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  南華大學圖書館

日期:  2017年05月04-05日

地點:  南華大學雲水居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楊智晶館長



壹、前言

大自然的力量是可敬畏的,台灣常見的天災有颱風和地震,
尤其是地震不僅無法預期且近年來對於圖書館的影響及損壞, 
遠大於其它天災。

本次館長聯席會議之主題為:「圖書館的永續與生命力 」,
所以今天將以2016年2月6日「 0206美濃地震」對於位處台
南地區的圖書館造成災害和損失,以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為例, 
分享如何處理、尋求支源 、復原規劃、創新服務、加強防震
工程等之經驗， 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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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http://scweb.cwb.gov.tw/iframe.aspx?ItemId=21&txtUrl=/special/20160206/0206report-map.htm 



發生在2016年2月6日上午3時57分

造成房屋倒塌人員傷亡

維冠金龍大樓倒塌事故，是發生在2016年2月6日上午3時57分，在臺
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與國光五街交叉口的一處住商混合社區大樓，
隨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而倒塌的災害，經過連日搜索，最終在2016
年2月18日該大樓確定死亡人數達115人， 生還者175人，其中96人
受傷，超越了於1999年9月21日倒塌的東星大樓（87人死亡），成為
臺灣史上因單一建築物倒塌而造成傷亡最慘重的災難事件。

美濃地震發生後，南部災情陸續傳出。中華民國外交部在2月7日發
布新聞稿指出：截至2月7日上午，計有2個國際組織及15個國家，以
聲明稿、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社群網站表示慰問，並後續向台
灣提供人員、物資及金錢援助，協助台灣救災。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圖書館7樓書庫



圖書館8樓論文區



圖書館９樓書庫



圖書館10樓書庫



圖書館11樓書庫



圖書館12樓媒體存置室



貳、尋求館際支援
--給南部受災圖書館

◎因0206地震，已聽聞台南地區的大專院校圖書館有所
災情，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因擔任「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合作協會南部分區委員會 」之主任委員，以及「南區技
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圖書設備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因
逢過年年假期間，各校不上班，主動以 LINE 及電話聯
繫各校圖書館同道，向其他各分區圖書館尋求對災區所
有受災圖書館於各館復原期間給予館際合作文獻傳遞及
圖書借閱服務。

◎因台南地區圖書館多有損害，故挑選遠離台南地區之
大專圖書館，希望能給予協助。龍華科大首先訂出優惠
版本，之後各校則比照。



感謝:
0206地震其他區域圖書館對於災區圖書館的支援

最後聯繫並應允能提供災區圖書館在恢復期間，「紙本圖
書互借」及「紙本期刊文獻傳遞」“免費”或“費用減半”服
務的熱心圖書館共有23所圖書館， 真是非常感謝：
龍華科技大學、屏東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台東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靜宜大學、中國醫藥大學、慈濟大學、東華大
學、羅東博愛醫院圖書室、文藻外語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宜蘭大學、成功大學(含崑巖醫學圖書分館)、長榮大學、國研
院科技政策中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德明財
經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等23所圖書館，並以「全國文獻
傳遞服務系統(NDDS)」(https://ndds.stpi.narl.org.tw/)申
請之。

本館暫時休館期間，提供本校師生免費紙本文獻傳遞服務之圖書館名單

http://lib.stust.edu.tw/tc/news/94-8721

https://ndds.stpi.narl.org.tw/)申請之
http://lib.stust.edu.tw/tc/news/94-8721


參、圖書館復原規劃
規劃五階段圖書館地震損壞復原工作:

Stage 1 :將圖書移出倒塌的書架區並移除受損書架。
Stage 2 :

