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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期刊排架是圖書館中一個重要的服務工作。在國內由於各個圖書館方對這項服務工作的認知

和做法有些差異，特別是在以類別或是筆畫（字母）的排架方式上。本文試圖從過往的調研工

作、案例分析、工作理念、制度、使用行為與書店的類比上去討論，不論是對現刊或過刊，若以

分類方式當較依筆畫（字母）方式更為適切的原因，期望圖書資訊專業界能對此一現象多加重

視。 

The periodical shelving is an ordinary service for patrons in library, but in 

Taiwan it is a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cademic and public libraries. This 

article intended to discuss the shortcomings and influence of periodical shelving in 

the sequence of alphabets in English or words in Chinese. Using the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of periodical in shelving should become more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to all readers in the library. The real merits will be found when the readers 

personally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periodical search in the different libraries. 

 
【關鍵詞 Keyword】 
 期刊排架；期刊典藏；瀏覽行為；使用行為；圖書館 
 Periodical Shelving; Bound Periodical; Browsing; User-behavior; Library 
 
壹、緣起 

在圖書館中，期刊的排架方式是不

被重視的服務項目，但卻是一個值得討

論的服務觀念。在網路和資訊科技快速

發展的此刻，國內各大學圖書館所提供

電子期刊的數量幾乎已是紙本（印刷）

數量的十倍以上時，再去討論紙本期刊

的排架（中國大陸稱佈架）方式，似乎

是有些多餘。筆者因為常使用圖書館的

期刊雜誌，也會從使用者的角度去思

考，圖書館對讀者的服務工作，其人性

化（或親切化）的服務精神應如何的拿

捏和表現。在圖書資訊逐漸被電子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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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的潮流之中，再去談論紙本書籍的

服務性似屬落伍，但如果不能正視紙本

資訊的服務工作，傳統圖書館的服務精

神與貢獻就會加速的消失。國內過去很

少討論這個問題（註 1），筆者願意在

此提出一些想法供學者專家參考。 

貳、服務精神與目標 

圖書館的服務精神早已從舊有的對

書服務，轉移到對人的服務上，即強調

重視讀者的需求。圖書館在科學化的管

理與人性化的服務理念上，期刊排架的

目的是以方便讀者的使用和滿足讀者的

需求為優先，也就是希望符合讀者對求

近、求簡單和省力的期望。圖書館在實

踐此一理想時，則必須考量到各館在讀

者群性、館舍空間、期刊數量、服務條

件和使用特性上的差異。對這個理念的

檢討，也促使館方檢討其服務與管理工

作上的問題與衝突性。目前在國內，許

多圖書館的中文期刊以字首筆畫編序，

英文期刊則以刊名字首的字母順序來排

架，這種服務方式是否適當，值得加以

討論。 

參、各種排架方式 

圖書館中期刊的排架方式有許多種

（註 2）。同一館中，現刊和過刊的排

架方式可能會不同。排架的理念即使相

同，排架序號的組合方式或標示方式也

可能會不同。 

長久以來，圖書館期刊的排架方式

主要是以「字順法」和「分類法」為

主。字順法分為形序法和音序法，形序

法可依字首的筆畫、筆形、部首或四角

號碼來區分，在國內較多是以刊名字首

的筆畫數來排列，相同時再比較第二字

或第三字的筆劃。音序法主要有字母順

序、拼音和日文的假名序列等。分類排

架法是將刊物內容或性質相近的刊物集

中放置在一起。依中外文再做進一步的

說明： 
一、中文 
筆畫法。先依刊名字首（繁體字）的

筆畫順序排列，同字首的刊物再依筆

順或第二字（詞）的筆畫排列。再將

使用「簡體字」的刊物，依刊名字首

的筆畫順序，另架陳列或與繁體中文

合併陳列。 
拼音法。在中國大陸，有的會先以刊

名字首的漢語拼音，再加數字（代

碼）以建立排架的順序，或再加上出

版的年代。 
先依某種分類法（如「中國圖書分類

法」）分類排架，對相同類號的期刊

再依刊名字首的漢語拼音序列、或依

刊名數字，或依刊名字首的筆畫順

序、或依出版社所在地區或年代的代

號（大陸的做法）順序排架（註

3）。 
先用漢語拼音，再加上創刊號年代。 

二、日文 
有的圖書館將日文期刊獨立出來放

置，有的圖書館會將其合併在中文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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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其排架的位序，有的是以刊名字

