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圖書館  前張孝宣專門委員(退休同仁) 

俞雨娣教授自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後赴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攻讀圖書館

學碩士學位，於 1972 年 8 月學成歸國，因為學有專長，獲端木愷校長禮聘至東吳大學

擔任圖書館副館長，並於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圖書館學相關課程，翌年升任館長，主持

圖書館發展工作，當時圖書館設址於安素堂底層及愛徒樓（如下圖），另於城區部設置

法律中心圖書室及商學院圖書室，總藏書量約 8 萬冊，轄下分為採錄組、編目組、閱

覽組等三個單位，全館工作人員僅 13 人，學生人數不到 4 千人。 

1974 年全校已有 18 學系、4 個研究所，學生人數也已突破 4 千人，館藏圖書當然

也隨之大量擴充，當時藏書量已增加至 11 萬餘冊，原有僅可容納藏書 10 萬冊的圖書

館，出現空間侷促的窘境。然而，東吳大學在臺復校以來，舉步維艱、財務拮据，如

何尋求解決圖書館空間不足之道，成了一項莫大的考驗。端木校長秉持「一個好的大

學不能沒有一個好的圖書館」的辦學理念，以及考量學校未來的長遠發展，毅然決然

允諾在最短時間內興建一座新館，提供全校師生使用，並為此兩度親赴國外籌募建館

經費。俞館長受到端木校長的精神感召，主動自費遠赴美國，考察先進國家圖書館的

建築設備，作為規劃新館的參考。 

訪美期間俞館長參觀了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等圖書館，汲取圖書館建築及設備的

設計概念，做為學校建設新館的參考。此外，她還洽請聯合神學院捐贈複本圖書，並

親自挑選十數箱與加州大學贈書一起運回臺北，這些贈書對於充實館藏及提升校內學

術能量都有很大的助益。 

俞雨娣教授與東吳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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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俞館長也一併參訪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簡稱 LC)，並與該館

簽訂「交換贈送協定」，同時她還親自挑選美國出版界「呈繳」LC 之複本書，直接運

回學校圖書館，對當時營運艱困的圖書館館藏，無疑也是一大挹注。此外，她還參加

LC 專為圖書館專業人員所舉辦的導覽活動，在俞館長從美國寄給端木校長的書信報告

中顯示，這個教育訓練活動，讓她印象非常深刻，尤其對圖書館的技術實務作業獲益

匪淺。隨後俞館長為改進技術作業，於徵得校長同意後，親自從美國 Gaylord 圖書館

用品公司購得書目卡片自動印製機一台，運回圖書館用為列印卡片目錄。當年國內圖

書館作業尚未步入電腦自動化，所有書目都是使用人工製作的卡片，這樣的自動印卡

機尚屬罕見，堪稱是國內先進的圖書館用品設備，也因而大幅提升館內技術服務工作

效率。 

新館於 1975 年動工興建，內部設計由當時的圖書館委員會主導，這個委員會由院

長、教授代表和圖書館館長共同組成，所有的設計都是經過館長與委員會的師長們協

商後，再與建築師王大閎先生討論溝通。規劃期間經常可以看到俞館長懷抱著建築設

計圖，到行政大樓與委員會的師長們共同研商。 

1978 年 3 月在嚴家淦總統的賀詞（如右圖）見證下落

成啟用，為紀念先總統蔣公，端木校長乃命名其為「中正

圖書館」。中正圖書館樓高九層，佔地 2200 坪，閱覽座位

1200 席，可以容納藏書 45 萬冊，全部中央空調系統，為

當時全台唯一具有全館中央空調與開架式的大學圖書館，

可謂當時國內圖書館界的一大盛事。當時嶄新的中正圖書

館高高聳立在東吳大學狹小的校地上，目標相當顯著，加上

白淨的外牆，琉璃大理石的高挑門廳，在學生心目中贏得「白

宮」的美名。(見本館館訊第 28 期，98 年 4 月，謝政諭，「白

宮」三十年，「白頭宮女」話昔今) 

 

         
【端木愷校長剪綵，全台唯一同時具有全館中央空調且開架式的大學圖書館，民國 67 年春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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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館落成不久，俞館長隨即規畫搬

