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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陝西是華夏文明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歷史上先後有 13 個朝代在此建

都，是我國文物古跡薈萃之地，有天然歷史博物館之稱。而四川地區在上古

傳說時期即已存在，較著名的傳說有大禹治水、杜宇化鵑、長苰化碧等，儘

管沒有史料記載，但三星堆、金沙、十二橋等遺址的考古發掘和口頭傳說證

明，最遲到商代，成都平原已經有社會活動。 

這二省是歷史文化遺產相當豐富的地方，更是因為這樣的歷史背景，而

保存有相當珍貴的古籍善本，此次參訪中獲知，此二省無論是公共圖書館或

大學圖書館，都致力於保護地方傳統文化、積極推動創新服務、培養修復古

籍專業人才，推動圖書館事業不遺餘力，且大學圖書館紛紛建立新館舍，在

資料保存及創新服務等各方面皆有顯著成效。 

此外，也實地至成都參觀四川省圖書館的新館建築工程，透過現場引導

參觀，瞭解當地圖書館在規劃新館時，非常努力為讀者規劃完善空間，值得

做為本館將來籌建新館的參考。 

此次參訪活動共計訪問西部及西南地區之成都、重慶、西安三地圖書

館，包括四川省的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重慶圖書館、重慶大學

圖書館、四川美術學院圖書館、陝西省的陝西省圖書館及西北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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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案係執行國家圖書館「103 年鼓勵同仁赴大陸參訪計畫」，由秘書室繁運

豐主任、知識服務組吳昀凌組員及嚴文英組員，提案規畫「參訪大陸地區重要文

獻典藏及創新服務機構」，參訪成都、重要及西安之重要圖書館，就創新服務、

典藏文獻、館舍建築等議題進行瞭解與交流。 

為達到以上觀摩目的，於六日之參訪期間內，總共參訪三個地區共八所圖書

館，參訪圖書館過程中並安排與圖書館專業人員進行交流，以增進彼此於相關議

題上之經驗與做法，期能達到彼此學習成長的目的。 

三位參訪同仁係 9 月 21 日上午自臺北出發，當日飛抵成都市，並於當日下

午參訪四川大學圖書館，觀摩該館在古籍典藏及保護上所付諸努力，22 日至四

川省圖書館進行訪問交流，並於當日下午至該館正如火如荼興建的新館建築基

地，瞭解該新館建設規畫思維及實際工程進度狀況。當日晚間搭乘動車前往重慶

市，並於 23 日上午至重慶圖書館進行觀摩學習，瞭解該館創新服務及節能減碳

上所作之努力，當日下午並參訪重慶抗戰遺跡博物館，瞭解當地透過博物館的形

式來保存抗戰時期的歷史及文物。24 日則是參訪重慶大學圖書館及四川美術學

院圖書館，二所大學圖書館皆為位於沙坪壩區新開發的大學城周遭，故可觀摩新

修建之大學圖書館的服務經營及館舍特色。本團參訪同仁於 9 月 25 日上午自重

慶飛抵西安，下午則是參訪位於西安市境內的陝西省圖書館，瞭解其古籍保存的

特色，以及在讀者服務經營上的創新及努力。9 月 26 日為此次參訪行程的最後

一日，故本團把握最後時間至西北大學圖書館，其古籍之收藏在大陸西北地區頗

為馳名。 

以下茲依本次參訪圖書館或博物館的次序，就本團同仁所觀摩或交流的特色

與心得，臚列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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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四川大學圖書館 

