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報室、4045 教室、3052 及 3057 市民教室】
場地設備、器材使用說明
來館使用【簡報室或 4045 教室】場地時，請先向 1 樓大廳
圓形服務台駐警或保全人員表明已借用場地之身分，並請其
協助開啟【簡報室或 4045 教室】之場地門禁。

如係使用【3052 或3057 市民教室】場地，則請向 3 樓自修室
服務人員（保全）表明已借用場地之身分，並請其協助開啟
【3052 或3057 市民教室】之場地門禁。

場地業務公務用！
109 年 2 月版

【室內場地】場地設備、器材等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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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館提供申請使用之室內場地：
場地
名稱
市民
教室
簡報室

4045
教室

樓別

容納
人數

三樓

25

一樓

77
+3

四樓

80

開放時間
（每時段）

每時段收費
／單位：元

每週二至週日
09:00～12:00
13:30～16:30
17:30～20:30
每週二至週日
09:00～12:00
13:30～16:30
17:30～20:30

1,200

場地性質
（功能）

管理
單位

會議、座談、研習、 企劃
舉辦活動
推廣組

2,700 會議、座談、研習、 企劃
待修中 舉辦活動、影片欣賞 推廣組

每週二至週日
09:00～12:00
13:30～16:30

3,300

會議、座談、研習、
秘書室
舉辦活動

備註室內場地使用時間包含事前場布、事後撤場及回復場地時間。
使用無線麥克風，請自備 3 號電池；另市民教室因鄰近自修室，不得使用擴音設備。
簡報室座位 77 席（輪椅區 3 席），容納人數合計 80 位。

二、簡報室場地及相關設備、設施說明：
（一）本場地位於本館【館前門】入口右
側，簡介如下：
1. 【簡報室】配備數位講桌及單槍投影
機、投影幕、
【控音櫃】擴大機及無線
麥克風系統。
2. 場地後方之【控音櫃】備有 4 支無線
麥克風，請自備 3 號電池。

1F 簡報室面積：
90.9 平方公尺

3. 照明、空調開關一覽表：
項目

開關位置

照明燈具

進簡報室右邊牆壁

冷氣空調

數位講桌旁邊牆壁

依使用需求控制燈光開關，於使用投
影幕時，應關閉前排燈光以免過亮。
【控音櫃】旁備有空氣清淨機，使用
完畢請關閉電源。
4. 使用洗手間：請由 1 樓成人書庫進入
右轉；茶水間於洗手間再過去之內角
位置，詳如左側平面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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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報室場地復原注意事項及復原工作檢查表：
1、 使用場地時，請勿隨意黏貼海報、紙張，亦不得使用釘槍，以免留下痕跡；請共
同維護圖書館閱覽環境之安寧與清潔！並遵守借用時段，含事前場布、事後撤場
及回復場地時間；務必預留善後工作時間，以便於借用時間內結束、準時離開！
借用晚上時段者，請勿影響圖書館晚上 9:00 閉館作業。
2、 所有電源都必須關掉！！！
3、 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後，務請通報 1 樓圓形服務台（駐警或保全人員）或電話聯
繫本館駐警或保全人員：
（02）2926-6888 分機 6103 或駐警中控室分機 6114，以
確認本活動場地之場地回復及照明與空調關閉等事宜後關門。
4、 場地復原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表，請逐項確認並完成檢查事宜：
※ 序號
1
2
3

項目
數位講桌及單槍投
影機、
【控音櫃】擴
大機及無線麥克風
系統

4
5
6

收起投影幕，並用遙控器關閉單槍投影機電源（請按兩
次開關）
，並將遙控器放回【數位講桌】抽屜內。
關閉【控音櫃】擴大機、麥克風主機電源開關、取出麥
克風電池，並將麥克風放回【控音櫃】原位。
內置電腦關機及【數位講桌】主電源開關。
垃圾清理（將地板、座位區垃圾撿拾乾淨）
。

場地復原
提醒於場地使用前
可先拍照俾利復原
工作

7
8

檢查內容

簽到用摺疊桌、椅復原（放回原位）
。
關閉【簡報室】照明、空調、空氣清淨機等設備開關。
關燈前，請再次確認攜進本館之財物已整理 OK。

關門

通知本館駐警或保全人員。

※復原時依檢查項目及其內容核對，已完成者可於此欄位打「」註記。

※ 以上，歡迎貴單位使用本館場地，如有任何問題，請電話聯繫或將問題e-mail
給場地業務承辦人，謝謝！
==============================
國立臺灣圖書館 秘書室 丁小姐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電話（02）2926-6888 # 6729
傳真（02）2926-4002
電子郵件 tyc0617@mail.ntl.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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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045 教室場地及相關設備、設施說明：
（一）本場地位於本館 4 樓書庫之雙和藝廊內，由成人書庫搭電梯或走樓梯前往；另
相關平面圖暨實景照片如下：

