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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 1972年成立

• 楼高六层

• 总面积约16,662平方米

• 全馆均有无线网络覆盖

• 多用途计算机数目418部

• 主要服务对象:  大学教职员 >3,600人
学生 >32,600人

• 2012/13年, 进馆人次达 2,869,118, 为全香港最繁忙的
学术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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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特色馆藏特色馆藏特色馆藏特色: : : : 以科学,工程和商业学科的馆藏量计算,

在亚洲名列前茅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图书馆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全馆收藏资料总数 2,660,000+

图书总册数

1,263,367
期刊(种类) 

2,312

电子数据库
419

电子期刊(种类) 

49,272

电子书籍
475,362

视听数据
462,372

馆藏发展馆藏发展馆藏发展馆藏发展
电子版优先政策电子版优先政策电子版优先政策电子版优先政策

• 如果書本同時有電子版及紙本同時供應,圖書館優

先購買電子版。

• 提供 24x7 不间断服务 anytime anywhere

• 可作全文搜索,大大提高资料检索效率

阅览模式则有两类阅览模式则有两类阅览模式则有两类阅览模式则有两类

• 不限人次阅览模式

• 单次阅览模式,每次只限一人使用。圖書館盡 量

購買不 限人次閱覽模式,以方便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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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发展馆藏发展馆藏发展馆藏发展
读者主导采购模式读者主导采购模式读者主导采购模式读者主导采购模式

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

• 馆藏建立 -- 切合大学师生对卓越教学、学习及研究

的需要

选书的步骤选书的步骤选书的步骤选书的步骤

• 将预先拣选的书目匯入图书馆的目录, 当读者阅览或

下载预先拣选的书目内文 , 这书本才正式被采购,更

可保证书本的使用量。

预先拣选的书目汇入图书馆的目录预先拣选的书目汇入图书馆的目录预先拣选的书目汇入图书馆的目录预先拣选的书目汇入图书馆的目录,
当读者阅览或下载预先拣选的书目当读者阅览或下载预先拣选的书目当读者阅览或下载预先拣选的书目当读者阅览或下载预先拣选的书目
内文内文内文内文 , 这书本才正式被采购这书本才正式被采购这书本才正式被采购这书本才正式被采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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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教学教学教学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课程参考资料数据库课程参考资料数据库课程参考资料数据库课程参考资料数据库

Course Reading DatabaseCourse Reading DatabaseCourse Reading DatabaseCourse Reading Database

• 数据库包括老师放在指定参考部的书目及各种科目的

课程参考资料等

• 学生可以根据所属学系、科目名称及科目编号来搜索

书目,减省他们找资料的时间。

• 教师可以直接将有关书目资料匯入大学的电子学习平

台 - Black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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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 (Blackboard) (Blackboard) (Blackboard) (Blackboard) 的的的的图书馆标签图书馆标签图书馆标签图书馆标签

Blackboard乃是理工大学主要采用
的学习管理系统。学生能够在网上
平台获取所修读课程的文档、也可
提交功课、参予綫上讨论等等。图
书馆在Blackboard內的毎个科目均
设在标签，让图书馆资源更容易融
入学习平台。

学习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学习管理系统(Blackboard)(Blackboard)(Blackboard)(Blackboard)的的的的图书馆标签图书馆标签图书馆标签图书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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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支援電子學習支援電子學習支援電子學習支援
Primo-Blackboard Connector

在各科目的课程参考资料网页内，设有导出
功能，老师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便能直
接将参考资料清单放在Blackboard系統上。

如果是纸本书籍，按
下连结便可看到该书
的索书号、位置及借
阅状态。
假若是电子资源，按
下连结可让学生看到
电子全文。
学生不单单地读老师
预备的笔记，也能透
过其他参考资料扩阔
学习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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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资訉素养课程网上资訉素养课程网上资訉素养课程网上资訉素养课程

图书馆早於2002年已
设有网上资讯素养课
程，帮助学生有效地
寻找、评估、及应用
资讯。学生在完成课
程後可参与网上测验，
成绩达75%或以上将
获发證书。现在已有
个别学科要求学生必
须获得这證书才能在
该科取得合格，我们
正努力与更多学系合
作，将完成这网上课
程成为毕业前的必须
条件之一。

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
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

在不同的研
究阶段，不
论是早期准
备、出版、
处理研究成
果等，图书
馆均提供适
时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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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

连连连连系合作空間系合作空間系合作空間系合作空間
特别为研究生及教职员而设的研
读小间及滙研间。
研读小间提供舒适和宁静的环境
给他们专心研习，而滙研间则设
有沙发、会议桌、电脑等方便进
行小组讨论。

研究准备研究准备研究准备研究准备

有效地利用搜索工具
OneSearch: 打开丰富
的知识宝库

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

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
OneSearch - 「「「「探索工具探索工具探索工具探索工具」」」」

