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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 vs.清華--圖書館參訪心得 

賀新持、林幸君、施麗珠、謝鶯興共同執筆 

一、緣由  

清華大學圖書館 (總館 )，座落於「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總樓地板面積

35026 平方公尺，約 10595 坪 )後棟的地下一樓至六樓，面積有 20293 平方公

尺 (約 6139 坪 )，與本館的 4134 坪相較，約為一倍半的大小。由於該館是 2013

年 3 月正式啟用，籌建與遷館之際分別到各校圖書館參訪，建體規劃與空間

及設備的採用上，可以說是集目前各館的大成，相當值得我們參訪取經。  

本校人事室於 2010 年 10 月 4 日，發函各單位云：「為使各行政單位汲取

業務相關新知、增進與他校經驗交流建立人脈網絡、並促成同仁專業成長，

建請 貴單位視業務實際需求，安排所屬同仁參訪他校業務相關單位」，基於

「汲取業務相關新知、增進與他校經驗交流建立人脈網絡、並促成同仁專業

成長」的理念，新任館長陳格理教授指示館內同仁利用暑假派人參訪。  

本館此次的參訪，由代理館長流通組賀新持組長率領流通組 (謝鶯興 )、數

位資訊組 (林幸君 )及期刊組 (黃國書與施麗珠 )等單位同仁參訪，主要是想瞭解

該館空間規劃 (簡報練習室、討論室 )、設備 (自助預約取書區、互動光牆 )、密

集書庫、校史展示區 (規劃與展示 )、特藏資料蒐集整理、校史文獻蒐集整理等。 

二、參觀行程的見聞  

8 月 22 日一早，我們在東海集合後出發，上午九點三十分，一行五人 (賀

新持、謝鶯興、施麗珠、黃國書、林幸君 )準時在潭美颱風過境後帶來的大雨

中到達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其為一棟地下 1 層、前棟

地上 4 層、後棟地上 7 層、總樓地板面積 34,866 平方公尺 (約 10547 坪，但<

簡介>記載總樓地板面積 35026 平方公尺，約 10595 坪 )、造價約 10 億元的建

築物。接待我們的是今年八月剛調至讀者服務組的趙美君小姐已在門口等

候，沒多久余組長及莊館長也出現跟大家打招呼，緊接著就開始今天的導覽

活動。  

(一 )一樓規劃與設置  

第一站我們參觀的是夜讀區 (位於圖書館前棟四樓，不與圖書館相通 )，「夜

讀區」顧名思義就是晚上開放讓讀者唸書的地方，從下午 5 點開放至隔日上

午 9 點，約 200 個座位。窗明几淨的環境，每個座位還設有隱藏式的插座供

讀者使用，由電腦系統隨機提供座位，讀者每次使用的座位不會相同，隔天

還有清潔人員至現場做清潔工作。館員提到使用者會自律，如在裡面飲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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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使用，電腦系統皆可查詢使用者資料，違規記點達到三次即取消劃位使

