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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史

本校於 1954年在臺復校後，圖書
館原隸屬於教務處，自 1959年 10月
奉准獨立設置至今，為提供全校各種圖

書資源服務之單位，典藏一般性與專業

性、本國與各國語言、各種學科、各種

類型之圖書資料。為加強社會科學之研

究及資料之蒐集，1961年 10月另獨立
設置社會科學資料中心（以下簡稱社資中心）蒐藏各種研究用資源，以博碩

士論文、叢書、報紙、國科會研究報告與政府出版品為主，與圖書館並列一

級行政單位，1992年起社資中心主任由圖書館館長兼任之。1977年中正圖
書館落成啟用，共有 4,300百餘坪，是當時全臺灣最宏偉之圖書館；1990
年新聞館圖書室擴展，更名為傳播學院圖書分館，自新聞館搬遷至傳播學院

院館三樓，資料以新聞學、廣告學、廣播電視學、國際傳播與數位內容等為

主，提供師生有關傳播專業領域的圖書資料服務，為國內著名的傳播專業圖

書館；1997年成立商學院圖書分館，位於商學院大樓四樓，收錄與商學院
各系所相關學科之專業資料；綜合院館圖書分館則於 2001年正式對外開放
使用，位於綜合院館一、二樓及北棟地下室，典藏近三十年各類社會科學相

關圖書資源，提供社會科學學院、法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等各系所師生圖書

資訊服務；2013年 2月國研中心圖資組正式併入圖書館組織體系，以求圖
書館業務管理一致性。2019年本館歷經重大改變，指南山莊內之達賢圖書
館於完工取得使用執照後開放試用，國研中心圖書館及社資中心圖書資源遷

至達賢圖書館，同時配合新館啟用，於組織上進行大幅的重整。整體而言，

政大圖書館屬於資源集中採購、整理，而服務分散之大學圖書館。

2016年本校獲校友捐贈 13億興建指南山莊達賢圖書館，歷經三年的規
劃與興建，工程於 2018年 2月 9日正式動工、2019年 6月辦理交接典禮、
10月取得使用執照，以打造前瞻圖書館為主軸，創造學習共享空間、建構
特色館藏、融合人文與科技為目標，提供更舒適、優良的閱覽空間與典藏環

境，提升本校學術資源服務品質。11月開放試營運後立即成為全校師生之焦
點，獲得極高的評價與迴響。

圖書館主要業務包含各種圖書資源的徵集、管理、閱覽、流通、推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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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致力於學術與知識資產之保存與服務。截至 2019年底，館藏資料約
340萬冊／件、電子期刊 9萬餘種、電子書 76萬餘種、資料庫約 340種，
人文社會領域資源質精量豐，平均每生圖書資源之評比頗高，是國內圖書館

館際間人文社會資源的重要提供館之一。近年來圖書館推動各項圖書資料數

位化與特色內容建置等加值服務，並持續改善館舍空間與設備，再加上 2019
年達賢圖書館的落成，圖書館已成為師生最喜愛且密集使用的學術場域。

二、目標與任務

隨著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各種資源的載體、資訊傳播的方式、讀者的

閱讀習慣等，都有相當大的改變，面對這些變動，圖書館整體的功能、資源

典藏的政策、服務的模式，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在傳統與創新、印刷與數位、

實體與虛擬、競爭與合作的現象中，必須尋找出最能滿足讀者需求、更有效

的保存資源及最便捷的推廣利用之方案。

圖書館和社資中心是政大校園中學術資源的重心，在資源方面除持續引

進國內外優良的各項資源外，亦積極爭取各種手稿、特藏資料，並建置完整

且具特色的電子資料庫及數位典藏系統，運用新科技整合傳統資料，發展更

友善使用的整合平台，以期能提供更新更多元的創新服務，同時在實體空間

上也力求更新，打造更適合個人及團體學習的環境。

圖書館的任務及目標為：
1.做為大學中各種資源之徵集者，配合校內各系所課程及研究的需求，提
供多元學習資源與資訊服務，以增進師生學習管道。

2.運用現代科技，整合各項資源，建置實體及數位化圖書館，並適時協助
讀者使用。

3.做為校內重要的學習場所，提供環境與設備，使讀者安心於館內學習及
使用。

4.不斷的擴充、組織及維護館藏，傳承既有的特色，拓展知識領域，促進
不同的特色館藏發展。

5.提供更創新的服務內容，直接或間接地貼近讀者，幫助研究和學習。
6.典藏校內各種學術產出，擴大社會大眾使用層面，傳承人文社會科學核
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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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館暨社資中心組織職掌

（一）組織

館長 副館長

秘書

系統資訊組 System Information Section

資源徵集組 Resources Acquisition Section

知識組織組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ection

推廣諮詢組 Outreach and Information Section

典藏閱覽組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Section

特藏管理組 Special Collections Section

圖書分館組 Branch Libraries Section

數位創新組 Digital Innovation Section

社資中心主任

校史與檔案組 University History and Archives Section

研究發展組 Research & Development Section

因應達賢圖書館的新建、校史業務的撥入、檔案工作的新增，本館組織

亦須隨之更動以符合未來圖書館營運。2017年起本館開始組織重整的規劃，
館內以任務小組方式，蒐集國內外各圖書館之組織架構、吸取各館經驗，討

論適合本館作業之方式，再依校方規定提出相關程序，於 2018年 6月通過
本校第 199次校務會議、7月 16日報教育部核定，並於 2019年 2月 25日
正式生效。

圖書館組織調整為系統資訊組、資源徵集組、知識組織組、典藏閱覽組、

推廣諮詢組、特藏管理組、圖書分館組、數位創新組共 8組。原行政組之工
作整併至典藏閱覽組、資源徵集組、知識組織組及館長室；採編組由於業務

差異性大且編制龐大，因此將徵集與編目工作二者分開專司其職，設置資源

04

2019圖書館年度報告



徵集組及知識組織組二組，期對全校資源建置及組織能更有系統與深入的建

立；數位典藏組因工作範圍已擴及實體特藏的整理與典藏，更名為特藏管理

組；另因應達賢圖書館之完工，成立數位創新組，主要工作為管理新館、提

供各項新穎服務，人員由現有圖書館及社資中心人力調整；典閱組更名為典

藏閱覽組；推廣服務組更名為推廣諮詢組；圖書分館設為圖書分館組。

社資中心分設校史與檔案組、研究發展組，並由圖書館館長兼任社資中

心主任，使本校圖書館經營趨於一體化。社資中心自 2006年起開始進行館
藏及服務的轉型，2013年孫中山紀念圖書館落成，逐步建立特色主題館藏
與服務，並支援全校數位展演活動。為配合本校典藏政大校史檔案及具學術

研究價值之檔案等，社資中心資料組更名為校史與檔案組，專於檔案典藏，

提供教學、研究、學習與展示服務。其組長由本校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教師兼任。

（二）各組工作職掌

1. 圖書館

修正組別 修訂職掌

館長室

一、協助圖書館各組業務　　　二、輔助館務發展研究事宜
三、控管館內各種經費　　　　四、統籌全館人力資源管理
五、提報校內各種工作報告　　六、全館公文書收發、轉發
七、辦理全館性會議及記錄　　八、安排館長行程
九、統籌全館服務學習課程　　十、全館性服務事項

系統
資訊組

一、全館資訊系統業務及專案　　　二、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管理與維護
三、全館資訊安全統整業務　　　　四、全館資訊軟硬體設備採購及維護
五、圖書館網站維護　　　　　　　六、圖書館機房伺服器及網路設備管理
七、圖書館資訊系統開發與維護　　八、自動化系統及資訊教育訓練與諮詢
九、電腦檢測維修與管理　　　　　十、3C 相關物品領用

資源
徵集組

一、經費：編列、分配、執行及管控全校各系所單位圖儀經費
二、採購：蒐集、整理、研究及傳遞各類出版資訊，並執行各項資源採購
　　招標業務
三、查核、控制及處理採購前查證業務
四、合作聯盟：辦理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等各個聯盟業務
五、交換贈送業務規劃與執行
六、全館郵件收發處理
七、臺灣出版資訊網（TPI）之維護及 ISBN/CIP 之申請
八、公款、研究用書及讀者賠書收件處理
九、本館館藏政策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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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組別 修訂職掌

知識
組織組

一、建檔與維護書目資料
二、建置與維護圖書館技術服務作業規範
三、維護分類號系統
四、建立權威檔
五、處理圖書加工（蓋館藏邊章、貼書標等）
六、建置與維護全館資訊系統 metadata（含機構典藏、學術期刊網、學位
　　論文系統等）
七、規劃與執行圖書改號作業
八、開設論文上傳教育指導課程
九、處理回溯建檔

典藏
閱覽組

一、讀者資料維護
二、借、還、續借、預約等流通服務
三、圖書、期刊、報紙、微縮資料等書庫管理與服務
四、中正館場地管理：含悅讀區、置物櫃、大廳、集思小間、陳芳明書房、
　　經典書房、研究小間等
五、中正館總務、閱覽環境及空間管理
六、讀者問題處理
七、辦理閱讀講座及各式書展
八、館際合作服務（館際換證、巡迴車送書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等）
九、指定參考書服務
十、全校圖書資源統計

推廣
諮詢組

一、規劃全館圖書館利用及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
二、規劃全館推廣服務及統整全館推廣活動排程與分工
三、電子資源連線設定、更新、問題諮詢與排除、廠商聯繫
四、電子資源使用數據蒐集、整理與分析
五、電子期刊系統維護管理及服務
六、電子書校外連線設定
七、優先支援電腦教室維護與管理
八、推廣教研人員註冊 ORCID
九、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維護與管理
十、學科服務

特藏
管理組

一、特藏資料徵集與整理入藏　　　二、特藏資料保存典藏與維護
三、特藏資料閱覽服務　　　　　　四、特藏資料加值與出版
五、特藏資料推廣服務　　　　　　六、數位化專案規劃與執行
七、數位內容加值專案規劃與執行　八、數位內容推廣活動規劃與執行
九、數位內容系統管理　　　　　　十、特藏中心空間展示與庫房管理

圖書
分館組

一、圖書分館流通閱覽服務
二、分館總務、空間修繕與環境管理
三、管理圖書分館館藏與提供服務
四、處理讀者問題
五、圖書分館參考諮詢及圖書館利用指導服務
六、辦理各項推廣活動、資料庫講習
七、指定參考書服務
八、學科服務
九、整理與加值圖書分館特色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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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組別 修訂職掌

數位
創新組

一、達賢圖書館總務業務
二、借、還、續借、預約等流通服務
三、達賢圖書館館藏管理
四、達賢圖書館各項諮詢與導覽服務
五、達賢圖書館推廣活動之規劃執行
六、密集書庫館藏管理及調閱服務
七、資訊檢索教室選位系統、無硬碟系統之維護管理
八、各項場地借用及設備維護管理
九、推播系統、電視牆之內容製作與管理
十、處理達賢圖書館周邊環境問題

2. 社資中心

修正組別 修訂職掌

校史與
檔案組

一、校史與檔案資料徵集、維護及典藏　　二、校史與檔案資料數位典藏及推廣
三、校史與檔案資料調閱服務　　　　　　四、校史與檔案館藏系統維護與管理
五、校史與檔案資料編輯與展覽　　　　　六、孫中山紀念圖書館營運與館藏管理
七、社資中心館舍、空間管理與總務

研究
發展組

一、達賢圖書館創客空間管理
二、深耕與其他專案計畫規劃、執行與經費控管
三、學術資料庫管理維護與 metadata 分析及資料導入
四、各形態數位內容展品規劃設計與製作
五、視覺化互動模型前端介面與視覺設計、網頁視覺設計與製作
六、各專案數位典藏平台規劃建置與各種加值功能開發及優化、不同系統間之
　　資料介接
七、學術集成平台、數位人文研究平台與政大記憶 wiki 開發與維護、教育訓練
　　及技術窗口
八、《圖資與檔案學刊》編輯事務

四、人力資源

（一）館員人力

本館館員素質整齊，均為圖

書或資訊相關背景，且超過 50%
擁有碩士學歷，除原有人力外，

另含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獲計畫助理 8人、中日韓館藏回 2019 年全館人力配置比例圖

專案人員
12名14%

職員43名
50%約用人員29名

34%

教職2名
2%

■教職

■職員

■約用人員

■專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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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改號人員 4名，至 2019年 12月底止，本館服務人員（含計畫助理 8名、
改號人員 4名）共計 86名。2019年共新進 8名同仁、離職 7名。

2019年 2月 25日組織重整與各組同仁輪調作業一併生效，本次輪調之
人員與幅度，亦是近年來最大一次，共有 29名同仁異動；2月至 10月份雖
新館尚未完工，但各組人員皆已到位，接續規劃達賢圖書館完工後之各館圖

書資料及人員搬遷、整理、開館等細部工作，在人力、經費、工程配合之下，

順利於 11月 1日試營運前完成約 70餘萬冊圖書資料及 30餘位工作同仁之
搬遷工程。在全館總員額沒有新增情況下，各組因新館成立而面臨人員減少、

業務增加之情形，本館遵照校方規定，提出 14名同仁職位工作評價重評，
並於 7月 16日、11月 1日工作評價小組會議通過。

（二）館員訓練

本館鼓勵同仁參與圖書館界各種研討會，除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每年所

舉辦之各種研習外，凡與業務及專業相關之研討會及會議，均以公假派員參

加，2019年共薦派 52人次參加研習課程或相關研討會，其中一日（含）以
上的研習，須填寫研習報告表與全館同仁分享心得，同時每月定期辦理館員

讀書會，分享圖書資訊新知，增加各組間交流與溝通的機會。2019年共辦
理三場讀書會，主題分別為：

月份 分享主題

2019.03.25
啟動自癒能力的經絡保健之道
講師：東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賴志宏教授

2019.09

人與書在此邂逅─圖書館主題策展與行銷研習會

圖書館資訊組織進階訓練研習班

學術傳播與公開取用攻略研習班

2019.12.11
The Library as a Movement and Librarians as Activists
講師：Dr. R. David Lankes

2019年 8月本館自動化系統更換為 ALMA系統，本年度系統組針對新
系統舉辦 10場「ALMA教育訓練」，引導同仁了解新系統、實機操作、通
盤演練，其目的就是要能夠順利轉換，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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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性質 課程內容 / 主題

3/15 基礎訓練線上課程 Essentials

4/09 教育訓練 編目、流通基礎課程

4/16 教育訓練 採購、期刊基礎課程

4/23 教育訓練 流通進階課程

4/29 教育訓練 編目進階

5/07 教育訓練 採購、期刊進階

5/21 教育訓練 電子資源管理、Primo VE 進階

5/28 教育訓練 統計分析與系統管理

6/16 同仁自辦課程 流通作業通盤演練

7/02 教育訓練 案例討論與情境演示

7/05 系統情境工作坊 案例討論

7/09 系統情境工作坊 薦購系統

7/23 系統情境工作坊 總複習一

8/08 教育訓練 總複習二

9/16 工作坊 採購、編目、流通功能

此外，本館積極參與圖書館界之各種討論會議，與同道間進行意見交流，

並參與制定各種圖書館間合作議題之會議，如館際合作會議、館長聯席會、

「臺灣OCLC管理成員館聯盟」會員大會、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DC）年會、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NBINet）合作館館長會議及決策委員會等。

