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科技对台湾学术图书馆建筑的冲击
 

◆黄鸿珠　杨美华

　　在数位化图书馆催促声中 ,谈图书馆建筑

的课题 ,有一种属于世纪末的悲壮情愁 。很多

人都说未来的图书馆是“无墙的图书馆” 、“虚拟

的图书馆” ,我们要建构的是电子化馆藏 ,而非

实体的建筑物 。但是图书馆学文献亦显示:图

书馆 ,作为一个实体 ,不可能被取代;相反地 ,它

将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是学习压力与

校园生活的“避难”所 ,提供舒适 、方便的空间 ,

供使用者参阅馆藏资料 ,是第二个课堂 ,也是人

类心灵的实验室 。[ 1]易言之 ,图书馆的功能不可

能消失 ,只是转型。

一 、台湾地区近年来大学图书馆建筑浅析

台湾地区近十年来共建独栋的大学图书馆

约有十所之多(详如下页表 1)(屏东师范学院 、

元智大学也是新建的图书馆 ,但属一栋大楼中

局部的楼层),针对目前台湾大学院校图书馆在

建筑发展方面 ,陈格理曾语重心长地指出 ,图书

馆在规划设计阶段似缺乏许多可利用的“参考

资料” 。其所指的“参考资料”包括:

(1)本土性的研究资料;

(2)使用后的检讨性资料;

(3)与决策相关的资料;

(4)具有相当信度和效度的资料;

(5)与设备运作及使用者在行为 、认知或特

性方面有关的资料。[ 2]

因此 ,他本人曾以中原大学为例 ,探讨大学

图书馆建筑使用后的评估研究 , [ 3]此外 ,曾思瑜

以国立云林科技学院为例 ,评估其图书馆空间

之使用情形[ 4] ,而蔡佳蓉从成功大学图书馆的

经验 ,探讨图书馆建筑在规划及设计阶段的几

项问题 。[ 5]最近 ,刘绮文亦针对淡江大学图书馆

讨论其评估结果。[ 6]有趣的是建筑专长者与图

书馆学界的评估不尽相同 ,在某些议题上各持

己见 ,双方的观点出入极大 。

上述各大学图书馆的建筑各具特色 ,总体

而言因应新世纪而作的变革如下:

(1)重视资讯科技的应用:除提供公用目

录 、光碟资料库 、因特网路(Internet)资料库的应

用设备外 ,另增设读者自备电脑连线网路的设

施 ,以达数位化与纸本资料平行应用的境界。

(2)加强资讯素养培养的环境:随电脑化图

书的快速成长 ,越来越多的资料变成隐形 ,为指

导读者应用这类资料 ,图书馆设立电脑化教室 ,

提供读者上机实习 ,以加强资讯素养的培育。

(3)非书资料使用区:除传统的录像带 、录

高了少年和儿童阅览的标准;提高了复印 、消

毒 、厕所的换气标准(5 ～ 10次),以及人工照明

度标准 。如普通阅览室 、研究室 、美工室 、装裱

修整室等定为 150 ～ 300LX ,老年 、少年儿童 、善

本阅览室定为 200 ～ 500LX ,并增加了综合布线

一节 。

以上概括介绍了规范修订情况 ,详情请阅

规范正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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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带外 ,亦增添了有线电视 、CD 、DVD 、VOD 等

设备。近年来这些资料趋向数位化的统一形

式。

(4)开架式的典藏:资料典藏与阅览空间采

混合开架的方式 ,另为增加馆藏量均设置密集

书库 。

(5)独立的自修室:为弥补闭馆的服务 ,越

来越多的图书馆提供 24小时开放的自修室 ,在

此特性下此区需备独立的出入口。

(6)多元化的阅读空间:有单人阅览桌 ,四

人 、六人的阅览桌 ,研究小间 ,小团体讨论室 ,甚

至读者自由搬迁组合的休闲椅 ,呈现多元 、活泼

的阅读空间 。

(7)空调设置:空调的设置不但利于资料的

保存 ,同时带给读者舒适的环境 ,但日后的维

护 ,无论是机器的保养 、电费的支出所费不赀 ,

形成营运上沉重的负担 。

(8)营造人文气息:各馆开辟艺廊 、展示区 、

室内造景 、空中庭园等以营造艺术气息 ,甚至设

置户外阅读区 ,采用透明电梯 、通透的门墙以融

合馆内外景致 ,展现陶然自怡的情境 。

表 1　台湾地区近十年来兴建之大学图书馆建筑

学
校

项
目 设计者 启用年

规　　　　模
总楼地板面积(平方米)

