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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參訪報告主要是國家圖書館奉派執行 104 年「派員赴大陸計畫」之「參訪

大陸地區重要文獻典藏機構」及「重要古籍典藏與修護單位參訪活動」二項計畫，

於民國 104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參訪濟南市圖書館（新館）、山東省圖書館（新

館）、青島市圖書館及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嶗山校區），就古籍保存與修護、公

共圖書館新穎服務、館藏特色等三大參訪重點，進行考察、交流之成果。本次參

訪之圖書館各有其特色，其中，濟南市圖書館新館、山東省圖書館（新館）、青

島市圖書館為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圖書館現代化新穎建築及新穎的閱讀推廣

服務措施，獲得「山東省公共圖書館特色服務品牌」等多項獎項肯定。最後提出

多項多項心得與建議，提供本館及國內公共圖書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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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家圖書館為古籍收藏重鎮，長期致力於善本文獻資料之保藏與加值應用，

獲海內外學界肯定與重視。為擴展本館專業人員於古籍文獻相關研究工作之視野，

提供國家圖書館同仁組團赴大陸參訪，執行本館 104 年「參訪大陸地區重要文獻

典藏機構」及「重要古籍典藏與修護單位」計畫。參訪重點有三： 

一、古籍保存與修護 

由於近年中國大陸為改善古籍保存環境，將古籍收藏量大、善本多、具備一

定保護條件之單位，列入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迄今已有 150 個全國古籍重點

保護單位。2009 年起，更選出 12 個具有修復工作條件的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核定設立為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山東省內共有 12 所圖書館列為全國古籍重點

保護單位，山東省圖書館與青島市圖書館都是首批入選之單位，2008 年更於山

東省圖書館成立國家級的古籍修復中心，協助輔導山東省等全國各地圖書館修復

古籍，培訓古籍人才。因此，本次參訪主要重點之一在了解山東省重要古籍典藏

與修護情形。 

二、公共圖書館新穎服務 

濟南市圖書館新館剛於 2013 年落成啟用，現代化新穎建築及新穎的閱讀推

廣服務措施，賦予圖書館活潑的空間氛圍，被評為「山東省公共圖書館特色服務

品牌」。而青島市圖書館也致力建立公共圖書館特色，包括設置 24 小時圖書館，

提供市民便利的圖書借閱服務，並與業者合作成立音樂館，提供許多鋼琴展示與

使用，並舉辦各類活動，讓所有市民不分貧富都有機會接觸鋼琴，培養音樂素養。

此外，濟南市圖書館與青島市圖書館皆有活動獲得中國藝術節「群星獎」之肯定。 

中國海洋大學是大陸「985 工程」和「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之一，2007

年成立的嶗山校區圖書館深具地方特色，館藏以海洋、水產相關領域為主，展現

青島作為沿海重要港口的地位，而新穎的現代化建築富有德國建築元素，流露出

過去德國殖民的歷史意義以及現今共生共榮的態度，希望能從其空間規劃與設計

獲得諸多啟發。 

因此，本次參訪第二個重點在了解各圖書館提供市民便利服務的措施，以及

獲得許多獎項肯定的各項閱讀推廣活動的作法。 

三、館藏特色 

濟南市圖書館是國家一級圖書館，特色館藏以乾隆年代前為主，有少量元、

明版本，其中珍善本書有未見傳世的蒲松齡傳抄本。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文獻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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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萬（冊）件，70 多萬冊古籍，特色館藏包括齊魯方志專藏、海源閣專藏、易

經專藏、山東革命文獻以及林則徐、蒲松齡手稿《聊齋文集》、王士禎批校《昆

侖山房集》等名人手跡。青島市圖書館也有許多日、德佔領時期的歷史文獻。各

館皆擁有豐富的館藏，亦是參訪的重點之一。 

因此，本次參訪特別選定山東省濟南與青島地區圖書館，包括位在濟南市的

山東省圖書館與濟南市圖書館，以及青島市的青島圖書館及中國海洋大學（崂山

校區），針對其古籍文獻之典藏、整理、修復、保存、出版等各個面向，其中具

有參考價值之成果加以學習，也了解其推動閱讀推廣的創新服務，一方面促進兩

岸圖書館界情誼；一方面開拓眼界，增益本館於古籍保存及相關推廣教育之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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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過程 

本參訪成員於 10 月 19 日（星期一）搭機赴山東省濟南市，晚間抵達中國大

陸山東遙牆國際機場；10 月 20 日參訪濟南市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新館），

21 日赴曲阜，參觀曲阜孔廟，下午搭車前往青島；22 日參訪青島市圖書館、中

國海洋大學圖書館；10 月 23 日上午搭機返臺。茲說明參訪濟南市圖書館、山東

省圖書館（新館）、青島市圖書館、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等四所圖書館之過程及

各館特色如下。 

 

一、濟南市圖書館 

10 月 20 日上午前往濟南市圖書館，館方首先安排到會議室與館長郭秀海、

副館長王海、辦公室主任王曉倩以及濟南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交往交流處

副處長袁忠萍等面對面進行意見交流，內容包括圖書館營運概況、重要服務項目、

以及古籍文獻等。同時，本館也介紹本館漢學研究中心業務以及表達此次參訪重

點。 

約座談一小時之後，郭秀海館長與王曉倩主任等人全程陪同參觀新啟用的館

舍，詳盡介紹各個空間之設備及功能。導覽結束之後，又再度回到會議室繼續座

談。茲將座談的內容及參觀重點項目整理如下： 

（一）圖書館概況 

1.新館是文化新地標、舊館以少兒館為主 

濟南市圖書館建於 1953 年，屬綜合性的公共圖書館，一年 365 天對外開

放，更是國家一級圖書館與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新館 2013 年啟用，位於

槐萌區西客站東約 2 公里處的省會文化藝術中心，與美術館、藝術館被統稱為

省會文化藝術中心「三館」，期打造濟南市文化新地標。 

郭館長表示，圖書館新館花費 6 億元人民幣打造，並爭取經費改造舊館，

104 年 11 月 20 日，舊館將以少年兒童館為主要發展特色，重新對外開放。 

2.館舍設計 

新館建築面積 4.1 萬平方公尺，地下一層、地上五層，設有手扶電梯供讀

者使用。一樓設有視障人閱覽區、兒童借閱區、期刊閱覽區與數位資源，方便

視障人員與兒童使用；二、三樓主要是社會與自然科學借閱區與閱覽區；四樓

是多媒體視聽區，館長特別播放音樂，讓參訪人員實際感受音樂廳的立體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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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樓則是古籍地方文獻閱覽區。閱覽席次 2,200 個，設有報告廳、展覽廳、音

