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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黃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與大家討論

「人才培育與服務業發展」。1994年，國際知
名的電腦公司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聘請原本從事糕餅製造
業的 Louis V. Gerstner, Jr.先生擔任該公司執行

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 CEO）一職。Gerst-
ner 到 IBM 之後，重新檢視公司營運並提倡

「IBM不僅是製造業，也是服務業」，主張公
司不僅要賣電腦，更要進一步幫客戶買電腦，

不僅買 IBM的電腦，也要買別家廠商的電腦，
但是要能夠襯托出 IBM電腦的優越性。此一觀

念的轉變使 IBM的股價從最差時的 40美元，
突然間大漲到 200多美元。張忠謀先生亦稱台
積電是服務業，可謂與 Gerstner的想法異曲同

工。一個觀念改變了一個公司，也改變了世

界，這就是我們要探討服務業議題的原因。

當消費者花 100元買農產品，農人生產所
得大約僅有20元，其餘80元則是被所謂的「惡

劣中間商人」剝削。但若農作物沒有服務業協

助，可能會沒有買主，而被廢棄於土地上。所

以說，服務業創造了很多產業的附加價值。

目前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全球化、國際化。

臺灣的經濟本來就是全球化，只不過近來全球

化的結構發生了改變。起初臺灣最大的貿易夥

伴是日本，後來是美國，現在是中國大陸。臺

灣出口到大陸加上從大陸進口的總和，占貿易

總額的 20%或更多一些，是必要的夥伴，與美
國的貿易額則不到 18%。此一結構的改變，突

顯出我們的經濟需要轉型。

現在臺灣出口額中大陸占 37%，對外投資
大陸占三分之二。由於貿易結構、全球化結構

改變，連帶使產業的結構也產生改變。過去我

們與美國的貿易是以廉價的勞工與他們競爭；

現在變成中國大陸以廉價的勞工與我們競爭。

臺灣傳統、勞力密集的產業失去了競爭力，面

臨此一關鍵時刻，必須把握契機使產業升級。

如何升級？就是發展服務業。

剛才黃校長提到，經濟的全球化便是經濟

的知識化，其實也就是產業的服務化。現在的

服務業與以往不同，從前服務業因為沒有競爭

者，最能夠保護勞工。譬如，我們理髮只會就

近理，不會到紐約去理，不像買電冰箱可以選

擇美國製、中國製、韓國製的。然而，透過資

訊傳播的功能，許多服務業已發展為外包，例

如美國的服務業外包到印度，尤其是資訊業方

面。產業服務化，服務業全球化，成為不同於

以往的現象。

在此一新的情勢中，經濟競爭的勝負取決

於人才，那一國有人才，那一國就打勝仗。由

此衍生一個問題︰「什麼是人才？」，人才就

是有頭腦、有智慧的人。在知識經濟的範疇

中，有頭腦的人才能進入張忠謀先生所謂的

「贏者圈」（Winner Circle），從經濟成長的

人才培育與服務業發展

胡勝正 主講／張海燕、林吟燕 記錄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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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中獲得好處。臺灣就業人口中，只有三分

之一受過大專教育，享受到經濟成長的好處，

其他三分之二被排拒在贏者圈以外，得不到好

處。在現實生活中顯示出的現象是︰有些人失

業，有些人雖保有工作，但薪水很低。這並非

我們所期望的經濟成長，所以，帶動經濟轉

型，使全民共享經濟成長的成果，便成為政府

的重要任務。今天我們所要探討的重點是︰服

務業需要什麼人才？政府如何培養人才？

貳、發展服務業，再造臺灣奇蹟

臺灣的經濟一直在轉型。1960年之前，主

要的經濟是農業，農民占就業人口的二分之

一，農產品占出口、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但是人
民生活艱苦，糧食不足，所以便推行家庭計畫

