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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東海大學圖書資源管理之我見  

流通組  謝鶯興 

一、本校圖書資源管理現況  

本校系所圖書室納入 T2 系統進行借還書作業，始於 94 年 8 月，迄 95

學年第二學期止，僅 19 個系所圖書室採與總館連線作業，為全校 38 系所

的一半。各系所圖書室的藏書量與開放時間皆不一致，現據各系所圖書室

的借閱規則、電話調查及館藏檔統計資料 (迄 96 年 4 月 7 日止 )，依「總館

的借還書時間、館藏量與開放對象」及「各分館系圖的借還書時間、館藏

量及開放對象」兩表。  

(一 )總館的館藏量、借還書時間與開放對象  

若依圖書館網頁的「圖書館統計」(95 年 12月止 )，圖書總冊數為 795695

冊。其細目如下：1.書籍總冊數 684541 冊：古籍 56358 冊，中日文 405703

冊，西文 222480 冊。2.期刊合訂本總冊數 111154 冊：中日文 40741 冊，

西文 70413 冊。3.期刊總種數 36563 種：紙本 6660 種，電子 29903 種。4.

非書資料總件數 58369 件：中日文 47695 件，西文 10674 件。 

根據「館藏檔」統計得到的數據，以中國圖書分類法及杜威十進分類

法兩種分類 (不包含現刊及期刊合訂本)，古籍據圖書館網頁的「圖書館統

計」。依館藏地分：1.一般書庫：中日文書 218020 冊，西文書 172875 冊。

2.流通櫃檯：視聽資料 5422 件。3.電子教學室：視聽資料 24442 件。4.參

考區：中日文參考書：18355 冊，西文參考書：8881 冊。5.四樓特藏室：

大陸出版品及贈書專櫃：84269 冊，線裝古籍：56358 卷。 

一般書庫與流通櫃檯借的還書時間為週一至週日的 08:30~21:00，電子

教學室為週一至週六的 09:00~17:00，四樓特藏室為週一至週五的 08:30~ 

21:00，參考區限館內閱讀而不外借。僅一般書庫與流通櫃檯的資料允許中

部館盟的讀者外借。(詳見附表一) 

(二 )各分館系圖的館藏量、借還書時間及開放對象  

此處所謂的分館系圖，實際上還包含教學單位的系所圖書室及行政單

位的圖書，如：通識中心、諮商中心、就業輔導室等 40 個單位的藏書，

會在館藏目錄查詢系統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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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單位  

根據調查的結果顯示，文學院包含中文系等七系一所一中心，總藏書

量為 76868 冊，加上美術系 R 級圖書 1523 冊，則共 78391 冊。開放時總

括為 08:00~21:00，但各系開放時間不一。僅中文系週六開放至 16:00，週

日仍不開放，其餘週休二日均不開放。有中文系等四系開放全校教職員生

借書 (但中部館盟不得外借 )，其餘皆限本系師生。  

理學院包含物理系等六系，總藏書量 6151 冊。開放時間總括為 08:00~ 

17:00，但各系開放時間不一，週休二日不開放。僅數學系開放全校教職

員生借書 (但中部館盟不得外借 )，其餘皆限本系師生。  

工學院包含化工系等四系，總藏書量 3277 冊，開放時間總括為 08:00~ 

22:00，但各系開放時間不一，週休二日不開放，僅建築系開放使用。工工

系開放全校教職員生借書 (但中部館盟不得外借 )，其餘皆限本系師生。  

管理學院包含企管系等六系一專班，總藏書量為 6642 冊。開放時間

總括為 08:00~22:00，但各系開放時間不一，週休二日不開放。企管系等四

系開放全校教職員生借書 (但中部館盟不得外借 )，其餘皆限本系師生。  

社會科學院包含經濟系等六系一所一專班二中心，總藏書量為 20132

冊。開放時間總括為 08:00~21:00，但各系開放時間不一，週休二日不開放。

經濟系等六系開放全校教職員生借書 (但中部館盟不得外借 )，其餘皆限本

系師生。  

農學院包含畜產與生物系等四系，總藏書量為 2150 冊，景觀系 12800

冊未列入總館，畜產系總館查得冊數為 0 冊。開放時間總括為 08:30~ 

17:00，但各系開放時間不一，週休二日不開放，僅食科系等二系開放全校

教職員生借書 (中部館盟不得外借，景觀系的借還書系統自為一種，但全校

師生仍可借閱 )，其餘皆限本系師生。  

2.行政單位  

行政單位包含通識中心等 40 個單位，藏書共 10810 冊，加上專案研

究室 5895 冊，總計 16705 冊的書籍，全部能在館藏目錄查詢系統檢索得

到。開放時間總括為 08:00~19:00，週休二日不開放。僅諮商中心與就業輔

導室部份可外借，而就業輔導室之藏書外借時必需有押金。其餘如通識中

心等 38 單位皆不開放亦不能外借。  

其專案研究室之書，總計 5895 冊，係各教師申請國科會計畫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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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的，基於研究需要，借期直到 2015 年 7 月 31 日，不開放外借。  

