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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 
    編輯記要
 ▓ 彭　慰

一、緣起

從古代的公私藏書，一直到現代的圖書

館，我國圖書館事業歷經長久而持續不斷的演

進改良，蒸蒸日上。而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

於眾多先賢的智慧與奉獻，為今日的圖書館事

業紮下優良的根基，讓重視知識與典籍成為社

會的主流生活文化。特別是到了近現代，由於

西方科學對我國傳統學術的衝擊與影響甚鉅，

有識之士莫不競相鼓吹，以建立新中國為號

召，積極地為國家現代科學的發展努力催生。

而我國圖書館事業也在清末民初諸賢的大力提

倡之下，由藏書樓大幅轉型，各省紛紛成立新

式圖書館，並引進西式圖書館學理論與思想。

民國建立後，前賢持續推動，逐步西化，中國

現代圖書館事業遍地開花，令人欣喜。旋因抗

戰事發，業務幾陷停滯；繼以內戰失利，政府

轉進臺灣，十餘年間，烽煙漫天，全賴我圖書

館志士全力奔走，矢命護書，為搖搖欲墜的圖

書館事業保留一股元氣。遷臺以來，百廢待

舉，志士們莫不貢獻己能，全心投入建設的工

作隊伍，六十餘年來，我國圖書館事業獲得空

前的拓展與進步，直到今日，已經與世界接

軌，向世人綻放璀璨的成果。

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0周年，中華民國

圖書館學會規劃編印《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

年回顧與展望》系列叢書，由圖書館界同道分

工合作，以圖書館類別及重要圖書館事業專題

分類，共同整理我國百年來圖書館事業的史

料，分別回顧歷史發展，記錄得失，展望未

來；並記述重要圖書館人物的傳略、行誼及

重要影響，使典範長存；且於該書綜述我國

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彙編圖書館教育與人

物記要，以及圖書館研究發展。該書內容分

別為中華民國百年來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

館、大專校院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專門

圖書館、圖書館資訊系統與數位化、圖書館

建築、圖書資訊學教育、圖書資訊學學術研

究、圖書館交流與合作、資訊組織規範等主

題的回顧與展望，加上圖書館人物誌全套叢

書共計12冊專書。

二、籌備過程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1屆理監事會自

民國99年起即開始籌劃編印《中華民國圖書館

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由出版委員會主任委

員黃元鶴先彙整各委員會所擬寫作大綱，編

寫計畫草案。學會理事長陳雪華先後於99年4

月27日、9月13日及100年9月23日召開籌備會

議，另於100年3月8日召開一次寫作大綱審查

會議；並曾於99年及100年理監事會議及常務

理事會多次討論決議通過《中華民國圖書館事

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專書編輯出版計畫。決議

採數位出版及隨需印刷典藏版二種方式發行。

收稿編輯階段採線上平臺方式建置，由各專書

主編先行編稿、審稿，再上傳檔案，並決議由

學會給付稿酬，且因學會經費有限，將另洽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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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的出版社共同出版發行。所收稿件先由主

編初審，再請學者專家審查，修改後而定稿。

三、編輯團隊

該套叢書編輯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

51屆理事長陳雪華擔任計畫主持人兼總編輯，

彭慰祕書長及何亞真專案助理協助行政相關事

務；各冊專書由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第51屆各

相關委員會及圖書館成立編輯委員會，負責擬

訂寫作大綱及推薦撰稿人，原則上由各委員會

的主任委員及相關圖書館的館長或副館長擔任

各專書主編，各冊專書主編姓名與負責委員會

或圖書館如表1。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 曾淑賢 國家圖書館

 第二冊 公共圖書館 黃雯玲 公共圖書館委員會

 第三冊 大專校院圖書館 黃鴻珠 大學校院圖書館委員會及技專校院圖書館委員會

 第四冊 中小學圖書館 賴苑玲 中小學圖書館委員會

 第五冊 專門圖書館 
劉春銀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醫學圖書館委員會及神學圖書館委員會
   王珮琪

 第六冊 圖書館資訊系統與數位化 柯皓仁 自動化與網路委員會

 第七冊 圖書館建築 林光美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第八冊 圖書資訊學教育 蔡明月 教育委員會