節制生育，衍生人口快速老化的問題，足見一

個政策，常影響四、五十年以後的經濟發展。

到了 1986年，農業僅占 GDP 的 5.6%，工業
（47.1%）與服務業（47.3%）的比例相同，從
此服務業逐漸朝知識經濟的方向發展，到 2003

年，服務業產值已達 6.7 兆，占 GDP 比重
67.8%，工業產值比重降為30.4%，農業產值僅

占 1.8%，可看出生產力的變動情形。
產業結構在轉型，但是勞動市場沒有轉

型。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比例下降，但許

多被釋放出來的勞動力未被服務業吸收，結果

形成所謂的「結構性失業」。過去由於缺少終

身學習機制，每個人只有一項技能，當從事的

行業消失，也就失去了工作。臺灣曾經是雨

傘、皮鞋、帽子王國，後來這些產業突然移往

大陸，雨傘工人只會造雨傘，不會其他技能，

就面臨了結構性失業。

如何消滅結構性的失業？首先，是訓練失

業勞工加入新興產業。三、四十歲年輕的勞工

較容易訓練，去年用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

訓練了一批失業勞工獲得新技能，特別是使用

電腦的技能。針對無法接受訓練、或是只能接

受最低訓練的勞工，政府就為他們量身訂做，

創造新的服務業，讓他們重新就業。

臺灣的服務業產值約占GDP的 67.8%，但
是就業人口僅占 57.9%。相較其他國家二者的
比例相差不多，顯示臺灣的經濟由製造業向服

務業轉型，但勞動市場並未相對轉型，服務業

未將製造業釋出的人口吸收過來，造成結構性

的失業。去（92）年臺灣失業率達 5.17%，今
（93）年可望降到 4.5%，明（94）年的目標是

再降到 4%。
發展服務業的方向，第一是創造就業人

口，建立需要大量就業人口的「照顧服務

業」、「觀光客倍增」及「物業管理」產業，

使就業人口增加。第二是提昇產業水準，結合

我國科技優勢，積極發展研發服務、資訊服

務、金融服務、通訊媒體服務等知識密集的服

務業。提高產值，才能夠提昇經濟。我國知識

密集服務業還相當落後，總產值占 GDP 不及

1%，一般國家已達到 7%。希望未來提高知識
型的產業，達到 GDP的 30%。

剛才提到農業生產，農產品 100元中農人
只獲得 20元，其餘 80元都是別人賺去，製造

業的情況也一樣。製造業不僅是製造、組裝，

更重要的，它還是物流、商流，將產品從甲地

運到乙地。我們的產品若是不能運到美國、中

國各地，就滯銷賣不出去。其次是品牌、行

銷。一雙鞋用上「Just Do It！」的廣告詞，請
明星 Jordon代言，價格就變成數千元，這就是
附加價值。另外還需要創新、市場調查、研

發、設計。製造業的不同部門合起來，組裝及

製造部分賺得最少，品牌、行銷和創新、研發

的人賺得多，這就是產業界流行的所謂「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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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

