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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目錄 

東海圖書館藏沈寶環前館長的著作專書目錄(一) 

謝鶯興  

沈寶環教授，東海圖書館首任館長，1919 年農曆 5 月 20 日，出生於湖北

武昌，2004 年 9 月 9 日在美國辭世，9 月 18 日長眠於洛杉磯。 

沈前館長出身於圖書館學世家，尊翁祖榮先生為中國第一所圖書館學專

科學校校長。1948 年赴美國丹佛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進修，取得碩士學位，

任職丹佛市公共圖書館，期間復在丹佛大學研習教育，取得教育學博士學位。 

1955 年回國，先任職中央圖書館閱覽部主任，7 月 1 日，接受東海首任校

長曾約農先生敦聘，擔任東海大學圖書館主任一職 1。 

同年，8 月 17 日，撰〈圖書館工作備忘錄第一號〉，闡述其圖書館架構與

經營的理念，擬將圖書館分為開架式部門及功能性部門兩種。10 月 17 日，成

立圖書委員會 2，先生為委員兼秘書，曾校長並函聘唐守謙、吳德耀等先生擔

任圖書委員會委員。11 月 2 日，圖書館設在男生宿舍，沈前館長於開館第一

天即決定圖書館採行開架式 3和工讀制度 4。開創臺灣地區首家開架式圖書館。 

                                                 
 東海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東海創校初期，圖書館僅置主任頭銜，綜理館務，後來擴編後，才設館長名銜。 
2 沈寶環教授〈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云：「我認為有價值的大學圖書館，必須是教職

員和行政各部門共同支持和愛護的圖書館。為達到此一目的，必須使有關係者產生一

種『好壞人人有份』的感覺，因此，學校當局採納我的建議，成立圖書委員會。」見

《書和人》頁 452，民國 56 年 6 月 3 日。按，曾約農校長以「本校為充實圖書設備，

以供教學參考，並根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之規定，設置圖書委員會。」 
3 沈先生〈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云：「在臺灣各級圖書館中，東海大學圖書館是率先

採用開架制度的圖書館。所謂開架制度是指在圖書館開放期間，將書庫開放，任由讀

者進出自行選擇圖書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在臺灣不能普遍採用的原因是：書籍易於

遺失，書庫圖書秩序難以維持。」見《書和人》頁 449 至 456。孫克寬教授〈我和東

海大學圖書館〉提及「東海圖書館館長沈寶環君，留學美國，是圖書館世家。所定方

針，以配合教學為主，儘量地便利讀者。所採開架制度，任由讀者自由參閱、選擇所

讀的書，絕無防制。此事培養東海諸生的榮譽觀念，也使我這愛涉獵的讀者，在那裏

恣意涉獵，消磨了十二年的歲月」，因此他「利用東海圖書館所藏的元人文集編製臺

島現存元人文集鳥瞰表」，認為「如果不是東海圖書館的開架制度，任讀者恣意取書，

豈能有此樂趣？」見《山居集》頁 85 至 87，台中：中央書局，民國 57 年 2 月初版。

范豪英教授〈回憶東海時期的沈寶環老師〉說：「率先倡用開架制度。現在開架制度

已經普遍，不覺特殊。在那圖書資料普遍深鎖書庫，或以鐵絲網圍隔書架的時代，東

海的師生可以自由進出書庫，隨意選閱資料，對於校內的閱讀風氣與榮譽感，真有極

大鼓舞與教育作用。」見《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祝賀論文集》，頁 41 至 45，台北：台

灣學生書局，1989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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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2 月，圖書館由男生宿舍遷入行政大樓。9 月 15 日，沈前館長即

提出上(44 學年)年度工作報告，分從採訪、編目、館藏、贈送、圖書經費、人

員、撥款、流通等方面報告。10 月 13 日，召開圖書委員會會議，研討開放時

間、流通管理、書籍訂購程序、待討論未決定的書單、書款分配等點。 

1957 年 11 月 2 日，圖書館落成奉獻典禮，並邀請參預新館規劃工作的費

士卓博士演講。11 月 8 日，韋棣華基金會贈款，協助設立圖書館訓練課程。 5 

1958 年 3 月 4 日，行政會議通過圖書館發行《圖書館學報》 6，9 月出版

創刊號。 

 

