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峽兩岸公共圖書館交流的開始—— 
「公元二千年海峽兩岸公共圖書館基礎建設研討會」工作紀要  

 
賴麗香 國立臺中圖書館輔導員 

壹、研討會緣起與目的 
 
近年來，由於受資訊科技的影響，公共圖書館面臨自動化、網路化及數位
化發展的挑戰而產生改革的契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政府不僅遴
派相關人員出國考察、觀摩，也常邀請海外圖書資訊學者專家來臺進行研
討及經驗交流。但海峽兩岸公共圖書館界迄未進行交流。 
政治大學胡教授歐蘭對國內圖書館的發展，長年以來熱心指導與付出，對
公共圖書館更懷著疼愛之情，竭力協助，促成發展。胡教授近年來多次應
邀前往大陸出席會議、講學及參觀訪問，對兩岸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懷有
深刻印象，發現兩岸有很多相似之處，例如兩岸鄉鎮圖書館都處於萌芽階
段、各級公共圖書館也積極進行資訊基礎建設等，值得互相學習觀摩，若
能密切交流，對兩岸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及將來資源整合共享必有幫助。胡
教授乃積極提議舉辦海峽兩岸公共圖書館基礎建設研討會，期盼藉由研
討、觀摩及經驗交流，促進兩岸公共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提昇營運效率及
服務品質。此項提議立即獲得文建會及中部辦公室支持策劃辦理，並委請
國立臺中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承辦，遂展開兩岸公共圖書館界首次交
流活動。 
貳、籌備工作 
本館在今（89）年1月接獲文建會委辦函後，便邀請圖書資訊學界學者（王
教授振鵠、胡教授述兆、盧教授荷生、胡教授歐蘭、黃教授世雄、鄭教授
恆雄、陳教授昭珍、吳教授美美）及相關單位人員成立籌備委員會，先後
召開四次籌備會議，針對研討會日期、地點、研討議題與議程、兩岸學者
專家之邀請、大陸學者在臺參訪行程、分組分工及相關事宜等進行討論。 
一、訂定研討會計畫各項目及工作原則： 
1.活動日期：研討會日期訂於89年9月14日至15日；大陸學者13日抵臺，16日
至18日參觀訪問，19日離臺。 
2.研討會地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3.研討會分項議題：圖書館事業發展回顧與展望、公共圖書館發展之回顧與
展望、公共圖書館技術與讀者服務、公共圖書館地震及其他災害預防與復
原、公共圖書館自動化與網路系統、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與交流。 
4.研討方式：除開閉幕之外，安排工作報告、專題演講、分組研討及綜合座
談。 
5.兩岸學者專家：各邀請二十位，大陸部分儘量擴大邀請省市公共圖書館界
代表；臺灣方面，邀請對象以對公共圖書館有參與或具實務經驗者，文化
中心（文化局）及鄉鎮圖書館等基層館員具實務經驗者。兩岸學者專家必
須提交論文乙篇，字數在5,000至10,000字之間。 
6.與會人員邀請對象：除兩岸學者專家之外，邀請臺灣各類型圖書館館員及
圖書資訊學系、教資學系師生等，合計180人。 
7.大陸學者參觀訪問：安排大陸學者專家參觀國家圖書館、臺灣各級公共圖
書館、南投九二一地震災區災情及復元情形、文化相關名勝等。 
二、研討會內容安排如下： 
1.開閉幕式分別由文建會劉副主任委員萬航及中部辦公室洪副主任孟啟主
持。 
2.專題演講：計二場，由文建會中部辦公室蘇執行秘書忠主持，大陸學者周
小璞女士主講「邁向21世紀的公共圖書館事業建設」、臺灣學者王振鵠教授
主講「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之回顧與展望」。希望藉由這兩場專題演講讓
所有與會人員對兩岸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發展有整體的認識。 
3.工作報告：由蘇執行秘書忠主持，楊科長國政、程館長良雄分別針對文建
會及中部辦公室、國立臺中圖書館辦理此次研討會進行工作報告。 
4.分組研討：共分十個場次，主持人：文建會林處長登讚、文建會中部辦公
室蘇執行秘書忠、黃教授世雄、鄭教授雄、胡教授歐蘭、吳教授明德、莊