樂多功能廳及會議室、培訓教室等多個專業廳室，為讀者提供多樣化服務。 

3.吸晴的書牆 

館內設有四層樓高的木質書牆，是 大亮點之一，不論從一樓或各樓層往

書牆望去，給人無邊無際浩瀚書海的壯闊感覺。郭館長也特別介紹，書牆是以

「書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為理念設計。書牆共分 7 層，可以放 6 萬冊圖

書，有樓梯相連，方便讀者從各個樓層到書牆取書閱讀，不僅對讀者相當便利，

更營造閱讀的氛圍，非常能夠吸引讀者。 

4.巨幅《鵲華秋色圖》呈現濟南風光 

館內還有一整幅整面牆的《鵲華秋色圖》，經過的讀者莫不嘆為觀止，是

造訪濟南市圖書館新館不能錯過的地方。《鵲華秋色圖》是元代書畫家趙孟頫

於 1295 年的創作，主要描繪的是山東省濟南市的山水風光。明清兩代曾被收

入藏於民間，清朝時收入皇宮，現收藏於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館方特別仿製

這幅深具濟南特色的畫，讓人來到圖書館可以一覽濟南泉城的美景。郭館長也

期待未來有機會與我國合作，讓濟南民眾也有機會一覽《鵲華秋色圖》的真跡。 

5.藏書特色兼具綜合性、公共性和地方性 

在藏書特色上，注重綜合性、公共性和地方性，不僅提供大眾讀物，也保

存許多地方文獻。館藏文獻 4 百多萬冊（件），其中現有中文普通圖書、古籍、

報刊合訂本、視聽文獻等館藏2百多萬冊（件），購置的電子文獻 180萬冊（件），

古籍 14 萬餘冊，包括善本書 1000 多種（1 萬多冊）。 

6.設有濟南市圖書館尼山書院 

濟南市圖書館設有傳統文化體驗室尼山書院是為紀念孔子誕生而在尼山

所建的書院，山東省文化廳透過現代圖書館與傳統書院的結合，推廣國學、閱

讀經典、道德教育，以傳承中華傳統文化。濟南市圖書館設有尼山書院，提供

國學經典閱覽空間，以及傳統文化體驗室。體驗室內也陳列館內特色館藏的複

製書畫，增加民眾對館藏的認識。 

 

（二）重要特色服務 

濟南市圖書館連續七年被平為省級文明單位等多項榮譽，暑假讀一本好書、

行動圖書館、重汽杯濟南市讀書人攝影比賽分別獲得中國圖書館學會「全民閱讀

推廣活動經典、創新案例」一、二、三等獎；「成功父母大課堂」、「行動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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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評為山東省公共圖書館特色服務品牌。館內也提供自助圖書館服務、視障服務

等各項服務，深獲各界肯定。茲就重要特色服務，說明如下。 

1.「書香泉城」全民閱讀節 

濟南市圖書館推動「書香泉城」全民閱讀節，曾榮獲第十屆中國藝術節「群

星獎」的殊榮。中國藝術獎是中國大陸文化部設立的獎項，也是政府社會文化

方面的 高獎項，旨在推廣文化藝術的發展。參加評選的計畫都至少執行 3

年、成效卓著才能申請。「書香泉城」全民閱讀節推動至 2015 年已有五年時間，

每年舉辦換書、各類講座、徵文比賽，並推廣行動圖書館，推廣閱讀，提高書

籍借閱率。 

2. 行動圖書館 

濟南市圖書館為推廣閱讀，在濟南市的企業、機關、學校、農村等地設立

57 個分館，每館至少擁有 5千冊以上圖書，皆由市圖協助輔導。但館方表示，

由於濟南市各區財政能力不同，購書經費也不同，例如經濟較好的歷下區擁有

1 千萬元人民幣購書經費，相較部分館可能只有 30 萬元經費，差距幾十倍。

為提供偏遠地區民眾閱讀資源，濟南市圖書館於2006年開始推動行動圖書館，

有一輛造價不斐的行動書車，將書送到各偏鄉地區，提供將\書送上門的服務，

一個月主要有兩次主要企業、社區、農村、軍營等地，車上也提供自動化系統

設備，方面民眾查詢生活方面的需求服務。 

3. 24 小時自助圖書館服務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導入射頻識別技術，提供 24 小時自助借書服務，讀者

自行操作，完成借書證辦理、書目查詢、圖書借還、續借及預約等多項服務。 

4.視障服務 

以視力重、中度殘疾者為服務對象，購置盲文書籍、光碟、音像 1,000

餘冊（件），開闢視障閱覽專區，提供人性化服務。 

5.多媒體服務 

提供讀者免費無線上網服務、數位資源閱讀區、多媒體欣賞區，擁有 100

多部電腦及視聽設備供讀者使用，多部大型觸控螢幕為讀者提供讀書、閱報、

古籍拓片、音樂欣賞等服務。讀者可在任何地區免費上網閱讀 65 萬冊 新的

電子書、300 多份電子報、2,000 多種工具書，以及圖書館自建的名泉資料庫、

濟南記憶等特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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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籍文獻整理、保存、利用與修復 

有關濟南市圖書館古籍文獻特色、保存與利用、修復培訓工作辦理情形，說

明如下。 

1.古籍文獻特色 

濟南市圖書館的古籍約有 14 萬冊，包括善本 1 千多種 1 萬多冊、古籍地

方文獻、濟南地方文獻等，也有金石拓片，都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與學術價值。

特藏則以乾隆年代前為主，有少量元、明版本，其中珍善本書有未見傳世的蒲

松齡傳抄本。明、清代文獻主要是透過採購方式取得。 

2.古籍文獻編目與整理 

古籍文獻整理皆由具有古籍文獻科系背景之專業人員進行，文獻不蓋館藏

章也不貼書標。編目主要採山東當地原有的 10 大類分類法，為因應古籍普查

業務，增加古籍 MARC 的編目欄位，以使編目資料符合「全國古籍普查臺」

要求登錄的欄位。 

為保存和利用珍貴館藏文獻，館方已整理、編輯、出版《濟南市圖書館館

藏古籍書目》、《濟南指南》、《金石精萃》，並整理再版《濟南快覽》、《濟南大

觀》等民國時期地方文獻。這次參訪，館方贈送《1934－濟南大觀》予本館典

藏，讓更多人得以認識濟南豐富的歷史文化。 

3.古籍地方文獻利用 

濟南市圖書館的古籍文獻不外借，如果因研究需要，需向館方申請，另不

定期辦理古籍展覽，未來規劃進行古籍數位化工作。濟南市圖書館設有對外開

放的古籍地方文獻閱覽區，提供部分地方文獻供研究人員申請閱覽。另設有不

對外開放的善本書庫，進出受到嚴格控管。書庫內全天控制溫濕度，所有善本

書皆放置於特別訂製的書箱之中。本次參訪館長特地引領參訪人員進入參觀，

觀看梅蘭芳的畫作真跡。 

4.協辦全國古籍修復技術培訓 

古籍人員主要參加由北京國家圖書館辦理的教育訓練課程，培訓課程分為

初級、中級和高級。另濟南市圖書館 2015 年 8 月承辦由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主

