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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新妝  重新登場 －－ 
獻給您一個全新的風貌 

 
 

圖書館同仁 
 
 

大學圖書館之使命在於配合學術資訊需求，除典藏智識創作外，以支

援教學、研究為其主要目標。大學圖書館館藏及各項服務設施，更是一校

學術資源之基本來源，故其館藏與設備之完備與否，直接影響該校之教學

與研究。 
 
本校為落實大學圖書館之精神與服務的目標，民國六十年秋，台北市

區延平南路 129巷之教育推廣中心(後改為城區部或城區大樓，現城中校
區第一大樓)大樓落成時，即於該樓中設商學院圖書室(該樓之305室)及「法
律中心圖書室」(一樓綜合教務組等現址)，當時由亞洲協會經費之支助購
買或轉贈新舊法商書籍數千冊及部分傢俱。民國七十年，學校於台北市貴

陽街購得土地(靜心幼稚園)興建現城中校區之第二大樓，並規劃該樓之
六、七兩層全部(後因故改為七層全部及六層之三分之一)為本校之城區分
館(含法律中心)，將法、商有關書籍全部及部分參考書籍遷入，因當時夜
間部之需求，也將部分中、英文系書籍遷入，以服務城中校區之師生。民

國七十一年十一月，「財團法人東吳大學法學院學術基金會」更贈送圖書

及設備設置中心。長期以來，圖書館一直努力配合城區師生需求，並致力

提昇服務品質，大量添購圖書、期刊、非書資料等各類教學研究資源，館

藏量持續大幅成長，使得城區分館（四百七十五坪）之原始規劃可容納藏

書八萬冊，及供 2800至 3000人使用的空間，面臨了超出負荷的嚴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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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年間，城區分館為了節省空間，設置了密集式活動書櫃，得以暫

時紓解空間不足之窘境。 
 
依據我國『大學暨獨立學院圖書館標準』（草案），圖書館之閱覽座

位，應以提供大學生每 3~5人設一席、研究生每 2~3人設一席為標準，然
城區分館早已與標準相去甚遠(八十三年間調查，城區分館為每 12餘人方
得分享一席)。隨著館藏數量之持續成長，分館益加面臨巨大的空間壓力，
各項業務推動亦愈形困難。民國八十三年時，館藏成長率即高達百分之十

二，城區分館藏書已達十一萬六千冊，當時進館新書已無法上架；此外，

城中校區師生當時已超越七千人，閱覽座位更是嚴重不足，造成問題重

重，閱讀環境品質低落。經數度呈報學校，請求增闢空間協助改善未果，

圖書館只好將館藏作『兩校區間往返搬運』，並定期於寒暑假期間，將分

館大批圖書撤架、造冊、打包搬運回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典藏，造成人

力、時間、金錢等資源浪費，導致師生們使用不便而時有抱怨，影響服務

品質。民國八十四年間，圖書館再度提出城區分館擴充計畫，適逢學校正

計畫城中校區整體之空間規劃，以及興建第五大樓，因此奉核待學校做整

體規劃時，再一併考量。 
 
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間，政治大學之大學報曾作大學圖書館學生數與

座位數比例調查，其結果如下： 
 
表一： 
校     名      學生數     閱覽席位  學生數/座位數 
淡江大學       25347      2609       9.72       
東吳外雙溪校區     5987     1200     4.99 
東吳城中校區      8470        680       12.46       
逢甲大學    18510      2750     6.73 
清華大學         6743      1479       4.56       
中山大學     5967     1288     4.63 
中正大學         5159      2600       1.98       
政治大學    12020     2656     4.53 

 
由上表可知：東吳大學城中校區圖書館之閱覽座位數最低(當時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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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共 680席，平均每 12餘人共用一席)，座位不足之窘境，已為上述七
所學校之最，學生也經常在網路、集會中屢次表達關切。民國八十九年初，

經圖書館極力爭取，學校在城中校區第五大樓空間規劃會議中，決議將第

五大樓地下二樓，及第一大樓(崇基大樓)地下一層空間供圖書館使用，以
解決空間不足之困境。 

 
經過圖書館精心規劃（在考量學校政策、節省人力、管理費用、功能

區分、圖書館專業、使用者的方便等因素），在有限經費下，於八十九年

暑期會同總務處，進行第一大樓地下一樓，及新建第五大樓地下二樓之部

分空間(現僅使用 57坪，其他暫作學生社團辦公用，待第六大樓完成後再
歸還圖書館)之閱覽室的整建工程，並已於八十九年十月六日開放使用。
進而於八十九學年度寒假進行城區分館整修，及空間調整工程。此項工程