館長芳榮、盧教　授荷生、國立臺中圖書館程館長良雄、文建會中部辦公
室楊科長國政。各場次研討主題、主講人及講題表列如下： 

場 次 主 題 主 講 人 講 題 
1 公共圖書館 楊振初（大陸） 廣西柳城縣公共圖書館發展、回顧與展望 
建設與發展 陳秀清（大陸） 對內蒙古自治區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的幾點思
考 
（１）：整體 林文睿（臺灣）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現況與發展 
、國立及省級 林勤敏（臺灣） 從傳統到現代——國立臺中圖書館的成長與
發展 
2 公共圖書館 劉慧娟（大陸） 中國中心城市公共圖書館發展現狀與展望 
建設與發展 吳小媛（大陸） 鞏固分館建設成果、服務農村兩個文明建設—
—貴州省 
（２）：縣市級 遵義縣鄉鎮圖書館建設綜述 
楊敕貝（臺灣） 臺灣各縣市文化局圖書館之營運概況 
張月英（臺灣） 營建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的希望工程 
3 公共圖書館 夏 勇（大陸） 關於我國鄉鎮圖書館模式的探討 
建設與發展 孟嶧源（大陸） 從繆荃孫圖書館看江蘇省鄉鎮圖書館建設 
（３）：鄉鎮級 蔡淑香（臺灣） 鄉鎮圖書館舊館新用與有效運用社會資源
實例 
黃素霞（臺灣） 鄉鎮圖書館經營與行銷之我見 
4 公共圖書館 王 青（大陸） 公共圖書館的技術交流與服務 
技術服務 徐關元（大陸） 承上啟下責無旁貸——縣級公共圖書館與地方文
獻工作 
關係論 
王梅玲（臺灣）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與管理的現況與展望 
劉 採（臺灣） 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的建設與發展——以國立臺中圖書 
館為例 
5 公共圖書館 吳培華（大陸） 公共圖書館的區域性網絡化的建設 
自動化發展 程亞男（大陸） 廣東省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網絡建設與發展 
陳昭珍（臺灣） 臺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網路化及數位化之現況與問題 
探討 
俞維澐（臺灣） 臺灣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網路系統架構現況及未來發展 
6 公共圖書館 楊 豔（大陸） 信息時代公共圖書館升級之路的思考 
讀者服務 陳宏達（大陸） 落實業務基礎，拓展業務渠道 
吳美美（臺灣） 公共圖書館讀者研究和讀者服務政策研訂 
曾淑賢（臺灣） 臺北市立圖書館讀者服務 
7 公共圖書館 鄭一仙（大陸） 福建省圖書館閩臺地方文獻收集與利用 
與地方文獻 鄒華享（大陸） 20世紀中國公共圖書館的地方文獻工作 
陳仲彥（臺灣） 縣市立（文化中心）圖書館與地方文獻服務 
陳素鑾（臺灣） 宜蘭縣地方文獻數位化現況——以「留聲機唱片數位化 
資訊系統」為例 
8 公共圖書館 江林宣（大陸） 閩臺兩地圖書館共建共享地方文獻數據庫大
有可為 
資源共享 詹麗萍（臺灣） 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的館際合作與資訊網路 
彭 慰（臺灣） 國家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 
賴麗香（臺灣） 臺灣公共圖書館共用資料庫之建置與共享 
9 公共圖書館 李高遠（大陸） 圖書館與自然災害——雲南省公共圖書館面
對地震等自 
地震及其他 然災害的調研與對策 
災害預防與 白 坤（大陸） 從唐山圖書館的重新崛起看公共圖書館的震災
救防 
復原 曹美良（臺灣） 南投縣公共圖書館921大地震災後處理情形 
吳元明（臺灣） 埔里書香再傳情——埔里鎮立圖書館921災後重建的經驗 
10 公共圖書館 郭 斌（大陸） 淺談公共圖書館的特色服務 
特色服務 劉 娟（大陸） 湖北省特色圖書館之現狀與展望 
邵經明（臺灣） 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盲人讀物資料中心——特殊讀 



