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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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謝鶯興  

四、主編(合撰)之圖書館學論述 

09.圖書館學，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年

7 月 

按：是書由沈寶環、王振鵠、周駿富、昌彼得、藍乾章、趙來龍、張鼎

鍾、方同生、劉崇仁、袁國慰、張東哲、王璞等先生共同執筆。中

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在〈前言〉說：「圖書館學是一種知識與技

能，據以研究圖書館經營的理論與實際，以及有關圖書資料之選擇、

蒐集、組織與運用的方法。」有鑑於當時「缺乏介紹有關圖書館學

一般原理的中文教材及參考資料」，故先行「編印一部類似圖書館學

導論的書籍」，提供圖書館系科學生與一般人士使用。提出三項編撰

原則，如：「內容偏重理論的闡發，有關實務方面，僅作原則性的摘

要介紹」，「採合作撰述方式」，「在內容上，則力求前後連貫，相互

補充，而不抵觸。在體例上，盡可能列出有關參考書目。」 

共書共收十四篇，分：1.「探討圖書館與圖書館學的概念與發

展」，2.「分析研究圖書館設置的三大要素：圖書資料、人員及建築

設備」，3.「介紹圖書館學與圖書館界新的發展與動態」等三大類。

各篇與撰稿者名稱如下： 

壹、沈寶環〈圖書館學的趨勢〉，分：前言，名詞的討論，何謂

趨勢，一連串的問題，趨勢和展望。 

貳、王振鵠〈圖書館與圖書館學〉，分：圖書館的意義，圖書館

與教育文化的關係，圖書館與社會的關係，圖書館與大眾傳播的關

係，圖書館學的意義，圖書館學的起源，國書館學的概念，圖書館

學的體系，圖書館學簡史。 

參、周駿富〈中國圖書館簡史〉，分：前言，先秦藏書探原，漢

代書藏，隋唐書藏，宋代書藏，元明書藏，清代書藏，近六十年來

的中國圖書館事業。 

肆、昌彼得〈中國目錄學的源流〉。 

                                                 
 東海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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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藍乾章〈圖書的功能與任務〉，分：圖書館的功能，圖書館

的任務。 

陸、王振鵠、趙來龍〈圖書資料的選擇〉，分：圖書館收藏的範

圍及其性質，選擇的原則及標準，選擇的方法，圖書選擇的參考工

具。 

柒、張鼎鍾〈圖書館的技術服務--資料的徵集〉，分：定義、功

能、性質，揉訪部組織與人員，圖書採訪工作與圖書館其他工作的

關係，圖書資料徵集的方式--採購，美國合作採購計劃，圖書資料

徵集的方式--贈送，圖書資料徵集的方式--交換，圖書採訪工作的電

腦化。 

捌、藍乾章〈圖書館的技街服務--一般資料的組織與整理〉，分：

圖書分類與編目工作的本質，圖書編目工作的重要，圖書分類的目

的，圖書分類的意義和原理，圖書分類法的要件，影響分類法實用

價值的因素，幾種重要的圖書分類法，書籍之排列，圖書編目的原

則，目錄應備的各種款目，目錄應載之事項，目錄的種類，本式目

錄和卡式目錄的比較，分析、互著、和參見，集中合作編目與目錄

控制。 

玖、方同生〈圖書館的技術服務--特殊資料的整理〉，分：特殊

資料的意義，叢刊，官書，小冊子，圖片與剪輯，地圖，縮影資料，

錄音資料，放映性資料，特種資料的排架與目錄編製原則。 

拾、劉崇仁〈圖書館的讀者服務--資料的利用〉，分：閱覽，參

考，推廣，特定對象之服務。 

拾壹、袁國慰〈圖書館的建築與設備〉，分：歷史的演變，建築

設計前的若干基本決定，圖書館設計中的三個主要角色，圖書館設

計中的重點，圖書館中的設備與傢俱。 

拾貳、王振鵠〈各國圖書館教育制度〉，分：美國的圖書館教育，

英國的圖書館教育，法、德兩國的圖書館教育，日本的圖書館教育，

我國的圖書館教育。 

拾參、張東哲〈圖書館專業組織及其活動〉，分：圖書館專業組

織概述，國際性的圖書館專業組織，美國圖書館協會，其他各國的

圖書館專業組織，中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專業組織對於圖書館員

的責任及其實踐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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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王璞〈消息中心和消息科學〉，分：消息中心的歷史發展，