                                                                                                                              
4 沈先生〈東海大學圖書館簡介〉云：「東海大圖書館是臺灣唯一不僱用工友的圖書館，

同時所有的非職業化的工作，全部由工讀生擔任。工讀生的工作項目為：出納流通、

排架、清掃、打字、抄寫卡片、清點圖書、登記、更換期刊報紙等，極為繁雜。由於

勞作室的密切合作，工讀學生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因此工作情緒甚佳，成績也能差

強人意。此一制度，教育的意義實較工作的成果更為重要。」 
5 范豪英教授〈回憶東海時期的沈寶環老師〉說：「民國四十六年秋季沈師開始教授三

年級選修課程『圖書館學論』，上下學期各三個學分。次年改為上學期講授『圖書館

學論』，三個學分。下學期講授『參考工作』，三個學分。三、四年級學生選修。這

兩門課直到沈師六十一年離開東海，才停開。」見《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祝賀論文

集》，頁 41 至 45，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 年 6 月 23 日。 
6 按，行政會議決議發行《圖書館學報》，定名為《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年出兩

期。其發行目的是「為提高學生對圖書館學之研究興趣，介紹中西圖書館學的現況，

以及使社會上一般中等圖書館的管理員有觀摩進修的機會」。於是先生在 47 年 4 月 3

日簽報成立「圖書館學報編輯委員會」，獲得吳德耀校同意，並聘先生為圖書館學報

編輯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東海大學校刊》(4 月 16 日)，刊載圖書館決定發行《圖書

館學報》的消息。范豪英教授〈回憶東海時期的沈寶環老師〉說：「在紀念韋棣華女

士(Mary Elizabeth Wood)基金會支持下，沈師在東海時期，另有一項重要貢獻。他主編

並出版了兩種圖書館學出版品。其一便是『圖書館學小叢書』，一共印行五種：……

第二種出版品就是『圖書館學報』。這是一種年刊，於民國四十八年創刊，至六十年，

共出刊十一期。」見《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祝賀論文集》，頁 41 至 45，台北：台灣學

生書局，1989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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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10 月，沈前館長堅辭館長之職，改聘為文學院專任教授兼圖書館

顧問。 

1972 年 7 月 31 日，沈前館長離開東海的教職，隨即受聘於彰化教育學院。 

略計沈前館長在東海期間發行的 11 期《圖書館學報》，共發表了 11 篇論

文及 1 篇〈編者的話〉。 

圖書館學課程設計中對於通才教育之重視(英文稿) 第一期 1959.01 

編者的話(英文稿) 第一期 1959.01 

論圖書館學研究教育的課程標準 第二期 1960.07 

寫作科學研究論文的有關問題與參考資料 第三期 1961.07 

共產者主義控制下圖書館事業所受到的摧殘 第五期 1963.08 

怎樣訓練化學家從事文摘與索引編製工作 第六期 1964.07 

一九五零年代科學性期期刊學報總調查 第七期 1965.07 

西文暢銷書史話 第八期 1967.05 

嚴文郁先生及其著作 第九期 1968.05 

圖書館學研究工作有關問題之商榷 第九期 1968.05 

科學性出版品的選擇問題 第十期 1969.12 

圖書館工作自動化的問題 第十一期 1971.06 

誠如莊道明〈圖書資訊學造塔人--沈寶環教授著述目錄〉末段所說： 

沈教授從年少單身遠赴美國留學，將圖書館學專業知識攜回臺灣。在

一片學術荒漠之中，憑藉其實作灌溉的精神，逐一在北(世新大學)、

中(東海大學)、南(中山大學)為臺灣搭建起一座座符合時代的人性化

圖書館。而沈教授在從事教職工作期間，更以其豐富的學養，秉持著

識才、情才、與愛才的教育宗旨，為圖書資訊學造就一批一批社會菁

英，而為臺灣圖書館發展奠定最重要的人才基礎。沈教授以一介書生，

四十年光陰為臺灣搭建起一棟棟現代化的圖書館並培植出一批批優秀

的圖書資訊學菁英，以「圖書資訊學造塔人」來形容沈教授，實一點

也不為過。7 

其著作之等身，諸人之研究、撰述實不遑枚舉，非短篇文字足以述盡，僅參

考莊道明〈圖書資訊學造塔人--沈寶環教授著述目錄〉 8、丁櫻樺〈心中有愛

                                                 
7 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4 年 10 月號，頁 28 至 37。 
8 見《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04 年 10 月號，頁 29~37。惟是篇列《兒童圖書館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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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者--專訪圖書館學巨擘沈寶環教授〉 9、程亜男〈沈寶環教授訪談錄〉 10、

何建初〈無愧的導師沈寶環教授〉 11、范豪英〈回憶東海時期的沈寶環老師〉

12及《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初稿--籌備期至六十年之部(增訂本)》 13等篇資料，