五、法規

2019年為政大圖書館轉變劇烈的一年，除新增達賢圖書館館舍外，本
館服務核心之自動化系統亦自 Millennium更換為 ALMA系統，同仁不但需
快速熟悉相關操作流程，同時需全面檢視館內相關法規是否需要修訂。本館

法規分為二個層級，凡與讀者權益相關者，需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若

屬一般作業層級者，則需經館內主管會報通過。2019年共修訂相關法規 37
種，作為館員及讀者共同遵守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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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館委員會修訂辦法

時間 修訂辦法

2019/06/18
（107 次圖委會）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對台北市社區大學開放圖書資料借閱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休學學生借書證申請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準研究生借書證申請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校外人士服務管理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際合作服務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料閱覽規則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多媒體創意學習空間服務暨管理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會議空間借用辦法（新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悅讀區管理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展覽場地借用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調查訪問室使用辦法（廢止）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規則（新訂）

2020/01/13
（108 次圖委會）

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創客空間管理辦法（新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創客空間收費辦法（新訂）

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戶外場地管理辦法（新訂）

國立政治大學達賢圖書館學人研究室借用辦法（新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閱覽規則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拍攝申請及收費辦法（新訂）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展覽場地使用辦法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置物櫃租用管理辦法

（二）主管會報修訂要點

時間 修訂要點

2019/01/23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暨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校史文物受贈作業原則

2019/05/01

國立政治大學教職員工配偶借書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參考資料外借管理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指定參考書相關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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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修訂要點

2019/05/01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要點

2019/05/01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志願服務管理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悠遊體驗區設備管理要點

2019/06/12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料收錄作業原則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料轉讓作業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教師學術研究計畫及公款補助用書管理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鑰匙管理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討論空間借用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悅讀區使用須知

2019/09/04
政治大學圖書館同仁進修實施獎勵要點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導覽與參觀服務要點

2020/01/08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寄物櫃管理要點

六、館舍

（一）達賢圖書館

2016年本校獲校友捐贈指南山莊全區規劃及新圖書館建築本體，並以
恩師司徒達賢老師為名，命名「達賢圖書館」，隨即委任建築師團隊開始進

行整體規劃，包含地下二層及地上八層之主體建物，以及一幢二層樓的湖濱

閱讀小屋，各樓層規劃如下：地下二樓為汽車停車場；地下一樓為密集書庫；

一樓為機車停車場；二樓為圖書館入口、大廳、特藏中心等；三樓為達賢書房、

學習共享區；四樓為多媒體創意學習中心；五樓（六樓）為創客空間；七樓

為羅家倫講堂、多功能室等；八樓為達賢講堂、學人小間等。總樓地板面積

約 28,473平方公尺，扣除停車場後，約 19,046平方公尺。
本館自 2017年密集規劃新館各項設備及服務、參與建築團隊規劃會議、

與室內設計公司共同討論室內裝修功能需求、樓層配置、設備安裝等工項與

時程。2017年 12月 5日取得建照、2018年 2月 9日正式動工，因採用最
新預鑄法，故興建十分快速，於 2018年 9月 28日辦理上樑典禮，2019年
10月取得使用執照後，11月立即開放試營運。本建築於最短的時間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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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興建、募款專案、室內裝修、系統設備採購安裝、圖書搬遷等，皆靠所

有參與團隊通力合作、各環結緊密配合，才造就如此快速的成效，充份體現

政大校友、同仁、建築團隊齊心合作的能量。

達賢圖書館之設計圍繞於三大核心理念，為本館突破傳統圖書館的作

法，將絕大部分的空間還給讀者，不再用過多的書架佔據空間：在資訊多

樣化（Information Diversity）方面，開架圖書以較常借閱、瀏覽的圖書及
政大論文為主，另外還有許多各式的電腦軟硬體、網路及新科技體驗，讓

學生能進行多方面的探索；在學習共享空間（Leaning Commons）方面，
提供讀者個人思考研究、小團體討論激盪、大團體會議展演的各式空間，

創造更自由、更具想像力之環境；而另一主要核心即特藏中心（Special 
Collection Center），恆溫恆溼的庫房，珍藏了政大僅有的特殊實體及數位
典藏，此外更結合空間展示、搭配新穎科技元素，提供人文與社會科學跨

領域的研究機會。

如此，政大圖書館整體有了嶄新的面貌，各個圖書館之功能不盡相同，

卻相輔相成。中正圖書館主要功能為學科資源蒐集組織、知識沉澱的內化與

研究；達賢圖書館主要功能則為自主學習共享、特藏協同研究、提供創意思

考激盪平台；學院分館包括傳播學院圖書分館、商學院圖書分館、綜合院館

圖書分館則提供學科深度服務、專業主題資源以及專精領域知能精進的環境。

達賢圖書館於 2019年 11月 1日
起試營運，開幕當天前 50名入館並
於許願牆寫下心願或祝福的讀者，即

可獲得達賢圖書館外觀雷雕木磁貼一

份，早上八點開館前，門口已有許多

讀者迫不及待的排隊等候歷史性的開

館時刻，一開館雷雕木磁貼立即秒殺，

盛況空前。開幕當天至下午 5時閉館截止，入館人數達 1,356人。試營運期
間開放的區域為：戶外週邊、主棟二至八樓開放空間及資訊教室 A，每天開放
空間座位席次幾乎坐滿，11月更新增了館員定時導覽服務，讓有興趣了解達
賢圖書館的讀者，可以透過館員的介紹，更加瞭解達賢圖書館由內而外的設計

巧思與理念，參與的讀者相當踴躍，也都給予達賢圖書館正面的評價。

12月起擴大試營運，除了原有空間外，另新增開放湖濱閱讀小屋、聆
賞室、創意展演室、四至五樓討論室、悠遊體驗區、創客中心等讓師生可以

針對不同目的，獨立進行課業學術討論，有效提升學習品質。另外，悠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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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區提供桌遊及 PS4借用服務，讓讀者有抒壓放鬆的空間。
統計數據顯示 11月入館 17,539人次，12月入館 21,262人次，換證人

次 3,145人次，兩個月共入館 41,945人次。服務項目使用率如下表：

日期 服務項目 使用人次

11 月起

桌遊借用 180

會議空（七、八樓講堂和三間多功
能室）

1,863

12 月起

PS4 & PS4 VR 借用 224

開放聆賞室、創意展演室、討論室
1,547（其中四、五樓的 14 間討論室共
使用 1,458 人次）

達賢圖書館既可飽覽群書，又能暢遊綠意湖景、感受建築之美，自試營

運以來，透過口耳相傳的口碑行銷，參觀團體絡繹不絕，共 60場 1,017人。
因坐擁湖光山色，層退書牆所構築出的壯觀視野，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
（225期）、自由時報（109-02-11），均以大篇幅詳加報導，甚至評為「全
臺最美大學圖書館」之一。不間斷的正面評價，證明了多數讀者可接受圖書

館新理念，打破圖書館傳統沉悶的框架，達賢圖書館是一座可以輕聲細語且

充滿活力的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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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賢圖書館除建築本體及內裝由校友捐贈興建外，亦有教育部補助經費

及其他經費來源，全案均由本館負責相關採購作業，較大型採購專案如下：

1. 達賢圖書館資訊設備專案
資訊設備之建置為整館資訊服務的核心，相關作業由本館系統資訊組主

導，規劃於達賢圖書館五樓建置綠能資訊機房，包含機櫃系統、資訊線路、

機電、消防、不斷電系統、空調、監視及環控等相關設施，為達成符合「高

可靠度」、「高效率節能」、「人性化管理」及「ISO27001實體安全資安
規範」之要求，進行整體規劃設計，爭取預算、發包、施工、驗收、測試至

上線。

（1）機房平面配置：
機房空間設計符合 ISO 27001實體資安及國內各項法規要求，並可配合

未來業務需求進行擴充；機房區採用耐燃石膏板半玻璃隔間牆及鋁製自動門，

方便機房管理同仁透視整體機櫃及機房狀況；機房區鋪設合金鋼 500型高架
地板（含 PU保溫層及接地銅網），並與機房門禁整合。

（2）空調：
機房建置冷熱通道完全分離的系統，運用良好的氣流管理機制減少冷熱

混風，提高熱量處理的效率。

（3）機櫃系統：
機房建置 MDA機櫃四座、EDA機櫃六座，可整合熱通道封閉、機櫃電

力、網路及光纖佈線系統，所有配件皆可直接以壓扣或鉤掛之方式安裝，包

括機櫃排插（Rack PDU）、理線器、模組線槽及伺服器主機等。

（4）不斷電系統：
為一套全模組化設計、高效率節能、高可靠度不斷電設備，具 N+1備

援設計，達到隨需求擴充及電力供應不中斷的目標。

（5）網路佈線：
機房內部網路採用電源、網路線路繞送系統，資訊線路和電源線路直接

安裝固定於機櫃上方相對應之線槽，可輕易達成對相關線路的管理及方便增

設；各系統線路以材質及顏色區分，易於辨識和維護。機房網路及機櫃電源

迴路佈線採上走線方式，空調冰水管路則佈置在高架地板下，一旦空調水管

漏水，線纜和設備都不會受到影響。

（6）環控系統：
為一套標準化、模組擴充的環境監控系統，具備跨廠牌管理設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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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監管具有 SNMP、ModBus TCP標準通訊協定之設備，同時可將管理
之設備所採集的資訊，彙整至環控管理系統。配合大樓的智慧建築，只須將恆

溫恆濕空調箱ON/OFF/Trip等功能提供給監控以控制當樓層火災連動停機。

（7）消防：
建置自動偵測式氣體滅火暨機房排氣系統，於火警發生初期有效偵測火

源，並引接消防受信訊號至環境監控系統，由環境監控系統發出警告；自動

滅火系統之主機電源由 UPS設備供應，確保斷電時自動滅火，主機仍能正
常運作。

2. 達賢圖書館家具設備專案
家具配置考量讀者眾多且長時間使用的特性，桌椅依據放置區塊的用途

設定，主要區分為固定和移動兩種類型，另配合各樓層設計意涵與色彩配置，

選用造型沙發等家具，分述如下：

（1）閱讀用途：
◆ 各樓層層退書區、四樓湖濱閱讀區、湖濱悅讀小屋，採用固定式實木方
形雙人或四人桌，厚實耐用，並附帶燈具與電力插座。

◆ 三樓湖濱閱讀區採用裝妥燈具與電力插座之固定式實木大圓桌及變形
桌，凸顯三樓橘色主色活潑的調性。

◆ 五樓及七樓湖濱閱讀區，配置實木高腳桌，臨窗透入自然光和綠意美景，
是熱門的讀者愛用區。

（2）討論用途：
◆ 學習共享區：採用可移動式的大小圓桌、座椅及移動式白版和液晶螢幕，
並以水桶凳作為點綴，可依討論群組人數多寡自由調整位置。

◆ 討論室：裝妥電力插座之實木固定長桌、移動式座椅、壁掛或移動式
白板。

◆ 會議空間：七樓講堂設置摺疊移動桌椅，可依會議形式和參加人數彈性
調整；八樓講堂為個案研討馬蹄型固定式會議桌。

◆ 創客空間：為便利工作坊的進行，採用可任意拼湊各種形狀的桌子和移
動式座椅，依需求彈性組合利用。

（3）休閒用途：
悠遊體驗區採用明亮新潮座椅，凸顯桌遊和電玩體驗的氛圍；二樓、五

樓、七樓及各處學習角落區，依樓層色彩選用兼具舒適與設計感的造型沙發，

使用者可眺望美景、休息放空，亦能輕鬆互動，增添圖書館溫暖的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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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藏書用途：
◆ 層退式書架：依空間量身訂做，同時美化各樓層的空調箱。書架最上和
最下層裝設 LED條狀燈具照明，開啟時兼具裝飾的功能。

◆ 密集書庫：位於地下一樓，為手動式密集書架，收納典藏 80萬冊罕用
館藏，釋放更多空間給使用者。

另外，密集書庫位於濕氣較重的地下室，書籍易受潮毀損；特藏中心所

收藏的古籍文獻，紙質較脆弱，二者亟需優質的典藏環境。為提供優質的文

物典藏環境，建置庫房環境控制系統，設備包括除濕機、溫濕度監控器及中

央溫濕度監控系統。合計數量為密集書庫 15台除濕機，特藏中心 22台防潮
櫃及 4台除溼機。

（二）分館館舍整修專案

1. 商圖地毯汰換
商圖地毯汰舊換新，接續去（2018）年未完成部分，包括書庫區、檢索

室、視聽室、期刊合訂本區等處地毯。原申請以全校統籌款進行商圖地毯汰

換及茶水間廁所改造，經校基會討論、校長裁示先由總務處評估、勘查後，

重新上簽申請地毯汰換經費。核准後即辦理招標，順利決標，並於 12月 8
日完成地毯汰換，12月 30日驗收通過辦理核銷。商圖地毯已全部煥然一新，
提供讀者更優質的閱讀環境。

視聽室新地毯 書庫區新地毯

2. 商、綜圖門禁系統更新
商圖與綜圖為規模前二之分館，館藏及讀者服務量均相當龐大。兩分館

原有之門禁系統分別於 1997年及 2000年購置，入口為片狀式單通道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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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刷卡後需手動推門入館，且因無法立即上鎖，容易導致多人同時或無證

讀者尾隨入館。基於館舍及讀者安全考量，將原門禁系統更換為數位自動展

翼形式。2019年 1月提專案計畫向校方爭取經費通過，9月 3-4日施工完成。
新門禁系統透過刷卡可自動開啟及關閉，有效改善原設備之缺點，並配有紅

外線感應及防夾裝置，人身安全考量更為周全。而新門禁系統外觀質感佳，

亦有助提升圖書館形象。

商圖新門禁系統 綜圖新門禁系統

（三）中正圖書館、社資中心空間規劃

因中正圖書館許多資源與人員均已遷至達賢圖書館，原空間需重新規劃

與分配，一樓原數位資源學習區空間由童子賢先生捐贈設置「陳芳明書房」，

提供一個平時師生使用，必要時可舉辦小型講座之學習共享區，預計 2020
年施工；原資訊檢索室做為典藏微縮資料及期刊處理室；一樓東側館長室、

系統資訊組、特藏管理組等辦公室空間及四樓特藏室，因人員與資源皆已遷

至新館，空間則規劃為校史與檔案組之庫房、調閱區及辦公室，亦預計於

2020年度進行整修。
中正圖書館二樓西側新設置掃描列印區，提供掃描機、投幣式印表機與

微縮資料閱讀機，電腦亦供讀者檢索使用；二樓東北側之密集書架因年久不

便使用且維修費用高昂，故拆除淘汰，原地新設開架式書架，作為期刊合訂

本區之延伸。

配合學校政策，社資中心所藏博碩士論文、叢書與報紙資源，於 2019
年已陸續搬遷至達賢圖書館典藏及服務，學校將於 2020年對社資中心空間
大幅度重新規劃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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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館館舍與面積