上述行政單位藏書與專案借書，大多不外借，對於想要閱讀某書，卻

藏在這些單位中的讀者而言，頗為不便；雖然本館允許讀者推薦申購複本，

但受限於經費，往往無法滿足讀者的需求。  

(三)問題的檢討 

讀者在利用本館「館藏目錄」查詢時，畫面所顯現的訊息，經常是分

別典藏於圖書總館以及校內各單位、系所的圖書室 (或專案借書 )，而總館

之書卻又「已被外借」，無法立即得到自己想要的書。  

據附表二「分館系圖的借還書時間、館藏量及開放對象表」所示，各

單位、系所圖書室的開放時間，是否對外系開放等，規定不一。部份單位

未與總館連線，加上各圖書室的開放訊息未集中在總館的「開放時間」中，

使得讀者需奔走於總館與各單位、系所圖書室，卻往往不得其門而入，或

因外系不得借閱，導致望門興嘆，空手而歸，因而抱怨連連，感嘆總館典

藏書籍少 (尤其是新書)，各圖書室的借閱不便。  

就統購統編的政策看，3 月和 4 月兩個月中，總館所購進的新書量，

和各單位、系所圖書館採購的新書量：總館移送的 5735 本中，包括光碟

391 片，經濟系圖回送總館的西文書 997 本，西文舊書原為「有書無目」

需點收的 437 本，「更改索書號」不需點收的 33 本，實際新書僅 3762 本，

若再扣除特藏室、參考室、電子教學室及專案借書的 762 本，則一般書庫

中的新書僅有 3022 本，佔全數的 34.94%，與各系圖的總量 2587 本，佔

29.91%；僅 435 本，5.03%的差距。(參見附件三) 

若僅計算總圖各書庫與各系圖入館典藏的新書(不含光碟)量，則總館

入庫新書 3762 本，佔總數 6349 本的 59.25%，各系圖新書 2587 本合佔

40.75%，二者的比率約為 6：4。雖然這只是在 3、4 月兩個月的數量，仍

可窺見各系所購書經費的運用與藏書量的累進，在思考系所圖書室或各院

分館的空間時必需加以考慮的因素之一。  

基於此一問題，本文試著調查台灣各大學院校圖書資源的管理現況，

藉以呈現本校與他校在圖書資源管理上的差異。再從圖書館法的規定，管

理人力以及館舍空間的需求等三方面，檢討本校圖書資源的管理，得出採

取集中管理的模式，是最經濟的方式。最後針對採取集中管理，所面臨的

問題，從近程、中程、長程三方面提出解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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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各大學院校圖書資源管理概況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學校名錄，95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共有 163 所，

大學有 94 所，獨立學院 53 所，專科學校 16 所，現以圖書館網頁的「其

他圖書館」連結的「國內公私立大學圖書館」所表列的大學院校圖書館，

查詢各校圖書館及各校設立分館的名稱及借還書時間，僅有總館而未設分

館者，不在表列中；雖僅有總館，但另設自修室或 K 書中心者，則特別標

示自修室的開放時間，以免外界誤將自修室的開放時間當成圖書館的開放

時間，甚至誤認為是各館借還書的時間。  

在眾多的公立大學院校中，可以看出，不管是校園廣闊 (如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等 )或因校區分立兩地 (如台灣師範大學、台北大學、彰化師範大

學等 )而設立分館或分部的學校不在少數。但有分館，又有系所圖書室者，

僅有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中興大學等三校，他們各系所圖書室的週

六與週日也大都不開放，甚至還有未連線或不開放外借者，與本校系所圖

書室的情況類似。 (參見附件四 ) 

相反地，在私立的大學院校中，大都是校區分立兩地 (如淡江大學、東

吳大學等 )而設立分館，較特殊的是輔仁大學設立五個院圖，逢甲大學校區

不算廣大卻設有兩個分館之外，僅元智大學設有系所圖書室，但在週六暨

週日也不開放。意味著私立大學院校為節省經費，若非校區分設兩處而需

成立分部圖書館，基本上是不設立系所圖書室的，以避免管理人力與複本

數增加而導致購書經費的支出。 (參見附件五 ) 

根據調查的結果知道，其它大學校院即使設有是分館或系所圖書室，

其開放時間集中在週一至週五，週休二日的時段，不是不開放，就是縮短

開放時間。這種的訊息提供我們，在處理讀者反映圖書館開放時間長短問

題時，太短時必需思考的，亦即如何在讓讀者「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

便利之圖書資訊權益」(<圖書館法>第七條 1)與「大學應寬列圖書館各項經

費，以維持館藏量之合理成長及提供各項服務」 (<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

基準>第十二條 2)之間取得平衡。  

                                                 
1 中華民國 90 年 1月 17日總統發布，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377 期，頁 27~29，
民國 90年 1 月 17 日。 

2 中華民國 93 年 7月 28日教育部訂定，民國 93 年 7月 28日起生效，刊載於《教
育部公報》第 356 期，頁 3~4，民國 93年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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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圖書館設立分館系圖之檢討  