者服務簡介 
陳英梅（臺灣） 公共圖書館特色服務——以「高雄市智障兒童玩具圖書 
館」為例 
 
5.綜合座談：由文建會中部辦公室洪副主任孟啟主持，針對各場研討未盡交
流議題或其他議題提出討論或經驗分享。 
參、大陸學者專家在臺期間 
9月13日中午大陸學者專家終於如期抵臺，本館人員兵分兩路，程館長良雄
帶領本館工作同仁與輔大盧教授荷生、政大林代館長呈潢一同前往機場接
機；本館另一組人員前往國家圖書館佈置會場，為研討會進行最後階段的
準備工作，以便迎接次日所有與會貴賓的蒞臨。 
一、研討會 
9月14日上午與會人員來自大陸十六省市及臺灣地區圖書館界學者專家、同
道共計約一百八十人齊聚一堂，在文建會劉副主任委員萬航主持開幕後，
正式展開研討會序幕。二天的研討無論是專題演講、分組研討或綜合座
談，與會人員均熱列參與。 
本次研討主題涵蓋公共圖書館經營管理各層面，從各篇論文的發表及討
論，發現兩岸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有很多相似之處，當然也有差異之處。相
似之處，如目前兩岸同樣面臨下列問題：1.城鄉差距大，圖書館事業發展不
平衡；2.購書經費短絀，藏書量不足；3.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發展較慢，應用
程度較低；4.資源共享進展不快，成效不彰；5.專業人才缺乏，圖書館員整
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昇；6.圖書館法尚未完成立法。臺灣各級公共圖書館主
管單位不一，缺乏統一領導體制，影響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是長久以來
面臨的問題。大陸方面，公共圖書館隸屬文化部文化圖書館司掌管，較沒
有事權不一的問題。惟面對現況問題及二十一世紀的來臨，兩岸均極力思
考突破及發展之道，其方向是一致的，以下扼要條列： 
1.以加強公共圖書館設施網點建設為事業發展之基礎。（大陸） 
2.以加快圖書館自動化、網路化、數位化建設為事業發展的重點。（大陸）
3.以建設高素質的圖書館專業隊伍為促進事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大陸） 
4.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作用、統一規劃、統一標準、聯合建設、逐步實施。
（大陸） 
5.以完善圖書館法制為事業發展的保障。（大陸） 
6.以不斷提高公共圖書館的綜合服務效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知識信息需
求為根本出發點和落腳點。（大陸） 
7.體認二十一世紀圖書館服務的重要性。（臺灣） 
8.重建圖書館體系。（臺灣） 
9.強化全國圖書館協調機制。（臺灣） 
10.加強中小學圖書館設施。（臺灣） 
11.作為推展終身教育的伙伴。（臺灣） 
雖然此次研討分項議題「公共圖書館資源共享」僅大陸一篇論文及臺灣三
篇論文發表，但與會發表的每一篇論文均提到館際合作及資源共享的重
要，綜合座談時與會人員仍一致關心館際合作、數據共建共享的議題，不
僅希望兩岸各自發展資源共享的機制，也希望能朝兩岸合作共享聯合整體
規劃，並一致建議兩岸公共圖書館交流活動繼續辦理。 
二、大陸學者參觀訪問 
除按原計畫帶領大陸學者專家參觀各圖書館單位，也應大陸學者要求，增
加士林夜市及日月潭觀光行程，全程由本館接待組同仁以接力方式陪同參
觀。 
為節省時間，參觀國家圖書館時間安排在二天研討會中午休息時間，除觀
看國家圖書館簡介影片外，還實地參觀讀者服務部門及善本資料，大陸學
者專家均留下深刻印象。9月16日上午參觀臺北市立圖書館，該館派員詳細
解說，全程參觀該館各部門及服務，大陸學者專家也用心參觀，深入了
解，咸認收獲良多。9月16日下午參觀故宮博物院，面對稀世珍藏，大陸學
者均嘖嘖稱奇。9月17日上午參觀國立臺中圖書館，除聽取本館簡報，也逐
一參觀各庫室運作情形，並與本館同仁進行座談與經驗交流，大陸學者對
本館積極提倡讀書風氣及生活禮儀教育，深表敬佩，當天看到民眾一波波
湧入圖書館，肯定地說：臺中圖書館是高使用率的圖書館。9月17日下午參