遷工作，由於東吳地處山區，從舊館安

素堂到新館距離雖然不遠但必須盤旋山

坡而上，為爭取時效並節省經費，俞館

長請求學校同意，發動同學以人龍接力

傳送圖書，不到短短十天就完成了館藏

將近 15 萬冊圖書及家具設備等艱鉅的

搬遷工作。俞館長此一「人龍傳書」的

發想，及同學們的愛校行動，至今仍被

譽為東吳校園的一段佳話。（如右圖：俞

館長親自坐鎮指揮「人龍接力搬書」】） 

俞館長曾說：「圖書館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文化機構，應負有社會教育的功能，一個

大學圖書館應有提供資料的功能，以一個私立大學而言，建立一座像本校如此規模的

圖書館，十分難能可貴，中正圖書館可以藏書 45 萬冊，預計可容納 20 年以上的增加

量，未來將重點式的逐年增加藏書。」她進一步地表示，東吳大學在台復校以來，圖

書館從在寵惠堂的一間教室開始，到活動中心的一個角落，再至共用安素堂的場地，

真可謂顛沛流離，居無定所，至今終於有了一個真正的圖書館，這也顯示了東吳大學

圖書館的成長。 

 

  

 

 

新館啟用後，除了閱覽席位大幅增加，整體閱讀環境改善許多之外，藏書空間也

完全獲得紓解。因當時藏書量僅占新館書庫約三分之一的空間，反而讓書架顯得有點

稀疏，學生會本於愛校精神，特別為此發起「一人一書」活動，圖書館也全力配合，

希冀透過師生捐書來充實圖書館藏並提升學生讀書風氣。這個活動很快地獲得全校師

生的熱烈迴響，募得的圖書確實讓館藏量迅速地提升了不少，此次活動也開啟了日後

圖書館廣獲師生贈書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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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校區寵惠堂，以一間大教室為圖書室】 【圖書室移至活動中心的二樓】 



 

新館無論在空間設備或閱讀環境等各方面都較舊館大為改善，為了讓師生能夠使

用一個優質的圖書館，如何提升讀者服務、完備館藏資料等，成為俞館長經營東吳大

學圖書館的首要課題。為充實圖書館藏資料，屢屢向學校提出爭取購書經費的需求；

為提供更完善的讀者服務，盡量任用圖書館專業人員，在政策面向皆能與時俱進的配

合做各項變革，以滿足全校師生使用圖書館的需求。1983 年教育部首度針對全國二十

六所大學圖書館進行評鑑，由於俞館長的持續努力與付出，評鑑結果認為東吳大學圖

書館之建築設計理想而便於服務，並榮獲「各方面發展均衡，館藏及管理服務」優良。 

1983 年 7 月俞館長功成身退，卸下圖書館館長重擔，轉任歷史系專任教授。在主

持館務期間，圖書館持續穩健發展，館藏圖書資料及讀者服務能量均大幅提升，將大

學圖書館支援教學與研究的功能發揮極致，尤其是館舍建築設備的蛻變與精進，當年

可謂為國內執牛耳的大學圖書館。 

本文僅就俞館長致力於東吳大學圖書館的任務與發展，略述其貢獻與成果： 

一、大力推展圖書館服務功能 

(一)促進館際合作互通有無 
為提供師生多元管道取得所需圖書資料，以彌補本校圖書館館藏之不足，1972

年第 2 學期（61 學年度）起，圖書館與同儕學校東海大學、輔仁大學、中原大學等

三校簽訂為期一年之「館際互借」辦法，包括圖書互借及參考資料影印，開創本校

圖書館館際合作之先河。 
 

1975 年 3 月加入「中華民國科技圖書館及資料單位館際合作組織」，該組織由

中山科學研究院、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聯合工業研究所、空軍航空工

業發展中心、聯勤兵工發展中心及中正理工學院於 1972 年策劃成立，召集單位為國

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現今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

資訊中心)。 
1978 年 12 月 2 日東吳大學圖書館與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中

央圖書館(現今之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資中心七單位籌劃

推動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館際合作，1981 年 8 月 22 日在中央圖書館召開成立大