 第九冊 圖書資訊學學術研究 卜小蝶 研究發展委員會

 第十冊 圖書館交流與合作 林志鳳 國際關係委員會

 第十一冊 資訊組織規範 藍文欽 分類編目委員會

 第十二冊 圖書館人物誌 
黃元鶴 

 出版委員會
   陳冠至

表1  《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望》各冊專書主編一覽

 冊次 書名 主編姓名 負責委員會或圖書館

四、編輯方式及過程

由於該書是採集體創作，以邀稿方式彙

輯成書，由各委員會先初擬寫作大綱，經由

該學會理事長陳雪華邀集吳明德、宋建成、

胡歐蘭、范豪英等圖書資訊學系資深教授開

會審查各書寫作大綱，並提出修正建議，供

主編參考。主編決定寫作大綱及撰稿人選後

交學會寄發邀稿函、授權同意書、稿約及撰

稿格式，文章撰寫格式參照《國家圖書館館

刊》寫作格式。該學會自100年2月起陸續由

陳理事長具名寄發邀稿函給各撰稿者，所邀

稿件規劃於7月31日截稿。然因各撰稿者多

公務繁忙，每人進度不一。部分專書由圖

書館負責，如第一冊《國家圖書館》及第七

冊《圖書館建築》，撰稿人員集中，在館長

或副館長領導下，較易作業而能如期交稿。

其他各委員會則因主編忙於公務，或因撰稿

者交稿延遲，致進度落後，僅第八冊《圖書

資訊學教育》及第九冊《圖書資訊學學術研

究》已大致於12月底前完稿；其餘各冊尚在

陸續收稿中。

第十二冊《圖書館人物誌》由出版委員會

邀請汪雁秋、宋建成、鄭恒雄、劉春銀及彭慰

等為編輯顧問，審查收錄圖書館人物原則及名

單，預計收錄民國以來圖書館已故重要人物40

餘人，已收稿30餘篇。收稿期間陸續有重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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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人物逝世，如張鼎鍾（1934-2010）、李

德竹（1935-2011）、盧荷生（1931-2011）、

陳碧蓉（1929-2011）及昌彼得（1921-2011）

等，即隨時討論增加收錄並邀稿。

五、專題研討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於100年12月2日至

3日假國家圖書館舉辦「2011圖書資訊學研討

會」，以《中華民國圖書館事業百年回顧與展

望》為專題研討，請各專書主編或代表人報告

各專書內容大要。並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王振鵠、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專題座談。該套