觀臺中縣太平市立圖書館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太平市立圖書館是
一鄉鎮圖書館，雖然館舍不大，資源不多，但樸實溫馨的的佈置及讀者熱
絡進出情形，也給大陸學者專家留下印象。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安排業務簡
介，也逐一帶領參觀讀者服務部門，大陸學者專家對該局辦理多樣性推廣
活動吸引讀者到館，覺得很具創意，而目睹大批民眾湧入文化局使用圖書
館及參與各項藝文活動，發現原來圖書館也可以辦理得如此多采多姿。9月
18日參觀南投地震災區，一路由霧峰鄉光復國中、南投縣中寮鄉及日月潭，
親眼看到地震災情及復建情形，大陸學者亦感同身受，並詢問如何捐獻，
充分展現出同胞愛。對於能來到名聞遐邇的日月潭，雖然她的「面貌」與
想像中有些差異，但大陸學者仍覺不虛此行。9月19日大陸學者專家終於帶
著盈滿的「行囊」——豐富的交流經驗、各單位的祝福與再相聚的期待，
依依不捨離臺。 
肆、檢討與建議 
一、研討方式與主題 
本次分組研討分十個主題場次，同一時段有二個場次同時進行，與會者只
能擇一參加，多數與會人員反應無法全部參與研討深覺可惜。另外每一場
次時間為100分鐘，但有四人發表論文，時間非常緊湊，與會者與主講者無
法充分交流。將來辦理類似研討會，建議減少場次及主講人數，或增加研
討天數，或於綜合研討時將各組之討論重點條列記錄印發各與會人員參
考；分項研討主題能精簡，並且在邀請主講者之前分項議題能先討論確
定，再據以邀請專長對象。將來兩岸若有機會繼續交流，建議研討主題能
就專門主題深入研討，例如「兩岸公共圖書館自動化、網路化與數位化研
討會」。 
二、持續交流 
因這次研討會才讓兩岸公共圖書館界彼此認識與了解，原來在彼岸也有一
群孜孜矻矻地為公共圖書館付出心力與智慧的伙伴，而且我們都是炎黃子
孫，所以大家都有相同的期盼，希望繼續交流。大陸代表團團長周小璞女
士在非正式場合也一再表示願意促成第二屆海峽兩岸公共圖書館建設研討
會在大陸舉行。我們建議國內主管機關能繼續重視公共圖書館的發展，以
及兩岸的交流，希望再次在臺灣舉行觀摩研討或派員前往大陸觀摩學習，
相信對促進兩岸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有相當助益。 
三、待客有道 
臺灣公共圖書館界過去幾乎從未與大陸接觸過，所以本館在接待上難免有
些惶恐。這次在籌備過程中，因兩岸政治立場的差異，某些作業或工作安
排上配合大陸方面做局部修正，而大陸學者專家來臺後一開始也有一些行
動上的顧忌，但我方相關單位人員及本館同仁均以誠相待，以客相接，視
同一家人，因此，整個過程和諧融洽，彼此也建立友誼。 
四、鼓勵基層館員分享經驗 
本次研討會在形式上好像是學術研討會，但實際是實務研討會，我方論文
發表人多數來自各級公共圖書館從業同仁，也許在論文撰寫及口頭發表經
驗不足，但透過這次機會，大家都用心準備，設法表達，讓與會人員也得
到許多寶貴的經驗。所以我們建議，國內舉辦類似研討會或專門為公共圖
書館舉辦的研討會也能多鼓勵及邀請基層館員分享經驗，除是一種鼓勵與
肯定外，也藉此機會激發基層同仁發揮經營圖書館的潛力。 
伍、結語 
此次研討會係海峽兩岸公共圖書館界首次交流，雖然先前對彼此的了解不
多，但同是中國人，倍有生命共同體的親切感與相互倚賴感，且對圖書館
的經營理念與思維方式也非常接近，所面臨的問題或發展方向，例如中文
字碼、館際合作、資源分享、城鄉差距、自動化、網路化與數位化、數據
庫共建共享等也頗為相似。因此兩岸同道經過二天的研討及三天的參觀訪
問，除吸取彼此的經驗，也一致認為兩岸持續交流的必要，並指出除了建
立各自之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的機制，也應開擴眼界與胸襟，進行兩岸合
作共享，例如合作進行文獻數位化，共建共享兩岸特有及共有的歷史文化
資產，以利兩岸文化保存、傳播與利用，提昇兩岸全民素養，宏揚中華文
化。 
雖然研討會在9月19日大陸學者搭機離臺後落幕，但已激起兩岸相關單位及
同道對公共圖書館建設與發展的認同與重視。我們期待這次研討會為兩岸



公共圖書館界交流跨出歷史性的第一步，往後的交流與合作更密切，進而
帶動兩岸公共圖書館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