用資格，所以截至目前無重大違規案件發生。「夜讀區」旁設有約 40 個由電

腦控制的置物櫃，如果沒有當日取走，置物櫃自動上鎖，並記錄違規，所以

也沒有使用者佔用的問題。整個「夜讀區」未安排人力管理，全部由電腦控

制，真是讓人吃驚。比起本館自修室約 800 個座位，憑證靠卡進入，放眼望

去是堆積如山的紙箱，裡面放的是讀者的個人書物，對長期在此自修的讀者

而言是非常方便，但其實並不雅觀。因工讀經費有限，無法長時間派駐人力，

來管理佔位及飲食問題，僅能藉由每日上午的勞作同學協助清潔桌面。  

回到圖書館穿廊，門口擺放的是印有「清華大學圖書館」字樣的愛心傘，

大雨天傘桶僅剩 2 把雨傘，館員說天晴後借走雨傘的人就會陸續將傘送回，

小地方即可看見管理單位的貼心。進入門禁系統前，我們參觀了自助還書系

統，前後各設有一部 (分別是二分法及七分法 )。據了解，此套還書系統要價非

常昂貴。  

進入圖書館一樓，門口僅有一位工讀同學負責門禁，每日可接受 200 位

外賓入館的換證申請，由於使用館內的設備都得有館方提供的卡片才能使

用，因此外賓在館內的行為也得以管控。回顧本館公共電腦多採再生卡設置，

外賓進館若有不當的使用電腦，重新開機後即可復原，看似頗佳，卻無法完

全的管制外賓的不當使用。  

進入門禁後，左邊是典閱組及讀者服務組的「聯合櫃檯」，有 2 位值班館

員，3 位工讀生。因是暑期論文繳交的期間，館方特別安排其中 1 位專門負責

處理論文的相關問題。右邊映入眼簾的是約有 50 張座位的「清沙龍」區，備

有電動白板及數位觸控版，只要上網預約登記，便可使用該區域舉辦活動或

上課使用，館方也可藉此觀察及瞭解讀者的需求並適時的配合。旁邊是主題

書展、新書區、畢業紀念冊以及清華專屬紀念品展示區，讓人很想要坐下拿

起一本書來閱讀。  

再往前走就是「閱報區」，人性化的座位，讓人在閱報時不需辛苦的當低

頭一族。接著看到一間透明屋，裡面擺放了整齊的書架，即是預約書的「自

助取書區」。透過 UHF RFID 系統與智慧型書架，讀者只要在「預約書查詢」

機讀取證件，系統就會在預約書的正確位置處亮燈，讀者未取書借閱之前，

非預約該書的讀者即可瀏覽這些已被預約的書，這些預約書得以更廣泛的被

使用；預約者拿到書後，可就近使用自助借書機辦理借書。一樓還擺放一台

書籍殺菌的機器，書完成殺菌後還有香味。這些自動化設備所需的經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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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來自私立學校的我們，可說遙不可及，但若有機會，希望本校也能採購類

似的設備，得以嘉惠全校師生。  

(二 )四樓中文書庫  

我們搭乘讀者使用電梯來到四樓，是中文書庫區，即使暑假中，仍有多

位使用者安靜的閱讀或是查詢資料。書庫中設有「清華書房 (推薦閱讀 )」的空

間，設置既舒適又具科技感的座椅，如果只看照片，會讓人以為這裡應該是

IKEA 吧！讀者可在這裡享受閱讀的樂趣，真是太幸福了。與本館整建後設立

的「暢銷書區」與「新書展示區」略具異曲同工之妙。  

全館還有 15 間「手機亭」，讓讀者身處安靜的讀書空間仍能隨時兼顧通

訊需求，設計者能如此為使用者著想，讓人佩服。  

(三 )三樓視聽中心  

三樓視聽中心，我們參觀的重點之一。  

寬敞的空間，配置單人聆賞、雙人聆賞、多人聆賞等三種席位，共 91 席，

每個座位都裝設「定向喇叭」，觀賞視聽資料不需使用耳機，感覺上與國立公

共資訊圖書館的視聽中心頗為類似。這裡還有 6 間可提供團體使用的團體室，

每間分別以電影片名來命名，非常有趣。據導覽館員說，這幾間視聽室的音

響設備非常高級；還有一間簡報練習室，同學可在裡面進行簡報練習，圖書

館還提供錄影檔供同學帶回觀賞與修正。  

視聽中心的影片為開架式，所有館藏一目了然。櫃台有一位工作人員辦

理借還及影片外殼解 (上 )鎖。館員說他們自許為「清華百視達」。影片排列方

式，中文的是中國圖書分類法，西文使用國會圖書分類法。另設有一袋袋的

語言學習雜誌，採用透明的提袋掛在橫桿上。進行影片採購時，即購買一份

公播版 (限館內閱覽 )，一份家用版 (可外借 )。  

三樓設有「發呆區」，擺設許多造型特殊卻又舒適的座椅供讀者休息，面

對透明玻璃窗，可以看到館外的風景及往來的車輛行人，真令人想要多「呆」

一下。本樓層還有 9 面 80 吋巨型電視組成的多媒體「互動光牆」(E-wall)，使

用者可依需求自行操作，不但可以連到網路 (youtube)看影片介紹，還可以玩

玩小遊戲，或是看圖書館各樓層的導覽。  

(四 )二樓期刊區與校史展示區  

圖書館二樓，是休閒期刊、現期期刊與校史展示區，我們參觀的一個重

點區。  

校史展示區，約 295 平方公尺 (約 89 坪 )，全區分為「常態展」及「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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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類。常態展區設立許多五顏六色，光采眩目的看板，各看板上嵌寫清華的