叢書雖不克於12月底以前完稿，但卻得以在12

月初以研討會的方式專題報告各書及第九冊

《圖書資訊學學術研究》內各專題的內容大

要，並編印研討會手冊。

六、內容大綱與邀稿對象

截至12月31日，各書的內容大綱初稿與

邀稿對象如下：

第一冊  《國家圖書館》

第一章　綜論﹙宋建成﹚

第二章　組織職掌﹙研究組、人事室﹚

第三章　館藏發展﹙採訪組、特藏組、漢學研

究中心﹚

第四章　閱覽及參考服務﹙閱覽組、特藏組、

參考組、國際標準書號中心、採訪

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第五章　技術服務﹙編目組、書目資訊中心、

國際標準書號中心﹚

第六章　資訊系統與數位化﹙資訊組、閱覽

組、參考組、特藏組、採訪組、編

目組、書目資訊中心、國際標準書

號中心﹚

第七章　圖書館交流與合作﹙出版品國際交換

處、特藏組﹚

第八章　研究與輔導﹙研究組、輔導組﹚

第九章　館舍建築﹙總務組﹚

第十章　漢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中心）

第十一章　未來展望﹙曾淑賢﹚

第二冊  《公共圖書館》

第一章　行政管理

一、公共圖書館發展史（張圍東）

二、館藏發展概況（姜民）

三、臺灣省公共圖書館建設（賴文權）

四、業務輔導（鄭慕寧）

五、社會資源運用（施純福）

六、法制與行政資源（嚴鼎忠）

七、研究與出版概況（曾堃賢）

第二章　讀者服務

一、一百年來的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     

（宋建成）

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曾淑賢）

三、成人及銀髮族服務（洪世昌）

四、多元及特殊讀者服務（袁美敏）

五、參考及資訊服務（林呈潢）

六、推廣服務與活動（呂春嬌）

七、視聽服務（繁運豐）

第三章　建築

一、建築之規劃設計方式演進（吳可久）

二、建築設計（黃世孟）

三、空間、閱讀及傢具（謝寶煖）

四、建築發展的一百年歷程與前景（陳格理）

五、公共圖書館一百年建築及空間典範

（曾淑賢）

（一）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二）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 

（三）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

（四）臺北市圖書館太陽圖書館暨節

能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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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動化及數位化

一、自動化系統（胡歐蘭）

二、電子資源（賴忠勤）

三、數位典藏（陳昭珍）

四、網路及社群媒體（柯皓仁）

第三冊  《大專校院圖書館》

第一章　綜論 （黃鴻珠）

第二章　組織與編制

第三章　館藏發展 （詹麗萍）

第四章　服務與創新 （詹麗萍）

第五章　資訊系統與數位化 （柯皓仁）

第六章　專業人員培育 （胡歐蘭）

第七章　館舍建築 （楊美華）

第八章　圖書館交流與合作

第九章　未來展望（黃鴻珠） 

第四冊《中小學圖書館》

第一章　綜論

第一節　高中職（涂進萬、趙淑婉、黃久晉）

第二節　國中（呂明珠）

第三節　國小（翁繩玉）

第二章　法規與標準（變遷）

第一節　高中職（黃久晉、梁竹記）

第二節　國中（呂明珠）

第三節　國小（賴苑玲）

第三章　圖書館營運

第一節　高中職（林慶榮、梁竹記）

第二節　國中（陳淑慧）

第三節　國小（呂瑞蓮）

第四節　各級學校輔導團（涂進萬、趙淑婉、

翁繩玉）

第四章　圖書館交流與合作

第一節　高中職（陳宗鈺、林慶榮）

第二節　國中小 （黃鈺婷、賴苑玲）

第五章　未來展望

第一節　高中職（涂進萬、趙淑婉、黃久晉）

第二節　國中（陳淑慧、蘇小鳳）

第三節　國小（林菁、陳海泓）

第五冊  《專門圖書館》

序　王振鵠序

序　胡歐蘭序

編序（劉春銀）

前言（劉春銀）

第一章　綜論

第一節　沿革與發展（劉春銀）

第二節　設置與類型（劉春銀）

第三節　資源與服務（黃麗虹、王珮琪）

第二章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各專門圖書館委

員會之成立與發展

第一節　專門圖書館委員會（劉春銀）

第二節　醫學圖書館委員會（邱子恒）

第三節　神學圖書館委員會（黃泰運）

第三章　各類型專門圖書館

第一節　政府機關圖書館（鄭寶梅）

第二節　醫學圖書館（邱子恒）

第三節　工商圖書館（黃麗虹）

第四節　大眾傳播機構圖書館（陳淑媛）

第五節　宗教團體圖書館（黃泰運、釋自衍）

第六節　其他類型圖書館（王珮琪）

第四章　未來展望（劉春銀）

附錄一　統計表：專門圖書館現況、歷年統計

（鄭寶梅）

附錄二　大事記要

第六冊  《圖書館資訊系統與數位化》

第一章　綜論（柯皓仁）

第二章　圖書館資訊系統沿革與發展（胡歐

蘭）

第三章　圖書館資訊系統（柯皓仁、溫達茂）

第四章　數位典藏（林信成）

第五章　機構典藏（陳光華）

第六章　電子書與數位出版（陳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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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圖書館資訊系統加值服務（吳錦範、

