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區使用暨管理辦法修正案
總說明
為使多媒體服務區之團體視聽室有效使用，修訂此辦法。

佛光大學
圖書館多媒體服務區使用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 1 條

原條文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以 第 1 條
下簡稱本處）為使讀者完善地利
用視聽資料，增加圖書館服務功
能，特訂定「
「佛光大學圖書館多
媒體服務區使用暨管理辦法（以

說明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以 修改格式。
下簡稱本處）為使讀者完善地利
用視聽資料，增加圖書館服務功
能，特訂定本辦法。

下簡稱本辦法）
）」。
下簡稱
第 2 條

服務對象
第 2 條
服務對象
1. 現已無進
一、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一、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修生，刪
學生得憑教
教 職員證或學生
證借閱資料。
二、本校畢業校友、推廣教育學
員、學分生、社會大眾得
憑借書證借閱資料。

第 4 條

除之。
學生、
、 進修生得憑職員證或
進修生
2. 修正用
學生證借閱資料。
二、本校畢業校友、推廣教育學
詞。
員、學分生、社會大眾得憑
借書證借閱資料。

1. 大團體視
使用規則
第 4 條
使用規則
一、影像資料限於本館多媒體服
一、影像資料限於本館多媒體服
聽室播放
務區使用，有聲資料限本館
務區使用，有聲資料限本館
器須工作
內使用，請勿攜出非指定使
用區。
二、資料借閱時間，每次以 2
小時或片長為限，欲延長使
用時間或改借其他視聽資
料者，請再至服務台重新辦

內使用，請勿攜出非指定使
用區。
二、資料借閱時間，每次以 2 小
時或片長為限，欲延長使用
時間或改借其他視聽資料
者，請再至服務台重新辦理

人員操
作，且小
團體視聽
室沙發加
大，可容
納人數增

理登記借閱。
三、辦理借閱多媒體資料手續

登記借閱。
三、辦理借閱多媒體資料手續

加，故調
整人數限

時，限以本人之教職員證、
學生證或借書證押借於服
務台，於歸還資料同時取
回。
四、除因教學研究、行政業務需

時，限以本人之教職員證、
制。
學生證或借書證押借於服務 2. 僅更改第
台，於歸還資料同時取回。
4 條第五
四、除因教學研究、行政業務需
點，其餘
要，並事先經本館同意者
無修正。
外，請勿利用本區任何設備

要，並事先經本館同意者
外，請勿利用本區任何設備
放映自備之視聽資料，違者
本館有權取消其當日使用

放映自備之視聽資料，違者
本館有權取消其當日使用視
聽資料之權利；若有違反智

視聽資料之權利；若有違反
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亦

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亦需
自行負責。

需自行負責。
五、讀者一人限使用單人席、二
人限使用雙人席、三人至七
七
人得申請使用小團體視聽

五、讀者一人限使用單人席、二
人限使用雙人席、三人至六
六
人得申請使用小團體視聽
室，六
六 人以上得申請使用大

室，八人以上得申請使用大
團體視聽室。
六、本校教師因教學需要，限使
用前一個月內預約團體視

團體視聽室。
六、本校教師因教學需要，限使
用前一個月內預約團體視聽
室。

聽室。
七、請勿飲食、吸煙、喧嘩及拷
貝、錄製資料。
八、為維護其他讀者之權利，除

七、請勿飲食、吸煙、喧嘩及拷
貝、錄製資料。
八、為維護其他讀者之權利，除
團體視聽室外，使用多媒體

團體視聽室外，使用多媒體
設備請一律配戴耳機。
九、各項器材請依使用說明操

設備請一律配戴耳機。
九、各項器材請依使用說明操
作。發現媒體資料、器材損

作。發現媒體資料、器材損
壞或不諳使用時，請立即通
知服務人員，切勿自行修理
或任意操作。

壞或不諳使用時，請立即通
知服務人員，切勿自行修理
或任意操作。
十、視聽資料使用完畢，請至服

十、視聽資料使用完畢，請至服
務台辦理歸還手續。
十一、本校教職員工因行政或教
學需要，在不影響多媒體服
務區正常運作下，得外借視
聽資料，惟請遵守以下規

務台辦理歸還手續。
十一、本校教職員工因行政或教
學需要，在不影響多媒體服
務區正常運作下，得外借視
聽資料，惟請遵守以下規定：

定：
（一）不能違反著作權法，
違者自行負法律責
任。
（二）請於服務時間內辦理
外借，每次最多可
借閱兩件；但教師
若因課程需要則不
在此限。
（三）當日借出，於隔日閉
館前歸還，遇休館
日則順延；但教師
若因課程需要借期