OneSearch是图书馆於2011年采用的一站式的「探索工具」，介面设计
以Google为蓝本，并透过将图书馆目录及供应商提供的电子资源预索引
(Pre-indexed)整合，整合，助学生在海量的资訉中更有效、更准确地地
查找各类馆藏，包括纸本和电子图书、期刊和杂志论文、报纸、视听资
源、电子资料库及理大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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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大部份研究人员也习惯使用Google，图
书馆也在网页内加入Google 
Scholar@PolyU，搜寻结果会预设加入
理大图书馆的连结，方便获取全文资料。
为帮助研究人员收集及整理参考文献，
图书馆也订购 RefWorks个人书目管理
程序。学生能从图书馆目录和不同数据
库将文献导入个人账户，并在文稿中插
入引文及创建参考文献,提高撰写文章的
效率。

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

How to cite?

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

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作者培训讲座 Author Talk

对於研究生，他们大都没有在期
刊上发表论文的经验，图书馆安
排出版商代表为他们讲解投稿流
程、提高稿件接受率的办法、评
价文章的通用标准等。

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被引用情况检索

Citation Search
而当论文发表後，图书馆也可帮
助研究人员在Web of Science或
Scopus数据库中搜寻，提供个
人论着收录及被引用情况的证明。

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我们如何能在研究循环周期上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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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研究支援

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 Poly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及其学术研究及其学术研究及其学术研究及其学术研究档案库库库库 PolyU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rchive

2009年4月理大校长宣布正式启用

机构典藏库是高校学术典藏
与交流的平台，开放获取学
术资源达至资源共享，由此
提升大学学术声望及增加研
究人员学术论文的下载量，
保存及传播学术机构的研究
成果，加强专家学者的沟通
及合作。

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香港理工大学典藏资料库
Poly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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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2010年9月

• 理大的研究人员必须提交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及
会议论文的手稿的最终修订版本，供大学永久保
存并可开放获取。

• PolyU academic and researchers are required to 

deposit electronic copies of their peer-reviewed 

journal articles an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uthor’s final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olyU IR for 

open access, as of the date of paper publication. Full 

text of other research outputs should also be 

deposited where appropriate.

展示理大研究人員及其研究成果展示理大研究人員及其研究成果展示理大研究人員及其研究成果展示理大研究人員及其研究成果

• 开放获取理大的学术文章

• 开放获取理大的博士论文

• 开放获取理大已注册的专利

• 统计以上文献的下载量

• 显示Web of Knowledge (WoK)和Scopus的重要的
引文数据

• 引文数据库有助于提高研究人员在学术界的知名度
，用于高校的排名及学术人员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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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的学术资源类型收藏的学术资源类型收藏的学术资源类型收藏的学术资源类型

• 已发表的学术文章

• 学术期刊论文预刊本（Preprints）或
后刊本（Postprints）

• 学术会议论文

• 博士学位论文

• 技术与研究报告

• 学术报告的PPT 

• 已注册的专利

http://repository.lib.polyu.edu.hk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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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pository.lib.polyu.edu.hk

conference papers and 
presentations

http://repository.lib.polyu.edu.hk

and more …

books, book chapters, patent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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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类型组成文献类型组成文献类型组成文献类型组成

• 著者通过学院馆员提交全文

• 著者直接电邮给图书馆

• 著者IR网页直接提交全文

• 著者在学校科研部门科研成果系统Research Output 
System上直接上传，再由图书馆获取

收集典藏库文献的途径收集典藏库文献的途径收集典藏库文献的途径收集典藏库文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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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版权版权版权许可许可许可许可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 Sherpa Romeo 

(http://www.sherpa.ac.uk/romeo/)

• 是出版社对期刊文章之授权政策及规范的数据库，
以此确定提交的文章是否可以存放于机构典藏供开
放使用。

No. of Times 

Cited 

DOI for journ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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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of 

outputs by 

this 

researcher

Indexed by 

Google 

Scholar

Google Scholar, Google Google Scholar, Google Google Scholar, Google Google Scholar, Google 
及及及及Yahoo Yahoo Yahoo Yahoo 搜索引擎都可搜索引擎都可搜索引擎都可搜索引擎都可
以检索理大典藏库的以检索理大典藏库的以检索理大典藏库的以检索理大典藏库的
文献文献文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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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下载量逐年增加全文下载量逐年增加全文下载量逐年增加全文下载量逐年增加

理大机构典藏库理大机构典藏库理大机构典藏库理大机构典藏库 2013 年年年年8888月月月月31313131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收藏量收藏量收藏量收藏量 5,615

pdfpdfpdfpdf全文下载量全文下载量全文下载量全文下载量 3,681,000

平均每篇下载量平均每篇下载量平均每篇下载量平均每篇下载量 640

Ranking Web of World Repository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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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理大典藏资料库，建立PolyU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rchive