賴忠勤、王君逸、余顯強、林泰

宏）

第八章　未來展望（黃鴻珠、陳亞寧）

第七冊  《圖書館建築》

第一章　綜論（林光美、劉雅姿、劉美蘭）

第二章　圖書館建築發展趨勢中的建築設計課

題（黃世孟）

第三章　公共圖書館建築之特色與發展（吳可

久暨「圖書館建築」編輯小組）

第四章　大學圖書館建築、之特色與發展（吳

可久暨「圖書館建築」編輯小組）

第五章　中小學圖書館建築之特色與發展（吳

可久、黃文琪暨「圖書館建築」編

輯小組）

第六章　專門圖書館建築（蔣禮芸、陳建翰、

黃靖斐暨「圖書館建築」編輯小

組）

第七章　總結與展望（陳格理、吳可久暨「圖

書館建築」編輯小組、林光美）

附錄　大事紀（「圖書館建築」編輯小組）

第八冊  《圖書資訊學教育》

第一章　中華民國圖書資訊學教育百年發展史

（王梅玲）

第二章　國立臺灣大學圖資系50年回顧（朱則

剛）

第三章　深耕過去接軌未來－－臺灣師範大學

的圖書資訊學教育發展簡史（吳美

美）

第四章　私立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發展

歷史（林信成）

第五章　私立輔仁大學圖資系成長與發展（陳

舜德）

第六章　私立世新大學資傳系發展歷史（余顯

強）

第七章　百年來臺灣地區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的

發展 （中國圖書館學會篇） （林素

甘）

第八章　百年來臺灣地區圖書館員繼續教育

的發展 （各類型圖書館篇） （林雯

瑤）

第九冊  《圖書資訊學學術研究》

第一章　資訊與知識組織（藍文欽）

第一節　分類理論（鄭惠珍）

第二節　社會性標記（謝吉隆）

第三節　知識組織系統或Metadata之發展趨勢

（陳亞寧）

第二章　資訊服務與使用者研究（林珊如）

第一節　虛擬參考服務（蘇小鳳）

第二節　多元族群之資訊行為研究（葉乃靜）

第三節　網路使用者研究（賴玲玲）

第三章　資訊檢索與資訊系統（卜小蝶）

第一節　資訊檢索技術發展趨勢（曾元顯）

第二節　資訊檢索系統評鑑（唐牧群）

第三節　資料探勘與知識發掘（柯皓仁）

第四節　資訊架構與使用者介面評估（陳啟

亮）

第四章　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機構管理（楊美

華）

第一節　管理心理學在圖書館管理上之運用

（陳書梅）

第二節　圖書館績效管理（謝寶煖）

第三節　圖書館調查與統計（林呈潢）

第五章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陳志銘）

第一節　數位典藏技術發展趨勢（余顯強）

第二節　數位典藏使用者社群經營（林信成）

第三節　數位典藏支援數位學習模式（陳志

銘）

第六章　閱讀與資訊素養教育（吳美美）

第一節　問題導向學習式之資訊素養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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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菁）

第二節　小學生的閱讀培養（陳昭珍）

第三節　圖書館與數位閱讀（林維真）

第四節　從知性閱讀到療癒閱讀──書目療法

在圖書館的發展（陳書梅）

第七章　知識管理（阮明淑）

第一節　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邱子恒）

第二節　隱性知識萃取（阮明淑）

第三節　知識加值與服務（黃元鶴）

第八章　檔案學研究（林巧敏）

第一節　檔案編排描述發展（薛理桂）

第二節　電子文件管理議題（張文熙）

第九章　資訊計量研究（羅思嘉）

第一節　資訊計量與學術評鑑（黃慕萱）

第二節　資訊計量與學科領域分析（蔡明月）

第三節　專利引用與產業分析（羅思嘉）

第十章　資訊與社會（邱銘心）

第一節　資訊政策（張孟元）

第二節　社會資訊學（唐牧群）

第三節　資訊社會及傳播相關議題（莊道明）

第十冊  《圖書館交流與合作》

第一章　綜論

第二章　圖書館館際合作

第一節　全國性圖書館館際合作

第二節　區域性圖書館館際合作

第三節　國家圖書館館際合作

第四節　各類型圖書館館際合作

第三章　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一節　圖書館國際性交流與合作

第二節　圖書館區域性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三節　國家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四節　各類型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