4045 教室：140 平方公尺
：20 平方公尺
計：160 平方公尺
合

1. 教室備有單槍投影機、數位講桌（含內置
電腦無線麥克風，電池需自備，每支 2 個
3 號電池）：
使用數位講桌前務請詳閱簡易操作說明
依指示謹慎使用抽屜內之控制主機操作
面板本設備操作如有問題請洽本館資訊
駐點人員（02）2926-6888分機6813。
使用麥克風時，遇有無聲音之狀況，請確
認數位講桌下方機櫃內擴大機及麥克風
主機電源開關是否有打開喔！！

簡易操作說明

控制主機操作面板

2. 使用洗手間：請至 4 樓書庫，茶水間位於洗手間再過去之 4 樓書庫內角，詳如左上方之
平面圖所示。

（二）4045 教室場地復原注意事項及復原工作檢查表：：
1. 使用場地時，請勿隨意黏貼海報、紙張，亦不得使用釘槍，以免留下痕跡；請共同維
護圖書館閱覽環境之安寧與清潔！並遵守借用時段，含事前場布、事後撤場及回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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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時間；務必預留善後工作時間，以便於借用時間內結束、準時離開！【本場地開放
至下午 5:00，務請掌握課程及場地復原時間】

2.所有電源都必須關掉！！！
3. 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後，務請通報 1 樓圓形服務台（駐警或保全人員）或電話聯繫本
館駐警或保全人員：
（02）2926-6888 分機 6103 或駐警中控室分機 6114，以確認本活
動場地之場地回復及照明與空調關閉等事宜後關門。
4. 場地復原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表，請逐項確認並完成檢查事宜：
※

序號 項目
關上「拉門」

檢查內容
※數位講桌、內置電腦、單槍投影機及投影幕已整合
為【One Touch】，使用前按下控制主機操作面板之
系統主電源「開」鍵即可。
※使用完畢關閉電源前，需先將數位講桌之「拉門」
關上，再按下系統主電源「關」閉鍵。

系統主電源

※如【One Touch】功能失效，請依下列說明確實關閉
場地設備，謝謝！
1
2
3
4
5
6

數
位
講
桌

取出麥克風電池，並將麥克風放回【數位講桌】抽屜內。
確認內置電腦、擴大機、麥克風主機及【數位講桌】主電源已開關。
垃圾清理（將地板、座位區垃圾撿拾乾淨）
。

場
地
復
原

回復桌、椅原狀（建議申請單位將桌椅【使用前】及【回復原狀】拍照）。
關閉【4045 教室】空調、輕鋼架節能風扇及照明開關。
關燈前，請再次確認攜進本館之財物已整理 OK。

7
8

收起投影幕，並用遙控器關閉單槍投影機電源（請按兩次開關）
，並將遙
控器放回【數位講桌】抽屜內。

關
門

通知本館駐警或保全人員。

※復原時依檢查項目及其內容核對，已完成者可於此欄位打「」註記。

※ 以上，歡迎貴單位使用本館場地，如有任何問題，請電話聯繫或將問題e-mail
給場地業務承辦人，謝謝！
==============================
國立臺灣圖書館 秘書室 丁小姐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電話（02）2926-6888 # 6729
傳真（02）2926-4002
電子郵件 tyc0617@mail.ntl.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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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052 市民教室場地及相關設備、設施說明：
（一）本場地位於本館 3 樓自修室左側走廊區域，由【中和門】搭乘電梯或爬樓梯
前往；教室內另設有 1 間教師休息室，教室平面圖暨實景照片如下：

市民教室（3052）：73 平方公尺
休息室（3052-1）：22 平方公尺
合 計：93 平方公尺

1. 教室備有白板、單槍投影機，需自備筆記型電腦，相關使用說明如下：
投影機【遙控器】在 3052 市民教室白板旁之「教師休息室」內；投影機【訊號線】
接頭放置在「教師休息室」前【滅火器】附近；使用完畢，請記得關閉投影機電源，
並將遙控器放回原處。如按下【遙控器】開關，而【投影機】未開機，請先檢查牆
壁上之【投影機】電源線插頭是否被拔除？
活動當日資訊設備使用上如有問題，請聯繫本館分機 6813 資訊駐點人員，請求協助！
另相關圖示如下：

【投影機】電源線插頭
及其【訊號線】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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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茶水間位於 3 樓走廊區域；洗手間位於茶水間再進去之內角，詳如前頁之平面
圖所示。
（二）3052 市民教室場地復原注意事項及復原工作檢查表：：
1. 使用場地時，請勿隨意黏貼海報、紙張，亦不得使用釘槍，以免留下痕跡；請
共同維護圖書館閱覽環境之安寧與清潔！並遵守借用時段，含事前場布、事後
撤場及回復場地時間；務必預留善後工作時間，以便於借用時間內結束、準時
離開！