(1) 盤點書架、設備受損狀態，並檢測、組裝、校正、維修書架。
並提出新書架、設備之申請。

(2) 清潔或更換地毯塊，地磚、設備修護等。
(3) B1靜讀區移出空間，擴大罕用書庫區並組裝舊書架或密集書庫

書架之購置。

Stage 3 : 圖書資料置放區塊之調整移書工作。
Stage 4 : 圖書排序及上架。
Stage 5 : 分樓層開放。

備註: 出席導師會議, 徵求在校學生志工
Stage 1、Stage 2項目需自由報名之服務學習志工 ( 2016年3月底前)
Stage 3、Stage 4項目需大量班級人力( 2016年3月底後)



肆、徵志工、校友支援並爭取經費

一、徵志工:
1、出席導師會議, 徵求在校學生志工:

告知何時須班級大量人力及個人自由報名志工。
2、結合學務處之服務學習志工時數。
3、於校內、學生會、校友會等宣傳需要志工人力幫忙。

二、校友支援:
三、校內外爭取經費:
1、陳報教育部，圖書館財損及修繕經費共計約900萬元。
2、 105/3/25在南區技專校院聯盟的會議中，教育部技
職司馬湘萍司長已答應會補助南部受災學校。
3、向校長及高階主管會議中報告，爭取經費。(獲校內
經費一千二百萬元補助圖書館復原及創新服務）



各位同學 ，圖書館急需您的幫忙：
圖書館因地震災害，書架倒塌圖書掉落非常嚴重， 在短
期內無法正常開放並提供服務，為能盡快復原，圖書館急
需校內志工協助整理圖書，亦可抵免下學期的服務學習八
小時，長期服務或表現傑出者，將記嘉獎以兹鼓勵。開學
前2016/2/20之前(含)來幫忙的志工,館長提供免費午餐 +
飲料。
希望喜歡圖書館的您能和我們一起努力，讓校園再度飄放
書香。願意伸出援手者請將姓名、班級、手機、E-mail 、
可協助之時間，給圖書館徐小姐，
圖書館謝謝您的幫忙！

圖書館急需校內志工協助整理圖書



0206高雄美濃大地震南臺科技大學
結合校友力量復原圖書館

2月6日清晨高雄美濃大地震後，南臺科技大學立即做危機處理，由校長
戴謙坐鎮指揮，確認學校師生、建築及校舍安全及災害受損情形，而校
內圖書館書架倒塌，於開學前徵求校內外志工，分五階段進行圖書館復
原之工作。為顧及南臺圖書館復原休館期間，師生對於圖書資源之需求，
目前已徵求全國23所大專校院、專門圖書館提供資源"免費"的「紙本圖
書互借」及「紙本期刊文獻傳遞」服務。

而南臺校友們愛護學校的熱心與愛心，不止如此，南臺EMBA蘇永昌理事
長在理監事會議決議，將原先辦理團拜活動的10萬元全數捐給南臺圖書
館；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捐贈南臺圖書館20萬元紅包、200個大煎包、4
箱礦泉水、大型垃圾袋等，慰勞協助南臺圖書館災後復原之全體志工同
仁。以及台南市校友會郭垣男前理事長兼南臺壘球隊教練帶領壘球隊學
生15名協助復原工作，希望透過喜歡圖書館的人一起努力，讓校園再度
飄放書香。
【0206高雄美濃大地震南臺科技大學結合校友力量復原圖書館】



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校友們及南臺壘球隊志工。



老闆娘促進交流協會捐贈圖書館修繕經費及物資慰勞志工。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左)頒發感謝狀
予臺南市校友會周明慧理事長(右)。