臺灣的電子資訊 ICT產品是世界頂尖的，
非常具有競爭力。其實競爭力中，製造能力只

是很小的部分，主要是靠研發、彈性處理的能

力。我們的利基是運籌、物流、協調，收到訂

單後，三天內將產品送達世界任何角落。因為

有這樣的彈性、速度，所以訂單源源不絕。現

在政府推動「新十大建設」，就是要加強這方

面的能力。還有所謂的「982」，就是促使
98%的產品在 2天內運到世界的任何角落。最

近郵購非常流行，不但在臺灣賣，還可賣到世

界的每一個角落。有通路可以在三天之內送貨

到巴西、芬蘭，或任何地方，如果不滿意，還

可以退回。這些都不是靠製造，而是靠服務，

以服務業提昇製造業的價值。如果只靠製造的

話，微笑曲線是這樣，這個部分很低，現在發

展知識密集的服務業，賺了大錢，可以開懷大

笑。

運籌是各種服務的總集合，臺灣產業的利

基在創新、研發、運籌、管理。許多國際公司

到中國去投資都虧損，只有台商因為管理有一

套而賺錢。最近有好幾家公司來臺設廠，就是

看好臺灣的研發人才具有將創新成果商品化

（Commercialization）的優勢。發展服務業，
並不是取代製造業，而是促使製造業更為發

達。

目前台商全球佈局，不止在大陸，也在東

歐、中南美、東南亞設廠，設廠的過程中，就

需要運輸服務、金融服務及其它各種的服務。

如果服務業發展完成，就可以把全世界做為生

產基地，並把全世界當做市場，突破本身市場

太小的困境。當腳太大、鞋太小時，沒有辦法

發展，應該要換一雙大鞋，而不是削足適履。

總結服務業就是在臺灣總控，把臺灣發展成為

一個運籌中心。

專．題．報．導

發展服務業還可以提昇民眾的生活品質，

例如十二項服務業中的醫療保健及照顧、觀光

及運動休閒、文化創意服務，都可以達到這個

目的。現在是知識化的經濟、人才競爭的世

界，有人才，國家就有競爭力。如何吸引人

才？第一是自己培育。但是我們在 1960 年代
培育的人才，結果很多是「楚材晉用」，到美

國或別的國家留學就留在當地工作。1980年代

以後，國人生活改善、政治民主化以後，留學

生返國服務，才開創了新竹科學園區與 ICT產

業。新竹科學園區好比水龍頭，要有水流下

來，需靠回國的留學生。此外，我們需要外國

的人才來臺工作，就要創造優美、方便、舒

適、環保、健康的環境。這些方面，臺灣很有

競爭力，譬如醫療保健系統在世界享有盛名。

去年 SARS疫病期間，美國駐越南大使館人員

的小孩疑似感染，就以專機送到臺灣醫治，而

不是送到日本或香港。我們過去是楚材晉用，

未來不僅要「楚材楚用」，還要「晉材楚

用」。美國推動國家發展，就是提供各國留學

生獎學金，吸引人才去唸書，然後留下來工

作。訓練本國人，要從小學、中學、大學、到

研究所，引進外國人才，可以節省小學、中

學、大學的教育投資，而且吸引的都是最好的

人才。臺灣目前也發生如此問題，中、低階人

才太多，高階人才太少。以前是將軍太多，士

兵不夠，現在是士兵太多，但沒有將軍來領

頭。台積電、鴻海、金融機構、銀行招攬一個

新員工，有一、二百人報名，但是能任高階的

人員不足。吸引高級人才，要先改善臺灣的環

境與硬體設備。政府推行新十大建設的目的，

就是要改善生活環境。建設的導向不同於以

往，蓋歌劇院、流行音樂中心、捷運、污水下

水道等等，讓臺灣變成一個桃花源。

其次談到服務業的國際化。製造業可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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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國土的限制委外，例如美國 IBM公司部份軟