名稱 樓層 位置 樓板總面積

中正圖書館
（總圖）

B1-4F
四維道與環山
三道交叉口

14,399.4 平方公尺
4,356 坪

達賢圖書館 B1,2-8F 指南山莊
19,045.6 平方公尺

5,761.3 坪

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社資中心）

B1-4F 四維道東側底
8,255.42 平方公尺

2,497 坪

傳播學院圖書分館
（傳圖）

3F 傳播學院院館三樓
373.56 平方公尺

113 坪

商學院圖書分館
（商圖）

4F 商學院大樓四樓
2,154 平方公尺

651.59 坪

綜合院館圖書分館
（綜圖）

B1-2F
綜合院館一、二樓與

北棟地下室
3,385.14 平方公尺

1,024 坪

國研慎固樓書庫 1F-4F 國研中心內
400 平方公尺

121 坪

九舍書庫 1F 自強九舍一樓
402.3 平方公尺

121.7 坪

國交中心書庫 B1 國際大樓地下室
132.23 平方公尺

40 坪

東亞所書庫 B1-2F 原國研中心之東亞所
779.04 平方公尺

235.66 坪

國研中心書庫 1F
原國研中心之餐廳

（育成中心）
190.3 平方公尺

57.56 坪

合計
49,517 平方公尺

14,978.87 坪

 * 國研中心圖書館自108年10月起正式閉館，其圖書皆搬遷至達賢圖書館服務，詳見第二章。

七、圖書館出版品

（一）圖資與檔案學刊

《圖資與檔案學刊》（Journal of InfoLib & Archives）原
為本館發行之《圖書與資訊學刊》，為能符合本校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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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發展成特色期刊，自 2015年第 86期（7卷 1期）起改為現名，並與
本校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合作編輯出版，維持為半年刊，出刊時間為每

年 6、12月。2019年度啟用 iPress投審稿系統，出版刊期為 11卷 1、2期（第
94、95期）。

（二）出版品

本館積極進行特藏的推廣活化，在特藏史料

的加值方面，已出版《尺素頻通：晚清寧波與泉

州、臺灣之間的貿易文書》、《第二波華人心聲：

大西雅圖地區華人移民口述史》。自 2015年起，
由本校中文系尉天驄名譽教授擔任召集人，策劃

執行鄭學稼教授未出版手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史》出版計畫，並由歷史系劉季倫教授擔任校讀，

於 2019年與政大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國共產主
義運動史》套書十五冊，全書篇幅達四百五十萬

字，書稿內容以著者長年收集之國共史料，記述

中國共產主義的生與死，後至轉生毛澤東的中國

共產黨，內容完整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背景與政治思潮演變，客觀

的分析與論述中國共產黨崛起的歷史條件，為中國現代史提供了珍貴的研究

資料。

本書之第一卷及第二卷上曾以《中共興亡史》為名出版四冊，為 1970
年代以降研究兩岸政治、國共黨史經典之作。本館與政大出版社合作，結合

已出版《中共興亡史》四冊與未出版手稿十一冊，共計十五冊，依照鄭教授

之遺願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重新編排出版。

尺素頻通 第二波華人心聲

特藏史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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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為鼓勵數位特藏史料的應用研究，每年

舉辦「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並將發表

之論文與重要史料集結出版「政大數位史料研究叢

刊」，接連出版《左翼‧民族》、《大學之道：知

識分子與臺灣民主化》、《破繭‧重生：人權運

動與臺灣政治發展》、《在徬徨的年代：〈筆匯〉

與五○年代》、《往返之間：戰前臺灣與東亞文學‧

美術的傳播與流動》、《真實與想像：百年臺俄關

係掠影》、《未完結的戰爭：戰後東亞人權問題》等

專書。

2013 年出版 2014 年出版 2015 年出版

2016 年出版 2017 年出版 2018 年出版

政大數位史料研究叢刊

201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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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藏搬遷

‧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分館併入達賢圖書館

‧ 圖書館雲端服務平台 ALMA 上線

‧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Turnitin

‧ 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9 暨

　 永不凋謝的五四精神：羅家倫文物特展

‧ 資訊組織的變革與貢獻：完成中日韓文圖書

　 改號《中文圖書分類法》計畫

‧ 全心學科服務

‧《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 新資訊體驗環境及創客空間

第二章、年度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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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藏搬遷

因達賢圖書館落成，圖書館進行組織

及空間配置重整，將原中正圖書館數位資

源學習區及特藏室、國研圖、社資中心之

館藏搬遷至達賢圖書館。

圖書館自 2017年進行館藏搬遷計畫，
包括書架數量分析、搬運位置與動線規劃，

搬遷順序模擬與沙推等。由於預計搬遷館藏總數逾 70萬冊，為降低讀者使
用館藏之不便，搬遷期間停止開架閱覽及櫃臺服務，改以調閱方式提供館藏

閱覽，使服務不中斷。打包及搬遷時序如下：

◆ 2019年 4月 1日起打包外校論文，6月初起進行合訂本報紙整理與打包
作業。

◆ 6月開始搬遷：6月 17-22日密集書庫、報紙合訂本，6月 24日達賢書房，
6月 25-29日密集書庫論文。

◆ 7月 1日進行政大論文及 7月 2日中正圖書館數位資源學習區打包與搬遷。
◆ 7月 3-6日國研圖英文、日韓書籍、合訂本期刊。
◆ 7月 16日完成密集書庫、層退書架館藏、家具與設備搬遷。
◆ 10月 14-19日國研圖中文書刊及報紙。
◆ 2018年起執行特藏圖書史料搬遷前置作業，2019年 12月 5日完成特藏
圖書 73,529冊及史料文物 216箱搬遷。
計至 2019年 12月 31日，達賢圖書館遷入之館藏數量為：密集書庫

582,013冊、層退書庫 74,708冊、特藏圖書 73,529冊，合計搬遷館藏總量
為 730,250冊。館藏細目如下表：

層退書區 館藏地 種數 / 冊數 小計

圖書

達賢書房 9,244

51,450國研專區 3,440

政大人文庫（含附件） 38,766

視聽
達賢視聽（公播版） 10,838

23,233
達賢視聽（家用版） 12,395

桌遊 達賢桌遊 25 25

層退書區小計 7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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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書庫 館藏地 種數 / 冊數 小計

圖書

社資中文叢書 69,541

486,935

社資西文叢書 1,995

社資民國籍粹 7,880

社資外校論文 291,530

社資西文論文 12,961

國研中書 47,067

國研西書 33,791

國研計畫用書 9

國研參考書 11,233

國研日書 7,855

國研俄文書 3,073

報紙

報紙縮印本 1,759

38,105中文報紙合訂本 24,569

西文報紙合訂本 11,777

政府出版品 社資政府出版品 22,083 22,083

期刊

國研期刊 367 種 367

中文期刊合訂本 400 種 /18,633 冊 18,633

西文期刊合訂本 651 種 /16,257 冊 16,257

密集書庫小計 582,013

特藏圖書 73,529

總計 730,250

二、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分館 

併入達賢圖書館

本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身為「國際關係研究會」，1961年改制為「中
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1975年改制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並改隸本校，
主要研究中國大陸以及國際事務，為戒嚴時期政府重要智庫。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設有圖書資料組，2003年起部分業務與圖書館整併，回歸圖書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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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2013年2月1日改隸圖書館，更名為「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分館」（簡稱國研圖）。

國研圖早期配合中心研究人員及東亞研究

所師生所需，館藏主題偏重中國大陸問題、國

際共黨問題、國際問題及經濟問題等，主要館藏

為大陸出版品和有關中國大陸、國際關係、經濟、

軍事及國際共黨之圖書、期刊、報紙及剪報資料，

並因早期禁書與機密文件透過軍方管道進入臺灣後，軍方會將影本提供國研

中心，作為學者與秘密智庫研究政策之參考，解密後成為國研圖特色典藏。

2019年 5月配合圖書館空間重整，國研圖館藏併入達賢圖書館提供服
務，2019年 9月 30日停止櫃臺服務、10月 9日為最後開放日，10月 14
日國研圖正式熄燈。

時期 年代（西元） 重要大事

國研會與國研
所時期

（1953-1974）

1953 「國際關係研究會」成立。

1961 「國際關係研究會」改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1963 從臺北市圓山遠廬遷到中央日報大廈七樓。

1967 與國立政治大學合辦東亞研究所

1970 遷入現址（臺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64 號）。

國研中心轉型
過渡期

（1975-1996）

1975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改為「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隸屬於國立政治大學。

1996 正式併入政治大學之建制。

國研中心組織
調整後

（1997-）

2013
「國研中心圖書資料組」併入「政大圖書館分館組」，
成為現今之「國研圖分館」。

2019 國研圖分館熄燈，館藏併入達賢圖書館提供服務。

三、圖書館雲端服務平台 ALMA 上線

本館於2014年即積極進行現行圖書館管理系統與市場發展之評估調查，
2017年 10月正式成立系統評估小組，以副館長為召集人，原系統流通、期
刊、編目、採購、電子資源管理等模組負責同仁為主要小組成員，系統組負

責組織整合，前後陸續加入小組之成員共計 15人，共同參與系統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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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功能檢視與比較、規格書製作及把關，最後達成評估結果及選擇共識，

並於 2017年 12月完成新系統需求建議書初稿。
2018年 10月 5日決標後，本館與系統廠商於 10月 12日進行專案啟

動會議，雙方定義專案執行範圍、結案交付項目、專案時程、工作會議安排、

專案管理模式及互相配合事項。

除了 ALMA平台導入之外，還包括與本館週邊服務系統之介接。整個專
案執行期程，自填寫 Migration Form及 Field Mapping Form開始，歷經取
得測試環境、資料測轉、讀者認證系統建置、主題工作坊、資料正式轉置、

教育訓練、系統切換，直到 2019年 8月 1日正式上線。工作期程及 ALMA
平台畫面如下圖。

決標
2018.10.05

第一階段交付／驗收
10.18

第二階段交付／驗收
06.30

03.15-06.15
讀者認證

07.15-07.28
Cut Over

2019.01.24
提供Sandbox

10.12
啟動會議

07.01
工作坊

2019.08.01
GO Live

系統上線07.22
客戶完成
認證考試

03.01-03.18
Test Load

2018.11.15-2019.03.15
線上自學

ALMA 雲端知識庫建置專案工作期程

ALMA 平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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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事項如下：

（一）資料轉置

首先填寫Migration Form、Field Mapping Form及 Configuration Form，
以定義舊新系統對應之基本資訊、關係及參數設定。本館通盤整理檢視服務

與管理政策，逐一核對及確認各工作表各欄位之填寫值，以確認資料能完整

而正確的轉置、於新系統所能呈現的效果、轉置後新系統是否能夠正確運作

以及各項服務及業務是否能夠正確執行。2019年 2月進行第一次資料測轉，
根據測轉結果，各組經長時間的腦力激盪，不斷討論、模擬、修正、再模擬、

再修正，以降低 2019年 7月正式資料轉置後系統運作發生錯誤的機率。另
因平台功能限制，原期刊點收紀錄無法自動轉入，因此由人工方式逐筆鍵入，

轉置統計表如下表。

各項資料轉置統計表

紀錄種類 筆數 紀錄種類 筆數

書目紀錄 2,103,682 預約紀錄 124

館藏紀錄 2,251,033 經費檔 482

點收紀錄 16,517 訂購檔 924,570

讀者紀錄 37,073 付款紀錄 399,745

借出紀錄 25,438 電子資源書目紀錄（P2E） 575,679

（二）工作會議

自啟動會議開始，每月召開工作會議，視階段性任務調整開會週期和時

程，由評估小組成員／各模組負責同仁、廠商專案團隊共同參與；後期除月

會外，亦有每週線上視訊會議，直到正式上線。

（三）教育訓練

共計舉辦 8場系統功能導讀會、6場工作坊、50個小時教育訓練課程及
每週至少二次針對不同主題之線上課程，透過討論、實機上線操作、情境演

繹、案例說明，結合業務與系統功能，並聚焦可能問題，以尋求廠商提供最

佳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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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方系統介接

除了 ALMA平台導入之外，還包括與本館週邊服務系統（薦購系統、博
碩士論文系統讀者認證、AutoRPA讀者認證、資料庫指南 ERMG、RFID自
動還書箱暨三分揀設備、智慧書架）之介接。

（五）ALMA 專案重要工作紀事

ALMA專案自 2018年 10月專案啟動至 2019年 8月 1日上線，重要工
作紀事如下表。

ALMA 專案重要工作紀事表

工作紀事 完成日期

專案開始 2018 年 10 月 12 日

第一階段驗收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測試環境提供 2019 年 01 月 04 日

導入初始階段準備 2019 年 01 月 06 日

（原廠）專案啟動會議 2019 年 01 月 08 日

測試轉檔資料提交 2019 年 02 月 22 日

測試轉檔資料；第一階段參數表格提交 2019 年 02 月 22 日

測試轉檔資料檢查完畢並上傳至原廠規範位置 2019 年 02 月 26 日

測試資料導入開始 2019 年 03 月 01 日

第三方系統介接表格說明 2019 年 03 月 15 日

基礎訓練（線上課程） Part Essential 2019 年 03 月 15 日

測試資料導入 Production 環境 2019 年 03 月 18 日

原廠傳送 Production 環境給本館 2019 年 03 月 19 日

檢查測試轉檔資料 2019 年 03 月 29 日

SAML 廠商提供讀者認證資料 2019 年 04 月 12 日

種子館員取得認證 2019 年 04 月 18 日

本地化書標設定及印表機設定 2019 年 05 月 22 日

公告讀者注意事項：讀者儲存「借閱歷史」、預告「重新申請
預約」等

2019 年 06 月 10 日 ;
2019 年 07 月 25 日

入口網 Primo 查詢框設置 2019 年 06 月 20 日

館內初驗 2019 年 0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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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紀事 完成日期

