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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遊政大
圖書館FIRST MEET



探訪校園成了他的最愛，他對圖
書館很好奇～怎麼好像到處都有
圖書館？

他是一位政大新鮮人，從高中踏入
大學生活，既興奮又期待。



迎新的時候，學長姐說：「多瞭解
圖書館，以後在很多地方都能幫助
你喔～。」

還有還有，有些書好像只有某個
圖書館才有耶？每個分館的設備
又好像不完全一樣？



圖書館可是有好多好多新

奇好玩的事呢！現在我們

一起來探索冒險吧！

記得不能帶食物進圖書館喔！

還有手機要設成震動喔！

讓我們一起來維護圖書館
的優質環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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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學校共有幾個圖書館？
這些圖書館有什麼不同呢？ 

想知道學校圖書館各在哪邊呢 ?
他們又各有什麼館藏呢 ?

A. 總圖：共有五層樓。

01. 底樓是悅讀區、閱報區。

02. 一樓為流通與數位資源學習區 (提供視聽資料館

   內借閱 )，檢索室、集思小間。

03. 二樓典藏中西文期刊資料，和三個月內外文報紙；

   另有經典書房，不定期舉辦特展。

04. 三樓為中文書庫 (含一般圖書及參考書 )。

05. 四樓為西文書庫 (含一般圖書、參考書，以及教師

    著作專區、畢冊 )。

特
色

校內共有 5個圖書館，分別位在：

A總館：位於四維堂和憩賢樓之間。。

B綜圖分館：位於綜合院館一樓。

C商圖分館：位於總圖對面商學院四樓。

D傳圖分館：位於道藩樓旁的傳播學院四樓。

E社資中心：往憩賢樓方向，直直走到底。

(另有兩個校外圖書館：公企中心圖書館及

國研中心圖書館 )

位
置

各
分
館
皆
有
不
同
特
色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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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僅校外人士不可帶包包入館唷。

2. 檢索教室：提供給學生查詢資料

   、寫報告作業之用。

3. 集思小間：3-10 人的研究討論

   空間。

補充

B. 綜圖分館：典藏社會科學學院、法學院、國際事務學院

   相關主題專業資料。

C. 商圖分館：商學院各所系相關學門之專業書刊、

     視聽資料及資料庫。 

    D. 傳圖分館：典藏豐富的傳播領域相關書刊，並

       蒐藏傳播學院創所以來之學位論文，且可供外借。

     E. 社資中心：主要存放各校碩博士論文及過期報紙。

        典藏大量微縮資料、博碩士論文、

        中西文叢書、國內外政府出版品及中外文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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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各館開放時間有些不同，歡迎隨時至圖書館網頁查詢喔！

學期間開放時間如下（寒暑假另訂）

•	逢國定假日，除總圖底樓悅讀區外，本校各館均不開放。

微積分變成危機分 ? 要拼期末考了！

圖書館週末有沒有開呢？

我可以在圖書館窩到幾點？

館  別 開 放 時 間

中
正
圖
書
館(

總
圖)

圖書借還

一～日

08:00-21:50

1-4 樓閱覽區 08:00-22:00

1 樓數位資源

學習區
08:30-21:30

B1 悅讀區 24 hours

2 樓非書資料室 一～五 08:30-17:00

商圖、綜圖 一～六 08:00-22:00

傳圖
一～五 08:00-21:00

六 10:00-18:00

社資中心
一～五 08:00-21:00

六 10:00-18:00
日 13:00-17:00

• 國研中心圖書館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 64 號
• 公企中心圖書館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8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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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總圖與綜圖在期中 / 期末考試期間及考前一週將延長閱覽
服務時間到晚上 12 時，所以不論是早早準備好或是臨時抱
佛腳都可以在圖書館盡情 K書到晚上 12 點喔！•	延長開放時段 ( 晚上 10 至 12 時 ) 沒有借還書及參考諮詢
服務，只提供自修閱覽服務。•	為了保留座位給用功的同學，延長開放期間，全日暫停持
校友證、校友借書證、教職員工眷屬閱覽證者使用總圖底
樓悅讀區喔！

•	有關延長開放圖書館與詳細時間表，請在考試週前密切注
意圖書館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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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