四川大學圖書館是中國西南地區藏書規模最大的大學圖書館；館舍總面積

63,100 平方公尺；館藏紙本文獻達 699.75 萬餘冊，並擁有豐富的電子文獻資源。 

圖書館是由文理圖書館、工學圖書館、醫學圖書館及江安校區圖書館共同構

成。本次參訪重點為望江校區的文理分館，文理分館位於望江校區東區內，面積

16,000 平方公尺，館藏以社會科學類和自然科學類為主，兼及部分工程技術類文

獻資料。另珍藏線裝古籍 30 萬冊，其中包括宋、元刻本及唐代以來的各種稿本

和抄本；收藏有大量的抗日戰爭時期出版的圖書和民國 38 年以前的報刊。 

此次參訪，非常珍貴的經驗是參訪該館的古籍特藏文獻修復室，該室位於圖

書館文理分館 114 室，隸屬于古籍特藏中心，面積 215 平方公尺。現有工作人員

3 人，主要承擔本館古籍特藏文獻的保護修復工作。2012 年，古籍特藏文獻修復

室建設項目獲批財政部專項四館建設專案，並於 2014 年 3 月底完成，在 2014 年

4 月順利通過專家驗收評審，正式投入使用。 

該室配置多種面向中西文古籍和民國文獻保護修復的專業設備、儀器、辦公

傢俱和小工具。包括實驗室中央純水系統、除濕機等環境及水控制設備；單反相

機、檔案採集與管理設備；溫濕度計等環境監測設備；紙張測酸儀、紙張纖維測

量儀等檢測設備；醫用低溫冰櫃、三級生物安全櫃等文獻預處理設備；中國國家

圖書館研發的紙漿補書機、鍘刀式修邊刀等文獻修復專用設備；西文裝幀壓緊套

裝、鎖線架等西文古籍、精平裝書修復設備；保險櫃、藥品櫃，以及定制的裱案、

木牆、耗材保存櫃等文獻修復專用傢俱；楔形真空抽氣平臺、電熱風筆、放大鏡、

木錘、手術刀、啟子等各類文獻修復小工具。 

修復室中的設備與制度，不僅是符合圖書館進行文獻修復所需，更依科學實

驗室的規模建置，要求標準化的修復流程，以符專業級規模水準。一個大學圖書

館如此保護及修復古籍文獻，的確可作為我們參考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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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學文理分館 

二、四川省圖書館 

本次參訪四川省圖書館，是因於網路上得知其新館將於本年落成啟用，為能

吸取興建館舍的寶貴經驗，因此特別安排參訪，詎料工程進度不如預期而稍有延

後，因此，本團成員參訪了施工中的新館。 

四川省圖書館是中國最早建立的公共圖書館之一（1912 年建立），經過 90

年的發展建設，該館是國際圖聯的成員館和世界銀行資料存放館、在中國具有重

要地位、在西部具有帶動和示範作用的大型綜合性公共圖書館。該館館藏豐富獨

特，擁有 460 萬冊藏書。最具特色的部分有：隋唐時代的手寫經卷、宋元明清著

名文人重要詩詞集、歷代四川珍貴地方誌書、中國古代醫學典籍、近代文化名人

手稿、民國暨抗戰時期文獻等，共計 70 餘萬冊。原希望參訪時能有機會參觀該

館對古籍資料的保存與運用，但參訪時多數資料業已打包準備遷館，因而緣慳一

面。  

該館館長特別安排我們參訪興建中的新館，新館建築面積約 5.2 萬平方公

尺，是現在舊館的 3 倍多，建成開放後將成為西南地區最大的圖書館。新館建築

風格為新古典主義，外形酷似漢代宮殿門闕，象徵著四川的悠久歷史。新館高

38 米，外觀呈暖灰色，增加了歷史厚重感。 

據該館館員解說，完工後的新館能容納館藏圖書 500 餘萬冊，集典藏整理和

傳統服務、數位化服務、遠端服務於一體，將成為中國西部最大的公益性文獻資

訊基地、資料中心、區域文獻網路中心、專題文獻研究中心和大眾文化教育活動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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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圖書館(新館) 

 

 