(一 )從圖書館法規定看  

<圖書館法>第七條：「圖書館應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

時及便利之圖書資訊權益。」 3是為圖書館的基本法。  

<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則是依此基本法擬定，其第二條：「本

基準所稱大學圖書館，指以大學校院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負責蒐集

教學及研究資料，提供圖書資訊服務，並適度開放予社會大眾使用之設

施。」第八條：「大學得視教學及研究需要，於各校區或學院設分館、分部，

置主任一人，承館長之命，掌理館務。」第十八條：「大學圖書館宜位於校

園之適中地點，需預留擴展空間，建築與設施應力求實用、安全、美觀、

易於維護及節約能源，其設計應考量樓板載重量、空間與動配置、業務運

作及讀者利用之安全與便利、資料量與服務對象之成長、特殊讀者及未來

科技發展。」第三十四條：「大學圖書館館藏以集中典藏為原則。」 4 

姑且不論如何「適度開放予社會大眾使用之設施」的問題，「於各校

區或學院設分館、分部」的規定，在本校各系所圖書室林立的情況下，似

乎也有法源的根據，但「提供其服務對象獲取公平、自由、適時及便利之

圖書資訊權益」的主要精神卻還未充分的照顧到，這是本文在討論分館系

圖設立的首先注意到的地方，其次則是人力與空間的問題。  

關於分館系圖設立的空間規劃，是有一套公式可供運算，至於人力的

需求，目前各系所圖書室大都以助教 (或研究生 )負責管理，帶領數位研究

生或大學部同學 (或是義工 )一起執行借還書與排架的工作。但因各系可運

用人力的多寡不同，開放時間與開放外系借閱的政策也隨著有異，導致讀

者利用上的不便性。因此必需思考：1.是否保留現有的各系所圖書室；2.結

合各系所圖書室成為院圖書館；3.將各單位系所圖書室之書籍回歸到總館

等三個問題。  

 (二 )從管理人力需求看  

就保留現有的各系所圖書室說，如果各系所圖書室的開放時間，開放

                                                 
3 中華民國 90 年 1月 17日總統發布，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377 期，頁 27~29，
民國 90年 1 月 17 日。 

4 中華民國 93 年 7月 28日教育部訂定，民國 93 年 7月 28日起生效，刊載於《教
育部公報》第 356 期，頁 3~4，民國 93年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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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等若不改變，仍無法滿足讀者的需求；若要滿足讀者的需求，勢必要

延長開放時間，並採用目前總館使用的 T2 系統，開放對象且擴大到全校

教職員生，此一方式除了則需要增加人力與設備的經費 (每一個系所圖書室

至少需一台電腦執行 T2 借還書系統，一架條碼閱讀機 )支出外，學校目前

是否有餘力處理此項問題？此一支出的成本效益是否為必要性？  

以<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第八條：「大學得視教學及研究需要，

於各校區或學院設分館、分部，置主任一人，承館長之命，掌理館務」5的

規定，在近四十個系所的圖書室，將它們集中於各所隸屬的學院，即成立

六個 (加上學校規畫籌設的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則有七個 )學院圖書館。  

依目前各系所圖書室的藏書量來看，各學院馬上擁有的藏書量如下：

文學院有 78391 冊，理學院有 6151 冊，工學院 3277 冊，管理學院 6642

冊，社會科學院 20132 冊，農學院 14940 冊，總計 129533 冊。  

由同一本書的採購而言，近四十個系所圖書室與六個學院的複本數，

則馬上可降低複本數的需求，也節省購書經費地支出；相對地，因為近四

十個值班點減少為六個值班點，T2 系統的使用量，可以由近 40 套減為 6

套 (若每個院圖使用 2 套則需 12 套 )；也可馬上減低值班人力的吃緊現象，

甚至可以因集中各系所圖書室的人力，不僅可以延長開放時間，還可以節

省人事費用的支出。  

然而在人力規劃上，各館至少要增加 2 名工作人員的編制 6，亦即至少

要增加 12 至 14 名的人員編制 (目前有的系所圖書室倚重助教或研究生管

理，沒有另聘專人 )，以及各學院圖書館的書籍流通出納作業所需的工讀

生，和書籍回館後所需的排架人力。  

(三 )從館舍空間需求看  

如果將各院的系所圖書室合併為學院圖書館，可以降低複本數量的需

求，節省購書經費地支出，同時對於公共空間 (櫃檯、閱覽席及電腦檢索區 )

的規劃上，近四十個系所圖書室所需的遠大於六個學院圖書館的需求，在

                                                 
5 中華民國 93 年 7月 28日教育部訂定，民國 93 年 7月 28日起生效，刊載於《教
育部公報》第 356 期，頁 3~4，民國 93年 8 月 31 日。 

6 雖然<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沒有明文規定增加一個分館，需增加多少人
力，但<專科學校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草案>第十條：「圖書館應有基本員額 4
人，每一分館以增 2人為原則」(見嚴鼎忠<圖書館輔導要點與營運基準的研訂>，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圖書館年鑑》頁 18~19)，是可以拿來參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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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需求上可以相對地節省。  

