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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東海第 5 屆校友畢業 50 年返校參觀圖書館活動紀實  
流通組 謝鶯興 

一、訊息  

本校第 5 屆校友畢業 (1963)的 50 週年，計有 21 位參加「第二次同學會」， 

11 月 2 日返校，參加校友連絡室為他們安排的校慶行程 --校慶運動會等，「參

觀圖書館」是其中一個活動。  

圖書館於 10 月 29 日接獲校友連絡室的通知，館長為顯示本館的誠摯歡

迎校友們的蒞臨，特別指示筆者配合此次的活動，蒐集館內與這些校友相關

的資料，提供有意入館參觀的 18 位校友們瀏覽。  

二、活動前的準備  

本著「大學生涯」是每個過來人的青春經驗，希望能藉由「牽動著你我

共同回憶的線」--第 5 屆校友大學時期的資料，能勾起校友們的「共同回憶」。

首先將《第五屆畢業紀念冊》的「畢業團體照」掃描下來 1。 

 

1.蒐集返校的校友著作  

接著根據校友室所給的名單，核對「五屆畢業紀念冊」上的「畢業論文

題目」，按圖索驥，利用「館藏查詢」，一方面蒐集他們的「大學畢業論文」，

一方面檢索館藏的著作。 

在尋找的過程中，發現有部份校友雖然在參訪名單中出現，但第五屆的

「畢業論文題目」中卻未能找到他 (她 )的資料。如外文系王芳齡校友，畢業紀

念冊上明明有她的照片，但她的論文卻徧尋不獲，不知是否當初未典藏到該

                                                 
1 館藏原有大尺寸且裝框的「第五屆畢業團體照」， 10 月 25 日即被校友連絡室預訂外

借，10 月 30 日移到會場展示，只好請進法四許桂鄉同學協助掃描，再列印出來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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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或是已經遺失，由於年代久遠，目前還未能知其原因。  

另外是有部份校友撰寫畢業論文，使用英文名字。僅用中文姓名檢索，

是未能找到資料，後來改採論文題目檢索，才發現原來是方法錯了。  

由於僅據第五屆論文題目與現有館藏檢索，絕對會有遺漏者，對目前還

未能查到保存在圖書館的校友們著作，致上深深的歉意。  

 
在彙整返校的校友著作目錄時，面臨了是否為同名同姓的問題，如：生

物系劉國鈞校友，館藏目錄中有小學、印刷、微積分及生物學等領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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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系范豪英校友，有圖書館學及文學作品翻譯；外文系林南校友，有社會

學著作，哲學類的翻譯；社會系王蘋校友，有社會學著作，修辭學及傳統古

籍書籍等。其中的《賭城緣遇》，據書中的「譯者簡介」知道，確實是范豪英

校友的大作。《中國的印刷》，據書中的「版權頁」知道，該書 1960 年 6 月初

版，顯明非劉國鈞校友的作品。其餘則需待校友們返校時當面請教。 

 

茲將館藏中蒐集到的校友們著作，依姓氏筆劃順序 (由少至多 )羅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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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姓名  著作  

經濟系  王元暉 時間數列之分析方法  

外文系  王靖獻 The Modern Agony as Shown in T. S. Eliot’s Poems and 
Modern Chinese Poetry，又是風起的時候了，古英國史詩

貝爾武夫略論，我讀「今淚的微笑」，海明威在「太陽依

然昇起」裡提出的問題，葉，談新詩的欣賞  
社會系  王   蘋 親子關係與兒童發展，不怕：做妳自己的貼身保鏢  

政治系  古鴻廷 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職權之比較，中國近代史，東南亞

華人問題之研究，東南亞華僑的認同問題：馬來亞篇，

教育與認同：馬來西亞華文中學教育之研究(1945-2000)，

清代大學士年表，清代官制研究清代都察院大臣年表，

當代華商經貿網絡：台商與東南亞華商  
經濟系  沈均生 長短期利率關係之研討，商學新典範 :沈均生博士榮退紀

念特集  
外文系  李淑珠 如何善用圖書館，圖書館技術服務的訓練  

經濟系  李錦梅 論臺灣之外匯管理  

外文系  林   南 正當與善，社會資本：關於社會結構與行動的理論，社

會學研究方法，實用主義哲學，Social capital/社　構造

　行為　理論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外文系  周康美 The Development of Tolstoy’s Religious Philosophy as 

Shown in His Short Stories，明日之圖書館，綻開的花朵  
政治系  邱政義 國民大會職權之研究  

外文系  范豪英 A Study of Sherwood Anderson as the American 
Chekhov，我們需要的參考書，賭城緣遇：可以借你的丈

夫嗎？，醫學圖書館學  
政治系  張玉生 論聯合國武裝維持國際和平，一九四五舊金山制憲大會

與中國，中國與舊金山制憲會議，美國政治與國際組織

論集，美國海洋政策，論中華民國與聯合國創立之關係  
外文系  張玉君 The Character and Thought of the Russian People as Seen 

in Turgernev’s 
外文系  黃旭甫 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經濟系  費   掬 戰爭中如何避免通貨膨脹  

社會系  蒲慕蓉 臺灣省自殺案件之初步研究  

政治系  劉仕誠 A Study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nd Franklin D. Rcosevelt，認識爵士音樂  

政治系  劉明明 台灣近二十年來進出口貿易之統計分析  

2.製作簡報  

為增加校友對圖書館現有資源的認識與瞭解，筆者將蒐集到的資料，彙

製為簡報，簡報中放置《第五屆畢業紀念冊》中的「第五屆畢業典禮攝影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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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團體照及來館參觀的校友著作目錄，接著介紹本館委請中文所林宜鈴校