辦的第十九期全國古籍修復技術培訓班，培訓時間自 8 月 18 日起，共為期 40

天，共有來自北京、吉林等 21 個省、自治區的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檔

案館、博物館和文獻修復中心等 30 家古籍收藏單位的 35 名學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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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東省圖書館總館 

結束位在濟南西區的濟南圖書館總館的參訪之後，20 日下午拜訪為在濟南

東區的山東省圖書館。抵達該館之後，隨即於會議室與館方面對面進行意見交流，

館方出席者有馮慶東館長及特藏、系統等單位主管與人員。座談之後，由負責古

籍文獻的唐桂豔等主管協助導覽。 

 

（一）圖書館概況 

1.背景 

山東省圖書館創建於 1909 年，是中國十大圖書館之一，也是歷史悠久的

省級綜合性公共圖書館之一。舊館位在大明湖畔，現為山東省圖書館分館，目

前總館位在濟南市二環東路，佔地 4.36 公頃，建築面積 5.3 萬平方公尺，占地

寬敞，圖書館外觀氣勢恢弘，是現代化的大型圖書館。 

2.館藏情形 

目前山東省圖書館館藏文獻約 760 多萬冊，館藏範圍廣泛含蓋各類，典藏

中、英、俄、日語文的文獻。其中，館藏古籍 70 多萬冊，特色館藏包括齊魯

方志專藏、海源閣專藏、易經專藏、山東革命文獻以及林則徐、蒲松齡手稿《聊

齋文集》、王士禎批校《昆侖山房集》等名人手跡。電子圖書 45 萬餘冊。文化

資訊資源共享工程服務處率先實現遍及全省，為第一個全國示範省。持證讀者

20 餘萬人次，年接待讀者 200 多萬人次，流通文獻 400 餘萬冊次。山東省圖

書館先後榮獲「全國文化工作近進集體」、「讀者喜愛的圖書館」、「省級精神文

明單位」等榮譽稱號。 

 

（二）重要特色服務 

1.提供自製的視聽資源：山東省圖書館數字資源建設部設置有專業攝影棚，每年

設計一個主題，訪問 12 位人士，攝影與編輯工作皆由館內同仁執行，該部門

編制計有 11 人。 

2.行動圖書館：為擴大對社區居民的服務，山東省圖書館設有行動車，一個月出

車兩次，選擇的書籍以生活休閒性為主。 

3.閱讀推廣：山東省圖書館為推廣閱讀，5 月會辦理好書推薦活動，並透過微博

發表新書資訊，7-8 月辦理暑假夏令營，冬季也會推出系列閱讀活動。另外，



 

8 

在館外的廣場上舉行，提供居民彼此交換圖書的機會，也會針對不同主題與對

象，辦理主題閱讀活動、親子閱讀及國學講座等活動。除了自行舉辦的活動，

山東省圖書館也會與出版社、書店合作，辦理社會議題相關或書畫展覽。 

 

（三）古籍文獻整理、保存與修護 

1.古籍文獻專責單位 

山東省圖書館設有歷史文獻部，舊稱特藏部，主要是收藏、整理、研究、

開發古代、近現代各類文獻資料的專門業務部室，分設善本、海源閣、普通古

籍、舊平裝及革命文獻、易廬、山東方志、新印古籍等書庫及古籍修復室、屈

萬里紀念室。現有工作人員 15 名，其中高級職稱 3 人。 

古籍閱覽室面積 247 平方公尺，共有紅木閱覽桌 16 個，貴賓休息室一處，

裝飾莊重典雅，古色古香，書韻十足。主要為普通讀者、研究人員、專家學者

提供各類古籍的查詢、閱覽、專題服務、複製以及古籍版本鑑定等各項服務。

每週一至週五對讀者開放（例假日除外），讀者可持本人有效證件或單位介紹

信前來查閱。古籍圖書一律不外借，但可代為複製，並收取相關資料維護費。 

由於屈萬里先生曾為本館館長，本館近年也接受各界捐贈的手稿等資料，

山東省圖書館特別安排參訪屈萬里紀念室，並贈送《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

予本館典藏。 

2.藏書概況 

山東省圖書館古籍文獻計有 70 多萬冊，包含宋元明清，多為清朝時期。

該館歷經近百年的搜集，特色館藏包括善本專藏、海源閣專藏、易經專藏、山

東地方誌專藏、舊平裝革命文獻專藏、佛經專藏、金石拓片。目前共計有 945

種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1）善本專藏：5,567 部 62,218 冊，其中抄本近千種，稿本約 400 種，批校本

600 多種，海內孤本 450 多種，如宋刻蝴蝶裝《文選》、宋刻《萬卷菁華》、

蒲松齡手稿等，均有極高版本、學術價值。 

（2）海源閣專藏：2,191 種 2319 部 32,378 冊，計元本 2，明本 368，清本 1740，

民國 6，抄本 79，其中收入《全國善本》400 多種，且也有諸多名人手稿。 

（3）易廬專藏：977 部 3,534 冊，幾近存世易籍文獻半數。 

（4）山東方志專藏：舊志 528 種，占現存山東方志的 80%以上；山東各地新志

百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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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舊平裝專獻：20,880 種 43,777 冊。內容涉及民國時期山東各地的政務、工