之區域涵蓋鑄秋大樓七樓全部，與部分六樓書庫。該項整修及空間調整需

要在如此短暫時間（實 31日工作天）及狹隘的空間中實施，並要調整十
餘萬冊圖書之配置（裝箱、編號、拆箱、再上架、標號），並移動近百座

舊書架及組裝新書架、數十張閱覽桌、幾百座椅之移位佈置，其工程不可

謂之不大。 
 
如前述規畫，將現有之閱覽室移出（置於上述之第一、第五大樓地下

室），再進行擴充期刊區、參考區、典藏區及資訊檢索區，更增設了非書

資料區。另為因應服務空間之不足，將現有之辦公區拆除原隔牆（後退、

縮小）後，再與讀者服務櫃檯相結合，並將部分重新隔間。除此之外，由

於電腦等硬體設備的更新與增加，長年以來造成城區分館電力不足，因此

而做全區之電源重整工程，以免除經常受不正常跳電之苦。由於城區分館

實在無法與一般較大型之圖書館相比擬，亦不可能在施工期間，另外尋找

出一個適當的空間來維持開放，為配合上述施工作業，採取了下列措施： 
 
一、 施工期間（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二十八日），城區分館暫時關

閉（僅提供辦理離校及休退學手續，與急用書籍資料之查詢、

借閱）。 
二、 分館同仁、工讀同學及工友們，利用期末考結束至全校農曆新

年放假前之短短兩天（一月十八、十九日），完成所有的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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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 清空閱覽室、辦公區、資訊檢索區及流通服務區，圖
書之下架、綑綁裝箱、紙箱標書號等工作。 

 
三、 利用土木工程粉刷工作告一段落後之空檔，進行清洗、打蠟、

地毯鋪設、以及所有書架、座位之重作調整，另將十四萬冊書

籍重新上架、順架、歸位並重新標示。 
 
為求務必在預計的開館日期（三月一日）前完成，全部作業是在相當有限

的空間與時間中（整個前置與復原工作只容許圖書館同仁於一星期內全部

完成），由分館的五位同仁會同工讀生，外加由外雙溪校區中正圖書館調

派支援的同仁們及工讀生，犧牲寒假、休假、週末、甚至部分春節假期，

規劃監督整個工程的進度。期間更為了品質的堅持，而不斷地與施工人員

交涉，如此盡心盡力、克難克苦，才能完成如此繁複的工作。誠然，我們

確實已盡了最大努力，讓全體城區師生們可早日使用圖書館的資源。 
 

嶄新面貌的城區分館，在同仁們、工讀同學及其他支援人員齊心盡力

的努力下，終於如期開放，供全校師生利用。為了提供更專業、高品質的

環境，經過審慎的空間規劃後，圖書館作了以下的調整： 
 

一、 增加館內服務空間： 
 
以往城區分館 475坪的空間，必須收藏近十五萬冊書，服務七千名左
右的師、生，可謂是窘迫至極。經過此次空間重整後，目前已可提供

至 702.5坪的空間；待未來第五大樓地下二樓學生社團辦公室遷出
後，總服務面積可達 972坪。此外，為了提供更寬敞的專業服務空間，
將原有之閱覽室移出，並將流通服務台、參考諮詢及期刊服務台區隔

開來，擴大參考區、期刊區、流通區等服務空間。如此一來，要辦理

還書的讀者不需要刷卡進館，即可在電梯出口旁的服務台就近還書。 
 
二、 將分館藏書依最大宗的法商兩類來分區放置： 
 
為便於老師及同學們使用圖書資源，將館內藏書依分類號，並以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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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的法、商兩類書籍來分區收藏，故而設置法學參考區、法學期刊區、