南臺科大戴謙校長(左)協助圖書館復原。



0206高雄美濃大地震南臺科技大學結合校友力量復原圖書館:
畢業多年之校友返校擔任志工，動工前並先精神講話及呼喊口號。



校友會志工



校友會理事長及幹部們返校擔任圖書館志工



張鴻德副校長及單位主管們自動擔任圖書館志工



EMBA學友會協助圖書館復原工作



EMBA學友會捐贈圖書館修繕經費



圖書館工作人員及志工



圖書館工作人員及志工



圖書館工作人員及志工



圖書館工作人員及志工



圖書館志工



圖書館志工



南臺科大圖書館書架因震倒塌展開復原工作

〔記者林孟婷／台南報導〕0206南台大地震導致南臺科技大學校內圖書館書架倒塌，
校方在開學前徵求校內外志工，分四階段進行圖書館復原工作，同時徵求十七所大專
院校的圖書館提供資源免費的「紙本圖書互借」及「紙本期刊文獻傳遞」服務，不影
響學生借書、閱讀的權益。
校方表示，地震發生後校內圖書館書架倒塌，於開學前徵求校內外志工，分四階段進
行圖書館復原工作。
為顧及南臺圖書館復原休館期間，師生對於圖書資源的需求，以互相支援或向未受災
圖書館請求協助，目前已有17所大專校院、專門圖書館應允能提供「紙本圖書互借」
及「紙本期刊文獻傳遞」的免費服務。
南臺科大圖書館復原分四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將圖書移出倒塌的書架區並移除受損書
架，同步啟動第二階段盤點書架、設備受損狀態，並檢測維修書架，而南臺圖書館也
向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以及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館各借用十台台運書車，國立
成功大學圖書館亦應允支援借用三十台運書車，南臺圖書館復原第三、四階段圖書資
料調整大量移書、排序及上架工作的準備。
為能盡快復原，校方於開學前即開始徵求校內志工，各單位、校內師生及畢業校友陸
續響應支援，其中校友不僅有來自台南，還有遠從高雄、屏東專程回母校幫忙。
南臺科大圖書館書架倒塌，校方展開復原工作。（記者林孟婷翻攝）2016-03-01 



0206高雄美濃大地震南臺科技大學結
合校友力量復原圖書館登上媒體版面



伍、增加溝通管道

１ 、圖書館網站公告
２ 、圖書館ＦaceBook
３ 、圖書館館員 LINE



向讀者說明與溝通

1.師生座談回應

2.導師會議說明

3.行政會議報告

4.向校長及高階主管會議報告
並爭取經費

5.向董事會報告



讀者投書



但也有加油團 !



陸、分區開放及過渡時期臨時服務

提供人工調閱圖書服務:



臨時應變方案:

視聽室開放自修座位:
志工徵求平台訊息掌控
每日志工人數:



開放更多自修教室分區分樓層開放

臨時應變方案:



柒、創新服務規劃

1.書架檢修、調整、定位及盤點受損狀況，以利修補添購替換零件
、設備；堪用書架於E棟 B1F組裝留用，並提出替補書架及設備之
申請。
2.圖書往低樓層移動以降低高樓層書架之地震風險，取消B1靜讀區，
空間成為閉架式罕用書庫區。
3.圖書資料置放區塊之調整移書工作:兩個樓層館藏內容對調，高
書架移至低樓層，低書架移往高樓層。
4 .增設有聲共享學習區、人際關係增長區 、 3D電影院、簡報演
練區 、放鬆發想區 、 虛擬實境體驗區、 體感科技體驗區等圖書
館新服務。
5 .預防日後類似情況發生時，為維護生命與財產安全，本次復原
工作，同時進行空間調整、典藏區塊移動與書庫減量，加強防震措
施、取消書架間的閱覽座位，將罕用圖書移至低樓層閉架處理，降
低高樓層書架之負荷量及平均置放重量。



圖書館書架防震工法討論會
書架抗震補強措施討論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楊智晶館長

