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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談「永續經營」的觀念在東海圖書館的施行、延伸及「翻轉」  

黃皇男 ∗、謝鶯興 ∗∗ 

一、前言  

在面對地球資源日益枯竭，保護地球資源「環保意識」的聲浪日趨高漲

的時代，如何「節能減碳」、「永續經營」是大家著重思考的問題。「節能減碳」

的目的是珍惜資源與能源，希望能達到「共生共存」環境的「永續經營」。身

為當今社會的一份子，焉能不去思考這種嚴肅的問題。  

回顧東海在大度山創設伊始，「在地生根」與環境「共生共存」的觀念即

見諸於芳衛廉博士〈我所欲見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錄〉 1中。因

此，當於文理大道上的行政大樓、圖書館、文學院、理學院相繼完成之後，

隨即進行「綠化」的作業，先從文理大道兩側的植樹開始，並請教諸多專家，

引進多種的樹種，試驗後就選定比較適合在大度山台地的黃土地生長以及耐

得住強風吹襲的相思樹、榕樹、鳳凰木及松樹等，造就了現今廣袤的林地。  

「與環境共生」、「節能減碳」的觀念，亦即近十幾年大家所說的「綠能」：

「對環境友善的再生能源，也可視為在能源生產及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

低污染或無污染的能源。」2或「綠建築」：「永續經營觀念的建築」3。上述兩

者所指的概念，實際就是「永續經營」的觀念，早在約 60 年前東海創設之際，

就已逐步實行。近幾年本校提倡「綠色博雅」，校內推動綠色公車、電動腳踏

車代步的作為，都是「永續經營」觀念的呈現。  

圖書館的始創，也是採取與「環境共存」的觀念。入口處即設置荷花池，

一方面是仿傳統藏書樓的貯水防火功能，一方面則是希望具有「生態多樣性」

的功能，供讀者欣賞，藉以舒解身心，吸引讀者願意經常利用圖書館的資源。

這也是有意「永續經營」的觀念。  

                                                 
∗ 東海大學數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1 參見文庭澍譯，《東海風--東海大學的歷史》頁 7~8，特刊編輯委員會編，東海大學出

版社，2003 年 1 月 4 版。 
2 參見田雲生<綠能介紹與應用>，《台中區農業改良特刊》第 116 期，頁 237-241，2013

年 5 月。 
3 參見曾鵬樟<綠建築--永續經營觀念的建築>，《工業技術與資訊》第 91 期，頁 17-18，

1999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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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海三大傳統顯現的「永續經營」觀念  

東海人至今仍津津樂道地引以為傲的幾項傳統：全校勞作教育制度、通

才與專才的教育方針，以及圖書館開架式管理的模式，至今仍奉行不衰。或

許當初並未加上或強調「永續經營」的觀念，然而，所進行的創校理念與目

的，實則契合「永續經營」的精神。  

誠如芳衛廉博士在〈我所欲見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錄〉所

說：「我認為這所大學不應只是大陸任何一所大學的翻版，台灣需要的是不一

樣的大學，既然是從無中生有，我們大可有機會創立一所不同形式的大學。」

芳衛廉博士的心目中，認為「理想大學所應具備的特色」，一是「造就具有特

殊視野與終生奉獻精神的人」；二是「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切連繫」；

三是「訓練出可以馬上適應社會、服務人群的人才」；四是「科學的課程要以

文化為背景，而人文、社會學科的課程應賦予實質的意義，不可自限於象牙

塔中」，「課程所應著重的是通才教育」；五是「大學不是白領階級的養成所。

不論男女同學都要訓練勞動的習慣」，「勞動意味著學校用最少的服務人員，

師生過著最儉樸的生活，勞動同時意味著對校外社區提供實際的社區服務」，

「認為貝利亞和安提克兩所學院的獨特理論可以部份在台灣採行」；六是「民

主的觀念在行政上以及師生關係間都應有際的表現，全體教職員都應投入」。

東海即本著此一理念而創設。  

賈爾信博士〈大學推廣與社會服務計劃大綱〉說：  

 
「在過去二百年間，學校推廣工作，已成為一大學中已有穩固地位之必

要的正常工作之一 (見 1922 年英國皇家委員會之報告 )，且在聯合國文教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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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韓國教育〉一文中，歸納：大學教育之任務乃為： (1)供給文藝與科學