商、交通、農業、文化、教育、法律、宗教、軍事等，資料全面詳實，是

研究近現代歷史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 

（6）革命文獻專藏：5,988 種 12,843 冊，以解放戰爭時期出版物居多，也有部

分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解放區的出版物，另有部分敵統

區的進步書籍。其中以山東解放區出版物 多，具有十分明顯的地方特色。 

（7）佛經專藏：明《永樂南藏》一部 5,200 卷 5,104 冊，明正統五年刻，萬曆十

二年刻《永樂北藏》兩部，其中一部 5,079 卷 5,078 冊，另有明萬曆泥金粉

本《華嚴經》一部，清康熙年間刺血寫本《華嚴經》一部，其餘佛家藏書

2,000 餘種。 

（8）金石拓片：近萬種，尚在整理中。 

3.古籍修復與培訓 

由於近年中國大陸為改善古籍保存環境，將古籍收藏量大、善本多、具備

一定保護條件之單位，列入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迄今已有 150 個全國古籍

重點保護單位。2009 年起，更選出 12 個具有修復工作條件的全國古籍重點保

護單位核定設立為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山東省內共有 12 所圖書館列為全國

古籍重點保護單位，山東省圖書館是首批入選之單位，2008 年更於山東省圖

書館成立國家級的古籍修復中心，協助輔導山東省等全國各地圖書館修復古籍，

培訓古籍人才。 

山東省圖書館推動古籍人才培育情形如下： 

（1）山東省古籍保護中心通過國家、省、市三個層次，培訓管理、普查、修復

三個系列人才，建立古籍管理、普查、修復團隊。 

（2）積極為山東省爭取國家級培訓班的名額，全省總計派出 160 餘人次到全國

各地學習，參加古籍鑑定、編目、普查登記平臺、分省卷、碑拓、修復等

各類培訓。 

（3）舉辦基地型培訓。省中心以山東省圖書館為基地，以山東大學等優勢資源

為依託，每年至少舉辦一次古籍培訓班。8 年來，自主或合作舉辦古籍普查、

版本鑑定、編目、普查登記平臺、修復等各類培訓班 10 次，累計培訓 600

多人次，全省古籍從業人員皆參加基本輪訓。 

（4）大力支持地市級培訓，協助地市舉辦「煙臺威海濰坊第一期古普查培訓班」、

「淄博市古籍普查和保護培訓班」、「省暨濟南市古籍保護培訓班」、「濰坊

市古籍保護培訓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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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圖書館古籍整理與修護人員共有15人，其中4人負責修護的工作，

古籍人員具碩士、或博士（3 位）資歷，應徵時，具博士學歷要面試但不用筆

試，其餘者須參加國家古籍的考試，筆試兼口試。本次參訪也參觀古籍修復人

員實際修復古籍之情形。 

 

（四）古籍海外回歸計畫 

近年中國大陸正進行古籍海外回歸計畫，山東省圖書館藏有三分之二左右的

海源閣藏書，本館也有部分館藏，前任李西寧館長建議兩岸可以合作，例如與國

圖合辦古籍展覽。本館與山東省圖書館也都有屈萬里館長的相關文獻，未來也可

以合辦展覽，讓更多人得以看到完整的文獻資料。 

（五）其它 

1.送存圖書：所有山東省出版者皆須呈繳一份出版品給山東省圖書館。這些送存

的出版品係專櫃陳列，同一書架的出版品再依類號排列。 

2.分類工具書：採用中國圖書分類法，標記是字母與數字，為混合標記。 

 

三、青島市圖書館 

10 月 22 日上午參訪青島市圖書館，由于婧館長親自接待，並與辦公室主任

等人一起進行座談，交流兩館在古籍館藏、保存、數位化及重要文獻典藏情形。

座談後，由辦公室主任協助導覽，介紹館內各項服務設施與特色服務。 

 

（一）圖書館概況 

1.成立背景 

青島市圖書館是市屬大型公共圖書館，前身是 1924 年建立的「膠澳商埠

公立通俗圖書館」。1997 年 12 月在原址擴建、改造青島市圖書館，先後投資

8,000 萬元。2004 年 11 月，改造完工。新館總建築面積近 2.6 萬平方公尺，高

7 層，正面外型以巨大的框架代表知識之門，是青島市標誌性文化建築之一。 

2.館藏特色 

青島市圖書館現館藏達 240 萬冊（件）。其中古籍 15 萬餘冊；中文普通圖

書 117 萬冊；報紙期刊 25 萬冊；民國出版物 3 萬餘冊；地方文獻 2 萬冊；外

文文獻 14 萬冊，其中日、德占時期文獻資料 3 萬餘冊。現有工作人員 10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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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11 個部門：辦公室、採編部、外借部、報刊部、閱覽部、外文部、特藏部、

數字資源部、網路技術部、社會工作部、後勤服務中心。青島市圖書館現有工

作人員 100 名，內設部門：辦公室、後勤中心、社會工作部、採編部、資訊網

路部、數字資源部、外借部、期刊部、閱覽部、特藏部、外文部。 

3.環境設備 

青島市圖書館新館設 30 個廳、室及活動區域，其中，新增報告廳、展廳、

音樂資料館、電子閱覽室、地方文獻閱覽室、史志閱覽室、古籍閱覽室、殘疾

人閱覽室、少兒借閱室、自學閱覽室、讀者餐廳等，閱覽座位達 1,500 餘個，

可實現知識傳播、資訊傳遞、學術交流、文化展示、休閒娛樂、教育培訓等功

能。 

新館已建立起一個集圖書館業務管理、辦公自動化、文獻資訊加工與服務

於一體的大型電腦綜合系統，其範圍涵蓋了圖書館日常的文獻採訪、編目、典

藏、流通、連續出版物管理、加工工作，並採用通用的文獻和資訊處理標準，

對館藏文獻進行分類、標引、數位化、存貯，形成館藏書目資料庫與全文資料

庫，以利於讀者進行館內檢索和線上查詢利用。該系統為青島市圖書館文獻資

訊服務提供了技術與設備方面的充分保障，同時，也為廣大讀者獲取海內外資

訊提供了有效平臺。 

青島市圖書館一樓有一展覽空間，定期舉辦各類俱有社會意義的公益文化

展覽，包括書畫展、攝影展，這次參訪，館方正展出「孝親敬老‧孝滿島城專

題攝影展」。 

4.借閱服務 

青島市圖書館本著「以人為本，服務至上」的管理理念，書刊借閱以開架

為主，採取開放式的服務方式，全年 365 天開館，提供讀者全方位的優質服務。

館內設有自動辦證機器，讀者可持身分證自行辦理註冊。借閱圖書則需付押金，

不同借閱證類型所需押金不同，可借閱的書刊數量也不同。 

另外，為提供更市民便利的圖書借閱服務，更設置 24 小時自助圖書館，

提供 3 萬多冊書刊讓民眾借閱，陳列的書籍館員會不斷更新，並提供熱門借閱

的書刊。裡面也懸掛電子顯示器，顯示每天入館人數以及自開館起來的使用人

次，以便館方了解自助圖書館使用情形。截至參訪當天（10 月 22 日）上午 11

時 24 分，共計有 286 人次進入，開館以來進館累計 27 萬 1,843 人次。 

 