消息中心的任務，消息檢索系統，消息科學。 

沈先生撰〈圖書館學的趨勢〉，篇名下題：「為紀念故業師伊莎

佰•尼扣教授 Professor Isabe1 Nichol 而作」。「前言」提及他是「民

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到達丹佛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註冊上課的」，接著

從：「名詞的討論」，「何謂趨勢」，「一連串的問題」，「趨勢和展望」

等四個單元，提出他個人的看法。是篇亦收入《圖書•圖書館•國

書館學》。針對圖書館或圖書館學的趨勢問題，一直是沈先生關注的

重點，另有〈近代圖書館專業的趨勢〉，〈資源共享--圖書館事業的

新趨勢〉(見《圖書館學與圖書館事業》)，〈圖書館事業的未來走向〉

(見《圖書館事業何去何從》)，皆可一併閱讀，以見其用心。 

10.鄉鎮圖書館的理論與實務，沈寶環主編，臺中縣霧峰鄉：臺灣省政府教育

廳，臺北巿：臺灣書店發行，1989 年 6 月 

按：〈序言〉首先說明編輯該書的特色與目的：「刻意平凡才能顯出這本

著作的不平凡，趨向通俗才能表現這本著作的特徵，它的讀者對象

是全國民眾而不是少數的知識份子。」是「為了儲備專業工作人員，

更支援中國圖書館學會舉辦鄉鎮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及委託編輯類

似鄉鎮圖書館工作人員手冊的書籍。」接著說明身負「指導學生寫

作的責任」，因此在這項「研究和寫作的進行都經過嚴格的要求和考

驗」，列出八點要求，尤其是寫作原則，分別從：服務功能，組織精

神，學衛研究，工作目標四個方面提出其「標準」，並且於「寫作完

成，執筆人交換修改，因此每一章回，都不是一家之言，而是所有

執筆人的集體創作。」 

是書除〈序言〉、〈參考書目〉、〈索引〉外，另有 四 篇「附錄 」，

即附錄一〈臺灣省加強文化建設重要措施〉，附錄二〈臺灣省加強文

化建設第二期重要措施〉，附錄三〈臺灣省各縣建立鄉鎮圖書館設計

要點〉，附錄四〈臺灣省各鄉鎮縣轄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及 38 張

圖例。 

全書共有九章，各章節名稱及執筆人如下： 

第一章吳麗麗〈建立書香社會--從鄉鎮圖書館談起〉，分：第一

節鄉鎮圖書館的意義，第二節設立鄉鎮圖書館的理由，第三節鄉鎮

圖書館的功能，第四節鄉鎮圖書館的任務，第五節鄉鎮圖書館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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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形及未來努力方向。 