然而，集中各系所圖書室為學院圖書館，隨即面臨需要一定的空間來

存放現有書籍的問題。依現有各系所圖書室藏書量來算各學院圖書館所需

的空間，以開架式每一平方公尺約 150 冊的圖書容量標準估計 7，光是書庫

所需的面積，文學院需 523 平方公尺 (170 坪 )，理學院需 41 平方公尺 (12.5

坪)，工學院需 22 平方公尺(6.7 坪)，管理學院需 44 平方公尺(13.3 坪)，社

會科學院需 135 平方公尺(40.8 坪)，農學院 100 平方公尺(30.3 坪)，若再包

括公共空間(櫃檯、電腦檢索區)、閱覽席與預留書籍的成長空間等，至少

需要如目前規劃中的管院大樓圖書分館 200 坪空間兩座。以目前第一校區

學院的空間擁擠，所以才在第二校區規畫出管院大樓與創意設計暨藝術學

院大樓等兩個大樓來解決空間擁塞的問題，可是其它五個學院圖書館的空

間要設在哪裡呢？經費又要如何籌措呢？  

 (四 )結論  

<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第三十四條：「大學圖書館館藏以集中

典藏為原則」8，如果依照此原則而考慮不採取分散式的普設分館系圖，亦

即採取集中式管理的總館模式，與將系所圖書合併為學院圖書館的優點相

似，1.可以減低書籍複本的數量，有效地管理購書經費的支出，更有彈性

地購買不同性質的書籍，以增加館藏的多樣性。2.由於將學院系圖的圖書

室合併在總館，可以馬上降低同時段需要至少十四人左右的值班人力，可

減少人力的浪費，節省人事費用。3.因全校書籍的集中典藏，可節省讀者

來回於總館與分館系圖的路程與借還書的時間。  

然而採集中式管理，將分散各圖書室的書籍收歸於總館，以目前總館

的空間，是否能夠容納得下各系所圖書室所典藏的近 13 萬冊書籍呢？就

眼前所見到的總館空間，除了三樓的西文書庫尚有部份空間可供容納外，

四樓中文書庫和二樓的期刊合訂本室都已達飽和狀態；現有的空間規劃，

又缺乏調整的彈性，這是必需思考的現實問題。  

                                                 
7 參考民國 96 年 1月 25日上午 9時召開「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管理學院大樓各處

室協調會議議程」圖書館流通組黃文興組長所提的<東海大學第二教學區新管院
大樓圖書分館源分析>。 

8 中華民國 93 年 7月 28日教育部訂定，民國 93 年 7月 28日起生效，刊載於《教
育部公報》第 356 期，頁 3~4，民國 93年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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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決辦法的思考  

<大學圖書館設立及營運基準>第十八條：「大學圖書館宜位於校園之

適中地點，需預留擴展空間，建築與設施應力求實用、安全、美觀、易於

維護及節約能源，其設計應考量樓板載重量、空間與動配置、業務運作及

讀者利用之安全與便利、資料量與服務對象之成長、特殊讀者及未來科技

發展。」 9 

總館現有的館舍，是採回字型中空的建築，採光佳，四個角落都有樓

梯直達各樓層，就動線來看，可說是四通八達。但因中空的回字型樓層，

基於安全考量與建築法規，中庭的空間是無法隨意地彈性運用；地下閱覽

室又屬防空避難室用，亦不得任意更動。因此，如何解決各系所圖書室回

歸總館所面臨的壓力，此可分近程、中程及遠程三個方向來規劃。  

(一 )近程方面  

1.確實施行汰書辦法  

<圖書館法>第十四條：「圖書館如因館藏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

不堪使用者，每年在不超過館藏量百分之三範圍內，得自行報廢」 10。基

於此一觀念，本館已於八十六年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九次行政會議准予

備查 )即設有「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撤架、註銷辦法」，並分別於八十九年

六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一次行政會議准予備查及九十五年十月四日第十四

次行政會議准予核備。只要確實針對館藏複本過多，或內容已失時效者，

或缺頁很多或破損至不堪修復者，施行淘汰作業，將可稍減書庫書籍的破

舊與擁擠的狀況。  

2.設立罕用書的密集式書庫  

本館成立於民國 44 年，已歷時 50 餘年，眾多館藏中不乏罕為借閱利

用的書籍。這些罕用書籍的購買，當初必有其考慮，若逕行將之註銷，殊

為可惜；若仍與流通性高的書同置於書庫，勢必妨害到書庫的空間運用。

思考密集式書庫的成立，正是因此而來。至於罕用書的密集式書庫的設

置，不需設專人管理，只要不遠離總館的流通櫃檯，讓工作人員存取書籍

                                                 
9 中華民國 93 年 7月 28日教育部訂定，民國 93 年 7月 28日起生效，刊載於《教
育部公報》第 356 期，頁 3~4，民國 93年 8 月 31 日。 

10 中華民國 90 年 1月 17日總統發布，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377 期，頁 27~29，
民國 90年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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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便即可。地下大閱覽室因屬防空避難室的設施不能任意隔間；中正紀念