各項校史資料；特藏展則是實體的文物展，如校史的文件、珍貴的照片與書

刊。  

此外，校史展示區也可以看到許多高科技的產品，例如互動式的投影畫

面、電子簽到簿還有電子明信片，只要在面板簽名，馬上就會出現一筆簽名

電子檔或是拍張照片填上 Email，系統就會把照片寄到你的電子信箱。這些高

科技的產品，讓此區已不只是圖書館，好像是到了一間高級科技展覽館了，

更能引起參觀者的興趣與認同。  

(五 )地下一樓密集書庫  

導覽的最後一站，我們搭乘諾大的館員專用電梯來到了 B1 密集書庫，我

們另一參觀的重點。  

密集書庫是會移動的書架，頗令人感到新鮮。書庫有一區存放的是老舊

的視聽資料，有錄影帶，錄音帶，LD 等，數量龐大；這裡還存放著大批過時

的電腦書籍以及微縮影資料。據說從今年四月開館至今，已存放與使用了七

成，尚有三成的空間可供存放。此區還放著一台冷凍除蟲設備，將躲在書裡

的蟲卵凍死，以達到除蟲的效果。  

三、參訪心得  

(一 )密集書庫的參訪心得  

密集書庫的設置，主要是針對使用率偏低 (包含罕用或從未被用過 )的書

刊，基於館舍空間的考量，採取集中存放的方式存放。既可以活化書架空間

的使用，又可以讓常用書刊明顯化。可以藉由手動搖柄或電動控制來移動書

架，產生通道讓館員進出存取書刊。據估計，密集書庫的設置可以使單位面

積的藏書容量提供 1.5 倍至 2 倍的功能。  

本館創建時，全校師生共 6 千人，當時規劃的館藏容量為 50 萬冊。迄今

館藏已近百萬冊，加以每年圖書以 25,000 冊數量成長，藏書空間已近飽和，

導致減少了 2,000 個閱覽席位，使得師生使用的閱讀空間明顯不足。因此密集

書架區的設置，已迫在眉睫，刻不容緩。  

參訪清華的密集書庫時，看到他們所存放的是老舊的視聽資料 (錄影帶，

錄音帶，LD 等 )，還有大批過時的電腦書籍以及微縮影資料。回想本館對於老

舊書籍大都依照「圖書館法」，定期註銷報廢，似乎是較為可惜的作法。因此，

本館若能設置密集書庫，將罕用 (或從未用過 )的圖書資料 (包括中西文的參考

書、期刊合訂本、罕用圖書及視聽資料等 )集中壓縮儲存。如果建置坪數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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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坪以上，每坪約可存放圖書資料 2,500 冊，至少可以容納 30 萬冊的書刊