2016/03/17



參考國內外書架耐震措施並討論

 2月6日清晨高雄美濃大地震後，校內圖書館書架倒塌9成，約30萬
本書掉落，圖書館隨即動員投入復原工作。

 圖書館本次地震受損最嚴重為書架部分，目前使用T型、D型書架。

 如何加強現有以及新增之書架之耐震力，為圖書館重要課題。

1.書架上部以頂部繫緊支架補強(聯桿)
2.書架上部聯桿固定於牆壁或柱子
3.書架下部錨錠於樓板



1.書架上部以頂部繫緊支架補強
 書架上部以頂部繫緊支架補強，書架上部加裝聯桿。

 抗震效果佳，施工較方便。

中正大學圖書館



東京女学館大学 震災対策
書架は、ボルトによる「床固定」と、書架同
士の「天つなぎ」を行っています。 地震が起
きたときに、書架が将棋倒しになるのを防ぎ
ます。

東北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実務図書室東
震災対策



1.書架上部以頂部繫緊支架補強

 聯桿固定三排或四排書架。

 各支主柱的頂端各立著一支聯桿，如此才能真正發
揮聯桿的功效。

 聯桿與主柱之連結方式需強固。

 在聯桿的各種形式中，以圓管和方管的功能最好，
ㄇ型的型鋼也可利用，L型的鋼片因接合和固定處易
生變化，宜少用；不應使用角鋼型的桿材，因其在
接頭孔槽上的牢固性較差。



2.書架上部聯桿固定於牆壁或柱子

 如欲發揮架頂聯桿的最大功效，則必須將聯桿的端點固定
在建築物的結構物上（如柱、樑或混凝土的牆面），使書
架在地震時隨著建築物一起搖晃，但如聯桿過長或接合處
不牢則易生變化而影響到原來的美意。



3.書架下部錨錠於樓板

 書架下部錨錠於樓板，且搭配頂部聯桿，書架不易倒塌，
但施工較麻煩，需搬移書架上的書。

 靠近牆壁之書架可錨錠於牆上。

其他注意事項:

 書架上不可空置一側。

 書架低層不可空置。

 書架上退縮排書。



其他參考資料(日本)

https://www.nipponfiling.co.jp/products/purpose/earthqua

ke/earthquake_proof/l-type_earthquake.html

https://www.nipponfiling.co.jp/products/purpose/earthquake/earthquake_proof/l-type_earthquake.html


https://www.nipponfiling.co.jp/product

s/purpose/earthquake/anti-

earthquake_procedures.html

https://www.nipponfiling.co.jp/products/purpose/earthquake/anti-earthquake_procedures.html


https://www.booker.co.jp/products/detail.p

hp?product_id=20573

https://www.booker.co.jp/products/detail.php?product_id=2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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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校內、外支援:

捐款:
非常感謝「老闆娘促進交流會」捐贈二十萬元、
「EMBA學友會」捐贈十萬元，以及「台南市校友
會」捐贈六萬伍千元。同時為了表達台灣對於日
本311大地震時之關懷予以回饋，本校應用日語
系神作晉一老師捐贈新台幣壹萬元整及其日本友
人遠藤和博先生捐贈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給本校
，補助圖書館地震災損復原經費，都是令全校師
生感動的。



向他校借用運
書車:
謝謝文藻外語大學、國立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國立
成功大學、
寶慶圖書公司等友校圖書
館慷慨借給本校運書車合
計90台，並由普傑公司、
成大圖書部「免費」熱心
協助載送書車到校，加速
本館復原工作。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
20160206美濃震災南部(雲嘉南高)圖書館受損調查表

各位圖書館同道：

2月6日清晨美濃大地震造成台南大災害，我們同感悲痛與哀悼。學會特別關心
南部各圖書館在此次震災中是否有受到損害狀況，兹附上「美濃震災南部(雲嘉
南高)圖書館受損調查表」，請各圖書館填妥後回傳，以利學會彙整並轉知相關
單位，謝謝大家，也祝大家平安！



因應地震災害之採購機制公文:





“

”

他山之石:
以前經歷九二一地震、嘉義
大地震等災後，圖書館界所
獲取之經驗



對身歷其境的我們，地震時的恐懼，復建期間的辛苦，到復建後
的傷痛撫平，在在感受深刻。有一些朋友讓我們覺得倍感溫馨，
南台科技大學的楊智晶館長是第一個捎來關心訊息的人，並透過
館合系統索贈過期期刊，而屏東商業技術學院馮蓉珍館長便主動
寄上了該館的複本期刊。東海建築系陳格理教授在復建期間也來
關心本館，經由他的引薦，清大人文社會分館的吳玉愛主任將本
館列為募書活動受贈單位之一，目前已收到23箱贈書。對於這些
溫暖的援手我們皆十分感激。

