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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圖書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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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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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院館四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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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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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由校友捐贈興建之達賢圖書館落成正式營
運，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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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目標的最新圖書館加入後，為本校圖書資
訊服務注入強而有力的發展可行性。

2019-2021 年本館於空間及營運上有多
項重大改變，除達賢圖書館落成啟用外，國

研中心圖書分館於 2019 年 10 月結束營運併
入達賢圖書館、社資中心圖書資料於 2020 年
遷至達賢圖書館，2021 年校史檔案、孫中山
紀念圖書館及國民黨託管檔案，亦陸續遷至
中正圖書館提供服務，社資中心大樓於 2021
年 8 月正式歸還學校，此自 1961 年興建後，
一直代表著政大重要圖書資料重鎮的社資中
心大樓亦步入歷史。除此之外，2019 年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換為雲端圖書館服務平臺
(ALMA)、圖書館組織異動、2021 年政治大
學正式加入臺灣聯合大學系統（臺聯大），
攜手與中央大學、清華大學與陽明交通大學
共同推動資源整合、同仁輪調、再加上 2020-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造成圖書館一
年來需因應各種劇烈的變動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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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對整體的功能、
資源典藏的政策、服務的模式，也逐漸發生
了變化，圖書館必須在傳統與創新、紙本與
數位、實體與虛擬、競爭與合作的現象中，
尋找出最能滿足讀者需求、更有效保存資源，
及最便捷推廣利用之方案。

圖書館是政大校園中學術資源的重心，
除持續引進國內外優良的資源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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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平易好用的整合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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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優質的個
人及團體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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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的任務及目標為：

1.	做為大學中各種學術資源之徵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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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運用現代科技，建置實體及數位化圖書館，並適時協助讀者使用，以增進師生學習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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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圖書館暨社資中心組織職掌
(一 )	組織

因應達賢圖書館的新建、校史業務的撥入、檔案工作的新增，為符合圖書館未來的營運，
2019 年完成組織重整，圖書館組織現有系統資訊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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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社資中心在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
第一款亦修訂為「本校為協助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等需要，設立下列單位：一、社會科學資
料中心：分設校史與檔案組、研究發展組。」社資中心之主任現由圖書館館長兼任之。

系統資訊組 System Information Section

資源徵集組 Resources Acquisition Section

研究發展組 Research & Development Section

校史與檔案組 University History and Archives Section

數位創新組 Digital Innovation Section

圖書分館組 Branch Libraries Section

特藏管理組 Special Collections Section

推廣諮詢組 Outreach and Information Section

典藏閱覽組 Preservation and Access Section

知識組織組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ection

館長

社資中心主任

(由館長兼任)

副館長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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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各組工作職掌

1.	圖書館

組別 職掌

館長室

❶	協助圖書館各組業務
❷	輔助館務發展研究事宜
❸	控管館內各種經費
❹	統籌全館人力資源管理
❺	提報校內各種工作報告

❻	全館公文書收發、轉發
❼	辦理全館性會議及紀錄
❽	安排館長行程
❾	統籌圖書館實務與創意管理課程

系統
資訊組

❶	全館資訊系統業務及專案
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管理與維護
❸	全館資訊安全統整業務
❹	全館資訊軟硬體設備採購及維護
❺	圖書館網站維護

❻	圖書館機房伺服器及網路設備管理
❼	圖書館資訊系統開發與維護
❽	自動化系統及資訊教育訓練與諮詢
❾	電腦檢測維修與管理及 3C相關物品領用

資源
徵集組

❶	編列、分配、執行及管控全校各系所單位圖儀經費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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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❸	查核、控制及處理採購前查證業務
❹	辦理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等各項合作聯盟業務
❺	交換贈送業務規劃與執行
❻	全館郵件收發處理
❼	維護政府出版品資訊網及 ISBN/CIP/GPN 之申請
❽	公款補助、研究用書及讀者賠書收件處理
❾	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研擬

知識
組織組

❶	建檔與維護書目資料
❷	建置與維護圖書館技術服務作業規範
❸	維護分類號系統
❹	建立權威檔
❺	建置與維護全館資訊系統詮釋資料 ( 含機構典藏、學術期刊網、學位論文系統等 )
❻	處理圖書加工
❼	開設論文上傳教育指導課程
❽	處理回溯建檔

典藏
閱覽組

❶	中正館借還等流通及諮詢服務
❷	中正館館藏管理及服務
❸	中正館總務、閱覽環境、場地及空間管理
❹	讀者資料維護與全館書刊資源統計
❺	辦理閱讀講座及各式書展
❻	館際合作服務（館際換證、巡迴車送書、臺聯大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等）
❼	中正館指定參考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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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圖書館簡介

組別 職掌

推廣
諮詢組

❶	全館參考諮詢服務、利用教育及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
❷	統整全館導覽活動排程與分工
❸	電子資源連線設定、更新、問題諮詢與排除、廠商聯繫
❹	電子資源使用數據蒐集、整理與分析
❺	電子期刊系統維護管理及服務
❻	電子書校外連線設定
❼	推廣教研人員註冊ORCID
❽	抄襲比對系統維護與管理
❾	學科服務

特藏
管理組

❶	特藏資料徵集與整理入藏
❷	特藏資料保存典藏與維護
❸	特藏資料閱覽服務
❹	特藏資料加值與出版
❺	特藏資料推廣服務
❻	數位內容加值專案規劃與執行
❼	數位內容推廣活動規劃與執行
❽	數位內容系統管理
❾	特藏中心空間展示與庫房管理

圖書
分館組

❶	分館借還等流通及諮詢服務
❷	分館館藏管理及服務
❸	分館總務、閱覽環境、場地及空間管理
❹	辦理各項推廣活動、資料庫講習
❺	分館指定參考書服務
❻	學科服務
❼	整理與加值分館特色館藏

數位
創新組

❶	達賢館借還等流通及諮詢服務
❷	達賢館館藏管理及服務
❸	達賢館總務、閱覽環境、場地及空間管理
❹	達賢館推廣活動之規劃執行
❺	資訊檢索教室選位系統、無硬碟系統之維護管理
❻	推播系統、電視牆之內容製作與管理
❼	協助處理達賢館周邊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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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資中心

組別 職掌

校史與
檔案組

❶	校史與檔案資料徵集、維護及典藏
❷	校史與檔案資料數位典藏及推廣
❸	校史與檔案資料調閱服務
❹	校史與檔案館藏系統維護與管理
❺	校史與檔案資料編輯與展覽
❻	校史推廣活動
❼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營運與館藏管理

研究
發展組

❶	達賢館創客空間管理
❷	深耕與其他專案計畫規劃、執行與經費控管
❸	學術資料庫管理維護與詮釋資料分析及資料導入
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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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❺	各專案數位典藏平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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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❻	學術集成平臺、數位人文研究平臺與政大記憶wiki 開發與維護、教育訓練及技術窗口
❼	《圖資與檔案學刊》執行編輯事務

四、人力資源
(一 )	館員人力

本館館員素質整齊，大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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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史料典藏─史明史料
典藏計畫」計畫助理 1人，至 2021 年 12 月底止，本館服務人員（含計畫助理 9名）共計 82名。
2021 年共 4名職員退休、2名離職，本館辦理組長升遷、編審升遷、館內同仁升遷及新進同仁甄
審作業等共計 15 次。

教職

職員

約用人員

專案人員

�人

��人��人

�人

����年
全館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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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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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受疫情影響，眾多會議皆取消
辦理或改以線上會議，故薦派人數較往年減少。2021 年館內共辦理三場演講及一場讀書會，主題
分別為：

日期 分享主題

2021.01.22
達賢圖書館防災訓練課程
講者：高士峯老師

2021.03.09
「策略形成系統在非營利組織之設計及運用－以政治大學為釋例」介紹何謂平衡計分卡，運
用於圖書館
講者：商學院吳安妮老師

2021.03.21
學位授予法之學位論文智慧財產權議題討論
講者：章忠信老師

2020.12.30

學科館員服務交流討論會－利用Gephi 擴展知識圖譜中的文獻引用關係分析與視覺化呈現
講者：分館組蘇倉楠先生

學科服務應用介紹－外語學院院務會議後之心得分享
講者：推廣組劉永鳳小姐

學科服務經驗分享－文學院推廣心得
講者：推廣組毛昱惟小姐

( 三 )	輪調作業

本館 2021 年人事異動頻繁，為有效利用人力，發揮各人專長，2021 年 7 月進行大幅度的組
長輪調，共有 5位組長輪調，8月份則進行例行性館員輪調，共有 11 位同仁輪調，本館工作輪調
制度已執行多年，儘量以同仁志願及業務發展考量下進行，輪調作業可增進同仁於館內工作之廣
度與職能發展，並有助於組織橫向聯繫。

五、館舍
(一 )	辦公室美化競賽

2021 年 9 月新冠疫情稍有和緩，館長鑒於同仁辦公室多年來未有整理，為提供更舒適美觀
之辦公環境、提昇同仁上班身心靈健康，特辦理一次辦公室美化競賽，各組於核撥經費內自行構
思及布置，分理念、位置、美觀與舒適等為評分標準，11 月 16 日由館長、副館長、秘書、外部
委員至各組進行評分。各組均發揮了最大的創意與效益，競賽結果第一名為徵集組及檔案組，第
二名為創新組及分館組 (綜圖 )。期待各組同仁在優化的辦公工作環境與氛圍下，身心靈都能更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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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商圖分館整修工程

12 月進行商圖入口大廳美化裝修，牆面增加「COMMERCE	LIBRARY」字樣、重新油漆、
增設沖孔板以利張貼各式宣傳海報，以及「還書箱」重新貼皮，讓大廳增加美觀、明亮度及實用	
性。

▲	資源徵集組

▲	校史與檔案組

▲	數位創新組

▲	綜圖分館

▲	商圖入口「COMMERCE	LIBRARY」字樣 ▲	商圖大廳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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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中正圖書館屋頂防水工程

中正圖書館為 40 餘年之建築物，原屋頂防水層施作亦已逾 20 年，同時我國位於環太平洋火
山帶，地震頻繁造成建築物經年累月遭受地表錯動之拉扯，故近年漏水狀況頻傳。為維護良好之
典藏及閱覽環境，本館自 2020 年 10 月開始上簽請修並獲同意預算約 1,200 萬元。由邱錦洋建築
師事務所辦理設計及監造工作，工程案則由億騰營造得標，於 2021 年 10 月 30 日開工，施作內
容包含：屋頂與屋突之平面防水層及其收邊、女兒牆防水處理，與既有管線整理等工程相關項目，
預計於 2022 年 3 月底完工。確保本校圖書與重要檔案資源在良好的典藏環境中妥善保存，並能
提供讀者良好的閱覽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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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含湖濱小屋 )

B1,2-8F
(1-2F)

指南校區西北側
19,045.6 平方公尺
5,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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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院館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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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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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61.57 平方公尺
12,360.81 坪

*	國研中心圖書館自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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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資中心自 2021 年 8 月空間正式歸還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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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館出版品
(一 )	《圖資與檔案學刊》Journal	of	InfoLib	and	Archives

《圖資與檔案學刊》為本館與本校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合
作編輯出版之學術型開放取用的半年刊物，刊載圖書資訊學與檔案
學相關主題之研究學術論文、實務應用工作技術報告與書評等，並
採用嚴謹的雙向匿名同儕審查制度，以提升內容品質。為能迅速擴
展學術研究影響力，採紙本與線上同步出版，2021 年出版刊期為
第十三卷第一、二期（第 98 期及第 99 期）。

《圖資與檔案學刊》於 2021 年榮獲國家圖書館「110 年臺灣
學術資源影響力」之圖書資訊學門「期刊即時傳播獎：5年影響係
數（108 年）」第五名，以及「期刊長期傳播獎：歷年（近 30年）
總被引用數」第五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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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
主義運動史》。

▲	特藏史料出版品

為鼓勵數位特藏史料的應用研究，本館每年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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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資與檔案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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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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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與近代中
國知識分子》等專書。

2021 年出版《去鄉懷國：戰後海外臺灣政治運動》，收
錄 2020 年 11 月 6 日「政治大學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戰後
海外臺灣政治運動」之國內外專家學者發表相關議題之演講與
論文，爬梳戰後臺灣人的政治處境與海外臺灣獨立政治運動發
展，進而豐富臺灣史學研究的探索面向。除了會中演講與發表
論文之內容，並收入與海外臺灣獨立政治運動過程中重要的文
獻與研究成果彙輯成冊，以期提供國內對臺灣獨立運動史有進
一步的認識與研究。

▲	政大數位史料研究叢刊

2013 年出版

2017 年出版

2014 年出版

2018 年出版

2015 年出版

2019 年出版

2016 年出版

2020 年出版

202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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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年度重點
一、2021 年圖書館新冠肺炎防疫紀實

2021 年新冠肺炎已延燒一年餘，年初依據 2020 年 12 月中央流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秋冬
防疫專案」，館內維持 2020 年各項相關防疫措施，如讀者、第一線櫃檯同仁及保全均依規定佩戴
口罩、禁止校外讀者入館、座位採梅花座保持社交距離、館內空間每日由同仁協助消毒作業等。
圖書借還服務盡量以方便讀者之方式彈性處理，校內會議多改以線上會議辦理減少人員接觸等。