三、重慶圖書館 

以民國時期出版物、古籍線裝書、聯合國資料為三大特色館藏，主要收集重

慶及四川各地的方志、圖書、報刊、族譜、樂譜、書畫等各類地方文獻，形成較

為完整的地方文獻體系的重慶圖書館，是大陸「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和「重

慶市科普教育基地」，及「國家一級圖書館」。 

前身最早是 1938 年自南京西遷重慶的中央圖書館，1946 年遷回南京後，原

址由國立羅斯福圖書館使用，1949 年更名為國立西南人民圖書館，1955 年又由

原國立西南人民圖書館、原重慶市人民圖書館、原重慶市北碚區圖書館三館合

併，組成重慶市圖書館；1987 年，重慶市圖書館更名為重慶圖書館。本次還特

別介紹與本館有淵源的國立羅斯福圖書館館藏中的一些珍本及善本圖書。 

對曾是當時為全國五座國立圖書館之一的國立羅斯福圖書館，到 1997 年十

多項硬體指標被評為「0」分。2003 年重慶市常委會決定投資 45 億元建設重慶圖

書館等 10 個社會文化事業基礎設施，於 2007 年新館完成，占地 3 萬平方公尺，

建築面積 5 萬餘平方公尺，外牆使用玻璃和石頭兩種設計來區分開放的公共閱覽

區域和安全的公共區域與私密區域。館內設有 6 大功能區：行政服務區、業務加

工區、讀者服務區、會展培訓區、共用服務區、車庫設備區。有中文圖書、報刊、

地方文獻、民國文獻、古籍、聯合國文獻、外文文獻、電子文獻等借閱室及為少

兒讀者、視障讀者專門設立的借閱室。並有閱覽座位 1869 個、電腦座位 1717 個，

416 個座位的學術報告廳與 200 個座位的多功能廳，和 800 平方公尺的展覽廳、

多間教室，並附設餐廳，甚至還有賓館。 



 

5 
 

重慶圖書館早期即研製 C-S 圖書自動傳送系統，現在則為圖書館人才的培養

創建平臺，並不斷創新服務模式，「一卡通」通借通還服務，開通了重慶數位圖

書館、手機圖書館、24 小時自助圖書館、圖書流動服務車、RFID 自助借還系統、

數位雲閱讀體驗室、人機互動體感閱讀設備等現代化服務。蛻變還包括：管理自

動化、書目檢索網路化、服務手段現代化、辦公自動化；由傳統的借書還書發展

到豐富多彩的讀書活動，開設各種教育形式的培訓班，不斷探索新的教學方式和

教學內容。 

年購書經費 800 萬元；整合全市文化資訊資源，啟動民國文獻數位化工程，

拯救珍貴歷史文獻，知識講座、系列學術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重慶圖情研究》、

成立君合讀書屋、史迪威閱覽室、愛丁堡社區圖書館等，致力其社會作用和社會

價值，其政府對於圖書館的重視可見一斑。 

 

四、重慶抗戰遺跡博物館 

重慶是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 1996 被定為重慶市首批市級

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重慶市南岸黃山景區內，文物遺址面積 4053 平方公尺，是

當時國民政府軍事、政治、外交中樞的重要場所，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為歷史貢

獻的價值體現和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現在是大陸西南地區對外開放的抗戰遺址

中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一處。 

15 處文物建築風格獨特，分別是雲岫樓、松廳、孔園、草亭、蓮青樓、雲

峰樓、松籟閣、黃山小學、周至柔舊居、侍從室、侍衛 室、望江亭、防空洞、

炮臺山、發電房。大都為官邸式別墅，具有典型中西合璧的折衷主義風格和濃郁

的山地特色。文物陳列豐富，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融為一體，蘊含著重大的歷史、

人文和生態價值，能讓置身其中的觀眾追憶抗戰歲月。 

重慶抗戰遺跡博物館的自然景觀及豐富的文物陳列，與重慶圖書館的民國時

期出版物的保護及典藏。難能可貴之處，是館方為求將將抗戰時期的歷史完整的

重現，更擺脫意識型態的限制，向日本軍方及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徵集相關史料並

加以展示，是本次參訪中相當令我們深刻感動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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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慶大學圖書館 