第二章彭盛龍〈鄉鎮圖書館行政的藝術與技術〉，分：第一節鄉

鎮圖書館的行政工作，第二節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第三節館務

的規劃，第四節經費的籌措與運用，第五節館舍空間的安排，第六

節公共關係的建立。 

第三章張郁齡〈圖書館裡的書從那裏來？--圖書的徵集〉，分：

第一節圖書徵集的意義和任務，第二節怎樣選擇圖書資料，第三節

怎樣獲得圖書資料--購買，第四節怎樣獲得圖書資料--贈送及交換。 

第四章盛美雲〈分門別類，井然有序--圖書的編自與分類〉，分：

第一節查尋館藏的工具--目錄，第二節圖書整理的工作程序，第三

節圖書編目，第四節圖書分類，第五節標題，第六節目前的建議與

未來的展望。 

第五章林慶弧〈看我！聽我！奇妙的非書世界〉，分：第一節非

書資料的世界，第二節琳瑯滿目的印刷資料，第三節多采多姿的視

聽資料，第四節處理非書資料的共通原則。 

第六章呂姿玲〈圖書館與讀者的第一線接觸--閱覽服務〉，分：

第一節閱覽服務的意義與重要性，第二節閱覽服務的基石工作--典

藏業務，第三節館內閱覽，第四節館外借閱，第五節閱覽工作的要

項與問題處理，第六節如何做好鄉鎮圖書館的閱覽服務。 

第七章林金枝〈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參考服務與參考資料〉，

分：第一節參考服務的意義與重要性，第二節參考服務的工作內容

與程序，第三節參考資料，第四節如何做好參考服務工作。 

第八章蔡佳蓉〈傳書香，播新知--推廣服務〉，分：第一節推廣

服務的意義及重要性，第二節推廣服務的範圍及工作原則，第三節

推廣服務的項目及作法，第四節服務對象的推廣，第五節辦好推廣

服務。 

第九章周業仁〈如何成為優秀的鄉鎮圖書館員〉，分：第一節館

員是圖書館的靈魂，第二節鄉鎮圖書館員應有的精神，第三節鄉鎮

圖書館員應具備的條件，第四節結語。 

11.圖書館讀者服務，沈寶環主編，台北巿：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3 月 

按：是書僅〈我們為什麼要寫「圖書館讀者服務」？〉標名為「代序」。

首先提出：「圖書館讀者服務的重要」，說明「讀者進入圖書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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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取得資訊，圖書館員幫助讀者檢索，滿足讀者需求的工作就是

讀者服務」。接著認為「讀者服務知易行難」，從「對於讀者服務的

認知，讀者和圖書館員之間產生偏差」，「讀者往往提出來的要求

(Wanting)並不是真正的需求(Needs)」，「圖書館收藏資源，無論如何

豐富，不可能滿足每一個讀者的個別需求」，「圖書館讀者服務當是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圖書館只是供應讀者資訊的一個機構而已」。

第三提出「圖書館的泥足」，認為「圖書館有史以來，一直只對少數

人民服務，若干學者採取的觀點頗有商榷的餘地」， 後提出「我們

的立場」，是基於「深深的體會到圖書館讀者服務工作的重要，也能

想像到可能遭遇的困擾」，所以由師生「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研

究」，所彙集的成果集，沈先生撰寫五篇，分置於前三篇及 後二篇：

〈公共圖書館兒童服務的新課題〉，〈論公共圖書館的青少年讀者服

務〉，〈論公共圖書館對老人讀者的服務〉，〈有關當前我國公共圖書

館參考工作的幾點建議〉，〈義工制度與公共圖書館〉，其它各篇分別

如下： 

魏韻純〈從老人福利觀點看圖書館對老年人的服務〉，張鈺旋〈殘

障讀者服務之法律觀〉，歐陽芬、吳慧中〈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的互

動關係〉，林荷鵑〈學科專家與讀者服務〉，林彥君〈行銷概念與讀

者服務〉，朱碧靜〈讀者服務與館藏規劃〉，周利玲〈線上檢索服務〉，

周曉雯〈讀者服務的溝通問題：參考晤談〉，張安明〈圖書館使用者

與使用研究〉，林巧敏〈讀者利用指導的設計〉，鄭景文〈參考館員

的繼續教育〉，等十二篇，全書合計十六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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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傳記資料 

