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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大學圖書館自二十世紀後期,受到數位環境的影響日增，這些影響所及，不但引發圖書館營運
上一些變化，而且圖書館的實體空間利用亦隨之產生變化。本文從空間規劃的角度，根據相關文
獻與個人觀察，探討近年來館藏、學生學習型態與圖書館利用方面的改變，與圖書館空間利用的
影響，並針對未來的空間規劃提出建議。
In the new millennium academic libra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physical space of the academic library bears
heavy impacts resulted from the digital issues. Based on some recent literature and
personal observations, the author probed into changes in collections, learning
patterns of students and library usage in relation to the design of space in the
academic libraries, and offered three suggestions on space design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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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空間不敷使用的窘境。此一境況，由國
內外許多大學圖書館在此期間的新建、
改建、或擴建工程計畫，紛紛動工完
成，可資佐證。英國的一項圖書館館舍
調查報告指出，西元 1990-1994 年間，

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許多大學圖
書館因學生人數、館藏數量、資訊設
備、工作人員等資源的持續增加，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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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所大學中即有 75 件重大修、建案，
其中 48 件修、建案政府耗資八千萬英
鎊，在經費困難的時代，這樣的投資實
屬難得（註 1）
。而根據 SCONUL 英國
大學與國立圖書館協會（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圖書館館舍建築資料庫的統
計數據，西元 1995 年至西元 2006 年間
完成的學術圖書館新建、擴建與整建工
程計畫數量仍多（註 2）。至於美國，
Scott Bennett 在西元 2005 年的報告
中，估算過去十年間花費在新建及整建
大學圖書館的費用，每年約有五億美元
（註 3）。法國的兩項建築計畫在西元
2000 年，完成 30 萬平方公尺大學圖書
館舍（註 4）
。西元 1996 年之後，國內
亦有多所規模甚大的大學圖書館陸續竣
工啟用，如：淡江大學、交通大學、臺
灣大學、成功大學、文化大學、嘉義大
學、中興大學、暨南大學……等。上述
國內外這些實例，都確切顯示在大學校
園建設實體圖書館仍有其必要性。
另一方面，大學圖書館在邁入二十
一世紀後，受到資訊科技的巨大衝擊，
其角色、功能、組織等確已呈現一些變
革或正在調整。在數位時代「無紙社
會」的思維，使得一些新建、擴建館舍
計劃，在校園裡受到質疑或阻撓。使用
者既然已可透過網路，輕易地在宿舍、
辦公室、研究室等處所查詢及利用資
訊，要構建大學圖書館僅僅做為知識的
殿堂、校園地標，或是保存館藏的處
所，說服力顯得薄弱。通常新建或改建

圖書館均屬校園的大事，因為涉及龐大
的經費，加上要投注相當多的人力規畫
設計、忍受漫長的種種施工作業等，新
建或擴建館舍的決策過程均極為審慎。
圖書館在提出空間評量與需求時，不僅
要考慮現在的空間利用情形，也要設想
未來的空間需求，方能將得來不易的空
間做最妥善的規劃與利用。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展與電子資源的
普及，傳統的圖書館角色功能受到挑
戰，並已產生一些不確定性。此時要新
建或整建館舍，規劃符合現在需求，並
著眼未來發展的大學圖書館空間，單憑
傳統的圖書館營運數據，顯然不足。教
學與學習模式的改變，學術傳布與溝通
的改變是圖書館要密切注意的新趨勢，
而圖書館的空間規劃要立基於大學的任
務與目標，進而因應新的資訊媒體與新
的學習方式。圖書館關心的議題除了館
藏空間的改變外，更要注意到的是：數
位時代師生到圖書館做什麼？學生需要
什麼樣的學習環境？他們又如何學習？
圖書館如何支援他們達到學習的目的？
本文試圖由相關文獻與個人觀察中了解
學習型態、館藏與圖書館空間利用等改
變情形，進而思考我國大學圖書館的空
間規劃問題。