法學書籍書庫、商學參考區、以及商學期刊區、法學書籍書庫，加以

詳細的目錄標示，期望提供城區師生們更專業、更便捷的學術研究空

間。 
 
三、 增加資訊檢索站，採開放式服務： 

 
圖書館資訊服務之電腦化及各種電子儲存媒體之應用，早為各系(所)
研究與學習之主要工具。過去城區分館因礙於空間限制，僅設八個光

碟檢索工作站，在這資訊傳遞與發展如此快速的時代，實無法滿足法

商兩學院師生在教學與研究的需要。因此， 為提供師生們更多的資
訊檢索及服務，圖書館規劃增設了四十個網路點，以提供更多的資訊

檢索服務。目前在法學參考區設有五台，商學參考區設有六台光碟檢

索工作站，另於城區分館六、七樓設置五台 OPAC檢索站。此外，將
原本密閉式的資訊檢索區改為開放式，以提供城區師生更便利、舒適

而高品質的研究及資訊檢索空間。 
 
四、將閱覽室獨立出來，並增設閱覽座位： 
 
在閱覽座位方面，圖書館也提供城區師生更多的閱讀空間及座位。由

於空間有限，無法於城區分館的原址內提供閱覽室空間，故只保留參

考期刊室的 225個席位，供讀者們使用，而將閱覽室移至崇基大樓地
下樓，及新建之第五大樓地下二樓。現階段的城區分館除前述之參考

期刊室的 225個席位外，另專門供普通閱覽使用者，也提供了第一閱
覽室（崇基大樓地下樓提供 414個席位）及第二閱覽室部分的空間（目
前第五大樓地下樓提供 152個閱覽座位）。當第五大樓地下二樓全部
恢復為閱覽室時（此等須待第六大樓完工後，學生社團遷出借用之空

間後），城區分館全部之閱覽席位，預估將達到 1439席，較原調整前
之 680席，增加了 759席。如此一來，以城中校區約 8470個學生來
計算，則將達到每 5人有一個閱覽座位的標準（原本為 12人共用一
席）（請參見表二），這對以往每到考試期間，常常一位難求的狀況，

有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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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 

說明 閱覽席位 閱覽席位置 學生數 
╱座位數 

調整前 680  10.14 
調整後目前之狀

況 
791 ! 第二大樓圖書館之參

考期刊室╱225席 
! 第一閱覽室(崇基大
樓地下樓)╱414席 

! 第二閱覽室（第五大
樓地下樓）╱152席 

8.72 

未來發展 
（第六大樓完

工、學生社團遷

出其所借用圖書

館位於第五大樓

地下二樓之空間

後） 

1439 ! 第二閱覽室（第五大
樓地下樓）擴充至╱

800席 

4.8 

註：以八十九學年度本校城中校區之學生數 6901人估算 
 

五、增設非書資料區： 
 
除了空間的重新規劃、調整及閱覽座位的增加外，值得一提的是，圖

書館為城中校區的師生們規劃了一個全新的服務區－－非書資料

區，目前因尚在作業中（因該預算知會時間較遲），無法在同時間開

放，待完成時，除支援城中校區教學所需外，更將提供多項多媒體視

訊服務，屆時，全校師生將能坐擁視覺、聽覺與心靈的多重享受，敬

請大家期待！ 
  
城區分館終於八十九學年度之寒假初步的如期展現了新的風貌。雖尚

有部分零星待補強之工作，須再利用民國九十年之暑期逐步完成。但經過

這次整個空間的重整後，呈現在眼前的，已是一個動線更流暢，及空間更

寬敞的城中校區圖書分館。我們認為：提昇服務及改善學術研究環境對圖

書館而言，是一長程性的策略工作，未來，城區分館將繼續在現有的基礎

上，朝向下列幾個重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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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維持每年近十分之一的館藏成長量，並評鑑現有館藏、淘汱不適 
宜之資料，配合城中校區各系所之發展重點，在質、量並重的前

提下，建全、充實館藏。 
 

二、以資訊服務為重點：致力於現有各項網路資源及服務，並隨時更

新、豐富其內容，以建置具有本校特色之資料庫及電子與網路期

刊。 
  
 三、配合學校整體教學及研究發展之方向，支援全校師生之教學及學 

術研究。並期能在提昇本校整體競爭力方面，使圖書館成為城中

校區資訊供應中心(information provider)。 
  
 四、空間設施：配合城中校區之擴展，便利師生教學與研究之需要， 

積極改善環境設施，以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五、加強資訊素養教育：於每學期開設“圖書資訊利用”課程外，並

不定期開設資料庫（含電子及網路期刊）使用說明會及其他活

動，藉以引導學生正確的使用圖書館，並養成自學之能力，以應

社會終身學習的來臨。 
 
值此資訊爆炸的今日，面對著一連串新的挑戰，整個東吳大學圖書館

正結合新科技，掌握新資訊，融合舊寶藏，為全校師生在浩瀚的「資訊之

海」中領航，迎接網路化、數位化、電子化之新世紀到來。在全校不斷求

新之建校總目標下，協助本校達成最佳之大學教育，及卓越研究之目標。

綜觀上述努力的目標，城區分館這一路走來，受歷任校長支持、校友愛護

及國內外友人之贊助、先後館長的精心擘劃、領導、校內同仁之大力配合、

及師、生之盼望與督促，更有館內歷年來同仁們的無數辛勞、勤奮和努力

不懈，求新求變，趕上時代，克服所有困境，以求提供城區師生最好之研

究、讀書環境。回顧一切，我們心懷感恩；走向未來，我們信心滿溢。城

區分館經過此次大幅調整各種設備與提供各項新的服務，必能展望好的未

來，迎向光明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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