之廣泛教育， (2)訓練專門職業人員， (3)促進研究工作與增加人類知識。此外

仍有一相輔而行之必要工作，即推廣增加成年人之教育機會。走出學校門牆

之外，庶幾大學能自由地與社會生活維持聯繫，林西氏調查委員會所提出之

報告〈基督教大學在印度〉一文，即為教會在印度應由此項原則之成文表現

(1913 年牛津大學印務局出版)。東海大學亦有此項需要，應按照能力，擇其

重要者次第實施。」  

兩位博士的理念，不僅只是「訓練出可以馬上適應社會、服務人群的人

才」，也是「能自由地與社會生活維持聯繫」，因此「不可自限於象牙塔中」，

「男女同學都要訓練勞動的習慣」，養成早期畢業校友到國外深造時，能吃苦

耐勞，能立即適應不同環境，這類的養成背景，實蘊含「永續」的觀念。  

三、圖書館對於「永續」觀念的施行與意義  

1.開架制度建立的觀念 

《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4〈前言〉記載：「本館業務稍異於其他圖書館者」，

有：「實行開架制度」，是「為便利教學及養成學生之榮譽感」，因而「採行完

全開架制度，使讀者得自由進入書庫，選擇其所需書籍」，當時，「此項制度

在本省尚屬創舉」。這種的「開架制度」讓讀者可以「自由進入書庫」的作為，

即是採取開放性空間，「翻轉」當時台灣地區「圖書館界」的閉架管理，也擺

脫了傳統藏書樓的「閉扃不納客」的心態。  

 

時至今日，「開架制度」已是普遍性，然而「開放性空間」的觀念，改變

圖書館管理的封閉觀念，對於書籍的使用、尋找資料的便利以及增強讀者的

閱讀行為與習慣，在在都在養成「永續」閱讀與研究的能力，不論「於己於

人」，都產生頗大的效益，尤其是成立「兒童文學區」後，提供「大手牽小手」

                                                 
4 1964 年 11 月出版，為本館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簡介」，<編後記>云：「本簡介之出版，

恰值本校創校十週年紀念，謹以此奉獻，以表慶祝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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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最佳場所，「教育從小做起」，更產生效果。  

2.配合勞作教育機制的施行  

1956 年 9 月 15 日首任館長沈寶環博士在〈1955 年度圖書館長工作報告〉

說：「圖書館除了館長之外，尚有四名專業圖書館員，……上學期勞教處派學

生到館內來工讀，計有十三名工讀生，每週基本工時五小時。」報告中呈現

圖書館從創館開始，就配合勞作制度，訓練工讀同學以協助圖書資料的處理，

並教導他們認識與瞭解圖書館典藏的各項料內容與使用。至今日，在人員編

制逐漸縮編之際，仍持續勞作教育系統的基本勞作來維持館內的清潔，同時

更仰賴助學工讀生的協助，處理部份業務。  

1964 年《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的〈編後記〉更總結編訂此一「簡介」

的目的是：「附錄中詳列本館各項規章，蓋欲使今後入學新生或新派至本館工

讀之同學，對本館一般業務及應行遵守之事項，能有明確之了解，而利於工

作之進行。」亦即對於勞作教育制度下的工讀同學，不將視之為「廉價工人」

來看待，而是刻意地加以訓練，制定「圖書館工讀生工作要領」，培養工讀同

學的準時到退的習慣，工作遇到因難或疑問，要隨時請教，使用之工具、物

品及場所應愛護並保持整潔與歸定位，並施予各種工作項目的訓練，使其「知

其然並知其所以然」，例如：鈐印、登記、貼書標、寫書卡，卡片的排列與書

籍的排架等，不僅只是為了管理方便，更是提供讀者使用或尋書的便利性，

是「利己利人」的行為。  

3.通才教育精神的運用  

曾約農校長在「呈教育部」文，為配合教育部「提倡通才教育之主張」，

說：「荷蒙創辦人及董事會同意，斟酌本省實際情形，願獻身為改革之嘗試，

力求教與育並重，文與質兼賅，學則融匯中西，道則溯源往古，謹參照歐美

宏通教育之成規，約集專家，再三研討，擬具調整課程教材及改進教學技術

辦法九條」，分為「人文學科」、「自然學科」及「社會學科」三大類。由於沈

寶環館長是圖書館學專家，在人文學科中講授「圖書館學」課程，不僅訓練

選課同學熟悉圖書館中各項部類的專業知識技能；為「輔導圖書館事業的推

展」，並經常舉辦圖書館從業人員的講習與實習 5；並籌畫《圖書館學報》的發

行，提供選修圖書館學與圖書館界實習人員的發表園地，以獲取國外最新圖

                                                 
5 如 1964 年 3 月，舉辦圖書館行政技術與圖書館學課程規劃問題座談會。1965 年 7 月，

舉辦基督教教會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班。1978 年 5 月 5 日，舉行圖書館工作人員