堂的地下室目前設為桌球室，位置正在本館的左方，距離不到二百公尺，

如能向學校爭取過來，改為罕用書的密集式書庫，雖然仍需一筆經費，但

可立即解決總館空間擁塞的問題。  

3.撤掉三、四樓閱覽席位  

如果罕用書的密集式書庫的設立，因需經費與一定時程的規畫，在必

要時，可以先進行三樓與四樓閱覽席位的撤除工作，讓三、四樓完全成為

書庫，如此書庫才有成長的空間。  

然而在圖書館的評鑑中，閱覽席位的多寡，與學生人數的比率是有關

連的，此需留意其間的消長。針對閱覽席位的問題，可以考慮本館後方的

社會科學院教室，於期中考試與期末考試之前一週與當週，開闢幾間教室

做為學生閱覽室，應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二 )中程方面  

本校原有校區的建築物，已達飽和狀態，想要覓地重蓋一棟新的圖書

館，不論是經費或是地點，幾乎是不可能的事了。鑑於近幾年來政府大力

推動無障礙設施的鋪設，學校這些年來也陸續配合修改及鋪設中。上學期

台中市政府派人來視察本館的無障礙設施，發現若干的問題，在幾次的討

論中，與會的建築師提出圖書館的修改方案，其中一項是在原館舍的中庭

增建，是值得思考的方向。如果能在原中庭增建六層樓 (若層樓高度足夠書

架的擺設即可的考量，或可達到八樓 )的書庫，不僅不會影響原有的景觀，

其館舍空間的應可容納未來書籍的成長量。  

(三 )長程方面  

就長期的經營而言，在無法籌建新館的考量下，嚴格施行汰書辦法，

設置罕用書的密集書庫，在原有館舍的中庭加建六層樓的書庫，的確可以

舒解總館的擁擠空間，延長原有館舍使用的壽命。當然，必要時仍需以增

設第二甚至是第三密集書庫，來處理館舍的飽和問題。  

附錄 

附表一：總館各樓層室的借還書時間、館藏量及開放對象表 

借還書時間 館

藏

地 

地點 
週一至週

五 
週六暨週

日 

館藏量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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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書

庫 
08:30~21:0
0 

08:30~21:0
0 

中日文：218020 
西文：172875 

全校教職員生 
中部大學圖書

館聯盟成員 
流通借

還書櫃

檯 

08:30~21:0
0 

08:30~21:0
0 

視聽資料：5422 全校教職員生 
中部大學圖書

館聯盟成員 
電子教

學室 
09:00~17:0
0 

09:00~17:0
0 
週六不開

放 

視聽資料：24442 不外借 
教師有教學需

要可專案申請 

參考區 08:00~21:3
0 

08:00~21:3
0 

中日文：18355 
西文：8881 

不外借 

總

館 

四樓特

藏室 
08:30~21:0
0 

不開放 大陸出版品及贈

書專櫃：84269古
籍：56358 

全校教職員生

(參考書及線裝
古籍不外借) 

 

附表二：分館系圖的借還書時間、館藏量及開放對象  

開放時間 學

院 
系所 

週一至週五 週六暨週日

館藏量 備註 

中文系 08:00~20:00 08:00~16:00 36481冊 全校師生 
外文系 08:00~12:00

13:30~17:00
18:00~21:00

不開放 2049冊 未連線 

歷史系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21585冊 全校師生 

音樂系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649冊 未連線 
限本系師生 

哲學系 08:30~20:30 不開放 15991冊 全校師生 
美術系 11:00~21:00 不開放 5574冊 

R級圖書
室 1523
冊 

限本系，外系、

輔系與雙主修

不開放外借 

日文系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2771冊 未連線 
限本系師生 

宗教所 10:00~12:00 不開放 1488冊 全校師生 

文

學

院 

華語中心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280冊 未連線 
限本中心師生 

物理系 10:00~17:00 不開放 39冊 未連線 
化學系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103冊 未連線 

限本系師生 

理

學

院 
生命科學系 不開放 不開放 344冊 未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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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教師研究室 
數學系 09:00~12:00

13:45~16:45
不開放 5613冊 全校師生 

環境科學系 無圖書室 無圖書室 50冊 未連線 
資訊工程系 無圖書室 無圖書室 2冊 未連線 
化工系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48冊 未連線 

限本系師生 
建築系 08:00~22:00

週日至週一
08:00~12:00 2631冊 未連線 

 
工業工程系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524冊 全校師生 

工

學

院 

工業設計系 無圖書室 無圖書室 74冊 未連線 
限本系師生 

企業管理系 10:10~12:00
14:10~16:00
星期一及三

14:10~16:00
星期二及四

16:10~17:00
星期三 

週五至週日

不開放 
1497冊 當年度新書外

系不得借閱 

國際貿易系 10:10~12:00
週一至週三

及週五 
13:10~14:00
週一至週三

13:10~17:00
週四 

不開放 1160冊 未連線 
週三開放

16:10~17:00 

會計系 義工排班不

固定 
不開放 1116冊 全校師生 

統計系 義工排班不

固定 
不開放 705冊 全校師生 

財務金融系 08:00~17:00
期中末考週

08:00~22:00

不開放 682冊 全校師生 

資訊管理系 無圖書室 無圖書室 116冊 未連線 
企管碩士在職

專班 
13:30~17:00
18:00~21:00

 1365冊 未連線 
限專班師生 

管

理

學

院 

MBA圖書室   1冊 未連線 
經濟學系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1603冊 全校師生 

政治系 09:30~17:00 不開放 4860冊 全校師生 
週五到 12:00 

社

會

科

學
社會系 無圖書室 無圖書室 26冊 未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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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系 08:3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260冊 全校師生 

法律系 09:00~12:00
14:00~17:00
18:00~21:00

不開放 4327冊 未連線 
法律系所教職

員生 
行政管理系   493冊 全校師生 
教育所 08:3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13冊 全校師生(與師