略述於上。 

茲就東海館藏沈前館長著作及相關諸書，發現約可歸納為幾個大類，一

為早期的譯作，二為圖書館學專書，三為彙編在各期刊雜誌上發表的論述，

四為主編之圖書館學論文集，五為單篇作品被收入於各論文集中的著作，六

為傳記資料及其它。各書內容概述，依類型與出版先後排列如下。 

一、譯作 

01.教師兼圖書館員手冊，(美)道格拉斯(Douglas, Mary Peacock)撰，沈寶環譯，

台北巿：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1958 年 

按：是書扉葉內葉題：「本書係由教育部世界名著譯述委員會主編，列為

大專院校參考用書之一」，但無沈先生之〈序〉，以明其翻譯該書之

旨意。〈緒論〉說：「本書編著原意，並非用以代替圖書館員的訓練，

而是給予未曾接受專門訓練的人員一種具體的幫助，使他們能從事

組織一小型的學校圖書館。」是為作者之原意。 

莊道明〈圖書資訊學造塔人〉說：「費士卓博士建議教育部採用

「教師兼圖書館員手冊」(Teacher-Librarian Handbook)一書為圖書館

工作人員的基本參考書，並推薦沈教授擔任此書中文翻譯的工作。」

14道出沈先生翻譯此書，以及會標明「列為大專院校參考用書之一」

的原由：「將西方科學化的圖書館管理思想引進臺灣的圖書館。」 

 全書除〈緒論〉、〈附錄〉外，共分為十章，各章節名 稱如下 ：

第一章〈學校圖書館工作的原則及標準〉，第二章〈學生與教師兼圖

                                                                                                                              
書為沈前館長之著作，是書收在《圖書館學小叢書》，雖係沈前館長主編的叢書五種

之一，實則乃皮哲燕女士之譯作，可參見是書封面及范豪英教授〈回憶東海時期的

沈寶環老師〉「三、出版品」記載。 
9 見《圖書館論壇》1994 年第 5 期，頁 8~9、頁 38。 
10 見《圖書館》1996 年第 1 期，頁 27~28。 
11見《圖書．情報．知識》2007 年第 1 期(總第 115 期)，頁 108~109、頁 111，2007 年 1

月。 
12見《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祝賀論文集》，頁 41 至 45，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 年 6

月 23 日。 
13謝鶯興彙編，台中：東海大學圖書館，1998 年 10 月 30 日。 
14見《圖書館人物誌(一)》，台北：中國圖書館學會編印，200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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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員〉，第三章〈藏書的組織〉，第四章〈分類與編目〉，第五章〈選

購圖書〉，第六章〈非書資料〉，第七章〈指導使用圖書與圖書館 〉，

第八章〈圖書館與書籍之愛護〉，第九章〈館室佈置、傢俱、設備與

用品〉，第十章〈宣傳與業務開展〉。 

附錄分：一、本書引述之材料、用具、機關、商號名稱檢查表；

二、圖書館學專門名詞；三、參考書目，又分：1.為實行本書所擬

計劃需用之主要參考書，2.適合推動本書所擬計劃的考考書。 

 

二、圖書館學專著 

02.西文參考書指南，台中：東海大學印行，1966 年 10 月 

按：是書係其圖書館學專著第一本。〈自序〉首先概述我國圖書館發展記

載見於諸書，接著指出「圖書館事業並未能真正展開」，認為：「不

外兩種原因。其外在的原因是對圖書館任務沒有認識，普通社會人

士以為「圖書管理」即是圖書館工作人員職責所在。其內在的原因

是圖書館工作人員，仍然死守過去的見解，以為「圖書整理」是其

任務的重心。」而且「近代圖書館強調對讀者的服務(service)，因此

讀者輔導及參考工作，成為衡量圖書館工作是否優良的標準。」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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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西文參考書指南尚付闕如，筆者不揣愚昧，謹將研究所得，編