會，定名為「中華民國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及資料單位館際合作組織」，東吳大學

圖書館為第一屆執行小組成員之一。 

(二)創先引進複印機服務師生  
1970 年代國內複印機的使用尚未普及，文書資訊處理幾乎依賴手抄書寫，採用

鋼板油印，為方便師生複印文件，俞館長首開先河向全錄公司租用一部當年堪稱先

進的全自動電子複印機，自 1972 年 12 月 1 日起正式提供師生複印服務，僅收低廉

的工本費每張三元(1971 年代坊間複印 A4 紙一張約需七元)，開放服務前為介紹機器

性能，還特別安排兩天時間，由專人講解操作方式並免費為同學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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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重同學選書意見‧開放同學薦購好書 
早期學校財務困窘，自然無法獲得充裕的圖書採購經費，為了建置有意義的館

藏並鼓勵同學多加利用，圖書館除了根據教學研究需求購置圖書資料外，更於 1973
年 4 月起接受同學選購申請，凡同學們認為有價值、有意義或是圖書館所未備的書

籍資料，值得圖書館收藏者，皆可至參考室填寫「圖書購置單」，或至出納台填寫「借

書單」交服務人員，圖書館會儘量予以斟酌採購，以滿足同學實際閱讀需求。 

(四)編製期刊目錄‧加強服務師生 
為讓師生更加便捷地查找所需要的館藏期刊資料，1973 年 5 月開始，圖書館依

期刊刊名之中文筆畫和英文字母順序，製作館內所有訂閱及贈送的中西文期刊目錄，

置放期刊室內供師生就近檢索，俾利快速掌握館藏期刊資訊。 

(五)強化專業服務‧充分發揮圖書館功能 
1977 年 12 月俞館長於接受《溪城雙週刊》訪談時表示，很多同學不知道如何

利用圖書館，尤其新生。此後，她指示圖書館同仁舉辦認識與利用圖書館活動，邀

請新生來圖書館參觀，由圖書館館員介紹及進行利用指導，使同學對圖書館有正確

的觀念，以期能發揮圖書館的最大功能。因為成效顯著，也為圖書館奠定了一個新

生導覽及教育訓練的良好基礎。 

(六)西文經濟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鑒於圖書館電子服務的趨勢發展，1981 年通過國科會計畫，圖書館與商學院經

濟系及電子計算機科學系(現今之資訊管理學系)合作，於國內圖書館創先自製電子

資料庫--「西文經濟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該系統係透過終端機做線上檢索，提供關

鍵字搜尋館藏31種西文經濟期刊論文，在完成建置1980-1981年共兩千餘篇論文後，

因經費無著難以為繼，不得不宣告終止，殊屬遺憾。 

(七)兩校區調借服務 
1981 年 9 月法學院遷移城區，圖書館大部分法商學類圖書資料也因而典藏至城

區分館。為方便師生使用兩校區圖書館館藏，特別實施兩校區調借服務，凡有需求

的師生只要向出納台登記，透過學校交通車運送到館，師生無需兩校區奔波，即可

在所屬校區圖書館取得所需資料，此項服務不僅大幅提升全校師生使用圖書資料之

便利性，也是當年國內大學圖書館借書服務之先驅。 

(八)訂定校友借書辦法‧開放校友借書 
為方便畢業校友借書，提案圖書館委員會討論通過，於 1982 年訂定校友借書辦

法及規則，並經校長核准施行。凡本校畢業校友，到圖書館領取申請表，經校友會

或註冊組證明校友身份後，並認捐一千元供購置圖書之用，即可至圖書館辦理借書

證。此項開放校友借書政策，不僅嘉惠校友，也藉此讓畢業校友能夠發揮心繫母校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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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1.配合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需求，調整延長圖書館服務時間。 
2.設指定參考書區，並籲請師長於每學期開學前指定各科參考書籍資料，規定放置

的期限，方便同學學習研究之用。 
3.舉辦不納入館藏之剩餘圖書及期刊廉價拍賣活動，學生購買踴躍，反應極為熱烈。 
4.為方便同學借書，從閉架式改為開架式，在國內圖書館開架式借書風氣尚未大開

的環境下(當時國內採開架借書只有東海大學、中原大學、輔仁大學之一部分圖書

館)，此措施不僅增進同學借書的便利性，同時也大為提升圖書館的服務效能。 

二、設置商學院圖書室 

為提升商學院師生使用圖書資料之便利性，加強發揮圖書館功能，61 學年度第 2
學期(1973 年 2 月)開始，俞館長決定利用城區部 301 教室設置商學院圖書室，典藏商