只要憑本校學生證，你可以進出各圖書館並且可以借閱各館的圖書。

大學部可借總冊數為 30 冊，借期四週；碩博士研究生及教師皆為 50 冊，

借期八週。可續借二次，可於到期前自行於線上續借。

只限館內閱覽的資料

參考書 ( 含老師指參 )、期刊、公播版的視聽資料、畢冊、論文、報紙、

微縮資料、特藏資料、教師著作 ...。

還書需知

還書時，我們應自行確認當天還的書是否都辦理還書了再離開櫃台，並且

記住喔 !! 附件類 (即光碟等…)不要夾在書裡面還也不要投還書箱喔 !!

還書秘技

目前總圖及商圖皆設有還書箱服務，若您不方便於開放時

間還書，可透過還書箱來還書喔 !! 建議您投入還書箱的圖

書後，最好還是能於次日自行上網查詢或電話確認還書紀

錄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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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圖書館代借代還

我要借的書在分館，可是我想在總圖取書，可以嗎 ? 當然可以，

只要申請付費的代借服務，且代借的圖書為可流通或自己的預約

書，圖書館可以將書送至你想去的館藏地辦理借閱喔 !!

•	校本部各館間每冊為80元，校本部各館與校區外各館每冊為20元。

那總圖的書一定要在總圖還嗎 ?? 不用，您在各館所借的圖書可直

接到您就近的圖書館還就行了。

查詢個人借閱紀錄

您可從圖書館首頁的借閱紀錄，輸入個人帳號密碼，就可查詢以

下服務：

•	目前借閱狀況：可依到期日排序後檢視圖書是否有逾期或有人

預約及續借次數。

•	修改個人資料：可線上自行修改密碼、地址、電話及 email

•	目前預約書狀況：可檢視預約書是否已到館，並且可自行線上

取消預約書。

•	續借圖書：只要在沒有他人預約且借期過半的狀況下，在到期

日當天前都可自行線上續借。

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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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預約

我想借的書被別人借走了，怎麼辦 ? 您可透

過線上作預約，並且當該書歸還後，即會透

過您的 email 信箱通知您，或您可隨時查詢

個人借閱紀錄檢視預約書目前之狀態。

逾期滯還金

圖書逾期，除了停止借書權利直至逾期書歸為止之外，每冊 ( 件 )

每逾一日會產生 5 元滯還金；不過我們有提供有三天緩衝期！也就

是說， 逾期後的三天內還書，不用繳納滯還金，但是第四天起，就

要前連三天的一併繳交即 20 元，以此類推。

限隔夜借閱的圖書及一般視聽資料，則每冊 ( 件 ) 逾一小時會產生

5 元滯還金；以上滯還金之上限每冊 (件 )都為 1000 元整。滯還金

未繳清前也會停止各類資料外借的權利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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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通知服務

您的預約書、到期書及逾期書除了可以自行上線查詢或來電洽

詢，圖書館更提供了電子郵件通知的服務，我們會主動發通知

提醒您，請檢查您的信箱可用容量及排外名單，以避免被退信，

並請經常利用本館網頁確認您的個人借閱狀況。未收到相關

email 通知，不能視為減免滯還金或延長借期之理由喔 !!

我的帳號密碼是什麼呢？

個人借閱紀錄的預設密碼是 lib 加上生日月日，如果您的生日

是 5 月 15 日，密碼就即為 lib0515，登入後別忘了要重新設定

新密碼喔！～

Ps. 如果忘記密碼了，請親持學生證到任一館的借還書櫃台，

請館員幫忙刪除舊密碼，之後您再重新設定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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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堂去圖書館？去
圖書館不會太無聊
了點嗎？

沈思的空間…
 

閱覽席位及總圖悅讀區

看到喜歡的讀物想隨時坐下來細細品讀嗎 ? 各圖書館都設置了自修席位

喔!!總圖及各分館皆在書架間設有雙人雅座及共同奮鬥座供同學選擇。

此外，總圖底樓的悅讀區更提供您，是免費的而且是 24小時開放的喔 !