因應社區傳播風險升高，為防範疫情持續擴大，指揮中心於 5月 11 日先提升疫情警戒至第
二級加強版「出現感染源不明之本土病例」，停辦室外500人以上、室內100人以上之集會活動。
加強宣導疫情期間出門佩戴口罩、勤洗手，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並自我注意是否出現發燒、呼
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隨著疫情快速發展，短短四日指揮中心即宣布雙北自
5月 15 日起進入三級警戒，本校立即採取應變措施如下：

1.	除校友憑證及受邀洽公外，一律謝絕訪客；校外人士洽公採實聯制，入校三日前須將名單及健
康聲明書送總務處駐警隊會辦。

2.	至學期期末所有課程全面實施遠距教學。

3.	各單位得視情況至多半數人員實施居家辦公。居家辦公人員以遠距執行公務為前提，以照顧家
庭需求、居住特定區域、交通路途過遠者為優先。

4.	因高中職以下停課，同仁如有照顧子女需求，得居家辦公或申請防疫照顧假。

5.	本校實施分流上班、彈性調整上下班時間。

6.	實施最新室內不超過五人、室外不超過十人集會的規定。

由於進入三級警戒，圖書館依規定自 5月 15 日中午起全面閉館。館內立即召開相關會議訂
定三級警戒服務模式，以遵守相關規定並盡量提供校內師生相關服務，以取得所需資料為原則，
調整服務如下：

1.	全面停止讀者入館閱覽。

▲	中正館防疫閉館▲	達賢圖書館防疫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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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館藏服務：
☑	提供線上預約借閱取書服務，讀者於接獲 e-mail 通知後至櫃檯取書，中正館開放同一時間
限 3人入館 ( 讀者排隊依序等候入館 )。

☑	預約冊數上限原 20 冊者調高為 40 冊，原 10 冊者調高為 30 冊，家用版DVD借用數量調高
至 6件。

☑	所有館藏圖書資料到期日一律延至 9月 13 日 ( 已被預約者除外 )。
☑	開放限館內閱覽之圖書外借服務：如參考書、指定參考書、博碩士論文、政府出版品，開放
外借一日。

☑	期刊資料、特藏資料、孫中山紀念圖書館資料，有特殊需求亦可提出預約到館使用。
☑	其他館藏調閱、還書、館際合作 (NDDS)、圖書代借、滯還金繳納、論文繳交、遺失賠償維
持服務。

☑	拿取置物櫃個人物品需洽櫃檯協助。
☑	宣導多利用本館線上數位資源。

▲	中正館清潔消毒作業 ▲	達賢館臨時用餐區 ▲	綜圖防疫 - 預約取書

5 月 21 日至 22 日本校連續接獲二位同學確診，隨即進行同學校內足跡與接觸史調查，同步
擴大清潔消毒區域，特別是教室、宿舍及校園公共區域的部分。中正圖書館因有確診者足跡，立
即配合校方進行大清消。

暑期為畢業離校高峰期，本館提醒大學部畢業生無欠書欠款者可用電話確認結清，研究生則
併同繳交論文至櫃檯辦理。至 7月 23 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考量國內疫情趨緩，宣布自 7月
27 日起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相關規定如下：

☑	除飲食外，外出全程配戴口罩、確實執行實聯制登記措施。
☑	保持社交安全距離、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
☑	室內空間至少 1.5 米 / 人 (2.25 平方米 / 人 )，室外空間至少 1米 / 人 (1 平方米 /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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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會活動人數上限：室內 50 人，室外 100
人，若超額則提報防疫計畫。

☑	開放餐飲內用原則。( 雙北延後一周開放 )
因此，本館配合學校政策 7月 27 日 ( 二 )

再次修正相關服務如下：
☑	可流通館藏預約調閱於7月 26日 (一 )13：
00 起停止預約申請服務，各類型資料借閱
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	7 月 27 日 ( 二 )( 含 ) 後所借圖書，以 2021
年 9 月 13 日 ( 一 ) 為到期日 ( 已被預約者
除外 )，如依借書辦法原到期日已逾 2021
年 9 月 13 日 ( 一 )，則依圖書館系統所記
錄的到期日為還書日期。

☑	恢復暑期開館時間。
☑	各館恢復空間開放，惟依規定保持適當社
交距離，座位採梅花座，降載入館人數。

☑	中正館悅讀區、討論室、達賢館討論室 (含
聆賞室、影音製播室、創意展演室較密閉
者 )暫不開放。

☑	尚不開放校外人士入館。
☑	館內空間每日仍由各組同仁協助完成消毒
作業。

☑	空間借用一律暫停、取消或延後。
☑	中正圖書館及達賢圖書館規劃臨時用餐區
供讀者使用。

8 月底本館因應疫情更為趨緩，依規定
不再進行居家上班，9月開學後，本校至 9月
26 日仍以遠距教學為原則，社交距離維持室
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校內各場館仍需
人流總量管控，活動採線上、實體混合或延
期辦理，室內採固定座位或梅花座，全程戴
口罩並禁止吃東西，若有用餐須加大距離使
用防疫隔板。圖書館則於開學後開放中正館
悅讀區、討論室、達賢館討論室等之借用。
因應校園逐漸解封，10 月 12 日起取消館內
梅花座規定、重新開放校外人士入館，校外
人士借書證有效期限均順延展期 6個月。同
時為增加悅讀區之空氣對流，進行中正館悅
讀區西側開窗之評估。

2021 年疫情嚴重，全國各界均受到前所
未有的重大考驗，圖書館也首次面臨疫情而
閉館，至 2021 年底本館仍依指揮中心及校
內相關規定，於館內加強宣導防疫政策。然
而，新冠肺炎疫情並未停歇，11 月傳染力比
Delta 病毒更強的「Omicron」新變種病毒
強勢來襲席捲各國，2022 年本館勢必仍需兢
兢業業、戒慎恐懼嚴加防疫，期待因疫苗的
覆蓋及藥物的引進，疫情能不斷輕症化，以
恢復社會各界的正常運作。

二、108-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會議紀實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議」( 以下簡稱本會議 ) 自民國 78 年舉辦至今，在教育部

指導及支持下，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執行業務提供建設性建議，是分享各大專校院圖書館經營
管理經驗與解決問題的重要平臺。

會議每年召開一次，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決議由本館辦理 108 學年度
會議，因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原訂於本校舉辦之「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
館館長聯席會議」，經常設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會議決議取消辦理，並由本館續辦 109 學年度館
長聯席會議。

為使大專校院圖書館在數位化時代的浪潮裡，持續落實其社會責任，並利用資訊、網路技術
與行動科技，應用於營運管理服務等各層面。本次以「蛻變中的大學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
為主題，並在主題之下訂出五項子題，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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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位與價值：落實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2.	經營與管理：邁向數據分析之經營與管理

3.	挑戰與因應：促進人文與科技的攜手

4.	結盟與合作：推展圖書館資源共享與媒合

5.	創意與實踐：開創資料驅動的創新學習與	
　　　　　　　實踐模式

本館於 2021 年 4月 28 日、29 日辦理「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邀集
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及代表在本校玉山國際會議廳、達賢圖書館、新店白金花園酒店等地舉
行，教育部、國家圖書館與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代表，共 130 位與會貴賓齊聚指南山麓，
共同探討新時代的大學圖書館，如何順應時勢提供創新的服務與資源，各方亦就圖書館管理經驗、
問題及未來發展，進行深度的交流與對話。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張國恩講座教授專題演講「人工智慧對
教育生態的影響──兼論圖書館的挑戰」，從學習理論的發展與世代差異新思維談起，以現今蓬
勃發展的人工智慧科技為切入點，探究其為教育界與圖書館帶來的影響與變革；特別是疫情時代
改變了全人類的思考模式，加速原先不受重視的遠距數位學習計畫之發展與影響力。

隨後各館館長及代表在分組討論中針對相關議題進行分享及交流，由 15 所大學圖書館館長
分享各館的實務經驗，概述如下：

📌	主題一：定位與價值：落實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本場次由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王涵青館長主持，分別由王館長、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郭芳
璋館長、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陳明柔館長擔任引言人。

📌	主題二：經營與管理：邁向數據分析之經營與管理

本場次由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宋雪芳館長主持，分別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伍
朝欽圖資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吳建文圖資長、輔仁大學圖書館陳舜德館長擔任引
言人。

📌	主題三：挑戰與因應：促進人文與科技的攜手

本場次由銘傳大學圖書館何祖鳳館長主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圖書館林盈鈞館長、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陽明校區圖書館郭文華館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陳維華館長擔任引言人。

📌	主題四：結盟與合作：推展圖書館資源共享與媒合

本場次由正修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施文玲處長主持，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林偉館長、臺北醫學
大學圖書館邱子恒館長、逢甲大學圖書館駱榮富館長擔任引言人。

📌	主題五：創意與實踐：開創資料驅動的創新學習與實踐模式

本場次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圖書館黃明居館長主持，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陳光華館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黃世輝館長、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賴威光處長擔任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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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聯盟列席報告及綜合座談中，教育部高教司王淑娟專門委員、國家圖書館與會代表、各聯
盟代表及館長們對於圖書館的社會與教育責任、人工智慧創新服務、學位論文的紙本保存與著作
授權，以及全國碩博士論文比對系統等議題，皆踴躍地以不同角度發言與討論，提供館長們瞭解
各項議題最新發展情形，並共同激盪發想大專校院圖書館未來的發展方向、營運策略及創新服務。

▲	廠商服務展示▲	開幕式

會議期間邀請相關軟硬體廠商於現場進行系統及服務展示，讓館長們親身瞭解最新的圖書資
訊系統及服務的發展趨勢，作為未來擘畫館務的技術參考；更安排與會者參觀本校 2020 年 2 月
正式營運的達賢圖書館，參訪者均對校友捐贈建置過程、建築空間設計、新穎服務設備及優美自
然環境留下深刻印象。

會後亦安排療癒身心的「走讀指南山城」參訪活動，由自然步道協會的解說員帶領與會者於
貓空山區一帶悠遊漫步。除至臺北市鐵觀音包種茶研發推廣中心細品香茗，更實際走訪特色壺穴
地形景觀，同時聆聽山澗的淙淙流水聲，沉浸於片刻的閒適悠然。最後搭乘貓空纜車眺望空中景
色，感受環繞周身的指南山城之美。在與會館長、貴賓二日充實行程與知性之旅後，本次會議圓
滿落幕，110 學年度會議將由國立中興大學接棒舉辦。

▲	走讀指南山城▲	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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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服務
本校於 2021 年 2 月正式加入臺灣聯合大學系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縮寫為

UST，以下簡稱臺聯大），與中央大學、清華大學與陽明交通大學攜手共同推動教學、研究和行
政資源整合。系統師生可共享教學、研究、圖書館、網路、交通車和國際交流等資源，盼能突破
學制藩籬，達成四校如一校的願景，共同打造領航臺灣的國際一流大學系統。

臺聯大圖書服務

一證通用(門禁互通) Walk-in user(借還書服務)

代借代還(直接線上預約) 聯合目錄(整合四校)

在聯合圖書服務方面，本館所使用的圖書館服務平臺為ALMA，清華、陽明交通、中央等大
學圖書館亦決定於 8月轉換自動化系統為ALMA，如此可透過各項設定以及介接程式的開發來整
合四校館藏資源。2月至 8月過渡時期，本校與臺聯大另三校之圖書與文獻傳遞服務仍持續透過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但改為免付費服務，以服務臺聯大系統讀者。

臺聯大圖書服務前置作業需進行包括本館圖書館系統之臺聯大讀者檔參數與流通政策制訂；
臺聯大訪客使用者 (Walk-in	user) 與簽署建立流程擬定；修訂本館借書規則，增加臺聯大讀者之
流通政策規範；舉辦對讀者服務同仁的臺聯大服務政策與流通教育訓練；對校內讀者的臺聯大圖
書服務推廣，包括建置圖書館與校級臺聯大服務介紹網頁、上線公告以及透過全校 e通報發送代
借代還服務教學使用說明。

同時亦與三校合作進行涵蓋臺聯大一網通 (ALL4UST) 運作、圖書互借作業要點修訂、圖書
代借代還實務作業交流與臺聯大校際專車運書作業等。

在系統端的整合與介接作業方面，為完善跨校圖書資源互通與提供以各校原證件出入圖書館
門禁和借還書等服務，基本建設是需先將各校的讀者資料進行交換，以及週邊相關系統的介接開
發，以確保各校圖書館各系統能無縫串連整合。配合介接的系統面包括：四校讀者權益簽署系統、
讀者管理與身分驗證平臺 (IdM)、圖書館門禁系統、圖書館雲端服務平臺 (ALMA)。由於四校皆
使用ALMA系統，除了館藏資料查詢介面可直接整合外，讀者資料藉由介接程式的開發，讀者僅
需完成線上簽署手續，即可自動產生讀者檔於各校聯盟館的ALMA系統中，確保讀者個人資料傳
輸交換的正當性與安全性，並大幅減少館員臨櫃建檔的壓力、讀者等候時間與資料同步的正確性。
另一方面，配合修正本館現行門禁系統與卡機硬體程式，以容納聯盟達五萬餘筆讀者的卡號容量，
並定期排程進行聯盟讀者門禁資料交換，讓圖書館聯盟服務的大門暢通無阻。本校之臺聯大圖書
服務於 2021 年 9 月 13 日完成讀者臨櫃借書、代還服務上線，讀者簽署後可憑證自由進出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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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享有一證通用的便利，師生可「一校註冊，擁有四館館藏，享有四館服務」，並可直接於自
動化系統借還館藏。