培合一) 
公共事務碩士

專班 
17:00~21:00
週二及週三

不開放 1769冊 全校師生 

師資培育中心 08:3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6707冊 全校師生(與教
育所合一) 

院 

都市暨區域發

展中心 
  75冊 未連線 

畜產與生物系 不開放 不開放 0冊 未連線 
食品科學系 不固定 不開放 241冊 全校師生 
景觀系 08:30~17:00 不開放 (12800

冊) 
未連線 
全校師生 

農

學

院 

餐旅管理系 12:00~13:30 不開放 1909冊 全校師生 
通識中心 不開放 不開放 4705冊 未連線 

限通識教師 
學生諮商中心 08:0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154冊 未連線 

部份可外借 
國際教育合作

室 
不開放 不開放 259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就業輔導暨校

友聯絡室 
12:00~1400
16:00~19:00

不開放 654冊 未連線 
外借需押金 

體育室 不開放 不開放 90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邦華游泳池 不開放 不開放 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課外活動組 不開放 不開放 52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會計室 不開放 不開放 2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教堂 不開放 不開放 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總務處 不開放 不開放 6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教務處 不開放 不開放 15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行

政 

電算中心 不開放 不開放 82冊 未連線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68期 

 28

限本單位使用 
環保組 不開放 不開放 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文書組 不開放 不開放 2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人事室 不開放 不開放 5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軍訓室 不開放 不開放 5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進修部 不開放 不開放 4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校長室 不開放 不開放 6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校牧室 不開放 不開放 74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性別文化研究

室 
不開放 不開放 2326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工學院 不開放 不開放 2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管理學院 不開放 不開放 26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管理學院資訊

中心 
不開放 不開放 15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組織再造小組 不開放 不開放 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理學院 不開放 不開放 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出版組 不開放 不開放 17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社會科學院 不開放 不開放 15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台北辦事處 不開放 不開放 5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人文社會教育

改進計劃室(外
文系) 

不開放 不開放 749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中區中小企業

研訓中心 
不開放 不開放 115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衛保組 不開放 不開放 123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文學院 不開放 不開放 9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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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不開放 不開放 4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諮商中心的資

源教室 
不開放 不開放 150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推廣部 不開放 不開放 8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事務組 不開放 不開放 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軟體工程與技

術中心 
不開放 不開放 10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勞教處 不開放 不開放 9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學務處 不開放 不開放 71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教學資源中心 不開放 不開放 3冊 未連線 

限本單位使用 
 專案研究室 不開放 不開放 5895冊 專案教師自用 
註：景觀系之藏書不在本館 T2系統的館藏檔出現，係自行一套系統，未與總

館連線。據景觀系的系圖書室簡介，知有 12800冊以上的圖書，及 105種
約 3000冊的期刊及學報，可在該系的網站查詢。 

 

附表三：總館與各系所圖書室三、四月(03.01~04.30)新書入館典藏統計表 

書籍 光碟 地點 
3月 4月 3月 4月 

總計 

一般書庫       1387 1635 82 259 3022+341 
特藏室 436 149 0 0 585+0 
參考組 21 44 7 2 65+9 
電子教學室 3 85 18 22 88+40 
期刊組 0 2 0 0 2+0 
經濟系圖送回 997 0 0 0 997+0 
有書無目之西文書 293 144 0 0 437+0 
更改索書號不需點收 33 0 0 0 33+0 
西文參考書撤入書庫 0 91 0 0 91+0 

總館 

專案借書回館 0 24 0 1 24+1 
中文系圖 595 530 0 0 1125+0 
外文系圖 21 1 7 24 22+31 
歷史系圖 359 9 28 0 368+28 
哲學系圖 132 259 0 0 391+0 
美術系圖 195 11 0 0 206+0 
日文系圖 7 1 0 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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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所圖 0 11 0 0 11+0 
物理系圖 10 2 0 0 12+0 
生命科學系圖 0 0 0 31 0+31 
數學系圖 47 30 4 3 77+7 
環科與工程系圖 0 4 0 0 4+0 
建築系圖 12 6 0 2 18+2 
工工與經資系圖 2 0 0 0 2+0 
會計系圖 25 0 0 0 25+0 
統計系圖 0 8 0 2 8+2 
財金系圖 1 0 0 0 1+0 
經濟系圖 3 0 6 0 3+6 
政治系圖 21 0 0 0 21+0 
行政系圖 0 2 0 0 2+0 
公共專班 0 13 0 0 13+0 
師資培育中心 53 93 0 0 146+0 
都市研究中心 4 0 0 0 4+0 
國際教育合作室 84 0 75 0 84+75 
就業輔導室 7 0 144 0 7+144 
體育室 0 10 0 1 10+1 
專案借書 13 6 0 0 19+0 
總館書 5344+CD391共 5735本 
系圖書 2587+CD327共 2914本                               總計 8649
本 

 

附表四：公立大學院校分館系圖的設立概況  

借書時間 校名 分館 
週一至週五 週六至週日

備註 

總館 08:10~21:00 09:10~20:00 含視聽資料 海洋大

學 K書中心 08:00~23:00 08:00~23:00 僅供自習用 
台北總館 08:30~21:20 08:30~16:30  
總館自修室 08:00~24:00 08:00~24:00 不辦借還書 
三峽人文圖書室 08:30~16:50 不開放 自修室週一至