貳、圖書館館藏空間規劃的
問題
圖書館館員在提出建築空間需求
時，常就其用途類分為館藏空間、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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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空間、館員工作空間、公共空間、
設備空間等。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多重典
藏保存，大量的館藏因而占了很大的空
間。而館藏的預估成長，以 20 年或 30
年為期，常常成為空間估算的要務。在
中文圖書方面，目前紙本資料仍是主流
媒體。西文圖書方面電子書的出版日臻

成熟，出版量亦在成長。雖有多家供應
商/出版商在積極拓展西文電子書市場，
但是涵蓋面仍不夠廣泛，使用限制多。
近十年來紙本中西文圖書的出版，依據
臺灣、中國大陸、美國三地的出版數量
统計，並未被電子書出版取代，仍然呈
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見表一）
（註 5）
。

表一 西元 1995-2006 新書出版數量（冊）

1995
2001
2002
美國
113589
141703
147120
中國大陸 101381
154526
170962
臺灣
30882
40060
42846
*
初計數據，待全年數據蒐齊會有變更。

2003
171061
190391
43419

2004
190078
208294
44780

2005
149859*
222473
46723

2006
NA
NA
46872*

習於利用，紙本現刊與過刊在某些大學
圖書館，可能會被電子期刊局部或完全
取代，因而釋放出一些館藏空間。視聽
媒體通常僅占各館館藏較少部分，相形
之下儲存空間不大，目前的改變不大。
總體而言，傳統館藏空間因有長期的發
展經驗、各式準則、專家意見可供依
循，規劃時若注意出版趨向，校園內師
生利用情況，友館啟用後評估報告等，
完成任務的難度不致太大。

迄今學術性的紙本中西文書亦仍是
圖書館的主要蒐購對象。目前印本圖書
不但占有館藏空間大部分空間，而且，
依據出版趨勢估量，未來五年內的紙本
出版情況不會有很大的改變。可是研究
型大學圖書館若僅僅根據年平均入藏量
預估未來館藏成長空間，可能會與未來
短期甚至中期的發展實況有偏差。以國
家圖書館與臺大圖書館為例，新館落成
好評甚多，同時亦獲得社會甚多關注與
肯定，私人贈書、捐贈手稿數量隨之皆
大量湧現。贈送資料量遠遠超過預期。
此外大學圖書館一旦接獲臨時撥放的經
費或捐款，常會撥作圖書緊急採購，增
加額外館藏。類此急增的館藏，若未仔
細計入，就會形成新館館藏空間意外的
壓力，可能新館使用數年便感飽和。期
刊因電子期刊出版量大，許多使用者已

參、使用實體圖書館的理由
數位時代提供資訊已不是圖書館的
專利，大學圖書館在規劃空間時，檢討
讀者利用實體圖書館的情形，是空間規
劃的另一基本議題。在豐富的電子資源
與數位圖書館許諾一個全球性館藏
3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三卷第四期 / 96 年 10 月

（universal collection）的願景下，使用
者 還 會 到 實 體 圖 書 館 嗎 ？ Bernard
Frischer 根據一項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的
統計報告指出，這些圖書館的流通率自
西元 1991 至西元 2003 年確有下降的現
象，Frischer 覺得驚訝的事是只降了
。電子資源對許多國內圖書
7%（註 6）
館的流通率也有類似的影響。
但是，圖書館做為一個場所，仍有
其 吸 引 力 。 西 元 1998 年 MarieFrancoise Bisbrouck 與法國 15 位已啟用
新館的大學圖書館管理者座談，檢討建
館經驗；她發現新館啟用後，使用圖書
館的人數上升 60%（註 7）
。有大學圖
書館廣泛設計經驗的建築師 Geoffrey
Freeman，以合作過的 Univ. of Southern
California, Emory, Dartmouth, Fordham
等大學為例指出，若是規劃者與建築師
認真合作，將新資訊科技的預期影響融
入所有的館舍設備規劃中，圖書館的使
用率會明顯地上升；有些甚至增多至
。中興大學新館啟用後，
2-3 倍（註 8）
借閱圖書冊數較前一年有小幅成長，西
元 2006 年入館人次達 831,462 人次，
較前一年增加 71%（註 9）
。這些數據
顯示仍有相當大量的使用者會上圖書
館，那麼，使用者為什麼上圖書館？他
們想從圖書館獲得什麼？這些是許多學
者與圖書館員非常關心的議題。Sam
Demas 研究 Carleton College 的大學生
利用圖書館情況，認為圖書館資源服
務、空間、活動具備多樣性，組合起來