最後，為進一步強化臺聯大圖書館聯合目錄、跨校圖書線上申請借閱等便利性服務，並著眼
未來四校聯盟館藏資料聯合採購、共編共享等深化合作，本館於 12 月完成 ALMA雲端服務平臺
Network	Zone 聯盟網絡共享環境之導入 (簡稱NZ)，並配合UST聯盟書目政策轉置作業，上傳
本館一百四十多萬筆書目紀錄於臺聯大系統ALMA	NZ環境，提供未來書目整合共建共享的基礎。
圖書代借與聯合目錄查詢服務也於 12 月 13 日順利推出。目前四所大學圖書館已達成館藏資源查
詢系統整合，教職員生可透過雲端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檢索臺聯大聯合目錄，進行圖書代借代還服
務，文獻複印部分則持續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免費申請。

四校圖書館秉持共同合作發展及整合圖書資源的理念，以資源共享為目標，發揮各館特色與
優勢，深化整合資源與服務，期許成為臺聯大邁向學術卓越的重要基石，進而提升學術影響力。

▲	臺灣聯大館藏查詢暨代借服務

四、社資中心搬遷
社資中心自 2019 年開始進行館藏與設備的搬遷規劃，於 2021 年 7 月底完成搬遷工程，以下

說明 2021 年館藏及設備搬遷情形：

( 一 )	中正圖書館空間整備

1.	2020 年 12月開工之中正圖書館 1樓孫中山圖書館閱覽區、校史庫房、數位化工作室及檔案組辦
公室裝修，以及4樓庫房空調補強工程，於2021年2月竣工，並於4月30日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
中正圖書館1樓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區、校史庫房、數位化工作室及檔案組辦公室網路、電話、
門禁保全等各項配線工程以及閱覽室各項室內裝置、展板配置與指標工程於7月初完成。

2.	中正圖書館 4樓檔案庫房A區工程於 5月 24 日竣工，6月完成驗收、7月完成電話、門禁保全
等遷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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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社資中心搬遷作業

1.	3 月底前已完成社資中心 4樓後棟孫中山
圖書館館藏及書架搬遷。

▲	社資中心前棟 1樓辦公室家具設備以及物品已全部
搬離

2.	補不足齋善本及線裝書已全數完成冷凍除
蟲及清點，並已搬遷 396 箱至達賢特藏庫
房上架存放。

▲	社資中心 3樓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部分館藏已搬遷至
國關中心舊東亞所 1樓書庫上架

3.	檔案組辦公室屏風及數位化工作室設備於
5月 10 前完成搬遷並組裝完成。6月起陸
續進行檔案組辦公室、數位化工作室等工
作空間打包與搬遷作業，7 月底完成全部
辦公室與作業區搬遷。

▲	社資中心 3樓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館藏及書架已全數
搬離

4.	配合本校將社資中心改為宿舍之新政策，
搬遷後騰空之空間需交由學務處住宿組暫
存莊敬外舍之拆離設備。8月起，原預計移
交理學院繼續使用之各展場家具與設備，
改提供其他單位領用，並將各空間之待清
運設備集中存放。

5.	為準備後續檔案入藏空間，搬遷原中正圖
書館閉架館藏 843 格至國關中心閉架書庫
存放。

6.	社資中心後續交由總務處管理，11 月 5 日
與財產組完成財產與鑰匙清點後，社資中
心空間移交總務處財產組。

▲	搬遷至中正圖書館後的校史辦公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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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於中正圖書館一樓東
側重新開放

1.	孫中山圖書館閱覽區書架於 4月底組裝完
成。

▲	社資中心 3、4 樓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部分書架已搬
遷至國關中心 4樓組裝

2.	7 月 1 日起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閉館開始進
行搬遷，閱覽區所有館藏與設備於 7月底
完成搬遷、上架整理以及設備安裝。

3.	8 月 2日於中正圖書館東側新整修之孫中山
紀念圖書館閱覽室重新開放服務。閱覽室
開架提供使用之館藏為讀者較常使用之黨
史特藏、補不足齋中西文一般圖書、方東
美教授藏書、中山文化教育館中文一般圖
書、國防研究院研究員論文，以及早期較
為珍貴的期刊。其餘包含明清善本、線裝
書、中央委員會一般藏書、國防研究院一
般藏書、中山文化教育館西文藏書、一般
性期刊等則存放閉架書庫改為閉架調閱。

▲	搬遷至中正圖書館後的孫中山紀念圖書館現況

五、黨史檔案啟用典禮
2018 年本校與中國國民黨簽署「黨史資料委託管理合作協議」後，密集進行各面向的規畫、

盤點與執行，在完成主要檔案系列入藏新建置之檔案庫房後，本館於 2021 年 12 月 7 日舉辦「中
國國民黨黨史檔案啟用典禮暨檔案應用講座」，冀藉此活動，向關注於中華民國近現代史、臺灣
史、臺灣政治發展的研究者廣為宣傳周知。

啟用典禮上午 10 時於本校中正圖書館大廳舉行，前總統馬英九、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應邀出席，在本校王文杰副校長、圖書館陳志銘館長及與會貴賓共同開啟象徵豐沛檔案資源的檔
案卷夾後，正式宣告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及相關服務於政大啟用，標誌著學術機關與國內主要政
黨歷史資源合作的新模式。隨後圖書館陳志銘館長向大家介紹本校後續將提供的檔案調閱服務，
以及新建置的黨史檔案探索系統之主要特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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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史檔案啟用儀式（左起：中國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凌濤、圖書館館長陳志銘、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前總統馬
英九、政大副校長王文杰）

為了讓各界能更了解這批資料的價值與應用，下午在本校達賢圖書館舉行 3場檔案應用專題
演講，邀請本校三位專精研究此批檔案的專家深入介紹此批檔案的形成、內容與應用。首先，歷
史系教授劉維開由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歷史發展開始，逐一說明各系列黨史檔案的形成與應用；
第二場由臺灣史研究所所長林果顯以「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與臺灣史研究」為題，闡述黨史資料
的侷限、黨史資料的性質與黨史資料在臺灣史研究的運用；第三場由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
長林巧敏以實際規劃整理此批黨史資料、新建置之黨史檔案探索系統設計與其在數位人文應用實
例，分享黨史檔案在數位人文研究的實踐。

▲	檔案應用專題演講 ▲	閱覽室服務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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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題演講的同時，亦正式於搬遷後之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室空間中，提供中國國民黨黨
史檔案瀏覽調閱服務，搭配新建置之「社資中心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探索系統」開放，提供檔案
層級瀏覽、數位工具及各種後分類功能，使各界均能於網際網路環境中檢索檔案目錄，確認使用
需求後到館瀏覽全文影像，以展現本校承接此批重要資料後數位化的具體成果。

▲	社資中心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探索系統

六、我樂多哉－鄭世璠文物特展暨主題講座
鄭世璠 (1915-2006)，幼時受水彩畫家李澤藩啟蒙，對繪畫產生興趣，1930 年進入臺北第二

師範學校 ( 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 就讀，師從石川欽一郎研習水彩畫，後跟隨小原整專攻油畫，
同時研究西洋繪畫各種理論技法與畫風。畢業後曾擔任過小學教師與報社記者等職，期間與藝文
同好創辦了綜合文化雜誌《新新》，後於彰化商業銀行研究室服務直至退休。其畫作獲獎無數，
其人亦活躍於各項美展活動，1975 年與北二師校友為記念恩師而創立了「芳蘭美術會」。他從不
為商業目的作畫，堅持自己的藝術創作理念，曾說過「美展是為美神奉獻的祭典，不是爭名奪利
的場所」。

綜觀鄭世璠先生的生命歷程，橫跨了日治、戰後及解嚴等臺灣史上劇烈動盪的不同階段，同
時見證了臺灣美術的發展，鄭世璠先生興趣廣泛，熱衷收藏各類藝文史料，「我樂多齋」即是他
的文物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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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於 2010 年獲得鄭世璠先生家屬捐
贈文物，累積計 2萬餘件，為使各界一窺鄭
世璠先生珍貴的文化遺產，推廣文物資料之
呈現與利用，於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以鄭先生書房名稱為發想，舉辦「我
樂多哉－鄭世璠文物特展暨主題講座」，並
以日治時期肇始的臺灣美術為主軸，回顧百
年來的發展歷程、各時期的意涵變化、當代
重要人物與事件，以期進一步了解臺灣美術
的多樣風貌。

實體展區規劃四大區域，包括鄭先生之
生平介紹、畫作欣賞、手稿文物及模擬畫室
四大區域，其中模擬畫室特由鄭世璠先生公
子鄭安宏先生提供其父畫作、畫具及個人用
品，望如實呈現畫室樣貌，提供參展者身歷
其境的沉浸體驗，另外並結合高解析度環景
攝影技術拍攝實體展區，提供線上環景觀展，
擴大本特展推廣效益。

▲	模擬畫室一角 ▲	手稿文物展示

▲	我樂多哉線上文物特展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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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新冠疫情影響，原定實體演講場次改為線上辦理，改請各講者先行錄製短講影片，於特
展期間放置特展入口網站上播放，具體講題如下表：

講者 講題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 陳志銘教授 特展引言一

鄭世璠先生家屬 - 鄭安宏先生 特展引言二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 陳芳明講座教授 跨越語言的一代－談談鄭世璠先生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 吳佩珍副教授 臺灣新美術運動與畫家群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系主任 - 白適銘教授 共振‧迴圈臺灣美術戰後解嚴篇

▲	 陳志銘館長引言錄影

▲	 講者陳芳明講座教授側拍▲	 講者吳佩珍副教授講題

▲	 講者鄭安宏先生側拍

七、虛實整合服務新貌─達賢圖書館擴增實境導覽暨定位導航系統
達賢圖書館於 2020 年 2月 25 正式營運，具備當前最先進的資訊網路、新穎智慧的科技設備、

多元探索學習空間與豐富多樣化的特色館藏，功能以結合人文與科技為訴求的數位創新圖書館。
為延伸達賢圖書館智慧化服務之應用，本館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兩年期計畫 (2020-
2021)，引進影像識別定位技術，以整座達賢圖書館為核心場域，開發建置圖書館擴增實境 (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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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AR) 應用服務系統。經由虛實融合的視覺擴增技術，讀者可與建構於真實環境中的虛擬物件即時
互動，從而獲得高沉浸式體驗，突破傳統文字與圖像式資訊的單向傳播，革新圖書館實體物件和空
間的有限體驗，打造一個科技素養與學習探索多感體驗的圖書館創意環境。

本館 AR應用服務系統建置計畫自 2020 年 10 月啟動至 2021 年 12 月完成，整體專案分階段
先後完成第一期「達賢圖書館擴增實境導覽服務系統」，並於 2021 年 5 月 14 日正式上線服務；第
二期計畫在 2021 年 6 月起執行完成「達賢圖書館擴增實境室內定位導航服務系統」，係以發展行
動導航為核心功能，搭配即時AR互動和圖書館服務資訊推播的行銷設計，提升達賢圖書館各項服
務與場域的使用成效。以下分別詳細說明本系統利用AR技術，應用在六項圖書館服務層面的創新
功能：

( 一 )	圖書館多元導覽服務

自達賢圖書館落成後獲各界人士、報章讚賞全臺最美圖書館之一，吸引許多社會民眾和各大學
術團體前來參訪，促成利用AR技術設計於導覽服務應用的發想，目的不僅輔助導覽解說更為生動、
深入外，並能緩解人力不足與時間協調的問題，增強參訪者對達賢圖書館建築脈絡、機能空間、珍
品館藏與智慧設備探索的專注度和參與感。本系統提供的AR導覽功能包括有 3D吉祥物迎賓、3D
建築樓層空間標示、館舍環境與建築縮時攝影介紹等；第二期完成三種主題路線的AR自助導覽，
包括「政大新鮮人」、「學術參訪導覽」、「達賢特色導覽」，根據不同的群眾特性，規劃推薦適
合的導覽路線和解說內容，依循著語音和AR互動導覽說明完成主題行程，以AR技術實踐多元性
導覽系統服務。

▲	 AR 吉祥物迎賓介紹 3D達賢館服務空間

( 二 )	特藏展品介紹

為讓使用者更瞭解本館特藏中心功能與特
色史料的內涵，設計AR吉祥物動畫解說中心
簡介外，並針對常設展之「明清古籍」、「羅
家倫文庫」、「方豪孝思堂文庫」、「潘世璠
文庫」、「尉天驄文庫」、「臺灣政治與社會
發展海外史料」等六大主題文庫，應用實境虛
擬展品的策略，呈現本館珍貴手稿與史料，為
參觀者提供更加豐富的展示資訊，希冀藉此提
升觀展者對特藏文物脈絡的認識與體驗品質。

( 三 )	室內定位導航服務

本系統導入AR室內精準導航技術，規劃 49項館內重要服務場域與設施的定位點、共 396 條路
徑網的AR圖資導航模組，使用者可就近以手機鏡頭對照館內現成的定位標誌物啟動AR導航服務，
精準地提供虛實情境整合的定位服務，有效輔助使用者更直覺式導航至館內目的地；並將AR互動
體驗等 3D物件或 2D圖文、超連結等素材置於AR圖資模組中，創造場館與數位資訊的互動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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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創意推廣活動