1930 年就創辦的重慶大學圖書館歷史悠久，是大陸西部地區最大的圖書館

之一。秉承重慶大學「研究學術、造就人才、佑啟鄉邦、振導社會」的辦學宗旨，

提出「文獻支撐、文化育人」的辦館宗旨，是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圖書館。 

在四個校區分別有獨立館舍，均為無線網路，共有理工圖書館、建築圖書館、

人文社科圖書館、虎溪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法學圖書館 6 個專業分館，本次

參訪的為沙坪壩虎溪圖書館，於 2010 年 6 月正式使用，具館方介紹這座後現代

主題建築坐落于重慶大學虎溪校區紜湖湖畔，建築面積約 3.6 萬平方公尺，造型

如大寫“L”取自英文 Library，如“一本打開的紅皮書、一把舒適的椅子，一架

浪漫的鋼琴”，將文化、科學、藝術三種元素完美展現與獨特的造型。 

該館館長說明，重慶大學圖書館另一特色是讓大學生積極參與圖書館管理，

成立了大學生圖書管理委員會，承擔兩個閱覽室的讀者接待服務，同時也是圖書

館與讀者聯繫之間的橋樑。圖管會成立 20 多年來，已發行 130 期《書苑》報紙，

舉辦「今日我值班」、讀者沙龍、援建災區圖書館等各類活動。成立「書香重大」

書友會，進行閱讀推廣活動，通過「我的書齋」提供個性化服務平臺，打造讀者

知識社區，SNS 模式還可以讓讀者展示自我、結交更多的朋友。 

該圖書館特藏室擁有民國期刊、民國報紙、古籍、博士論文、傳世藏書、再

造善本等 5 萬余件藏品，並通過 CALIS 和 CASHL 平臺，與國內大多數開展文獻

傳遞與館際互借服務，彌補館藏文獻不足。 

資訊數位化的時代，該館於 1994 年即自行開發了「圖騰」電腦集成管理系

統，2006-2012 年啟動並不斷更新圖書館 2.0 的現代管理系統，改變了圖書館傳統

的管理模式和觀念，提高圖書館科學管理能力，也因此成立科技查新中心，為師、

生們科研課題的立項與申報、科研成果的鑒定與報獎、博士定題與開題提供科技

查新服務和其他形式的資訊諮詢服務，及成立重慶大學圖書情報研究所，擁有

博、碩士等眾多人的科研團隊，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專案、重慶市重點攻關專案

等幾十項科學研究項目。 

該館館長表示，所謂手機圖書館是利用手機的短信服務平臺，讀者可隨時隨

地使用手機進行查詢、預約、掛失等操作，不受有線網路的限制，使用簡單方便。

另通過電話、E-mail、BBS、民主湖論壇「圖書館服務」版塊等多種形式，開展

參考諮詢服務，及時解答讀者遇到的各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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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活動方面，廣泛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平均每半個月舉辦一次專題文

化講座，充分發揮圖書館在素質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有效提升讀者的綜合素質。 

 

