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館積極辦理編

訂各類型圖書館服務

指引，並推動多項精

進圖書館服務品質及

提升館員專業知能之

工作，自 102 年迄今，

已陸續出版各級圖書

館館員專業知能服務

指引。鑒於圖書館推

動終身學習與全民閱

讀亦已至分齡分眾服

務之專業階段，本館

乃於 108 年度率先以

老年讀者為主題，邀

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資訊學系林珊如教授主持「老年讀者圖書資訊服務

指引」研訂計畫，並自 4 月起召集國內公共圖書館

同道組成計畫研訂小組，共辦理 6 場次研訂小組會

議與兩場次焦點團體座談，針對老年讀者之人力資

源服務規劃、讀者資源服務與館藏規劃、讀者服務

推廣與合作規劃、服務科技應用、館舍空間與服務

設施規劃等議題進行研討，同時蒐集國內公共圖書

館服務實例，以提供推動相關服務參考。而為求縝

密周全，本館再邀聘 3 位委員審查本計畫研訂草案

內容，並由林教授酌予增修及定稿。本《指引》具

體說明圖書館老年讀者服務重點，並由館員培訓、

瞭解高齡者人口現況與需求等十大面向，分別描述

與提供服務之建議與指引。本《指引》完成，相信

將有效促進圖書館提供老年讀者服務之規劃，並提

升老年讀者服務內涵與館員之專業能力。（圖書館事

業發展組洪偉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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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_2020 春天讀詩節： 

觀物自得——歷代詠物詩詞導讀_唐

申蓉（584 字） 

 

「2020 春天讀詩節：  

觀物自得—歷代詠物詩詞導讀」 

期    間：109 年 2 月 15 日 

          至 109 年 4 月 25 日 

         （週六 14：00 至 16：30） 

地    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講座簡介 

    為鼓勵全民建立閱讀習慣與興趣，

本館持續辦理四季閱讀活動，期望讓

民眾生活中，書香不間斷。2020 春天

讀詩節系列講座將帶領讀者賞析詠物

詩詞之美，提升培養大眾對美的萬物

賞析，豐富美感體驗。本年度規劃之 7

場講座有：「受命不遷，深固難徙──

說屈原的〈橘頌〉」（廖棟樑主講）、「六

朝最成功的詠物詩──〈詠湖中鴈〉」

（朱曉海主講）、「託物喻懷．鑽貌窺

情──魏晉詩人的摹景狀物」（王欣慧

主講）、「微物關情──唐代詩人的日

常心境」（廖美玉主講）、「宋代詩詞中

的『物』與『情』」（徐國能主講）、「春

占花──你的星座花語詩」（解昆樺主

講）、「紅色手推車的身世──西方詩

中的物」（廖咸浩主講）。各場次全程

參與者，將提供 3 小時公務人員或教

師研習時數，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

講座。 

    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及保護公眾

健康，109 年春天讀詩節系列演講 2、3

月份活動將延期舉辦（2 月 15 日、2

月 22 日、3 月 7 日、3 月 21 日、3 月

28 日場次），詳細辦理時間本館將另行

公告周知。 

活動網址： 

https://actio.ncl.edu.tw/109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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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品 4_《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PDF)_ 館藏組提供（619 字）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 

（第七版） 
 

 
 

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編輯 
民國 108 年 9 月 109 頁 

9789576786778（PDF） 

GPN 3910801712    

    本館藏發展政策之訂定，係以本館設立宗旨、任務及其服務對象為基礎，

以充實館藏，提升服務品質為目標，同時配合社會環境的變遷及資訊科技的發展，

因時、因事制宜訂定之。針對來自不同地區文獻源，給予不同之徵集原則，如國

內出版品以「完整求全」為徵集原則；國外出版品，以重要國家圖書文獻，政府、

重要國際組織及智庫之出版品為優先徵集原則，至於內容主題則以人文及社會科

學文獻為主，並以「支援研究級」為徵集原則；國外漢學研究文獻，以求全為徵

集原則；文獻徵集之語文，大陸地區優先徵集中文文獻，其他國家地區則以英文

文獻優先，惟近年來則有重視日韓文文獻徵集之趨勢。 

    本政策自民國 83 年第一次修訂之後，歷次迭有修訂之舉，截至 108 年為止，

前後已修訂七次，第七版修訂，主要內容有二：其一，為因應「學位授予法」論

文送存條文之更動，將第八條修正為第十六條；其二，針對「南部分館館藏」部

分，增訂有關「臺灣兒童及青少年文學史料中心」與「臺灣出版產業博物館」之

館藏範圍，全文並以 PDF 檔於網上發布，閱讀及下載網址： 

https://www.ncl.edu.tw/information_270_10598.html。（館藏發展及書目管理組提供） 

期　　間：109 年 2 月 15 日至 109 年 4 月 25 日

                    （週六 14：00 至 16：30）

地　　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家圖書館

講座簡介：

為鼓勵全民建立閱讀習慣與興趣，本館持續辦

理四季閱讀活動，期望讓民眾生活中，書香不間斷。

2020 春天讀詩節系列講座將帶領讀者賞析詠物詩詞

之美，提升培養大眾對美的萬物賞析，豐富美感體

驗。本年度規劃之 7 場講座有：「受命不遷，深固難

徙──說屈原的〈橘頌〉」（廖棟樑主講）、「六朝最成

功的詠物詩──〈詠湖中鴈〉」（朱曉海主講）、「託物

喻懷．鑽貌窺情──魏晉詩人的摹景狀物」（王欣慧

主講）、「微物關情──唐代詩人的日常心境」（廖美

玉主講）、「宋代詩詞中的『物』與『情』」（徐國能主

講）、「春占花──你的星座花語詩」（解昆樺主講）、

「紅色手推車的身世──西方詩中的物」（廖咸浩主

講）。各場次全程參與者，將提供 3 小時公務人員或

教師研習時數，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講座。

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及保護公眾健康，109 年春

天讀詩節系列演講 2、3 月份活動將延期舉辦（2 月

15 日、2 月 22 日、3 月 7 日、3 月 21 日、3 月 28 日

場次），詳細辦理時間本館將另行公告周知。

活動網址：https://actio.ncl.edu.tw/109_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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