（二）重要特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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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市圖書館創立五大服務品牌，包括青島文化大講堂、驛動書香、小小莫

扎特故事音樂館、小貝殼快樂營、青島外語沙龍。 

1.青島文化大講堂 

近年來為適應學習型城市建設的需要，營造良好讀書氛圍，吸引更多的讀

者走進圖書館利用圖書館，除提供外借、閱覽、現場諮詢、圖書宣傳等之外，

青島市圖書館自 2002 年起，定期舉辦「青島文化大講堂」，邀請著名文學作家、

醫學、經濟、文史、影視傳播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進行講座，講題包括政治、

經濟、歷史、文學藝術、科學、休閒娛樂等專題。該館更與上海圖書館合作推

出視訊講座，並擴大到分館、軍營、學校、社區舉辦，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講

座。目前該館講堂主要包括專家學者、地方文史沙龍、藝文人士、中老年文學

沙龍及視訊講堂等五大類，辦理超過 600 場講座、200 場視訊講座，提供市民

豐富多元學習機會，受到市民歡迎，2011 年更獲山東省文化廳「山東省公共

圖書館特色服務品牌」之榮耀。 

2.驛動書香－行動送書服務 

青島市圖書館為擴大服務對象，推出定時定點送書的行動圖書館服務(中

國大陸稱流動圖書館)。行動服務據點從早期的軍隊，擴展至黨政機關、企業、

社區、社會福利單位等。目前已發展行動分館和服務點共計 38 個，一年行動

服務 200 次以上，接待讀者 5 萬人次，借閱圖書 7 萬多冊次。為表彰青島市圖

書館在行動服務工作中的優異表現，2004 年文化部授予「流動圖書館先進集

體」、2008 年青島市總工會授予「驛動書香」優秀服務品牌稱號。青島市立圖

書館也連續多年獲市府授予「青島市軍民共建標兵單位」、「青島市雙擁工作先

進單位」之榮譽稱號。 

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獲得「中國藝術節群星獎」之肯定。自 2002 年全

國文化資訊資源分享工程啟動以來，在市委、市政府積極的文化政策指導下，

青島市、區兩級財政累計投資近億元，建設市集中心 1 處，區、市分中心 12

處，鄉鎮（街道）基層服務點 135 處，村（社區）基層服務點 5,608 處。在推

進共用工程過程中，青島市注重服務載體的多元化。不僅通過網路、衛星傳輸、

光碟、移動硬碟等方式，把共用工程的資訊資源送到各基層點，而且結合基層

服務與管理的需要，不斷探索創新，自主研發出「文化共用機」，形成具有地

域特色的服務與管理模式，使青島文化資訊資源分享工程的資訊資源 大限度

地服務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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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小莫扎特音樂館（Baby Mozat） 

為配合開展未成年人教育，同時，配合打造「音樂之島」，進一步有效利

用館藏音樂資料，青島市圖於 2008 年成立了集結音樂圖書館、視聽欣賞、音

樂講座、演奏於一體的「小小莫扎特音樂館」，該音樂館與廠商合作，陳設十

多部鋼琴，其中六部鋼琴為圖書館所有，分別被放置在獨立空間，供讀者使用。

這些空間皆有良好的隔音設備不會互相干擾。另外設擺放公共空間的鋼琴，則

是廠商提供讓圖書館展示。館方也首創推出故事音樂會，將樂器與音樂書籍結

合一起，讓兒童有機會接觸音樂，起迪心靈智慧，更讓所有市民不分貧富都有

機會接觸鋼琴，培養音樂素養。該館在 5 年內，已陸續推出「森林 PARTY」、

「白雪公主」、「熱氣球之旅」、「楊娃娃的夢」、「聖誕老人的真實故事」等 400

多場兒童趣味故事音樂會。小小莫札特故事樂會系列活動深具創意，曾於 2010

年榮獲文化部「群星獎項目獎」之肯定，更是參訪青島市圖書館不能錯過的特

色據點。 

4.小貝殼快樂營 

小貝殼快樂營式青島市圖書館針對少年、兒童提供的活動，包括手工製作、

講故事、影片欣賞、舞台表演、音樂欣賞等形式的活動。2012 年此項活動獲

得山東省政府「山東省服務品牌」稱號。 

5.青圖外語沙龍 

青島市圖書館自 2003 年起創辦「激情學外語、快樂求發展」青島外語沙

龍推廣活動，針對 15 歲以上的成人與 3-15 歲的少年兒童，提供德語與英語兩

種語言學習活動。活動透過邀請中外籍教師和市民參加，以講座、口語回答、

中外人士當面交流、討論、比賽等多種形式，吸引 2 萬市民參與，寓教於樂，

提供市民學習語言的管道。 

 

（三）古籍文獻保存與利用 

1.古籍文獻來源 

青島市圖書館所收藏的古籍主要有三大來源：一是青島解放時由軍管會所

移交，該部分古籍大都是家世顯赫的名門望族和官宦人家所藏。二是由當時的

名人學者所捐贈，如山東著名藏書家張鏡夫先生（1889-1972，藏書樓名「千

目廬」）、鄭爰居（1891-1958），將他們畢生收藏的明清兩代山東人著作悉數贈

予了圖書館。三是民間收購，在青島的民間也私藏著大量的古籍，經由購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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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收集到為數可觀的古籍。因此，形成該館「明清兩代山東人著作」的館

藏特色。 

2.古籍整理與保存 

青島市圖書館 2006 年起，開始進行館藏古籍盤點與整理，並編纂《青島

市圖書館古籍書目》，收錄 5 千多種明清文獻為主的書目，其中明代前期內府

本《周易傳義大全》等 6 部古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87 種 1487 冊善

本及部分明清兩代山東人著作被收錄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111 部古籍入

選《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該館進一步出版《青島市圖書館藏山東文獻珍本

圖錄》，讓更多人得以一覽館藏許多山東先哲的遺書。由於豐富的古籍文獻，

青島市圖書館於 2008 年入選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2009 年入選「山

東省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3.古籍文獻館藏特色 

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文獻共有 15 萬餘冊，善本古籍包含明清兩代，以清朝

為主。古籍文獻除善本古籍外，主要是山東省古籍，還有許多第一次世界大戰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德國佔領青島時遺留的有關山東、青島的調查資