六、四川美術學院圖書館 

四川美術學院是西南地區唯一的高等美術專業院校，已有 70 年的辦學歷

史。以「貼近生活，服務人民；知能並重，獎掖新人；開放相容，與時俱進」的

辦學理念，培養優秀的藝術專門人才，創作藝術精品。四川美術學院圖書館坐落

於黃桷坪校區，是 1.5 萬平方公尺「園林式校園」的中部，依山臨水，林木掩映。

館舍為五層樓，外牆為水泥本色，窗間嵌裝原木色隔板，兩面坡頂高聳，外觀色

調樸素，氣勢宏偉，空間寬敞明亮。 

圖書館在館藏方面，圍繞學院學科建設和教學的需要，以美術類圖書為主，

包括藝術理論、繪畫、雕塑、攝影、工藝美術、建築設計、影視藝術等圖書兼收

藏社會科學類圖書，包括哲學、社會科學總論、政治法律、經濟、文化教育、語

言、文學、歷史地理等圖書，及館藏線裝古籍、珍貴的美術畫冊、中國繪畫精品

複製畫,線裝古籍 包括相當數量的各種稿本、抄本、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收藏

價值。並擁有先進的圖書自動化管理系統,電腦檢索系統，電子圖書，鐳射掃描、

縮微複製系統，聲像視聽系統等現代化設備。 

該館收藏除藝術設計、美術類圖書為主外，包括其它各類科圖書，館館藏圖

書已達 41 萬餘冊，因此館舍已呈現空間不足現象，該館館長表示，目前利用屋

頂挑高部分施做，層面增加工程，增加館藏容量，由此可見典藏空間的不足，是

每個圖書館面臨待解決的課題。 

 

七、陝西省立圖書館 

陝西為秦、漢、唐三朝古都，收藏許多古籍資料，對古籍的收藏、整理與維

護，應有足堪學習之處，特安排陝西省圖書館一窺古籍之美。 

該館成立於 1909 年 8 月，是中國成立較早的公共圖書館之一，也是我國西

部地區成立最早的公共圖書館。該館是文獻收藏中心也是古籍保護中心。  

該館擁有一所總館、少年兒童分館和省藝術學校分館兩所分館。現有館舍於

2001 年 9 月 30 日正式對外開放，建築面積 4.2 萬平方公尺，設計藏書容量 400

http://www.baike.com/sowiki/%E8%AE%A1%E7%AE%97%E6%9C%BA%E6%A3%80%E7%B4%A2?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A4%8D%E5%88%B6%E7%B3%BB%E7%BB%9F?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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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冊，閱覽座位 2000 個。據該館解說館員表示，目前藏書已逾 400 餘萬冊，空

間已面臨不足狀況，業已積極規劃籌建新館。 

該館館藏豐富，資料齊全，有關該省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重要典

籍齊備，截至 2013 年底，累計館藏總量達 411.7 萬餘冊（件），其中圖書 314 萬

餘冊，古籍 32 萬餘冊，報刊 54 萬餘件。電子圖書 105 萬餘冊，視聽文獻、縮微

製品等其他文獻 10 萬餘件。目前年入藏新書 22 萬餘冊，年訂中外文印刷型報刊

5000 餘種。 

該館於 2009 年採用無線射頻識別（RFID）技術進行業務管理與服務，實現

了讀者自助辦證、自助借還、圖書資料精確定位等功能。同時，實行免費辦證、

免證閱覽，讀者入館量、資料借閱量均大幅增長。該館一年 365 日天天開放，每

天連續開放 12 小時，已成為民眾獲取知識，培養技能，提高修養、陶冶情操的

場所。  

 

 

陝西省圖書館 

 

八、西北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由太白校區圖書館、長安校區圖書分館組成，總面積 25054 平方公

尺 。我們先至太白校區參訪，但因該校大部分的系所皆已遷至長安校區，因此

圖書館顯得較為冷清。因本次參訪重點為古籍維護，而古籍已移至長安校區，因

此，驅車轉往長安校區參觀。 

該館館藏中以 16 萬冊線裝古籍的收藏在西北地方獨具特色，具有很高的文

物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被命名為全國重點古籍保護單位。收藏範圍除中國各朝

代刻本、印本外，還有日本本、朝鮮本等，內容包括敦煌佛經寫本、宋元明清刻



 

9 
 

本、明清抄本、稿本等，已被確認的 460 部善本古籍堪屬館藏珍品。截至目前已

有 21 部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我們很榮幸能進入書庫，並於展示櫃中親眼目睹各國古籍，並比較中國與日

本、韓國的古籍在印刷及線裝方式等各方面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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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感謝國圖賦予工作同仁提出出國參訪計畫的機會，讓同仁有機會主動規畫