（一）不能違反著作權法，
違者自行負法律責
任。
（二）請於服務時間內辦理
外借，每次最多可借
閱兩件；但教師若因
課程需要則不在此
限。
（三）當日借出，於隔日閉
館前歸還，遇休館日
則順延；但教師若因
課程需要借期得延展
至七日歸還。
十二、違反借閱規則者，館員得

得延展至七日歸
還。

立即停止讀者使用權，並得：
（一）逾期：得償付館方行

十二、違反借閱規則者，館員得
立即停止讀者使用權，並
得：
（一）逾期：得償付館方

政作業費，計算方式
以每日每件 10 元計
算。
（二）毀損或遺失：得依「佛

行政作業費，計算方
式以每日每件 10 元
計算。
（二）毀損或遺失：得依

光大學圖書館圖書資
料借閱規則」第十條
之相關規定處理。
十三、設備儀器損毀之處理

「佛光大學圖書館
圖書資料借閱規則」
第十條之相關規定
處理。

讀者未依正常使用設備
儀器而致損毀者，應負擔修
復或購置等級新設備之全部
費用。

十三、設備儀器損毀之處理
讀者未依正常使用設
備儀器而致損毀者，應負擔
修復或購置等級新設備之
全部費用。
第 5 條

本辦法
辦法未盡事宜，得由本處
第 5 條
本規則
規則未盡事宜，得由本處
修改格式。
辦法
規則
櫃台值班人員依行政裁量權決
櫃台值班人員依行政裁量權決行
行之。
之。

佛光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區使用暨管理辦法（草案）
101.4.24 100 學年度第 11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為使讀者完善地利用視聽資料，增加圖
書館服務功能，特訂定「
佛光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區使用暨管理辦法
辦法（
以下簡稱本
「佛光大學圖書館多媒體服務區使用暨管理
辦法
（以下簡稱
辦法）
）」。

第 2 條
服務對象
一、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學生得憑教
教職員證或學生證借閱資料。
二、本校畢業校友、推廣教育學員、學分生、社會大眾得憑借書證借閱資料。
第 3 條
服務時間
同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開放時間。
第 4 條

使用規則
一、影像資料限於本館多媒體服務區使用，有聲資料限本館內使用，請勿攜出非指定
使用區。
二、資料借閱時間，每次以 2 小時或片長為限，欲延長使用時間或改借其他視聽資料
者，請再至服務台重新辦理登記借閱。
三、辦理借閱多媒體資料手續時，限以本人之教職員證、學生證或借書證押借於服務
台，於歸還資料同時取回。
四、除因教學研究、行政業務需要，並事先經本館同意者外，請勿利用本區任何設備
放映自備之視聽資料，違者本館有權取消其當日使用視聽資料之權利；若有違反
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令，亦需自行負責。
五、讀者一人限使用單人席、二人限使用雙人席、三人至七
七人得申請使用小團體視聽
室，八
八人以上得申請使用大團體視聽室。
六、本校教師因教學需要，限使用前一個月內預約團體視聽室。
七、請勿飲食、吸煙、喧嘩及拷貝、錄製資料。
八、為維護其他讀者之權利，除團體視聽室外，使用多媒體設備請一律配戴耳機。
九、各項器材請依使用說明操作。發現媒體資料、器材損壞或不諳使用時，請立即通
知服務人員，切勿自行修理或任意操作。
十、視聽資料使用完畢，請至服務台辦理歸還手續。
十一、本校教職員工因行政或教學需要，在不影響多媒體服務區正常運作下，得外借
視聽資料，惟請遵守以下規定：
（一）不能違反著作權法，違者自行負法律責任。
（二）請於服務時間內辦理外借，每次最多可借閱兩件；但教師若因課程需要則
不在此限。
（三）當日借出，於隔日閉館前歸還，遇休館日則順延；但教師若因課程需要借
期得延展至七日歸還。
十二、違反借閱規則者，館員得立即停止讀者使用權，並得：

（一）逾期：得償付館方行政作業費，計算方式以每日每件 10 元計算。
（二）毀損或遺失：得依「佛光大學圖書館圖書資料借閱規則」第十條之相關規
定處理。
十三、設備儀器損毀之處理
讀者未依正常使用設備儀器而致損毀者，應負擔修復或購置等級新設備之全
部費用。
第 5 條

本辦法
辦法未盡事宜，得由本處櫃台值班人員依行政裁量權決行之。
辦法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