料，詳盡紀錄該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 

該館也有許多日本侵略青島時遺留下來的滿鐵資料，跨越日本明治、大正、

昭和時期。滿鐵是 1906 年日本設立的南滿州鐵路株式會社的簡稱，從 1906

設立到 1945 年的 40 年間，設立許多調查單位，從事社會調查、蒐集情報資料

等活動，因此，滿鐵不僅是調查中國物產與自然資源的重要單位，也是日本侵

華政策提供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情報的重要情報機構。 

這些圖書對研究中國與日本歷史的研究人員，有重要的查閱與研究價值。

本次參訪，館方也將《青島市圖書館館藏「滿鐵」資料提要》、《舊版日文山東

地方文獻提要：日文》、《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書目》與《青島市圖書館藏山東文

獻珍本圖錄》等圖書贈送本館典藏，讓更多人得以了解該館的古籍文獻典藏情

形，也提供研究人員重要的參考資源。 

4.古籍整理與修護人員 

目前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整理與修護人員共有 7 人，背景包括圖書館系、

歷史系、古典文獻學，其中有兩位參加國家圖書館的培訓。 

5.首創「古籍保護寄存模式」 

2007 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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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青島市圖書館進一步加強內部機制建設和社會環境營造，積極引進專業人

才，探索改善古籍保護的途徑與方法，在全國首創「古籍保護寄存模式」，為

不具備古籍保管條件的單位與個人提供無償代管服務，並得到中國大陸文化部

「全國古籍保護試點工作督導組」專家的肯定。目前寄存在青島市圖書館的古

籍約 1 千多件，均為免費寄存，所有權不變。 

6.古籍利用與推廣 

為保存重要古籍，該館於 2002 年專設特藏書庫，改善古籍保存環境。古

籍單位與書庫均不對外開放，由於目前青島市圖書館尚未進行古籍數位化工作，

部分古籍資料如因研究需要借閱，僅限於館內閱覽。 

為協助藏有古籍文獻之市民保存文獻，青島市圖書館會辦理相關推廣活動，

教導市民防潮、防濕觀念及及裝禎。 

 

（四）文獻編目 

青島市圖書館藏書由於歷史的原因採用了多種不同的「分類法」，古籍線裝

書採用山東省圖書館古籍分類法，外文圖書採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分類法，早

期中文書採用青島市圖書館圖書分類法，1966 年後中文書採用中小型圖書館圖

書分類法。為統一分類方法，1975 年起開始啟用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採用

種次號取代四角號碼著者號，又開始陸續將原有館藏改用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

法。 

 

四、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嶗山校區） 

結束拜訪青島市立書館之後，下午接續參訪此行的 後一站：中國海洋大學

圖書館（嶗山校區）。中國海洋大學的前身是私立青島大學，始建於 1924 年 10

月，中國海洋大學是一所以海洋和水產學科為特色，包括理學、工學、農學、醫

（藥）學、經濟學、管理學、文學、法學、教育學、歷史學等學科門類較為齊全

的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性大學。全校大約萬 5,000位學生，海大的校園幅員廣闊，

具有濃厚歐洲古典建築風格。校舍建築融合了歐洲德國建築元素而又深具現代感，

圖書館建築更是令人驚艷，氣勢雄偉很是壯觀。 

一進入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在館內大廳兩側跑馬燈即可看到歡迎本館參訪

的歡迎詞，明顯感受到館方的用心。這次參訪由該館常務副館長鞠紅梅領隊，協

同該館副館長/研究館員胡遠珍、副館長/副研究館員吳迪及相關同仁，與參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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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行座談，就兩館之古籍典藏、數位化情形、閱讀推廣、兩岸大學圖書館組織

與運作進行分享與討論。該館也表示，該校與臺灣的中國海洋大學也有緊密的互

動聯繫。 

（一）圖書館概況 

中國海洋大學首任圖書館館長是著名散文學家、翻譯家梁實秋先生。中國海

洋大學圖書館分設於魚山校區和嶗山校區，辦館宗旨是「與讀者共同進步」。建

築面積共 5.2 萬平方公尺，閱覽座位 3,000 多個，電子閱覽室座位 400 多個。嶗

山校區圖書館於 2007 年開始使用，新館建築面積 4.5 萬平方公尺，閱覽自修座

位近 3000 個。 

（二）館藏特色  

目前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館藏紙本文獻約230多萬冊，中外文現刊2千多種、

中外文電子圖書 300 多萬冊、中外文電子期刊 3 萬多種、中外文電子資料庫 110

多個。館藏文獻資源在保持連續性和覆蓋面的基礎上，努力滿足重點學科和優勢

研究領域的需求，館藏文獻特色日益凸顯。2004 年以來，圖書館以中國海洋大

學突出的海洋、水產學科傳統館藏文獻資源為基礎，建設了實體海洋文庫，至目

前，紙本館藏圖書 6 萬餘冊，開放讀者使用。特色館藏包括： 

1.海洋文庫 

海洋文庫位於嶗山校區圖書館 4 樓，目前已收藏印刷版與海主題相關的圖

書 1.45 餘萬種，2.8 萬餘冊，其中有一部分是該校前身山東海洋學院收藏的珍

貴的海主題圖書孤本。對於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國內出版的海洋類圖書、海洋

文庫幾乎全部收藏。 

2.海大文庫 

海大文庫是海大學人的文庫，旨在整合該校原創文獻資源，集中反映海大

人的學術成果，促進學術交流。海大文庫收藏海大人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

包括個人學術著作和其他作品（如日記、筆記、自傳、信件、手稿、歷史照片、

剪報、證書、書法、繪畫、攝影作品等）、學校及各級機構內部或對外出版刊

物、會議文獻、社團出版物以及具有紀念意義或學術價值的其他載體資料等。

截至目前，海大文庫已收藏海大人著作 2,800 餘冊，2002 年迄今，紙本的碩、

博士學位論文有 19,000 餘冊。 

3.斯文堂 

斯文堂設在圖書館 3 樓，陳列自建校以來在中國海洋大學工作、生活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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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大家圖片、附中英文簡介，旨在向師生展示學校人文學科的發展脈絡，進

一步營造校園氛圍，提供讀者一個歷史、書香與優雅的閱讀環境。 

4.文化展廳 

設立文化展廳是為滿足校內外不同業務領域、不同社會層面適時展示事業

發展成果和文化作品、藏品、以及開展文化宣傳教育的需要，具有文字、書畫、

實物綜合展示功能。 

 