週五

08:30~16:50 

台北大

學 

三峽商學圖書中

心 
08:30~16:50 不開放 自修室 24小時 

總館 08:20~22:00
週一至週六

08:20~16:45
週日 

 

法社分館 08:10~21:00 08:10~11:50 週日不開放 

台灣大

學 

醫學院分館 08:30~21:30 09:00~16:30 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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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30 
法律政治研究圖

書室 
08:10~16:50 不開放  

經濟所圖書室 08:10~16:50 不開放  
圖資系實習圖書

館 
08:00~19:00 09:00~13:00 週日不開放 

化學系圖書室 08:30~16:50 不開放  
生化所圖書室 09:00~12:00

14:00~17:00
不開放  

海洋所 08:00~17:00 不開放  
數學系圖書室 08:00~19:00 不開放  
物理系圖書室 08:10~16:50 不開放  
大氣系圖書室 08:10~12:00

13:10~17:00
不開放  

國家地震工程中

心圖書室 
08:30~12:00
 

不開放  

國際華語研習所

圖書室 
08:3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人口與性別研究

圖書室 
08:00~17:00 不開放  

總館 08:20~21:30 09:20~17:30  
公館分館 08:10~21:00 09:10~17:00  
林口分館 08:30~21:00 09:00~17:00  
國文系圖書室 09:00~16:00 不開放  
國研所圖書室 09:00~16:00 不開放  
英語系圖書室 09:00~17:00 不開放  
歷史系圖書室 08:30~12:00

13:00~17:00
不開放  

地理系圖書室 08:30~17:00
18:30~20:30

不開放  

臺文所圖書室 09:00~17:00 不開放 不開放借書 
設研所圖書室 12:00~14:00 不開放  
華研所圖書室 09:00~21:00 不開放  
美術系圖書室 09:00~12:00

14:00~21:00
09:00~19:00
隔週六 

不開放借書 
10:00~16:00 
隔週日 

音樂系圖書室 09:00~16:00 不開放 不開放借書 
資訊系圖書室 08:00~17:00 不開放 不開放借書 
工教系圖書室 08:3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台灣師

範大學 

衛教系圖書室 09:00~18:00 週六

13:00~17:00
不開放借書 
週日

12: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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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系圖書室 08:00~18:10 不開放 不開放借書 
公領系圖書室 08:20~12:00

13:30~16:30
不開放  

特教系圖書室 08:00~12:00
13:00~20:00

不開放 不開放借書 

國語中心圖書室 08:30~17:00 不開放  
中正圖書館 08:00~21:50 08:00~21:50  
社資中心分館 08:00~22:00

週一至週六
13:00~17:00
週日 

不開放外借 

國研中心分館 08:00~16:60 08:00~11:50 週日不開放 
公企中心分館 08:00~20:00 09:00~13:00 週日不開放 
傳播學院分館 08:00~21:00 08:00~17:00 週日不開放 
商學院分館 08:00~22:00

週一至週六
週日不開放  

政治大

學 

綜合院館分館 08:00~22:00
週一至週六

週日不開放  

圖書室 08:30~17:00 08:30~17:00  空中大

學 西文書庫 08:30~17:00 不開放  
總館 08:30~22:00

週日至週五
08:30~16:00
週六 

 

國鼎分館 08:00~16:30 不開放 不開放借書 

中央大

學 

K書中心 08:00~23:00 08:00~23:00 僅供自習用 
總館 08:30~21:00 08:30~17:00  
大社分館 08:10~22:00 08:30~17:00 週日不開放 
數學分館 08:10~22:00 不開放  
物理分館 08:10~22:00 08:10~17:00  
化學圖書室 08:30~12:00

13:30~22:00
08:30~12:00
13:30~17:00

 

清華大

學 

視聽中心 10:00~21:30 不開放 限媒體借閱 
園藝系圖書室 08:00~17:00 不開放 未連線 
森林系圖書室 08:00~16:30

休假不開放
不開放 未連線 

應經系圖書室 08:00~17:00
中午休息 

不開放 未連線 

植病系圖書室 08:00~17:00
中午休息 

不開放 未連線 

昆蟲系圖書室 08:00~17:00
中午休息 

不開放 未連線 

農藝系圖書室 不開放 不開放 未連線 
動科系圖書室 不開放 不開放 未連線 
土環系圖書室 08:00~16:45 不開放 未連線 
生機系圖書室 09:00~17:00 不開放 未連線 

中興大

學 

生命科學系圖書 不開放 不開放 未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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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分生所圖書室 09:00~12:00

14:00~17:00
不開放 未連線 

應數系圖書室 08:00~18:00 不開放  
化學系圖書室 08:00~21:00 不開放  
物理系圖書室 08:00~21:00 不開放  
土木系圖書室 08:00~21:00 不開放 未連線 
機械系圖書室 08:00~17:00 不開放 未連線 
環工系圖書室 08:00~17:00 不開放 未連線 
文學院圖書室 08:10~17:00 不開放 未連線 
外文系圖書室 08:00~17:00 不開放 未連線 
圖資所圖書室 08:00~17:00