體設計直接外包給印度。未來紐約的醫生可以

透過視訊系統，看到在臺灣病患的X光片，進

行遠距醫療。過去，臺灣接到很多委外，IBM
自己製造高階的產品，低階產品的就委外到臺

灣製造，後來發現臺灣的設計及生產更快，所

以後來高階的也委託我們做，現在則已經委外

到印度去了。我們如果要創造就業，需要發展

研發服務，把委外工作吸引到臺灣來。

參、服務業發展的重點

經建會於 93年 9月 20日舉辦了一場「全

國服務業發展會議」，邀請產、官、學界集思

廣益，討論如何進行下一波的經濟發展、如何

將服務業發展得更好。過去服務業都是將運

籌、品牌、行銷附加於製造業，現在把製造業

裡面的服務的項目抽出來，變成我們的服務

業，有些可以促進國內的就業，有些可以改善

生活的環境，不但自己賺錢，還可以幫助提昇

製造業的水準。與會者集思廣益分析的結果，

認為在十二項服務業中，應該優先發展知識密

集度高、產值大、附加價值高、就業效果大的

服務業，例如金融服務、流通運輸服務、通訊

媒體服務、醫療健保及照顧服務。目前臺灣因

為照顧服務尚未發展出來，雇用外勞十二萬人

照顧老人，衍生很多問題。如果由本國的看護

工來做的話，失業率可降低 1%。

在人才培育方面，臺灣的教育十分發達，

不止正規教育，補習班也非常發達，並且還發

展到美國去，許多華人子弟一到美國就開始補

習，可發展成一個產業。

「設計服務」非常重要，工程師設計的產

品若沒有文化與創意，只是技術上進步，缺少

顧客導向，產品就賣不出去。很多的產品加一

點文化創意，可以增加很多價值。歐洲、美國

鄉下的房子不貴，但設計令人覺得很舒服，這

些我們都要發展。電子資訊業現在似乎面臨成

長的極限，就是因為工程師設計的成品消費者

不知道怎麼用，所以沒有辦法發展。如果將其

使用方式簡化，電腦工業可以再成長一、二

倍。另外，許多中小企業沒有自己的實驗室，

需倚重研發服務。

篩選我國服務業發展類型，要把握「二

大、一高、一好」的原則︰二大，就是產值

大、就業效果大；一高，就是附加價值高；一

好，就是生活好品質。

肆、服務業發展所需人力的特質

服務業發展所需的人才特質，第一是要具

有對「事」的厚實專業知識，第二是要具有對

「人」的軟技術（Soft Skill）。在專業知識部

份，以我國的高考來說，需要什麼人才，就規

定要什麼樣的學識背景，譬如，社會工作人員

一定要社會工作系畢業，社會系不行，經濟系

更不行。國外的情形則不同，剛剛講到的 IBM
電腦公司聘請糕餅製造業的 Louis V. Gerstner,

Jr.擔任執行長，替公司發展了一個新的高峰。
HP 電腦公司（Hewlett-Packard Development

Company）在艱困的轉型期，聘請學歷史的
Carly Fiorina 女士擔任執行長。臺灣區電機電

子工業同業公會（電電公會）理事長、電腦公

司的龍頭，是師大國文系畢業。所以，所謂專

業不僅是學歷上的專業，更需要有廣泛的知

識。臺灣教育的問題是，人才培育得太專業。

一個行業消失了以後，勞工沒有辦法轉到另一

個行業，結構性的失業很難馬上改變，失業率

居高不下。其實，各種工作需要的不止是本科

的專業，還需要其他的知識，譬如，建築師除

了需要瞭解建築結構，還要懂美感、方便性。

我過去從事研究工作時，發現臺灣很多建築師



6

不瞭解研究人員最需要互動，蓋的研究大樓像

金庸古墓派，練習武功的地方，每個房間互不

相通，進去以後整天見不到同事，除了自己胡

思亂想以外，沒有人跟你對話，刺激你的腦

力。英國的大學中學者們在下午茶時間聚在一

起聊天，新的想法就產生出來了。我國的司法

官只讀法律，甚至連法律系也不必讀，自己看

書以後參加考試，二十一歲就當司法官。現在

面臨經濟的轉型，很多法律案件，譬如說，專

利權、工程的糾紛、金融犯罪，可能要八年、

十年才能審判，無法有效扼制犯罪的發生。在

外國，司法官是先讀經濟、地質、工程各種專

業之後再學法律，先當律師，不但有一個專業

及其他所需要的知識，也有生活的經驗，等到

當法官的時候，判決就不會錯誤。所以，所謂

的專業知識，不止是專科的知識，還要其他方

面的知識。

其次，所謂的軟技術，就是指外語及國際

思維、運用資訊、溝通協調、創新的能力。創

新能力非常重要，現在全世界電子資訊業蓬勃

發展，就是 Steve Ballmer和 Bill Gates兩個十

八歲的小夥子在自家車庫裡創造出來的。為什

麼 IBM要找賣糕餅的、HP要找唸歷史的執行

長，就是需要大格局思想的緣故。現在美國的

趨勢是，許多大公司徵人時，不問對方懂不懂

會計、電子，而是問懂不懂歷史、溝通、人

文、社會。因為學歷史、社會的人，以後反而

會有大格局。我們現在缺乏的是未來可以當將

軍的士兵，因此需要培育不同於士兵的知識和

技能。

伍、服務業人才培育的方向

從製造業到服務業，最需要跨領域的人

才。現在臺灣面臨經濟轉型、結構性失業的問

題，近期很多公司找不到可用的人才，未來將

更為嚴重。政府積極發展臺灣成為研發中心已

相當成功，不少國內大企業或跨國企業在臺灣

設置研發中心，譬如廣達在中壢設置的研發中

心，二年之內，完成建築、開辦後需要七千

人；鴻海在土城的研發中心，蓋好以後需要三

千人。業界需要許多研發人才，但是，另一方

面許多人需要工作，怎麼辦呢？第一，由政府

進 行短期訓 練，讓 人與工 作能夠 配合

（match）。過去勞工委員會開設職業訓練班，
講師都是公務員，以往缺乏終身學習的機制，

講師的知識停留在三十年前，能夠教的技術

（skill）已經不符需要，所以從職訓班訓練出

來，還是找不到工作。現在改變一個形式，請

廣達、宏碁、電電公會來訓練，他們瞭解業界

需要什麼，參加訓練的人，就業率升高很多，

解決了失業的問題，企業也解決了員工不足的

問題。

陸、我國服務業人才培育應有的作法

服務業人才培育，短期方面主要就是靠調

查、跟企業對話，比較大的問題是在中長期。

過去臺灣的大學數量很少，只有 20%最優秀的
人可以就讀，後來大學數量增加，錄取率提高

到 40%、60%或更高，甚至不必考試就可入
學。有些大學面臨消失的可能，政府要幫助他

們調整，怎麼做呢？調查未來需要什麼樣的人

才給他們參考，調整科系、教學內容，隨著時

代的改變而改變。另外，重要的是，需要培養

有國際觀、宏觀的人才。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

是，許多學生因為相對容易找到工作，所以不

願意留學。在國內自己訓練，如此就發生「近

親繁殖」、「井中觀天」的問題。尤其在某一

些比較小的科系，老師教學生，學生再教學

生，好比少林寺的師徒一脈相承。沒有競爭，

結果就沒有進步，所以我們鼓勵大家出去看看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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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哈佛大學鼓勵畢業學生到史丹

佛、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獲得博士學
位後再回來，不鼓勵自己訓練的博士學生在本

