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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人

次 
PS.排列順序依系別筆劃多寡，2013 年 5 月 29 日之圖書委員會已通過管理事項

要點，往後將按規範管理。 

說明： 

8 月份使用系所單位共計 9 系所單位 106 次借用、526 人次使用。 

M1(4 人房)--- 6 次使用(17.65%)，借用次數第 2 位，* 18 人次使用(7.47%)，

使用人數第 3 位。 

M2(5 人房)--- 3 次使用(8.82%)，借用次數第 3 位，* 12 人次使用(4.98%)，

使用人數第 4 位。 

M3(10 人房 A)---19 次使用(55.88%)，借用次數第 1 位，* 154 人次使用

(63.90%)，使用人數第 1 位。 

M4(10 人房 B)--- 6 次使用(17.65%)，借用次數第 2 位，*  57 人次使用

(23.65%)，使用人數第 2 位。 

 

東海「2013 大學入門．校園巡禮闖關活動」圖書館導覽紀實 

流通組 謝鶯興 

一、前言 

東海為減少新生對新環境摸索適應的陌生感與不安，沿襲近幾年連續舉

辦的「大學入門」課程 1，從 9 月 3 日開始舉行四天三夜「大學入門」活動，9

月 4 日規劃出「校園巡禮」行程，藉以認識東海。圖書館單元，在代理館長流

通組賀新持組長與參考組彭莉棻組長的規劃與帶領下 2，從上午 9 時到下午 3

點止，對新鮮人進行圖書館的導覽參觀，約有近 40 組的同學在各小組長的帶

領下，陸續進入圖書館。代理館長賀新持組與流通櫃枱的同仁在入口處迎接

並引導大家到各組所要行走的路線地點，接受各定點的圖書館同仁介紹解說。 

二、課程規劃 

「2013 校園巡禮闖關活動」課程規劃--圖書館 

上課地點：圖書館總館 

                                                 
1 今年(2013)已進行到第四年。 
2 此次導覽的拍照由期刊組施麗珠小姐與數位資訊組林幸君小姐執鏡，本文撰寫的內容

全由參考組彭莉棻組長，期刊組胡仲平小姐，數位資訊組林幸君小姐，流通組賀新

持組長、陳健忠先生、林靖文小姐，採編組陳婷婷小姐等同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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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參觀圖書館 

課程時間：9 月 4 日  

場次：9:00-9:30、9:30-10:00、10:00-10:30、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13:30-14:00、14:00-14:30  14:30-15:00 

課程長度：30 分鐘 

課程進行方式：參觀圖書館內 5 個定點(每定點約 5 分鐘)。 

預估需動員人力(每時段)： 

總指揮 1 人：給各小隊長參觀路線(莉棻會事先做好)並網路簽到(建議使用

iPad)，參觀完發給小貼紙，若製作時間來不及時，則改成一句話。 

各定點解說員 5 人：由各組負責，採編組支援中文書庫的下午時段 

館內定點解說參觀順序： 

組別：A 組、B 組、C 組、D 組、E 組 

站別：預訂起始站、借還書、參考資料、期刊、VOD、中文書庫 

參觀動線：在起始站聽完後，移到右側下一站參觀，例如：期刊＞ＶＯＤ＞

中文書庫＞借還書＞參考書。 

定點解說位置：借還書--1F 借還書櫃台，參考書--1F 中文參考資料，現刊--2F

休閑閱讀區，VOD--3F VOD 區，中文書庫--4F 中文 900 類。 

三、定點的解說內容 

1.一樓的流通借還書櫃枱 

圖書館安排的解說定點，分別是一樓的流通借還書櫃枱，由流通組曹繼

英小姐帶領工讀同學傅丞薇、林泉佑及陳俐蓉三位，引導入館並介紹進館與

借還書要注意的事項，並親自操作自助借還書機，解說機械操作的步驟，提

醒同學記得列印收據，以避免他人冒借。 

2.一樓中文參考書區 

中文參考書區是由參考組彭莉棻組長與楊綉美與蘇秀華等三位同仁負責

講解。本區主要是向同學們介紹本館參考書與電子資源的種類、如何查找學

術性資料、資訊檢索區的功能。日後若遇有圖書館使用上的問題時，可詢問

參考館員。 

3.二樓休閒閱讀區 

期刊區是由期刊組胡仲平、黃國書與施麗珠三位同仁負責講解。本館的

期刊是集中放置在二樓，此區分別規劃了休閒期刊閱報區，陳列了當日的報

紙，中、日、西文皆有，約 20 種；休閒性的期刊約 70 種。此區面對綠林成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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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理大道，採光極佳，偶然飄來的咖啡香、宜人的氣氛，正適合讀者吸收