正式資料轉檔表格提交
館員授權設定完成

2019 年 06 月 30 日

正式轉檔資料提交 2019 年 07 月 01 日

正式轉檔資料檢查完畢並上傳至原廠規範位置
2019 年 07 月 13 日 ;
2019 年 07 月 23 日

正式資料轉檔開始（參數凍結） 2019 年 07 月 15 日

薦購系統 ALMA 版 2019 年 07 月 23 日

提供讀者服務資料 2019 年 07 月 27 日

讀者服務資料正式轉檔開始 2019 年 07 月 28 日

認證系統 ALMA 端設定完成 2019 年 07 月 29 日

正式環境切換 （由 Millennium 切換至 ALMA） 2019 年 07 月 29 日

檢查正式轉檔資料 2019 年 07 月 29 日

第二階段系統參數調整與設定（館方） 2019 年 07 月 31 日

STP / Go-Live 正式上線 2019 年 08 月 01 日

第二階段驗收 2019 年 09 月 04 日

校方驗收 2019 年 10 月 23 日

專案完成 2019 年 11 月 01 日

ALMA自 8月 1日上線後，部份系統參數設定及使用規則（Terms of 
use）仍持續調校，各組亦針對工作流程修正優化；系統人員針對每月更新
內容重點中文翻譯，以使各組迅速掌握每月更新功能及 EL原始說明網頁彙
編、上傳至本館「館員知識管理平台 ALMA專區」，供同仁下載參閱，俾同
仁深入了解特定業務相關功能。

本館各組業務與新系統功能正積極整合，預期透過 ALMA的統整功能，
優化讀者服務與館務管理。

四、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Turnitin

有鑑於近年來學術抄襲之亂象叢生，為防止抄襲並提升論文品質，依據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自 2019年 8月 1日起，研究生論
文需經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始得進行學位考試。Turnitin論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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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系統收錄多種資訊來源，包含公開網頁資訊、學生論文報告、期刊雜誌等，

並將學生論文與資料庫中的內容進行比對，於文稿中以不同色彩標示出相符

處，可幫助指導教授檢視學生論文是否有不當引用或抄襲之可能。

圖書館主責 Turnitin系統之管理及教育訓練，除協助本校教師、助教及
學生申請系統帳號及解決相關疑難雜症，另外也針對教師端與學生端分別開

設利用教育課程，由講師及館員講授系統之功能及使用方式，以因應新訂定

的學位考試要點，支援校內師生順利完成論文比對。本年度之論文上傳數量

共 4,443篇、產生之比對報告數量共 4,641篇。

五、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9 暨 

永不凋謝的五四精神：羅家倫文物特展

為深化數位典藏成果的推廣與應用成效，

結合本校各系所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長領域

與圖書館的史料數位典藏，自 2012年起於每
年舉辦「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鼓

勵學者專家、研究者利用本館所建置之數位史

料，並協助推展研究成果之發表與交流。

本年度適逢五四運動百年及羅家倫先生逝

世五十周年，圖書館、歷史系、臺灣數位人文

學會共同舉辦「第八屆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9：文化思想流變
與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研討會，於 12月 13日假達賢圖書館的羅家倫

▲羅久蓉研究員代表家屬致詞並 
啟用「羅家倫文稿數位典藏」

▲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
壇 2019，朱美麗副校長
與貴賓合影。（左起：洪
振洲館長、劉昭麟教授、
朱美麗副校長、羅久蓉研
究員、陳志銘館長、薛化
元院長、德龍博士、陳秀
芬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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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堂舉行，邀請朱美麗副校長、文學院薛化元院長、圖書館陳志銘館長、歷

史系陳秀芬主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羅久蓉研究員等貴賓致詞，並由羅家倫

先生的家屬代表──羅久蓉研究員啟用「羅家倫文稿」數位典藏。圖書館自

2014年起規劃與執行羅家倫文庫數位典藏計畫，並陸續進行羅先生藏書與
史料之數位化及加值應用，其中首先啟用的「羅家倫文稿」資料庫，收錄羅

家倫先生珍貴的手稿史料，提供數位化影像、全文及關鍵字檢索功能；「羅

家倫文存數位人文平台」則提供多面向之數位人文研究工具。

本年度論壇除了歷史研究，更結合了數位典藏與數位

人文領域，邀請圖書資訊學與歷史學

領域的專家及年輕研究者與會。上午

場次是由英國杜倫大學的德龍博士介紹

漢學研究的“ctext”平台，說明平台設
計的使用方式、分析其使用者，並分享

“ctext”平台的設計概念。中研院近史
所潘光哲研究員則以 1930年代北京大學
為例，演講胡適對高等教育的改革及引發的

論爭。下午場次則分別由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兼圖書資訊館洪振洲

館長、政大歷史系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劉維開主持及評論，發表者研究主題

緊扣「數位人文」及「中國近現代史」兩個題材，與會者與發表人交流互動

熱烈，提問踴躍。

羅家倫長年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史料的蒐集與保存，圖書館亦自 2013
年起典藏羅家倫藏書及史料文物；除妥善保存圖書史料及文物外，也積極進

行數位典藏與加值工作。本年度配合論壇活動及達賢圖書館試營運，特別於

達賢圖書館特藏中心舉辦「永不凋謝的五四精神：羅家倫文物特展」，展品

包含羅家倫的善本收藏、墨跡手稿、五四運動宣言、照片、擔任政大教職的

聘書、文房四寶等，展覽期間為 2019年 12月 13日起至 2020年 2月 28日。

▲德龍助理教授（左）與潘光哲研究員
（右）分別發表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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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訊組織的變革與貢獻：完成中日韓文 

圖書改號《中文圖書分類法》計畫

本館中日韓文館藏分類系統原使用首任館長何日章先生編著之《中國圖

書十進分類法》，然該表至 2004年後再無修訂維護。面對科技的整合、新
興學門興起以及出版品的大量增加，本館賴以組織整理的分類系統已不敷使

用。為與臺灣各圖書館分類系統一致，並與世界接軌，本館於 2017年 5月
8日停用《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改採國家圖書館編印之《中文圖書分類
法》，並啟動舊館藏之回溯改號作業；著者號亦由原使用何日章著者號碼表，

改用「首尾五筆著者號取碼規則」。此一變革，不但解決新興電腦科技、臺

灣主題等類目無適合類號可用的問題，更提升主題編目的品質與效率，強化

書目知識服務的功能。

本館中日韓文館藏回溯改號計畫自 2017年 6月 7日起開始執行，至
2019年 12月底結束，回溯舊館藏的順序，以移入達賢新館典藏之中日韓文
多媒體資料與特藏室之教職員著作為第一順位，再考量分館類號的一致與單

純性，依序將商圖、綜圖、傳圖館藏類號回溯修正，總館館藏次之。最後為

原國研圖中日韓文圖書，其索書號雖為《中文圖書分類法》，但非採 2007年
版，且早期著者號取法更迭不一，為求分類規範之一致性，2019年 7月改
號計畫納入國研圖中日韓文圖書的索書號修正。本計畫耗時 2年 7個月，總
計完成開架式書庫中日韓文圖書共 311,884種 452,882冊之回溯改號。

改號計畫執行數量分析表

館別 種數 冊數

總圖 189,323 273,890

創新組視聽 9,789 18,250

商圖 23,870 31,538

綜圖 67,056 92,874

傳圖 8,047 12,553

特藏教著 3,534 4,618

國研圖（賴法）修正 10,265 19,159

合計 311,884 45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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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心學科服務

圖書館為進一步加強支援各系所教師使用圖書館資源，由圖書分館組與

推廣諮詢組聯手推出「全心學科服務」，以落實學科館員制度。本服務先從

主動向教師推廣圖書館整合查詢及數位資源系統著手，並辦理學科館員職能

訓練工作坊，邀請台大學科服務組與研究支援組林組長及魏小姐到館經驗分

享與交流。

2019年圖書分館組與推廣諮詢組同仁經過 6次籌備會議深度討論，建
立線上共享 Google工作表與即時通訊軟體群組（Line），以利即時提供小組
成員資料庫更新訊息與討論讀者問題解決之道。

8月 28日正式發函系所教師，「全心學科服務」正式啟動。由小組成
員擔任系所教師之學科服務館員，主動以電話或電郵與各系所教師聯繫，提

供圖書館最新服務相關訊息，教師對於圖書館有任何問題亦可與所屬學科服

務館員洽詢。透過「全心學科服務」，學科館員與老師緊密結合聯繫，將更

能有效支援教師利用圖書館各項資源於教學與研究。

八、《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曾任本
校前身之中央政治學校代教育長，在教育、

外交、文化、近代史研究方面貢獻卓著。其

收藏之文獻、史料以保存中華歷史文化為

念，除了顯示其個人學養之外，也揭開民國

初年中國政治思想、政黨政治與政治現實的

發展軌跡。2013年羅家倫先生家屬將羅家
倫所藏圖書文獻捐贈本校，2014年 6月簽
署捐贈備忘錄，同意將羅家倫畢生手稿、書

信、檔案、照片等重要史料捐贈本校典藏，

2016年獲家屬同意授權進行文稿全文數位
化，2019年完成建置《羅家倫先生文存》數
位人文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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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提供掃描檔與對照全文、全文檢

索與後分類、觀點變遷和年代劃分、自動文本標註等數位資料分析與閱讀工

具，其中觀點變遷和年代劃分工具係以切分文本方式，將文本分為數個時期

後輸入特定關鍵詞，探勘各個時期中此關鍵詞之關聯詞彙，再判斷各個相鄰

的時期是否應予合併，從而劃分出一個合適的時期觀察區間。

《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研究平台觀點變遷和年代劃分工具

而自動文本標註則提供多種外部搜尋來源，如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

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歷史地名資料庫（Temporal 
Gazetteer, TGAZ）、萌典以及英漢字典等。本平台開發之數位人文研究工具，
以擴展校內文史研究之視野，建構史料全文資料環境，發展數位人文資料分

析大數據為目的，期能透過尖端資訊視覺化及大數據文本探勘技術的發展與

應用，改變圖書館的傳統面貌和服務模式，創造支援更多元研究面向與議題

的數位研究環境與工具。

《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研究平台自動文本標註功能

33

第二章 年度重點



九、新資訊體驗環境及創客空間

創客空間位於達賢圖書館 5樓，面積共約 145平方公尺，規劃座位區與
實作區，座位區配置移動式桌椅、螢幕與投影機，支援討論、分享與互動；

實作區設置 FDM 3D列印機、SLA光固化列印機、雷射切割機、熱轉印機、
3D掃描器、虛擬實境（VR）、動態捕捉等軟硬體設備，以及具獨立顯卡的
高階電腦。2019年 12月 2日起達賢圖書館試營運，開放本校師生與教職員
使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9:00-17:00。

實作區軟硬體設備

開放式座位區支援討論、分享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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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徵集

‧ 交換贈送

‧ 資源組織

‧ 館藏

‧ 特藏資料與數位典藏

‧ 校史與檔案

‧ 學術產出

第三章、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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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源徵集

配合本校教學研究與發展，本館積極購置相關資源，以支援校內師生教

學與研究之需求。資源徵集主要業務包括全校圖書設備資源之預算編列、經

費分配、採購、核銷以及經費控制等。

2019年例行採購之各類型資源約 32,658餘冊（項），包含圖書、視聽、
期刊、報紙、資料庫及電子書等。

2019 年例行採購中西文各類型資源數量表

資料類型 種數 冊數（項）

圖書資料 5,886 6,353

視聽資料 85 155

期刊／報紙 1,786 1,806

資料庫 104 104

電子書 24,240 24,240

除例行校務基金之採購外，另經由其他如研究生調漲學費分配款項經費

購置資料庫 8種與電子書 2種。此外，亦收錄教師研究計畫用書及公款補助
圖書共計 14種 25冊。分析 2019年資源徵集數量較少之主要因素為達賢圖
書館館藏已於 2018年完成階段性採購作業，此外，圖書館於今年度試行減
少購置實體館藏政策，研擬將現有紙本期刊逐步改訂電子期刊，並主動建議

系所薦購之實體圖書改採購電子書，以提升資源使用之便捷性及減緩典藏空

間需求問題。

2017年 2018年

31,299

32,125

32,693

2019年

29,538

48,868

46,250

25,000

35,000

45,000

30,000

40,000

50,00050,000

2017-2019 年購入資源數量比較圖

■種數　■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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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各類型資源採購金額之比例，仍以資料庫支出比例最高，其次
是期刊／報紙，視聽資料最低。

圖書資料
7.34%

電子書6.59%

資料庫
54.21%期刊／報紙

31.61%

視聽資料0.25%

2019 年例行採購支出比例圖

二、交換贈送

圖書館充實館藏除了採購外，交換和贈送亦是館藏發展重要途徑之一。

本館索贈及受贈的資源十分廣泛，包含政府出版品、非營利性出版品、研討

會議資料、贈閱期刊研究專輯圖書，以及來自校友、校內師生熱心捐贈著作

及專題藏書等。此外，本校豐碩的出版品亦透過與國內外圖書館或學術機構

進行交換贈送，以達到資源互惠、學術交流的合作關係，發揮知識流轉與共

享的力量。

（一）受贈圖書

2019年全年贈書量共計 17,454種 20,440冊。受贈來源多為學校老師
及校友之私人藏書，其中不乏年代久遠、徵集不易且具有研究參考價值之圖

書史料，不但豐富了館藏資源，更成為本館發展特藏的重要資源。

■資料庫

■期刊／報紙

■圖書資料

■電子書

■視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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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8年

12,550
12,030

10,980

2019年

11,279

20,440

17,454

5,000

10,000

15,000

30,000

20,000

25,000

2017-2019 年度接獲贈書數量統計圖

2019 年大批贈書清單

日期（年 ‧ 月） 說明 種 冊

2019.01

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75 169 

傳播學院陶亞倫老師 143 143 

經濟系黃俞寧老師 120 120 

2019.02

National Library of Korea 50 50 

林培淑小姐 86 87 

傳播學院鍾蔚文老師 279 280 

董玉婷小姐 78 78 

簡秀玲小姐 175 175 

2019.03

公行系施能傑老師 414 426 

台大社科圖童敏惠組長 74 76 

李遠芳小姐 354 355 

2019.04
英文系 2,801 2,886 

蕭學文先生 69 93 

2019.06 新聞系林元輝老師 878 1,047 

2019.07

王建一先生 64 65 

圖書館李佩樺小姐 82 84 

廣電系黃葳威老師 25 50 

蔡宜峻先生 35 58 

■冊數　■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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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年 ‧ 月） 說明 種 冊

