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103年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圖書計畫」申請及執行成果

鄭小祺

成功大學圖書館採編組

壹、計畫簡介

有鑑於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用圖

書較國際一流研究機構匱乏，且圖書購置

經費因期刊成本暴漲遭受擠壓縮減，行政

院科技部（原國科會）人文司於民國95年

提出「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

畫」，期望達成「藉由長期補助圖書設

備，補齊國內匱乏的圖書資源」、「累積

罕見稀有資料的學術資本，增強國內學術

社群凝聚力」、「結合研究議題與研究趨

勢，對具前瞻性的主題提供補助」等目標

（楊李榮，民96）。

科技部人文司於民國95-99年這五年

透過特別經費的重點補助，共累積國內

120萬多冊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用

圖書，大幅提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

資源，也讓國內特有館藏逐漸初具規模。

然而，國內人社領域圖書館藏量與國際重

要典藏機構相較之下，仍有不小差距，因

此科技部人文司於民國102年再度推動

「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第二

期」，並完成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102-

106年五年的補助圖書主題之規劃，希冀

藉由此計畫補助持續擴充累積國內的研究

資源（章英華等人，民103）。

貳、計畫申請狀況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計畫第二期」的第一年度（102年）共

有15個學校33項計畫案申請通過獲得補

助；第二年度（103年）則有12個學校29

項計畫案申請通過獲得補助，各校申請通

過計畫案件數詳見表一。

於計畫申請階段，圖書館一如往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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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確定計畫申請意願及計畫主題

後，主動提供協助與支援，包含：舉辦計

畫申請說明會、書目檢索資料庫教育訓練

講習、協助製作計畫申請書單、提供撰寫

計畫書所需之參考資料及各種支援，盡力

與計畫主持人配合，以提升計畫申請之通

過率。

102-103年本校申請通過獲補助共有4

項計畫案，各項計畫案之學門與主題詳如

表二。

申請學校 102年通過計畫案件數 103年通過計畫案件數 各校小計

國立臺灣大學 8 10 18

國立政治大學 3 5 8

國立清華大學 4 1 5

國立中正大學 3 2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 3 5

國立成功大學 3 1 4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 2 3

淡江大學 2 0 2

國立東華大學 1 1 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1 1 2

國立中興大學 1 1 2

國立臺北大學 1 1 2

國立中央大學 1 0 1

輔仁大學 1 0 1

國立陽明大學 1 0 1

國立中山大學 0 1 1

年度小計 33 29 62

表一　102-103年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申請通過計畫案件數一覽表

年度 學門 計 畫 主 題 系所
計畫
主持人

計畫
年期

計畫補助經
費（NT$）

102 法律學
附屬刑法－以德國、奧地
利、瑞士刑法為中心

法律學系 王效文 1年期 3,003,000

102 政治學 認知政治學 政治學系 蒙志成 2年期 5,357,000

102 跨領域 高齡化研究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陳靜敏 3年期 8,991,000

103 文學II 疾病災難與末世想像 外國語文學系 林明澤 1年期 2,971,000

表二　102-103年國立成功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通過計畫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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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執行成果