有利於學術上的發現工作；他提出人們
上圖書館的幾個理由，頗具代表性（註
：
10）
提供安全、舒適、寧靜〔的場
所〕
免費
提供場地與他人共處於學習的、
文化的環境中
提供學習、尋求、詢問與休閒的
機會
給予選擇、發掘的環境
圖書館一般都設於校園中心或容易
到達的地方，提供資料資訊設備免費利
用，讓使用者有安靜舒適的空間，可以
吸收知識、思索、甚至整合、創造知
識，這些都是使用圖書館的基本因素。
Demas 察覺到一樣有趣的現象，可能
涉及社群的涵義，他發現美國傳統的大
閱覽廳又流行起來，學生喜歡在人前讀
書。既可看人也可以被看，亦可以獨自
安靜地工作（註 11）
。他將社群的涵義
明顯地納入到使用圖書館的理由之三，
「提供場地與他人共處於學習的、文化
的 環 境 中 」。 懷 有 相 同 看 法 的 Wim
Renes，更進一步直接提出人們到圖書
館「是尋求與人接觸，與興趣相同的人
溝通」
（註 12）
，Christina A. Peterson 認
為大學生可能沒有其他合適的場地可
用，因而在圖書館的團體討論室、閱覽
桌等處，與其他學生為學術性也為聯誼
性事務溝通連絡（註 13）
。這些看法似
乎 也 印 證 了 Demas 視 大 學 生 為
multitaskers，同時進行多種活動，喜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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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多種激勵（註 14）
。西方的圖書館
館員與學者已注意到使用圖書館的社群
與其社會性意義。

習、思考、寫作的空間。這些空間在國
內大學圖書館很受歡迎。有些圖書館因
研究小間數量有限，不得不嚴限借用時
間，以嘉惠較多使用者。
三、專題研討室（Seminar Rooms）與
教室（Classrooms）：
昔日屬於教學設施的專題研討室與
教室，與圖書館原有嚴格的區分。今日
這些原為教學的空間也成為許多大學圖
書館的重要讀者服務空間。館員為了資
訊素養、推廣課程、或在職進修課程，
需要一些空間。漸漸地這些空間由不定
期變成定期的教學空間。有些教師喜歡
在書本圍繞的環境中教學，隨時可取用
相關資料，學生在課前、課後可逗留在
館中準備或撰寫作業，E 化的教室有時
可兼做電腦實習或針對小團體介紹訓練
之用。
寧靜的單人閱覽座或研究小間提供
了個人思考、閱讀、寫作的場所。另ㄧ
方面大閱覽桌、大小團體討論室卻提供
了協作式、互動式的學習空間，有助於
使用者建立同儕關係、群體歸屬感。西
方大學學習方式的改變，促使圖書館部
分空間成為教室的延伸，供使用者之間
的知性與社群交流，讓圖書館同時也成
為一個學術社群中心（西元 Academic
Community Center ）（ 註 17 ）。 Brian
Lang 認為大英圖書館ㄧ直是「成功的
社交空間」，閱覽室、餐廳等地是各種
知性緣遇的場地；他甚至不諱言該館很
可能也是浪漫邂逅之處，很多小說家用
過圖書館做邂逅的場景（註 18）
。