首的筆畫順序，有的則是以五十音的順

序來排比（淡江大學）。在日文刊物數

量不多的情形下，採用分類或字順法排

架的差異不大。 
三、英文（其它外文） 

在國內，英文刊物的排架方式，不

論是現刊或是過刊，幾乎都是用刊物名

稱首字的字母順序，在現刊中用分類方

式的極少。有的圖書館，西文現刊以分

類法排架，過刊則以刊名首字的字母順

序，或按字母拼音排架。有的圖書館則

是現刊按字母順序排列，過刊依照分類

法依序排列。 
四、混合式 

全館現刊可先依分類處理，再將同

類的各種語文（中文、日文、英文等）

期刊依序排架。 
根據本人在西元 2007 年 6 月底所

做的電話詢問，在全國 167 所一般大學

與科技大學圖書館和 30 所縣市圖書館

中，以公立大學圖書館使用分類排架式

的採行率最低（13.2%），科技大學高

於一般大學（註 4），縣市公共圖書館

（文化局圖書室）的採行率最高

（86.7%），全國平均的採行率為 31%
（表一）。為什麼公共圖書館的採行率

這麼高?大學圖書館的採行率較低？本

人在幾本圖書館學的教科書中並未找到

答案。是不是以一般刊物為主的館舍

（如公共圖書館），實施分類排架法較

容易，或閱讀率愈低的期刊，較不適合

採用分類式排架？有趣的是，在有著圖

書資訊學系或研究所的大學圖書館，皆

未採用分類法排架方式，這些現象皆值

得加以探究。 

表一：國內期刊排架採分類法之館舍統計

（2007，6月，作者所做調查） 

 國立大

學圖書

館 

私立大

學圖書

館 

國立科

技大學

圖書館 

私立科

技大學

圖書館 

縣市公

共圖書

館 

 
總計

圖書館

數目 38 28 22 79 30 197

採分類

排架的

館數 
5 4 6 20 26 61 

百分比 13.2% 14.35 27.3% 25.3% 86.7% 31%

肆、各種排架的優缺點 

一、分類法 
優點 

1. 將內容相近的刊物集中安排，使其

形成一個有主題的群聚性展示，讓

讀者可用「按類索刊」的方式很方

便的找到所需的刊物，並可接近並

參考其它相同（關）類別的文獻資

料，更突顯學科、領域、學門的特

性。這也便於館員的推薦宣傳和輔

導閱讀，增加閱讀機會和資訊的廣

度。 
2. 讀者在同一區域中查閱同類、同種

的期刊，提高了查閱速度，提升讀

者閱覽期刊的興趣。 
3. 有助於讀者對相關主題及新增刊物

的接觸性，方便瞭解在某一類項目

之下，有哪些期刊發揮了瀏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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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 
4. 幫助館員方便的處理刊名變更的問