本校102年度通過的3項計畫分別為

「附屬刑法－以德國、奧地利、瑞士刑法

為中心」（1年期）、「認知政治學」（2

年期）、「高齡化研究」（3年期），102

年度計畫的第一年執行期間為102年6月1

日至103年5月31日。接獲計畫審核獲補助

之通知後，需再次上傳計畫購置書單至科

技部圖書著錄系統，待複本率達到科技部

規定的30%以下，收到科技部同意採購通

知，圖書館才能進行計畫書單的採購、編

目、加工等後續工作。

本館已於計畫執行期限前順利完成

102年度計畫第一年期的圖書購置，3項計

畫案除原科技部核准之第1年設備費新臺

幣766萬元外，另有學校配合款新臺幣200

萬元，採購經費共計新臺幣966萬元，購

入3,790筆／3,882冊（件）圖書資料，各

項計畫主題個別採購經費及購入圖書資料

統計詳如表三。 

肆、計畫成果推廣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計畫」購置之圖書資源一律典藏於本校

圖書館，並提供對外公開借閱，為推廣並

鼓勵讀者多加利用本計畫購置之圖書，圖

書館於計畫執行期間特別舉辦新購圖書展

示與導讀活動，邀請計畫主持人針對計畫

主題特色、相關學科發展及採購圖書的利

用價值等方面進行說明，並挑選數本值得

推薦給相關系所師生的圖書進行導讀。同

時進行計畫專屬網頁後續建置推廣，以增

加計畫購書的曝光率，提升其使用率。茲

簡述如下：

表三　102年國立成功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購入圖書資料及經費統計表

計 畫 主 題
第1年科技部
核准設備費

（NT$）

購入筆數

／冊件數

本校核定第

1年配合款
（NT$）

購入筆數

／冊件數

第1年執行
金額合計

（NT$）

購入筆數

／冊件數
備註

附屬刑法－以德

國、奧地利、瑞士

刑法為中心

2,700,000
916
／948

700,000
251
／258

3,400,000
1,167
／1,206

計畫已

結束

認知政治學 2,260,000
929
／960

600,000
254
／254

2,860,000
1,183
／1,214

第 2年
執行中

高齡化研究 2,700,000
1,139
／1,159

700,000
301
／302

3,400,000
1,440
／1,462

第 2年
執行中

合計 7,660,000
2,984
／3,068

2,000,000
806
／814

9,660,000
3,790
／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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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購圖書展示活動

102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

學研究圖書計畫」新購圖書展示活動於總

圖書館1F東側展示區舉辦，活動為期兩

週，從103年4月21日展示至5月2日，現場

除展示「附屬刑法」、「認知政治學」、

「高齡化研究」3項計畫主題已購入之圖

書2,700餘冊外，同時備有計畫主題簡介

及採購書目主題（如表四）之海報及輪播

投影片，讓讀者更了解本次3項計畫主題

購入之圖書資源。

本館也特別安排於4月22日上午9:00

舉辦開幕式，當日邀請成大圖書館楊瑞珍

館長及3位計畫主持人：法律學系王效文

副教授、政治學系蒙志成助理教授、人文

社會科學中心陳靜敏教授蒞臨到場致詞。

楊瑞珍館長表示非常欽佩及感謝3位老師

沒有拿任何主持費，義務幫忙成大爭取擴

增好幾千冊相關學科主題的圖書，不僅讓

師生便於取得研究所需資源，也讓成大逐

表四、國立成功大學執行102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之計畫採購書目主題

計 畫 主 題 採 購 書 目 主 題

附屬刑法－ 
以德國、奧 
地利、瑞士 
刑法為中心

�p經濟刑法（Wirtschaftsstrafrecht）
�p環境刑法（Umweltstrafrecht）
�p毒品刑法（Betäubungsmittelstrafrecht）
�p醫療刑法
�p電腦刑法、網路刑法與媒體刑法
�p外國人刑法（Ausländerstrafrecht）
�p交通刑法
�p軍刑法（Wehrstrafrecht）
�p國際刑法

認知政治學

�p�政治學門中具認同政治、建構主義、政治認知、政治行為研究專
長之著作

�p�心理學門中具認知心理學、腦造影與一般心理學實驗法、社會心
理學研究專長之著作

高齡化研究

�p高齡化社會醫療照護與經濟安全之研究
�p健康行為、社經狀態、及醫療資源利用對老人健康的影響
�p高齡者生活行為與鄰里實質環境之關連研究
�p社會參與、社群健康與中高齡者的社會網絡化
�p�社區老年族群之失智、跌倒、和心血管疾患風險評估與身心社會
機能活動介入措施的發展與成效驗證

�p與慢性疾病共生：賦能模式之建立
�p醫院為基礎之社會支持對高齡慢性病患者生活品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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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累積具有特色的學科主題圖書資源。