為專書，以應當前需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承美國哈佛

燕京社補助」。 

是書〈說明〉，強調它的「使用對象為：a.研究工作者。b.研究

院學生。c.一般大學生。d.從事圖書館參考工作人員。」及「收集的

參考書以美國出版品為主」，「收集資料 新穎者為 1966 年 5 月以前

的出版物」等八點。 

全書除〈參考書目〉、〈索引〉外，共分八章，各章節名稱如下： 

第一章〈參考工作與參考書〉，分：參考工作的性質參考資料的

種類，使用參考書的困難，怎樣選擇參考書。 

第二章〈百科全書〉，分：百科全書的重要， 早的 百 科全書 ，

一個亟待糾正的錯覺，背景問題和百科全書的定義，百科全書的分

類，怎樣選擇百科全書，百科全書的修正問題，本書推薦的百科全

書，本書不擬推薦的百科全書，簡編百科全書。 

第三章〈年鑑〉，分：年鑑的重要，百科全書補篇，年鑑，手冊。 

第四章〈字典〉，分：字典的參考價值，字典的有關名詞，字典

的種類，普通英文字典的分類，字典的選擇，普通字典，補充性英

文字典，多種文字字典。 

第五章〈期刊與索引〉，分：期刊文學的重要。期刊的歷史，期

刊目錄，期刊索引，使用索引應注意事項，普通期刊索引，專門期

刊索引，自行索引的期刊報紙，文摘。 

第六章〈傳記參考資料〉，分：傳記文學的形式和傳記參考資料

的特徵，傳記參考資料的種類，普通傳記，國別傳記，專門人才傳

記。 

第七章〈地理參考資料〉，分：地理參考資料的特徵，收集地理

參考資料所遭遇的困難，地理參考資料的範圍，地理參考資料的種

類，地理學，現勢地圖集：世界地圖，現勢地園集：區域地圖，經

濟地圖集，一般地理字典，專科地理字典，年報、統計，地理手冊、

指南，區域地理，攝影、圖片，旅行、導遊。 

第八章〈專科參考書〉，分：時代的趨勢，圖書館事 業 的反應 ，

圖書館中的專科參考工作，使用專科參考書應注意事項，圖書館學，

科學：總論、物理學、數學、化學、化學工程學、生物學、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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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工業(一)：鋼鐵、石油、水泥，工業(二)：塑膠、製紙、紡織、

玻璃、食品，工程學(一)：土木工程、電機工程、機械工程、建築

工程，工程學(二)：航空工程、鐵路工程、造船工程、汽車工程、

政治學、國際關係，經濟學、商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文

學，哲學，宗教，藝術，音樂，歷史。 

 

03.中文標題總目，台中巿：私立東海大學，1970 年 6 月 

按：是書「由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印行」，無〈序〉，僅有〈緒論〉，首

先就「現代化的圖書館」，一般人「認為現代化圖書館必需備有：a.

豐富充實的圖書，b.富麗堂皇的建築 c.高度訓練的館員，d.齊全完整

的目錄」的看法。 

第二是就「齊全完整的目錄」一項，提出：「著者目錄(Author 

Catalog)」、「書名目錄(Title Catalog)」、「標題目錄( Subject Catalog)」、

「分類目錄(Classified Catalog) 排架目錄(Shelf -list)」。 

第三則指出「標題目錄的重要」，是因「現代化圖書館可貴之處

即在於能將知識組織起來」，「著者書名合上標題始能組成一部完備

的圖書目錄」。 

第四是認為「分類目錄不能代替標題目錄」的四個理由。 

第五是「標題總目」，列舉：「美國圖書館協會標題總目」、「S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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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總目(薛爾斯標題總目)」、「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總目」等三種。 

第六「現行標題總目的適用性」，指出上述三種「標題總目」不

適合我國使用的理由，提出「為了適應我國圖書館編製標題目錄的

需要」，沈祖榮先生已曾「將國會圖書館標題總目改編為標題總錄」

一事，引用 Pattee「極力主張各個國家都應該以他們自己的文字，

編製出來一套適合他們國情和需要的標題總目」的看法，而他「編

製中文圖書標題總目簡編」，是分為「革命文庫」與「一般標題」兩

大類。 

〈凡例〉共列八點，提出「總目以實踐為精神，力求資料之集

中，統一運用俾能有助於反攻復國運動之進行。」「形式上分組為兩

部份：a.革命文庫，b.一般標題」，「標題，儘可能選擇平凡而易為人

知的。」「新標題可以隨時增加，但必需記錄於本標題總目之中」的

基本原則。 

附錄收沈祖榮〈中文編目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標題〉一文，分：

1.名稱之商榷，2.標題之意義與目的，3.標題在編目上之位置，4.標

題選擇之標準應以何為根據以何為標準，5.LC 與 LA 標題總錄之比

較，6.採用西國標題總錄應增改之事項，7.引照法，8.標題之排列，

9.指導卡，10.標題之使用，結論等十一個單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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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西文參考資料，臺北巿：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8 月 