校教書，一定要他們先去別的學校教過書以後

再回來，接受外面的挑戰、外面的洗禮，看看

外面的世界。透過這個機制，培養出的人才永

遠是有活力的人才。

時代在改變，過去美國提供臺灣很多留學

生獎學金，申請很容易。現在美國認為臺灣太

有錢，中國大陸比較窮，把獎學金提供給大

陸，不但不給臺灣獎學金，還要我們付學費。

有些人付不起，只好不出國。在這種情況之

下，政府推動「菁英留學計畫」鼓勵留學，透

過二個管道，一個管道是教育部一年三百多個

公費留學名額，很多的科系，考上後自己申請

就讀的學校。另外一個管道是過國科會的「千

里馬計畫」，就是博士後及博士生研究，回國

後就返回研究機構或是大學工作。經建會挹注

經費擴張公費留學管道，從一年三百人增加到

一千人。經濟轉型，我們需要新的人才，譬如

設計人才、法律人才、國際談判人才。不久

前，一家科技公司向外國購買專利（pat-
ent），因為不清楚當地法律，變成偷竊專利，

惹上一身腥，還花了許多錢，就是不懂外國法

律的後果，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

ganization, WTO）的場合也無法參加談判。
產品要有競爭力，設計必須貼心，為什麼

日本的產品受歡迎？因為設計貼心；為什麼汽

車都在義大利設計？因為文化創意使他們的造

型特別漂亮。我們需要這些人才，如果靠考試

取才，可能沒有人應考，或者留學的地方不

對。推展留學工作一部份由教育部、國科會進

行，但是針對產業需要的新增部分，由我們集

體來做，特別是針對一些現在急需，或是未來

三年、五年需要的人，這是第一個重點。第

二，以後做法和過去不同之處，不是個人去

考，而是政府幫忙找好學校。政府可以和MIT
或史丹佛大學談，或是找設計、國際觀、國際

法特別好的學校，將留學生整批送去，如此就

可達到目的。我們現在接受企業推薦，多元管

道，由經建會擔任單一窗口，優秀人才不會有

遺珠之憾。有的透過國科會，有的透過教育

部，有的透過產業的推薦，有些人自己找喜歡

的學校，有些我們替他找好學校，這樣就可以

培育出人才。我們鼓勵教育部、經濟部、金管

會、銀行公會及陸委會提供名額，訓練人才鑽

研過去被忽略的領域。與國際的大學合作，譬

如，師大可以和史丹佛合作，也許第一、二年

延攬史丹佛大學的教授來師大教，第三、四年

再到史丹佛上課，以減少成本。

再下來談到回流教育。現在結構性的失

業，是因為以前我們只有一個專業技術。以前

的小學老師，初中畢業後考入師範學校唸了三

年，十八歲就開始教書，一輩子沒有再接受過

訓練。當時代轉變，很多老師不知道如何教新

的數學、新的文化，四十、五十歲就退休了，

這是因為過去的制度所致。最近政府加強推展

在職訓練，但是做得還不夠好。即使留過學還

是要經常充電，應鼓勵高階人才就讀EMBA這
類在職進修的研究所。

服務業的品質不易認定、確保。簡單舉例

說，在臺灣一個餐廳服務生盤子端得沒有聲

音，我們就認為他是好的服務生。但是紐約、

巴黎的五星級飯館，服務生絕對受過特別的訓

練，碰到什麼客人談什麼話題，天文、地理、

運動、流行音樂都行，等於是客人的心理醫

師，客人要付 15%小到 30%的小費。很多服務

業除了學校培育的技術之外，還需要職業認

證。透過證照制度，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人才。

發展服務業是臺灣經濟轉型的下一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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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服務業本身不但創造就業，還能強化製造

業，提昇國人的生活的品質。服務業的發展，

與過去發展電子資訊一樣。發展電子資訊不是

因為有新竹科學園區，而是因為很多留學的人

才回國，使得我們有發展的機制。發展服務業

也是一樣，需要人才，尤其好的人才、有前途

的人才。在座各位的責任非常重大，因為各位

未來畢業後就是做訓練人才的工作，不但訓練

士兵，而且訓練未來做將軍的士兵，我們的國

家才有前途。

謝謝大家！

（本文為胡勝正博士於 93 年 10 月 21 日
上午 10 時於本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之專題

演講紀錄。胡勝正博士現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主任委員兼行政院政務委員，並為中央研

究院院士。記錄為本館期刊組主任及組員）

專．題．報．導

胡勝正博士專題演講〝人才培育與服務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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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本校歷史學系圖書室典藏圖書相當豐富，

目前圖書資料有財產登記者約八萬多筆，其中

不乏珍貴的舊籍文獻，唯本系既無恆溫恆濕的

空調設備，亦乏人力及經費定期作除蟲之工

作，典藏圖書的空間與硬體設備不甚理想。民

國 93 年 9 月，張館長國恩與郭秘書美蘭蒞臨
本系圖書室視察，亦深覺本系圖書室之硬體設

備不利圖書保存，建議本系不妨將一些珍貴書

籍先送交總圖書館保存。因此在讓善本書及線

裝書有好的「歸宿」及管理的共識下，筆者帶

領研究生著手進行初步的書目整理工作：將書

籍撤架、盤點、排序、建立簡要目錄檔，然後

分別於民國 93年 10月 7日、12月 1日將本系
所珍藏的線裝書 1033 冊、國立東北大學寄存

舊藏善本 64 冊移交總館典藏。並由總圖書館
典閱組建立更詳細的書目資料，匯入資料庫。

目前於總圖書館公用目錄查詢系統網頁上已可

查詢到該批書籍。

此外，本系蒐藏一批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

的文獻，十分珍貴。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為建置「日文舊籍台灣文獻聯合目錄」電子式