題，其分類號不變，須加註變更位

置的說明，可避免造成期刊漏檢、

管理不便與讀者利用上的困擾。 
缺點 

1. 對查找期刊的讀者而言，他們所重

視的是資料的位置（期刊的名稱、

時間和卷號），當讀者不熟悉或不

習慣分類規則時，則必須查閱一下

刊物的分類號，而增加查找的時間。 
2. 雖有分類原則可供參考，但跨學科

的期刊不易歸類，同類刊物序號的

編定尚無較一致的做法。 
3. 在中國大陸，「中國圖書分類法」

的變更已有四版，每次的變動都很

大，影響所及，會造成讀者對分類

方式的排斥（註 5）。 
4. 某類刊物的數量較少時，分類排架

的效果較不明顯。 
5. 對刊名類別認定的差異。刊物的正

式名稱（查詢系統中使用）、刊物

封面上的名稱、以及讀者腦海中名

稱（性質），三者之間在分類辨識

上可能會有差異，由此而造成讀者

對排架服務的抱怨。這個問題在以

筆畫排架時亦會發生，但在分類排

架時，因讀者是以刊物的類別來辨

認，其情形較為明顯。 
二、字首筆畫和字母順序 
優點 
在國內，因為讀者對中文筆畫（字

母）的熟悉度較高，用筆畫順序的查

找比較方便，而甚少借重檢索工具。 
缺點 

1. 筆畫多時容易出錯，讀者有時會因

筆畫的計算失誤而在書架間來回走

動。 
2. 當有新刊物加入或有相同名稱的刊

物時，順架的工作比較辛苦。改刊

名的期刊，則必須在舊的位置上附

加新位置的說明。 
3. 中文字形在繁體、簡體與異體的差

異，常困惑著讀者的辨識性，例如

對「台灣」與「臺灣」的辨識性。

至於刊名抬頭中的「國立」、「省

立」或「縣立」一詞的使用，更易

造成讀者的困擾。 
三、號碼排架法 

號碼有其特殊的來源，在大陸使用中

國郵政的郵發代號，其按區域劃分，

對一般性刊物較方便，但並不適合學

術性刊物。絕大部分的讀者並不熟悉

各刊物的代號，使用上並不方便。 
四、漢語拼音法 
優點：這對漢語拼音較熟悉者方能為

之，如在中國大陸和美加地區，其優

點是讀者便於記憶和使用（一如在台

灣使用筆畫順序）（註 6）。 
缺點：在台灣，因為國人對漢字的辨

識並非借用漢語拼音法，因此目前，

此一方式幾不可行。 

伍、主張分類排架 

一、調查工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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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決策依據的質疑。在國內，針對

圖書館中期刊的排架方式究竟應如何才

好，許多大學圖書館都曾做過調查工作

（註 7），並依照調查結果決定該館期

刊排架的做法。對於這些調研工作及其

結果，筆者覺得有必要加以討論。 
被詢問者是誰？有好幾個調研工作是

以學校老師或館員為唯一的詢問對

象，這是一個錯誤。許多有關圖書館

的調查資料中均顯示，在大學圖書館

中，教師對圖書館的使用性（註 8）
皆不及學生，所得到的答案怎能代表

真正的使用者呢？時下許多老師在找

資料上皆仰賴學生（特別是研究生）

上網檢索或下載，跑圖書館的工作更

是由弟子代勞，這在理工科系中已是

極為普遍的現象，留在圖書館中的多

為文法科的教師（註 9）。問錯了對

象，其結果自然會有問題。 
使用對象與習慣：有一些調研問卷是

以學生為詢問的對象，但卻是以校內

一般的學生為主（很少是針對進館的

學生），特別是並沒有針對使用期刊

的讀者做調查（或分析）。一般學生與

常來圖書館看期刊的學生對期刊的接

觸性會有差異，在使用性（頻率）方

面則更為明顯。對現刊而言，每週一

次和每月一次的使用者對期刊位置的

印象會有不同，而一次來看一種刊物

與看好幾種刊物的讀者，對現刊排架

的認知與觀點也會有所不同。這些會

影響著調研結果的相關因素，皆未列

入調查工作或做進一步的分析，調查

結果的信度就十分可議了。 
比較性：這亦是一個應注意的部分。

那些調研的問卷都曾問受訪者：你對

目前現刊排架方式的意見是否贊成，

受訪者的意見不是支持（喜歡）就是

反對（其它意見甚少），然後館方就

根據這個結果做成決定，要改變或不

改變。問題在於受訪者在接受詢問

（填答問卷）時，並不知道這個調查

結果會影響著館方未來的服務方式；

而他們在選擇答案時，並不知道另一

個可能被採行的服務方式。他們不是

在選擇較好的服務方式，而是在判斷

現行服務方式的好壞。重要的是，判

斷好壞和選擇方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

項目，調研結果的影響性或嚴重性，

受訪者並不瞭解。有的調研問卷曾問

受訪者對現刊以分類或刊名序列排架

的看法時，有多少受訪者真正瞭解或

分別使用過與比較過這兩種的排架方

式？由於問卷中並沒有問到受訪者過

去的使用經驗並加以分析，因此，受

訪者是否做出較具可信度的反應不無

疑問。 
因為有著這些疑慮，筆者並不相信

那些調研工作的統計結果，也不認為館

方據此所做的決定是客觀、公正和合理

的。 
二、案例分析 

國內目前對現刊採分類排架的大學

圖書館甚少，對圖書館使用者的調研工

作較不易顯示出這兩種排架方式在比較

後的結果。在此僅將兩個案例試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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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明分類式和筆劃式排架的差異性。 
在一些大學中，某些學院因為在教育