資料，對於本館書庫擁擠的現象，不僅可以立即解除，更可以將空間還給讀

者，提升讀者入館利用的意願。  

 (二 )視聽中心的參訪心得  

就本館的多媒體資料室而言，礙於經費考量，僅能採購大量的家用版，

公播版則相對的少量供讀者外借觀賞。由於採用閉架式管理，所以我們提供

紙本解說資料 (包含片名、版別、級別、影片長度、索書號連結、內容介紹、

劇照等 )、部落格 (http://140.128.103.35:8080/blog2/index.php?blogId=3) 以及圖

書館臉書來介紹與推廣影片，並在學期中及暑期在 VOD 區舉辦每週一部熱門

影片供讀者觀賞。然而本館並無可供團體觀賞影片的放映室，僅有少量的空

間 (三人沙發坐有 7 座，可雙人使用的坐位有 5 座 )，這是比較可惜的。如果能

將現有的空間 (三樓 VOD 視聽區的三人 7 座沙發座與 5 座雙人坐位 )與一樓的

「十人討論室」結合，利用非考試期間舉辦小型之影片放映活動，或許能稍

微補足我們沒有團體放映室的缺憾。雖然我們無法與國立大學圖書館相比，

但我們仍期許能以現有的設備及資源為本館讀者做最完善的服務。  

(三 )特藏資源暨校史資源的參訪心得  

參訪「校史展示區」與特藏組的特藏資源 (庫房的陳列、管理 )與整理後，

帶給我們相當大的感受。  

1.清華圖書館的特藏組業務  

特藏資源暨校史資源，在清華圖書館是隸屬於「特藏組」的業務，與東

海雷同。在他們的組織編制中可以瞭解，特藏組共七人 (含組長)，負責的業務

有：  

(1)特藏與校史資料之徵集、整理、典藏、數位化、推廣及出版業務。   

(2)特藏與校史資料之網站及資料庫建置規劃與內容維護。   

(3)特藏與校史資料之諮詢、調閱及複製服務。   

(4)本校畢業紀念冊調閱服務。   

(5)總圖書館特藏室管理與維護。   

(6)特藏業務相關辦法之擬定及修訂。   

(7)特藏與校史資料專案計畫。  

在眾多的業務中，各人需分別負責「特藏資料徵集、整理與典藏」、「校史展

示區管理與維護」、「校史資料徵集、整理、建檔與數位化」、「校史及特藏資

料數位化業務」、「校史及特藏資料冷凍除蟲業務」、「校史資料特展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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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展示區導覽」等七項業務，也就是在劃分精細的分工中，各司其職，