按：是書仍其繼《西文參考書指南》之後，「為適應當前需要」，再度專

論「西文參考資料」之書。〈自序〉說：「我國圖書館建設運動雖有

悠久歷史，然今日圖書館事業並未能真正展開」，他認為：「不外兩

種原因。其外在的原因是對圖書館任務沒有認識」，普通社會人士以

為「圖書管理」即是圖書館工作人員職責所在。「其內在的原因是圖

書館工作人員，仍然死守過去的見解」，以為「圖書整理」是其任務

的重心。因此認為：「近代圖書館強調對讀者的服務(service)，因此

讀者輔導及參考服務，成為衡量圖書館工作是否優良的標準，惟有

重視讀者輔導及參考服務，才可以使圖書館資料寶藏(resources)與讀

者需要打成一片，以取得社會重視。也惟有加強讀者輔導及參考服

務，才能提高圖書館工作人員素質和書本知識，以取得專業的尊嚴。」

加上之前擔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所編著之《西文參考書指

南》業已過時，為適應當前需要，謹將教學研究所得編為專書。」 

是書〈目次〉之前，附〈說明〉，指出：「1.本指南的使用對象

為：a.研究工作者。b.研完所學生。c.一般大學生。d.國外留學生。

e.圖書館專業工作人員。2.本指南中所收集的參考書以美國出版品為

主。」等八條重點。 

全書除〈自序〉、〈說明〉、〈參考書目〉、〈書名索引〉外，共分

九章，各章節名稱如下： 

第一章〈參考服務與參考資料 Reference Service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又分：(一)參考工作的性質，(二)參考服務的程度，(三)

參考對話，(四)參考資料的種類，(五)使用參考資料的困難，(六)怎

樣選擇參考資料，(七)參考資料的主要出版者，(八)參考資料的書評。 

第二章〈百科全書簡介 Introducing Encyclopedias〉，又分：(一)

百科全書的重要，(二) 早的百科全書；(三)一個亟待糾正的錯覺；

(四)背景問題和百科全書的定義；(五)百科全書的分類；(六)怎樣選

擇百科全書；(七)百科全書的修正問題；(八)百科全書的四大出版公

司。 

第三章〈本書推薦的百科全書 Recommended Encyclopedias〉又

分：(一)大部頭成人百科全書：1. 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

2. Collier's Encyclopedia，3. Encyclopedia Americana，4. Funk & Wagn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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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ncyclopedia，5.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二)小部頭成人

百科全書：6. New Columbia Encyclopedia，7. New Lincoln Library 

Encyclopedia，8. Random House Encyclopedia；(三)青少年百科全書：

9. Compton's Encyclopedia，10. 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11. Mererit 

Students Encyclopedia，12. Wor1d Book Encyc10pedia；(四)兒童百科全

書：13. Britannica Junior Encyclopaedia，14. Childcraft，15. Compton's 

Precyclopedia Young Children's Encyclopaedia，16.New Book of 

Knowledge，17.Talking Cassette Encyclopedia。 

第四章〈快速參考資料 Ready Ref erence Sources〉又分：(一)百

科全書補篇，(二)年鑑，(三)指南，(四)統計資料，(五)雜類手冊。 

第五章〈字典 Dictionaries〉，又分：(一)字典的參考價值，(二)

英文字典的歷史，(三)字典的有關名詞，(四)字典的種類，(五)普通

英文字典的分類，(六)字典的選擇，(七)本書推薦的字典。 

第六章〈期刊索引與摘要 Periodical lndexes and Abstracts〉又分：

(一)期刊文學的重要，(二)期刊的歷史，(三)期刊目錄，(四)期刊索

引，(五)期刊索引的兩大系統，(六)其他重要索引，(七)摘要。 

第七章〈傳記參考資料 Biographical Reference Sources〉，又分：

(一)傳記文學的形式和傳記參考資料的特徵，(二)傳記問題的分析，

(三)傳記參考資料的種類，(四)利用傳記參考資料應行注意事項，(五)

傳記索引、指南，(六)傳記字典(一般性)，(七)國際性傳記字典，(八)

國別傳記字典：美國、英國、德國、法國、蘇聯、拉丁美洲、非洲，

(九)專門人才傳記。 

第八章〈地理參考資料 Geographical Ref erence Sources〉，又分：

(一)地理參考資料的特徵，(二)收集地理參考資料所遭遇的困難，(三)

地理資料的範圍，(四)地理參考資料的種類，(五)地圖管理及運用的

注意事項，(六)地圖集，(七)地理字典，(八)地理百科全書、年鑑，(九)