馆藏容量

(万册)
读者人数

(人)
阅览席位

(个)

彰化师大 王秋华 1991
五层楼(含地下室)

10094
30 2000 1018

海洋大学 王秋华 1991
五层楼(含地下室)

7108
24 3200 855

中正大学 王秋华 1993
地下一层 、地上八层

27900
150 10000 2600

云林科大 黄有良 1993
九层楼
148500

40 6000 1500

中央大学 庄　胧 1994
地下一层 、地上八层

132000
48 8000 1538

淡江大学 邱启明 1996
十一层楼

24000(含后栋)
100 26000 2500

交通大学 陈柏森 1998
地下一层 、地上八层

32010
150 10000 1200

台湾大学 沈祖海 1998
地下一层 、地上五层

35411
385 20000 2300

文化大学 王秋华 1999
地下二层 、地上七层

14170
100 25000 1041

成功大学 陈柏森 2000
地下三层 、地上五层

35281
300 20000 2000

二 、资讯科技的挑战与因应

上述变革中最显著的挑战为资讯科技的快

速发展。自从电脑与网路结合后图书资讯的生

产 、传播 、典藏 、应用等产生蜕变 ,受此影响图书

馆的建筑在典藏资料所需的空间 、应用资料所

需的网路布线 、网路接续点 、读者使用数位化资

源的设备 、家具的设计等均需变革 ,而这些变动

相互影响 ,环环相扣 ,以下归纳为典藏资料空间

的变革与应用数位化资料的变革两项加以叙

述 。

1.典藏资料空间的变革

典藏资料所需的空间在纸本为主的时代是

图书馆的主要部分 ,传统中典藏丰富的图书馆

建造高耸巍峨的大楼为主体 ,在数位时代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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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数位化资料是进入新

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图书形式 ,其任何人可随时

随地取阅(Anyone Anywhere Anytime ,简称 3A)的

特点对图书馆典藏空间的需求造成革命性的影

响。图书馆提供服务不一定要典藏资料;而读

者取用资料未必需到图书馆的说法处处可闻 。

这些现象在 1993 年全球资讯网(World Wide

Web)盛行后 ,使人人可以上网 ,处处可以取得

资料 ,引起广泛讨论:实体图书馆需否存在? 图

书馆要不要庞大的面积? 数位化资料是否一定

由图书馆典藏? 等等一连串的问题 。

上述问题通常纠缠不清 ,而且相互影响 。

观察台湾学术图书馆数年来应用网路及数位化

资料的经验 ,发现到图书馆的读者正快速成长 ,

以台湾“国家图书馆”为例 ,自从提供大量的电

脑设备后 ,进馆的人数自每日千余人成长到四

千余人 ,使得原本宽敞的空间出现拥挤的景象 。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智产效应” 、“挖宝

效应”与“马太效应” 。所谓“智产效应”
 
为许

多数位化的资料需要付费后才能使用 ,而在国

家或公共图书馆对合法使用者的认定是以到馆

者为对象 ,因之 ,某些类型的图书馆将大受青

睐;“挖宝效应”系在各类电脑化系统下令读者

挖掘出更多的资料加以阅读 ,增加到馆的诱因;

而“马太效应”指的是富者愈富 、贫者愈贫 ,亦即

设备越好 、服务越佳的图书馆将吸引越多的读

者来使用。由此推论 ,图书馆不仅要存在而且

需要的面积更大 ,只是空间的应用与分配需重

新划分。

事实上 ,对于图书馆现行提供的资料 ,英国

图书馆的看法相当冷静 、客观及务实。英国图

书馆学家 Rusbridge 将现行图书馆的资料归为

四类:传统型(legacy)、转换型(transition)、原始

数位化型及未来型。[ 7]

(1)传统型:以纸张 、微缩片 、录影带 、录音

带等媒体为主要的资料。

(2)转换型:指将传统型资料转成数位化的

形式 ,以各馆的珍善本及不受版权法限制的资

料为主。有版权的资料转换前 ,需先获得授权

方能进行。

(3)原始数位化型:指数位化出版的各类资

料 ,目前以期刊为主 ,其中科技医学类即一般所

称的 STM(Scientific , Technology , and Medicine)