只要你是政大的教職員生、校友或員工眷屬都可在這裡享受到最安靜舒

適的空間，倚著中庭你可看到陽光灑落在窗台，讀累了，也有柔軟的沙

發讓你緊繃的心情舒解一下喔…

小提醒：考試前週及當週校友及員工眷屬暫停進入此區。  

            

無論想一人靜靜的沈澱思考，或是想和
好朋友一起腦力激盪？來圖書館幫你補
氣質又補元氣！

經典書房

到優雅的經典書房走走吧 !! 走入位於二

樓的經典書房，感受到的不只是濃濃的

書香味，更有怡情的優美音樂可聆聽，

像是走進一個遠離塵囂的世界；平時可

以這在裡讀書休憩、享受夕陽餘暉、沈

澱心靈，當有書展或人物特展時，更是

值得一窺究竟的展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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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圖大廳
  
想要找個角落坐下來和同學聊天、討論報告、裝用功

看書寫作業、發呆等人、或是安頓一下疲憊忙碌的身

心，總圖大廳肯定是個好所在！燈光柔和溫暖，蔣公

銅像周圍提供舒適的坐墊、木製桌台，給人自在放鬆

的氛圍！

集思小間

總圖數位資源學習區的集思小間，可供多人討論使用，

只要有三人以上，即可憑學生證申請借用！商圖與綜

圖也各有一間研討室，可容納5-14人。如果需要借用，

記得先詢問各服務櫃台唷！

檢索教室

你若想在網路世界與人互動，或進行數位學習，總圖

的數位資源學習區提供 52 台電腦使用，並包含列印、

掃瞄等服務。可憑學生證劃位。我們也提供印表機、

掃瞄機、大圖輸出。A4 黑白列印只要 1 元、彩色也只

要 5元喔。

互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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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的空間…

我 累 了，
想要輕鬆
一下

數位資源學習區提供您不一樣的選
擇喔！讓你不用出校門，也能看遍
好電影！

當你想要小小輕鬆一下，可以到圖書館來看電影喔。總圖一樓的數位

資源學習區，可以借影片獨自欣賞，也可三五好友一起借用團體室共

賞，大飽眼福喔！

我們有什麼視聽資料…？

影片除了有經典影展片與（熱門）院線片外，還有 Discovery 等知性

影片，可以讓你看到大呼過癮！先選想看的片子，再連同學生證一起

拿到櫃台辦理借閱手續及劃位，在館內觀賞的影片都是有公開播版權

的哦！

這裡還有休閒沙發可觀賞多國電視節目唷！

專業性視聽資料

綜圖與商圖也有社會科學及商學方面專業性的視聽資料，其中綜圖還

有隨選視訊可供線上欣賞。

圖書館為你洗滌塵慮，滿足每一份想放鬆的心靈。



勇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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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首頁 > 資源查詢 > 館藏」，輸入你要查找的