利用AR虛實延伸的特性，圖書館服務能以更加活潑與深度的方式傳達推廣給使用者，本次也
利用AR規劃二種創意推廣服務，包括

1.	戶外探索導航：運用 GPS 定位和 AR 兩項技術，導入行動定位服務功能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即以達賢圖書館為中心，整合政大校內與校外周邊共 29 個地標景點，透過 LBS
引導使用者實地走訪政大圖書館群、校內重要學術與行政建物、校外生活資訊便利站點等，除提
供該地標導覽介紹外，並有集章獲取達賢圖書館小知識的彩蛋遊戲。

2.	校園限定 AR活動：為增加系統使用的話題性、黏著度與實用性，特別針對新生迎新與畢業季設
計兩種AR拍照互動體驗，前者為新生與政大校門濾鏡拍照框與社群分享功能，還可透過手機鏡
頭掃描本校學生證，提供圖書館讀者借閱權限啟用快速連結與基本借閱規則介紹；後者則以人臉
辨識技術，結合AR自動穿著畢業學士服的留影紀念互動功能。

( 五 )	探索學習與AR輔助利用指導

館內擁有高規格的創客空間、層退式的開放空間、多種功能屬性的服務場域等，服務樓層範圍
廣大、智慧服務設備種類多，因此廣泛運用AR技術，營造使用者可隨意透過行動裝置進行館內空
間與設備的自主探索或輔助學習的環境。列舉應用如下：

1.	場域空間 VR	360 介紹：讀者可自由翻轉視
角進行館內展演製播、討論、會議與研究空
間等四大主題場域的探索導覽，達到高度自
主沉浸式的情境體驗。

2.	創客設備 AR互動教學：使用者以AR動畫
模擬方式觀看雷射切割機、3D列印機與熱
轉印機等設備的運作流程、仿效操作練習，
降低設備與材料的耗損，即使是無任何經驗
的新手，亦能輕鬆完成。

3.	館藏分區 AR化：以 AR資訊可視化效果呈現館內層退書架區的主題分類，讓一進館內的使用者
可快速瞭解樓層館藏主題的配置。

4.	AR 模擬指導與教學：以AR影像模擬應用情境，讓使用者輕鬆認識VR開發工具和動態捕捉系
統等專業設備的技術概念，另也針對智慧書架與場管系統提供動畫使用指導。

▲	 以 AR 模擬動態捕捉系統之應用情境

( 六 )	區域資訊的行銷推播

AR行動導航的附加價值是行銷圖書館服務，因此亦整合相關資訊系統開創定位推播資訊服務，
包括館方RSS 最新消息、新書與新片選介、熱門館藏排行榜推薦，以及席位即時使用狀況等，方便
使用者在導航路徑中，即時獲取鄰近場域設施的使用狀況、館藏推薦服務、近期活動等資訊推播，
提供適地適性、無所不在的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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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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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例行採購之各類型資源約 22,154 冊 ( 件 )，包含圖書、視聽、期刊、報紙、資料庫及
電子書等。

💡  2021 年例行採購中西文各類型資源數量表

資料類型 種數 冊數（件）

圖書資料 5,517 6,149

視聽資料 49 75

期刊 / 報紙 1,652 1,667

資料庫 102 102

電子書 14,161 14,161

除例行校務基金之採購外，另經由其他經費來源如研究生調漲學費分配款項等購置資料庫 8
種及電子書 7種；為培養學生藝術與美感教育素養，以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採購藝術類圖書及影音
資源 199 種 211 冊；教師研究計畫用書及公款補助圖書 143 種 143 冊、「指南之星創業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捐贈款採購達賢圖書館中西文圖書期刊及視聽資料館藏資源 814 種 861 冊。此外，
2021 年持續協助本校「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採購「東南亞研究特藏」中西文圖書 698 種
723 冊。

2021 年圖書館在資源徵集方面，仍持續減少購置實體館藏，推行改訂電子期刊政策，以
達到資源使用之便捷性與減緩圖書館典藏空間需求問題。同時亦可降低紙本書刊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因素，以致到館時間難以預估，影響全校師生教學與研究資源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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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資源徵集數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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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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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資料類型

�.��%

�.��%

資料庫期刊 / 報紙

圖書資料

電子書 視聽資料

資料庫

期刊 / 報紙

圖書資料

電子書

視聽資料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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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會議資料、贈閱期刊及研究專輯圖書等，以
及來自校友、校內師生熱心捐贈著作及專題藏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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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全年贈書量共計13,385種15,262冊。受贈來源以本校教師及校友之私人藏書為大宗，
其中不乏年代久遠、徵集不易且具有研究參考價值之圖書及史料，不但豐富了館藏資源，更是本
館發展特藏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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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度受贈圖書數量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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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大批贈書清單
日期 ( 年‧月 ) 說明 種 冊
2021.01 中文系尉天聰老師 156 179
2021.01 亞洲圖書館國際交流委員會 70 70
2021.02 李培燦先生 ( 校外 ) 1,414 1,472
2021.02 教育系周祝瑛老師 628 699
2021.02 傳院鍾蔚文老師 146 148
2021.02 鄧昭宗先生 ( 校外 ) 132 135
2021.02 信義房屋 30 94
2021.02 日本研究學位學程于乃明老師 62 86
2021.02 任可怡女士 ( 校外 ) 43 58
2021.03 社會系關秉寅老師 1,998 2,090
2021.03 傳院鍾蔚文老師 218 219
2021.03 韓國古典翻譯院 24 76
2021.04 東亞所馮滬祥老師 ( 退休 ) 1,641 1,825
2021.04 李宗勳先生 ( 校外 ) 52 55
2021.04 斯拉夫語系江慧婉老師 4 52
2021.04 亞洲圖書館國際交流委員會 42 50
2021.04 考選部圖書室 38 46
2021.05 徐會文女士 ( 校外 ) 39 40
2021.06 勞工所王惠玲老師 39 48
2021.06 周仲翔校友 46 49
2021.06 會計系周玲臺老師 384 402
2021.06 資管系陳春龍老師 155 157
2021.07 實小附幼王雪貞老師 59 61
2021.07 公行系江明修老師 75 77
2021.08 傳播學院碩士班江平波同學 63 69
2021.08 統計系江振東老師 413 422
2021.08 企管系林月雲老師 378 416
2021.08 蔡志堅校友 55 60
2021.08 IC 之音 . 竹科廣播 13 44
2021.08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23 52
2021.08 政大人文中心 2 53
2021.08 政大出版社 5 134
2021.09 公行系江明修老師 491 502
2021.09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張郇慧老師 425 426
2021.09 政大出版社 2 53
2021.10 教育系周祝瑛老師 161 173
2021.10 地政系林英彥老師 ( 退休 ) 95 103
2021.10 社會系邱炫元老師 6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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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年‧月 ) 說明 種 冊
2021.10 中研院歐美所單德興老師 710 720
2021.11 政大人文中心 75 104
2021.12 經濟系陳樹衡老師 41 41
2021.12 正律法律事務所 74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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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時代社史料、史明先生史料等，2021 年持續接受各界捐贈清單如
下，並完成 53,767 件史料整理。

💡 2021 年重要手稿與史料捐贈清單
捐贈者 說明 數量

嚴雲泰先生 /楊慧玲女士 經濟部及商業團體與美國商務部、政要聯繫交流之照片及信件 1箱
臺灣獨立建國聯盟 臺灣獨立建國聯盟文件史料 7箱
劉維開老師 羅家倫先生史料 1批
史明教育基金會 2003 至 2019 年史明先生及史明教育基金會活動照片集 1批

( 三 )	交換贈送、轉贈及送存書刊

交換贈送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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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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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共接獲 31 種 71 期學刊、30 種專書，以及 1,766 種 3,532 冊
學位論文，寄出 4,575 冊學刊、406冊專書，以及送存國家圖書館 1,766 冊論文，總計 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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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轉贈之出版品共計 3,809 冊。

����年 ����年 ����年
本校出版品 其他出版品

�,���

�,���

�,���

�,���

�,���

�,��� �,��� �,���
�,���

�,���

�,��� �,���

▲			2019-2021 年交贈及轉贈圖書數量統計圖（單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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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各類型資源分編數量比例圖

其他資訊組織成果包括：榮獲國家圖書
館於「2021 年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NBINet)
合作館館長會議」頒發金量獎、金心獎和金
威獎三種獎項。而於「臺灣OCLC 管理成員
館聯盟 2021 年會員大會」本館為 2020 年原
編上傳量 ( 全體 ) 之前三名，及原編上傳量第
七級之第一名。

資源類型

��.��%

��.��%
�.��%

�.��%

�.��% ��.��%

圖書(含期刊)

電子資源

論文

視聽

其他類型
(回溯建檔、桌遊)

複本處理

特藏

�.�%

圖書(含期刊)

電子資源

論文

視聽

其他類型
(回溯建檔、桌遊)

複本處理

特藏

▲			2019-2021 年各類型資源資訊組織數量統計圖
( 單位：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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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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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2020 年至 2021 年中西文資訊組織
數量，本年度持續建置「東南亞研究特藏」
館藏以及充實指南之星捐贈款圖書，中文編
目量增加 12.89%。惟受疫情影響改採分流
上班以及支援ALMA	Network	Zone 導入業
務，總體編目量減少 5.77%。

三、資源組織
資源組織業務包括：建置與維護各類型資源書目資料、技術服務作業規範、權威控制、圖書資

料加工、回溯建檔，以及機構典藏、學術期刊、學位論文等全館資訊系統詮釋資料的建置與維護。

2021 年本館中文資源全面開始依RDA規範進行編目。另因應書目紀錄轉置Alma	Network	
Zone（NZ）作業，執行書目紀錄欄位 035 分欄 a 加前置詞「(NCCU)」、增加本地端欄位分	
欄 9LOCAL、900-949 段搬移並加分欄 9LOCAL等三項欄位段描述，並將中西文圖書、紙本期刊、
視聽資料、特藏資料、他校論文等實體館藏書目約1,418,980 筆共享至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本館持續更新RDA分編規範手冊，2021 年增加書目上傳Alma	Network	Zone 的流程與操
作說明。此外，資源組織依據各系所現行課程大綱，編製「各系所圖書資料相關類號一覽表」，
新增學院系所相對應的主題中西文類號，以利系所館藏數量統計。

本年度資源組織總計完成各類型館藏分類編目約 26,389 種 28,475 筆，除例行採購的圖書、
期刊、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另包括專案計畫圖書、交換贈送圖書、政府出版品與回溯建檔等。
合作編目部分，本館書目上傳 NBINet 總計 11,896 筆，OCLC 書目上傳 6,427 筆，書目轉檔
26,608 筆，中文權威檔建置 2,619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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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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止，實體館藏與電子資源已超過 438
萬 3 千冊（件）。

( 一 )	圖書期刊視聽資料

2021 年本館累計有中西文圖書 1,775,513 冊、期刊合訂本 280,665 冊、現期期刊 2,238 種、
現期報紙 70 種、視聽及微縮資料 1,304,415 件、手稿 13,060 件及其他類型 48,148 件，實體館藏
量達342萬4千餘冊，中正圖書館與達賢圖書館佔實體館藏達八成四。而本館2021年讀者擁書率，
按實體館藏之中西文圖書比約 80 冊 / 人。

💡 2021 年各館資料類型統計表

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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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微縮資料 )

手稿
其他
類型

總計 百分比

中正圖書館 377,665 273,043 115,753 1,264 29 1,278,626 – – 2,046,380 59.76%

中正圖書館校史資料 – – – – – – 314 7,127 7,441 0.22%

傳圖 18,880 22,612 9,467 214 12 514 – – 51,699 1.51%

商圖 58,050 45,172 19,774 146 7 552 – – 123,701 3.61%

綜圖 156,417 157,908 41,690 578 8 354 – – 356,955 10.42%

達賢圖書館 488,750 92,637 93,981 36 14 24,360 – – 699,778 20.44%

達賢圖書館特藏中心 80,031 4,348 0 0 0 9 12,746 41,021 138,155 4.03%

總計 1,179,793 595,720 280,665 2,238 70 1,304,415 13,060 48,148 3,424,109 100.00%

傳圖
商圖

綜圖

中正圖書館

中正圖書館校史資料

達賢圖書館特藏中心

達賢圖書館

��.��％

�.��％
�.��％
�.��％

��.��％

��.��％

�.��％

館藏數量
比例

傳圖 商圖

綜圖 中正圖書館

中正圖書館校史資料

達賢圖書館特藏中心

達賢圖書館

▲			2021 年各館館藏數量比例圖

( 二 )	電子資源

本館電子資源共有 959,032 種，其中包含資料庫 323 種、買斷型電子書 215,073 種、使用權
電子書 652,269 種及電子期刊 91,367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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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類型數量

電子書(買斷)

電子書(使用權)

��,���
電子期刊

資料庫
���

資料庫

電子書(買斷)

電子書(使用權)

電子期刊

▲			2021 年電子資源類型數量統計圖 ( 單位：種 )

( 三 )	館藏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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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註銷資料共計 14,259 件。

💡  2021 年各館報廢資料類型統計表
館別

類型
中正圖書館 綜圖 商圖 傳圖 總計

圖書 3,227 846 - 667 4,740

附件 65 - - 123 188

微縮資料 11 - - - 11

期刊 3,270 3,378 1,202 1,455 9,305

報紙 15 - - - 15

總計 6,588 4,224 1,202 2,245 14,259

五、特藏資料與數位典藏
本館特藏中心位於達賢圖書館，採閉架式管理，典藏西元 1949 年以前的中文資料、1911 年

以前的西文資料、昭和 20 年 ( 西元 1945 年 ) 以前的日文資料，提供線上調閱服務，並設有展示
空間，作為特展與常設展之用，展出特藏實體藏品與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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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臺灣民主運動刊物、海外臺灣左
派運動資料、臺灣文學、名家手稿文存等；資料類型包括圖書、期刊與手稿、照片、文書等非書
資料，至 2021 年底整理入藏之特藏資料合計 137,876 件。