（三）讀者服務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一貫秉承「一切為了讀者」的服務理念，致力於為讀者

提供溫馨、便捷的服務。兩校區館實行「一門式」管理，通借通還，每週開放

98 小時，電子資源 24 小時不間斷開放；閱覽區藏、閱、查、詢一體化；網上查

詢、薦購、續借、VOD 點播等暢通、安全；電子閱覽室每天 14 小時免費開放；

預約與委託借閱、網上諮詢、讀者培訓、文獻檢索教學、館際互借、文獻傳遞等

綜合服務能力與品質不斷提高，數位圖書館發展步伐加快。圖書館還設有「教育

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為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提供相關服務。如今，中國海大圖

書館的服務模式已經從傳統的「單一借閱」轉變為具有時代特點的「綜合性資訊

化服務」。 

 

（四）古籍文獻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嶗山校區）的古籍文獻、民國時期的書主要都是 1968

年山東大學遷館時留下的。古籍文獻數量不多，約 17,000 多萬冊，其中有 21 部

古籍入選《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 

中國海洋大學於 2006 年開始推動古籍整理工作，為進一步整理、保存重要

古籍文獻，2013 年館方特別請北京大學圖書館兩位古籍專家對館藏線裝古籍協

助鑑定與整理，並在專家指導下進行編目，目前已完成 80％古籍的版本鑑定與

編目，同時為改善保存環境，設置書庫保存重要文獻，全天控制溫濕度，但不對

外開放。 

 

五、山東省重點圖書館古籍徵集、保存與管理之比較 

本次參訪亦針對各館古籍方面的工作深入了解，在上述四館當中，中國海洋

大學圖書館（嶗山校區）的古籍乃為山東大學遷館時留下的古籍，少於兩萬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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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數量不多，目前由館員兼職處理，故以下根據濟南市圖書館、山東圖書館、青

島市圖書館在古籍徵集、冊數、編目及教育訓練等相關作法作一整理，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山東省三所圖書館古籍整理與管理之比較 

    館別 

 

項目 

濟南市圖書館 山東省圖書館 青島市立圖書館 

古籍冊數 14 萬冊。 70 多萬冊。 

包括元、宋、明、清，

多數為清朝時期。 

15 萬餘冊。 

寄存古籍 1,000 多件 

明清兩代，以清朝的為

主。 

古籍徵集 採購方式取得

明、清代文獻。 

1.私人藏書。 

2.徵集民間的古籍，

由專家鑑定價值。

1.首創「古籍保護寄存

模式」，得到文化部

「全國古籍保護試

點工作督導組」專家

的肯定。 

2.古籍集存制，免費寄

存，所有權不變。 

古籍編目

規範 

山東當地原有的

10 大類分類法。 

CMARC 

早期古籍採用劉國鈞

的圖書分類法，近期

採用經、史、子、集

四部法。 

CMARC 

一批是早期編目，採用

劉國鈞 10 分法；另一

批是流水號：另有一批

是四部法。 

古籍加工 不蓋館藏章。 

不貼書標。 

蓋館藏章，使用高級

的印泥。不貼書標；

依據流水號排架。 

有蓋館藏章。 

古籍整理

與修護人

員 

專業人員具古籍

文獻科系之背景。

1.共 15 人，其中 4 人

負責修護的工作。

2.古籍人員具碩士、

或博士（3 位)資

歷。 

3.應徵時，具博士學

歷要面試但不用筆

試，其餘者須參加

國家古籍的考試，

筆試兼口試。 

1.共 7 人，其中有兩位

參加國家培訓。 

2.古籍人員的背景包

括圖書館系、歷史

系、古典文獻學。 

教育訓練 1.參加北京國家 1.古籍人員每年接受 參加國家圖書館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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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辦理的

教育訓練課程。

2.培訓分為初級、

中級和高級。 

國家辦理的教育訓

練。 

2.培訓分為初級、中

級和高級。 

3.山東圖書館被選定

為大陸十二家培訓

基地之一，安排培

訓作業。 

訓。 

古籍普查

業務 

 

增加古籍 MARC

的編目欄位，以使

編目資料符合「全

國古籍普查臺」要

求登錄的欄位。 

以 Excel 系統著錄所

有古籍書目資料。 

尚未開始。 

古籍利用 不外借。 1.限館內閱覽。 

2.讀者在指定的閱覽

室閱讀；由專門的

人員在旁指導。 

限定館內使用。 

古籍數位

化 

數位化進行中。 

 

數位化進行中； 

尚無提供讀者檢索。

尚未進行數位化。 

古籍推廣 有古籍展覽。 舉辦相關古籍推廣，

例如舉辦古籍鑑定

（讀者攜帶家中的古

籍，圖書館請來專家

為其鑑定）、讀者體驗

線裝書製作；另有定

期的古籍展覽，分為

永久性及短期的主題

展覽。 

舉辦古籍推廣活動，教

導市民防潮、防濕觀念

及裝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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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本次參訪行程包括濟南市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青島市圖書館及中國海洋

大學圖書館等地，收穫極為豐碩，有些創新服務值得臺灣地區圖書館學習。心得

與建議如下。 

一、心得 

（一）自製圖書館版權所屬的視聽資源 

山東省圖書館組織編制設有「數字資源建設部」，該部門編制計有 11 人，每

年設計一個主題，邀請該主題領域的著名人士，由職員擔任主持人及攝影師在館

內的攝影棚進行訪問，攝影棚置有專業攝影器材，自製圖書館特有的視聽資源，

攝影與編輯工作皆由館內同仁執行。此特色館藏資源在國內甚為少見，可供國內

圖書館參考。 

（二）提供 24 小時自助借還書、自助辦證 

目前國內圖書館提供之 24 小時自助借還書，多數並無提供閱覽座位；如有

提供閱覽服務，必須有人員上班，在辦證方面，仍須服務人員，而濟南圖書館的

自動化系統導入RFID射頻識別技術，提供24小時自助借書服務，讀者自行操作，

完成借書證辦理、書目查詢、圖書借還、圖書續借及預約等多項服務，可節省人

力，其作法可供國內各圖書館參考。 

（三）提供音樂館，重視兒童音樂素養的啟迪 

青島市圖書館設置有小小莫札特音樂館，內部除典藏音樂類書籍之外，現場

陳設 10 多部鋼琴。音樂館結合音樂圖書閱覽、視聽欣賞、音樂講座及音樂講座，

首創「故事音樂會」模式，由鋼琴老師現場演奏、同時配有精美的圖書繪本幻燈

片，讓兒童以更簡單的方式接觸音樂，在聆聽故事的過程中，接受音樂的薰陶。

藉由音樂教育培養和創造美的能力，陶冶情操，啟迪智慧。此外，平時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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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亦可利用該空間練習彈鋼琴。這種服務在國內圖書館亦相當罕見，值得國內