第四章　圖書館兩岸交流與合作

第一節　圖書館兩岸國際性交流與合作

第二節　圖書館兩岸區域性交流與合作

第三節　國家圖書館兩岸交流與合作

第四節　各類圖書館兩岸交流與合作

第五章　未來展望

第一節　圖書館國際性合作與區域性合作

第二節　圖書館國際性專業組織

第三節　拓展兩岸圖書館實質交流

第四節　整合圖書館館際合作

附錄： 

附錄一　圖書館館際合作大事記

附錄二　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大事記

附錄三　國家圖書館館際交流與合作大事記

附錄四　各類圖書館國際交流與合作大事記

附錄五　圖書館兩岸交流與合作大事記

附錄六　國家圖書兩岸交流與合作大事記

附錄七　各類圖書館兩岸交流與合作大事記

第十一冊  《資訊組織規範》

第一章　綜論（藍文欽）

第二章　百年來的分類系統（鄭恒雄）

第三章　百年來的編目規則與相關標準

              （陳和琴）

第四章　中文標題暨主題詞表之發展

               （嚴鼎忠）

第五章　中國機讀編目格式與詮釋資料之發展

               （陳昭珍）

附錄　資訊組織相關活動之百年大事紀

           （藍文欽）

第十二冊  《圖書館人物誌》

序（黃元鶴、陳冠至）

凡例（陳冠至）

一、緒論

[導言]﹙王振鵠﹚

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發展史﹙宋建成﹚

民國百年來圖書館教育與人物記要

﹙鄭恒雄﹚

民國百年來圖書館研究﹙劉春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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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誌

王雲五（1888-1979）﹙蔡佩玲﹚

何日章（1893-1979）﹙林呈潢﹚

蔣復璁（1898-1990）﹙張圍東﹚

蘇薌雨（1902-1986）﹙彭慰﹚

劉金狗（1904-1989）﹙黃國正﹚

嚴文郁（1904-2005）﹙藍文欽﹚

吳光清（1905-2000）﹙汪雁秋﹚

王貫英（1906-1998）﹙曾淑賢﹚

屈萬里（1907-1979）﹙劉兆祐﹚

宋新民（1908-1977）﹙王元仲﹚

楊家駱（1912-1991）﹙顧力仁﹚

劉崇仁（1914-1983）﹙顧敏﹚

方世昌（1914-2001）﹙方鳳山﹚

藍乾章（1915-1991）﹙高錦雪﹚

包遵彭（1916-1970）﹙辜瑞蘭﹚

呂起森（1916-1998）﹙盧錦堂﹚

胡安彝（1917-1978）﹙章以鼎﹚

王省吾（1919-2004）﹙汪雁秋﹚

沈寶環（1919-2004）﹙莊道明﹚

倪寶坤（1920-1991）﹙張樹三﹚

昌彼得（1921-2011）﹙陳仕華﹚

王璞（1923-2006）﹙劉美玲﹚

方同生（1925-1982）﹙黃鴻珠﹚

翁茶餅（1926-1975）﹙翁聰安﹚

沈曾圻（1926-1999）﹙沈畦﹚

胡家源（1927-2000）﹙李玉綏﹚

王民信（1928-2005）﹙韓竹平﹚

喬衍琯（1929-2008）﹙彭正雄）

陳碧蓉（1929-2011）﹙林光美﹚

盧荷生（1931-2011）﹙鄭恒雄﹚

梁慕蘭（1933-1983）﹙彭慰﹚

楊日然（1933-1994）﹙林光美﹚

張鼎鍾（1934-2010）﹙汪雁秋﹚

李德竹（1935-2011）﹙陳昭珍、

傅雅秀﹚

陳興夏（1935-1993）﹙韓竹平﹚

蘇諼（1957-2009）﹙黃元鶴﹚

陳錫洪（1959-1994）﹙陳世雄﹚

趙來龍（胡歐蘭）　

附錄

韋棣華（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

﹙陳冠至﹚

山中樵（1882-1947）﹙張圍東﹚

費士卓（William A. FitzGerald, 1906-1991?）

﹙劉春銀﹚

編後記﹙黃元鶴、陳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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