性質與教學理念上的差異，特別是在

專業教育方面，學校會將該學院的圖

書館予以獨立的設置（即用分類方式

為主），如醫學院和法學院就常有著

獨立的圖書館。台大的圖書資訊學系

因為有著專業教育的特質與機會，也

有著一個獨立的圖書館。現以該系圖

的狀況試做說明，該館中有著和該系

教學、研究與服務相關的各種資訊，

其中各種專業紙本的現刊共 223 種

（2007/5/25 資料），依筆畫（或字

母）順序排架。以現有期刊架的放置

狀況，每個書架有 6 層，每層可放

3-4 本（多為三本），共約 12 個書架

（實際為 13 個書架），每個書架寬

1.2m，則書架總面寬（長度）為

24.4m。讀者在期刊架前找書的距

離，一次最長也只有 12m 左右（以

單走道雙側書架計算）。在台大總圖

書館中，一樓以筆畫（字母）順序放

置著社會科學類的期刊。該校圖資系

若非擁有獨立的館舍，其期刊也會依

筆畫分散放置在總館的一樓中。總館

一樓現有 4471 種紙本期刊（2007/5/25
資料），以低架和高架書架放置著。

如以高書架為例計算，每架 5 層，每

層放 4 本（現多為三本），則共需

223 個高書架，每個書架寬 0.9m，則

書架前的走道總長為 100m（以單走

道雙側書架計算），如加上圖資系圖

書館中現刊書架的走道長度，則總共

有近 112m 長的走道。因此若需尋找

（瀏覽）圖資類的期刊，則有可能會

在 112m 長的走道中來回走動。從這

兩個數字來比較，試問讀者是願意在

112m 長的走道（以筆畫、字母排

架）中找期刊呢？還是願意在 12m
長的走道（以分類排架）中找資料

呢？該系所的師生有此福氣，那其它

系所的師生呢？ 
很多大學（或大型）圖書館中都有一

本中文期刊「PC Home」。如依一般

的筆畫順序排架，不論該館是以「英

文、數字、筆畫」方式或是以「數

字、英文、筆畫」的排架方式，它可

能被依英文字母的刊名而被放在期刊

架的前端，但也有可能會依其刊名的

中文譯名「電腦家庭」而被放置在

13 劃的刊物群中，並在英文刊名的

位置上標示該刊物是被置於另一個期

刊架上。對於想看該刊物的讀者，習

慣上必須記得該圖書館對這份刊物的

做法。如果是用分類排架方式，就沒

有這樣的問題，它會和其它相關的期

刊一起被放置在電腦類的期刊架上。 
三、服務工作的理念 

圖書館的服務工作應以使用成效

為優先考量。過去的圖書館一度曾以

「藏書」為中心，後來演變到以「讀

者」為中心。此外，圖書館的服務更被

強調要重視「人性」（「人本」）的因

素。如果這些理念是真的要落實在服務

工作中，那麼對期刊的排架工作便不是

那麼具有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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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管理工作上來看，以筆畫（或字