肆、大學圖書館內的讀者服
務空間
圖書館一般會提供服務臺、資訊檢
索區、資料陳列與使用區等讀者服務空
間外，最常見亦最為學生樂用的是多樣
化的閱覽空間——設置考量個人隱密性
的獨立閱覽座到多人共用的大型閱覽
桌。目前大學圖書館裡其他常見的讀者
使用空間尚有：
一、團體討論室：
依使用人數分別有大小討論室，通
常室內有大型工作桌、白板、聯網設
備。學生在此可以討論功課、預習、溫
習、撰寫作業、準備口頭報告等。因而
除了上網設備之外，還要提供印表機。
美國的大學生因為教師的鼓勵與學習方
式的導引，討論室的使用非常頻繁（註
15）。一所有博士生的大學圖書館察覺
到團體討論室，使用率大幅成長，他指
出這是館內使用率很高的空間，250 張
可作 4 至 6 人的桌子常是座無虛席，但
見學生一同研習一齊開口討論（註 16）
。
這番描述指出的景象，與傳統上標示
「肅靜」或「館內禁止喧嘩」等警語所
冀求的景象，全然不同。至於國內圖書
館則在考試期間團體討論使用較多。
二、研究小間：
通常是供一人獨自潛心閱讀、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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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非圖書館用途的空間

簡餐室，也都可找到許多案例。
此外，美國大學校園裡陸續出現了
一些新的學術服務單位，如：寫作與課
業輔導中心、教學與學習中心、國際活
動辦公室、就業中心、多元文化辦公
室、學術電算中心等。這些新增學術服
務單位需要場地，學校在尋覓場地時也
在尋求策略性的協作單位，而圖書館可
能就是大家心目中適合的協作單位，例
如：Carleton College 的寫作中心與就業
中心便安置在圖書館之內（註 22）
。
這些傳統上不屬於圖書館的空間，
安置於館舍之中，有時並非出自圖書館
的意願。在建築空間不足的校園，逢有
新建、擴建圖書館計畫時，大學決策者
基於空間充分利用的想法，每每會將其
認知之性質或功能相近的單位空間納入
圖書館館舍規劃。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這
些可視為輔佐圖書館的功能空間。會議
室兼具學術性知識交流場地與學術社群
聚合之處。而簡餐室可滿足使用者飲食
需求，鼓勵使用者做較長時間的逗留。
這些原不屬圖書館功能的空間或擴大了
圖書館的使用者來源，或提昇了圖書館
的可見度，對於新世紀的大學圖書館而
言，應是利大於弊。只是圖書館傳統的
思維如「禁止飲食」等可能要調整，方
能與新增功能空間一同發展。

根據 Harold Shill 及 Shawn Tonner
兩份調查指出，西元 1995 年至西元
2002 年間美國曾修、建的 182 所大學
圖書館內，許多傳統上不屬於圖書館用
途的空間，都包含在圖書館建築之中。
下面是在回覆問卷之圖書館中，出現較
多的「非圖書館用途」空間（註 19）
：
85%—有 會議室（Conference rooms）
53%—有 專題研討室（Seminar rooms）
32%—有 簡餐室（Cafes）
25%—有 畫廊（Art Galleries）
20%—有 大會堂（Auditoriums）
17%—有 寫作工作坊（Writing Labs）
Demas 認為提供這些「非圖書館
用途空間」，是要從性質上昇華圖書
館，營造出一種有利於持續的、嚴肅的
學術工作氛圍；有些活動其社群的、文
化的層面可導引學生去享受更廣闊的心
智生活，這也是大學生涯很重要的經驗
（註 20）
。
英國於西元 1990-西元 1994 年間
修、建的大學圖書館也呈現同樣的趨
向，例如：將圖書館與電算、媒體或語
言部門行政併合。不僅這些單位實體上
緊聯，而且大樓改採「學習資源中心」
之 類 的 名 稱 ， 如 Middlesex 的
Tottennham Learning Resources Centre，
便是兼容圖書館與電算中心的大樓（註
21）。國內新建的大學圖書館之中，除
了上文已討論過的專題討論室之外，會
議室、畫廊、大會堂、電算中心，甚至