12.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祝賀論文集，沈寶環教授七秩華誕籌備委員會編，台

北巿：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 6 月 23 日 

按：是書除藍乾章〈賀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代序)〉及〈編後語〉外，分

賀文 13 篇、論著 20 篇兩大類及〈沈教授門生賀詞〉，各篇撰者及篇

名如下： 

朱炎〈慶祝沈寶環先生七十華誕感言〉，嚴文郁〈大德必壽〉，

李德竹〈恭祝沈寶環教授七秩榮慶〉，何光國〈荀子與沈寶環〉，黃

世雄〈亦師亦友話培公〉，盧荷生〈我國圖書館的智多星--恭祝沈寶

環教授七十嵩壽〉，范承源〈我 敬愛的一位長者--為祝賀沈寶環教

授七秩華誕而寫〉，范豪英〈回憶東海時期的沈寶環老師〉，李美月

〈亦師亦友的沈寶公〉，胡家源〈我所感佩的沈寶環先生〉，林志鳳

〈沈老師--生日快樂〉，林文睿〈我心目中的沈寶環老師〉。以為賀

文。 

王振鵠〈文化中心之設置與橡討〉，胡述兆〈館際合作的途徑〉，

張鼎鍾〈綫上資料庫的簡況與展望〉，鄭雪玫〈人際溝通與讀者服

務〉，莊芳榮〈近四十年來台灣地區叢書編刊情形之探討〉，顧敏〈宏

觀圖書館的組織與管理〉，吳明德〈我國公立大學圖書館支援研究所

學術研究之檢討〉，盧秀菊〈圖書館服務之效率與效能〉，陳雪華〈印

刷媒體在圖書館利用指導的應用〉，楊其華〈大學圖書館的規畫〉，

陳昭珍〈回溯性書目資料轉換問題之探討〉，陳為賢〈圖書館自動化

的第一步--需求書的草擬〉，劉瑞蘭〈聯結系統計劃〉，王梅玲〈全

文資料庫〉，童敏惠〈英國編目網路概況〉，毛慶禎〈國際化中的杜

威十進分類法〉，徐金芬〈大學圖書館利用指導之成效研究：以師大

圖書館為例〉，曾淑賢〈中外國會圖書館體制之探討〉，廖又生〈「彼

德原理」及「逐漸趨於保守定律」對圖書館人力訓練的啟示〉，莊道

明〈我國台灣地區國際百科綫上資訊檢索服務調查之研究〉。以上為

論著。 

我們可以從「賀文」諸篇文章，瞭解沈先生，特別是范豪英〈回

憶東海時期的沈寶環老師〉及胡家源〈我所感佩的沈寶環先生〉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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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可以略補沈先生擘畫東海大學圖書館與經營理念 1，尤其是胡家

源〈我所感佩的沈寶環先生〉提及諸事，如文中首先提及：「與先生

兼有鄉誼、學誼、寅誼；並曾受教於先生及其尊翁沈祖榮校長。復

曾兩度追隨先生左右，前後計共十餘年。」接著敘述「接事之後，

即精心擘劃圖書館工作方向，期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四十四年八

月十七日，先生以第一號『備忘錄』向學校提出多項建議」，提 出 ：

「重視『參考服務』，並於館內設置圖書館學教室」及「成立圖書委

員會，並大力蒐集中國古籍。」推崇沈先生：「開風氣之先，決定圖

書館(東海，民國四十四年)採用開架制度」，「建議校方(東海，民國

四十四年)並蒙採納而組成強勢圖書委員會， 以作為館長諮議機

構」，「策劃大學圖書館(東海)保有出版品(《圖書館學報》」，「注重圖

書館學教育，並撰文闡述之」，「正式撰文闡述〈圖書館工作自動化〉

之重要性」等等作為，奠定東海大學圖書館今日的規模。 

13.圖書館人物誌(一)，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台北市：中國圖書館

學會，2003 年 11 月 

按：是書於〈序〉說明編輯目的：「成立五十周年，特選輯五十人編成第

一輯，其中包括已故先賢、已退離之圖書館相關人士及本會歷任理

事長、榮譽理事、總幹事、秘書長等。一則用資誌念，並祈見賢思

齊」。收錄韋棣華、梁啟超、沈祖榮等五十位人士。 

〈編輯體例〉說明：「排序依出生年之先後排列」及「收稿以

92 年 10 月 31 日以前為限」。 

莊道明以〈圖書資訊學造塔人〉為副標題，撰寫沈先生的「誌」，

汪雁秋在是篇〈後記〉說：「本文係作者原為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院

史(2002)而寫，但未出版，特商請台大文學院及作者同意先刊登本會

會訊，廣為流傳。」 

〈沈寶環--圖書資訊學造塔人〉分：「一、出身名門、受教嚴師」，

「二、捍衛民國、返台服務」，「三、突破傳統、開創新局」，「四、

醉心學術、提拔後進」，「五、跨海交流、義助世新」，「六、恂恂儒

者、學術巨擊」等六個單元敘述。 

                                                 
1 參見謝鶯興編《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籌備期至民國六十年之部》，台中：東海大學圖