母）順序排列，工作人員在刊物的上

架、順架、查詢和調整上好像比較方

便，這是一種假象。事實上，排架的工

作是要依照刊物的「架位號」來進行，

它和刊名的筆畫順序並沒有關係。架位

號的調整是專業館員的工作，依架位號

處理期刊的位置則可由其它非專業者

（如工讀生）來處理。區別了排架工作

的性質，服務工作與使用上的關係及其

重要性就更容易瞭解了。 
四、期刊非書籍的爭議 

期刊在排架上的特殊性和其是否歸

類為書籍有關。期刊是不是書籍，已有

很多的論述。廣義而言，期刊應被當作

書籍來看，因為每一份期刊都有其特殊

性。雖然，並非每一篇文章都完全符合

該刊物的主題性；何況，期刊也會不定

時的刊出一些專題性的論述。如果因此

而認為期刊和書籍不同，那麼一些個人

的壽慶榮退論文輯或研討會的論文集

（其中的文章可能因主題的多樣而顯得

複雜），又怎能被當作書籍來看呢？ 
如果期刊被視為書籍類，那麼期刊

就理所當然的可以（或應該）用分類性

質來排架，不但現刊如此，過刊也是如

此。當現刊架和過刊架都被安置在同一

層樓時（如淡江大學總圖），讀者就能

很方便的將現刊的查找方式用在對過刊

的查找上。在美國有些大學圖書館更徹

底將期刊視如書籍類，將過刊直接和書

籍放置在一起，不但在電腦的說明和查

詢上更為方便，查找各類書籍時也較容

易（這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題目）。對

讀者而言，館藏組織（陳列）的方式愈

單純，讀者的使用愈方便，而不需去熟

悉個別的排架方式。 
對館員而言，現刊的分類工作或許

是一個較棘手的項目。事實上，在分類

工作上可參考下列幾個工作原則： 
依照「中國圖書分類法」做原則性的

分類。 
依國家圖書館所收存全國各種期刊的

分類方式，或參考國圖所提供的「期

刊目次」或「期刊指南」。 
跨領域學科中的刊物比較困難些。可

將類別資訊直接提供給該刊物的主

編，請他（她）們去認定該刊物應屬

哪一類別。沒有一個刊物的主編不清

楚自己刊物的性質、類別與讀者群的

屬性。 
在大學中，雖然學院裡的科系差異與

刊物分類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亦可由

出錢購置該刊的系所單位，決定該刊

物的分類屬性，因為該系是較重視該

刊物的資訊。 
五、制度的統一性 

在國內，近七成的圖書館都是以中

文筆畫順序和英文字母排法來處理現刊

的排架工作。不論是採用那一種的排架

方式，原則上全國各種圖書館都應採用

同一種方式，這對學術性（大學和研

究）圖書館來說特別重要。因為在教

學、研究與服務方面的需求和條件，學

術圖書館的服務工作本來就有著一些共

同性，學生對圖書資訊的接觸與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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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應因學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學生

對各種資訊的查找應是一種普遍與基本

的求知能力，否則各類圖書館在這方面

所造成的差異，只會加深學生與圖書館

的距離，而無助於提升圖書館的服務

性。總之各個圖書館在規模、空間、設

備與使用者方面的差異，並不是造成各

館在期刊排架上出現差異的理由。 
六、讀者的使用行為 

讀者使用期刊的行為和期刊的放置

性（排架工作）有關。在圖書館中，讀

者使用期刊資料的行為可以粗分為兩

種，一種是對現刊的瀏覽，另一種是對

過刊的查找。對期刊排架工作的檢討，

應從讀者的行為與需要上著手，忽略了

這一點，可能會影響到期刊的服務性。 
瀏覽與查找方式 

1. 瀏覽：除了電子期刊所提供的最新

資訊之外，紙本現刊（尚未裝訂並

放入書架）應是圖書館中最主要的

新資訊之一。一般而言，人們去圖

書館期刊室的閱覽行為多是主題式

的瀏覽，特別是在公共圖書館中，

讀者會從幾本比較熟悉的刊物中找

一找有沒有什麼新的資訊（作品）

出現，較少翻閱其它特殊的刊物，

瀏覽的樂趣常是從那幾本刊物開

始。因此，讀者的行為主要在書架

與座椅之間的移動（拿書、看書與

換書），而非在書架（空間）之間

找書，這是瀏覽行為的特性。試

想，如果館方將「時報週刊」、

「TVBS 週刊」、「壹週刊」放在一

起，「讀者文摘」和「講義」相

鄰，「天下」、「遠見」、「展望」同

行，「薇薇」、「時尚」、「浮華世

界」並列，這對讀者而言多麼方

便。 
在圖書館的學術性現刊中找尋

一些新的資訊時，如果不是在一個

分類排架的環境中，讀者常必須先

熟記他想看的該類刊物的名稱（可

能不只一個），如果他不能記得那

些刊物的確切位置，則必須在架位

間尋找，忽而彎腰，忽而前後移

動。拿到一本就回到座位上細查，

或就近站著翻一翻，放回去再去找

下一本期刊；或是一次將所有要看

的刊物拿齊，再到座位上仔細瀏

覽。遺漏了某一份刊物是常有的

事，這種經驗只有常去瀏覽現刊的

讀者才有。 
2. 查找：查找行為主要是指讀者對過

刊的使用性，對現刊的查找行為一

般比較少，查找過刊的便捷性會影

響到讀者對圖書館服務工作的印

象。查找行為的特點是有著特定的

目標：哪一本刊物、哪一年、哪一

期、哪一頁到那一頁。換言之，讀

者去查找刊物時，心中已經有了較

清楚的刊物資訊，在過刊的書架區

中，讀者會利用其較熟悉的方式

（筆畫或類別）盡快的找到那一本

刊物。除非是還有其它不同名稱

（或類別）的過刊要查找，否則讀

者是很少會在過刊區中走動甚至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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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查找行為會受到是否先利用檢