2019.07 蔣淑津小姐 76 135 

2019.09

日文系黃錦容老師 218 239

企研所 84 84

政治系孫善豪老師 3,312 3,844

洪啟崧先生 143 167

香港城市大學 52 52

教育系周祝瑛老師 878 998

傳播學院蔡琰老師 146 146

經濟系陳樹衡老師 111 114

2019.10 政大出版社 11 354

2019.11
人事室 423 908

徐維芷小姐 109 121

2019.12
公行系張家洋老師 1,607 1,744

企管系司徒達賢老師 489 531

總　計 13,461 15,679

（二）受贈手稿與史料

圖書館積極徵集並典藏有關中國與臺灣近現代史、人文藝術思想之手稿

與文書史料，包括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張君勱先生文書、羅家倫

先生手稿文書文物、陳芳明教授手稿、尉天驄教授手稿、任卓宣先生手稿文

書、龍瑛宗先生手稿、余光中教授手稿及文物、鄭世璠先生手稿文書、鄭學

稼教授手稿等。2019年新簽署臺灣時代社及史明（施朝暉）先生受贈備忘錄。
累積至 2019年已完成整理之史料為 33,187件。

大批手稿與史料捐贈數量統計表

捐贈者 說明 件

鄭安宏 鄭世璠先生手稿、書信、文物 14,852

羅久芳 羅家倫先生手稿、文書、文物 4,755

臺灣時代社 左雄及臺灣時代社手稿、文書、刊物 21

范我存 余光中教授手稿及文物 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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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換贈送及轉贈書刊

交換贈送主要業務為綜理本校各單位出版之學術期刊、專書等，寄送與

本館有長期交贈之國內外圖書館或學術機構，促進本校豐富研究成果的傳播

與交流。此外，並協助將碩博士生畢業學位論文送存國家圖書館典藏。2019
年共接獲 28種 107期學刊、29種專書以及 1,719種 3,438冊學位論文，寄
出 5,109冊學刊、583冊專書以及送存國家圖書館 1,719冊論文，總計 7,411
冊。

其他出版品主要轉贈對象為長期交換合作之圖書館、有需求之單位及轉

贈個人讀者等。本年度轉贈海外圖書館有韓國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信

息資源管理學院等 89冊及個人讀者 5,585冊，合計共 5,674冊。

2017年 2018年

6,065

5,674

7,411

2019年

5,332

6,865

6,216

5,000

5,500

6,500

7,500

6,000

7,000

8,000

2017-2019 年交贈及轉贈圖書冊次統計圖

三、資源組織

資源組織業務主要包含各類型圖書資源分類編目、書目資源共享、書目

與權威檔及資訊組織規範之建立與維護，以及本校機構典藏、學術期刊、學

位論文等系統之管理維護、推廣與教育訓練。

2019年完成分類編目各類型館藏約 22,522種 25,199筆，除例行採購之
圖書、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尚包括專案計畫圖書、贈書、政府出版品與回溯

建檔圖書等。其他資訊組織成果還包括書目資料上傳 NBINet系統總計 15,578
筆，OCLC書目上傳 6,116筆，權威檔建置 618筆、書目轉檔 36,286筆。

■本校出版品　■其他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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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中日韓文圖書分類系統更換為《中文圖書分類法》與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轉換 ALMA雲端服務平台，重新編製記述及主題編目、資訊組織等技術
服務規範文件。在面臨圖書分類及自動化系統的轉變，仍深耕知識服務，呈

現豐碩成果，2019年度於各項知識組織會議上獲得不斐的成績，如 NBINET
全國合作館館長會議獲頒金心獎與金威獎、「2019年臺灣 OCLC管理成員
館聯盟會員大會」獲頒「2019年全體成員館原編上傳量第一名」與「第 7
級會員原編上傳量第一名」二種獎項及 2019亞洲 Top 10原編上傳圖書館中
第五名。

2017年 2018年

16,316
15,055

14,186

2019年

19,559

5,858

26,929

5,000

10,000

15,000

30,000

20,000

25,000

2017-2019 年新進圖書分編數量冊次統計圖

比較 2018年至 2019
年各類型資源中西文資訊

組織數量，本年度因組織

重整，增加論文分編數

量，唯因資訊組織和加工

人力的精簡、圖書館自動

化系統的更新，加上孫中

山紀念圖書館館藏與羅家

倫先生藏書在社資資料組

組織重整後，藏書分編業

務暫停，故編目量較以往

減少。

圖書
47.00%

電子資源
37.20%

複本處理
8.10%

回溯建檔
0.20%

視聽1.48%
其他類型
（桌遊）
0.02%

論文
6.00%

■中文　■西文

2019 年各種類型資源分編成果比例圖

■圖書　■電子資源　■論文　■回溯建檔　■視聽

■複本處理　■其他類型（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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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訊組織佔比分析，本年度回溯建檔業務較 2018年減少，但增加複
本處理數量；另外，因應圖書館服務的推陳出新，於資訊組織上也需處理較

以往更加多元複雜如桌遊等的資料類型，以面對各種新型態資訊的挑戰。

四、館藏

館藏為圖書館各項服務的基礎，本館館藏資源，以配合校內師生教學研

究需要為主，並逐步建置特殊研究型學術資源，實體與虛擬館藏並重。截至

2019年止，實體館藏與電子資源已超過 432萬 7千冊（件）。

（一）圖書期刊視聽資料

本館有中西文圖書 1,892,642冊、期刊合訂本 232,878冊、現期期刊
2,449種、現期報紙 76種、視聽及微縮資料 1,302,651件，實體館藏量達
343萬冊。2017-2019年分館之館藏數量比並無明顯改變，社資中心些微消
長，總圖則較 2018年成長 0.2%。2019年本館讀者擁書率，按實體館藏中
西文圖書比約 81.12冊 /人，較 2018年成長 20.89%。

2019 年書刊視聽資料統計表

中文

圖書

西文

圖書

期刊

合訂本

現期

期刊

現期

報紙

視聽

資料
總計

百分

比

總圖 523,725 245,432 114,249 1,295 31 22,641 907,373 26.45%

傳圖 19,372 22,406 9,307 218 14 423 51,740 1.51%

商圖 55,005 34,897 17,832 162 10 597 108,503 3.16%

綜圖 140,275 139,061 39,185 571 10 629 319,731 9.32%

國研圖 70,992 48,424 38,047 203 11 340 158,017 4.61%

社資中心 460,555 132,498 14,258 0 0 1,278,021 1,885,332 54.95%

總計 1,269,924 622,718 232,878 2,449 76 1,302,651 3,430,696 100%

42

2019圖書館年度報告



總圖
26%

綜圖
9%

傳圖2%

國研圖5%

商圖3%

社資中心
55%

2019 年各館館藏數量比例圖

（二）電子資源

本館電子資源共有 896,932種，其中包含資料庫 337種、買斷型電子書
175,327種、使用權電子書 630,217種及電子期刊 91,051種。

電子書（買斷）
175,327

電子期刊
91,051 資料庫337

電子書（使用權）
630,217

2019 年電子資源數量統計圖

（三）館藏淘汰

2019年本館依「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暨社會科學資料中心館藏淘汰實
施辦法」，將破損無法修復、複本過多、內容無保存價值、長期下落不明之

書籍、隨主體註銷之附件，以及不裝訂、非學術性、複本期刊等資料予以註

銷，共計 9,275件。

■社資中心

■總圖

■傳圖

■商圖

■綜圖

■國研圖

■電子書（使用權）

■電子期刊

■資料庫

■電子書（買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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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各館報廢資料統計表

總圖 傳圖 商圖 綜圖 國研圖 社資中心 總計

圖書 4,291 127 － 1,341 － 45 5,804

論文 － － － － － － 0

視聽資料 9 － 75 558 － － 642

期刊 － 1,448 695 667 － － 2,810

報紙 15 － － － － － 15

附件 3 － － 1 － － 4

微縮資料 － － － － － － 0

總計 4,318 1,575 770 2,567 － 45 9,275

五、特藏資料與數位典藏

本館特藏資料以臺灣與中國近現代政治社會文化發展及東亞區域政治與

文化思潮為特色主題，典藏包含國民政府時期出版品與剪報資料、民眾團體

資料、海外民主運動刊物、臺灣文學等；資料類型包括圖書、期刊與手稿、

照片、文書等非書資料，目前已完成整理入藏之特藏資料合計 102,832件。
中正圖書館特藏室採閉架式管理，典藏 1949年以前的中文資料、1911

年以前的西文資料、昭和 20年以前的日文資料，提供線上調閱服務。羅家
倫文庫則典藏於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採開架式管理。2008年以來，配合數
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發展，圖書館也陸續整理與徵集臺灣民主運動海外史料、

方豪孝思堂文庫、羅家倫文庫、鄭世璠文庫、尉天驄文庫以及程天放先生、

陳芳明教授、龍瑛宗先生、余光中教授、鄭學稼教授、臺灣時代社、史明先

生等中國與臺灣近現代史料以及名家手稿文物等珍貴資料。2019年重點工
作包括達賢圖書館特藏中心庫房建置、完成乾式清潔與保護盒更換 24函，
以及進行特藏盤點與搬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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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數量（冊 / 件）

圖書 69,594

期刊 2,258

非書 30,629

善本 351

數位典藏方面，已公開啟用之主題包括：民俗臺灣、臺灣總督府府（官）

報、民國 38年前剪報資料庫、方豪數位典藏、程天放數位典藏、知識分子
與臺灣民主化：大學雜誌、陳芳明手稿、《筆匯》革新號、我樂多齋：鄭世

璠文庫日治時期藝文期刊、文季系列刊物、兩大機關報下的蘇聯：《消息報》

與《真理報》、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數位典藏。2019年 12月 13日
啟用羅家倫文稿數位典藏。另持續進行內容新增或擴充之數位典藏計畫則包

括珍古傳今‧羅家倫文庫善本數位化、鄭世璠文庫數位典藏計畫、臺灣政

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

2019年數位內容建置重點工作成果略述如下：

計畫名稱 簡介 2019 年重點工作成果

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
海外史料資料庫

收錄 1950-1990 年代於海外所出版
的政論性刊物，忠實的保存與呈現
在臺灣民主進程中不同意識型態的
理念與見解。

◆新增 metadata 與全文影
像 2,189 筆

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
料庫（原「政府人事
異動資料庫」）

收錄總統府公報人事任免命令，內
容涵蓋我國百年來的文武官員異動
紀錄。

◆新增 metadata 與全文影
像 8,297 筆

羅家倫文庫善本書
數位化

羅家倫文庫之善本書與清版線裝書
數位化。

◆新增 metadata9 種

羅家倫文庫手稿文書
數位化

羅家倫文庫之手稿文書數位化。
◆新增 metadata 與全文影

像 397 筆

兩大機關報下的蘇聯：
《消息報》與《真理報》

收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圖書分館典
藏之 1961-1990 之俄文剪報，為研
究蘇聯政體、社會文化與冷戰時期
國際局勢的重要參考資料。

◆新增 metadata 及數位化
影幅整併 557 筆

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
人文平台

收錄《羅家倫文存》全文內容，提
供掃描檔與全文、自動文本標註與
觀點變遷等工具，期能發展可有效
協助專業研究者創造更多元研究面
向與議題的數位研究環境與工具。

◆新增 metadata 及數位化
影幅整併 2,65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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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史與檔案

2018年 7月本校校史室業務正式移撥圖書館管理，目前清點完成包含
校長手稿、公文書信、出版品、器物、圖像資料、視聽資料及藝術品等共計

5,209件。由於校史文物類型及數量繁多，為便利庫房管理、調閱服務及後
續數位典藏規劃，特建置「校史文物登錄管理系統」，整合各類型文物目錄，

提升校史文物管理效率。此外，為能有系統整理並保存校史記憶，以提供校

友師生瞭解本校發展脈絡，本館建置「政大記憶WIKI」網站，希望透過互
動共筆的方式，撰寫屬於政大人的校史，凝聚政大人認同感及推廣本校特色。

2019年重點工作成果敘述如下：

系統名稱 簡介 2019 年重點工作成果

校史文物登錄管
理系統

內容包含校長手稿、公文書信、出版
品、器物、圖像資料、視聽資料、藝
術品等文物。

新增 metadata 600 筆

政大記憶 WIKI

協力共筆的方式探索本校發展脈絡，
包括：歷史記憶、建築、人物、生活
等範疇，以推廣政大特色，凝聚政大
人認同感。

建置「政大校史」、「歷屆校
長」、「大事紀」、「政大人
物」、「建築巡禮」、「校園
生活」內容條目 248 筆

七、學術產出

教研團隊學術成就與研究成果的質量，是研究型大學的重要評量指標，

而學術產出即是學術研究活動的具體成果。圖書館建置政大機構典藏、政大

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政大學術期刊資源網以及政大學術會議論文資源

網，納入本校各類型學術產出，保存本校各項學術研究活動成果。

為使本校學術資源服務整合，2019年將「學術期刊網」整併至「政大
機構典藏」系統中，持續典藏本校學術期刊論文資產。為展現本校研究能量，

提高作者學術成果的能見度與影響力，政大機構典藏持續上傳教師著作、各

學術期刊以及學位論文等資料，2019年新增書目 6,268筆、全文 5,112筆，
總計共收錄 118,919筆資料，其中 89,150筆為全文，全文率達 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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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政大機構典藏網站各類著作筆數統計圖

博碩士論文是大學重要的學術產出，也是本校學術研究能量的展現。

2019年本館「博碩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獲頒「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之學術熱點獎（I），為點閱數第四名大學校院。此外，為提升本校學
位論文之國際能見度，仍持續推動學位論文註冊 DOI，2019年電子學位論
文註冊計有 1,591篇。

為增進研究社群查找與引用本校教職員生之學術成果之便利性，並有助

於本校學術社群與國際接軌，進而提升本校學術能量與國際能見度。「學術

集成平台」（Academic Hub）自 2017年 4月上線後，2019年仍持續開發，
擴增四項指標性內容的基礎統計與視覺化顯示功能，並引入臺大臺灣學術機

構典藏計畫（Taiwan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AIR）API，分
別敘述如下：

1.基礎統計與視覺化顯示功能：提供使用者進入著作介面時，能發掘更多
參考文獻作為研究參考，四項指標性統計包含每日進站人數、社群下載

排行、作者下載排行，以及文件下載排行，各項資料能讓使用者發現學

術集成平台熱門學術區塊，擴展研究者的研究內容與項目之可及性，提

升本校學術能見度及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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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集成平台社群下載數量排行圖

2.引入 TAIR API：利用著作題名觸發相關
文獻連結 API，逕向臺大 TAIR進行相似
度比對查詢，並回傳相似度排名前五筆文

獻，同時提供網頁連結、著作名稱、作者

及學校等基本資料，匯集相近領域及研

究之學者著作，促成討論共同合作之可能

性，亦能讓使用者更深度了解本校與他校

學術能量與學術領域特色差異，進而顯現

本校之研究產能特色，並提升本校教師著

作與他校教師著作之聯結。

學術集成平台文章連結臺灣學術
機構典藏計畫（TAIR）API

■社群總下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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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

‧ 入館及網站到站人次

‧ 圖書流通

‧ 多媒體服務

‧ 調閱服務

‧ 館際文獻交流

第四章、閱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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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服務是圖書館面對使用者的第一線，且扮演連結圖書館與讀者之間