本館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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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行文物典藏、修護、
史料加值及數位化工作。2021 年進行特藏中心常設展與特展規劃執行、特藏中心新入口網站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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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Omeka	S 線上數位典藏內容管理系統及數位策展功能評估、數位圖像授權申請案 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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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文稿。2021 年持
續進行內容新增或擴充之數位典藏計畫包括：臺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鄭世璠文庫、
史明史料典藏計畫、羅家倫文庫、海外臺灣左派運動史料等。

💡 	2021 年數位內容建置重點工作成果簡摘表
計畫名稱 簡介 2021 年重點工作成果

史明史料
典藏計畫

史明（1918-2019）本名施朝暉，早年在海外以左派領導
臺灣獨立運動，其一生經歷日本統治時期、中共、國民黨
政權等，最終流亡日本，直到 1993 年才返回臺灣。期間，
除了在日本活動外，也和北美洲、歐洲等團體聯繫、合作。
因此，史明史料不僅提供海外左派運動的軌跡，還能勾勒
出在世界各地臺灣民主運動的樣貌，有助於釐清戰後海外
民主運動發展的多元性。

●	 建置史明史料詮釋資料，
共計 46,532 件。

●	 執行史明史料數位化，共
計 21,089 件。

羅家倫文庫

羅家倫 (1897-1969) 字志希，為「五四運動」之學生領袖，
曾任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並曾任本校前身之中央政
治學校代教育長，實際主持教務，奠定校務與學術發展基
礎。後陸續出任新疆監察史、駐印度大使、考試院副院長、
國史館館長等重要職務，在教育、外交、文化、近代史研
究方面貢獻卓著。羅家倫先生以保存中華歷史文化為念，
其收藏之史料除了顯示其個人學養之外，也揭開民國初年
的中國政治思想、政黨政治與政治現實的發展軌跡。

●	 新 增 建 檔清冊 852 件，
詮釋資料欄位內容改寫
及影像檔內容盤點更新
3,161 筆； 另 外 完 成 羅
家倫文庫影像檢核 1,355
筆，compound	object 上
傳 145 筆， 全 文檔檢核
636,000 字，相關工作持續
進行中。

海外臺灣左派
運動史料

收錄臺灣時代社相關史料，建置後提供使用者一窺海外臺
灣左派運動的思想孕育與組織活動。

●	 史料建置部份，完成全文
建檔 370,300 字，全文檔
檢核 945,100 字，影像掃
描 1,100 影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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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詮釋資料及數位化影
幅整併	668 筆。

鄭世璠文庫

鄭世璠先生的生命歷程，橫跨了日治、戰後及解嚴等臺灣
史上劇烈動盪的不同階段，見證了各時期臺灣美術的發展，
其興趣廣泛，熱衷收藏各類藝文史料，亦於捐贈後成為本
文庫之基礎。

●	 史料上傳文物登錄系統計
14,013 筆，上傳至數位典
藏系統 CONTENTdm 之資
料 18,564 筆，新增照片影
像掃描 3,360 筆，繪畫集
compound	object 影像掃
描並上傳至數位典藏系統
CONTENTdm計 96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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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史與檔案
本館典藏校史資料以及受託管理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以典藏珍貴文史史料及活化檔案使用

為目標，一方面改善庫房典藏環境，另一方面積極進行校史文物與檔案的清點、建檔及數位化作
業。

本年度重點工作除持續進行校史與檔案之入藏與數位化外，校史與檔案史料文物亦自社會科
學資料中心遷移至中正圖書館一樓提供服務，重點工作成果包括庫房改善工程及史料文物搬遷、
陳大齊校長數位展覽網站建置、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探索系統及服務啟用等。

💡		2021	年重點工作成果簡摘表
名稱 簡介 2021 年重點工作成果

校史文物建檔
校史文物之整理、清點、建檔及數位化作業，內容包含歷任
校長手稿文書、公文書信、出版品、紀念品、器物、圖像與
視聽資料等。

●	 完成李元簇校長文物案卷
層級建檔共 707 筆紀錄。

●	 完成校史文物核對及目錄
建檔 2,955 筆。

●	 完成校史文物數位化 4,466
影幅。

中國國民黨
省黨部檔案

省黨部檔案之拆卷、整件、維護、數位化及檔案建檔描述。

●	 完成數位化作業 250,555
影 幅、詮釋資料 39,114
筆。

●	 完成「中國國民黨黨史檔
案探索系統」建置及啟用。

政大校園影像
記憶網

原「茶言觀政：政大校園影像記憶網」系統轉置及影像檢核。
●	 完成 7,397 筆影像轉置及
目錄檢核。

政大校刊 《政大校刊》數位典藏計 236 期。
●	 完成《政大校刊》詮釋資
料建置及數位化 11,638 影
幅。

陳大齊校長數位
展覽網站

網站內容包含生平介紹、大事年表、照片剪影、領航政大、
著作思想、榮譽與風範等。

●	 利用 Omeka	S 系統平臺，
完成陳大齊校長文物數位
展示網站建置及啟用。

▲			陳大齊校長數位展覽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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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源

七、學術產出
學術研究成果是研究型大學重要的評鑑指標，圖書館透過所建置的政大機構典藏與政大博碩

士論文全文影像系統，保存本校各項學術研究活動成果，提高研究量能的能見度與影響力，在學
術傳播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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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增書目4,808
筆、全文 4,540 筆，系統累積書目共 128,897 筆、全文 98,219 筆，全文率達 7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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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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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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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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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研究計畫

�,���

專書/
專書篇章

�,���

研究報告

�,���

考古題

�,���

校務
發展計畫

���

其他

���

(筆數)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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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為鼓勵研究生授
權論文電子檔，於研究生畢業離校辦理流程中，增加提醒電子論文上傳的訊息服務，並於論文系
統及授權頁面置放論文授權宣導。另因應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推行「國立政治大學博碩士學
位論文獎」，本館協助完成 107 及 108 學年度各學院碩、博士論文篇數統計。2021 年本校學位
論文總計 1,757 冊，公開件數 1,737 件，延後公開 20 件。此外，為提升本校學位論文之國際能見
度，持續推動學位論文註冊	DOI，2021 年電子學位論文註冊計有 1,766 篇。

本館於國家圖書館舉辦之「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中，榮獲2021年「學位論文開放獎—
全文被下載率」公立大學組第四名。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分析報告：臺灣學術資源利用及研
究主題概況」中，本校學位論文位居被各校學位論文引用之第二名。

「政大學術集成」(Academic	Hub) 為揭露本校教師與研究者的研究領域、個人發表與團隊
研究成果之平臺，更進一步透過引文索引資料庫及其他計量指標的呈現，以展現本校研究成果的
各種影響力，並有助於全面呈現本校教研人員之學術產出與研究實力，展現本校學術研究成果與
增進學術產出之傳播效益。平臺以Google	Analytics（GA）進行網站流量統計，2021 年網站造
訪人次 394,260 次，平均每日進站人數約 1,080 次，較 2020 年成長約 1.2%。

自 2017 年 4 月上線後仍持續開發，2021 年採用新版前端框架，重新建構前端使用者瀏覽與
後端操作邏輯介面，加強響應式網頁設計，兼容電腦、平板和手機等行動裝置，提供使用者更好
的網站使用體驗，以達到增進網站流量與加強網站排名等學術傳播最大化之目的。平臺功能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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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集成平臺學術產出頁面

▲			學術集成平臺研究者頁面於行動裝置解析度呈現

▲			學術集成平臺研究者頁面

分別敘述如下：

1.	導入 Bootstrap 前端框架：配合平臺升級核心版本導入網格系統 (Grid	System)，具有適應

不同解析度而自動調整頁面配置的響應
式設計，並套用導覽列 (Navbars)、下
拉選單 (Dropdown	menu)、列表群組
(List	groups)、縮圖 (Thumbnail)、表格
(Table) 等相應元件，提供各類裝置的使用
者擁有絕佳的網站使用體驗。

2.	介接 Google	Scholar 與 Primo 學術探索
系統搜尋功能：提供學術產出頁面各類別

著作如論文、專書等導向Google	Scholar
及 Primo 學術資源探索系統查詢，進而影
響其研究內容增加被引用文獻之可能性，
提升本校學術著作在網站排名的曝光度。



· 讀者

· 入館及網站到站人次

· 圖書流通

· 資訊檢索

· 多媒體服務

· 調閱服務

· 館際文獻交流

· 場管服務

· 資訊檢索區

Chapter 4

第四章
閱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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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讀者類型分析圖

第四章  閱覽服務

圖書館在知識傳承上，扮演繼往開來的角色，閱覽服務則為圖書館資源與讀者間之橋梁，亦
是館員與讀者接觸的第一線。追求服務創新，滿足讀者需求，一向是本館追求的目標，2021 年持
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防疫須依指揮中心規定實施各項措施，本館雖以兼顧防疫及保障讀者相
關權益為主要原則，仍因疫情提升至第三級警戒，於 5月 15 日至 7月 26 日關閉閱覽空間，影響
重大。

另，2021 年 2 月本校加入臺聯大後，隨即開始進行系統整合及作業模式之研擬，9月 13 日
臺聯大讀者簽署與服務網頁正式上線、開放臨櫃借書及代還，12 月 13 日正式啟用代借與聯合目
錄服務。自此本館進入全新服務模式，以資源共享為目標，發揮各館特色與優勢，深化資源與服
務之整合。

讀者類型

研究生
��.��%

大學生
��.��%

教職員
�.��%

其他
��.��%

研究生

大學生

教職員

其他

一、讀者
2021 年本館讀者人數為 2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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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 人、大學生 9,759 人、
研究生 7,076 人、其他類型讀者 3,408 人；
在其他類型讀者中，又以校友比例最高，占
該類型讀者 46.27%。

2021年9月13日起本館自動化系統新增之臺聯大三校（陽明交通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
讀者人數共 28,385 人，各校讀者類型中，研究生與大學生人數比例相當，約各占 44%。

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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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新增臺聯大讀者人數分析圖																																																													▲			2021 年新增臺聯大讀者類型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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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館及網站到站人次
2021 年本館入館人次將近 106 萬人次，中正館（含悅讀區）入館人次占全館約 56%。因連

續二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三級警戒期間圖書館全面暫停閱覽服務，7月 27 日起又僅以梅花座
形式恢復閱覽服務，中正館悅讀區與達賢館湖濱小屋更是延至 9月 13 日才重新開放，校外人士
入館則至 10 月 12 日方開放入館，因此，2019 至 2021 年整體入館人次呈現持續下降。

💡  2019-2021 年各館進館人次表

年度 中正館 悅讀區 綜圖 商圖 傳圖 國研圖
社資
中心

達賢館
湖濱
小屋

總計

2019 年 626,783	 277,906	 271,848	 185,028	 7,635	 6,433	 1,503	 38,801	 3,983	 1,419,920	

2020 年 440,246	 221,735	 143,893	 152,989	 9,597	 － 212	 226,625	 14,191	 1,209,488	

2021 年 403,230	 188,619	 141,143	 107,892	 7,223	 － 53	 191,178	 20,595	 1,059,933	

備註：
1.	達賢館於 2019 年 11 月起試營運，湖濱小屋於 2019 年 12 起開放使用。
2.	國研圖於 2019 年 10 月起停止櫃臺服務，原館藏搬遷至達賢館。
3.	社資中心原館藏自 2019 年 4 月起開始搬遷至達賢館，僅餘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提供服務，孫中山紀念圖書館亦於
2021 年 6 月起開始搬遷至中正館，社資中心閉館。

4.	 2021 年 5 月 15 日中午起至 7月 26 日因應三級警戒不開放閱覽空間。
5.	悅讀區與湖濱小屋自 5月 15 日中午起至 9月 12 日不開放，悅讀區自 9月 13 日至 10 月 11 日開放至 24 時，10
月 12 日後恢復 24 小時開放。

6.	校外人士換證自 5月 15 日中午起至 10 月 11 日暫停服務。

圖書館網站乃以 Google	Analytics（GA）進行網站流量統計，2021 年累計檢視頁次
2,215,183 次，平均每日被檢視頁次約 6,069 次。

三、圖書流通
(一 )	流通總量

2021 年流通量約 40 萬冊次，較 2020 年減少約 16.98%。圖書借還量於 2021 年之開館日平
均每天約 1,266 冊次。

����年 ����年 ����年

���,���

���,���

���,���
���,���

���,���

���,���

▲			2019-2021 年流通量統計圖（單位：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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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讀者類型借閱統計

依讀者類型及其借閱流通量而言，2021 年學生借閱流通量占總借書冊數約 77%，其中研究
生借書量又較大學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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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大學生 教職員 其他

▲			2019-2021 年各類型讀者借閱量比例圖

另從各學院教職員生圖書借閱流通量比例分析，2021 年借閱率最高之學院為文學院，借閱率
達三成，其次為社會科學學院；相較於 2020 年，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外語學院及創新國際
學院借閱率皆提升，其他學院則微降或是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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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年各學院教職員生借閱流通量比例圖