書館，1998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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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破傳統、開創新局」單元，提到他「民國 44 年 7 月 1

日正式出任東海大學圖書館首任館長」 2，「首先便突破當時圖書館

管理的禁忌，開風氣之先，以開架閱覽服務提供書庫閱覽服務。」

「為國內圖書館管理樹立現代化經營的典範。」 

在「跨海交流、義助世新」單元，提到「民國 79 年 9 月臺灣圖

書資訊界終於在王振鵠教授領團下，包括沈教授在內一行十四人正

式前往大陸參觀訪問。」「民國 84 年廣東圖書館學會正式通過沈教

授為該會的名譽理事，並於民國 84 年 11 月 15 日正式邀請沈教授赴

大陸廣州接受名譽理事聘書頒贈。」「民國 79 年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向教育部申請改制學院，特聘請沈教授擔任榮譽教授。藉助沈教授

豐富的圖書館管理經驗，協助世新圖書館改革的工作。在沈教授支

持與協助下，世新圖書館終能順利通過教育部的審查。」「進一步協

助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提升學術研究」，「於民國 83 年 9 月創立《資訊

傳播與圖書館學》學術季刊。」「84 學年圖書資訊學系正式對外招

生」。 

後以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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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以『圖書資訊學造

塔人』來形容沈教授，實一點也不為過」的副標題原由。 

 

                                                 
2 按，沈先生初到東海圖書館，因當時編製僅有主任職務，實際負責全館所有事務，全

館僅有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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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 

14.慶祝藍乾章教授七秩榮慶論文集，台北巿：文史哲出版社，1984 年 12 月 

按：〈後記〉說：「感謝沈寶環教授為我們寫序」，並說：「這本論文集，

沒有編者，負責聯繫的人只是把大家的來稿彙齊付印而已。」因此，

沈先生〈仁者壽〉，其實就是〈序〉。 

除〈仁者壽〉、〈別史類對照表〉和〈後記〉外，是書共收 28 篇

文章，以及 1 篇藍先生的〈著述年表〉，各篇撰者及篇名如下：嚴文

郁〈國際圖書館關係與組織〉，高錦雪〈圖書館教育的哲學觀〉，鄭

雪玫〈圖書館員的專業道德〉，盧荷生〈研究圖書館史之旨趣〉，鄭

恆雄〈論書籍的體制〉，張慧銖〈美國圖書館教育六年制專家計劃之

探討〉，張樹三〈美國圖書目錄發展史〉，陳和琴〈有關並列題名的

著錄問題〉，方仁〈國際標準書目著錄與中國編目規則〉，張璉〈國

立中央圖書館高麗本子部書志〉，吳明德〈析論視聽資料與視聽教學

之研究〉，戴國瑜〈我國政府出版品管理現況探討〉，雷叔雲〈英國

官方出版品概況〉，宋建成〈我國國勢調查及其報告〉，陸毓興〈大

眾傳播界的一代巨匠？怪傑？〉，李惠中〈大家一起來做 SDI〉，張

東哲〈我國大學圖書館教育功能提升方法的探討〉，毛慶禎〈近三十

年來我國大學教育的發展與大學圖書館員的地位〉，林孟真〈學校圖

書館經營法之商榷〉，郭麗玲〈學校圖書館的行政管理〉，鄭肇陞〈醫

學圖書館的圖書採訪政策〉，張淳淳〈論企業界之資料單位〉，胡歐

蘭〈書目資料建與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吳瑠璃〈ERIC 資料庫〉，陳

秀美〈第四代語言〉，顧敏〈美國國會山莊的資訊系統〉，蔣嘉寧〈NTIS 

Published Searches 簡介與我們的小實驗〉，莊芳榮〈藍師的道德勇

氣〉，張錦郎〈藍乾章先生七十著述年表〉。 

在〈仁者壽〉，首先交待撰寫的「原因」，接著從幾個方面敘述

二人間的關係，一是「同鄉」，皆為鄂人；二是「同學」，都是都是

武昌文華中學學生；三是「同行」，都是圖書館事業的老兵；四為「世

交」，有幾代的深厚友誼。第三則推崇藍先生是：「大公無私」，「淡

泊明志」，「貨真價實」等等。但私人往來，却用「君子之交淡如水」

形容，可真奇特。 

在「圖書館事業的老兵」中，提出藍先生「是中國國書館學會

創辦人」，「領導學會辦理暑期研習會」，「制訂各種圖書館標準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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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訂圖書館學課程」等等，因為「在他心目中祇有圖書館事業，