的橋樑，具有法規執行及環境行銷的雙重任務。本館於 2019年導入 Alma
圖書館雲端服務平台，同時達賢圖書館加入營運，值此重新檢視並調整閱覽

服務之法規、系統流程及空間定位等，以期提供讀者更便利友善的優質服務

及閱覽空間。

在法規執行方面，2019年初配合圖書館雲端服務平台轉換，修訂相關
借書規則，到期日從以週數計算改為以天數計算；全面清查整理因平台轉換

衍生之圖書罰款重購問題；改變使用者登入方式，帳號與教職工／學生證號

同步，不再額外鍵入檢查碼；公告通知使用者確認帳號、密碼與電子郵件信

箱，確保個資安全。上述各項作業，皆為無縫接軌，並經多次以各種方式宣

導，盡量將平台轉換之衝擊減至最低。

在環境行銷方面，圖書館全面檢視調整空間及運作模式：中正館的悅讀

區及研究小間的認證，經由新平台介接學校電算中心即時認證；原中正館數

位資源學習區之資訊檢索教室及多媒體服務移至達賢館後，將電腦之使用及

電子資源檢索等需求移至 2F提供服務，原空間則積極規劃設置陳芳明書房，
未來將提供閱覽、小型講演活動及新書展示，讓人與書之間更加親近；原國

研分館館藏及人力併入達賢館；綜圖與商圖分館之公播與家用版影音資料亦

搬遷至達賢館繼續提供服務；綜圖分館則於大門加設空氣門以改善夏天悶熱

的閱覽環境。

本年度各項閱覽服務以統計數字呈現具體成效，綜述如下：

一、讀者

2019年本館讀者人數 23,331人，讀者類型區分為教職員、大學生、研
究生及其他（包括校友、校外人士、館際互借等）四大類，教職員 1,974人；
大學生 9,828人；研究生 7,707人；其他類型讀者 3,822人；其他類型讀者中，
以校友比例最高，佔該類型讀者 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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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8.5%
其他16.4%

大學生42.1%研究生33.0%

2019 年讀者類型比例圖

二、入館及網站到站人次

2019年本館入館人次超過 137萬 7千人次，中正館（含悅讀區）入館人
次，佔全館六成六。其中國研圖因搬遷之故，開放時間僅為 1-9月；而社資
中心也於 4月 1日撤除刷卡機制，因而統計數據有明顯的落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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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各館進館人次圖

此外，達賢館於試營運期間入館人次為 41,945人次。
圖書館網站乃以 Google Analytics（GA）進行網站流量統計，2019年累

計檢視頁次 2,621,738次，平均每日被檢視頁次約 7,183次，較 2018年成
長約 2.6%。

■教職員

■大學生

■研究生

■其他

■中正館

■悅讀區

■綜圖

■商圖

■傳圖

■國研圖

■社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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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流通

（一）流通總量

2019年流通量超過 59萬 5千冊次，較 2018年增加約 1.15%。圖書借
還量於 2019年開館日平均每天約 1,804冊次，以每天開館 14小時計，每小
時約 129冊次流通。

2017年 2018年

689,525

2019年

588,572

595,333

500,000

650,000

600,000

700,000

2017-2019 年流通冊次圖

（二）讀者類型借閱統計

依讀者類型及其借閱流通量來看，2019年學生借閱流通量共 259,948
冊，占總借書冊數的 77.57%，其中研究生借書冊數佔總借書冊數 45.71%
為最高。

教職員43,586
13%

其他31,562
9%

大學生106,770
32%

研究生153,178
46%

2019 年各類型讀者借閱冊次比例圖

■教職員

■大學生

■研究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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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各學院教職員生圖書借閱流通量比例來看，2019年借閱率最高的
學院依序為文學院、社會科學院與外語學院；相較於 2018年，文學院、社
會科學院、法學院、國際事務學院與教育學院等，其借閱率皆有提升。

0 10％ 20％ 30％ 40％

國際事務學院

商學院

教育學院

外語學院

文學院

法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傳播學院

理學院

2018-2019 年各學院教職員生借閱率比較圖

進一步就教職員與學生的借閱分析，教職員、博士班與碩士班學生皆以

文學院借閱量居冠，大學生則是社會科學院學生圖書借閱量最高，文學院與

外語學院排名第二與第三；教職員借書則以外語學院居次，博士班與碩士班

學生皆以社會科學院排名第二。

社會科學學院

理學院

傳播學院

法學院

文學院

外語學院

教育學院

商學院

國際事務學院

0 30,00020,0001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2019 年各學院各類型讀者借書冊次圖

■ 2018 年　■ 2019 年

■教職員

■博士班

■碩士班

■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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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媒體服務

（一）影音資料服務

影音資料透過劇情、拍攝手法、影像、聲音等模式激發使用者不同於

文字的思考及學習管道，故本館持續充實各類影音媒體及設備以滿足使用者

需求。各館收藏資料各具特色，中正館數位資源學習區主題多元豐富；分館

以學科知識主題為主；稀有的錄影帶則是中正館非書資料區的珍貴收藏。中

正館數位資源學習區自 2019年 7月起停止服務，館藏搬遷至達賢館多媒體
創意學習空間，2019年 11月起達賢館始試營運；商、綜圖視聽資料亦於
2019年 7月整併至達賢館多媒體創意學習空間。

239 153 129

120 155 12

32 54 21

31,916 23,446 9,143

5 7 8

傳圖

綜圖

商圖

中正館數位
資源學習區

中正館非書
資料室

0% 60%40%20% 80% 100%

2017-2019 年各館視聽資料使用筆數比例統計圖

視聽資料服務透過網宣、文宣、電子看板等多種管道進行推廣：每兩個

月製作「熱門借閱影片排行榜」，反應讀者的觀賞興趣；「新片介紹」即時

上傳最新到館資料之中英文影片簡介及輪播新片預告；「主題影展」偕同服

務學習課學生一同規劃，透過精選主題，從不同脈絡欣賞激盪火花，引導讀

者從各種角度欣賞影片。本年度主題影展有「湯姆漢克影展」、「幸福影展」、

「我們與媽媽的距離」、「sport影展」、「圖書館週影展」等主題影展。
圖書館也提供 3人以上團體討論室方便使用者教學研究、課業討論及影

片欣賞。中正館數位資源學習區設有 3間集思小間，綜圖設有 1間研討室，
商圖設有 2間研討室，皆配置有會議桌椅、網點、電源及投影設備。中正館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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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源學習區自 2019年 7月起停止服務，館藏及討論空間搬遷至達賢館。
達賢館討論室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試營運。

38,357 8,986 8,914

1,431 1,700 1,909綜圖

商圖

中正館數位
資源學習區

0% 60%40%20% 80% 100%

4,167 6,096 4,810

2017-2019 年集思小間／研討室使用人次比例統計圖

*2018 年統計基準改以時段計算

（二）微縮資料服務

社資中心微縮資料館藏內容包括國科會獎助代表作及研究報告、中西文

報紙與期刊、中文善本書、美國政府出版品、聯合國出版品、ERIC、DAO
西文博碩士論文等，極具參考研究價值。然因社資中心館藏搬遷，2019年
微縮資料使用人次與使用件數較以往減少。微縮資料館藏自 2019年 9月搬
遷至中正館，繼續提供讀者服務。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0

100

200

300

400 371

238

324

221 161

111

2017-2019 微縮資料使用人次與使用件數統計圖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人次　■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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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閱服務

本館調閱資料依總館與各分館所藏資料類號，分置中正館撤架區、九舍

書庫（綜、商圖使用）、傳圖撤架區、國研撤架區、社資中心撤架區、特藏

室以及國研、社資中心搬遷作業啟動前後。讀者可於線上申請所需資源，圖

書館則定時調書並通知讀者取用。

2019年本館調閱資料共 4,381冊，較去年成長。調閱數量以中正館撤
架區佔 42.8%居冠，社資中心居次佔 22.6%，九舍書庫 21%第三。

460 272 991

320 275 235

173 24 329

68 112 31

945 976 919

2,340 2,357 1,876

特藏室

社資中心

國研圖書分館

傳圖撤架區

九舍書庫

中正館撤架區

0% 60%40%20% 80% 100%

2017-2019 年調閱冊數比例統計圖

六、館際文獻交流

館際文獻交流包含圖書借閱與文獻複印，本館主要以跨校借書服務與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簡稱 NDDS）提供館際合作的服務。

（一）跨校借書服務

1. 合作館跨校借書證服務
本館與多所大學及研究機構圖書館合作，以交換借書證方式為全校師生提

供圖書互借服務。截至 2019年底，與本館簽訂圖書互借協定數量共計 48所。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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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

2,003

2,683

938879

3,742

1,264
1,545

1,923

本館借證人次 本館向他館借書冊數 他館向本館借書冊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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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2,500

3,500

1,000

2,000

3,000

4,000

2017-2019 年借證人次及冊次統計圖

其他學校6.09%

臺灣大學
64.30%臺灣師範

大學7.59%

中研院文哲所4.89%

中研院
人社聯圖4.14%

中研院
史語所3.69%

世新大學2.45%

中研院人社中心1.35%
淡江大學1.20%

東吳大學1.05%
中研院

近史所3.25%

2019 年跨校借書服務本館向他館借書冊數排名比例圖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臺灣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中研院文哲所

■中研院人社聯圖

■中研院史語所

■中研院近史所

■世新大學

■中研院人社中心

■淡江大學

■東吳大學

■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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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學校10%

臺灣大學
36%

臺灣師範
大學10%

臺北
教育大學10%

海洋大學9%

輔仁大學4%

東吳大學5%

國防大學3%

臺北市立大學3%

世新大學6%

臺灣
戲曲學校4%

2019 年跨校借書服務他館向本館借書冊數排名比例圖

2. 臺師大一卡通
本館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簡稱臺師大圖書館）合作實施兩校專

任教師與博士班學生一證通用之圖書借閱服務，2019年本校讀者向臺師大
圖書館申請人數為 265位，臺師大圖書館讀者向本館申請人數有 585位。

（二）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本館透過由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建置之「全國文獻服務傳遞

系統」（簡稱 NDDS），提供讀者線上聯合目錄查詢與線上申請國內外圖書
館館際借書或文獻複印服務。依據最新版 NDDS使用統計及服務績效報告
（2018年版），本館在促進全國資源共享的服務量名列第 6名、處理時效名
列第 4名、獲取率第 7名。

■臺灣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

■海洋大學

■世新大學

■東吳大學

■輔仁大學

■臺灣戲曲學校

■國防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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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館向本館申請
影印件數

660 538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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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向他館申請
影印件數

276 14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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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國內文獻傳遞服務申請件數統計圖

0 604020 80 100

他館向本館申請
影印件數

11 5 3

本館向他館申請
借書件數

42 30 5

本館向他館申請
影印件數

21 13 11

他館向本館申請
借書件數

19 11 11

2017-2019 年國外文獻傳遞服務申請件數統計圖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59

第四章 閱覽服務



60

2019圖書館年度報告



‧ 參考諮詢

‧ 資訊檢索

‧ 利用教育

‧ 導覽服務

‧ 推廣服務

第五章、參考與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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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考諮詢

為協助及指引讀者充分使用圖書館之各項服務，各館服務櫃臺皆提供讀

者參考諮詢服務，但因各分館服務項目與資料類型不同，讀者問題也有所差

異，主仍以指示性問題為大宗。

6

637

101

46

56

479

2,080

1,806

438
608

90

747

532

575

中正館 綜圖 商圖 傳圖 國研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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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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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參考諮詢問題類型件數統計圖

* 其它：中正館為電腦及視聽媒體問題，分館為資料庫問題。
* 因組織重整與搬遷，中正館之參考諮詢問題統計不包含 7 至 10 月期間之資料，並與達賢
館開館後之數據一併計算。

* 國研圖本年度僅服務至 9 月。

由於本館電子資源大多可開放校內教職員工於校外連線 VPN使用，但
大多數使用者對使用方式不甚熟悉，所以參考諮詢問題以電子資源之連線及

設定問題居多。另自 2019年 8月起，研究生應進行論文比對始得提出學位
考試申請，因此針對使用 Turnitin系統的諮詢問題也逐漸增多。

■參考諮詢問題

■指示性問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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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連線、設定問題

資料庫查找問題

特定資料庫使用

館藏（OPAC）查詢

館際借書（文獻傳遞）

論文上傳問題

其他本館網站服務問題

資料庫課程（個別指導）

0 604020 80 100

9

42

70

4

6

81

91

29

2019 年 1-6 月中正館主要參考諮詢問題件數統計圖

0 605040302010 70 80

圖書館系統登入問題 69

電子資源使用問題 39

其他 4

資料庫課程（個別指導） 6

Turnitin使用問題 68

2019 年 11-12 月中正館主要參考諮詢問題件數統計圖

* 其他：含參訪導覽申請。
* 因組織重整與搬遷，中正館之參考諮詢問題統計不包含 7 至 10 月期間之資料，11 月起統
計項目有所異動，並與達賢館開館後之數據一併計算。

就諮詢方式而言，圖書館提供現場諮詢與非現場諮詢。非現場諮詢包括

電話諮詢或線上諮詢等方式，線上諮詢可透過以下五種途徑取得協助：1.全
國圖書館合作參考服務平台；2.圖書館網頁諮詢單；3.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
4.政大校務建言系統；5.圖書館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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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館

傳圖

商圖

社資

國研

綜圖

0 40%20% 60% 80% 100%

95 7

2,938

139 35

3731,481

59

495 249

2,157 347

2019 年參考諮詢方式件數統計圖

* 因組織重整與搬遷，中正館之參考諮詢問題統計不包含 7 至 10 月期間之資料，並與達賢
館開館後之數據一併計算。

* 國研圖本年度僅服務至 9 月。

二、資訊檢索

因應電子化趨勢及讀者使用習慣之改變，圖書館將「學術資源探索系統」

及「電子資源指南」整合為單一系統，提供使用者更便捷的檢索入口，透過

單一身分認證，即可查詢所有電子資源館藏，還可從 Google Scholar、出版
社、學會及開放取用資料庫等不同來源處獲得資源，為使用者帶來便利的資

訊檢索方式。

根據圖書館電子資源指南登入次數統計，本年度資料庫使用率最高的前

十名如下表，排名略有變動，但依舊以法學相關資料庫使用程度最高，共有

三種資料庫進入前十名。

排名 資料庫名稱 2018 年排名

1 月旦知識庫 2

2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CEPS + CETD 整合入口網） 1

3 中國知網（CNKI）（含青島網站） 3

4 法源法律網 4

5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Web of Science） 5

■現場諮詢

■非現場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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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資料庫名稱 2018 年排名

