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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說

壹、緣起

德明創校於民國五十四年，初名德明行政專科學校，隨著社會需

求的變遷，民國六十三年更名為德明商業專科學校，民國八十九年改

制技術學院至今已三十八年。

圖書館配合創校成立，位於校區東隅原為二層樓房，因為館藏量

的增加、館藏型態的多元化（實體與數位）、師生人數與需求的增多

及八十二學年度分期館務自動化作業開始上線以後，陸續增加了電腦

主機、編目查詢工作站、流通作業工作站、線上公用目錄查詢工作站、

期刊管理工作站、公共網路電腦及電腦週邊設備都需要使用空間，遂

多次擴建圖書館：

一、六十學年度第一次擴建圖書館。

二、七十二學年度新建五層樓的「伯南紀念館」落成與原二層樓圖書

館合併，圖書館使用了其中的三層樓面，開闢了圖書、期刊、視

聽等不同型態的資料區，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充分利用。

三、七十五學年度總圖書館回收分散於各科圖書室的圖書採集中典藏

統一管理，成立中文商科圖書區，遂將伯南紀念館與舊二層樓館

舍的中庭挑高採光罩拆除，加建樓地板一層。

四、八十七學年度下學期新完工的綜合大樓啟用，一樓南側開闢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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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室一間，增加學生考試期間自修座位。總圖書館原閱覽室做

為擴充典藏的空間，調整了館舍佈置。

五、八十九學年度因改制技術學院需要，將伯南紀念館三、四樓原資

管科的辦公室及三間 A、B、C電腦教室遷移至新綜合大樓，將空

間提供圖書館發展。成為地下一層地上四層共計五層樓面獨棟使

用的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在配合學校升格科技大學的辦學策略下，改制技術學

院後館藏大幅增加，現行圖書館之空間又不敷使用，應儘快解決使用

空間的不足，並思考新建一座圖書館來發展學校特色。

貳、預期目標與效益

一、主軸：德明技術學院位於大都會市區中心，校園腹地有限，

應創造校園中師生可以多功能利用的學習與生活的

活動空間。以「進圖書館為教室與辦公室外，學習與

生活的第二個去處」為主軸。

二、圖書館意涵：表達出一個富人文關懷及科技創新的校園知識

中心，是傳承過去開拓未來的象徵。

三、社區環境分析：本校位於內湖科技園區方便產學合作；比鄰

國中小學是區域內唯一的一所高等教育學

府，取近水樓台之便，是能吸收下游學校學

生爭取入學的優質學院或大學。

四、校園文化融合：依據「德明技術學院校園規劃報告書」，規

劃圖書館將位於學生活動中心現址。左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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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區可由本校西側門出入，右邊通往

運動場、女生宿舍可由本校東側門出入，也

是由本校正門進入校區，一眼可及的地標所

在，環山相背，正好是校園的幾何中心，是

校園內各種學習活動的總集成與樞鈕。

五、出入口動線安排：讀者動線、工作動線、館藏動線、消防逃

生動線及利用其他複合式大樓相關功能

之動線，均應考慮各獨特性及互動性之規

劃。

六、營運方向：1.維持實體館藏的穩定成長。

2.發展數位館藏，延展實體圖書館的服務。

3.建構「教學圖書館」為核心目標，館員與讀者

共創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

4.協同學科老師的教學來提升讀者資訊素養的

能力。

5.兼顧師生需求的特質來提供服務。

6.滿足不同類型讀者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閱覽

與資訊設施。

七、願景與期許：圖書館將成為一個能豐富師生心靈，滿足學校

創新特色的知識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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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築與空間規劃

壹、基本原則

一、樓地板面積，依據教育部改制科技大學圖書館樓地板面積之

基本要求為 5000m2以上。

二、使用年限，預估 20 年 或以上。

三、使用屬性，為符合大學法第四條規定 ‘圖書館：負責蒐集

教學研究資料，提供資訊服務。’圖書館建築需能兼顧館員

的管理服務與使用者利用的方便。

四、館舍空間規畫基本原則茲列點如下：

1.以明亮、溫馨、舒適與方便使用為設計大原則。

2.希望採圖書館獨棟使用原則，如必要與不同屬性之單位

共同使用時，需考慮圖書館之讀者有獨立出入之動線並

能兼顧隔音，以維護館內典藏與閱讀環境之品質。

3.精簡館員重覆人力，門禁出入口要單一，多樓層之讀者

動線應走內梯。同一樓平面採 One Room 開放大空間，除

電梯間、樓梯間、男女洗手間、機房（電腦主機及空調

主機）、儲藏庫房、公共設施間外，彈性隔間，以因應館

藏與設施之佈置與發展，避免不必要之改裝成本。

4.館舍開窗須兼顧採光與防高日照幅射，以維護內部館藏

之保存、使用人之舒適與節約冷氣消耗。必要時加裝輕

紗質窗簾改善之。

5.館舍需兼具考慮公共安全與館藏資料之防盜安全，疏散

之指標需清楚。

6.館舍空間位置擬在建物低樓層以方便使用、防止地震帶

來之書架或圖書傾倒等災害，並能給予 ‘圖書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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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較顯著之意象。