陸、預測未來新的空間需求
預測未來是非常困難的事，尤其圖
書館在數位時代的改變快速，難以尋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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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便是彈性。結構、通風、採光等設
計都要具備彈性，才可因應需求而調
整，如採模矩式、大空間、統一樓板載
重等等（註 25）
。規劃大學圖書館的經
典參考書 Metcalf’s Planning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y Buildings，也提出
相同的看法，認為圖書館造價昂貴，應
儘可能地加強其可調整性，允許未來順
勢調整，如樓板承重與樓層高度的規
範，地板同一高度，動力的分布與負荷
要能因應未來的改變等（註 26）
。遠程
的未來既是無法完全掌握，空間需求仍
以現在短、中程未來需求去規劃。但是
此一規劃要有足夠的彈性，允許未來的
空間調整，可因應科技進展，不需大費
周章，以儘量延長館舍的使用時限。例
如：大而開放的空間，甚至必要以輕隔
間圍起來的會議室，都能設計成可供改
造，以應未來需求的空間。可供擴充、
調整的空調、通風、燈光等管道分布情
形，為預測擴充之用的電力負荷等等設
計都要含在修、建館規劃案中。
如果不能維持館藏零成長，除了調
整內部空間之外，未來的館藏空間壓力
亦可採密集書庫、遠距存置實體館藏來
紓解。根據西元 1999 年大英圖書館行
政主管 Lang 的報告，該館每天收到
8,000 件新資料，每年使用架位成長逾
1.4 公里。因而西元 1998 年落成啟用之
新館，雖共有 400 公里的架位，但是只
置放館藏中 2/3 最常用、最珍貴、最脆
弱的資料在此。其餘館藏約 900 萬冊，
則存置於 Yorkshire 的 Boston Spa。單

公認的典範去規劃未來的空間需求。法
國 教 育 部 的 Bisbrouck 在 檢 討 西 元
1991-西元 1999 年全國修建大學圖書館
計畫時，便曾感慨建館的速度遠遠落後
資訊技術的進展速度——他們至少要花
5 年的時間規劃、設計、建造、裝修、
遷入。在西元 1990 年代初或中期設計
的圖書館，遷入啟用後便發現資訊設備
不敷使用（註 23）
。
從事文化虛擬實境研究的 Frischer，
在西元 2002 年描述他心目中的 2012 年
大學圖書館的願景，是「終極互聯網
咖」
（The Ultimate Internet Cafe）
。在可
容納 50 人的階梯教室內，設置 3 個極
高流明度的投射器，用一個超強電腦每
秒輸出 60 個畫面，配合音效，讓觀看
者在三度空間中移動虛擬物件，感受置
身研究主題場域中，例如置身古代羅
馬，或是火星的地質地層上。他認為研
究圖書館是唯一可為團體提供完全投入
的資訊環境之處所，白天這些教室的時
段會被上課、研究小組、個別研究人員
排滿檔，晚上則可開放給社區追求新知
等活動（註 24）
。只要善用數位科技，
圖書館將會真正成為校園的學習與研究
中心。這類高科技產物的願景當然需要
圖書館的空間與設備來配合。不過
Frischer 所 領 導 UCLA 的 Cultural
Virtual Laboratory 虛擬實境研究，目前
仍在實驗階段。
預測未來的使用需求素來不易。
Faulkner-Brown 在西元 1997 年提出優
良圖書館建築的十大質性因素，第一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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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面比較，在倫敦總館每本書存置
一年平均耗費美金 32 分，而存放在
Yorkshire 只要 9 分，調書入總館僅需
隔夜的時間（註 27）。因此罕用的資
料，便是採用的遠距存置。大英圖書館
處理館藏空間壓力的例子，可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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