書目資料庫，邀請本系合作參與：協助提供相

關書籍資料。然本系所藏的相關書籍資料一直

存放於書庫中，不對外開放。而臺灣分館所建

置的「日文舊籍台灣文獻聯合目錄」為一對外

開放的資料庫，希望本系能將所提供的書籍資

料開架陳列，並供讀者查閱。本系林主任麗月

鑒於本系人手不足，及本系所藏舊籍文獻資料

能獲妥善保存與流通，乃囑筆者帶領研究生將

館藏台灣資料舊籍 157冊撤架、盤點、整理、

製作簡略書目資料後，於民國 93年 11月 23日
移送總圖書館保存，並由總圖書館協助建置電

子檔書目資料，以求資料庫之完整，本系並可

取得該資料庫永久使用權。目前總圖書館正將

該批書籍委外裝訂，待裝訂完後將作進一步編

目建檔工作，以建立完整之書目資料。

貳、歷史系館藏移交總圖書館典藏之

舊籍文獻資料目錄

茲將近期本系移交總圖書館典藏之珍貴書

籍資料目錄概列如下：

一、東北大學寄存善本書籍：《小方壺齋輿地

叢鈔》第一帙至第十二帙，共計 64冊。

二、館藏線裝書 1033冊，其資料如下：

資源共享、服務加值—

本校歷史學系圖書室移交

總圖書館典藏舊籍文獻紀要

黃玫瑄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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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書 名 冊數

A920 011 雙劍誃吉金文選／于省吾撰 2

A920 130.4-2 說文古籀補／吳大澂撰 8

B060 440 不見於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陳槃譔 2

B060 440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陳槃譔 14

B070 487 李秀成親供手蹟 1

B110 161 「景印元本」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附至治新集條例不分卷／（元）李孟等
纂輯

16

B110 877 太平天國詔諭及書翰／蕭一山編輯 1

B310 161 臺灣省通志／林衡道主修 4

B310 161 臺灣省通誌／李汝和主修 142

B330 973-3 水經注／（晉）酈道元注 12

B380 959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釋辯機撰；釋玄奘譯 4

B400 046 宋朝大詔令集一百九十六卷 10

B400 448 為政忠告／（元）張養浩撰 1

B500 440 景宋嘉定本中興館閣錄十卷／（宋）陳騤撰 6

B720 207 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三卷／屈萬里撰 1

B720 207-2 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三卷／屈萬里撰 1

B720 210.1 殷契遺珠／金祖同編撰 2

B720 225 龜甲獸骨文字／林泰輔編錄 2

B720 338 永壽靈壺齋吉金文字三卷／高田宗周編 3

B720 438 千壁亭古專圖釋二十卷／（清）陸心源輯 5

B720 571-3 續甲骨年表／董作賓，黃然偉合編 1

B720 763.5 鐵雲藏陶／（清）劉鶚考釋 4

B720 945.3 甲骨綴合新編／嚴一萍編撰 10

B720 945.3-2 甲骨綴合新編補／嚴一萍編撰 1

B760 522 碑傳集補六十卷，集外文一卷／閔爾昌纂錄 24

B760 805 碑傳集一百六十卷，首二卷，末二卷／（清）錢儀吉編 60

B760 873 續碑傳集八十六卷／（清）繆荃孫纂錄 32

B800 029 明清史料．己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0

B800 029-3 明清史料．庚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0

B800 029-4 明清史料．辛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0

B800 029-5 明清史料．壬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 10

C610 724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十二卷／潘承弼，顧廷龍同纂 4

D270 448 柳西草堂日記／張謇撰 24

D280 029 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蹟／羅家倫主編；杜元載增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
員會編

1

E100 033 V.10--V.14 宋本說文解字／（漢）許慎撰；（宋）徐鉉校 5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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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書 名 冊數

E100 033 V.15--V.18 編年通載／（宋）章衡撰 4

E100 033 V.19--V.22 太宗皇帝實錄／（宋）李若水等修 4

E100 033 V.1--V.3 詩本義十五卷／（宋）歐陽修撰 3

E100 033 V.23--V.30 宋槧袁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宋）晁公武撰 8

E100 033 V.31--V.38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後魏）酈道元撰 8

E100 033 V.39--V.41 宋本武經七書／孫武等著 3

E100 033 V.42--V.46 宋刊南華真經／（周）莊周撰；（晉）郭象註；（唐）陸德明音義 5

E100 033 V.47--V.49 宋本程氏演蕃露／（宋）程大昌撰 3

E100 033 V.50--V.52 宋紹定本樂善錄／李昌齡撰 3

E100 033 V.53--V.54 宋本謝幼槃文集／謝薖撰 2

E100 033 V.55--V.58 宋本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張詠撰 4

E100 033 V.59--V.66 山谷外集詩注／（宋）史容撰 8

E100 033 V.5-V.4 宋本春秋公羊疏／隱公 2

E100 033 V.67--V.70 密菴稿／（明）謝肅撰 4

E100 033 V.6--V.9 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聶崇義集注 4

E100 904 V.1 史記索隱三十卷／（唐）司馬貞撰 4

E100 904 V.100 三國志補注續一卷／（清）侯康撰 1

E100 904 V.101 三國志注證遺四卷／（清）周壽昌撰 1

E100 904 V.102 新校晉書地理志二卷／（清）方愷撰 1

E100 904 V.103--V.104 晉書校勘記五卷／（清）周家祿撰 2

E100 904 V.105 晉書校勘記三卷／（清）勞格撰 1

E100 904 V.106 晉宋書故一卷／（清）郝懿行撰 1

E100 904 V.107 宋書州郡志校勘記一卷／（清）成孺撰 1

E100 904 V.108 魏書校勘記一卷／（清）王先謙撰 1

E100 904 V.109--V.113 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清）趙紹祖撰 5