九二一震災朝陽科大波錠紀念圖書館復建工作後記 黃焜煌李銘純
http://www.lib.cyut.edu.tw/into/publish/Lib_Per12/12TH.html#九二一震災朝
陽科大波錠紀念圖書館復建工作後記

http://www.lib.cyut.edu.tw/into/publish/Lib_Per12/12TH.html


「九二一地震災後公共圖書館復原及重建問題之研究」計畫結論與
建議:

一、圖書館建築結構與設備未做長遠的規劃與設計。
(一)圖書館受地震損害較嚴重的部分是建築結構及書架。根據訪問
及問卷調查分析， 災區 23 所圖書館中有 7 館全毀，14 館需原
址補強。設備損壞部分以書架為最多， 損壞的書架多為鋼製書架。
(二)地震災後一年多，需原址補強的館大半未修復；全毀圖書館，
亦有半數未拆除。

二、復原重建經驗不足，再加上經費補助不平均，使復原重建工作
進行得相當緩慢。
地震災後一年，已全面開放 的僅有 6 館，顯示重建復原工作相當
緩慢。

三、為災民所辦理的推廣活動未符合災民的實際需要。
讀書會及講座是重建區圖書館較喜歡辦理的推廣活動。災區民眾在
這非常時期，傾向於參加較動態性、親子或全家皆可參 加的活動，
對於尋求自我成長的課程較無興趣。



「九二一地震災後公共圖書館復原及重建問題之研究」計畫結論與
建議:

三、為災民所辦理的推廣活動未符合災民的實際需要。
讀書會及講座是重建區圖書館較喜歡辦理的推廣活動。災區民眾在
這非常時期，傾向於參加較動態性、親子或全家皆可參 加的活動，
對於尋求自我成長的課程較無興趣。

四、館藏維護重點不明確，館藏的補充缺少經由調查實際需要來分
配各界捐贈的書籍。
災後各界捐贈書籍多數來自民間各界，其中三分之一的圖書是由國
立台中圖書館 統籌整理編目後，依個別需要分送各圖書館，所贈
送圖書皆整理納入其館藏。部分圖書館因地震後諸事繁多而無法處
理多餘的贈書，這類贈書不但不能符合實際 需要，反而形成圖書
館的負擔。因此，災後復原，增加館藏可能並非最迫切的需要，若
要贈書，亦需要統籌辦理，才能符合真正復原的需要。

五、災後互助、支援、互動與聯繫不足



建議:

一、應儘速研擬適合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建築結構之地震災
害應變計畫。

二、可建立一個全國性圖書館災害網路通報互助網絡組織。

三、建議政府落實災害復原重建工作，多「專業」協助、以
「專業」來考量，補助重建經 費應以實際需求為原則。

四、建議「心靈重建」工作酌請專業人員擔任，讓重建區公
共圖書館提升投入復原重建工 作品質。



陳格理: 在做好事前準備工作方面
（一）不是做「防震」的準備，而是做好「抗震」的措施。惟有妥
善的抗震準備，才 能安心的做服務工作。 （二）不要因為地震未
曾來襲過而掉以輕心。 （三）不要因為上次地震時，館舍沒有什
麼損失而慶幸。 （四）不要以為自己對地震的準備已經足夠，隨
時做好檢查的工作。 （五）抗震的準備是全面性，包括書架、桌
椅、櫃架、天花板和燈具等等，缺一不可。 （六）和建築師（或
室內設計師）及廠商慎選書架的各種抗震措施。 （七）書架的安
排：間距不可太窄，整排書架不可太長，不可靠近門窗或玻璃牆，
數 排書架間應有閱覽桌椅相隔。 （八）書籍的安排：底層不空置，
中央層不空置，單（側）面不空置；並用書檔將書 夾緊。 （九）
利用電腦將各個書架的書籍序列（書號）記錄下來，未來在整理或
復原時皆較 方便。 （十）為緊急救難狀況做好準備工作。如與附
近圖書館的聯絡性，館內同仁的救災任 務編組，附近可提供救援
的單位與聯絡人，館內的設備、逃生或急救路徑圖等。 （十一）
定期為抗震設施做檢查和養護的工作。