最多 ,图书尚属少数。

(4)未来型:具超连结(hyperlink)、超媒体

(hypermedia)形式的资料 。

四种类型中 ,传统型仍属多数 ,与数位化资

料相比 ,数量悬殊。2000 年 5月台湾中央研究

院举办的“千禧年学术资源共享研讨会”中 ,有

位人士提到目前数位化与传统类形资料的比例

约为 1∶10。这四种类型可归纳为数位形式与

传统类型资料 ,两者对空间需求差异甚大 。

数位化资料典藏的方式:有各馆自行典藏 、

多馆联合典藏 、由资讯汇集者(information

aggregator)典藏 、出版者典藏四种情况 ,兹分述

如下:

(1)各馆自行典藏:以传统视听资料及电脑

多媒体居多 ,资料的内容包罗万象 ,有书目 、索

引 、摘要 、图书 、期刊 、影片 、图片等。

(2)多馆联合典藏:为新兴的方式 ,由各馆

共组联盟(consortium),指定成员之一负责典藏 ,

供所有会员单位的读者使用 。

(3)资讯汇集者典藏:与过去由资讯商提供

服务的模式类似 ,只是全文性的资料增多 ,其中

电子化期刊的数量快速成长 。

(4)出版者典藏的模式:过去亦有 ,为数不

多 ,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这四种模式 ,对空间的需求不一 ,除第一种

及第二种由图书馆负责典藏外 ,其余均属虚拟

典藏 ,即应用时可以省去典藏的空间 。典藏模

式的选择 ,受制于出版者的发行政策 ,图书馆并

没有自主权;有些出版品以多种形式发行 ,如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有纸本 、光碟 、连线资讯商

的 ASC Ⅱ版及连线到出版者的 Web 版。四种

版本中 ,前二种版本图书馆可购置后自行典藏 ,

后二种版本使用时需连线到典藏处;另有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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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品采用单一发行的方式 ,如 Springer -Verlag

的期刊 ,不愿提供他人典藏 ,连线到该公司为唯

一的使用途径。其所持的理由是他们在文章中

作加值(value-added)处理 ,如增置超连结 、附

添电子试算 、统计程式等功能 ,另他们也开辟论

坛 ,供读者阅后讨论 。[ 8]图书馆是否典藏数位化

资料变数仍多 ,但无论是否典藏 ,图书馆必须提

供应用数位化资料的环境 ,这是新世纪图书馆

的特色 ,也是重点工作。

传统类型资料是千百年来累积的成果 ,数

量庞大 ,短期内不可能全面数位化 ,而且人文 、

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相当倚重这类资料 ,因此 ,它

仍是图书馆的主要收藏。影响这类资料所需空

间的主要因素如下:

(1)资料类型:图书与期刊所需空间不同;

现行本期刊与合订本(bound issue)有别 ,视听资

料 、缩影资料 、地图等各有计算的标准。

(2)典藏方法:开架 、闭架 、密集书架 、书架

的层数及走道的宽度等都是影响的要素 。

(3)供应方式:随图书馆对资料征集的原则

而异 ,采“预藏以备需(Just-in-case)”者 ,因需

预先征集的资料多 ,所需空间大;采“随需而购

(Just-in-time)”者 ,预先征集的资料少 ,所需

空间相对减少。

2.应用数位化资料的空间变革及基本设施

拜网路之赐 , “一次取足 、一点完成”被奉为

新世纪图书馆使用资料的圭臬 。这个原则主要

的目的是提供读者检索 、取阅 、研判 、阅读 、分析

资料 ,及撰写 、传送研究成果等工作由一个场所

全部完成 ,不需奔波于各地。为达此目的 ,图书

馆建筑中设置网路接续点(以下简称“网路

点”)、提供电脑设备 、设计适宜的家具成为基本

的需求 ,这项需求新 ,可资参考的文献少 ,兹分

述如下:

(1)网路接续法

设置网路接续点涉及的要项为电脑与网路

接续的方法(以下简称“接续法”)、网路点的数

量与位置 、布线的方法 、家具的配合等 。电脑与

网路的接续方法可略分为无线(wireless)与有线

两种:有线接续法历史悠久 、技术稳定 ,但布线

工程大;无线接续法的技术尚在发展阶段 ,其优

点为使用的地点弹性大 。近年来美国有些大学

采行无线接续法 ,如奥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卡内基麦伦大学(Carnegie Melon