3位計畫主持人在開幕式致詞時則個

別簡介其計畫主題的研究主軸，以及申請

計畫的背景和心路歷程。法律學系王效文

副教授表示前一次3年期刑事實體法計畫

已奠定很好的初步基礎，今年的「附屬刑

法」計畫則延續擴張基礎館藏，讓成大在

刑法方面的館藏能夠繼續居於領先的地

位。

政治學系蒙志成助理教授則說，認知

政治學不只是政治學，是以政治學為主

軸，輔以認知心理學及神經科學研究方法

協助的跨領域研究，這也是成大一個非常

重要的特色，其目標就是希望成大能成為

此研究領域的指標圖書館。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陳靜敏教授則提到

現在臺灣老年人口比率已經超過11.56%

，成大人社中心的高齡健康治理研究團隊

整合了跨領域的各科系所老師共同討論，

幫老人在高齡社會建構出從經濟、安全、

健康、保險，從整個環境整體性地促進老

人健康的研究平台，藉由執行科技部計畫

得以有越來越多元這方面的蒐藏，期望未

來兩年能夠讓高齡社會健康自理的研究主

軸相關圖書資源更整備。

新購圖書展示開幕式合照 楊瑞珍館長致詞

102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計畫」新購圖書展示與導讀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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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圖書導讀活動

除了新購圖書展示活動，本館另於4

月23日及5月1日晚上分別舉辦「附屬刑

法」及「認知政治學」主題圖書導讀活

動，由法律學系王效文副教授及政治學系

蒙志成助理教授擔任導讀人，針對計畫主

題特色及採購圖書的利用價值等方面進行

說明，並挑選數本值得推薦給相關系所師

生的圖書進行導讀。

王效文副教授於導讀活動中提到本計

畫之主題「附屬刑法」（Nebenstrafrecht）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陳靜敏教授致詞

法律學系王效文副教授致詞 政治學系蒙志成助理教授致詞

新購圖書展示展場

係指所有不在刑法典，而規定在其他法律

中之刑法規範，並說明德語世界的刑法學

書籍大致上可以區分為以下6種類型，各

類型都有其經典而有典藏價值之代表。

1 教科書（Lehrbuch u. Studienbuch）

2 註釋書（Kommentar）

3 專論（Monographie）

4 祝壽論文集與紀念論文集（Festschrift, 

Festgabe, Gedächtnisschrift）

5 實例演習書籍（Falllösungsbuch）

6 翻印本（Nachd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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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刑法」主題圖書導讀活動照片 

 「認知政治學」主題圖書導讀活動照片

「認知政治學」主題圖書的導讀內容

大綱如下所列，政治學系蒙志成助理教授

並於導讀活動中推薦由G e o r g e  E . 

Ma rcus撰寫的「Political psychology : 

neuroscience, genetics, and politics」（登

錄號：2055500），及由Chris Mooney撰

寫的「The Republican brain : the science of 

why they deny science-- and reality」（登

錄號：2048138）和「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登錄號：2059747）等主題

相關之西文圖書。

1 人在想什麼？：神經科學與功能性磁

振造影

2 認知心理學：功能性磁振造影於社會

科學的應用

3 政治心理學：心理學和政治之間的連

接

4 認知政治學：從「政治認知」到「認

知政治」

5 國科會購書計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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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屬網頁後續建置推廣

本館於執行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第一期階段已架設一

計畫專屬網頁，網址為ht tp://www.l ib.

ncku.edu.tw/www2008/human/project08.

htm，102年度計畫主題簡介及已購入之

計畫書目等相關資訊已新增至網頁，日後

將會持續維護更新計畫專屬網頁資訊，以

便讀者查詢計畫相關資訊，提升計畫購書

的曝光率及使用率。

伍、結語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

書計畫」不同於一般計畫，除不核給主持

費，也不列入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件數計

算，且在申請階段即須先投入不少人力及

時間成本蒐集大量書單資料，十分感謝歷

年來參與此計畫的老師們不計報酬熱心地

投入，為本校爭取建置更豐碩的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究圖書資源，期望讓以理工科起

家且著名的成大，未來也能發展出獨樹一

格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特色研究資源。

此外，感謝採編組同仁在處理日常工

作之餘，需額外負擔大量計畫書單的採

購、編目、加工等工作，同時也要感謝閱

覽組及典藏組同仁鼎力協助相關推廣活動

之舉辦，以及系統組同仁協助維護計畫專

屬網頁，才得以讓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能夠順利如期執行

完畢。

縱然申請及執行科技部「補助人文及

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過程耗時又費

力，但在圖書經費日益縮減的情況下，此

計畫經費補助對於館藏資源擴充有莫大的

幫助，未來本館仍會積極協助本校老師申

請計畫，以持續累積建置更豐碩且具主題

特色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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