旅行、導遊。 

第九章〈目錄性參考資料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Sources〉，又

分：(一)目錄的重要，(二)目錄的功能，(三) R. R. Bowker Company

目錄系列，(四) H. W. Wilson Company 標準目錄系列，(五)國別目錄，

(六)專科目錄，(七)好書目錄。 

略加比對《西文參考書指南》與《西文參考資料》二書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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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說明〉，內容修改的幅度不大；章節則由原來的八章，增為九

章，其更動較多，如原第三章〈年鑑〉已無，但第四章〈快速參考

資料〉收有類似的名稱；原有的第八章〈專科參考書〉不見，而增

加第九章〈目錄性參考資料〉，特別是長達一百多頁的「使用專科參

考書應注意事項」的各學科類名被取消了。藍乾章認為：「專科參考

書中所介紹的書目也嫌不夠。」 15梁子涵認為：「此書乃專為我國研

究工作者寫作之工具書，以適應我國國情及需要為主要目的。例如

第八章之各種工業分類，即針對國家經濟建設之各項科目。」16或即

其自認：「業已過時，為適應當前需要」而重寫《西文參考資料》的

一個因素。 

 

05.參考工作與參考資料：英文一般性參考工具書指南，台北巿：台灣學生書

局，1993 年 9 月 

按：是書無〈自序〉，從章節安排，知乃在《西文參考資料》基礎持續介

紹者。以〈有關我國公共圖書館參考工作的幾點建議〉為「代序」。

首先提出「參考工作的重要，在公共圖書館運作之中，參考工作一

                                                 
15 見〈西洋參考書指南〉，收入《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18 期，1966 年 12 月 11 日。 
16 見〈西洋參考書指南〉，收入《現代學苑》第 4 卷 7 期，196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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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讀者服務的主力。」「將資訊供應與人民」，「是現代化公共圖書

館的神聖使命，而這個千斤重擔則背負在參考館員的身上。」在「圖

書館怎樣幫助讀者取得資訊」，提出：接近讀者、交換訊息、教育讀

者檢索與研究等四點加以運用，他是「贊成圖書館應該要建立理論

體系的，不過參考工作是以因應讀者需求為服務目標的」。接著就「怎

樣做好參考服務」方面，認為：「圖書館事業的基礎是建立在讀者、

館員、資源三大因素的和諧關係之上」，提出：參考特藏為採購計劃

第一優先；參考資料的類型，分為兩大類型：為了解答日常問題而

貯存的一般性資料，是要經常維持和不斷充實的參考工具書，因此

要積極加強西文參考工具書的收藏數量，並進行清點；同時，對於

參考工具書在書架上的排列與組織，要以便於取得資訊為目的。

後提出要「重視參考問題的事後處理」，「讓讀者和資訊結合起來，

是圖書館 高目標。」 

全書除〈代序〉、〈說明〉、〈參考書目〉及〈書名索引〉外，分

為十章，各章節名稱如下： 

第一章〈參考服務與參考資料 Reference Services and Ref erence 

Materials〉，又分為：一參考工作的性質、二參考服務的程度、三參

考對話、五使用參考資料的困難、六怎樣選擇參考資料、七參考資

料的主要出版者、八參考質料的書評。 

第二章〈百科全書簡介 Ilntroducing Encyclopedias〉，又分：一百

科全書的重要，二百科全書的源流，三百科全書的定義和內涵，四

百科全書的分類，五怎樣選擇百科全書，六百科全書的修正問題，

七百科全書的四大出版公司。 

第三章〈本書推薦的百科全書 Recommended Encyclopedias〉，又

分：一大部頭成人百科全書：1 Academic American Encyclopedia，2. 

Collier' s Encyclopedia，3. Encyclopedia Americana，4. Funk & Wagnalls 

New Encyclopedia，5.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二小部頭成人百

科全書：6.New Columbia Encyclopedia，7.New Lincoln Library 

Encyclopedia，8.Random House Encyclopedia，9.Webster's New World 

Encyclopedia；三青少年百科全書：10.Barron' s Student' s Concise 

Encyclopedia，11.Compton' s Encyclopedia，12.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13.Merit Students Encyclopedia，14.New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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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yclopedia，15.World Book Encyclopedia；四兒童百科全書：