University)等 , 据报道使用时每个网路接续头

(wireless-network adaptor)为 400 美元 , [ 9] 费用

仍高 。基于技术成熟度的考量及经费 ,多数的

图书馆选用有线接续法 。

(2)网路点的数量与位置

随网路普及与数位化资料日增 ,网路点成

为图书馆中取阅数位资料的基本设施 ,最近无

论是新建或改建的各类型图书馆 ,都将此项设

备列为重点 ,1995年田纳西州曼菲斯大学启用

的新馆设立 725个[ 10] ;1996年启用的旧金山公

共图书馆设立数千个[ 11] ;1997年改建完工的哈

佛大学法律图书馆设 1158 个网路点
[ 12]
;加州

理工大学费恰(Sherman Fairchild)图书馆设在一

半的阅览座位上[ 13] ;密西根大学的新图书馆设

2500 个[ 14] 。美国肯塔基大学的 William T .

Young Library 提供600部电脑供读者使用 ,该馆

的网路点达 3600个
[ 15]
,网路点的重要由这些

数字可以印证。

数年前 ,台湾淡江大学图书馆在决定网路

点的数量与位置时 ,可资参考的文献非常少 ,经

过同仁无数次的脑力激荡后 ,作出二项决定:一

是网路点均布于各楼层;二是除由图书馆供应

电脑设备的地区 ,如线上目录区 、参考咨询区 、

非书资料区 、读者指导室必须设置外 ,另讨论

室 、研究小间及半数的阅览座位亦需供应网路

点 ,以便读者自备电脑连线取用资料 ,达到传统

与数位资料并用 ,检索与撰写并行的境界。此

项决定使整馆的网路接续点达到 1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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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线的方法与家具

布设有线网路接续点的方法很多 ,有架设

高架地板 、线路沿墙设置 、预埋管线装于楼板

中 、置于天花板中等方式 ,其中高架地板好处最

多 ,如出线的位置弹性最大 、地面平整 、维修容

易 ,缺点是费用高。其余的方式优劣互见 。基

于经费考量 ,淡江大学图书馆除非书资料区因

需要密集的网路点采用高架地板外 ,其余采预

埋管线装于楼板中的方式 。与网路点有关的另

一问题是网路接续盒在桌上的位置 , 据使用

IBM 环状 网路 (Token Ring)及乙 太网 路

(Ethernet)的经验得知两者体积不一 ,前者约为

后者的三倍。由于资讯科技发展迅速 ,未来网

路接续盒的形式 、体积很难预测 ,为维持家具的

美观 ,决定采用“显而不露”的原则 ,以含蓄的方

式置于桌上。

使用数位化资料的空间除网路点外 ,电脑

的数量 、型式 、配备的层级及摆设的方式亦属关

键要素 ,兹略述于下:

(1)电脑的型式:有桌上型及笔记型两种 ,

两者对空间的需求差异大。1998年笔者参访

日本时发现各大学的电脑教室 、训练室多数采

用笔记型 ,桌上设置活动盖板 。其优点是:1.节

省空间;2.空间的应用弹性大 ,因盖板一盖上桌

面平整 ,便于书写 ,形同一般教室;3.管理容易 ,

每部电脑的盖板及电源可由教师的主控台操

作。这是电脑机型对空间影响最佳的例证。

(2)电脑配备的层级:图书馆提供读者使用

的电脑可粗分为简略型及完整型;简略型指仅

供检索 、取阅资料及制作文件的设备;完整型指

供应制作文件 、影像 、声音 、动画等多媒体 ,两者

因设备不同 ,所需空间不能等同视之。

(3)电脑摆置的方式:无论是简略型或完整

型 ,如空间许可 ,以每个座位自成 90度直角型

较为理想 ,一则有个人隐私的空间 ,二者撰写报

告时需参考的资料多 ,为读者提供摆置资料的

腹地 。

3.应用数位化资料的配套措施

数位化资料的特性之一为看不到 、摸不着 ,

加上现阶段各系统的检索功能 、格式缺乏国际

标准 ,使用时备感困扰。因之 ,使用前的学习 ,

与使用时给予适时的协助为有效应用数位资料

的配套措施 。图书馆设置资源应用指导室 ,及

规划开放 、明视的环境以满足这两项需求 。

(1)资源应用指导室:指导电脑资源的应用

贵在给予受训者实际上线练习的机会 ,因此资

源应用指导室应有上机实习的设备。如前述机

器的数量 、型式及配备都是影响空间需求的要

素 。以淡江大学为例 ,设有 60人座的演讲室一

间 ,另设 24人座及 16人座配有一人一部桌上

型电脑的指导室各一间 ,室内的电脑采背对背

的布置 ,以避免机器放出的辐射散发到读者身

上 ,及利于实习时教师对学员的资助 。

(2)即时的协助:电脑是使用数位化资料必

备的工具 ,应用时新手与高手差距大;新手使用

时 ,问题特别多 ,如不能给予适时的协助 ,容易

产生挫折 、无助感 。为避免这种缺憾 ,空间的规

划最好采开放式 ,让读者随时可找到求助的对

象 。淡江图书馆参考咨询区的电脑设备布置成

“[ ] ”形状 ,咨询台置于中间走道的后端 ,这种摆

设既便于馆员观察需要协助的人 ,同时利于读

者找到咨询的对象。至于高手使用时 ,最怕不

当的应用 ,为防范于未然淡江图书馆请读者到

柜台登记后 ,再指定机器 ,传送电源 ,以控制电

源作为责任归属的查证 。

配合措施除上述外 ,为便于管理及给予舒

适的应用环境 ,家具亦不容忽视 。兹略述淡江

图书馆对应用数位化资料所需家具的基本设计

于下:

(1)电脑桌放置主机的部分加锁 ,以防散置

各楼层的电脑遭窃或毁损 ,但预留空隙 ,供抽取

磁片。

(2)置主机的木板设滑轮 ,方便主机的移

动 。

(3)坐椅的高度可自由调整 ,以适应不同身

高读者的需求 ,尽力符合人体工程 ,达到舒适的

应用环境。

以上为应用数位化资料的环境及种种设

施 ,整体而言 ,似乎已有周全的思考与设计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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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时 ,考验才开始 。当读者携带笔记型

电脑进入图书馆 ,第一个要求是请图书馆增加

保管电脑的服务 ,原因是 ,当他们到书架找资料

或上洗手间电脑无法处理 。这是非常实际的问

题 ,为解决此问题 ,我们曾多方探索:文献上没

有满意的答案;电脑厂商提供专用的线锁 ,每条

约新台币二千余元 ,但电脑上需有配合的装置;

请教莅临本校访问的海内外贵宾 ,答案是读者

自行处理;最后思考设置上锁的置物柜 ,这些置

物柜尚需随网路点分置各楼层 。这个例子显示

应用数位化资料的环境需整体考量 ,其所需设

施环环相扣 ,任何一个环节如规划不周 ,都可能

对整体功能造成影响 。

4.为数位革命造境

随数位化资料的涌现 ,图书馆的情境亦不

断改变 ,虚拟图书馆 、没有围墙的图书馆 、跨越

围墙的图书馆 、数位图书馆等词汇充斥 ,在这股

数位革命潮流中 ,图书馆如何凸显它的影子成

为建筑中的课题 。台湾新建的图书馆在这方面

下了不少工夫 ,例如淡江大学图书馆为营造没

有围墙的概念 ,在大厅 、正面的门墙全采清玻

璃 ,成为里外一体 ,其通透的景象正是没有围墙

最好的诠释;交通大学则在新书展示架上采用

全新的材质 ,以显示新世代的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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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大学图书馆学报》全面扩版　欢迎订阅

　　为增大信息容量 ,并与国际标准接轨 , 《大

学图书馆学报》2001年将改为大 16开 ,页码增

至96页 ,同时印刷装帧将更加精美 ,每期定价

相应调整至12.00元 ,敬请广大新老订户留意 。

今年邮发报刊征订工作即将开始 ,请读者注意

到当地邮局订阅 。本刊邮发代号:82-692。本

刊明年继续对个人订户实行优惠 ,全年订价由

72.00元优惠至 60.00元 ,需要者可通过邮局汇

款至本刊编辑部 。亦可通过银行信汇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海淀区办事处;帐号:891441

-88;收款单位请写: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

员会秘书处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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