint/index.jsp
http://120.102.52.78/tpcuhyint/sendurl_api_v3.jsp?dbid=DB17007
http://120.102.52.78/tpcuhyint/sendurl_api_v3.jsp?dbid=DB10108
http://lib.tpcu.edu.tw/files/14-1028-15185,r7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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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8-51526,r79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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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庫

*影音資料庫

*iVideo教育公視影音公播網

*刷刷電影院-影音資料庫

*想享學知識館

*語言學習

*Live ABC 英語學習系統

*WebEnglish - 空中英語教室

*電子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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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Page.aspx?cid=14
http://ivideo.tpcu.edu.tw/kindPage.aspx?c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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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

*圖書互借聯盟合作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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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際合作資源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908.php?Lang=zh-tw
http://lib.tpcu.edu.tw/files/11-1028-3325-1.php?Lang=zh-tw


*圖書館服務(1/6)

*投幣式影印機

*提供電腦傳輸列印、資料複印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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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2/6)

*圖書除菌機(除塵、殺菌、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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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3/6)

*電子書借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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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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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座位登記、視聽座位登記



*圖書館服務(5/6)

*二手書格子鋪之服務免費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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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服務(6/6)

*視聽資料展示區(此區影片歡迎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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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網站
http://lib.tpc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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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tpcu.edu.tw/bin/home.php


*Facebook圖書館粉絲團
https:// www.facebook.com/tpc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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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
https://www.facebook.com/tpculib/


*城市科大圖書館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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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科大圖書館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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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tpculib/

https://www.instagram.com/tpcu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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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Telegram



*圖書館組織圖

典閱組
鄭逢宜組長

採編組
蘇薰組長

典閱組
曾瓊慧館員

採編組
陳昱霖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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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宜組長的相關業務

*校外人士或團體參訪接待事宜

*「媒體看城市大學」管理與維護

*圖書館電子書總編輯

*館內佈置與規劃

*圖書館「Facebook粉絲專頁」經營與管理

*負責活動橫向窗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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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慧館員的相關業務

*中文圖書相關業務

*西文期刊相關業務

*視聽多媒體資料相關業務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相關業務

*期刊合訂本相關業務

*圖書館各項活動規劃與執行

*圖書館網站管理與維護

*學生、教師志工推廣與執行業務

*公文管理

*讀者失物招領及保管業務 30



*蘇薰組長的相關業務

*中文期刊相關業務

*圖書贈書、交換事宜

*他校圖書互借協議相關業務

*全校畢業生圖書館離校作業

*長期逾期書面通知業務及後續處理

*服務學習生管理

*圖書館發展委員會相關業務

*置物櫃維護與管理

*環境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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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霖館員的相關業務

*西文圖書相關業務

*電子資源相關業務

*圖書館利用教育講習規劃

*電子書閱讀器(i-Pad)推廣業務

*圖書館「LINE@官方帳號」推廣業務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相關業務

*博碩士論文相關業務

*讀者資料維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管理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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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願景

*與生活結合

*使用圖書館，將成為學生生活的一部份

*與科技結合

*運用圖書館，將伴隨資訊科技的延伸

*與藝術結合

*裝扮圖書館，將融入藝術對美學的看法

*與人文結合

*潤飾圖書館，將涵養書對人文氣息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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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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