陳格理(民 89)，「地震後對圖書館書架抗震性的省思」，書苑季刊，第 44 期：25-

39。



緊急應變準備 1994 年 1 月 17 日加州洛杉磯地區 6.8 級
地震，造成加州大學北嶺分校 Oviatt 圖書館 東西兩邊廂
建築結構嚴重受損，費時六年才重建完成並恢復正常營運。

左四臧，就預防及減輕地震引起的災害的經驗提供寶貴的經驗：
（一）人事管理方面 1.選派高級主管人員總管整個圖書館緊急運作處理。
2.任命及訓練館員為建築物看守舍監及樓層巡邏員。 3.每個館員抽屜裡
放緊急急救包。 4.放置災害緊救聯絡手冊在圖書館主要地點及核心館員
家裡。 5.提供核心館員無線對講機及手機。 6.舉行固定的防災演習。
（二）行政管理方面 1.製作一份成套的新聞發佈資料，以備媒體詢問災
情。 2.記錄識別碼在每個書架上並建立一分儲存於館外的檔案。 3.確
定所有的資料都有定期備份及更新。 （三）建築設備方面 1.讓圖書館
的緊急設備可以隨手取得。 2.將設施配置圖及照相圖片放在圖書館及一
些主管的家中。 3.讓所有書架確實的支撐牢固。 4.組織圖書館領導人
員形成一個遊說團體，去敦促政府當局更新建築法規。 （四）讀者教育
方面 1.教育圖書館讀者和一般大眾對地震的警覺意識。 2.邀請圖書館
讀者參與緊急防災演習。 3.跟社區大眾保持連繫。

左四臧撰；謝佩璘譯(民 89)，「圖書館預防輕化震災的措施及災後補救
與復甦：敗 年洛杉磯北嶺地震教訓」，新世紀，新理念--公共圖書館發
展實務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4-63~4-72。



美國克萊蒙學院總圖書館經驗1990 年 2 月 28 日下午上班時間，美國加州克萊蒙地區發生規
模 5.5 地震， 造成當地嚴重損害。當地震發生後該館便採取一串的應變措施，其做法如下，
1. 緊急措施
(1)立即撤退所有人員並閉館直到可進行損害調查為止。 (2)確定可安全進入館內後，幾個主
要人員重新進入館內並以巡視方式進行初 步損失評估。 (3)地震後約五十分鐘後，打電話給
相關廠商，請他們進行書架清點及準備復 原計畫。 (4)巡視過程中，結構工程師便立即判斷
那一種結構造成書架區無法復原及那 一種結構可復原。 (5)巡視過程中，就一邊對受損區域
拍照，一方面供保險用，另方面也讓大家 知道圖書館受損情形。
(6)巡視結束後，圖書館相關人員與館長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規劃復原計畫。 (7)由館長及主
要主管組成任務小組於地震後次日召開復原計畫會議，以圖書 散落的量及書架明顯損壞的情
形、結構工程師的建議及工程師宣布為安全 區域但需將散落的圖書重新上架等訂出清理先後
順序。

2. 人員 (1)人員不得進入任何未鑑定為安全的區域。 (2)多數的館員以輪班分組的方式工作，
很有組織及效率地將書撿起並上架。 (3)在主震之後，餘震持續不斷中，有一些館員很害怕留
在建築物內，甚至有 些就回家了，但這是可以接受的。確定工作中的同仁能經常休息一下、
不 斷與他人談話以便減輕焦慮。 (4)提醒館員務必善用”死檔”的人際系統，千萬不要一個
人在工作區域獨自工 作，特別在地震後的頭四天，餘震仍很頻繁，必需確切知道誰在建築物
的 那一區域工作，以防萬一還需再撤退時能確切掌握人員的動向，並且確保 離工作區域最近
的出口處是暢通的。 (5)提供工作同仁較硬的帽子，以防餘震中被上層掉落的書籍擊中

Gunter, Linda(1990)Earthquake Recovery at the Libraries of the Claremont Colleges,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 51(10):935-936. 