之「參考服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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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界訊息及相互交流心得。  

這種配合「通才教育精神」講授「圖書館學」課程，在沒有圖書館學系

的東海，養成許多嫻熟圖書館使用，善於找資料做研究的學者，先後培養了

幾位在國內外的圖書館界服務的人才，傳承了「永續」的觀念。  

四、圖書館對於「永續經營」觀念的延伸與「翻轉」  

本館首創「開架式」，進行「社會圖書館事業輔導」，「講授圖書館學」等

等作為，當時即引領風潮，也成為各校圖書館參訪的重鎮。歷任館長在這些

優良傳統的基礎下，從「教育」著手，規劃幾種不同的作為，延伸「永續」

的觀念，如：  

1.圖書館使用教育的延伸  

利用大一共同科目中「國文」、「英文」的上課時間，對新鮮人進行「圖

書館使用」的講解，引領初入大學的同學們提早認識圖書館，儘快地掌握圖

書館使用的要領，以及如何獲取資料，使他們能順利地完成課堂作業或報告

的寫作。 6 

為解答各方面有關圖書館技術問題之詢問，於 1958 年 8 月，成立參考部

門 (後來先隸屬參考閱覽組，後改隸流通參考組，至 1973 年 8 月才成立「參考

指導組」 )，專責參考書、指定參考書之管理與應用、參考問題之解答與參考

書目的編製等。  

2.服務與設備的延伸  

1972 年 10 月，萬樂圖館長利用韋氏基金會為發展圖書館業務，撥專款租

用全錄 Xerox720 複印機乙台，供全校師生使用。11 月，發行《東海大學圖書

館館務通訊》，報導為一年級新生與部份教員先生及同學們舉辦一項「圖書館

簡略介紹」課程以及解答讀者們的問題反映。  

1973 年 9 月，開放時間調整為星期一至星期六，上午 8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星期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即每週 95.5 小時。  

1987 年 9 月，鄭得安館長成立自動化規劃小組，1990 年上學期進行流通

自動化作業。 7目前預計在 2015 年 6 月前更換新的自動化系統。  

                                                 
6 1973 年 3 月 6 日至 15 日間，趙昔之先生利用大一國文時間講授「中文編目學」。 
7 先於 1986 年 4 月，著手規劃圖書館自動化事宜。至 1987 年 10 月，圖書館自動化列

入本校五年發展計劃中，三年內分期完成。1990 年 6 月，本校核准圖書館第一期自動

化，7 月與傳技電腦公司簽約，9 月裝機測試，開始建檔。9 月 10 日，梅校長於行政

會議提示圖書館自動從七十九學年第一學期開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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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間改造的延伸  