索工具（如網路查詢）的影響。讀

者利用檢索工具先查到了該資料的

位置（索書號、架位號），在書架

區中找尋其位置就比較方便。這

時，過刊是用筆畫或分類的排架方

式，讀者並不會在意。換言之，讀

者對索引工具的使用會縮減期刊排

架方式的差異。若非如此，則查找

行為會受到書庫（架）中資料（刊

物）排架方式的影響，特別是讀者

對刊物位置的辨識方式。在國內，

許多圖書館對過刊的安排皆以字首

筆畫（中文）和字母順序（英文）

來排列，對台灣的學生來說，利用

中文的筆畫來尋找該刊物書架的位

置是很方便的。讀者可以一邊計算

筆畫順序，一邊找其位置，找到了

書架，再從書架側板（封板）上的

標示排上，查看一下該刊物確切的

架位號，然後就可以直接的去找那

一個年份（卷期）刊物了。如果是

利用分類方式來安排期刊合訂本，

讀者就必須要先知道（熟悉）該館

對過刊的分類方式和分類號，是用

美國國會、杜威或是中國圖書分類

法，然後再依分類號去書架中找尋

該刊物的位置，其過程比較繁複。

在過刊中查找一些學術性資料時，

附近書架上的刊物資料常會有近似

的類別或有著近似的主題，這時，

如果要找一些同類的刊物資料就比

較方便（圖一、圖二）。 

 

圖一：期刊分類排架的陳設 

 

圖二：期刊分類排架，增加取閱的方便性 

學術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的差異：公

共圖書館中，一般讀者對現刊的利用

性較高，瀏覽的行為比較明顯，對期

刊合訂本的使用性較少，這是否影響

了館方對現刊的排架方式尚有待研

究。學術性（大學）圖書館中的情形

則正好相反，讀者對過刊的使用常比

較高。 
檢索工具：對期刊目錄查詢（檢索）

工作的容易和方便，會影響到讀者對

期刊的接近與利用。在查詢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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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圖書館是用哪一種排架方式，基