• 包括所有理大学术论文并提供DOI 全文连接；

• 帮所有大学研究人员建立个人学术档案
(Researcher Profile)，包括他们的学术论文、研
究方向、引文分析等信息；

• 提供大学研究人员研究课题项目的信息。

香港理工大学学术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学术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学术研究香港理工大学学术研究档案库库库库
PolyU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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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

与学生会代表会面与学生会代表会面与学生会代表会面与学生会代表会面

图书馆刚於今年七月成
立新的读者连系及拓展
部门，专责收集理大不
同群体的意见，以改善
馆内服务。例如在早前
理大学生反映图书馆供
同学小组讨论的空间不
足，我们便主动约见他
们讲解未来的翻新工程
计划，听取他们的看法。

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

与学生会代表会面与学生会代表会面与学生会代表会面与学生会代表会面 与学生组织保持良好关系
是重要的，他们可以帮忙
推动学生参与本馆举办的
活动。例如於本学年的阅
读计划，每位新生也可获
发一本英文小说及参与相
关活动，有赖学生会在
Fackbook面书网站内爲
计划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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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大校園推廣閱讀文化

• 特色活動包括討論會，寫作診
所，徵文比賽，電影欣賞
(Discussion Sessions, Writing 
Clinics, Essay Competition, 
Film Shows)

• Common Book of 2013: 

READ@PolyU

焦点小组焦点小组焦点小组焦点小组 (Focus Groups) (Focus Groups) (Focus Groups) (Focus Groups) 收集图书馆网页意见收集图书馆网页意见收集图书馆网页意见收集图书馆网页意见

圖像太多花巧

沒有常用的連結

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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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职员连系与教职员连系与教职员连系与教职员连系

• 学院院长交流

• 图书馆联络主任午餐会

• 学部会议

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对外拓展

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人力资源 = = = = 成功关键成功关键成功关键成功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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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 = = = = 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
• 管理电子资源

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 = = = = 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
• 建立新的数据库 - 部份同事被调派去建立及维护新的
资料库,例如考试题目及课程大纲资料库,

• 部份同事负责在出版商的网站上,或在Sherpa/romeo网
站,搜索版权资讯,确认典藏资料库上的全文,能否作公
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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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 = = = = 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

• 加强读者服务 :

部分後勤的同事,会到柜檯工作,或提供巡迴参考谘
询服务(roving),主动向使用者提供参考谘询, 加强
对读者的服务。

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新的服务 = = = = 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新的岗位
• 技术支援 -电脑知识较好的同事会调派到 服务及

技术支援柜檯 工作, 协助同学们解决IT方面的问
题,例如设置无线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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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制定共同制定共同制定共同制定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图书馆策略计划策略计划策略计划策略计划
新的岗位是需要新的知识及配合工作态度新的岗位是需要新的知识及配合工作态度新的岗位是需要新的知识及配合工作态度新的岗位是需要新的知识及配合工作态度, , , , 我们会尽量给我们会尽量给我们会尽量给我们会尽量给
与同事们参与推出的新服务与同事们参与推出的新服务与同事们参与推出的新服务与同事们参与推出的新服务,,,,提出他们的意见提出他们的意见提出他们的意见提出他们的意见。。。。例如前年例如前年例如前年例如前年, , , , 
在制定新的策略计画时在制定新的策略计画时在制定新的策略计画时在制定新的策略计画时,,,,邀请了全体员工参与讨论邀请了全体员工参与讨论邀请了全体员工参与讨论邀请了全体员工参与讨论。。。。

这位同事正在表达自己和他小组成员的意见。 同
事通过更多的参与,能够更认识及认同图书馆的使
命及愿景, 以及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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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专案项目专案项目专案项目专案小小小小组组组组 Task Force

图书馆的新专案由
不同的部门同事设
立专案小组负责,
包括 图书馆网页
优化,馆内导航,自
助服务,电子学习,
空间优化。
除了可以增加团队
合作精神之余,同
事亦可以发挥他的
个人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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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持续进步的文化培养持续进步的文化培养持续进步的文化培养持续进步的文化

• 周年员工评估

• 员工发展需要调查

• 跨部门的分享会

• 专业的会议或工作坊

• 与其他大学交流

• 自选研究课题 分享知识

主管在员工评估时,会为员
工按部门的需要,制定员工
培训的目标。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员工的
发展需要调查,让同事更新
他们的教育程度,希望对准
一些发展的需要,举办针对
性的课程或活动,例如顾客
服务。
此外, 我们会定期举办跨部
门的分享会,让全体员工参
加,以了解各部门的运作及
新服务。

架构重组 Reorganisation

• User Experience and Outreach

讀者連繫及拓展部

• Acquisitions & Cataloguing 采编�

Collections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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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Student RoverRover Service: Service: Enquiry Assistance  
Reaching out to our users

做了做了做了做了Student 

helper後後後後, , , ,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我對圖書館的我對圖書館的我對圖書館的我對圖書館的
歸屬感歸屬感歸屬感歸屬感!!!!

This job makes me feel more 

confident…, I am proud of 

being a student helper in the 

library....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