6 聯合知識庫 6

7 Westlaw Next 7

8 漢珍知識網〈報紙篇〉—臺灣日日新報 17

9 JSTOR 13

10 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國家圖書館） 10

2019 年資料庫登入次數前十名

中正館及各分館皆設有資訊教室，平時為讀者課餘自由上機使用，另有

需求時也可成為資料庫講習課程教室，讀者利用劃位系統自行選位，便於資

訊安全管控。因應數位資源學習區的改建，中正館一樓資訊檢索教室於 6月
28日結束服務。

達賢館 11月試營運期間開放資訊教室 A，12月擴大試營運後全面開放
三間資訊教室供讀者使用。達賢館之資訊教室 A設有雙螢幕、三螢幕及較高
規格之電腦設備，以滿足讀者繪圖、剪輯影音等多元需求，並配置掃描機、

大型繪圖機及印表機等設備，除有投幣式印表機外，為提供更多元的列印服

務，圖書館也支援電算中心儲值列印及 Google雲端列印服務，只需於館內
雲端印表機感應學生證或職員證扣款後即可取件。下圖為近三年資訊教室使

用人次統計圖，分館使用人次受中正館資訊教室關閉影響而略有上升。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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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

55,52371,047

79,483
83,024

107,198

24,388

1,931

近三年資訊教室使用人次統計圖

* 中正館統計至 6 月 28 日為止，達賢館自 11 月起開始計算。

■分館

■中正館

■達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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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教育

（一）電子資源教育訓練

為使館藏資源發揮最大價值，每學期館員皆會規劃一系列利用指導課

程，以強化讀者對館藏資源的運用。本年度之課程主題包含「圖書館學術資

源介紹與搜尋」、「學科專業資料庫」、「EndNote參考書目管理軟體」與
「Turnitin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前者主要說明圖書館各項電子資源
檢索系統使用方式及常用綜合性資料庫介紹，再者針對學科主題資料庫進行

介紹及操作說明，而 EndNote軟體與 Turnitin系統使用教學也是研究生參與
度較高的熱門課程。本年度中正館及各分館合計開設 82門課程，共有 2,153
位讀者參與。

圖書館除了主動開課外，也接受老師或五人以上學生團體預約登記課

程，並提供客製化的教學內容。而圖書館精靈服務則是由館員親自至教師研

究室提供個別指導服務。最近三年的資料庫檢索課程分析詳見下圖。

參加人次

時數

場次

0% 60%40%20% 80% 100%

2,164 1,873 2,153

82

178206.5 140

104 93

2017-2019 年資料庫檢索課程分析圖

另因中正館資訊教室於 6月底結束服務，達賢館 11月試營運前也尚未
全面啟用資訊教室，期間因尚無可容納較多人數的空間提供教學，故針對熱

門的主題與資料庫製作四門線上課程，放置於圖書館網頁，提供讀者便利的

線上自學管道。

圖書館也協助資料庫廠商推出有獎徵答活動計 24場，藉由使用各種資
料庫找答案的過程中更加有效的利用電子資源，提升館藏資源的使用效益，

達到教育的目的。

■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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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導覽服務

本年度中正館及各分館參觀導覽活動共計有 86個場次，參訪人數達
1,261人。由館員悉心規劃參訪路線，帶領校內外貴賓悠遊於各具特色的中
正館與分館，體會本館致力保存傳統文化的同時，以現代化之軟硬體設備所

營造出人與知識的對話氛圍。

達賢館於 2019年落成完工，並自 11月起試營運，甫開館便舉行多場開
幕之定點導覽，更吸引了眾多校內外之貴賓及學生團體前來參訪。達賢館獨

特的空間設計與新穎的數位設備，成為政大校園最新的一大特色與亮點，參

訪之讀者對此皆感到驚艷不已；另針對訪客之不同需求，也提供特藏中心及

創客空間之深度導覽，向外推展其相關服務與資源，並鼓勵讀者踴躍使用，

進而達到支援學術研究、課堂教學與培育跨領域人才之目的。

參加人次 場次

中正館 228 8

達賢 789 52

達賢 - 特藏中心 60 8

達賢 - 創客空間 187 16

分館 83 10

社資 - 孫中山圖書館 161 16

2019 年各館導覽服務統計表

* 達賢館特藏中心與創客空間之統計不含開幕定點導覽。

五、推廣服務

（一）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開幕展示

圖書館配合 11月 22日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開幕式，於達賢館七樓羅家
倫講堂設置羅家倫文庫裝置藝術，以世界地圖為背景，說明羅家倫先生藏書

幾度遷徙，跨越兩大洋，最終落腳政大的過程。此外，特藏中心也展出了羅

家倫先生的藏書與史料文物，並且提供定點導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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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賢館七樓羅家倫講堂裝置藝術

（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圖書館與政大出版社

合作，重新編排出版鄭學

稼教授遺作《中國共產主

義運動史》，並於 10月 7
日假中正館一樓大廳舉辦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

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新書發表會由本校歷

史系劉季倫教授主持，邀

請中文系尉天驄名譽教授、

周玉山考試委員、人文中

心劉維開主任共同座談，

現場同時展出著作、手稿

等實體內容。尉教授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發展，影響範圍廣泛，特別

是在政治與經濟方面。以往關注政黨政治的問題，大部分僅以政治眼光來解

讀，但他強調理應超越政治、超越黨派，以一個公正的觀點來看待，還歷史

一個公道。

周玉山委員表示鄭教授學識淵博，著作達 70餘種有上百冊，其人「比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新書發表會貴賓合影。左
起：陳逢源總編輯、周玉山考試委員、陳芳明教授、
尉天驄教授、張廣達教授、劉維開教授、劉季倫教
授、王信賢所長及鍾延麟副教授。

68

2019圖書館年度報告



共產黨還要了解共產黨的歷史」，但鄭教授曾自言因研究共產主義，使他終

身不得安寧。此書當年因故無法繼續出版，而今能由母校政大出版，感謝鄭

慶子教授的悉心保管以及圖書館與出版社的努力。

劉維開教授認為鄭教授觀點獨到，能夠充分運用史料，續加演繹後發展

出對中國共產黨整個脈絡分析，詳細介紹國共之間的關係。相信全書出版後，

對於中國近代史、民國史乃至中共黨史的研究必然有所衝擊。此書之經典，

誠如孫萬國教授推薦：「如今半個世紀後，重檢該書（並部分先前未見的手

稿），才幡然見識得先生自成一家之言的大智慧。」

（三）主題書展

本年度圖書館共推出 22場主題書展活動。中正館經典書房除了續展
「2018 Openbook好書獎」及「2019 Openbook好書獎」之外，也由館員
整理呼應當月或當年度時事話題之館藏，策劃關注世界情勢與生活週遭的主

題書展，如「西藏問題」、「編輯生命」、「臺灣特色小旅行」、「開學必備！

大腦回神之術！」、「諾貝爾獎的故事」與「環境難民」等。除了主題書展外，

常設展也展出許多優質館內圖書，如政大「文、理、外語、教育學院現職教

師著作展」、「政大出版社專區」、「政大年度專書」以及「科普好書展」等，

以協助讀者認識政大豐富的學術能量。

分館則結合服務學習課程，引導參與課程的學生策劃不同面向的主題書

展，讓同學在思考議題的同時，進一步學習如何查找資源、深入探索，並將

成果予以分享。例如綜圖推出與現今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相關議題書展，

如「美食共和國─從飲食看世界」、「民間故事─透過故事認識亞洲文化」、

「深入迷霧之中─你所不知道的同志故事」、「山與海的孩子─原住民文化

與傳說」、「EU THE EUROPE」、「香港：前世今生」、「數位時代」、
「愛的生存之道」、「生活中的法律」、「飲食文學」與「未來選擇題」；

商圖規劃多場與商學議題相關之主題書展，如「揭開商人傳奇的面紗」、「用

英文與商業世界接軌」、「務幣知道 : 電子商務及電子貨幣」、「品牌思考
比你想的簡單」與「掌握促進聰明買賣的關鍵」，另外也舉辦了由館員策劃

之盲選書展「花樣年華遇見幸運書」。

透過舉辦主題書展，館藏資源得以不同的主題匯聚呈現，引導讀者對相

關議題進行更加深入、全面的思考，與圖書館一同滋養自己，也關心世界脈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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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講座

圖書館為讓讀者更加深入了解圖書內容，提高閱讀樂趣，2019年舉辦
了多場與創作者面對面之講座。中正館共舉辦四場閱讀講座，商圖則邀請本

校商院老師針對商業英文寫作進行精闢解說。

1. 5月 20日「在《失物風景》裡，與
自己和解」閱讀講座，講師為該書

作者陳夏民老師。講座中陳老師分

享本次新作不再書寫他人經驗，而

是聚焦於自我，正視內心的軟弱；

另也講述自身編輯、創作的經驗與

經典文本的閱讀理解，並陪伴聽眾

練習與自己和解。本講座實到人數

77人，問卷回收 38份，整體滿意度中「非常滿意」、「滿意」佔所有
問卷 100.0%。

2. 6月 3日「《安靜是種超能力》－內
向者的職場進擊技巧」閱讀講座，

講師為該書作者張瀞仁老師。張瀞

仁老師以「內向者」的身分撰寫本

書，描述自身長期以來與外向文化

之間的搏鬥史，破解一般人對內向

者的既定印象與框架。同時透過許

多溫和且實用的策略，幫助內向者

用自己的方式在職場閃耀。本講座

實到人數 110人、問卷回收 41份，整體滿意度中「非常滿意」、「滿意」
佔所有問卷 100.0%。

3. 10月 25日「《召喚法力》－從議題
關心法律，用法律反思議題」閱讀

講座，講師為「法律白話文運動」

創辦人暨站長楊貴智律師。楊律師

分享團隊著作《召喚法力》一書，透

過理性的推導及論述，從各項社會

議題，帶領大家用法律思考現行制
《召喚法力》－從議題關心法律，用法

律反思議題

在《失物風景》裡，與自己和解

《安靜是種超能力》－內向者的職場進
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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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講座實到人數 133人，其中學生佔 104人、教職員及校外人士 29
人。

4. 11月 14日「從《煙囪之島》見證臺
灣的石化傷痕」閱讀講座，講師為

該書作者，同時也是《報導者》資

深記者的房慧真老師。《煙囪之島》

記述了在雲林、高雄石化地帶約三

年的追蹤調查，揭開半世紀以來臺

灣石化地帶變遷的真貌，及其對臺

灣社會、經濟、民主、環境與科學發展帶來的深遠影響。本講座實到人

數 97人，其中學生 62人、教職員及校外人士 35人。
5. 3月 18日「商業英文寫作攻略」專
題講座，商圖特別邀請國貿系古如

君老師主講，參與學生表示對於商

業英文寫作有了更多的認識，也希

望圖書館能持續舉辦相關的演講活

動，以增進自己的能力。本講座計

有 60位學生參加。
圖書館不再只是單純強調館藏數量，而是重視每一位讀者的體驗及情感

觸動，可說是現今逐漸受到重視的「體驗行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
之體現。透過舉辦閱讀講座、邀請作家及專業人士分享創作心路歷程，參與

者不再只是單方面獲取資訊，更能將閱讀或參與講座後的心得想法直接回饋

給講師，激盪出不同的火花，如此既可擴大參與者的視野與思考角度，也能

提升其進一步使用圖書館資源的意願及興趣。

（五）新生活動

本年度新生活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配合新生訓

練講授「知識政大」課程，首先播放「電影中的圖書館」

與圖書館空間介紹兩部短片，協助新生們了解圖書館使

用禮儀與館舍空間；再輔以淺顯易懂的投影片內容，介

紹新生闖關活動、達賢圖書館及圖書館新手須知；最後

則進行有獎徵答活動，以加深新生的學習印象。

第二部分新生闖關活動「跑跑知識王」於 10月 1日

商業英文寫作攻略

新生闖關活動「跑跑
知識王」

從《煙囪之島》見證臺灣的石化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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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月 31日展開，活動期間內至中正館或各分館領取「跑跑知識王」闖關
集章卡，每個關卡線索均指引著校園內的圖書館或標的物，參與者須跟隨線

索指示解出謎題，並至各關卡集章，蒐集完所有勳章後，即可至中正館進行

認證，獲得抽獎資格。透過實地造訪集章，新生得以熟悉校園各圖書館位置

與特色，呼應活動主題名稱「跑跑知識王」之理念。

（六）圖書館週

每年 12月初全國同步的圖書館週，本年度為配合達賢圖書館之擴大試
營運，以「My Read, My Library」為主題，並從商學院司徒達賢講座教授的
著作《司徒達賢談個案教學：聽說讀想的修鍊》發想，分別設計「聽、說、讀、

想、修、鍊」與「獎」七個子活動，以館內嶄新多元的空間及設備提供一系

列豐富精采之活動，為讀者創造有別於以往的圖書館體驗。七項系列子活動

如下：

1. 聽－翻拍魔力：從書中走出的視聽饗宴
挑選多部由原著小說翻拍成電影的視聽館藏，於達賢館四樓舉行兩場午

間電影播放活動及主題影展。午間劇場於創意展演室播放《奇蹟男孩》與《哈

佛沒教的幸福課》，另於多媒體創意學習空間，展示 30部精選視聽館藏供
讀者借閱。

2. 說－碎片化時代，現代人都該懂的閱讀心法
邀請「慕課」學習長阿康老師擔任講者，與讀者分享在這個資訊爆炸，

閱讀時間卻不斷被壓縮的時代，自己有何不同的閱讀方式，並幫助大家找出

最適合自己的閱讀心法。

3. 讀－搜尋你內心的關鍵字
「年度熱門關鍵字」書展精選本年

度七大熱門議題關鍵字，蒐集館內相關

書籍進行展示，期望讀者透過閱讀關心

國際情勢與社會脈動；而「命中註定遇

見你－關鍵字便利貼」活動，則由館員

挑選各式得獎好書或熱門書，並將描述

各書的三個關鍵字句寫在便利貼上，供讀者依便利貼上的字句來盲選有興趣

的書，再至櫃臺借閱，與「命中註定」的那本書相遇。

讀：「命中註定遇見你－關鍵字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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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想－同桌共遊 ‧「想」樂圖書館
邀請卡牌屋負責人彭任右老師舉辦

桌遊工作坊，帶領參與者了解遊戲規則

及使用說明，並詳細介紹各遊戲類型、

專有名詞及遊戲流程。另外藉由全體共

遊「點子狂想」與「數字火車」，參

與者們也留下了一次特別的桌遊體驗回

憶。

5. 修－燦金工：編修專屬密語
邀請金工／琺瑯工作者曾莉婷老

師帶領讀者打造專屬的書籤與手環，將

想要傾訴的密語，敲打於自己的手作品

上，參與者不僅可體驗手作的樂趣，更

能感受傳統技藝金工的迷人之處。

6. 鍊－ VR 攀岩訓練挑戰賽
運用達賢館五樓創客空間的多元設

備，舉行 VR攀岩訓練挑戰賽，讓體驗
者手腳並用與虛擬實境互動，而有身歷

其境之感，彷彿真實地攀越巨岩、跨越

瀑布、躲避落石、高空溜索。

7. 獎－ A Little Luxury： 

集點抽好禮
參加圖書館週系列子活動後，依各活動之辦法取得抽獎券並放入抽獎

箱，即可獲得抽獎機會，讓參與者在陶冶身心之餘，也能得到圖書館精選眾

多好禮之驚喜。

（七）校慶校史徵文

為慶祝政大 92週年校慶，圖書館舉辦「追憶政大年華」校史徵文活動，
向所有政大人徵集屬於各自的校史故事，以匯集跨世代政大人的回憶，記述

政大發展軌跡，凝聚校內師生及校友的情感，並提升大眾對政大的瞭解與認

識。徵文內容為在政大真實發生的故事，亦或背景具有政大特色的系所、社

想：彭任右老師與參與者合影

修：曾莉婷老師仔細示範操作步驟

鍊：參與同學體驗 VR 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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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建築物及活動等，期能體現政