備註：資訊學院於 110 學年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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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再就教職員與學生之借閱分析，博、碩士班學生與教職員皆由文學院借閱率居冠，其
中博、碩士班學生借閱率以社會科學學院排名第二，教職員借書則以外語學院居次。大學生亦以
文學院借閱率為最高，其次為社會科學學院與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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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各學院各類型讀者借書冊次比例圖

四、資訊檢索
為提供讀者便捷之資訊查詢入口，圖書館檢索服務以「學術資源探索系統」與「電子資源指

南」相互支援，前者可透過簡易整合查詢方式，檢索本館館藏與訂購之資料庫及電子期刊文章，
和開放取用之網路資源等，讀者僅需使用單一檢索介面，即可廣泛查詢不同來源之眾多資源；後
者為針對電子資源打造之檢索系統，不僅可查詢資料庫、電子期刊與電子書平臺，亦能依學科主
題與資料類型等進行分類瀏覽與篩選搜尋結果，進而獲取更加貼近需求之電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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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常用資料庫使用統計表

類別 資料庫名稱 使用次數（單位：次）

綜合型資料庫

ProQuest	Central
檢索次數 1,414,243
全文下載 197,993

EBSCOhost
檢索次數 158,241
全文下載 83,590

JSTOR
檢索次數 117,829
全文下載 225,135

ScienceDirect	Online 全文下載 29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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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索次數 402,726
全文下載 382,263

中國知網	(CNKI)
檢索次數 785,045
全文下載 138,177

引文索引資料庫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Web	of	
Science)

檢索次數 60,594

Scopus 檢索次數 19,784

學科主題資料庫

Thomson	Reuters	Westlaw
檢索次數 3,575
全文下載 30,076

月旦知識庫
檢索次數 1,899,918
全文下載 267,594

法源法律網
連線次數 57,957
下載次數 26,854

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s	(WRDS) 檢索次數 48,800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	(TEJ) 連線次數 156,375

聯合知識庫
連線次數 8,601
全文下載 100,518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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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思考及學習管道，
2021 年本館持續充實各類影音媒體及設備。目前除傳圖外，各館影音資料皆已集中於達賢館多媒
體創意學習空間提供服務，中正館、綜圖及商圖自 2019 年 7 月起已停止視聽資料服務。

本館透過網頁、文宣、電子看板等多種管道進行影音資料推廣，每二個月製作「熱門借閱影
片排行榜」，反映讀者最新觀賞興趣；透過「新片介紹」即時上傳簡介及輪播新片預告；偕同圖
書館實務課程學生一同規劃「主題影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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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冕挖哇王」、「今晚我想來點孤獨」、「優雅的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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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過天晴」、「告別制服」、「AI 科技改變了什麼？」等。另 3月 26 日在創意展演室舉行電
影欣賞會「電梯男孩的奇蹟」，同學參與踴躍，反應熱烈。

中正館數位資源學習區 達賢館多媒體創意學習空間 綜圖 商圖 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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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各館視聽資料使用統計圖 ( 單位：件 )

( 二 )	體驗服務

達賢館提供多項體驗設備，包括桌遊及 PS4 遊戲機，深受同學喜愛，讓同學腦力激盪，多人
互動，創意迸發！ 2021 年桌遊之使用次數為 325 次，共遊人次為 1,184 人；PS4 遊戲機之使用
次數為 829 次，共遊人次為 1,447 人。

▲			C01 智慧服務型機器人教育訓練 ▲			HoloLens	2 混合實境課程

創客空間位於達賢館五樓，秉承「做中學，學中做」之理念，提供全校教職員生、校友結合
創意與實作之場域，規劃討論發想區及DIY 實作區。討論區配置 30 席移動式桌椅、白板、電視
螢幕、麥克風及投影設備，可支援互動討論及教學活動；實作區提供多款3D列印機、3D掃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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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列印筆、熱轉印機、雷射切割機、實物攝影機、VR、MR頭戴式裝置、micro:bit 機器人、
開發型人型機器人以及動作捕捉等設備，滿足創作需求。創客空間不定期進行相關課程與工作坊，
以激發師生興趣，並培育跨領域之多元人才。2021 年共舉辦 5場教學工作坊，內容含「C01 智慧
服務型機器人」與「HoloLens	2 混合實境課程」等，累計 166 位師生參加。本年度借用各項設
備總計 435 人次，其中以借用 3D列印機為大宗，共 102 人次；其次為雷射切割機，計 98人次。

▲			學生 3D列印作品 ▲			學生雷切作品

( 三 )	微縮資料服務

中正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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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讀者使用微縮資料類型以國科會研究報告微片及中文報紙微捲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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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微縮資料使用人次與使用件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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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閱服務
本館閉架資料分置於中正館撤架區、九舍書庫（綜、商圖使用）、傳圖撤架區、達賢館密庫、

特藏庫房、校史與孫中山紀念圖書館庫房等。讀者可於線上申請調閱所需資源，圖書館則定時取
件並通知讀者取用。

2021 年本館調閱資料共 8,330 冊，較去年成長。調閱數量以達賢館密庫占 42.42%居冠，校
史與檔案居次占 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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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館撤架區 九舍書庫 傳圖撤架區 國研圖書分館
校史與孫中山紀念
圖書館庫房 達賢館密庫 特藏庫房

▲			2019-2021 年調閱服務統計圖（單位：冊／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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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館際合作之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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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底，與本館簽訂圖書互借協定數量共計 48 所。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館與各合作館自 5月中旬起陸續禁止持館際合作借書證讀者入館，至
10 月中旬後疫情趨緩，本館與各合作館方陸續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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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館際合作借證人次及冊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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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跨校借書服務本館向他館借書冊數排名分析圖

備註：百分比為四捨五入，加總可能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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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跨校借書服務他館向本館借書冊數排名分析圖

備註：百分比為四捨五入，加總可能大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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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校讀者向臺師大圖書館申請人數為 187 位，臺師大圖書館
讀者向本館申請人數有 541 位。

💡  2019-2021 年臺師大一卡通服務統計表	 單位：冊

年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臺師大讀者至政大借書 96 95 43

政大讀者至臺師大借書 86 16 24

備註：1.	2020 年 3 月 25 日起至 6月 21 日因疫情暫停開放外校人士入館。
2.	2021 年 5 月 15 日中午起至 10 月 18 日因疫情暫停開放外校人士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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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NDDS）
本館透過由國家實驗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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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版），本館促進全國資源共享之成果，在服
務量名列第 5名、提供圖書共享資源數量第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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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國內文獻傳遞服務申請件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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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國外文獻傳遞服務申請件數統計圖

( 三 )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UST	Libraries	Services）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臺聯大）圖書服務由四所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組成，四校圖書館秉持共同合作發展及整合圖書資源
之理念，以達成資源共享之目標，師生可「一校註冊，擁有四館館藏，享有四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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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臺聯大相關服務統計表	 單位：冊

年度 2021 年

政大臨櫃借還臺聯大圖書 150

政大代借代還臺聯大圖書 149

臺聯大臨櫃借還借政大圖書 26

臺聯大代借代還政大圖書 204

備註：臺聯大臨櫃借還自 8月起實行，代借服務自 12 月起實行。

八、場管服務
圖書館為便利本校研究生之學術研究，於中正館及達賢館設置研究小間，分為「整月借用」

及「當日借用」，擇一申請；而為提供本校訪問學者或專家進行短期研究之空間，於達賢館設置
學人研究室，以月為單位提供借用。同時為促進同儕交流與互動學習，提供三人以上團體討論室
方便使用者教學研究、課業討論。中正館設有集思小間 4間，綜圖設有研討室 1間，商圖設有研
討室 2間，皆配置會議桌椅、網路節點、電源插座及投影設備；達賢館設有討論室共 21 間，配
置壁掛或移動式螢幕，牆面裝設書寫白板。整體而言，討論室平均每月借用接近 700 次，每日平
均使用人次近百人，尤以期中、期末考前後最熱門，常供不應求，使用次數持續攀升，10 至 12
月借用超過 1,300 次，使用人數皆逾 4,700 人次，討論室的高借用率凸顯學生課業或社團均有群
組討論之需求。

💡  2021 年場管服務使用統計表	 單位：人次

館名 空間名稱 2021 年 備註

中正館

集思小間 8,419 4 間

研究小間（月借） 231 23 間

研究小間（日借） 2,476 12 間

達賢館

討論室 28,450 21 間

團體研究室（月借） 174 46 席

團體研究室（日借） 2,510 24 席

學人研究室（月借） 49 12 間

綜圖 研討室 1,334 1 間

商圖 研討室 3,340 2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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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訊檢索區
達賢館與各分館皆設有資訊檢索區，除了提供多組電腦供讀者自行劃位上機使用，也作為本

館開設資料庫講習課程之上課教室。其中達賢館之資訊教室A備有數組雙螢幕、三螢幕及較高規
格之電腦設備，可支援影像、多媒體與 3D內容創作編輯或小組討論等多元用途；亦提供單機資
料庫查詢、掃描與投幣及多元支付列印等服務，可滿足讀者於資訊檢索與學習層面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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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資訊檢索區使用人次統計圖

備註：1. 中正館資訊檢索教室 2019 年 6 月 28 日後停止服務。
	 2. 中正館於 2019 年 7 月起新增 2席 iCheck，2020 年 6 月增為 4席，12 月增為 5席。
	 3. 達賢館資訊教室自 2019 年 11 月起開始服務。

中正館自原檢索教室搬遷至達賢館後，雖無獨立檢索區域，亦於一、二樓共設置五臺自由上
機電腦，使用本校教職員生證件或校友證靠卡感應後可使用 60 分鐘。另設有兩臺配有A3掃描器
之電腦，不需靠卡即可使用。此外，中正館、達賢館與各分館於2021年 11月起新增多元支付影、
列印設備，具彩色與黑白列印、雲端列印及影印等功能。另支援電子票證、電子支付、手機支付、
信用卡支付與第三方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提供讀者更多樣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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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參考與推廣服務
一、學科服務

為支援教師研究，本館於 2020 年 9 月起推出「全心學科服務 2.0—以學科領域知識圖譜支援
系所教師之研究與教學」，由圖書館學科服務館員依各系所的學科範疇，使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
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Citation	Index，簡稱 TCI）與 Scopus 資料庫之資料作為分析來
源，利用視覺化軟體VOSviewer分析並產生網絡視覺化圖示，提供該領域知識圖譜供教師參考。
2021年共計完成40個全校各學院相關系所之知識圖譜，以及30位老師個別委託之知識圖譜分析。

為提高服務能見度，2021 年至各院系務會議上進行宣傳共 10 場（8場現場、2場線上），
計有 43 位教師提出申請。另為滿足研究生需求，舉辦 3場「找到自己的研究火花—學科領域分
析實務」研究生工作坊，教導研究生如何自行進行領域知識圖譜分析，現場及線上共計 62 位同
學參加。此外，為加強學科館員智能，12	月 30	日之圖書館讀書會特別針對學科服務應用深入介
紹及分享。

▲			「找到自己的研究火花—學科領域分析實務」研究生工作坊

二、參考諮詢
為協助及指引讀者充分使用圖書館各項資源與服務，本館提供參考諮詢服務，回應讀者所提

出之各式問題。讀者問題主要分為以下類型：指示性問題、讀者權益問題、資料資源問題、空間
場地問題、資訊、視聽等設備問題與參考諮詢問題。因各館及各組服務項目不同，參考諮詢問題
類型數量也有所差異，整體而言以指示性問題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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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參考諮詢問題類型件數統計圖

諮詢方式可分為現場諮詢與非現場諮詢二種，現場諮詢包含臨櫃諮詢與親至辦公室諮詢，非
現場諮詢則包含電話諮詢與線上諮詢；而其中線上諮詢主要又可透過以下四種途徑取得協助：圖
書館電子信箱、圖書館 Facebook 粉絲專頁、圖書館網頁諮詢單與政大校務建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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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參考諮詢方式件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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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教育
(一 )	資料庫講習課程

為使館藏資源發揮最大價值，本館每學
期皆開設一系列利用指導課程，帶領讀者熟
悉圖書館各項資源的查詢及使用方式，強化
對館藏資源的運用。開設課程包含「圖書館
資源查詢課程」、「學科專業資料庫課程」、
「EndNote參考書目管理軟體」與「Turnitin
學術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等主題。2021 年
因持續受疫情影響，考量防疫管控問題，1月
至 5月採實體與線上課程雙軌並行，6月起則
因疫情嚴峻，採全面線上課程，至 11 月疫情
較趨緩時再次開放現場與線上同步進行。透
過開設線上課程，不僅增加讀者上課的選擇
性，參與名額亦不再受教室座位數量限制，
出席率有所增長，也頗受讀者好評。

除了主動開課外，本館也接受老師或 5
人以上學生團體預約登記課程，為其提供客
製化的教學內容；圖書館精靈服務則是由館
員親自至教師研究室，針對圖書館服務與資
源查詢方法提供個別指導服務。

▲			資料庫講習課程

本年度達賢館與各分館合計開設 80 門課程，共有 2,024 人次參與。近三年之資料庫檢索課
程分析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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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1 年資料庫檢索課程分析圖