學類專業圖書資料，設專人管理並提供借還書與參考諮詢服務。復為配合師生教學研

究與學習之需求，延長圖書室開放時間，自此商學院師生查找資料不需再奔波兩校區，

大幅增進圖書館服務效能。 

1981 年 3 月城區部第二大樓–「鑄秋大樓」竣工後，學校將七樓全部及六樓的三

分之一空間劃歸圖書館使用，俞館長趁機將法律中心圖書室與商學院圖書室合併成為

圖書館城區分館。 

三、建置理學院圖書室 

1973 年 10 月理學院科學館落成，命名「超庸館」，圖書館配合師生之教學研究與

學習，於超庸館地下層設置理學院圖書室，典藏自然科學專業期刊參考資料及教授指

定用書，設專人管理並提供參考諮詢服務，讓同學樂於親近圖書室，圖書室儼然已成

為同學學習中的重要一環，大幅提升理學院師生使用圖書資料之方便性，充份發揮大

學圖書館支援教學研究之功能。 
直至 1978 年 3 月中正圖書館落成，當年暑假理學院圖書室遷回總館。 

四、提升圖書館專業形象 

圖書館成立之初，人力不足，業務分工不夠明確，由於正式編制員額偏少，不得

不雇請臨時人員與徵募學生志工來補充。由於進館圖書快速成長，開放時數延長等師

生服務需求遞增，圖書館人力不足問題更顯迫切。為儘速改善服務效能，1975 年俞館

長獲得學校同意，增加人力編制，並任用學有專長的工作人員，不但增進圖書館專業

服務人員之比率，也因而提升本校圖書館的專業形象。新館啟用後，全新的空間與設

備加上服務時間的延長，吸引進館的師生驟增，俞館長為因應與日俱增的圖書館使用

需求，決定重新調整任務編組，將當時日益重要的參考諮詢及館際合作等服務項目由

閱覽組劃出，於 1978 年增設「參考組」，以加強推展參考服務功能。 

五、人龍傳書遷新館 

1978 年 3 月中正圖書館落成啟用，當時外雙溪校區的教學及行政大樓都是依山建

築，新舊館之間的距離雖不算遠，卻都是斜坡彎道，要將十幾萬冊書從山底下的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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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舊館搬遷到山坡上的新館，的確

是一項難度極高的任務。俞館長認

為，若僱請一般貨車來搬運，可能

既費時又不經濟，為不影響師生使

用圖書館權益，及考量經費問題，

經過審慎構思後，於徵得學校同意

之下，發動學生利用體育課、軍訓

課，或系會的時間，以人龍接力搬

書，書架、桌椅等大型家具則交由

貨車運送。搬遷之前先由圖書館同

仁將所有書籍依編碼順序綑綁，再

由學生排成長長的人龍隊形，將一

綑綑的書以接力方式傳送到新館。人龍規劃成兩條路線，一條從愛徒樓左邊順著安素

堂及錢穆故居中間的石階而上；另一條則從愛徒樓右邊沿著現今綜合大樓及教師研究

二樓旁的階梯而上。那壯觀的兩條人龍，彷彿兩條歷史的軸線，在師生同心齊力下，

傳遞著舊館與新館承先啟後的使命。 

從 6 月 2 日至 10 日，短短不到十天就完成了整個圖書遷移工作，當時許多同學本

著愛校精神，甚至自動自發地在沒課的時間加入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活動行列。人

龍搬書的時間雖不長，這個過程卻成了我校歷史中一段有趣、且更有意義的插曲。（見

本館館訊第 42 期，105 年 10 月，李明俠，「東吳人，您有聽過「人龍傳書」的傳說嗎? ） 

六、重新配置典藏空間 
中正圖書館設計之初，一般圖書及期刊合訂本典藏於書庫，參考書及現期期刊則

依類別分置如下：三樓社會學科、四樓人文學科，五樓數理學科。考量實際使用需求

及未來館藏建設的典藏空間，俞館長從善如流採納師生意見，將所有中文參考書集中

放置三樓、西文參考書放置四樓，五樓則純屬期刊學報(含合訂本)。後來也證實這個

調整後的典藏方式，對師生使用圖書館而言確實方便了許多，也廣獲師生的認同，充

分發揮圖書館服務功能。 

七、館藏西文書分類由杜威分類法改為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 
以往圖書館西文圖書分類號未定於一，有採用美國國會分類號，也有杜威分類號，

