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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立中興大學中正..館萬館於921大地震中

損憊'!I總5年...終於在今年九月撞車行越發主

"結樹UIli&﹒全校獸般期待﹒預計於明年三、四月

間正式Jli用，殷務師生 ﹒

ZT麼?5年...

r畫值錢要5年?J 眼見台中的大樓、司1111-

綠綠膺!!而立﹒心想不過就是驚個房子.'范.:a

.英教授，串串，這汁中興大學是一個國立大學，可

不是什麼事都歸學校N7獄，區 。 早已不敷使用的.

...建.20年來都是個夫連連(筆者按:遷.母

校 r連串串住J 噶?)﹒所以遺辦都要等饋的核倫之

後 ﹒ J 當時，直宵節緊急續數 1.6億以供續強，司是

，絞主管、師生們簣，鐵筋外，、機脂粉塌，真不

知贖回何才能猜得比甜，塌前還.r強」 ﹒ 給這被壓線

任內校長四方奔走冒，濃重iI﹒趣，寄一年三個月的事

肢，終於11准6.9億元的絕食在原..館舊址興連

連續即將呈現給犬黨的地下一融、地上七厲的宏偉

且現代化的建緩 。

r ;量有7.才艙她呢Jt蓋下來的日子就在提計

..、公開上街、招線、發包中趕deadline ﹒一年

又過去7 J • l'Gn裴曦il: r 公家銀位很Jl煩

的』﹒包也去之後並非立I!ÐIb工興建﹒尚須先行m

驗鍋塌的當銬. Hf軍三月姆"工典..估計單土木

訪問、撰寫驚小風

工程筒的就需兩年多才得自費工﹒七百多個日子釋，

基本工程如清鍍縛，睡著于夫等它)Ji固﹒然後再.上

面-11. 因2忌斬"是七11*串1. 工程不能，隙..

Ji爽、下雨矢書E﹒延級工程進度，范館員及11..

同仁們8日間ID 、口唱心和地祈請司，哭笑笑'IË ••• 

(如果校友諸君以為自直看天多打字了.lJI!您一定沒

有發老﹒發.1) 陸除IIfUII監督之外，館長也*'常

.同仁赴工地被級工程進度﹒於是高級敏唐成運動

串連、時，區的變型不知安全帽*f電流行!不值是..

館人員全力這餘﹒中興絞肉主帽，、老師也都在各崗

位土鼎力幫忙，土木系和工學院的教授'l1P7動員R給

她錯，、監督工程，連除這.海夫呂興建.系的教授

也自頓地般不7 r干係J 前來悔勛 。 終於﹒今年六

月土木結構完工遜于苦初_.但因為重建團隊堅守臘

總肥"的酸實﹒發現草草籠便冀東修改，所以盟，於+

月二+-日第二次價值。茲時，..館11遮工程大，

紀列於衰一 。

表一、翻書館大事紀

日期 事件 」

88.09.21 中正闢哥哥倒賣學921大地震中紡織

91.02.04 行敏民核定gff費

91.03.04 m樂工躍閱工

91.03.13 爾IlÐílu':l'ì

91.04.25 歉，自開始雄工(估計僑785天究工)

91.07.23 '"電Tf1I1T.

91.12.23 !l桐工1型聞工

~ 93.06~ ll!冒罷工草草書u.

93.07.16 水池初.. 

93.08.23- ~'ii"Tl1 
93.10.21 1m樂理輸

I 94(預計) !III.，an進行擻，區(i且工』串通度)