2.所有電源都必須關掉！！！
3. 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後，務請通報本館 3 樓自修室服務人員（保全）：
（02）
2926-6888 分機 6107 或駐警中控室分機 6114，以確認本活動場地之場地回復及
照明與空調關閉等事宜後關門。
4. 場地復原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表，請逐項確認並完成檢查事宜：
※ 序號 項目

投影機

1

檢查內容
收起投影幕。
用遙控器關閉單槍投影機電源（請按兩次開關）
，並將遙控器放回
【教師休息室】。

3

垃圾清理（將地板、座位區垃圾撿拾乾淨）。

4
5

場地復原

2

6
7

回復桌、椅原狀（建議將桌椅【使用前】及【回復原狀】拍照）。
關閉本場地【3052 市民教室】空調、輕鋼架節能風扇及照明開關。
關燈前，請再次確認攜進本館之財物已整理 OK。

關門

通報本館 3 樓自修室服務人員（保全）。

※復原時依檢查項目及其內容核對，已完成者可於此欄位打「」註記。
※

以上，歡迎貴單位使用本館場地，如有任何問題，請電話聯繫或將問題e-mail
給場地業務承辦人，謝謝！
===============================
國立臺灣圖書館 秘書室 丁小姐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電話（02）2926-6888 # 6729
傳真（02）2926-4002
電子郵件 tyc0617@mail.ntl.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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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057 市民教室場地及相關設備、設施說明：
（一）本場地位於本館 3 樓自修室右側走廊區域，由【中和門】搭乘電梯或爬樓梯
前往；教室內另設有 1 間教師休息室，教室平面圖暨實景照片如下：

市民教室（3057）：89.33 平方公尺
教師休息室（3057-1）
：8.35 平方公尺
儲藏室（3057-2）：8.35 平方公尺
合 計：106.03 平方公尺

1. 教室備有白板、單槍投影機，需自備筆記型電腦，相關使用說明如下：
投影機【遙控器】在 3057 市民教室之「教師休息室」內；投影機【訊號線】接頭
放置在「教室牆壁」之【木櫃】上、
【HDMI】接頭位於「教室白板」之【右下角】；
使用完畢，請記得關閉投影機電源，並將遙控器放回原處；【電動螢幕】控制位
於「教室白板」左側【綠色公佈欄】旁；另如擬使用白板，請自備白板筆。
活動當日資訊設備使用上如有問題，請聯繫本館分機 6813 資訊駐點人員，請求協助！
另相關圖示如下：
【投影機】【訊號線】接頭
【投影機】【HDMI】接頭

2. 茶水間位於 3 樓走廊區域；洗手間位於茶水間再進去之內角，詳如平面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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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057 市民教室場地復原注意事項及復原工作檢查表：：
1. 使用場地時，請勿隨意黏貼海報、紙張，亦不得使用釘槍，以免留下痕跡；請
共同維護圖書館閱覽環境之安寧與清潔！並遵守借用時段，含事前場布、事後
撤場及回復場地時間；務必預留善後工作時間，以便於借用時間內結束、準時
離開！

2.所有電源都必須關掉！！！
3. 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後，務請通報本館 3 樓自修室服務人員（保全）：
（02）
2926-6888 分機 6107 或駐警中控室分機 6114，以確認本活動場地之場地回復及
照明與空調關閉等事宜後關門。
4. 場地復原工作項目及內容如下表，請逐項確認並完成檢查事宜
※ 序號 項目

投影機

1

檢查內容
收起投影幕。
用遙控器關閉單槍投影機電源（請按兩次開關）
，並將遙控器放回
【教師休息室（3057-1）
】。

3

垃圾清理（將地板、座位區垃圾撿拾乾淨）。

4
5

場地復原

2

6
7

回復桌、椅原狀（建議將桌椅【使用前】及【回復原狀】拍照）。
關閉本場地【3057 市民教室】空調、輕鋼架節能風扇及照明開關。
關燈前，請再次確認攜進本館之財物已整理 OK。

關門

通報本館 3 樓自修室服務人員（保全）。

※復原時依檢查項目及其內容核對，已完成者可於此欄位打「」註記。
※

以上，歡迎貴單位使用本館場地，如有任何問題，請電話聯繫或將問題e-mail
給場地業務承辦人，謝謝！
===============================
國立臺灣圖書館 秘書室 丁小姐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 85 號
電話（02）2926-6888 # 6729
傳真（02）2926-4002
電子郵件 tyc0617@mail.ntl.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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