( 二 )	資料庫及電子書推廣活動

為鼓勵讀者認識並善用電子資源，本年度舉辦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電
子書推廣活動「超前部署！ eBook 達人速成班」，以館員自行建置之電子書使用教學網頁，引導
讀者快速上手五大常用電子書平臺，並舉辦線上有獎徵答，活動有效參與人次達 599 人，創本館
辦理電子書推廣活動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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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圖書館也協助推廣資料庫廠商舉辦之有獎徵答活動，本年度共計 38 場，期望讀者在
使用資料庫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對該資料庫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學習檢索及取用電子資源的相
關技巧，進而提升館藏資源的使用效益，達到教育學習之目的。

▲	「超前部署！ eBook 達人速成班」電子書推廣活動

四、導覽服務
本年度各館參訪導覽活動共計 79 個場

次，參訪人次達 1,182 人。參訪導覽活動由
館員悉心規劃參訪路線，帶領校內外貴賓悠
遊於別具特色的各個館舍，體會本館致力保
存傳統文化的同時，以現代化軟硬體設備所
營造出人與知識的對話氛圍。

達賢館自 2019 年底試營運起，便吸引眾
多校內外貴賓及學生團體前來參訪。館內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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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訪客不同的需求，
本館也提供特藏中心與創客空間之深度導覽，
向外推廣其相關資源與服務，並鼓勵讀者踴
躍造訪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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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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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賢館 達賢館—特藏中心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達賢館—創客空間

▲			2021 年各館導覽服務統計圖

備註：達賢館特藏中心與創客空間統計不包含達賢圖書館全館導覽之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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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廣服務
(一 )	主題書展

本年度圖書館共推出18場主題書展活動。中正館經典書房除舉辦「2020	Openbook好書獎」
及響應清華大學圖書館之邀請串聯辦理「記疫書展」，也策劃如「馬拉松」、「CCC漫畫創作集」
等主題書展；而達賢館則蒐集能夠抒發學生心情、或反應當代議題之 6場主題書展，分別為「無
冕哇挖王」、「今晚，我想來點孤獨」、「優雅的啟程」、「雨過天晴」、「告別制服」及「AI
科技，改變了什麼？」。

分館則共舉辦 8場主題書展，除藉此行銷館內資源與推廣閱讀活動外，也促使學生延伸閱讀與
思考相關議題，如商圖「創新求勝」、「好險早知道」與「看不見的金錢–虛擬貨幣」等商學議題書展；
綜圖「政治：眾人之事」、「閱讀城市」、「振興 i原眷：臺灣原住民文化巡禮」及由通識課學生
策劃之「城市與人」書展；傳圖「求知問鹿‧新鮮人漫遊傳圖」主題書展，邀請傳播學院王亞維
與吳岳剛老師提供主題書單，以認識館藏資源為宗旨，包含「主題書展」、「尋鹿任務」、「12月
份裡的新奇事」及「聖誕許願卡」等各式單元，希望吸引新鮮人多加利用各式館藏資源。

透過舉辦與時下趨勢及自我成長相關的主題書展，圖書館期能有效向外推展豐富的館藏資
源，也鼓勵讀者與世界脈動與時俱進、探索自我，從不同面向中不斷學習成長。

▲			記疫書展 ▲			「求知問鹿‧新鮮人漫遊傳圖」主題書展

( 二 )	閱讀講座

為使讀者深入了解圖書內容、提高閱讀樂趣，並有效推廣本館館藏資源，圖書館特邀多位講
者，舉辦與讀者面對面之講座。本年度中正館舉辦 3場閱讀講座，由 3位好書作者進行演講；商
圖辦理 2場專題講座，邀請本校商學院老師及資策會資深產業分析師，帶領師生建構完善的個人
風險管理規劃，並充實金融創新發展的知識、掌握前瞻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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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療癒孤寂》－找回自我安頓的力量」
閱讀講座

《療癒孤寂：30 堂課學會接住自己，
建立內在安全感，成為能與他人連結的完
整自我》作者蘇絢慧諮商師，提到網路世
代讓人際關係更加疏離，為了在社群間呈
現美好形象，反倒隱藏了內心的孤寂感，
導致生存焦慮和壓力；本書引導覺察 15 種
孤寂訊號，培養健康孤獨的能力，即使一
個人也不陷入孤寂。 ▲			《療癒孤寂》－找回自我安頓的力量

2.	「雜音、噪音、靜音－工廠裡的《工作記
事》」閱讀講座

《工作記事》作者陳昌遠老師，其詩
作以作業元件為引，書寫著生活困頓與機
具噪聲下，勞動者的幽微心事，並獲得第
六屆楊牧詩獎首獎，以及 2020 臺灣文學獎
金典獎、蓓蕾獎。講座中作者述說自身的
勞動與詩作歷練，也透過書中三首詩，談
工廠中的三種聲音—雜音、噪音、靜音—
連接到人的心理與情緒狀態，並分享在勞
動中意識詩意的時刻，透過詩，傾聽探索
這個世界。 ▲		雜音、噪音、靜音－工廠裡的《工作記事》

3.	「話說我的漫畫人生：漫畫創作背後的故
事」閱讀講座

邀請廣告學系劉俐華教授分享其一路
創作的歷程，因喜歡漫畫開始創作漫畫，
第一本漫畫「雪季」即獲得金漫獎殊榮；
「柴犬日紀」也網羅一票粉絲；「寶寶來
了」及「寶寶 2.0」，感動社群及心有戚戚
焉的媽媽們；運用最新的VR技術創作「海
洋生物超有事」則呼籲重視我們的環境生
態；以及最近以短篇散文的形式集結成「外
婆傳說」。與會讀者熱烈回應及提問，老
師期許大家多參考、多學習，由自己能著
手的地方開始，一定可以創作出屬於自己
的風格。 ▲			話說我的漫畫人生：漫畫創作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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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揮別風險，保障富足人生」專題講座
邀請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彭金隆教授

開講，老師將人生階段比喻為前半場與後
半場，隨著人生週期與人身風險的演變，
瞭解人生各階段面臨的不同風險與關切需
求、未來高齡化社會結構的演變趨勢，結
合風險管理的步驟與方法，以及各類型保
險的介紹，以兼具微觀與宏觀的角度，由
淺入深帶領師生逐步建構出完整的風險管
理規劃藍圖。

▲			如何揮別風險，保障富足人生

圖書館透過舉辦閱讀講座，邀請作者與專業人士分享心路歷程與人生經驗，使書籍得以跳出
紙本平面思維，在講者與讀者雙方的即時互動下，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擴大讀者的視野與思考角
度，豐富人生閱歷。

( 三 )	藝文活動

達賢館本年度的藝文活動內容多元且豐富，包括「以色列影響世界的發明與發展」攝影展、
「聖誕花飾DIY」手作活動、第 12 屆金漫獎得獎及入圍作品特展，以及數場讀者毛遂自薦於午
間演奏豎琴或鋼琴的「快閃琴音」；另外也提供許多單位借用場地舉行展覽或成果發表，使得館
內充滿了文藝氣息。

1.「以色列影響世界的發明與發展」攝影展
由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舉辦的「以色列影響世界的發明與發展」攝影展於 11 月 3 日至

12月31日在5樓及7樓藝廊展出，藉由44幅來自科學、醫學、農業、環境科學、考古學、化學、
社會科學及精確科學等不同領域的攝影作品，一窺以修復世界，增進人類福祉為動機的以色列
各項發明與發展，讓讀者拓展不一樣的視野。

5.「穩定幣與央行數位貨幣的發展與競合」專
題講座

邀請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產業
分析師兼組長李震華博士，主講穩定幣與
央行數位貨幣的發展趨勢，以及世界各國
央行關注的相關議題與當前發展重心；接
著再由廖秀卿組長介紹 AISP 情報顧問服
務資料庫操作方式，不僅符合師生教學研
究的需求，更能有效推廣圖書館資料庫的
應用。 ▲			穩定幣與央行數位貨幣的發展與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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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影響世界的發明與發展」攝影展

2.「聖誕花飾DIY」手作活動
邀請中華松風插花學會張貴玲老師及

5 位助教於 11 月 22 日在羅家倫講堂舉行
「聖誕花飾DIY」手作活動，現場指導參
與者了解人造花的架構設計、拆解及組合，
利用簡單的工具動手創造屬於自己風格的
聖誕飾品，讓參與者在享受DIY 創作樂趣
之餘，還能抒發平時的課業壓力，而這些
美麗作品，也使達賢圖書館充滿繽紛的聖
誕氣氛。

▲			「聖誕花飾 DIY」手作活動

3. 第 12 屆金漫獎得獎及入圍作品特展
第 12 屆金漫獎得獎及入圍作品於 12 月 7日起於 2樓新書展示區展示，本屆作品題材涵蓋

政治、奇幻、BL、歷史及心理等領域，題材自由且多元，畫風靈活富有想像力，作品特色鮮明，
吸引許多讀者駐足翻閱欣賞。

▲			第 12 屆金漫獎得獎及入圍作品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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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讀文山：木柵的古今巡禮」焦點工作坊

( 四 )	新生活動

為使新生快速熟悉校園生活，本館每年除配合學校新生訓練進行圖書館介紹，也會特別規劃
專屬圖書館的新生活動，分述如下：

第一部分為新生訓練時講授「知識政大」
課程，今年因疫情影響，新生訓練以線上直
播方式舉行，本館以輕鬆活潑的影片向全校
新生介紹圖書館位置空間、資源服務與活動，
協助新生認識各館舍空間，並由館長親自回
答新生提問問題；另於10月1日下午舉辦「走
讀文山：木柵的古今巡禮」焦點工作坊，由
文山社區大學何文賢老師以戶外導覽的方式，
帶領新生探索木柵老街區，了解這塊土地古
往今來的故事與歷史知識，期使新生在聆聽
故事的同時，對校園周邊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培育其地方文史素養與關懷，與校園所在的
這塊土地產生深厚的連結及認同感。

第二部分新生活動於開學當日同步展
開，本年度因應疫情，本館自行建置簡易網
頁以線上活動方式辦理，主題為「政大圖書
館新生指南：歡迎來到政大圖書館」。網頁
從新生角度出發，圖文並茂介紹圖書館位置、
空間、資源、服務及常見問答，將所有新生
需要知道的資訊集中呈現，以利其快速認識
圖書館。此外結合 AR導覽系統與線上測驗
舉辦抽獎活動，凡本校在學學生下載AR	app
完成讀者權限啟用、體驗AR新鮮人拍照框、
並瀏覽完活動網頁認識圖書館後正確回答測
驗問題，即可獲取抽獎資格。本活動以豐富
獎項作為吸睛亮點，鼓勵新生熟悉校園各圖
書館之位置及空間特色、並概略了解圖書館
提供之資源與服務。

( 五 )	圖書館週

每年 12 月初為全國同步之圖書館週，
2021 年本館以「“Book”	a	Better	Future!	
永續新生活提案」為題，推出一系列體驗活
動。

▲	新生活動「政大圖書館新生指南：歡迎來到政大圖
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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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防疫新生活」，而回顧這一整年，我們也深刻體會到旱災、缺水及
異常高溫對生活的影響，啟動「永續新生活」亦是對現今個人與所處環境至關重要的事。各子活
動分述如下：

1. 國際視野－ SDGs 小學堂
為推廣 2030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於中

正館大廳策畫 SDGs 小學堂主題展覽，透過海報展、午間小遊戲及拍照打卡，讓師生有機會更
了解 SDGs 及其重要性，進而思考如何在生活中響應及落實。

▲	2021 圖書館週「“Book”	a	Better	Future!	永續新
生活提案」

▲	國際視野－ SDGs 小學堂：參與者體驗午間小遊戲

2. 鄉土關懷－留住心底最美的風景
於達賢館與綜圖舉辦「留住心底最美

的風景」臺灣生態人文書展，陳列臺灣生
態保育及人文風貌相關精選好書；在中正
館經典書房則展出「與大自然共好的感動」
政大實小繪本館藏特展；此外還有「鄉土
之美麗與哀愁」生態保育影展，於達賢館
羅家倫講堂播放《太陽的孩子》及《黑熊
森林》兩部生態保育主題影片。活動透過
閱讀與影像，讓讀者體會豐盛之島的美，
重拾與大自然合一共好的感動。

▲	鄉土關懷－留住心底最美的風景：中正圖書館經典書
房「與大自然共好的感動」政大實小繪本館藏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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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創生－你想待在哪座城市：那些你不
一定知道的城市故事

地方創生的主角為「人」，如何吸引
年輕學子鮭魚返鄉，將創新的思維與科技
導入地方，活化鄉村產業經濟發展？要活
化鄉村，必須先從認識生長的地方做起。
活動特邀走遍臺灣各鄉鎮部落探尋被遺忘
的歷史文化的地方賊，於中正館陳芳明書
房分享他如何偷走臺灣各城市的故事，再
將地方的多重記憶，用簡單的敘事說給大
家聽。

▲			城市創生－你想待在哪座城市：地方賊老師分享「那
些你不一定知道的城市故事」

4. 在地體驗－創皂好茶味
邀請坪林在地店家《水柳角 68》主人何家蓁老師，運用當地包種茶樹所製成之茶油、茶

籽等素材，帶領參與者體驗親手製作手工茶皂以及泡澡球；手作結束後等待作品成型的茗茶時
間，則由老師分享茶葉相關知識及各式茶葉衍生製品試用，讓參與者親身體驗溫潤的茶製品，
期望能在茶知、茶香、茶皂的洗滌薰陶下，增強身心保護力面對各種生活的挑戰，且將在地產
業的發展推廣深植心中。