使用上頗為不便且易造成混淆。由於館藏西文書逐年遞增，杜威分類法漸漸已無法滿

足西文書分類需求，為了未來館藏發展的長遠考量及方便讀者查詢，俞館長毅然決定

將十萬冊西文圖書的分類號，由杜威分類號改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號。 

當時在人力及工具均有所不足的環境下，此項書目改造工程顯得格外艱鉅。為了

儘量不影響師生使用圖書館館藏，俞館長極力向學校爭取經費聘僱短期工作人員協助，

以期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完成。由於館內缺乏西文分類表工具，同仁不得不專程到南

海路中央圖書館抄錄卡片，再攜回學校加工，如此地兩地奔波，備極辛苦。此浩大工

程自 1980 年開始，歷時三年方告完成，俞館長的遠見及決心，為本校圖書館館藏西文

圖書目錄奠定了日後的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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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立圖書館城區分館 

1981年 3月城區部第二大樓–
「鑄秋大樓」竣工，學校原規畫

將六、七兩層樓提供圖書館使用，

後因故僅將七樓整層及六樓的三

分之一空間劃歸圖書館。城區部原

有商學院及夜間部同學上課，二大

樓完工後法學院也隨之遷至城區

部上課，為了支援學校的教學研究

與學習，並服務法、商學院及夜間

部師生，俞館長遂將法律中心與商

學院兩個圖書室合併，成立圖書館

城區分館，典藏法、商學類圖書資料及部分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相關圖書資料(當時，

夜間部中國文學系、英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在城中校區上課，1995 年 8 月遷回

外雙溪校區)。由於所提供服務的專業性與特殊性，本校城區分館儼然已成為法商專門

圖書館（如上圖）。 

九、持續擴充館藏圖書資料 
新館落成啟用後，館藏空間大為增加，俞館長不僅向學校爭取購書經費擴充館藏，

同時積極募集圖書，除了配合學生會發起的「一人一書運動」得到全校師生的贈書外，

還獲得嚴家淦總統、總統府資政張群先生、端木愷校長、及社會各界的大量贈書，加

上當時國外大學贈送的舊版工具參考書，使得館藏數量快速增進。1983年卸任館長時，

館藏圖書量已突破 20 萬冊，較上任時之數量成長逾 1.5 倍，成果斐然。 

十、榮獲教育部圖書館評鑑「優良」 
1983 年教育部首度針對全國 26 所大學圖書館進行評鑑，評鑑項目包括人員、藏

書、宿舍、管理、經費、發展計畫與利用情形，本校圖書館頗具特色，獲得好評。 

評鑑結果顯示，在圖書館之建築設計理想而便於服務者，東吳大學與政治大學、

陽明大學、輔仁大學並列。在綜合各校圖書館評鑑中，各方面發展均衡，館藏及管理

服務優良，東吳大學和中山大學、東海大學、陽明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

臺灣大學、淡江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並列。 

東吳大學乃一民辦大學，在臺復校以來學校財務及資源均頗為困窘，實在無法與

公立大學相提並論，然而在俞館長帶領下的圖書館卻能夠脫穎而出，獲得教育部評鑑

為全國「優良」的大學圖書館，殊屬不易，這也是對俞館長的領導經營成效給予極大

的肯定。 

十一、結語 
巍峨高山，必始於累土。在圖書館草創時期，俞館長能以大無畏之心帶領走出困

境，以大定力堅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無怨亦無悔。如今回望 40 餘年圖書館變遷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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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直能成為東吳學子汲汲求知的知識殿堂，除了歷任館長和所有同仁努力外，更

是感佩當年俞館長在任期內展現的大智慧，打下穩固的基礎。誠可謂圖書館各項資源

得之不易，當念以往歲月之篳路藍縷，吾等晚輩豈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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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夏天，俞館長(前排右 2)和同仁在愛徒樓圖書館前合照】 

【1983 年 7 月，俞館長(第三排右 3) 
卸任前和同仁在中正圖書館大門合照】 

【2012 年 10 月，圖書館外觀工程完工慶祝儀式合照 
(俞館長前排左 5)】 

【1984 年 3 月，俞館長(左一)在圖書館第一閱

覽室和楊其銑校長(中)及王中一館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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