出國參訪學習的目標及交流重點。在規畫及聯絡過程的先期作業中，即透

過四川省及陝西省地區圖書館的網頁，瞭解各圖書館的特色；同時並汲取

曾參訪過中國大陸圖書館的主管或同仁們之經驗，以做出迥異以往的行程

規畫。在此規畫過程中，即累積了許多先備資訊，為出國行程奠下準備基

礎。再者，由不同組室的同仁組成參訪團隊，可從各自業務特色與中國大

陸的圖書館先進與同道們交流，激盪出不同的觀點與視野。 

 

（二）在此次參訪的各圖書館所採取的節能減碳作為上，以重慶圖書館較為突

出。該館館舍雖為玻璃帷幕建築，且因挑高及空間格局大的建築規畫，先

天上屬於較為耗能的建築。然館方透過安裝節能燈具，及利用時間自動控

制開關等作為，以節省照明上所需之電力。在空調節能上，則是依不同溫

度決定空調是否開啟，此作為與臺灣近似。 

 

（三）在此次所參訪的圖書館中，多數圖書館已利用 RFID 晶片取代條碼掃描，

讓讀者自行借還圖書。由於大陸人口眾多，利用圖書館的頻度相當踴躍，

故透過此自助借還方式可有效提昇圖書館服務上的效能。 

 

 

二、建議 

（一）在此次參訪的古籍重點單位中，各圖書館不謀而合地對於民國時期（1911

至 1945 年)文獻保存與再製，均非常重視。原因係該時期的紙質文獻，其

酸度較重，所以紙質弱化所面臨的考驗特別嚴竣。各圖書館在保存此時期

的文獻上，除進行修復外，亦利用掃描建檔執行數位化。本館亦藏有相當

多的 1911 至 1945 年的圖書文獻，因此時期的文獻特色，建議可作為本館

作為數位化保存的先期重點項目。 

 

（二）四川大學圖書館在古籍文獻修復與保護的專業分工與經驗傳承，亦值我們

借鏡。該館以實驗室的規模進行文獻物理及化學特性分析，以作為修復的

基礎診斷。且由國家圖書館培訓古籍修復技術人才，協助各地圖書館進行

古籍修復與保護，讓相關倁識與技術得以傳承，以達到保護古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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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次參訪的西北大學圖書館，將其特藏如老照片、手稿、及民國文獻進行

掃描後，於一樓大廳透過其電子閱讀展示裝置供展示閱覽，其特藏加值再

利用推廣的方式，建議作為本館推廣相關特藏的參考。 

 

（四）中國大陸近年利用大學城或圖書館等文化教育建設，來帶動城市發展，亦

值我們省思。以此次參訪的成都市為例，該地市政府願意提供在市區的精

華地段，建設圖書館、美術館及博物館等新館，其重視教育文化，期以帶

動都市長期發展的決心，頗值我們地方政府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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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照片 

 

 

四川大學圖書館的檢索網頁 四川大學圖書館的週末讀者 

  

四川大學圖書館的古籍修復設備 中國國家圖書館研製之紙漿補書機 

  

本團同仁與四川圖書館進行交流座談 四川圖書館新館建築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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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圖書館任館長率同仁與本團座談 盲人專用地圖（重慶圖書館） 

  

自助借還書設備（重慶圖書館） 古籍書庫（重慶圖書館） 

  

古籍典藏狀況監控（重慶圖書館） 平臺式掃描機（重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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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 與重慶少兒圖書館劉紅館長交流 

  

重慶大學圖書館舊館照片 重慶大學圖書館新館建築 

  

重慶大學圖書館電子服務看板 四川美術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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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控制導覽設備 陝西省圖書館大廳 

  

電子閱讀裝置（陝西省圖書館舊館） 西北大學圖書館閱覽空間 

  

西北大學圖書館窗景 西北大學圖書館古籍書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