▲	在地體驗－創皂好茶味：何家蓁老師講解手工茶皂
製作

▲	在地體驗－創皂好茶味：何家蓁老師與泡澡球課程
參與者合影

5. 創新設計－Game	for	Future
邀請朝邦文教基金會董事暨核心引導師張桂芬老師，帶領「SDGs2030」桌遊體驗活動。

遊戲採個人任務進行，藉由執行專案以達成個人目標，然而各個專案亦會影響世界經濟、環境
及社會狀態。上半場參與者專注於完成各自目標，致使世界狀態失衡；老師於期中報告間提醒
覺察、關注世界之狀態後，下半場大家開始交流互利、同心協作達成各自目標並讓世界的狀態
愈來愈好；最後彼此回饋分享活動之歷程、反思與收穫，交流氣氛融洽和諧，參與者熱烈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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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設計－ Game	for	Future：張桂芬老師與參與者
合影

凡參與圖書館週上述任一子活動，皆可
參與「永續樂活－ Book	a	Better	Life!」抽
獎活動，藉此鼓勵教職員生踴躍參與圖書館
週活動，也期望讓圖書館陪大家一起，構築
起日常的儀式感，把生活過成想要的樣子，
預約美好未來！

( 六 )	校史徵文活動

為慶祝政大 94 週年校慶，圖書館舉辦「Memory 政大社團」校史徵文活動，向全校教職員生、
校友及退休教職員徵集關於政大人的特色故事與共同生命記憶，期能藉此匯集跨世代政大人的回憶，
凝聚師生及校友情感，並增進大眾對政大的認識與了解。活動自 3月 1日至 5月 4日開放投稿，共徵
得 62 件作品，經過評審團評閱及網路票選後，選出評審獎與網路票選人氣獎各 10 名，並設置得獎作
品展示網頁，除可欣賞各篇獲獎佳作，亦能點閱得獎者的心得感想，本次所有徵文稿件則另置於政大
記憶維基網留存紀念，供眾瀏覽。

▲	校史徵文活動「Memory 政大社團」

( 七 )	二手書交流

本館自 2006 年起每年舉辦二手書交流活動，2021 年因疫情之故暫停收書，經相關組別會議
討論後，確認未來變更執行方式為：每學年上學期辦理未入藏贈書供經濟弱勢學生取用之活動、
每年年初辦理報廢書刊索贈之優先對象增加經濟弱勢學生、以及待本館自行開發之二手書線上交
流平臺上線後將以平臺作為交流管道，舉辦二手書交流活動。

本年度經濟弱勢學生索贈活動「你的舊愛，我的新歡」於 10 月 13 至 15 日於達賢館舉行，
事前請學務處生僑組協助轉發邀請函予學雜費減免及弱勢助學系統之經濟弱勢學生，總計約 456
位。活動期間提供 1,256 冊中西文書籍供挑選，共 37 位同學參加，取走 186 冊書籍。所剩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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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活動結束後至 10 月 25 日 12 時止開放一般索贈，餘書則捐至華欣二手書店，由其估價後直接
將善款轉捐陽光基金會，為社會福利機構貢獻一份心力。

▲	二手書交流活動

( 八 )	暑期研習班

本館自 2015 年以來每年暑期均與圖檔所合辦「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班」，2021 年
本館為增進圖書館及資訊服務單位在職人員知能，分享在數位時代中如何以資訊科技的技術，提
高讀者的興趣、提供更多元的創新服務，舉辦「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研習班」。課程著重
人工智慧應用於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現況與未來發展、雲端圖書館服務平臺Alma	API 智
慧服務開發與應用、資料探勘技術於圖書館讀者資料分析與應用、圖書館創客空間規劃與支援創
新教學、影像辨識技術於圖書館智慧服務應用、延展實境於圖書館導覽與利用教育應用、人工智
慧與資料探勘於檔案數位人文應用、圖書館智慧服務規劃與實踐、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館
員專業知能養成與培育等議題。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研習班首次採用Google	meet 方式進行線上研習，可開放較以往實體
課程更多人員參加，本次共有來自全國各地 69 位同道參與。除了是本館第一次以線上方式辦理
研習外，亦是第一次使用線上報名及繳款作業，學員可於報名後選擇超商繳款或線上信用卡付費，
由於是學會系統開發後第一年使用，又需於最短時間下完成，作業略顯生疏而有些許慌忙，所幸
最後五天的研習在授課老師們辛苦講授下圓滿完成。

▲			線上研習 ▲			參與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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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場地借用

圖書館提供館內各式場地空間借用，以滿足教學、討論、會議與發表等多元需求，其中達賢
館創新空間充足，自試營運以來各單位場地借用絡繹不絕。2021 年中正館與達賢館場地借用次數
共計 375 次，以達賢館的多功能室、羅家倫講堂與資訊教室等場地最為熱門。各場地每月借用次
數如下表：

月份
中正館 達賢館

大廳
迴旋藝
廊

陳芳明
書房

大廳
資訊
教室

創意展
演室

影音製
播室

創客
空間

多功
能室

羅家倫
講堂

達賢
講堂

1月 0 0 0 0 2 1 0 1 10 11 6

2 月 1 0 0 0 2 0 1 0 2 1 1

3 月 0 0 1 0 15 0 4 0 4 7 7

4 月 3 0 0 0 10 1 3 2 23 11 7

5 月 1 1 1 1 4 1 0 1 2 1 4

6 月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月 0 0 0 0 0 0 0 0 0 0 2

8 月 0 0 0 0 0 0 4 0 4 3 2

9 月 0 0 0 3 3 0 2 0 10 5 7

10 月 3 1 2 1 10 4 0 1 10 9 7

11 月 3 2 6 3 10 3 1 1 11 11 4

12 月 3 1 3 3 8 1 0 2 23 18 11

合計 14 5 13 11 64 11 15 8 99 77 58

備註：5月 18 日至 7月 26 日疫情三級警戒閉館；達賢館會議空間於 8月 23 日起恢復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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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2021 年 1 月
●	 1 月 18 日辦理第 110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圖書資源經費分配除註冊人數外，大學部
將納入雙主修人數，並自 110 年度開始實施。

2021 年 2 月

●	 2 月 1 日政大正式加入臺聯大系統 (UST)，各校圖書館系統整合前，UST 各校讀者可透過全
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免費申請圖書互借服務。

●	 2 月 18 日臺灣省黨部檔案數位檔及目錄建置完成。
●	 2 月 21 日達賢圖書館開放 8樓團體研究小間開放借用、PS4 場地管理系統預約功能上線。
●	 2月 22日完成並公開陳大齊校長數位展覽網站，內容包含生平介紹、大事年表、照片剪影、
領航政大、著作思想、榮譽與風範等，並將此網站掛於政大校史網站「政大記憶wiki」下，
以充實校史網內容。

●	 針對學校將論文授權予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並收錄於資料庫，卻出現論文內容遭不當竄
改之情事，發函至華藝公司，請其將本校「期刊數位化計畫電子出版合作契約書」及「博士、
碩士論文著作授權電子出版合約」中，所有本校提供之論文書目資料及電子全文檔，先自
中國大陸市場下架。3月 10 日收到華藝公司回覆，自中國大陸市場下架一案，下架之期刊
總計 37	種、電子全文數量總計 5,360 篇，書目資料總計 7,130	筆；學位論文總計 901	篇，
書目資料 901	筆。

2021 年 3 月

●	 3 月 4 日前往「臺灣獨立建國聯盟」取回獨盟捐贈文件史料 7箱，由代表人毛清芬女士及陳
重光主席簽訂捐贈備忘錄。

●	 3 月 17 日不當黨產委員會來函，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 11、
12 條複製孫中山圖書館館藏並要求本校提供臺灣省黨部檔案數位檔，本館依協議書規定通
知中國國民黨，並依法配合辦理。

●	 3 月 22 日《圖資與檔案學刊》榮獲國家圖書館「110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之圖書資訊
學門「期刊即時傳播獎：5年影響係數 (108年 )」第五名，以及「期刊長期傳播獎：歷年 (近
30 年 ) 總被引用數」第五名。

●	 3 月 31 日學生會借用達賢圖書館前大草坡舉辦野餐日。

2021 年 4 月

●	 4 月 26 日於達賢圖書館 8樓達賢講堂舉行專題講座「如何揮別風險，保障富足人生」。
●	 4 月 28-29 日舉辦「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館長聯席會」，主題為「蛻變中的大學
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共同探討新時代的大學圖書館如何順應時勢提供創新的
服務與資源，各方亦就圖書館管理經驗、問題及未來發展，進行深度的交流與對話。

2021 年 5 月

●	 5 月 15 日起因全國疫情進入三級警戒，疫情期間圖書館服務調整如下：
	 全面停止入館閱覽，僅提供線上圖書預約調閱服務，讀者於接獲e-mail通知後至櫃檯取書。
●	 5月 18日開始實施分流及居家上班，亦配合校內異地辦公政策，人事室進駐社資中心辦公。
●	 舉辦 94 周年校慶系列活動「Memory. 政大社團」校史徵文比賽，參加者包含學生、校友及
退休教職員，共徵得 62 件作品，選出評審獎與網路票選獎各 10 名，將徵文稿件置於「政
大記憶wiki」，藉此活動增進政大人對政大的認識，凝聚師生及校友情感。

●	 5 月 31 日起配合傳播學院院館實施高規格防疫而閉館，預約取書改至綜圖分館取件。

2021 年 6 月

●	 《圖資與檔案學刊》第 98 期出刊。
●	 因應師生疫情期間的教學及研究需求，6月 28 日起，商圖分館之單機資料庫採取線上預約
方式，在固定時段開放給校內現職師生使用，並於使用後立即消毒。

●	 6 月 28 日辦理第 111 次圖書館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創客空間收費要點」部分條
文修正備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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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項目

2021 年 7 月

●	 7 月 27 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重新開放各館的閱覽空間 ( 採梅花座 )，中正館 B1
悅讀區、達賢圖 . 書館各類討論空間及桌遊暫不開放。

●	 7 月 26 日至 30 日舉辦「圖書館智慧服務與創新學習」暑期研習班。
●	 配合本校將社資中心改為宿舍之新政策，校史與檔案組辦公室於 7月搬遷至中正圖書館。

2021 年 8 月 ●	 8 月 2 日孫中山紀念圖書館在中正圖書館一樓東側重新開館服務。

2021 年 9 月

●	 9 月 13 日臺聯大臨櫃借書、代還服務、簽署與網頁正式上線。
●	 因應本校 9月 13 日至 26 日採線上授課，原圖書到期日為此期間者，展延至 9月 27 日開始
實體授課日，此段期間之滯還金不予累計。

●	 9 月 13 日至 10 月 22 日舉辦線上版 2021 新生活動「政大圖書館新生指南：歡迎來到政大
圖書館」。

●	 9 月 16 日完成商圖分館茶水間裝修案，充分改善空間動線及通風情況。

2021 年 10 月

●	 10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舉辦鄭世璠文物特展暨主題系列講座。
●	 10 月 1 日舉辦新生焦點工作坊「走讀文山：木柵的古今巡禮」。
●	 10 月 12 日起因疫情趨緩，取消梅花座，達賢圖書館各討論室恢復使用。
●	 10 月 13 日至 25 日舉辦「你的舊愛，我的新歡」二手書索贈活動。
●	 10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研究生繳交紙本學位論文兩冊不限精、平裝。
●	 10 月 19 日起正式恢復開放跨校借書證與校外人士入館。
●	 10月21日知識組織組代表本館出席NBINet全國合作館館長聯席會，榮獲金量獎、金心獎、
金威獎。

2021 年 11 月

●	 11 月 18 日至 26日於達賢 FB粉專舉辦創客空間推廣活動，抽獎獎品為本館同仁自製小物，
並邀請得獎同學親自至創客空間體驗製作。

●	 11 月 22 日於達賢圖書館舉辦聖誕花飾DIY 活動。
●	 11月23日於達賢圖書館羅家倫講堂舉行專題講座「穩定幣與央行數位貨幣的發展與競合」。
●	 11 月 25 日達賢圖書館視聽區單人席位全數改裝成筆電區。
●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辦理 2021 年圖書館週活動「“Book”	a	Better	Future!	永續新生
活提案」。

●	 11 月 30 日促轉會召開「政黨持有政治檔案審定、移歸及開放應用事宜協商會議」，由館
長代表本校出席，會中決議先由本校與國民黨黨史館交接省黨部檔案，再假本館場地辦理
促轉會、檔案管理局、國民黨黨史館三方點交。

2021 年 12 月

●	 《圖資與檔案學刊》第 99 期出刊。
●	 2020 年政大數位史料與研究論壇《去鄉懷國：戰後海外臺灣政治運動》專書出版。
●	 12 月 7 日辦理「中國國民黨黨史檔案啟用典禮暨檔案應用講座」，黨史檔案探索系統開放
使用。

●	 12 月 13 日臺聯大代借代還與聯合目錄查詢服務正式上線。
●	 12 月 13 日至 30 日舉辦傳圖推廣活動「求知問鹿新鮮人漫遊傳圖」。
●	 12 月 14 日場地管理系統新增功能改版上線。
●	 12 月 15 日完成商圖入口大廳牆面美化裝修案，一改原有氛圍，增添文青氣息。
●	 12 月 16 日臺電萬壽路區段停電，達賢圖書館緊急閉館半日，並執行機房關機及重啟作業；
後於 12 月 22 日提前至夜間 7:30 閉館，以修復高壓電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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