友先後免費編寫「館訊資料庫」http://140.128.103.27/thulibm/、「線裝書資料

庫」http://140.128.103.27/libbook/及「虛擬校史館」http://140.128.103.27/virthu/

等三個資料庫。  

本校的「虛擬校史館」網頁，分：簡介、老照片、文獻區、名人錄、歷

任校長、歷任董事長、歷任董事、校長的話、畫說東海、東海特藏等單元。

茲選擇「虛擬校史館」中與第五屆返校校友相關的資料 --電子書逐一列出，並

貼上網址，藉由超連結的方式，擬在播放簡報時連結： (1)吳德耀校長專輯

http://www.lib.thu.edu.tw/ebook/second-principal/second-principal.html。(2)第五

屆畢業紀念冊 http://www.lib.thu.edu.tw/ebook/5-yearBook/5-yearBook.html。(3)

東海十年畫刊 http://www.lib.thu.edu.tw/ebook/10history/10history.html。(4)東

海 25 年校史 http://www.lib.thu.edu.tw/ebook/25history/25history.html。(5)東海

大學的故事 http://www.lib.thu.edu.tw/ebook/thu-story/thu-story.html。(6)柯安思

專輯 http://www.lib.thu.edu.tw/ebook/Anne%20Cochran/Anne%20Cochran.html。 

(7)從荒涼到豐盛 --東海老照片 http://www.lib.thu.edu.tw/ebook/old-photos/old- 

photos.html。(8)1959 年勞作小冊子 http://www.lib.thu.edu.tw/ebook/1959%20M 

anual%20labor/1959%20Manual%20labor.html。(9)今日東大 http://www.lib.thu. 

edu.tw/ebook/1959%20today%20thu/1959%20today%20thu.html。(10)教堂落成

紀念集 http://www.lib.thu.edu.tw/ebook/church-Commemoration/church-Com 

memoration.html。(11)聖樂團活動紀實 http://www.lib.thu.edu.tw/ebook/ 

Oratorio/Oratorio.html。(12)謝明山校長專輯 http://www.lib.thu.edu.tw/ebook/ 

The%20third%20president/The%20third%20president.html。(13)東海大學校刊

1-50 期 http://www.lib.thu.edu.tw/ebook/1-50%20School%20magazine/1-50%20 

School%20magazine.html。  
同時將上述的電子書的紙本及其它的早期學校刊物，亦挑選部份放置在

現場展示：(1)吳德耀校長專輯，(2)第 5 屆畢業紀念冊，(3)東海十年畫刊，(4)

柯安思專輯，(5)大度山上--東海文選，(6)畫說東海生活，(7)東海大學校刊，

(8)圖書館學報，(9)東風，(10)葡萄園，(11)曾約農校長專輯，(12)謝明山校長

專輯，(13)方師鐸先生年表，(14)蕭繼宗先生年表，(15)徐復觀先生專輯，(16)

胡家源先生集，(17)第 5 屆返校校友畢業論文 16 本及各冊的封面掃描列印等。 

三、校友參觀的現場 

校友原先預計參觀圖書館的時間為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1 時 20 分，因要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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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參加 11 時在體育館的校慶茶會，改為 10 時 30 分至 10 時 50 分。由於上場

次的介紹行程耽誤，延遲到約 10 時 55 分到館。 

校友們入館後，看到已擺放在討論區的資料與文獻，都頗為驚訝，尤其

是看到每個人的「大學畢業論文」仍被保存時，大都動容。本館則將各論文

的封面掃描並列印出來，與原本論文放在一起，請校友自行帶回作為紀念。 

 

(陳格理館長向校友們解說) 

 

基於行程的時間緊湊，校友們都欣喜地翻閱自己的畢業論文，導致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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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簡報，我們就依循校友們的行動，逐一介紹桌上放置的資料，並表示：

校友們對於自己的論文(發表在學校刊物上的作品先行已掃描並列印出來，與

論文封面放在同個文件夾中讓校友帶回家)有意願保留者，請與館長連絡，我

們會進行複製後贈送。11 時 8 分，校友連絡室的同仁緊催校友們趕到體育館，

參加「校慶茶會」，大家就在不舍中離開活動展示區。 

 

四、活動後的延續 

誠如館長在校友離開後所說，當校友們看到 50 年前的作品時，那種感動

的神情，讓現場彌漫著溫馨、懷念的氣氛。當場筆者以若干年前編製《大度

山上--東海文選》的<編排後記>所加上的附標題「牽動你我共同回憶的線」回

覆館長，此次活動原本就是「希望能喚起東海人的共同回憶」，希望「能勾起

他們黃金歲月中在東海的回憶--大學生活的點點滴滴；對曾是東海人生活與共

的這塊土地，能再度凝聚起情感」而規劃的。我想，在此次返校校友參觀圖

書館為他們準備的各項文物中，已經藉由舉動，讓我們親眼目睹與感受到了。

有感於此，希望開始規劃在「圖書館網頁」掛上「校友需要複製大學論文授

權書」的訊息或資料庫，讓校友自行上網填寫後寄回，圖書館將協助複製該

份論文並上傳到「虛擬校史館」，藉以增加數位化的成果。 

但願明年第六屆校友畢業 50 年返校的活動，圖書館仍然會被列入參觀的

一站，有更長的時間停留，感受圖書館在保存學校各項文獻與文物的用心，

以及能暫時回歸「大學的黃金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