1972 年 8 月，萬樂圖先生接任館長，10 月即發出關於圖書館新措施的公

開信，宣示圖書館在進出口處設立檢查站，檢示離館人員攜帶的書籍中有無

未經借閱而自行携出館者。 8 

1985 年 4 月，新館落成使用，建伸舊館已有的「音樂欣賞」 (1973 年 12

月成立 )與「語言學習」成立了「視聽資料室」 (1986 年 9 月成立 )；配合電腦

科技的進展，設置「電腦室」，提供檢索國科會的研究報告，設置「微影資料

室」 (1986 年 10 月 )，供讀者瀏覽古籍、報刊及國科會早期研究報告等微卷內

的資料。 9 

1993 年閻志洪館長，籌建光碟資料庫，並將資料檢索區設在一樓入口處

大廳。為新館首次空間改造 (翻轉 )的變革。  

2002 年，呂宗麟館長進行全館空調設施的改建工程，新館邁入空調階段，

改變利用自然光與通風，讀者可以親近環境的舊面貌，成為可以在館內閱讀

書籍的同時，享受到清涼的氣氛，告別揮汗如雨的困境。  

2012 年 11 月，本館進行整建工程，流通借還書櫃枱仍保留在前廳；但原

在一樓的期刊組辦公室移至二樓，電子教學室 (原視聽資料室 )挪至三樓西文書

庫區，空出來的區域改為「共享區」，規劃出四間「討論室」，各室都有電腦

連結頭、投影機、白板等設備，及「自由討論區」，設有數部電腦供檢索；一

樓的中文參考區移至後端的舊流通櫃枱區，改置參考組辦公區與資料檢索

區；一樓大廳增設「新書展示區」、「暢銷書展示區」、「主題展示區」，並於入

口處右架設兩部大電視，播放本館製作的各項資訊 (如「從荒涼到豐富 --東海

老照片展」電子書、「圖書館的新生與蛻變」電子書、「東海大學簡介 --第一屆

畢業典禮」影片)；二樓原參考組辦公區與資料檢索區改為「現刊區」、「休閒

閱讀區」及「兒童文學區」。10這是新館完工後第二次大規模的改變(「翻轉」)。 

                                                 
8 此係因應開架制度的管理延伸，信中說：「首先，我們向各位通知的是，圖書館側門

已有「此門不通」的告示，且已鎖上，這樣為了各位在館內更能自由的參閱書籍，而

不受外界影響。自今年度起，東海圖書館的新措施是依照國際圖書館標準，在各位離

館前自動將所帶離的書籍讓在門口的工讀同學檢示，而不要為難他們，在此特望諸位

合作」。「其次，在館長室對面新置了一個教員研究室，裏面是些禁書，如教員須要使

用該室，請到本館行政室(館長隔壁)索取鑰匙。」參見《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民國

61 年至 70 年之部》。 
9 於 1995 年 4 月，成立網路資訊室。 
10 是項工程於至 2013 年 2 月 18 日正式完成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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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對於「永續經營」配合「翻轉」的思考  

「空間的改造」，是可以改變圖書館的服務型態與功能，但需注意「改造

的目的」何在？需要「改造」的究竟是哪些？應該不只是「空間」需要改造，

「人」也是需要改造的，因此參與「改造」者是需多方面思考。就「空間改

造」而言，香港科技大學的「一個圖書館，兩個共用空間」 (指資訊空間與學

習空間 )的口號，是可以思考效法的。  

「適合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做適當的事」，是圖書館必需重視的觀念。

瞭解讀者的需求，尋找合適的服務人員，配合空間的改造來進行或推廣新的

服務，這也就是現今流行的用語「翻轉」的主要意思。然而「圖書館的翻轉」

仍需延伸「永續經營」的理念進行，延續「以讀者為中心」的思考，提供讀

者最需要的服務，改變圖書館資料著錄的形態 (或模式 )，指導 (引導 )讀者善用

圖書館資源 (如可以利用年青讀者喜歡利用網路尋找資料的習慣，將館藏查詢

與資料庫使用連結的「Google」化)。這是從「學習空間」的角度思考的。 

其次是「資訊空間」。圖書館利用，以往本館是到教室進行口授以及讓讀

者到圖書館實地使用，現在可以配合科技，製作影片或 PPT 播放進行講習。

而「資訊空間」的提供，不僅增加讀者使用資訊檢索的空間，也不僅是目前

本館規劃「共享區」讓讀者有討論的空間而已，也可以配合老師的教學，如

「遠距教學」或所謂的「翻轉教室」的觀念，提供「學生、老師、學習夥伴

聚在一起，進行研究、討論」的學習。圖書館在「翻轉教學」中，可以配合

的項目，不僅是提供空間，協助老師製作課程影片，還是需要從嫻熟圖書館

資源運用的專業技能來看，如編製各類學科可以使用到的指引，成立各類研

究所需的資料連結，提供各科老師製作影片時可以要求參與的學生主動去連

結與使用，減少老師在製作時還需要浪費時間去蒐集。  

「圖書館使用」的推廣，一直是圖書館界持續進行的任務之一。如何有

效的推廣，應該是最迫切思考的問題。「學科館員」的設置與對讀者的指導，

是首先要面對的事。大家都抱怨現在的年青人不願意進入圖書館，不喜歡閱

讀，不主動尋找資料來討論或完成作業，僅是藉由網路資源隨意地找個一篇

文章即交差了事。「學科館員」即可扮演此類引導的力能。其次是利用共同科

目的時間，比照傳統到教室介紹「圖書館使用」的觀念，即使已經製成影片，

可以線上瀏覽，但是「當山不靠近你時，你就要主動地去靠近山」，要主動出

擊，到各教室去宣導，配合任課教師的需求，引導學生如何完成該科目的報

告，才會有吸引力，也才有可能進行「服務創新」的「翻轉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