7.圖書館‘學生自修區’希望能置於建築物獨立出入部

位，開放時間可與其他讀者服務分開，以因應未來大學

部及研究所學生要求長時段使用圖書館自修，以節省館

員人力。

8.圖書館作息與其他單位不同，建議不要與其他單位採全

棟建物中央空調系統。館舍內部空調獨立規劃為宜，以

節約能源方便管理，長時段開館可採儲冰式冷氣。

9.樓地板採可吸音、防塵螨之 pvc 材質。

10.電流回路與燈光平行，以節省能源。

11.圖書館內傢具色彩以亮麗、大方、易維護為原則。

（1）閱覽桌、書架櫃為咖啡色系統採淺原木色與銀灰

色來搭配；

（2）標識牌為藍色系統，並用全校定調之銀灰及寶藍

色來搭配；

（3）讀者服務台為藍色系統為原則；

（4）座椅之色彩則可在咖啡色系統、藍色系統中選其

補色讓環境較具活力。

12.圖書館內傢具除鋼製書架及 OA 隔屏外，選擇以木質、

鋁合金及時尚材質為主：

（1）座椅區分為：普通閱覽椅、電腦椅、視聽椅、休

閒閱覽沙發及工作用椅等，以符合多元功能。

（2）閱覽桌區分為：4~6 人普通閱覽桌、個人研究桌、

小組討論桌、視聽桌、電腦桌及工作桌等。

（3）書架區分為：開架式普通書架（六層雙面）、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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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刊書架（五層雙面）、現刊架（三

或五層單面）、過期報紙櫃、現期

學報櫃、當日報紙架、轉輪式密集

書架（雙面六層）、錄影帶架、錄

音帶架、CD 架及系統組合書櫃等。

13.圖書館視訊及自動化硬體設備可區分為：

（1）電腦及週邊設備。

（2）網路設備。

（依區域特性選擇有線網路或無線網路環境）。

（3）視聽設備。

（4）監視設備。

（5）館藏防盜系統。

（6）讀者門禁系統。

（7）休館時間自助還書系統。

（8）保全系統。

14.運書設備：

（1）設計跨樓層圖書輸送專用電梯。

（2）同樓層圖書輸送書車。

15.圖書館內畸零空間宜設計造景，以各層樓一處為原則。

16.公共區及工作區適度養植室內綠色植物，以收美化環

境、淨化空氣效果。

17.無障礙環境的規劃，館內跨樓層使用區分為：

（1）內梯。

（2）電梯。

18.其他有關圖書館建築物之相關法令規定，請本校總務單



10

位與專業建築師依法規辦理。

貳、內部空間計算標準

一、計算依據

依據「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草案」為參考標準：

第十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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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計應考量樓版載重量、

空間與動線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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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大學圖書館館舍空間配置，得視功能區分為讀者

服務、技術服務、推廣服務、行政管理、資訊系

統、公共設施等空間，建築規劃設計需考量適宜

之各類空間樓版面積比例，以及相對位置與動

線。

第二十一條、大學圖書館館舍空間需求，得依下列公式計算：

（一）讀者服務空間：典藏空間、閱覽空間及讀

者服務工作空間之總和。

典藏空間面積以每平方公尺藏書一百零

八冊計。

閱覽空間面積以平均每一讀者席位二點

八平方公尺計，讀者席位數以全校讀者人

數除以十計。

讀者服務工作空間面積以平均每一讀者

服務工作人員十四平方公尺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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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服務空間：其面積以平均每一技術服

務工作人員十四平方公尺計。

（三）推廣服務空間：演講廳及會議室面積之總

和。

演講廳面積以平均每席零點九平方公尺

計。

會議室面積以平均每席二點三平方公尺

計。

（四）行政管理空間：其面積以平均每一行政服

務工作人員十四平方公尺計。

（五）公共設施空間：為前述空間總和百分之二

十五至百分之四十。

二、本校新建圖書館空間基本需求

（一）讀者服務空間：

1.典藏空間：（載重需達 500~950kg/M2）

（1）開架圖書區。

（2）二線藏書書庫（舊版利用率已低之圖書及過

刊，密集典藏）。

（3）現期、過期期刊報紙區。

（4）參考區（工具書：字辭典、百科全書、法規、

輿圖、手冊、指南等）。

（5）開架視聽多媒體區。

（6）閉架書庫（供典藏過多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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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閱覽空間：