各有專責。  

相較於本館，在學校的編制中，圖書館仍有特藏組的名義，但人員則調

到流通組，協助流通櫃枱的輪值工作，僅能在未值櫃枱班的時段處理特藏的

業務。本館的特藏業務，與清華特藏組所列出的幾乎相同，唯一還未進行 (或

沒有 )的僅「特藏與校史資料專案計畫」一項，亦即目前還無提出「專案計畫」

來整理館藏的「特藏與校史資料」。當然因本館的一位行政人員與清華的七人

編制相較，在處理的業務類似的狀況下，所顯現的成果明顯有相當大的差異。 

2.特藏資料與校史文獻的整理  

清華圖書館對於特藏資料與校史文獻的整理，主要是藉由申請國科會計

畫撥下來的經費，陸續進行幾次數位化的成果。在這種優越的條件下，他們

的特藏資源與校史資源的整理，在「校史展示區」進行「常態展」及「特展」

兩種展現成果，更藉由網頁 (或資料庫 )的模式顯現，如建立「清華大學數位校

史館」、「葉榮鐘數位資料館」、「紀剛數位資料館」等。同時，他們對於典藏

的特藏資料，邀請校內的老師進行主題式的策劃整理，成為出版品，豐富典

藏並提供讀者瞭解與利用這些特藏資源。  

本館特藏室典藏的資源頗多，如「線裝古籍」，是台灣地區大學中少數擁

有的學校之一；其它如「華文雜誌創刊號」、「魚類文獻」等亦是其它大學所

沒有的資源。受限於人力與經費，只能陸續的整理，並將整理成果刊登在《東

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提供學術界瞭解與使用。並將線裝古籍的整理成果，陸

續彙編先後出版，如《館藏和刻本線裝書簡明目錄》、《館藏戴君仁先生贈線

裝書簡明目錄》、《館藏善本書目新編．經部暨史部》、《館藏善本書目新編．

子部暨集部》等即是。 

在校史資源方面，一方面陸續收集並支援校內外單位的需求，一方面進

行資料整理，陸續彙編成書或出版，如「東海名人錄系列」、「方師鐸先生全

集」、《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東海大學聖樂團活動紀實》、《東海山林的沉

思--趙建中先生紀念集》等。上述二項資源的成果先後出版，除作為本館的出

版品增加館藏外，一方面是提供學術界參考與利用。 

館藏資料的數位化，是圖書館發展的趨勢。特藏資源與校史資源的數位

化，能提供讀者藉由網際網路無遠弗屆的便利性，就地使用，減低兩地奔波

的辛苦，也是提升讀者服務的一種方式。本館也因此項的認知，在有限的條

件下陸續進行數位化的工作。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44 期 

 28

在缺乏各種經費 (計劃 )的補助，僅能就現有的人力與經費，逐漸的做館藏

資料的掃瞄，幸好得到中文系林宜鈴校友的協助，義務編寫資料庫 (網頁 )，目

前已完成「館訊資料庫」、「線裝書資料庫」及「虛擬校史館」等三個資料庫 (網

頁 )，並將整理的成果 (包括畢業紀念冊已經掃瞄到 37 屆，東海校刊處理到 150

期 )轉成 PDF 與電子書，陸續上傳到這些資料庫 (或網頁 )，提供校友與學術界

的瀏覽、使用。  

3.特藏資料與校史文獻收藏的庫房  

基於業務需要，特別拜託清華特藏組的王佩玲組長打開特藏庫房讓我們

參觀。庫房採取密碼設定的鐵門，庫房內設定的相對濕度為 50%，溫度為 22

度。在這種恆濕恆溫的狀態下保存他們的特藏資料。尤其是所有要入庫典藏

的資料，要先進行冷凍除蟲的作業，以確保入庫典藏的資料不繼續惡化外，

更不會波及其它的資料。  

整理後的資料，全部儲放在鐵櫃之中 (排列井然有序 )，避免外來因素的傷

害，並以檔案夾收藏排列，各檔案夾都寫上該夾收藏文件的名稱，部份採用

無酸材料，藉以延長資料的壽命，考慮所需經費龐大，少數則以坊間的檔案

夾收藏。這些特藏資料，大都藉由國科會的計劃經費，已經數位化，可以提

供讀者查詢使用。  

本館亦設有特藏庫房，以恆濕恆溫的方式典藏特藏資料 (線裝古籍、校史

文獻、魚類文獻、華文雜誌創刊號等)。這些資料大都放置在鐵製書架，雖然

比較節省空間，但因資料的尺寸與書架的大小不盡符合，收藏方面有些不便；

即使每座書架上方都有一片格式，萬一有漏水的情況，仍然不能完全防止書

籍被淋濕的問題，這是我們可以改進的地方。 

資料的收集與整理是需要持續性的進行，數位化則一方面可以降低資料

的一再存取與翻閱所造成的損害，一方面可以無遠弗屆的提供讀者瀏覽與使

用。然而資料的數位化需動用到大筆的經費與人力，如果本館能取得國科會

或教育部的計劃，得到經費的補助，將可加速數位化的進行，提高本館讀者

服務的內容與品質。  

四、結語  

參觀完清華大學的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個人深深感受到旺宏科技公司

回饋教育的愛心和願意栽培下一代的用心。學習資源中心除了傳統圖書館所

熟悉的書籍、報紙、期刊、視聽資料等豐富的館藏資源外，到處都有令人感

到新奇且多元設計的傢俱，提供讀者一個舒適自在的學習空間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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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個設備新穎、環境寬廣、多元化的知識殿堂，感受特別的新鮮，

讓心情也漸漸開朗起來。室內陳設各式各樣不同造型的傢俱，善用單色鮮豔

色彩的各類傢俱作為閱讀時的休憩點，讓人眼前為之一亮，有提神的功效；

讀者像是走進了一個未來的空間中，環境清幽又安靜，可以讓心靈沉澱下來，

是充電的好地方。  

清華將傳統圖書館的功能擴大和創新，就讀者而言，它不僅是讀書、看

報紙、看電影、與同學討論功課的地方；而且有豐富的自動化館藏資源讓年

輕學子去自行學習利用，如夜讀區電腦控制的置物櫃、自助借書機、手機亭、

互動光牆 (E-wall)等等，挑戰讀者自我完成的能力和培養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 

最後要感謝清華圖書館莊館長、綜合館務組余純惠組長、特藏組王珮玲組

長的接待，更感謝讀者服務組的趙美君小姐陪同我們進行長達四小時的導覽

解說，讓我們獲益良多。雖然東海圖書館在人力、資源、設備與經費上可能

無法與國立大學圖書館相比，但經由此次的參訪所得，我們仍期許能藉由現

有的設備及資源的基礎再提升，來為本校師生做最完善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