E100 904 V.114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二卷／（清）錢大昕撰 1

E100 904 V.115--V.122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清）厲鶚撰 8

E100 904 V.123--V124 遼史拾遺補五卷／（清）楊復吉撰 2

E100 904 V.125--V.136 金史詳校十卷／（清）施國祁撰 12

E100 904 V.137--V.142 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清）洪鈞撰 6

E100 904 V.143 史記天官書補目一卷／（清）孫星衍撰 1

E100 904 V.144 史記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清）劉文淇撰 1

E100 904 V.145--V.147 後漢書補表八卷／（清）錢大昭撰 3

E100 904 V.148 後漢書三公年表一卷／（清）華湛恩撰 1

E100 904 V.149 補續漢書藝文志一卷／（清）錢大昭撰 1

E100 904 V.150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清）侯康撰 1

E100 904 V.151--V.152 補三國疆域志二卷／（清）洪亮吉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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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書 名 冊數

E100 904 V.153--V.155 補三國職官表三卷／（清）洪飴孫撰 3

E100 904 V.156 三國紀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 1

E100 904 V.157 補晉書兵志一卷／（清）錢儀吉撰 1

E100 904 V.158--V.159 補晉書藝文志四卷／（清）丁國鈞撰；（清）丁辰述錄 2

E100 904 V.160--V.163 補東晉疆域志四卷／（清）洪亮吉撰 4

E100 904 V.164--V.170 補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清）洪亮吉撰 7

E100 904 V.171--V.180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十二卷／（清）徐文范撰 10

E100 904 V.181--V.183 補梁疆域志四卷／（清）洪齮孫撰 3

E100 904 V.184 補宋書刑法志一卷／（清）郝懿行撰 1

E100 904 V.185 補宋書食貨志一卷／（清）郝懿行撰 1

E100 904 V.186--V.190 南北史表七卷／（清）周嘉猷撰 5

E100 904 V.191 五代紀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 1

E100 904 V.192 補五代史藝文志一卷／（清）顧櫰三撰 1

E100 904 V.193 宋史藝文志補一卷／（清）倪燦撰 1

E100 904 V.194 補遼金元藝文志一卷／（清）倪燦撰 1

E100 904 V.195 補三史藝文志一卷／（清）金門詔撰 1

E100 904 V.196 補元史藝文志四卷／（清）錢大昕撰 1

E100 904 V.197--V.198 補元史氏族表三卷／（清）錢大昕撰 2

E100 904 V.199--V.216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清）王鳴盛撰 18

E100 904 V.217--V.241 廿二史考異一百卷／（清）錢大昕撰 25

E100 904 V.242--V.256 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清）趙翼撰 15

E100 904 V.257 廿二史補遺一卷／（清）趙翼撰 1

E100 904 V.258--V.261 諸史考異十八卷／（清）洪頤撰 4

E100 904 V.262 讀書叢錄七卷／（清）洪頤撰 2

E100 904 V.264--V.276 歷代史表五十九卷／（清）萬斯同撰 12

E100 904 V.277--V.311 歷代職官表七十一卷／〔（清）永瑢等奉敕修纂〕；萬斯同撰 35

E100 904 V.27--V.28 史記三書正言為三卷／（清）王元啟撰 2

E100 904 V.29 史記月表正言為一卷／（清）王元啟撰 1

E100 904 V.30 史記功比說一卷，附侯第表／（清）張錫瑜撰 1

E100 904 V.31 史記注補正一卷／（清）方苞撰 1

E100 904 V.312--V.337 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清）陳芳績撰 26

E100 904 V.32 史記毛本正誤一卷，敘一卷／（清）丁晏撰 1

E100 904 V.33 史漢駢枝一卷／（清）成孺撰 1

E100 904 V.338--V.362 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清）沈炳震撰 25

E100 904 V.34--V.38 漢書辨疑二十二卷／（清）錢大昭撰 5

E100 904 V.363--V.378 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清）汪輝祖撰 16

E100 904 V.379 九史同姓名略補遺四卷／（清）汪輝祖撰 1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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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書號（館藏） 書 名 冊數

E100 904 V.380--V.385 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清）汪輝祖撰 6

E100 904 V.386--V.391 西魏書二十四卷／（清）謝啟昆撰 6

E100 904 V.392--V.401 續唐書七十卷／（清）陳鱣撰 10

E100 904 V.39--V.52 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清）周壽昌撰 14