16.Childcraft，17.Children's Britannica，18.The New Book of 

Knowledge，19.The Talking Cassette Encyclopedia。 

第四章〈快速參考資料 Ready Reference Sources〉，又分：一百

科全書補篇，二年鑑，三指南，四統計資料，五雜類手冊，六唯讀

型光碟 CD ROM，七圖書館、博物館。 

第五章〈字典 Dictionaries〉，又分：一字典的參考價值；二英文

字典的歷史；三字典的有關名詞；四字典的種類；五普通英文字典

的分類；六字典的選擇；七主要英文字典：1.大型字典，2.簡編字典、

大學字典，3.中學字典，4.兒童及小學字典，5.特種用途字典。 

第六章〈期刊索引與摘要 Periodical Indexes and Abstracts〉，又

分：一期刊文學的重要；二期刊的歷史；三期刊目錄；四期刊索引；

五期刊索引的兩大系統：1.蒲爾索引系統，2.威爾遜索引系統(印製

部份)；六其他重要索引；七摘要。 

第七章〈傳記參考資料 Biographical Reference Sources〉，又分：

一傳記文學的形式和傳記參考資料的特徵；二傳記問題的分析；三

傳記參考資料的種類；四利用傳記參考資料應行注意事項；五主要

傳記索引；六傳記字典(一般性)；七國際性傳記字典；八國別傳記；

九專門人才傳記：作家、教育家、藝術家、音樂家、戲劇家、思想

家、醫生、科技人才、財經界、律師、宗教家；十諾貝爾獎得主；

十一婦女領袖。 

第八章〈地理參考資料 Geographical Reference Sources〉，又分：

一地理參考資料的特徵，二收集地理參考資料所遭遇的困難，三地

理資料的範圍，四地理參考資料的種類，五地圖管理及運用的注意

事項，六地圖集，七地理字典，八地理百科全書、年鑑、指南，九

旅行、導遊。 

第九章〈目錄性參考資料 Bibliographic Reference Sources〉，又

分：一目錄的重要，二目錄的功能，三 R. R. Bowker Company 目錄

系列，四 H. W. Wilson Company 標準目錄系列，五 Whitaker 公司目

錄，六好書，暢銷書書目。 

第十章〈美國政府出版品〉，又分：一名詞的討論，二早期的美

國政府出版品，三美國政府出版妝品的特徵，四怎樣使用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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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說明〉仍列出八點，但第一點「本書的使用對象」增列：(6)

從事國際貿易的工商界人士。(7)出國旅遊者。(8)自我教育的知識份

子。等三類，顯示本書的適用性更為寬廣。 

 

三、圖書館學論文集 

06.圖書、圖書館、圖書館學：沈寶環教授圖書館學論文選集，台北巿：臺灣

學生書局，1983 年 12 月 

按：〈自序〉首先敘述自己從事寫作的過程，以及寫文章不打草稿，不喜

歡重抄稿件，完成後不願意再校閱一遍，不善於保存底稿等習慣。

因是手 8 月 15 日在國立中央圖書館對圖書館學人員講習班作專題演

講時，得到張錦郎先生送贈以後寫作所剪貼的二十二種，於是將其

中二十一種予以出版。 

發表在各期刊而彙集的文章的名稱如下： 

一、〈「小雜誌」在美國文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二、〈西文

暢銷書史話〉，三、〈誰說偷書不是賊〉，四、〈科學性出版品的選擇

問題〉，五、〈美國科學文獻的出版和選擇的研究〉，六、〈論科學文

獻中的期刊文學〉，七、〈一九五〇年代科學性期刊學報總調查〉，八、

〈圖書館學的趨勢〉，九、〈近代圖書館專業的趨勢〉，十、〈我國圖

書館事業發展的途徑〉，十一、〈圖書館學研究工作有關問題之商

榷〉，十二、〈寫作科學研究論文的有關問題與參考資料〉，十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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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學研究教育的課程標準〉，十四、〈圖書館員培養問題〉，十五、

〈怎樣訓練化學家從事文摘與索引編製工作〉，十六、〈我所知道的

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十七、〈東海大學圖書館簡

介〉，十八、〈嚴文郁先生及其著作〉，十九、〈嚴著：《中國圖書館發

展史》序〉，二十、〈我國科技圖書館自動化的展望〉，廿一、〈共產

主義控制下圖書館事業所受到的摧殘〉。 

其中有 9 篇原先是發表在《圖書館學報》， 早的是在第 2 期〈論

圖書館學研究教育的課程標準〉， 晚的則是第 10 期的〈科學性出

版品的選擇問題〉。實際上，沈先生在東海引進韋棣華基金而發行了

11 期的《圖書館學報》，前後共發表 11 篇論述，及〈編者的話(英文

稿)〉，核對後發現僅第 1 期的〈圖書館學課程設計中對於通才教育

之重視〉，第 11 期的〈圖書館工作自動化的問題〉兩篇未被收入於

是書外，其它 9 篇都見於此書，幾乎佔了一半的篇幅，可見首部圖

書館學論文集中，對於在《圖書館學報》發表的論述之重視。 

 