（1）書庫閱覽座位。

（2）自修閱讀區。

（3）自學媒體區（Self-learning Media Center）：

個人網路自學座、小組討論座、團體放映室。

（4）公共網路檢索區

（線上公用目錄查詢座、電子資料庫檢索座）。

（5）討論室。

（6）個人研究小間。

3.讀者服務工作空間：

（1）借還流通服務台。

（2）參考諮詢服務台

（3）影印、列印區（室）

（二）技術服務空間：

1.新進館之圖書、期刊、視聽資料之驗收、分編、

加工。

2.網頁製作維護。

3.電腦主機室。

（三）推廣服務空間：

1.展覽區。

2.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教室。

3.視訊會議室（簡報室、團體放映室）。

（四）行政管理空間：比照本校統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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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空間：

1.男女化妝間（含清潔間一間）。

2.樓梯間（讀者服務區內梯、外梯）。

3.電梯間（運書電梯、載人電梯）。

4.飲水設備（各樓層一處）。

5.館用獨立空調、除濕機、電信機房。

6.讀者寄物間。

7.還書箱。

三、本校新建圖書館空間分配概算

依據上列大學圖書館空間需求為標準，試著列出本校新建圖書館

空間需求與分配概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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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圖書館空間需求與分配概算表

空 間 名 稱 空 間 配 置 面積（㎡）

Ⅰ、讀者服務空間（佔全部之 69.7%）

1.典藏空間 (1)開架圖書區 1,761

(2)二線藏書書庫（密集書庫）

(3)現期期刊報紙區

(4)參考區

(5)開架視聽多媒體區

計算公式：

開架圖書區 150,000 冊（件）÷ 108 冊＝1389（㎡）

密集書庫 50,000 冊 ÷ （108 冊×1.5）＝309（㎡）

現期期刊 1,000 種 ÷ 16 種（每㎡）＝63（㎡）

2.閱覽空間 (1)書庫閱覽座位 1,960

(2)自修閱讀區

(3)自學媒體區（小組討論座、個人視聽座）

(4)公共網路檢索區（線上目錄查詢、電子資源檢

索）

(5)研討小間（討論室、研究小間）

計算公式：

全校 7,000 人 ÷ 10 人＝700 席

2.8（㎡）× 700＝1960（㎡）

3.讀者服務工作空間 (1)借還流通服務台（4 人） 56

(2)參考諮詢服務台（2 人）
28
30

(3)影印、列印室二間

計算公式：（1）（2） 以工作人員所需空間計算

14 ㎡ × 6＝84 ㎡

小 計 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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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技術服務空間（佔全部之 1.5%）

1.圖書採編 /非書管

理
5 人 70

2.網頁製作維護 1 人 14

3.電腦主機室 0 人 0

計算公式：（1）（2）（3） 以工作人員所需空間計算

14 ㎡ × 6＝84 ㎡

小 計

84

Ⅲ、推廣服務空間（佔全部之 5.8%）

1.展覽區 註：併於公共區之大門廳內計算 0

2.利用教育教室 註：電腦教室 2間 200

3.視訊會議室 註：兼具簡報室及團體放映室之功能 120

小 計 320

Ⅳ、行政管理空間（此照本校統一標準）（佔全部之 0.6%）

1.館長室 35

2.簡報室 註：併於會議室內計算 0

小 計 35

Ⅴ、公共設施空間（佔上列總和之 29%）

門廳（含展覽區）、男女化妝間（含清潔間）、樓梯

間、電梯間、讀者寄物間、飲水設備、空調、電氣、

電信機房….等

1,226

總 計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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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國內外圖書館實景

一、一樓採玻璃惟幕的精緻小學院圖書館（20萬冊藏書）：
印地安納州瑪琍安藝術學院圖書館

二、舒適、亮麗的圖書館大門廳及公共網路檢索區：
Bernard Becker Medical Lib. (Wash. Univ. St. Louis)

三、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館刷卡門禁

參考諮詢服務
電子資源檢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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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書展示區：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五、取閱方便的開架圖書室：Dominio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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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典藏豐富的二線藏書 七、圖書館內梯：
（密集書庫）：UC Irvine library 文藻外語學院圖書館

八、M 化的讀者閱覽區：
Widener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九、窗外綠意盎然：Bowdoin Colleg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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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滿足讀者多元需求的閱覽座位：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ornell university

十一、舒適的現期期刊區

十二、討論室：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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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小組討論座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十四、研究小間：
Cornell university

十五、視訊會議室（簡報室、團體放映室）：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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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電子資源利用教育教室：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十七、 技術服務工作室：
Widener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十八、影印室： 十九、自修區：文藻外語學院
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2~5F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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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複合式功能