關鍵字就可以了。綜觀所有政大圖書館所收藏的資料全

在這裡查得到，包含了：包括圖書、期刊、影片及學位

論文…等，並告訴你資料的位置，以及是否可以借出的

狀態。

				如果你知道書名，也可以於查詢框左邊的下拉選單

中選擇以「書名」查詢，或是知道作者名，則可以用「作

者 / 編者 / 譯者」查找；同時，可以透過查詢框右邊的

下拉選單去限定查詢的範圍，例如，想找的是 DVD 影片

或是音樂 CD，可以設定只查「視聽資料」。

圖書館像寶庫，怎麼知道需
要的資料在那裡？



在館藏目錄查詢，可以查到教師指定參考書，也就

是某一門課老師指定修課同學閱讀的書籍。同學可

至各館的「借還書櫃台」借閱「指定參考書」；且

為了讓所有的修課同學都可以借閱，所以只限定在

館內閱讀，每一次可借二小時。你可以先利用查詢

目錄的「指參 > 授課老師」或是從「指參 > 課程」

來確定書在哪個圖書館，再前往借閱。

借不到我可以預約喔！

你想找的是書還是視聽資料？

這
裡
有
詳
細
的
說
明
跟
書
單
喔
！



如何找書？
在詳細顯示的頁面上，你可以知道書在那一個圖書館，索書號

是在書架上的位置，只要依著索書號沿著書架上標示的號碼，

就可以找到書了。不過，還必須注意處理狀態，凡標示可流通、

限館內流通、限館內使用等狀態的書，就表示書在書架上，可

以找得到它，不過只有「可流通」才可外借。

我查到我想
借的書了，
可是這本書
在哪裡？

看懂查詢結果，就可以按
圖索驥找到你要的書！

書好像被借走了？來預約吧！
處理狀態如果標示：到期 mm-dd-yy( 代表書外借中，該讀者的

還書期限 )、採編組處理中、典閱組處理中…等，皆不會在書

架上。你可以從線上預約該書，並等候圖書館 email 通知，再

到館借閱。每一筆資料上方都有預約的圖示，以您借書證的帳

號密碼登入，即可進行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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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帳號密碼		

這邊不填也沒關係

選擇你要預約的書。
c2 指的是複本。

點選「預約」

有31

人
預
約

預約方式

•同學可以在各館借書，借閱總數大學部學生為 30 冊 ( 件 )，借期 4週。
		碩博士研究生、專任教師可借 50 冊 ( 件 )、借期 8週。假設有人已預約
		該書，借期皆減半。
•參考用書、碩博士論文、期刊、學報、報紙、公播版視聽資料、微縮
		資料、特藏資料等，不可外借，只能在館內閱覽。
•還書時，同學可還至校園內任何一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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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陳列方式

圖書館中的期刊陳列方式是：中文刊依筆劃序、西文刊依字

母序。透過目錄查找，會看到期刊的架號，架號是書架的位

置，分為現刊區及合訂本區，最新一期及其他當年的卷期在

現刊區。

先利用圖書館目錄來找期刊雜誌吧！

各館都有期刊雜誌哦！先利用館藏目錄，確定要找的期刊在

哪一館，在查詢框輸入期刊名稱的關鍵字，再從右方下拉選

單中，設定查詢範圍為「期刊」，即可知道期刊的位置，同

時知道各卷期的收錄狀況。

我想找的是
期刊，我要
的卷期在哪
裡呢 ?

當年期刊和較舊的過期期刊
陳列在不同的架區，不要找
錯地方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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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怎麼找
比較舊的卷期裝訂後，放在合訂本區的書架上。有些期刊可能有缺

期的情況，「館藏」就是顯示合訂本的卷期；「最近到館」就是現

刊的收刊狀況。

期刊都是不外借的，可以影印，或是點選線上版看全文。

較
新
卷
期
的
收
刊
狀
況

期刊的家

『最近到館』資料
放在現刊架上 ( 但
有時送裝訂中 )。

館內收藏此本期刊的年
代起迄資料。且皆為合
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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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先查詢省時間
社資中心在民國 85 年以前完整收錄了全國各校的博碩士論文，不過近
年各校論文逐漸數位化，社資中心自 96年 9月起僅收各校的博士論文，
因此近期的博碩士論文，建議您利用博碩士論文系統查找。

中文報紙保存豐富
你在總圖底樓閱報區及各分館都可看到近二、三個月的中文報紙；其他
語文或是海外發行的中文報紙，則置於總圖二樓的報紙區。三個月以前
的報紙，藏於社資中心。你要找報紙的舊聞，可以到社資中心好好探究
一番。

想找報紙、博碩
士論文，這些資
料在哪裡呢？

社資中心是典藏
報紙及博碩士論
文的大本營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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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有沒
有語言學習
雜誌？ ??

提供多種語言雜誌與光碟

在數位資源學習區，共提供九種附有互動教學光碟或課

文講解 MP3 的英、日語學習雜誌，除了當期的資料外，

也可以借到半年內的雜誌，利用該區的電腦進行語言學

習。

總圖二樓和分館也有這些雜誌的紙本可以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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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借書證
除了咱們圖書館的資源可以享用外，我們也跟其他圖書館合

作，本校圖書館找不到的，可以向合作館借用唷！

當您查詢館藏目錄，發現館內沒有您所需資料，或

已被借出時，可以用聯合目錄查詢其他圖書館是否

有您所需的資料，來總圖一樓借還書櫃台借用跨校

借書證，你可以自行前往借還書，目前與我們簽約的

圖書館有 40 所，其中向台大、師大、文化、淡江四校

借書，本館還可以代還。詳情可至圖書館服務 >全國館際文獻

交流查看喔 !