07.圖書館與圖書館事業，台北巿：台灣學生書局，1988 年 11 月 

按：〈自序〉以「理想的圖書館工作人員應該具備那些條件？」發問，得

到「收集、保存和整理資料的習慣」的回答中，回顧自己多年來的

習慣，而「將 近兩年來所寫的文字收集起來，加上兩、三篇學生

訪問後發表的記錄，合編成為《圖書館學與圖書館事業》一書」。認

為學生們的「報導也能忠實的反映出來我對圖書館事業和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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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干意見。」 

本書共收 24 篇中文論述，2 篇採訪，一篇英文報導，各篇名稱

如下：一、〈資源共享--圖書館事業的新趨勢〉，二、〈聽！仔細的聽！

--圖書館員與讀者之間如何「溝通」問題之研究〉，三、〈我們亟需

一個三民主義化的圖書館哲學〉，四、〈資訊技術對於圖書館事業的

衝擊〉，五、〈21 世紀的公共圖書館〉，六、〈我們為甚麼提倡館際合

作，〉七、〈圖書館事業的國際關係〉，八、〈圖書館自動化問題再商

榷〉，九、〈自動化的聯想〉，十、〈未來的圖書館無紙，行嗎？〉，十

一、〈為中文電腦的成就歡呼〉，十二、〈西文參考資料中政府出版品

的管理與使用之研究〉，十三、〈圖書館作業計劃與系統分析〉，四、

〈加強文化中心圖書館功能充實基層文化活動〉，十五、〈成人使用

者的教育問題--讀者服務的焦點〉，十六、〈圖書館運用電腦輔導讀

者有關問題的研究〉，十七、〈講習方式之運用〉，十八、〈從美國圖

書館的進展談到當前的任務〉，十九、〈中國圖書館學會三十年大事

日誌序〉，二十、〈英美編目規則第二版釐訂原理之探討序〉，二十一、

〈屏東縣鄉鎮圖書館輔導成果與檢討序〉，二十二、〈美國資訊學會

臺此學生分會會刊創刊號序〉，二十三、〈圖書館界的巨擘〉，二十四、

〈誰指導誰〉，二十五、〈沈主任印象〉，二十六、〈訪沈寶環老師〉，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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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圖書館事業何去何從，台北巿：台灣學生書局，1993 年 6 月 

按：〈自序〉說：「 近三年來，我寫了若干篇文字，專業圖書館員的特

徵之一是收集和保存文獻，這是我推出這本論文集的原來動機。」

強調「在 近三年中海峽兩岸圖書館界的文化交流，大大的加強了

中國人民的聲勢和力量，這部論文集可以看成部份的記錄。」篇末

署「民國 82 年 2 月」，意即是蒐集 79 年(近三年)以來的論述，兩岸

圖書館界交流亦始於此時。 

全書收錄 20 篇文章，前 12 篇屬於圖書館與圖書館學的論述，

其中的第 7 及 8 篇，就台大圖書館學系的「而立」，北市圖的「不惑」

發的感言；第 13 至 16 篇為書序，第 19 及 20 篇為訪問稿。各篇名

稱如下： 

1.〈圖書館事業何去何從？重讀(美國)公共圖書館調查後的省

思〉，2.〈圖書館事業的未來走向〉，3.〈如何因應變局--圖書館經營

首要問題初探〉，4.公共圖書館形象問題，5.〈略論公共圖書館館藏

發展政策〉，6.〈圖書館參考工作是否需要理論的基礎〉，7.〈前瞻--

慶祝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成立三十週年感言〉，8.〈前途似錦--

臺北市立圖書館四十週年感言〉，9.〈本是同根生--我看大陸圖書館

事業〉，10.〈有關海峽兩岸圖書館人士紙上座談的省思〉，11.〈漫談

早期歐美圖書館的歷史〉，12.〈兩個杜威--從這個杜威聯想到那個杜

威〉，13.〈張著《圖書館自動化導論》序〉，14.〈何著《圖書資訊原

理》序〉，15.〈林著《臺灣鄉鎮圖書館空間配置》序〉，16.〈《書府》

十年祭〉，17.〈給全國高中同學的一封公開信〉，18.〈美國資訊學會

臺北學生分會顧問老師的話〉，19.〈訪沈寶環老師〉，20.〈圖書館--

永恆的服務：訪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沈寶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