94(預計) 轍，自敵m

偉民國80年間的游行數曲



lJf+lJi.t可獻鑽蠢蠢.?其實聾，區、 111M沒

有﹒永電還在糾正缺1!中，著不從11..劉白將來

.對師生遠處使用土的不傻，且-恩將來偏見立追

加修正繭_.也對不起圓寂，初對中興的)J袋，扇

窗倒是﹒歸心可以合這遇..麓，實的是...錢可

不是雅，也種﹒有了þ水..7.. 通緝!I也總

縛..和閱覽舟的農緒也遁入.tt設置好才能闖過﹒

薪，寶座祖國，自~t. ~II中興潮，目前的蜜"娘，

為地下一總是停車肉，、筒..Jl一般劉貫盒，在彈，

3監考~大考期間傘，舊時可以三+四小時開放 ﹒供學

笙自冒使用﹒一橫遍，考資料區、 主鍾展示盔、自

晦龜鹿，區、lJI公區、 øA.; 三總逾期刊閱覽

區、 æ.﹒.區;三.逾期刊閱覽區、視圖，資料

區;四續為資訊推廣級軍;五繪治精圖畫資料靈;六

橫過...;七撥通，除... 、 11衡中心;男

外...討M區各分倚在三、主、四、五續;開鞭

間.區各分倚在四 、五、六橋;三續和四構有研究

小間﹒各繪圖分佈前見.5三 ﹒

•• .. 值中，電湖﹒ ..IIJ喔，曾是中責人暈，賢

的固悔﹒斬ø.餒，彎道此地之般卸責喔，膏v﹒種

原~.鍍帥的餒It中﹒中興湖與新..大稽之間是

饋柏油路﹒...*i!!i往﹒新館種餒，隊希望將它

做成一個.tt. 向學校學散~.. 前的柏油路，壘成一

個大草坪廣圖. .﹒學生有一個法動蜜，.，.錢延伸行

敢大串I-I到.... 形成-片綠地 ﹒ 費醫哥哥績來函，

渡大總鍾未做公共莓，甚法規中若干面積....有若

干停車位*規則也是夠的停車空間{位組定計算出

須有至少94個停車位) • ~7獲毆縛鐘築執照﹒只

好備做區艘軍停車緒 ，以兒li.ilJ地下室之，24/)、時

自信聾的織創﹒不過﹒上有政黨、下有對1Il﹒館方

目前，不跑"鼓鼓區單位﹒ 11然單位，聽蠱，姆在lJ

兒7' 但是個可購部片贊好之地但留供學生作-些

.~區和動，區活動 ﹒ 11們中興鐘書文人、科領寵兒仍

綴III I!J

像有-儷雅地﹒

爺的...畫像什麼呢? 1。月初符"﹒資所同

學~新館前眩，站瘋盼到24名研究所1量大學.同學，

勘悶悶擊對2頁.種縷的外，盟，法﹒ F軒鐸縛的形容司

"五花八門，包為干II~臣 、 火鍍金、文化中心、台

北火車站、表鐵百.及Jlj咒三111百貨公司 ﹒.鍾的

校友諸君膏..回母校jjlJ忘7也來掰一帶新饋的總

C!.富貴揮憊的想，阻力﹒問及同學們對..鍾的.. 

與期符便更加編果7' 同學們自a.新.n.有這

雖飽飽、為緒，筒.的時傲，也賣會的n決定﹒.

-致的心，莫過~:降值畫畫翩翩金1 中典的問學真

是*PlïU、長期鐘，哪﹒

去二、 新做各槍屠預定之配償

被眉 槽.用這

-~重
參考資，再疆、主題展示儷

也隨&膺w區、辦公函、館長室

二.
紛刊閱覽11 '21晨，庫區

"討.畫、研究小間

三4直
"刊蝠111 、說S資料區
.看討.11

四.
閉目E閱覽區﹒資訊推廣教室

.看討自由室、研究小間

五#書
開1111區、特iI簣，司鑫

讀者對當重

大總
閉目~IIII

ta室

七總
國隊，弱，
警衛中心

停車‘

Ll主一



被個蚣11

與母校，也立「北台大、中中典、與兩I<<.大」之宏

.﹒銓{否則將納入-般.金卡車育館預佑的鐵軍車響

靈通-百七十五萬冊，而今儼於鏈，僅有釣六+萬

冊，濃重~nt圖字不給 r.J 陳﹒

B:II: 鐘書1111110為酋長渡英教買賣百忙中

11冗接受兩;咒~筒 ，鐘..構件 ;11"李嵐龔小

姐隙ò鐘供資，司，鐘致11悅﹒感到1I..m學研究

所絲雀.、絲雀電車同學繼頭1100於中興單明湖酵輛自由

開學﹒書翻中興大學同學之.見提供﹒ wt一併費

觀咱輸帥研究所助理酬凰

蟬，審理念

中興大學目前的館激約有-~醉在.....'兒

，←半分散在各個系所...'~..:a-盒，總分

敞﹒遂成使用 、管理土的不傻 ，所以希望館，中，實

海J;/.llt給予學笙-~晶冀的服ø ，但目前.... 種各

a借~IBØ ﹒實在也沒有貪圖直如此做'Jl益於斬"

建成績偉道到此-目...然-般71l11.位出版可

泣，.少做存空間，但是筍，書長被血，目前的也版宜."

估計，絃:.$的出鼠.在大蠟未來五年通*再成長，

約需+草草後才﹒平，重﹒所以..艘，慎重間的成長

還是-個很迫切的11311 ﹒因此這個佔地寓卸的..

饋，區然目前圖書，區縛大街壘，饋於30年使用的前﹒性

靈敏﹒

.......作Iillllli~..t

矗團
讀﹒里土地公鷹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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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饋共般有-干，但觸覺庸次﹒分散1it

三、笠、四、五周總， tt種供研究，恥，."以及供.

個學習的大研究1Ie' 鐘且手，續書畫展資訊，區，區、努力

推廣﹒雖然一般大學..館目前函IIß續當關肉強

"妥鑽研究，但因本校目前仍以大學留學笙居~，

所以宜t_特別強111.大學部的學生預圓圓閱覽空間﹒

新蝕，章提供良好的土獨獨圾9f' 錢獨獨自11111錯個人

f凶甘資訊風車，、扇置liQR系統凰"上，區位參考艙詢

服ø.

第三灰訪問范館長篇東之前，錢特別IJ、酸酸'It

~闕，台大與成大連館各周縛+三偉、九偉先預

算﹒反IIR們中興大學.--相間續續的..餘，

只串16.9lI '於是驅車傳部分詞就只有籠省則省一個

廠則..然，宮內同位都自份總使用軍傢具，包.1;

S能鐵師生有新信具可以用﹒而且俗輯翩，好﹒給

人不錯冒.'新館寫成後11然縣法增泊，官員人芋，但

是草.台大、敢大超過畜禽冊的，官崎及越厚的電子

實潭 、資料.' 館長及盟軍館員也殷切希望，擊.校

友、同學和各界熱心人士乏力，清滴成草鞋、 ø沙成

糟糟增加館覓.、"種新』區街及般由臨﹒由gll師生有

更多的好，、好費量麗可以專用，覽圖自支縛.校長繼

一一些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