本上，館方都應為讀者（不論是否是

第一次使用該刊物）準備多途徑的查

詢表（目錄）。從該查詢表（目錄）

中，讀者可以藉由刊物的語文、類

別、字首筆畫、字母順序、字首拼音

或其它資料（如發行地點），找到其

所要刊物的排放位置（架位號）。檢

索工具的方便性，可以減少因期刊排

架方式的差異所造成的不便。 
七、向書店學習 

讀者對期刊的使用行為可由經濟學

理念來解釋，即將期刊資訊當作物品的

市場，「物以類聚」的觀念就是一個很

好的說明。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就以

「類聚定律」來闡釋，他認為物以類聚

的成因，不是在於資訊的質量或是其價

值的費用，而是因為要減低「找尋物品

（資訊）」的費用（支出）（註 10）。從

這個角度來看，將同類（現）刊集中放

置，是合乎人性和其經濟行為。 
喜歡去圖書館的讀者也會常去書

店，從書店的服務上更能體會出圖書館

在現刊排架上的問題。書店因為是以書

籍刊物的販售為主，它更重視顧客的需

求，並力求滿足。書店對現刊的陳設方

式正印證著「物以類聚」的原則，它們

將性質（內容）相同或接近的期刊放置

在同一個區域的展示架上，顧客只要站

在期刊架旁邊，就能一一瀏覽某種主題

的刊物，而不需依刊名字首的筆畫去逐

架搜尋。這種作法不但突顯書店藉著滿

足顧客求方便的人性化需求，而達到其

商業性的銷售目的，也使大眾對於這類

的服務性工作有了多一層的認識。既然

圖書館也是具有服務性的機構，其與讀

者的關係亦應重視這個層次的表現。時

代在進步，服務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正，

反映其對人性與人群在需要上的瞭解和

掌握。 

陸、討論 

雖然在前面列舉了一些分類排架方

式的優點，對於圖書館中現刊的排架方

式，仍然有許多可討論的部分： 
有必要對期刊的使用者做一次較專

業、公正和清楚的意見調查。詢問對

兩種排架方式均有使用經驗的讀者，

其親身體驗與意見。 
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經驗，館方將

現刊和過刊都以分類方式排架。開始

之初，讀者因習慣於既有查閱習慣而

不適應，一段時間之後讀者多能體認

到這種排架方式的優點，特別是可以

藉由一種刊物的接觸而發現其它相關

內容或主題的刊物，拓寬了資料的來

源。從管理再度來看，期刊排架兩種

型式的整合結果，也為過刊本的回

溯、利用率統計和清點剔除工作做基

礎（註11）。 
兼容並蓄的期刊閱覽室。期刊室中除

了有紙本的刊物之外，也應有電腦設

備，讓讀者可利用網路查找電子期刊

的內容。 
圖書館的熟客和生客（讀者）會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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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感覺。對常來圖書館看（或查

找）期刊的讀者而言，他們較重視刊

物主題（類別），以分類方式排架，

對他們十分方便。對圖書館的生客而

言，他們會先利用索引的查詢來確定

該刊物的有無及其位置。 
期刊的排架方式與其管理方式無關。

期刊的管理是用「架位號」，架位號

會依其分類或字順等方式來編定。以

筆畫多少來排架，其架位號和筆畫多

少有著類似的變化順序，讀者在直覺

上比較容易辨識。 
現刊與過刊的排架方式應一致，讓讀

者很方便的使用。一些圖書館在中文

現刊上使用筆畫順序的排架法，但在

過刊上卻使用分類排架法，對讀者而

言，這並不是很好的服務方式。 
讀者的瀏覽行為也會影響到期刊室中

閱覽桌椅的安排。如果館方將刊物依

類別聚集在某一處，則讀者就會較少

在書架間移動，走道空間可以稍窄

些。期刊架旁的桌椅則可以依各種刊

物使用性的高低，做適當的安排。 
分類法在使用上的混亂。今天國內圖

書館在採用分類系統的排架時，中文

圖書有「中國圖書分類法」、「何日章

分類法」做依據。在英文書籍方面，

則有依「杜威分類法」、「美國國會圖

書分類法」或「中國圖書分類法」。

分類法的選擇固然會受到圖書館規模

的影響，既有的分類法是否能真正反

映出類別與學門之間的差異，而有助

於圖書館對讀者的服務亦值得研究。 

期刊分類性的排架工作，不應受到圖

書館服務性差異的影響。在公共圖書

館和大學圖書館中，這方面的服務應

無差異。反而是在期刊愈多的館舍

中，更應重視此一工作。 

柒、結 論 

期刊資訊的優點就是：廣、快、

新。如何讓讀者能很快且很方便的接觸

和利用期刊的價值，期刊的排架方式會

有相當的影響。在館藏刊物的排架和佈

局上，應以方便讀者的取放和使用為目

的，進而提高服務品質和利用率，期刊

文獻只有被方便的接觸和充分的利用，

才能反映出它的價值。 
圖書管理的終極目標還是為了方便

讀者利用館藏（刊物）。方便讀者就是

盡量符合讀者的使用習慣，節省讀者的

時間，快速的接近和取得資料，提高刊

物的被使用性（效益與頻率的提高）。

如果圖書館的書籍館藏都是以分類方式

來排架，同樣是紙本的期刊，為什麼不

能用分類的排架方式？ 
西元 2003 年 9 月，有兩萬多種中

西文期刊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始將過

刊和現刊一起由字順（漢音）排架法改

為學科分類，並輔以拼音與字順法的排

架方式。以北大的學術地位與其在圖書

資訊界的影響性，相信會有其它學校相

繼考慮採用此種排架方式，他們的做法

和經驗可以提供我們參考。 
圖書館是一個成長的有機體。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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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其服務功能的前提下，因應各種需求

而做的改變是必要且自然的。良好的服

務方式，必然經過不斷的調整與變化，

才能發揮其功效與影響力。沒有一種期

刊的排架方式是沒有缺點的，只有適合

性的高低。對於期刊的排架方式，哪一

種比較適當，還希望圖書資訊界的專家

們提供高見多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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