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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際合作再出擊， 
         跨館借書不是夢！ 

 

參考組 

 

好消息！中國文化、東吳、陽明、銘傳、實踐等五所大學（依校名筆劃次序），

在五校館長組成之籌備小組多年的構思，以及近半年來的積極籌劃與協商之下，於

民國 87年 1月 13日由文化校長林彩梅、東吳校長劉源俊、陽明校長張心湜、銘傳

校長包德明、實踐校長方鍚經等五校校長共同締約，宣佈成立『八芝連圖書館館際

合作組織』。目前在國內的圖書館界，除全國性館際合作組織外，本組織更進一步推

行區域性聯盟，並賦予專屬名稱，可謂創舉。 

    中國文化、東吳、陽明、銘傳、實踐等五校，基於同處臺北市的北區，地緣關

係密切，為加強圖書館間之合作關係，以促進資訊交流與資源共享，並支援教學與

研究，在各校校長鼎力支持下，展開區域性圖書館合作聯盟的籌備計畫。 

各校館長不僅訂定組織章程與合作協議，且為了凝聚共識，奠定永續性之合作

發展，特別就區域聯盟之文化特色，以五校所在地理位置，根據文獻考據名稱沿革，

命名為『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 

『八芝連』係因五校地理位置多在士林一帶，舊時平埔族稱此地區為

PATTSIRAN，漢人音譯為『八芝蘭』，因地多林木，又稱『八芝蘭林』，清乾隆六年

改名『八芝林』，後人取文人成林之意，遂謂為『士林』；而『八芝連』之『連』有

聯合及連繫之意，意謂著本組織之成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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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館主要蒐藏學科範圍： 

學校名稱 主要蒐藏學科範圍 

文化大學 以文、史、哲學科範圍為主，近幾年則加強理、工、農資

料的蒐集。 

東吳大學 1. 總類、哲學類、心理學、史學類、音樂類……其他。 

2. 自然科學類：數學、物理學、化學、微生物學等。 

3. 應用科學類：商用數學、商業及商學、企業管理學等。 

4. 社會科學類：統計學、社會學及社會工作、政治學、會
計學、經濟學、法學、財政等。 

5. 語文類：中國文學、英國語文學、德國語文學等。 

陽明大學 以健康科學為主，近幾年則加強通識教育資料的蒐集。 

銘傳大學 以商學、管理為主，近幾年則加強蒐集設計方面的資訊。 

實踐大學 以設計資訊為主，刻意蒐集本土文化設計資訊。 

 

各館館藏特色 

學校名稱 館藏特色 

文化大學 1. 收藏知名人士：謬鳳林、俞鴻鈞、蔣廷黻、張君邁、董
顯光、早反一郎、葉公超、連震東、俞大綱、顧翊群、

錢穆、趙振績、黃季陸、張貴永、吳相湘、吳經熊、先

生等之珍貴贈書，其中多有珍本及收藏者之眉批。 

2. 收藏敦煌文物、族譜微捲資料極為豐富。 

3. 收藏勞工及觀光事業文獻及蒐購中國大陸研究資料，內
容甚豐。 

4. 歷年博碩士論文，典藏完整。 

5. 藝術類資料蒐藏亦頗豐，但限於資料型式特殊故無法提
供借閱。 

東吳大學 1. 法學方面，蒐集範圍以英美法各類文獻資料為主，有關
航太法及中共法制方面之資料亦相當豐富。此外，引進

法學光碟資料庫 Index to Legal Periodicals，和美國 LE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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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WESTLAW資訊系統，可檢索法學方面的論文資料及

英美法、國際法、歐體及英協各國主要法令、判例與最

新資訊，並提供各種英文法學期刊全文文獻。 

2. 中國文史哲學方面，除了蒐藏重要的叢書，如：文淵閣
四庫叢書、四庫全書珍本、百部叢書集成初編及續編、

續修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外，特蒐藏研究敦煌

學不可缺少之經典作，有敦煌寶藏（紙本）及攝自藏於

大英博物館與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之敦煌石室經卷畫幢

微捲近兩百捲，另有研究臺灣日據時期史料之參考資

料，台灣日日新報微捲，深具研究參考價值。此外，更

有壹批前端木校長贈送之珍貴藏書、對研究清代戲曲助

益良多，其中古今雜劇、古今名劇選等多種資料在國內

僅見本館收藏，近年來，且不遺餘力廣蒐集現代文學著

作，充實本館文學方面之館藏。 

3. 日本文學方面，舉凡古典、近代、及現代之文學巨著均
廣為蒐藏，如：日本古典文學全集、日本近代文學全集、

日本現代文學大系、日本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筑摩現代

文學大系、明治文學全集等等，蒐藏豐富。 

4. 商學方面，商學資料蒐藏範圍涵蓋財經、管理等專門學
科，更有完整的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及 AREMOS經濟統

計資料庫供讀者查詢。 

5. 新成立之非書資料室，蒐藏廣泛，廣度及深度兼顧，涵
蓋自然科學、電腦科技、社會科學、文學、音樂、藝術……
等各類科學，如Worlds of Childhood、Task-Centered and 