最新的國內外大事、資訊或小憩。 

現刊區陳列了中、西文期刊約 1000 種，不同於休閒性刊物，此區的期刊

多屬於學術性的刊物。放置的方式是以期刊名稱第一個字的筆劃或字母順序

排列。 

期刊裝訂成冊後，就陳列在合訂本期刊區，排列的方式也是以期刊名稱

第一個字的筆劃或字母順序排列。每排書架前皆有清單式的目錄，清楚地顯

示每座書架所擺放的期刊，方便讀者可以很快地找到所需的期刊。 

本館的期刊資料都是不能外借的，讀者可至期刊區後方的影印區影印所

需的文章。 

如果圖書館沒有收藏讀者所需的紙本期刊，一定要試試看資源豐富的電

子期刊。 

4.三樓 VOD 區 

三樓 VOD 區，即多媒體室，收藏本館的各類型多媒體資料，由數位資訊

組林幸君小姐帶領謝宜庭、吳珮慈二位工讀同學進行解說，王鑫一組長與蕭

英明先生則隨時在旁協助。 

本區分別介紹：(1)VOD 區 1 號電視每週固定播放新片/熱門影片。(2)影片

介紹：有家用版、公播版、VOD 版等三種，學生可外借家用版。(3)學生每人

每次限借 2 件，借期 7 天，逾期一天一件 20 元。(4)從圖書館首頁連結，可以

查詢館藏的 VOD。(5)收藏附光碟之英語、日語雜誌，但僅限在館內閱覽。(6)

圖書館設有粉絲團，亦由多媒體室的人員負責經營，並定期舉辦各項活動。 

5.四樓中文書庫九百類 

四樓中文書庫由流通組林靖文小姐與採編組吳淑雲組長、曾奉懿、陳淑

慧、曲小芸、陳婷婷、謝心妤等同仁負責解說。 

本區介紹：1.四樓中文書庫收藏的書分別有中文、日文、韓文及大陸出版

品等。2.三樓西文書庫則收藏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不屬於中文書庫

收錄以外的語文。3.解釋「索書號」與「登錄號」的意思與尋書的依據。4.書

庫的中西文文排架方式，面對書架，依索書號大小排列，由小到大，由左到

右，由上到下，呈 Z 字型。 

6.一樓共享區 

一樓共享區是圖書館整建後新成立的區域，實際上是提供讀者自由討論

的空間，設有個人閱讀或討論區，另成立團體討論區四間，提供 3 人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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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討論使用。本區由流通組陳健忠與謝鶯興兩位同仁負責，因為是安排在