公共圖書館參考。 

（四）以種次號取代作者號簡化編目作業 

有別於國內圖書館的分類作法，大陸的一般中、外文書皆採用「中國圖書館

圖書分類法」，係字母與數字之混合標記。為簡化編目作業，中文書以種次號取

代四角號碼，所謂種次號係指入館先後順序的流水號，簡化館員編目作業。 

（五）古籍修護為正規的學校教育 

大陸重視並加強古籍修復人才的培育，部分學校成立古籍修護系，除此之外，

並定期由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辦古籍修護基礎班級進階班等各種課程，提供各省之

文獻保存相關人員進修管道。建議國內圖書資訊學系相關科系可加入相關課程，

供學生選修，或是辦理教育訓練提供多管道的在職進修，培養相關優秀人才， 

 

（六）古籍保護寄存模式 

青島市圖書館在全國首創「古籍保護寄存模式」，免費寄存民間百姓收藏的

善本書，這些善本書皆經專家鑑定，寄存者的所有權不變，不過，至目前為止，

尚未有寄存的古籍移轉為圖書館的典藏。此種寄存的模式也可將之運用在國內，

寄存的物件除了古籍之外，可擴及至其他重要的名畫等。 

 

二、建議 

透過本次參訪，由於山東省與我國、本館有相關的歷史淵源，各參訪圖書館

皆樂見兩岸之間有更多的合作，共同合作舉辦展覽、論壇或講座等活動，促進兩

岸間的合作關係，分享資源，促進學術研究發展。例如濟南市圖書館表示，希望

未來本館與該館或者兩岸圖書館之間能夠舉辦文獻交流，該館目前收藏許多山東

省，尤其是濟南市的地方文獻，如果我國或本館有山東省、濟南市相關的文獻，

可以進行文獻交流。為避免古籍文獻因搬運遭受破壞，如果在濟南展出，濟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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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展出真跡，我國館藏則以複製品替代；在臺灣展出時，我國展出真跡，該館則

提供館藏複製品，亦可達到交流之效。 

此外，山東省圖書館藏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海源閣藏書，本館也有部分館藏，

兩館也都有屈萬里館長的相關文獻，未來也可以合辦展覽，讓更多人得以看到完

整的文獻資料。 

 

 



 

23 

肆、附錄 

一、獲贈書籍資料 

二、參考文獻 

三、參訪行程表 

四、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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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獲贈圖書資料 

1. 羅騰霄著、濟南市圖書館整理（2011）。《1934－濟南大觀》。濟南：齊魯書

社。 

2. 山東省圖書館、魚臺縣政協編（2002）。《屈萬里書信集‧紀念文集》。濟南：

齊魯書社。 

3. 冷秀雲主編（2009）。《青島市圖書館古籍書目》。北京：國家圖書館。 

4. 薛山青、徐月霞主編（2012）。《青島市圖書館藏山東文獻珍本圖錄》。濟南：

齊魯書社。 

5. 于婧主編、曲玲、張晶輝副主編（2013）。《舊版日文山東地方文獻提要：

日文》。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6. 于婧主編、曲玲、張晶輝副主編（2013）。《青島市圖書館館藏「滿鐵」資

料提要》。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7. 青島市圖書館（2014）。獻禮九十華誕：耕耘九十載‧譜寫新華章－青島市

圖書館五大服務品牌、文化展覽及大型閱讀推廣活動掠影。青島：青島市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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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參考文獻 

1. 青島市圖書館。青島市圖書館（摺頁）。青島：青島市圖書館。 

2.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2015）。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讀者手冊(2015-2016)。青

島：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 

3. 濟南市圖書館簡介。檢索日期：104年10月10日 

http://www.jnlib.net.cn/gyjt/201312170011.html 

4. 山東省圖書館。檢索日期：104年10月10日 

http://www.sdlib.com/ 

5. 青島市圖書館。檢索日期：104年10月10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5849.htm 

6.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檢索日期：104年10月10日 

http://library.ouc.edu.cn/ 

7. 于婧主編、曲玲、張晶輝副主編（2013）。《舊版日文山東地方文獻提要：日

文》。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8. 于婧主編、曲玲、張晶輝副主編（2013）。《青島市圖書館館藏「滿鐵」資料

提要》。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 

9. 青島市圖書館（2014）。獻禮九十華誕：耕耘九十載‧譜寫新華章－青島市圖

書館五大服務品牌、文化展覽及大型閱讀推廣活動掠影。青島：青島市圖書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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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行程表 

國家圖書館 

參訪山東省重要古籍典藏與修護單位及重要文獻典藏機構 

行程表 

時間：104 年 10 月 19-23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日期 行程與地點 

10 月 19 日 搭機：桃園→濟南 (20:00 抵達) 

 

10 月 20 日 上午：濟南市圖書館（新館）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槐蔭區臘山河西路)  

下午：山東省圖書館新館 

(地址: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二環東路 2912 號)  

10 月 21 日 上午：曲阜孔廟 

下午：曲阜搭車前往青島 

10 月 22 日 上午：青島市圖書館 

      (地址：山東省青島市市南區延吉路 109 號) 

下午：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嶗山校區) 

      (地址：山東省青島市松嶺路 238 號) 

10 月 23 日 上午搭機：青島→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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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參訪照片 

濟南市圖書館書牆 濟南市圖書館巨幅《鵲華秋色圖》 

濟南市圖書館尼山書院 

傳統文化體驗室 
濟南市圖書館古籍閱覽室 

濟南市圖書館 24 小時自助圖書借還機 濟南市圖書館兒少數字閱讀體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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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內部一隅 山東省圖書館古籍閱覽室 

山東省圖書館古籍修復人員工作情形 山東省圖書館專業古籍修復套具 

山東省圖書館山東地方文獻資料中心 
山東省圖書館數字資源建設部 

設置之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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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市圖書館外觀 青島市圖書館 24 小時自助圖書館 

青島市圖書館古籍閱覽室 青島市圖書館收藏古籍木櫃 

青島市圖書館小小莫扎特音樂館 青島市圖書館音樂館內陳設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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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外觀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大廳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古籍書庫內陳設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古籍收藏櫃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海大文庫 
中國海洋大學圖書館斯文堂 

內部陳列書籍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