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7 年第三次八芝連館長會議議程

案由：擬修訂本組織「圖書互借辦法」為「書刊互借互印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八芝連館際合作組織成立迄今近 11 年，是逢網際網路之突飛猛進，致使

使用人習慣產生改變，現場圖書互借服務，已不敷使用人之需要，建議本
組織內各館間之館藏服務能更多元來優惠參與本合作組織之學校師生，建
議利用 NDDS 系統之使用人可獲免收手續(服務)費及複印收費統一標

日期：97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13:30~16:30
地點：北榮醫院圖書館

序次 時間 活動內容/主持主講人

一 13:20~13:30 致歡迎詞

台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胡豫湘館長

二 13:30~14:00 專題分享：圖書館創新服務（一）

隨選視訊影音服務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典藏股 王惠萍小姐

三 14:30~15:00 專題分享：圖書館創新服務（二）

隨選視訊播放斷點功能

台北榮民總醫院孫英洲醫師

四 15:00~15:20 茶敘

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五 15:20~16:00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陳維華館長

B 2 C 專業物流、金流、資訊流整合服務現況

宅配通公司吳育典先生

召集人交接六 16:00~16:30

95~97 年卸任召集人：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陳維華館長

98 年新任召集人：

銘傳大學圖書館何祖鳳館長

監交人：

大同大學圖書館陳克紹館長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梁恆正館長

東吳大學圖書館丁原基館長

陽明大學圖書館吳肖琪館長

北榮醫院圖書館胡豫湘館長

實踐大學圖書館蔡清隆館長

七 16:30~ 赴歸



準，藉以增進本組織合作效能與互惠原則。另附八芝連現況收費標準一覽
及「書刊互借互印辦法」(劃下線為增訂文字)。

決議：
1.八芝連「圖書互借辦法」修正為「書刊互借互印辦法」，統一利用各校 NDDS
代印文獻方式與優惠收費，新增第二條互印第三款"凡參與 本合作組織之
學校師生，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其複印規格限制為 A4、傳真 5
頁以下、Arial40 頁以下，免收手續(服務)費，每頁 統一收取 2 元。現場
複印及列印依個別館規定辦理。"請各校通過修訂後，於網頁公告及更新
NDDS 收費一覽表。

2.宅配圖書服務，如借方館已與宅配通公司個別簽約，以指定圖書館為收送
貨地點及第三地取貨原則，由借方館依實際物流公司收費支付(含借還
書)。八芝連 8 個館團體合約之計價與收送貨方式由銘傳大學圖書館負責與
宅配通公司研議。北區教學資源中心 24 個館之 計價與收送貨方式由東吳
大學圖書館與宅配通公司負責研議及申請補助款統一支付相關費用。

書刊互借互印辦法

一、服務宗旨：

為加強圖書館間之合作，特聯合具有密切地緣關係之大同、文化、東吳、
陽明、銘傳、德明、榮總、實踐等八校圖書館(依學校名稱筆劃序排列)組
成「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提供館際書刊互借、互印服務，以達
成資源共享之目標。

二、互借、互印辦法：

1.各合作館互相提供二十張借書證允許到館辦理圖書借閱，但不得續借及
預約，借書冊數為五冊十四天。

2.凡參與本合作組織之學校師生均可憑證至對方圖書館辦理圖書借閱。

3.凡參與本合作組織之學校師生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規格限制為
複印 A4、傳真 5 頁以下、Arial40 頁以下，免收手續(服務)費，每頁統
一收取 2 元。現場複印及列印依個別館規定辦理。

三、圖書互借注意事項：

1.各校讀者於前往借書時必須遵守對方圖書館之門禁規則及借書規則，否
則得取消借閱權利。

2.借用人需善盡圖書保護之責，若有任何毀損或遺失，依對方圖書館相關
規定辦理。

3.借用人遺失借書證時，應向原申請單位申請掛失，掛失前若有人持證冒
用，概由用證單位出面處理。



4.不針對個人寄發逾期通知單。如有圖書逾期二個月無法追還，應由用證
單位負責依對方圖書館借書規則辦理。

5.借出之圖書，如遇該館緊急需要，得請用證單位隨時催還。

6.讀者所屬學校於讀者離校前應查明確定無合作館之借書記錄，方可准許
辦理離校手續。

7.借用人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四、為使本辦法順利施行，各館應自行訂定其內部相關管理規則。