和這個事業有關係的若干組合體 Component」。 

15.當代圖書館事業論集--慶祝王振鵠教授七秩榮慶論文集，王振鵠教授七秩

榮慶論文集編輯小組，台北：正中書局，1994 年 7 月 

按：盧荷生〈壽序〉從幾個方面說王振鵠先生在台灣圖書館的貢獻，如：

「是大學圖書館長的先進」、「是台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動力泉源」、

「是這些年來台灣圖書館事業的導航」、「是圖書館員之中對國家貢

獻 多的人」、「是整個圖書館界的燈塔」、「是一位有歷史文化責任

感的圖書館員」，歸結出他「在圖書館學的天地裡，學養上兼備學術

修養與實務經驗，觀念上兼顧教育事業與文化傳承，實務上兼及科

學管理與人性領導，作為上兼能宏觀思考與細部運作。」 

全書除〈壽序〉、李華偉〈我所認識的王振鵠教授〉及〈編後記〉

外，分為數個主題：1.「圖書、圖書館事業」，收沈寶環〈圖書館事

業的領導問題〉等 18 篇；2.「文獻學、目錄學」，收王省吾〈澳大

利亞國立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印書〉等 7 篇；3.「圖書館技術服務」，

收胡述兆〈Walter T. Swingle and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等 18 篇；4.「圖書館讀者服務」，收陳炎生〈圖書館的語

言和讀者的語言〉等 13 篇。 

沈先生〈圖書館事業的領導問題〉，副標題為「為祝賀王振鵠教

授七十嵩壽而作」，首先為「問題的出現」單元，提出「圖書館界學

者專家將注意力轉移到領導問題(Leadership)是近幾年的事」。 

第二「何謂領導」單元，認為為「領導」下定義是很困難的，

先提出「我國學人吳靄書」和「Kaufman」的觀點，「談到領導都離

不開影響力」，再引《韋氏大字典》至 Warren Bennis 等，關於領導

者的特徵、要件等的看法。 

第三「領導的要素(Elements of Leadership)」單元，提出三要素：

「領導者」、「被領導者(不限於部屬)」、「環境」，在「領導者」要素，

談「領導者的風格」有四種，「領導者的權力」有五種。在「被領導

者」要素，提出「管理科學以人事管理為重點」，從「需對人性有若

干基本了解」談起：「性善論與性惡論」--「荀子希望以法治來矯化

人的情性，孟子則主張啟發誘導」；「X 理論與 Y 理論」--「以企業

人事管理的立場來研究人性」；「人性逐漸成長說(Immaturity-mu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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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人性隨著年齡、經驗與教育逐漸發生變化」。對「環境