我們與其他圖書館有合作，館內沒
有的，可以向合作館借用唷！

我想看的書
圖書館沒有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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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櫃台取書

如果無法親自去其他學校借書，可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

(NDDS) 之付費服務，替您將書借回。您可在總圖一樓數位資源

學習區櫃台取書及還書，也可向他校申請複印文章。

申請館際複印的好康，政大有 11 所合

作學校，複印每頁只要 3元喔！

合作學校一覽：中正、中山、交大、成大、成大醫、高醫與文山區聯盟（世新、景文、華梵、中國科大、東南科大）

•	費用因各校與書籍重量而有不同，請洽櫃台喔～

小叮嚀：

1. 本館與其他圖書館交換之跨校借書證數量

		有限，亦有借用時間限制。

2. 線上申請借書或複印，申請件到館後會

		以 email 通知您至總圖一樓數位資源學習

		區櫃台取件付費。

3.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與跨校借書證服務詳細

		說明請參考圖書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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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門也可
以利用圖書
館嗎？

不用出門，一樣可以悠

遊在電子圖書館中，豐

富你的報告內容，也豐

富你的生活。

數百種資料庫任你遨遊
在家上網要查資料寫報告，除了 Google 外，

圖書館網站中包含了許多電子資源是具有

可信度及學術性的，讓你查資料更有效率、做的報告

更有看頭。

如何開始呢？
圖書館提供超過 400 種的各類型電子資源，如電子期刊、電子書、

學位論文、百科全書…等，都是在 Google 上無法看到完整內容的學

術資料。只要上圖書館網站，點選「資料庫」，在資料庫指南網頁

中查到的資料庫，凡是標示有			 	，無論在校內外用圖書館的帳號

密碼可登入；在校外可透過計中提供的 SSL	 VPN 連線查詢資料庫。

如果不知道該查那一個資料庫時，建議你可以參考「超人氣資料庫」

網頁。



查詢圖書館目錄和資料庫有什麼不同？
圖書館目錄只能查到書名、期刊名及學位論文名稱，

其中的詳細資料，則無法得知。如果想要查期刊中

有那些文章，或是要寫報告，必須蒐集許多相關主

題的文章時，可利用期刊文獻 ( 索引或全文 ) 資料

庫，如「中華民國期刊論文資料庫」或「CEPS 電子

期刊」等。

有其他種類的資料嗎？
除了學術資料庫外，圖書館也有一些報紙新聞、雜

誌及影音資料庫讓你享受休閒時間：

•	報紙新聞讓你掌握時事，如「聯合知識庫」及「知

識贏家」。

•	雜誌讓你獲得新知，如「天下雜誌知識庫」及「科

學人雜誌知識庫」。

•	還有可以放鬆心情的音樂資料庫，如「文化音像

數位資料庫」、「Naxos	Music	Library」。

1. 資料庫	http://tinyurl.com/m6sseh

2. 校外使用校園網路服務 (VPN)	http://tinyurl.com/ntux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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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擔心，只要來
上課，包準你成
為 資 料 查 詢 達
人！

團體課程
老師可能會替你安排資訊查詢的課程，或者你也可

以注意圖書館的訊息，我們會不定期開設課程，只

要上聯合報名系統報名參加，你就有機會成為資料

查詢達人。

啥米？！那麼
多資料庫？我
怎麼知道要查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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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有影印機？