(一)美國克萊蒙學院總圖書館經驗 1990 年 2 月 28 日下午上班時間，美國加州
克萊蒙地區發生規模 5.5 地震， 造成當地嚴重損害。當地震發生後該館便採取一
串的應變措施，其做法如下，
3. 外力支援
(1)地震次日便陸續接到區域內其他各館的電話，表示願意提供協助，例如義 工及
資源的支援。 (2) 克 萊 蒙 學 院 圖 書 館 加入圖書 館 災害回 復 網絡 (The 
Inland Empire Libraries Disaster Response Network, IELDRN)該網絡相關人員
也親自 到館了解情形。這個網絡是由洛山磯、San Bernardino 及 Riverside 等
三個郡的圖書館代表組成，其目的是研究圖書館災害防患及復原的方法， 並且在
災難發生時，彼此提供協助。 (3)許多網絡圖書館提供義工協助克萊蒙學院圖書館
復原。IELDRN 互助協議 (The Mutual Aid Agreement of IELDRN)在這次震災復原
期間發揮了功 效，網絡圖書館提供建議、義工及精神支持，證明 IELDRN 的價值
及其原 始創立的宗旨。 (4)地震後兩週內，館方每天開會評估復原進度，並安排
館員及義工的工作內 容。義工的協助不僅給館員在密集、勞累的工作中得以喘息，
同時也讓我 們知到我們的圖書館及社區同仁關心及願意參與復原過程。

4. 經驗 (1)整個復原工作(不包括圖書修補)估計約花了四周 1000 個工作小時。
(2)從這次震災中學習到許多經驗，例如關於書架強固，同仁的能力、需要及 所關
心的事，以及關於本身的弱處等。 (3)有高度認知到地震發生在所在區域內的事實。
(4)災害準備必需是持續關心的事及責任。 (5)館內及館外網絡間都必需互相倚賴。

Gunter, Linda(1990)Earthquake Recovery at the Libraries of the Claremont Colleges,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 51(10):935-936. 



唐山圖書館經驗
圖書文獻的保護作為重點。 (1) 防雨、雪。 (2) 防潮與防高溫。 (3) 
防火、防盜。 (4) 防鼠。

防止人為趁機打劫，隔離或專人看守。 請求軍方、義工及民間慈善機
構協助搶救。

閱覽室及書庫禁止赤足進入；圖書資料尤其善本書庫宜設在館內避免日
光曝 曬的地方。

預防水患。
儘速聯繫保險公司妥處救急及理賠事宜。 攝影、錄影及記錄災情。 在
安全情況下儘速恢復開放公共服務。 使用安全預警裝置，以偵側電器
故障及天然瓦斯漏氣情況。 請專業人員修復具有危險性的結構物及電
力系統等設施。 館舍恢復開放前，請清潔公司協助清理器物及環境。

白坤(民 89)，「從唐山圖書館的重新崛起看公共圖書館的震災救防」，公元二千年海 峽兩
岸公共圖書館基礎建設研討會論文集，(台北：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1~10-17。