最後一個定點，一方面要介紹本區的功能，一方面要知道本次「大學入門」

的「校園巡禮」行程，新鮮人對於圖書館的瞭解，本館特別提供「東海大學

圖書館附屬輕食飲食區--伯朗咖啡廳的咖啡兌換券」作為各組的有獎徵答獎

品，基本上是每組一個名額。 

共享區是綜合各定點的解說與提供的題目，彙整出下列的題庫，考慮到

新鮮人對圖書館的瞭解，答案採選擇題的方式，供他們參考，搶答後並稍加

解說，如： 

第一題：下列什麼書是不屬於參考書的類型：(1)工具書，(2)百科全書，

(3)字典辭典，(4)小說散文。 

第二題：圖書館有什麼電子資源：(1)電子書，(2)資料庫，(3)報紙。 

第三題：期刊是否可以外借？期刊是如何排列？中、西文期刊的排列方

式是否不同？ 

第四題：本館的視聽資料，學生借影片的期限是多久？學生一次可以借

幾片？影片逾期罰款一天是多少錢？ 

第五題：本校圖書館的書庫管理的方式是：(1)閉架式 (2)開架式。 

第六題：在書庫裡要找到自己想要借的書，最快最準確的方式是依圖書

的：(1)索書號，(2)登錄號，(3)書名，去找尋。 

第七題：什麼是索書號：(1)該書籍的分類號加上作者號所組成，(2)該書

籍在書架上的位置有如個人家中的地址，(3)書籍的流水號有如個人的身份號。 

第八題：什麼是登錄號(1)該書籍的分類號加上作者號所組成，(2)該書籍

在書架上的位置有如個人家中的地址，(3)書籍的流水號有如個人的身份號。 

第九題：中文書庫在幾樓？採用哪種分類法：(1)美國國會分類法，(2)杜

威分類法，(3)賴永祥中國圖書分類法。 

第十題：西文書庫在幾樓？採用哪種分類法：(1)美國國會分類法，(2)杜

威分類法，(3)賴永祥中國圖書分類法。 

第十一題：圖書館可以外借的書刊資料是要到哪裡辦理外借手續？如何

歸還：(1)還書櫃枱，(2)還書箱，(3)自助借還書機。 

第十二題：大學部的同學要外借圖書館的書刊資料時，需要憑何種證件

辦理？借期有幾天？總共可以借幾本？ 

第十三題：想借的書籍已被外借時，可以採取哪種方式取得該書：(1)利

用館藏查詢後預約，(2)查出是何人所借後直接找到他借取，(3)以館際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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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向友館借閱。 

第十四題：借書逾期歸還時，請問罰則為何？學期中圖書館的開閉館時

間為何？ 

第十五題：想查詢本校有沒有自己想要借的書，最快與最準確的方式是：

(1)查 google 或 yahoo 奇摩，(2)查全國圖書聯合目錄，(3)本校圖書館網頁的「館

藏查詢」。 

第十六題：圖書館的「休閒閱讀區」在幾樓？放置哪些資料：(1)報紙，

(2)雜誌，(3)小說漫畫。 

四、小結 

「大學入門」活動，雖然還是屬於「新生訓練」的範疇，但是透過各項

活動的安排，成為東海的一項特色。以圖書館來說，以往的「新生訓練」是

由館長到會場上介紹圖書館的借還書規則及典藏的資源，關於使用及詳細的

資源內涵，則利用大一國文與大一英文的課程，各挪出二堂課的時間，分成

館員到課堂介紹與帶領參觀圖書館兩種方式進行，並由館員配合介紹的內容

設計一些題目供同學做答。 

近年來，由於人力有限，圖書館的作為轉趨保守，改變了推廣讀者認識

圖書館的方式，採取讓有需要的同學自由報名(需滿一定的人數)參加導覽；或

由任課老師提出申請，派人導覽；甚至在圖書館的網頁開闢「圖書館導導．

新生專區」，冀由電腦的輔助，提供讀者自行瞭解圖書館與使用。 

回顧這些年來，蒞館使用的人數與借閱書籍的人數逐年減少，當然可以

說是因校區廣闊，管院分館與各系圖書室的成立所造成；電子資料庫與電子

書的陸續問世，讀者可以在家中連線使用；讀者使用網路「搜尋引擎」(google)

的習慣等，更降低讀者利用圖書館的意願。 

雖然上述的現象是當前圖書館所面臨的問題，我們是否應思考要如何的

因應，可以吸引讀者願意走進圖書館，來使用圖書館。本館在 2012 年底的整

建，已改變原來的面貌，在原本擁擠的空間中，挪出「討論區」、「新書展示

區」、「暢銷書區」、「主題展示區」及「輕食區」等，還空間給讀者的作法，

可謂讓人耳目一新。除此之外，我們是否只是坐著等待讀者上門？還是選擇

走出圖書館，積極向讀者推廣呢？ 

就走出圖書館的作為而言，或許可以透過大一中文或大一英文的老師協

助，請老師們挪出一、二節課的時間，到良鑑廳進行圖書館介紹與電子資源(資

料庫)的運用，我想老師們總是希望學生會使用圖書館，能夠找到上課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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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或是請館長出面，向教務處或通識中心申請開設「圖書館使用」、「圖

書資源的蒐集與處理」、「圖書資源的整理與實務」等課程，由館長領銜掛名，

再由各組組長或資深的館員扮演助教群的模式進行課程的講解，同學們熟悉

圖書館各類典藏的內容，知道如何藉由圖書館的資源來蒐集需要的資料，進

行研究或撰寫報告，或是瞭解學校的歷史及環境等等。就有可能會樂意的走

進圖書館，使用圖書館，也才能發揮圖書館是知識的殿堂，大學的心臟，發

揮圖書館應有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