中午休息 
不開放 未連線 

歷史系圖書室 08:10~17:00
中午休息 

不開放  

中文系圖書室 09:00~21:00 不開放  
語言中心圖書室 08:00~21:30 不開放 未連線 
行銷系圖書室 不開放 不開放 未連線 
國政所圖書室 08:00~22:00

中間各休一

小時 

不開放  

師資培育中心 08:00~17:00 不開放  
藝術中心 08:00~17:00 不開放  
諮商中心 08:00~17:00

中午休息 
不開放  

教室室圖書室 08:00~17:00
中午休息 

不開放 未連線 

總館 08:30~21:00 09:00~20:00  彰化師

範大學 寶山分館 08:00~21:00 09:00~17:00 週日不開放 
未標借還書時

間 
總館 08:10~22:00 09:10~17:00 週日

13:00~22:00 
未標借還書時

間 

中正大

學 

自修室 22:00~08:10 17:00~13:00 週日

22:00~08:10 
僅供自習用 

校本部圖書館 08:00~21:30 09:00~16:30 週日

14:00~21:30 
台南大

學 
榮譽校區圖書館 08:30~22:00 09:00~17:00 週日不開放 

成功大 總館 08:20~22:00 08:20~22:00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68期 

 34

醫分館 08:20~21:20 08:20~16:50 週日

12:00~17:00 
學 

K館 07:00~23:00 07:00~23:00 僅供自習用 
總館 08:30~22:00 09:00~17:00  
物理中心圖書室 09:00~17:00 不開放  
化學中心圖書室 08:30~12:00

13:30~17:00
不開放  

數學中心圖書室 08:20~19:00 08:20~16:00  

中山大

學 

地科中心 08:30~12:30
13:30~17:30

不開放  

總館 08:00~22:00 08:00~17:00  高雄大

學 自修室 08:00~22:00 08:00~22:00 僅供自習用 
和平圖書館 08:10~22:00 08:10~17:00 週日

14:00~22:00 
高雄師

範大學 
燕巢圖書館 08:10~22:00 08:10~17:00 週日

14:00~22:00 
總館 08:00~22:00 08:00~20:00 週日

08:00~17:00 
屏東科

技大學 
獸醫系圖書館 09:00~17:00 不開放  

  

附表五：私立大學院校分館系圖的設立概況  

借書時間 校名 分館 
週一至週五 週六至週日 

備註 

總館 08:20~21:30 09:20~16:30  
鍾靈分館 08:20~21:30 09:20~16:30  
台北分館 12:20~20:45 09:20~16:30  

淡江大學 

自習室 12:00~24:00 
(週一) 

00:00~24:00 
週二至週日 

僅供自習用 

文學院圖書館 08:00~21:30 
週一至週六 

09:00~17:00 
週日 

 

理學院圖書館 08:00~21:30 
週一至週六 

09:00~17:00 
週日 

 

社科院圖書館 08:00~22:00
週一至週六 

14:00~22:00
週日 

 

醫學院圖書館 08:00~22:00
週一至週六 

14:00~22:00
週日 

 

神學院圖書館 08:00~12:00 
13:00~16:30 

不開放  

輔仁大學 

利瑪竇自修室 07:00~24:00 07:00~24:00 僅供自習用 
中正圖書館 08:10~21:40

週一至週六 
13:10~16:5
週日 

 東吳大學 

城區分館 08:10~21:40 13:1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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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至週六 週日 
士林圖書館 08:30~21:00 09:00~17:00  銘傳大學 
桃園圖書館 08:30~21:00 09:30~17:00  
總館 08:30~21:00 08:30~17:00 

週六 
週日

09:00~17:00 
文化大學 

大新館 14:30~21:30 
週一至週六 

10:00~17:00 提供調借申請 

總館 08:30~22:30 
週日至週五 

08:30~16:30 
週六 

 

藝管所圖書室 13:30~16:30 不開放 限館內閱覽 
諮輔中心圖書

室 
09:00~17:00 不開放  

社會系圖書室 10:00~12:00 
13:00~15:00 
17:00~21:00 

不開放  

應外系圖書室 每週一及三

09:00~12:00 
每週二及四 
13:00~17:00 
每週五 
10:00~12:00 
15:00~17:00 

不開放  

中語系圖書室 10:00~20:00 不開放  

元智大學 

教育學程中心 未標示時間 未標示時間 附件顯示可外

借 
總館 08:30~22:00 11:00~18:00  
建都分館 08:30~21:00 11:00~18:00  
土水分館 08:30~21:00 不開放  

逢甲大學 

科航館自修室 12:00~23:00 10:00~22:00 僅供自習用 
總館 08:00~21:30 09:00~18:00  靜宜大學 
B2自習室 07:00~23:00 07:00~23:00 僅供自習用 
總館 08:10~20:50 08:10~16:50

週六 
週日

13:10~16:50 
中山醫學

大學 
附設醫院圖書

室 
08:00~21:00 08:00~17:00

週六非週休 
08:00~12:00 
週六週休 

週日

08:00~12:00 

台中總館 08:30~21:30 09:30~16:30 可代借還分部

書 
中國醫藥

大學 
北港分部 08:30~21:30 09:30~16:30 可代借還總館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