Involuntary Client 等系列介紹社工人員諮商面談及聆聽

回答技巧之錄影帶；還有從「古文明遺跡大觀」、「歷史

的軌跡」到整套西洋史概論的世界歷史等系列之西洋歷

史介紹，可引領讀者進入歷史文化的長廊，BBC出版的

「文明的沉思」更可了解文明對世界代所帶來的衝擊；

且致力蒐集音樂家經典作品，如「音樂家與作品」之錄

影帶、音樂巨匠 36位古典音樂大師之 CD及多位音樂家

之多媒體，內容完整豐富。此外，「社會大學―系列講座」

之錄音帶，更供多樣化之主題，能滿足讀者面對這多元

化社會的資訊需求。 

陽明大學 1. 收藏基礎醫學相關寶典。 

2. 本校專任教師歷年著作。 

銘傳大學 1. 文史資料：藏有文淵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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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刊、四部備要、影印岫廬現藏罕傳善本叢刊等叢書，

尚保存＜台灣經濟研究叢刊＞、＜台灣特藏叢刊＞，這

兩套書為研究台灣農經貿易發展之史料。 

2. 法商資料：收藏德國出版之法學專書如 Entsch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in zivilsachen，Kommentar zum EWG―

Vertrag，英國之 Lloyd’s list law reports，及美國之

Competition law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The guide 

to American law 等，另有英國 The 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 出版之保險及保險法系列叢書。 

3. 設計：蒐集法國、德國、荷蘭、義大利、英國、美國、
日本等地有關建築、景觀、裝飾、圖形、繪畫、攝影、

藝術史的資料。 

4. 非書資料：收藏英日文會話聽力之錄音帶，及＜社會大
學有聲選讀＞。錄影帶則包括美國旅館協會、國家餐飲

協會所出版的餐飲旅館管理，Travelview International 出

版的＜世界旅遊全集＞的中英文版。 

實踐大學 以設計資訊為主，刻意蒐集本土文化設計資訊，並數位化

提供全世界 Internet查詢。 

 

 

各館館藏量統計： 

（下列各項館藏統計數字統計至 86.12.31止） 

 中文 

圖書 

西文 

圖書 

中文

期刊

西文

期刊

報紙 光碟

資料

微縮

單片

微縮

捲片

視聽 

資料 

文化 

大學 

464,417冊 195,191

冊 

1548

種 

2379種 16種 71種 3213

片 

659捲 11918件 

東吳 

大學 

315,681冊 216,103

冊 

1511

種 

1424種 37種 36種 9020

片 

3416捲 11529件 

陽明 

大學 

45,225冊 25,633

冊 

200

種 

952種 11種 18種 118片 188捲 1634件 

銘傳 

大學 

218,945冊 59,011

冊 

704

種 

721種 18種 12種 4片 44捲 5670件 

實踐 

大學 

95,256冊 32,997

冊 

556

種 

505種 13種 56種 210片 162捲 64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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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圖書互借辦法： 

一、第一階段合作項目： 

(1)圖書互借： 

各合作館互相提供五十張借書證，每張借書證可借書三冊，借期為二星

期，不得續借及預約。凡參與本合作組織之學校師生均可憑證至對方圖書館

辦理圖書借閱。 

(2)期刊目錄交換： 

編製期刊（現刊）聯合目錄，放置各館的網頁上供查詢。 

 

二、 圖書互借辦法詳細如下： 

1.凡本校學生持學生證及教職員工持服務證，均可至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或

城中校區分館辦理借用『合作圖書館借書證』。 

2.每個合作圖書館提供本校圖書館 50張借書證，一人同時能借用各合作圖書館

各一張借書證，書未還清前，不得再借用該合作館之借書證。 

3.借書證使用期為一個月，期滿需將所借圖書還清後，再將借書證歸還本館。 

4.在本校被凍結借書權利者，暫停借用借書證權利。 

5.讀者須自行至合作館借書還書，本館不代辦借書還書之手續。 

6.借用人遺失借書證，請立即向本館掛失，掛失前若有人持証冒借資料，概由

原借用人負責。 

7.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如有發現轉借情事將立即停止其借書權利，並由

借書證申請人負責還清該證所借圖書。 

8.借用人超過時間未還借書證，圖書館得暫停其借書權利，直至歸還證件止。 

9.借用人借書逾期時，除依對方圖書館逾期處理相關規定處理外，本館亦將凍

結使用人在本校的借書權利，至還清圖書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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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使用合作圖書館借書證，需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及該館借書規則、滯還

金、遺失賠償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者，得隨時取消其借閱資格。 

11借閱冊數及期限： 

(1) 每張借書證可借書三冊，借期為二星期 

(2) 不提供續借、預約之服務  

12辦理借用借書證時間： 

週一至週五 8:20-11:40, 1:30-4:40 

週六 8:20-11:40 

(寒暑假另行公佈) 

13.辦理借用借書證地點及服務電話： 

※ 外雙溪校區※ 

(1) 地點：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參考室 

(2) 電話：2881-9471 分機 5151-5152 

(3) E-MAIL：ref@mbm1.scu.edu.tw 

※ 城中校區※ 

(1) 地點：城中校區分館參考室 

(2) 電話：2311-1531 分機 2440,2442 

(3) E-MAIL：chhuang@mbc1.scu.edu.tw 

14.本辦法適用於『八芝連』及其他性質相同之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 

15.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八芝連』在圖書館界之成立可謂區域性聯盟之創舉。我等圖書館願以此來自

我勉勵，期盼在圖書館的固有服務宗旨上，更上一層樓，源遠而流長，力求永續性

之合作發展，以確實達到資訊交流與資源共享之終極目標。 

 

mailto:ref@mbm1.s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