總圖及各分館都設有影印機及影印卡販售服務。

為什麼架上找不到我要的書？

當您已在館藏目錄上確定這本書的狀態為可流通或是限館內

閱覽，卻在書架上找不到，有可能是書被放錯位置、你看錯

館藏地，或是這本書剛還回來但圖書館還來不及上架……請

先尋求館員協助，若真的找不到，再填寫下落不明單，請館

員協尋。

為什麼我預約書無法成功？

請留意您要預約的書是否已外借或處理中。如果是限館內閱

覽或可流通，或是您的預約書已超過 10 本、有逾期的書沒有

還，或滯還金沒有繳清等情形，系統就無法讓您預約，您可

以去圖書館網站，查看個人借閱紀錄是不是有以上狀況喔～

我借的書不見了，怎麼辦？

別急！找找看自己的書架、床底下？借給同學了嗎？

真的找不到了，先到借還書櫃台請館員開賠償程序單

給您，請您按照程序單辦理賠書或賠款手續。 

我可以把書捐給圖書館嗎？

非常歡迎您捐贈圖書給我們喔！～建議您先備妥贈書

清單，詳註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版本等資

料與行政組分機 63186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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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

我沒有收到圖書館發的逾期通知 email

圖書館的即將到期通知、逾期通知、預約書取書通知等

email 通知單，( 原設定 ) 會寄到本校計中發給之 email

信箱，請確認您的信箱容量或是否圖書館寄來的信在垃

圾郵件匣中喔。

您也可以登入個人借閱記錄，修改成其他常用的 email

信箱。進入後請點選 「修改個人資料」, 於「EMAIL 

ADDR」欄位中增加，並以半型逗號分隔，請勿使用其他

符號分隔或加空格，否則會造成系統退信，收不到信喔!  

嗯...

我
要
把
還
書
日
期
記
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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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置物櫃

位在總圖底樓悅讀區的置物櫃，共有 636 個供租

用！每學年度開學前一個月，圖書館網頁會張貼

公告並於聯合報名系統上進行申請報名，報名截

止後再辦理抽籤與繳費手續，詳情請見圖書館網

頁公告！

臨時置物櫃

綜圖、商圖以及總圖大廳皆有提供投幣式臨時置

物櫃，只要一枚 10 元硬幣，即可寄放 24 小時！

因為投幣式置物櫃採「計次計時」制 (每 24 小

時，計費 1次 )，密碼紙一定要保管好，遺失密

碼紙無法打開櫃子，需由專人處理，每次酌收 50

元工本費。

 Ps. 商圖、綜圖、社資中心也有提供投幣式置物

櫃 (1 次 10 元 )。   

今
天
課
很
多
，
背
包
裡
的
書
本
好
重...

有

沒
有
地
方
可
以
暫
時
寄
放
呢
？

若有長期寄放東西的需
求，還可以申請個人專用
的長期置物櫃喔！     

圖書館的置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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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借用總圖大廳展覽  

在人氣旺旺的圖書館大廳舉辦展覽，不但能運用您的巧思創

意妝點圖書館，又能展現社團成果喔～！總圖大廳提供校內

各單位借用，申請時間為借用日前一個月起至二週前，依登

記時間之先後順序借用，先到先贏喔！借用時需到圖書館網

頁下載申請單，並附活動計劃書，至總圖行政組辦理申請，

經審查核准後提供借用。

圖書館裡可以拍照嗎？

為降低對圖書館裡的其他讀者的干擾，在圖書館裡拍照攝影

需先提出申請，且需以教學研究為主，申請者必須至總圖行

政組辦理申請，審查核准後才可以在圖書館裡趴趴走、拍拍

照喔！拍照時請盡量選寒暑假期間或讀者較少的時間，並尊

重讀者的肖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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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上網
您可使用 NB 透過無線上網，
即可隨時隨地享用豐富的電子
資源。如不清楚校園無線上網之設
定，請參考計中網頁 / 校園無線網
路。提醒您，無線上網需透過電子
郵件帳號密碼（***@nccu.edu.tw）
認證後方可使用！

想去圖書館打工，要問誰呢？

在圖書館首頁 >關於本館 >與我們聯絡 >點選”登記候補

工讀生”。網址 http://tinyurl.com/l4mvyo 

進入候補工讀登記網頁後，把資料填完送出就完成應徵工

讀囉 !這邊要提醒大家，這個登記之有效時間為 60 天，

超過 60 天請重新登記，館員會主動和您聯繫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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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疑問嗎？  

歡迎你來信至 libnews@nccu.edu.tw 或是撥打電話 

02-29393091*63182 與我們聯繫喔！

圖書館擁有取之不盡的寶藏
相信愛探險的你每天都會有
新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