的影響(Environment)」要素，此單元著重於「指社團、組織和機構

有限度的環境」，分「直接領導(One to One Leadership)」，分層負責，

向上呈報；「集體領導(Team Leadership)」，「領導者經常與部屬密切

諮商，供多數人分擔責任以發揮高度的工作效率」；「中國圖書館學

會的組織」，有：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常務理事會、各委員

會等。在「領導者與環境」，引 Peter Drucker 的四種觀點後，提出「領

導者常易為 接近的左右包圍和蒙蔽，因此領導者應該避免在大組

織之內成立小組織，要做大家的領袖，而不是少數人的領袖」建議。 

第四「圖書館事業領導問題」單元，提出：1.圖書館事業在傳

統上沒有「領導」的觀念，2.圖書館院校漠視「圖書館行政」課程，

3.領導者和經理人的分野，4.領導者性別問題，等四個理由，使「圖

書館專業族」對於「領導」更是陌生。在「領導者和經理人的分野」

中，提出：「領導者的著眼是長程的，而且過去、現在、未來兼顧」，

「領導者的考慮是全盤的，著眼的觀點是廣博的」，「領導者是大我

無私，經常為考慮培養後進，以達到世代交替的目的」觀點，更令

人省思。對於「領導者性別問題」上，提出：「不分男女」，要能「擴

大專業的影響力」，「將專業精英，納入組織」，「合理運用人力因應

社會需求」等等方面的作為。 

16.中國圖書館學會 50 週年特刊，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編，台北市：中

國圖書館學會，2003 年 12 月 

按：〈出版序〉說：「中國圖書館學會自民國四十二年在臺創立以來，至

民國九十二年正好屆滿五十年。」「內容主要再續前賢志業，繼學會

成立四十年專刊之後為本會近十年來發展留下紀錄。」 

全書分：1.「賀詞篇」，共收 11 篇賀詞；2.「感言篇」，共收 9

篇感言；3.「論著篇」，共收 12 篇論文；4.「資料篇」，共收 6 篇相

關資料。 

沈先生〈「五十而知天命」，我會前途光明，萬壽無疆〉被收在

「賀詞篇」，首先提到他「寫作緣起」，是響應「『走過半世紀，與中

國圖書館學會同賀』為題的專刊」而作。 

次則著墨於「重點『五十』」單元，引用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闡釋「知天命」是：「不可逆天行事」，以現在的用語來說就是「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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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世界潮流」( Following world trend)，「適合地方需要」(Meeting Local 

Needs)。他「深信圖書館也有人性，是有生命的有機體。我曾提出

生命的要素和圖書館活動比照表來說明。」 

在「人傑地靈」單元，分別從「美輪美奧的館舍建築」、「理想、

夢幻的學術環境」、「雨後春筍的專業著作」、「優秀整齊的教師陣容」

等方面，陳述「五十年來，台灣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的結果，創造

了圖書資訊事業起飛的奇蹟。」 

「展望未來」單元，則提出幾項建議：「爭取會員」、「重北不輕

南」、「Library without walls」，認為：「圖書館沒有牆壁，讀者也可以

進館；現在美國若干學校圖書館也發揮了公共圖書館的功能，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 

 

17.索引編製法論叢，天一出版社編，台北：天一出版社，無日期 

按：〈前言〉說明「索引」就是：「把圖書資料中包括的各種名辭或概念，

提作款目，再按一定方法序列成『表』，註明出處，作為查尋之工具。」

治學者，「憑藉索引，我們可於極短的工夫，尋獲極多可用的資料。

因此，索引是資料寶庫，為現代治學的利器。」 

又説，是書收錄索引法論著卅三篇。略分幾類：(一)索引總論：

闡述索引的意義、功用和類別等；(二)綜述我國索引發展簡史。(三)

排檢法：說明索引編纂法與排檢法之關係，並簡述中文排檢法。(四)

索引法：分述書籍、期刊、報紙等資料的索引方法。(五)自動化資

訊檢索與索引法：介紹應用電子計算機編製索引的方法與概念。(六)

摘要法：簡介編製摘要的方法。(七)索引標準與規格。(八)索引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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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書末附十七種代表性索引之書影或編例，藉資與本文參稽。 