壹、多功能的新圖書館與學生活動中心之連結構面

依據易立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規劃之「德明技術學院校園空間規劃

報告書」為藍本，本校新建圖書館與學生活動中心座落於同一棟建築

內，為能符合不同屬性的用途之獨特性及功能性，融合動、靜態活動

讓一棟複合式建築物發揮最佳情況，在連接的構面上如何表達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也讓人在充份利用校園空間上多了更豐富創意與想像。

如果圖書館在低樓層與學生活動中心連結的構面，可規劃的用途

另有「校史室」及「藝廊」一間，來說明本建築物內關懷人文的用心。

「音樂廳」及「社區電影院」一間，讓建築物的內涵營造出藝術

的質感，沒有舉辦音樂會的日子，音樂廳可以考慮做社區電影院，讓

社區居民買票看電影，為大樓創造一些收益也是社區服務，與「音樂

廳」及「社區電影院」同樓層或鄰近樓層，設計「咖啡簡餐廳」一間，

提供一個生活與休閒的新空間，我們可以在冬、夏天透過玻璃窗欣賞

校園風光，我們可以在春、秋天宜人的自然風中坐在戶外露台上來一

杯飲料，一掃工作、課業的憂煩，也是校內聚餐會友的新天地。

「文具用品書店」設計在「學生自修區」的一角，那是又一種貼

心的服務，上圖書館的師生就近解決一般、流行用品及暢銷新出版品

的需要。

「圖書館暨學生活動中心大樓」是一複合式大樓，多元化的使用

更能發揮學習與活動的功能性，是校園中師生身體與心靈上

（physical & psychological）的重要聚點（place）。部份功能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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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可以委外經營，創造有形的經濟收益，用來提升大樓的維護能力與

使用品質。

貳、國內大學圖書館的多功能實景

一、中正大學圖書館校史館及藝文展覽區：

二、一間隔音、迴音、收音及放音效果佳的音樂廳及社區電影院：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館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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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咖啡簡餐廳：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館六樓

四、文具用品書店：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館 B1



25

第四章 結語

台灣技職教育政策的變革，由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的學校如雨後春筍，在「技職教育簡訊」134 期中提到根據統計技職

體系內的學校九十學年度包含了 15 所科技大學、59 所技術學院及 12

所專科學校，共計 86 所且 80%的技術學院都有意願申請改制科技大

學。根據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資料，技專院校已成長至

88所。但是「技職教育簡訊」134 期中提到，我國人口結構的變遷，

人口數在急遽下降學生來源受到挑戰，由此也可以預見各個技專校院

未來的招生競爭性是非常強的。如何因應變局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高等教育中的二大要素就是師資與學習資源，圖書館在校園中扮

演學習資源的供應者，新建圖書館所需的條件不僅是符合教育部的各

種規定，同時也是為招生考量，是一個不僅醞涵著豐富學習資源且設

備與環境優質具吸引力的圖書館，辦好圖書館將是提升師資及獲得學

生口碑的招牌與門面，更是知識再利用，提升學校爆發力及增加永續

經營的動能。

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的「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

白皮書」，其中寫出了對國內圖書館的無限關懷與期許：「圖書館是二

十一世紀的主要希望工程之一，企盼全民共有、全民共享、健全且完

善的圖書館資訊服務系統，造就快樂的閱讀人口、訓練更多的理性心



26

智、培育溫柔敦厚的感性心靈。圖書館是進步社會的重要指標之一，

有了藍圖，就快快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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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參考資料與附錄

壹、參考資料

一、「改制科技大學基本條件」。

二、「大學法」。

三、「圖書館事業發展白皮書」。

四、「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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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

十四、Mildred F. Schmertz 編著。李正庸等譯（1972）。學校規劃

與設計：Campus Planning and Design。 台中市：大學圖

書供應社，頁 82~83。

十五、謝寶煖（1990）。大學圖書館內部空間配置之研究。台北市：

漢美。

十六、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圖書館（2001）。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建築與

空間設計趨勢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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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錄：

附錄一、德明技術學院數位圖書館（Using library without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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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淡江大學圖書館黃鴻珠蒞校座談「從淡江大學圖書館新

建圖書館談大學圖書館的趨勢」。

時間：92 年 9月 30 日中午 12 時 20 分~14:00

地點：古斯特義式餐廳

主辦單位：德明技術學院圖書館

出席專家學者：淡江大學圖書館黃館長鴻珠

出席行政主管：沈校長筱玲、劉總務長崑義、陳館長維

華、葉教務長嵩生、許主秘鼎彥

專題簡報：「圖書館建築─淡江經驗」。

附錄三、知識經濟時代的大學圖書館建築

時間：92 年 10 月 1日上午 10:20~11:30

地點：德明技術學院綜合大樓 212 會議室

講者：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謝寶煖副教授

主辦單位：德明技術學院圖書館

邀請參加者：德明技術學院圖書館暨學生活動中心大樓

新建工程委員；德明技術學院圖書館委員

會委員、德明技術學院圖書館同仁；電算

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