五、本辦法未訂事項，準用全國圖書館館際互借通則有關規定。

六、本辦法經雙方圖書館呈報上級單位同意核准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七、本辦法實施後，如有不妥處得經雙方協議修正或廢止之。

各館 NDDS 收費現況：



大同
大學

複印費 A4:3 元，基本費 20 元
圖書 100 元

中國
文化
大學

A4、B4 每頁 3 元，一律以掛號寄送，視重量收取 25 至 55 元之郵資，
不另收服務費。
有複本可外借之博碩士論文，不提供超過 1/3 之複印服務。
無複本不可外借之博碩士論文，有授權者可複印全本，未授權者僅印
1/3。
Ariel 故障時一律改由限掛寄件，不另通知。
不提供傳真遞送服務。
借書申請規則：
圖書借閱每冊 100 元，圖書附件(CD、光碟片)另加收 100 元。一律以掛
號寄送，不另加郵資。借期 3 週，逾期與否以 NDDS 系統點收為準。
逾期費一天以 5 元計。
本校申請人注意事項：
請勿以傳真為遞送方式申請複印。
本館有館藏之文獻，不受理本校師生向其他單位申請。在本館被停權
者，此服務使用權亦停止。

北榮
醫院

圖書不外借
期刊複印:每頁 3 元，手續費每篇文章 20 元
Arial、傳真: 每頁 5 元，手續費每篇文章 40 元

東吳
大學

自 95 年 1 月 1 日起,收費調整如下:
1.圖書：圖書外借，收掛號費用 100 元
2.郵寄：文件複印費 A4 每頁 3 元;B4 或 A3 每頁 5 元,加收手續費 20 元,
郵費另計
，縮影文件費每頁 8 元，加收手續費 20 元,郵費另計
3.Ariel：Ariel 每頁 5 元,加收手續費 20 元
4.論文不外借，提供原件三分之一內之複印
5.本館 2702 法律專室之書不外借

陽明
大學

圖書外借每冊 100 元(博碩士論文不外借)
複印:每頁 3 元,加收服務費 20 元。
Ariel:每頁 5 元,加收服務費 20 元。
傳真:市內每頁 5 元,市外每頁 10 元,加收服務費 20 元

銘傳
大學

複印 每頁 3 元+手續費 20 元
傳真 每頁 5 元+手續費 20 元
ariel 每頁 5 元
圖書外借 每冊 100 元(借期三週,還書日以郵戳為憑)

德明
財經
科大

1.圖書 (特殊資料不外借)，每冊 100 元，借期 21 天(含郵寄時間)，不可
續借，每逾期一日收逾期金 5 元，以郵戳為憑。
2.複印費：A4、B4 每頁 2 元；A3 每頁 4 元，每件加 20 元郵資(一律以
掛號郵寄)。
P.S."特殊資料"說明：
其中"特殊資料"定義為凡有特藏代碼及已加註記之館藏。

實踐
大學

1.圖書外借：
(1)每冊 100 元 (碩士論文複本可外借，參考書及特殊資料不提供外



借)。
借期 21 天(含郵寄時間)，每逾期一日收逾期金 2 元，以郵戳為憑。
不提供預約、續借。
(2)本校總分館圖書外借免付費。
2.期刊/會議/圖書複印(以完整篇章頁碼計費)：
(1)郵寄：每頁 2 元，每件另收服務費 20 元
(2)傳真：每頁 4 元，每件另收服務費 20 元
(3)Ariel：每頁 5 元，每件另收服務費 20 元。
(4)本校總分館複印：每頁 1 元，不收取手續費。
3.碩士論文複印(以完整篇章頁碼計費)：
(1)有授權者，可複印全部
(2)無授權者，僅複印三分之一。
(3)郵寄：每頁 2 元，每件另收服務費 2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