各篇作者與篇名如下：王振鵠〈談索引〉，朱傳譽〈說索引〉，

喬衍琯〈索引漫談〉，金夫〈穿針引線的索引--談期刊報紙的索引〉，

蔡武〈漢學索引發展史簡編〉，鄭恆雄〈漢學索引編製的回顧與前

瞻〉，錢亞新〈從索引法去談談排字法和檢字法〉，張義德〈中文檢

字法漫談〉，羅曉峰〈索引法概要〉，洪業〈引得編纂法〉，鄭恆雄〈書

籍索引編集法(上、下)〉，小尾郊一〈索引編纂的意義〉，鄭恆雄〈論

編製期刊索引〉，鄭明娳〈論國內文史哲論文索引之編撰〉，餘光〈中

央日報近三十年文史哲論文索引編後〉，宋建成〈漫談傳統式中文報

紙索引之編製〉，楊春樓〈新聞分類索引編製方法與實施概述〉，蘇

精〈淺談報紙參考與報紙索引〉，胡洪九〈索引概念〉，劉毓英〈談

索引編製〉，黃世雄〈談調和索引法〉，黃世雄〈KWIC 索引法之探

討〉，黃世雄〈美國 ISI 科技資料庫資訊系統暨其運用之方法(上、

下)〉，李連揮〈索引典與索引方法〉，李連揮〈自動化資訊尋索與索

引方法之研究〉，胡洪九〈索引方式對檢索效果的影響〉，胡洪九〈資

訊檢索方式對檢索效果的影響〉，沈曾圻〈摘要與摘要法〉，沈實環

譯〈怎樣訓練化學家從事文獻與索引編製工作〉，宋建成〈索引編製

芻議〉，科資中心譯〈出版品索引編製要點〉，科資中心譯〈美國標

準索引基本原則〉，科資中心譯〈美國國家摘要撰寫標準〉，鄭值雄、

曾堃賢〈中文索引法論著彙編〉。 

〈怎樣訓練化學家從事文獻與索引編製工作〉，係 E. J. Grane 原

著，沈先生翻譯。原刊登於《圖書館學報》6 期，從首段摘要：「編

製文摘與索引為保存科學紀錄 重要的因素。從事此二項工作必須

對一般科學有通盤的認識，對編製文摘或索引的專門學科更應有特

殊的研究。化學家如準備參與此項工作必需多學習各種語言，英語

也包含在內。美國化學家應培養快速閱讀而又同時能有適當領會其

涵意的能力。更進而能以清晰、肯定的英文，寫作表達自閱讀而學

習得來的知識要點。化學術語為必要知識自不待言。寫作練習往往

極為重要，因為藉此可加強判斷能力，何種資料應編入文摘，何種

應製成索引。正確與澈底性為此類工作另一要件。而現代機械之運

用與其缺欠尤應密切注意。」可知翻譯該篇的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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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建立全國圖書館合作服務制度促進資源共享政策，王振鵠、沈寶環計劃主

持，台北巿：教育部圖書館事業委員會，1991 年 6 月 

按：是書為「館際合作制度與資源共享的理念」所進行的研究計劃報告，

由王振鵠、沈寶環兩位共同主持，張拱星協同主持，研究人員有：

吳美美、郭麗玲、彭慰等人，呂明春、陳仲彥擔任研究助理。全書

分為五個單元。 

壹、〈緒論〉，再分為：一、研究

緣起與目的，二、研究範圍與名詞定

義，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貳、〈文獻分析〉，分：一、資源

共享觀念之推行，二、圖書館館藏之

合作發展，三、技術服務之合作發展，

四、流通與典藏工作之合作發展。 

參、〈問題探討〉，分：一、調查

問卷之設計、實收情形及背景 分析，

二、館 藏 發展，三、技術 服 務，四 、

流通制度，五、其他。 

肆、〈我國圖書館合作服務制度之探討與規劃〉，分：一、圖書

館館藏之合作發展，二、技術服務之合作推行，三、流通與典藏制

度之合作實施。 

伍、〈結論與建議〉，分：一、結論，二、建議事項。 

另有 85 件〈附表〉，〈參考書目〉，及兩篇附錄：〈調查問卷〉，〈座

談會記錄〉。 

「研究目標」為：1.探討我國圖書館收藏發展之得失、服務之

成效；2.研究國外圖書資訊界在資源共享方面所進行的計畫與工

作，並檢討其成果；3.調查分析我國現行合作服務制度之成效，在

合作採訪、編目、典藏、流通及資訊交流等方面提出可行的建議。 

「研究目的」則在：探討如何實施館際合作，以達成資源共享

之理想，重點在針對我國圖書館當前的情況，提出可行的建議。 

「研究範圍」是特別針對：圖書館館藏發展、目錄編製、館際

流通和合作典藏等四方面做重點研究。 

「研究方法」是採：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集體座談等方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