圖書館復原方面
左四臧針對圖書館復原方面提出下列經驗：
（一）人事管理方面 1.幫助館員尋求顧問及諮詢的協助。 2.以同情體諒的
心包容館員的情緒反應及恐懼心理。 3.保持積極樂觀態度。
（二）行政管理方面 1.在付諸行動之前，多花一些時間想一想要怎麼做。 2.
地震災難將使圖書館推入危機之中，然而這也對圖書館的服務與未來發展提
供 絕佳的改造及進步的契機。 3.將所有事情記錄成文件檔案，提供作為審
核的證據線索及館史資料。 4.尋求外界及民間的救災基金援助。 5.保持開
朗的概念及作風，不要過份將策略的訂定集中在少數核先人員中。 6.提高溝
通的效率。 7.建立電話聯絡網，當館員無法到館工作時，就算是一整個星期
仍可保持密切連 繫。 8.建立公共關係與資訊發佈小組。
（三）建築設備方面 1.隨時注意受損圖書館建築物的損壞情形，以保護群眾。
2.儘可能在圖書館的四周設置安全警衛人員，以保護圖書館的館產。 3.了解
圖書館的有價值資料及物件，在館外利用電腦檔案保持精確的紀錄並隨時 更
新。 4.隨時注意災難時期瞬息萬變的資訊，最好根據變化不斷的修正。

左四臧撰；謝佩璘譯(民 89)，「圖書館預防輕化震災的措施及災後補救與復
甦：敗 年洛杉磯北嶺地震教訓」，新世紀，新理念--公共圖書館發展實務研
討會論文集，(台 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4-63~4-72。





增設有聲共享學習區、人際關係增長區 、 3D電影院、
簡報演練區 、放鬆發想區 、 虛擬實境體驗區、 體感
科技體驗區等圖書館新服務。













南台圖館再出發 比誠品還誠品

2016-12-11 聯合報 記者周宗禎 udn.com/news/plus/10207/2161636



註: 105年2月之後B1改為罕用書區，不再列入入館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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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復原處理過程摘要



地震發生在半夜, 圖書館內無人員受傷,館員從居住處也都回報平安。

2016年2月6日清晨美濃大地震造成台南地區受災害,本校圖書館因位
居高樓層,損壞非常的嚴重,九成書架倒塌, 30萬冊書散落一地待整理,
復原工作需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

統計受災數據，包括人員傷亡、財物受損預估金額等，
以通報校方、教育部、當地政府等。

包含受損家具零件之清查、更換、維修 。



分為尋求校外支援及校內支援。
由於受損的圖書館在一段時間內不能提供圖書資源給本校的師生，
此時向非地震區之外縣市圖書館求援， 除了可以利用你的人脈，
更可利用館際合作管道或各個區域聯盟的協助更會有效果~
例如：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北、中、南、東區各區委員會 ；
例如：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

求金援、志工人力支援、投保人員意外保險、館員分工、排班，物資
便當人員裝備手套、口罩、繩索、水、點心…

圖書館復原工作分為五階段進行，思考各階段需要的人力分配為何？
工程完成前後順序、資源的投入為何？

尋求校友支援。



導師會議、 學生會、高階主管會議、董事會報告…

召開專家會議…

各階段工程完成前後順序與進度

非原樣復原, 必需要想圖書館之創新環境及服務, 必要時對調樓層。

讀者溝通、與館員及跨館之連繫。

處理校內外讀者投書。



復原施工期間, 為安全考量, 規劃禁止進入之區域。

分樓層逐步完工及開放, 並考量圖書館圖書移架、淘汰、由大類到小
類重新分類上架之進度。

舉辦感恩會, 感謝所有協助圖書館的人員。

給學生機會教育, 例如：跨校借用書車、熱心免費運送書車、 資深校
友當志工、圖書館間互相幫忙、免費提供館際合作圖書文獻、 捐款。

希望能更貼切讀者之需求。

數據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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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圖書館的永續與生命力 」

請想想 ---

如果是你自己的圖書館因地震
受損嚴重時 ,  你會怎麼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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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今日的分享, 可以讓
您有最佳的準備, 以降低
災害帶來的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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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感恩再出發影片
https://youtu.be/89fMtO6P8u0

雲端：
https://drive.google.com/a/stust.edu.tw/file/d/0B
4YE355n81r4NTJUR3d6YjFMU0E/view?usp=sharing

https://youtu.be/89fMtO6P8u0
https://drive.google.com/a/stust.edu.tw/file/d/0B4YE355n81r4NTJUR3d6YjFMU0E/view?usp=sharing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感恩再出發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