大人共同的生命記憶。本次活動共

徵得 78件校史故事，並進行網路
票選與評審評選，分別選出 20名及
10名得獎者，5月 16日於中正館一
樓大廳舉行頒獎典禮，特邀校長、

館長為獲獎者頒獎，並將作品上傳

至政大記憶維基網供眾欣賞。

（八）2019 檔案月「檔案 ‧ 有憶事」

為響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2019檔案月「檔案‧有憶事」全國檔案
機關串聯活動，由本館主辦、本校圖書資

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協辦之「歷久彌新檔案

永流傳—2019檔案月系列講座」於 11月
8日至 23日連續三週熱鬧舉行。

第一場講座邀請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

組陳淑美組長擔任講者，講題為「國家檔

案典藏管理」，藉由講者在全國檔案主管

機關服務多年的經驗，以宏觀的角度跟視

野，分析檔案機關典藏國家檔案的理論面

與實務面。

第二場邀請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特藏

組臺灣圖書醫院徐美文修復師蒞校演講，

講題為「檔案的修復原則與實務—以臺灣

風景及物產圖為例」，除一探臺灣公立圖

書館組織中少有的圖書修護部門的面貌，

更帶領聽眾深入了解修護世界，並親身實

作體會紙質修護的奧妙。

最後壓軸場由本校圖書資訊與檔案學

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副館長林巧敏教授主

講，講題為「石室金匱—談檔案典藏環境

與設備」，林副館長運用歷年來在檔案領

陳淑美組長主講「國家檔案典藏管理」

徐美文修復師主講「檔案的修復原則與 
實務—以臺灣風景及物產圖為例」

「追憶政大年華」校史徵文頒獎典禮

林巧敏教授主講「石室金匱— 
談檔案典藏環境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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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深耕成果與研究經驗，深入淺出的講解檔案典藏領域的觀念與實務上的

應用，使在場聽眾會後無不了解檔案典藏的重要性。

本系列講座均圓滿落幕，共吸引校內外人士超過百人次參加，聽眾反應

均屬正面，對於推廣檔案專業知識、觀摩國內各檔案機關成效、提升本館專

業形象等面向多有助益。

（九）二手書交流

二手書交流活動延續往年，主題仍為「你的舊愛，我的新歡」。第一階

段募書活動於 6月 10日至 9月 12日展開，募得書刊共計約有 3,700冊。第
二階段二手書交流活動時間為 9月 24日至 26日，共賣出約 1,200冊圖書，
所得共計 92,000元整，除用於購置本館視聽資源外，剩餘款項則平均捐予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伯大尼兒少家園及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盼圖書館

不只鼓勵閱讀好書，更能夠以行動溫暖守護需要幫助的人，為社會福利機構

貢獻一份心力。

近三年之活動所得使用狀況如下表：

時間 義賣所得 捐贈機構

2019
6-9 月

92,000 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伯大尼兒少家園、喜憨兒社會福
利基金會、購置視聽館藏。

2018
1-9 月

95,000 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伯大尼兒少家園、購置視聽館藏。

2017
1-9 月

80,000 元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伯大尼兒少家園、中華民國唐氏
症基金會、購置視聽館藏。

二手書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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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場地借用

1. 中正圖書館

時間 借用單位 展覽／活動主題

1 月

動漫社 期末成果展

李彩媛 「你不該有的習以為常：廣告中的物化女性」

李承翰 「社會史與社會研究」靜置展覽

信望愛社 期末感恩互動裝置

3 月

書法社 期初成果展

民族系 山海 25 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回顧展

藝文中心 第 19 屆駐校藝術家作品展覽《從圖書館出發》

4 月
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臺 第二屆聲音創作展—輯光片語

福智青年社 卡片傳恩情—母親節活動

5 月

政大藝術季企劃團隊 政大藝術季靜態展覽—「ON/OFF」

中文系 第 38 屆道南文學獎決審作品展

圖書館
校慶活動—「追憶政大年華」校史徵文比賽頒獎

閱讀講座：在《失物風景》裡，與自己和解

模型社 模型社期末成果展

6 月

圖書館
閱讀講座：《安靜是種超能力》—內向者的職場

進擊技巧

動漫社 期末成果展

政大實小 政大實小 107 學年度學生藝術創作展

中文系 慶祝政大 92 校慶書法比賽得獎作品展

9 月

引水人志工團 引水人招新擺攤—圖書館靜態展

福智青年社 敬師卡片傳恩情

圖書館 二手書義賣活動

政大 USR 〝咱仔安康〞微光盒子週年紀實特展

10 月 圖書館

電子書推廣活動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新書發表會暨座談會

閱讀講座：《召喚法力》—從議題關心法律，用
法律反思議題

11 月 傳播學院
馬來西亞獨立書店 Kedai Hitam Putih（黑白書店）

政大快閃展 Pop-up Kedai Hitam Putih@NC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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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借用單位 展覽／活動主題

11 月

圖書館 閱讀講座：從《煙囪之島》見證臺灣的石化傷痕

福智青年社 淨塑蔬食海報展

斯拉夫語文學系 絲絨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捷克成就 100

12 月

圖書館 圖書館週活動

數位平台 數位平台年度大展《刀巴記》

攝影研究社 108-1 政大攝影社期末社展

政大之聲實習廣播電臺 政大之聲 1081 聲音創作展

模型社 期末成果展

學務處課外組 108 年度寒、暑假服務營隊成果展

動漫社 期末成果展

信望愛社 期末感恩互動裝置

2. 達賢圖書館
達賢圖書館試營運以來，羅家倫講堂、達賢講堂、多功能室等場地，常

有許多貴賓來訪參觀，而校內各單位借用亦絡繹不絕。2019年支援校內重
要活動如下表：

時間 借用單位 活動主題

11 月

國合處 德國大學校長團訪

廣電系 圖像影像與創新傳播課程

人文中心 研習班課程

圖檔所 「與 AI 共舞」講座

國合處 國際評比工作會議

漢學講座 國際漢學講座

12 月

圖書館 圖書館週：講座活動

應用物理所 Tensor Network States 研討會

創國學院 國際研討會

東亞文化計畫辦公室 圓桌論壇

圖書館

南卡羅萊納大學演講

「第八屆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9」

政大東南亞姊妹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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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借用單位 活動主題

12 月

國合處
京都外國語大學參訪

大連理工大學研討會

科智所 小組討論課程

圖書館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來訪

東亞所 東亞所 51 週年所慶場佈

中華管理個案協會 MBA 個案研討

漢學講座 【與大師會談】王德威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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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2019 年 1 月

• 1 月 18 日起，依 442 次主管會報決議，暫停校外人士一小時 50 元資料庫
收費。

• 1 月 28 日辦理潤德室內設計公司捐贈「達賢圖書館室內設計裝修與設備傢俱
安裝統包工程」第六期點收會議。

2019 年 2 月

• 圖書館組織重整於2月25日正式生效，組織調整為系統資訊組、資源徵集組、
知識組織組、典藏閱覽組、推廣諮詢組、特藏管理組、圖書分館組、數位創
新組共八組。

• 2 月 25 日辦理潤德室內設計公司捐贈「達賢圖書館室內設計裝修與設備傢俱
安裝統包工程」第七期點收會議。

2019 年 3 月

• 3 月 11 日舉辦學科服務工作坊，邀請臺大圖書館學科服務組分享學科服務
經驗。

• 3 月 18 日辦理專題講座，邀請國貿系古如君老師講授「商業英文寫作攻略」。

• 3 月 29 日於「108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中，獲頒「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之學術熱點獎（I），為 107 年點閱數最多之第四名大學
校院。

2019 年 4 月

• 4 月 1 日起，配合社資中心館藏資料整理與搬遷作業，叢書與政府出版品改
為線上調閱，並自 5 月 1 日開放各館櫃臺代還。

• 4 月 9 日辦理匯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實物捐贈新建國立政治
大學指南山莊圖書館點收會議。

2019 年 5 月

• 5 月 16 日，配合本校 92 周年校慶辦理「追憶政大年華」校史徵文活動，於
中正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行頒獎典禮，由校長、館長為獲獎者進行頒獎。

• 5 月 20 日舉辦 107-2 學期閱讀講座一，邀請陳夏民老師主講「在《失物風景》
裡，與自己和解」。

2019 年 6 月

• 榮獲 2018 年度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大專院
校圖書館）第四名。

• 6 月 3 日舉辦 107-2 學期閱讀講座二，邀請張瀞仁老師主講「《安靜是種超
能力》—內向者的職場進擊技巧」。

• 6 月 27 日舉辦達賢圖書館啟用典禮，捐贈校友歡喜與會。

• 6 月 28 日起，圖書館服務異動項目：

中正圖書館數位資源學習區關閉，部分設備移交典閱組續提供服務，原服務
移至達賢圖書館。

社資中心二樓櫃臺停止服務，叢書與政府出版品地圖改採線上調閱，至中正
圖書館取書。

• 6 月 29 日起，圖書分館周六開館時間調整為上午十點。

2019 年 7 月

• 7 月 22 ～ 26 日舉辦 2019 年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資料分析與視覺化
研習班」。

• 7 月 25 日《圖資與檔案學刊》通過科技部學術期刊數位傳播計畫「智慧型學
術文章推播服務代理人」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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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2019 年 8 月

• 8月起，依據「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第三條第2項第1款規定，
正式施行研究生之論文需經校內論文抄襲比對系統比對之要求。

• 8 月 1 日，圖書館雲端服務平台 ALMA 正式上線。

• 8 月 15 日與 Elsevier 公司共同舉辦「海峽兩岸圖書館電子資源交流論壇」，
論壇主題為「數據導向決策對圖書館與研究人員的影響」。

• 8 月 28 日「全心學科服務」正式啟動，提供圖書館最新服務相關訊息，支援
教師利用本館各項資源於教學與研究。

2019 年 9 月

• 9 月 4 日於新生學習週 - 知識政大之課程中，介紹新生闖關活動、圖書館館
舍及新手須知，播放「電影裡的圖書館」影片及本館形象宣傳影片，於課程
中進行有獎問答與新生互動。

• 9 月 12 日辦理匯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季實物捐贈新建國立政治
大學指南山莊圖書館點收會議。

• 9 月 24 ～ 26 日舉辦二手書交流活動，活動所得用於購置影音資料增添館藏
及捐助社福機構。

• 9 月 25 日原社資中心之微縮資料移入中正圖書館資源檢索室，改為微縮資料
區，繼續提供服務。

2019 年 10 月

• 10 月 1 ～ 31 日舉辦圖書館迎新活動 - 跑跑知識王 Running NCCUers，利用
闖關活動推廣中正圖書館及各分館服務。

• 10 月 3 日舉辦「愛閱 e 書相約總圖」，讓參與者深入了解電子書利用。

• 10 月 7 日辦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新書發表暨座談會。

• 10 月 14 日，國研中心圖書館停止服務，原有館藏併入達賢圖書館。

• 10 月 15 日與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共同舉辦專題講座「如何成功出版
學術成果？」。

• 10 月 21 ～ 27 日舉辦商圖書展「花樣年華，遇見幸運書」。

• 10 月 22 日完成達賢圖書館資訊機房專案驗收。

• 10 月 25 日舉辦 108-1 學期閱讀講座一，邀請楊貴智律師主講「《召喚法
力》—從議題關心法律，用法律反思議題」。

• 10 月 28 日完成達賢圖書館 RFID 設備專案、智慧書架專案驗收。

• 出版《未完結的戰爭：戰後東亞人權問題》專書，內容為「政治大學數位史
料與研究論壇 2018」對談記錄與發表論文。

2019 年 11 月

• 11 月 1 日達賢圖書館局部試營運，獲 Cheers 報導達賢圖書館為全台十大最
美圖書館之一。

• 響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2019 檔案月串聯活動，11 月 8 ～ 23 日舉
辦「歷久彌新．檔案永流傳：2019 檔案月系列講座」，由檔案管理局陳淑
美組長、國立臺灣圖書館徐美文修護師以及本館林巧敏副館長擔任講座。

• 11 月 12 日完成社資中心叢書與政府出版品搬遷作業。

• 11月14日舉辦108-1學期閱讀講座二，邀請房慧真老師主講「從《煙囪之島》
見證臺灣的石化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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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2019 年 12 月

• 12 月 2 日起，達賢圖書館全區試營運，開放討論室、聆賞室、創意展演室、
湖濱悅讀小屋與湖濱悅讀小屋置物櫃租用。

• 12 月 2 ～ 6 日辦理 2019 圖書館週活動「My Read, My Library」，設計「聽、
說、讀、想、修、鍊、獎」七個活動子題。

• 12 月 13 日舉辦「第八屆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 2019」，本年度主
題為「文化思想流變與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同時啟用「羅家倫文稿」
數位典藏、《羅家倫先生文存》數位人文平台，並於達賢圖書館特藏中心展
出「永不凋謝的五四精神：羅家倫文物特展」。

• 12 月 18 日與史明基金會代表人黃敏紅女士、李政忠先生簽訂捐贈備忘錄，
將史明先生之史料及圖書捐贈本館。

• 商圖分館完成地毯汰舊換新作業。

• 12 月 23 日辦理匯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四季實物捐贈新建國
立政治大學指南山莊圖書館點收會議及潤德室內設計公司捐贈「達賢圖書館
室內設計裝修與設備傢俱安裝統包工程」第八期點收會議。

• 12 月 26 日於 NBINET 全國合作館館長會議中，榮獲金心獎與金威獎。

• 榮獲 2019 年聯盟全體成員館原編上傳量第一名、第七級原編上傳成長量第
一名。

• 12 月 31 日出版《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套書，內容完整介紹中國共產主義
運動的歷史背景與政治思潮演變，分析與論述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的歷史條
件。

• 12 月 31 日改號計畫作業階段性任務圓滿結束，完成開架式書庫中日韓文圖
書共 311,884 種，452,882 冊。

• 完成高教深耕主冊計畫之「學術集成平台」、「創客空間」「國際漢學研究
中心建置」2018 與 2019 年計畫書、成果報告、概算、資本門預算執行情形
說明表、經費執行與結報表與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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