E100 904 V.402--V.408 九家舊晉書輯本三十七卷／（清）湯球撰 7

E100 904 V.409 晉諸公別傳一卷／（清）湯球撰 1

E100 904 V.410 晉紀輯本五卷／（清）湯球撰 1

E100 904 V.411 晉陽秋輯本五卷／（清）湯球撰 1

E100 904 V.412 漢晉春秋輯本四卷／（清）湯球撰 1

E100 904 V.413 三十國春秋輯本十八卷／（清）湯球撰 1

E100 904 V.414--V.426 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清）湯球撰 13

E100 904 V.427--V.429 十六國春秋纂錄校本十卷／〔（後魏）崔鴻撰〕；（清）湯球輯 3

E100 904 V.430--V.439 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宋）蘇洵等撰 10

E100 904 V.440 太常因革禮校識二卷／（清）廖廷相撰 1

E100 904 V.441-V.447 大金集禮四十卷／（金）張瑋等撰 7

E100 904 V.448--V.456 中興小紀四十卷／（宋）熊克撰 9

E100 904 V.457--V.518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宋）李心傳撰 62

E100 904 V.519--V.520 國語翼解六卷／（清）陳瑑撰 2

E100 904 V.521 戰國策釋地二卷／（清）張琦撰 1

E100 904 V.522--V.524 吉林外記十卷／（清）薩英額撰 3

E100 904 V.525--V.526 黑龍江外記八卷／（清）西江撰 2

E100 904 V.53 漢志水道疏證四卷／（清）洪頤撰 1

E100 904 V.54--V.58 漢書人表考九卷，附錄一卷／（清）梁玉繩撰 5

E100 904 V.59 漢書人表考校補一卷／（清）蔡雲撰 1

E100 904 V.5--V.26 史記志疑三十六卷，附錄三卷／（清）梁玉繩撰 22

E100 904 V.60--V.74 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清）惠棟撰 15

E100 904 V.75-V.76 後漢書辨疑十一卷／（清）錢大昭撰 2

E100 904 V.77--V.78 續漢書辨疑九卷／（清）錢大昭撰 2

E100 904 V.79--V.80 後漢書注補正八卷／（清）周壽昌撰 2

E100 904 V.81 後漢書注又補一卷／（清）沈銘彝撰 1

E100 904 V.82 後漢書補注續一卷／（清）侯康撰 1

E100 904 V.83 前後漢書注考證二卷／（清）何若瑤撰 1

E100 904 V.84 後漢郡國令長考一卷／（清）錢大昭撰 1

E100 904 V.85 三國志辨疑三卷／（清）錢大昭撰 1

E100 904 V.86--V.87 三國志考證八卷／（清）潘眉撰 2

E100 904 V.88--V.99 三國志旁證三十卷／（清）梁章鉅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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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三十八年以前日文舊籍臺灣文獻資料

157冊，其簡要書目如下：
《台中地方氣象研究》、《台中州產業狀

況》、《台北帝國大學紀念演講集》4 冊
（第一輯、二輯、四輯、九輯）、《台東

廳館內概況及事務概要》、《台南州第五

統計書》、《台灣 水產》、《台灣 金

融》、《台灣 風景》、《台灣 貿易

基隆港》、《台灣 產物 》、《台灣

大年表》、《台灣之林業》、《台灣戶籍

關係法規輯覽》、《台灣古代文化

謎》、《台灣刑事法大意》、《台灣年

鑑》10 冊（昭和六年、八年、九年、十

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年；

大正十四年；二十周年版）、《台灣行政

法大意》、《台灣住民之生命表》、《台

灣私法》4 冊（第一卷上、下、第二卷

下、第三卷上）、《台灣私法附錄參考

書》4 冊（第二卷上、下、第三卷上、

下）、《台灣事情》16冊（昭和二年、三
年、四年、八年、九年、十二年、十三

年、十四年、十五年、十七年、十九年；

大正十一年至十五年）、《台灣林業

史》、《台灣社會經濟史全集》15 冊
（1、4、6 至 15、17 至 19）、《台灣省

通志稿卷八同冑志》3 冊、《台灣時報》
2 冊（昭和七年上、下）、《台灣神社
誌》、《台灣統治概要》、《台灣博覽會

誌》、《台灣番族慣習研究》7 冊（第二
卷至八卷）、《台灣會社年鑑》7 冊（昭

和十年、十一年、十三年至十六年、十八

年）、《台灣經濟年報》2 冊（昭和十六

年、十九年）、《台灣經濟年鑑》（大正

十四年）、《台灣農業年報》、《台灣震

災誌》2 冊、《台灣蕃界展望》、《台灣

總督府年報》2 冊（第二十二年、二十三

年）、《台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20冊

（第二十六編至四十二編、第四十四編至

四十六編）、《台灣總督府學事年報》7

冊（第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台灣警務第一輯》、《台

灣體育史》、《民法對照台灣人事公業慣

習研究附關係高等法院判例》、《民俗台

灣》2 冊（第 一 卷、二 卷）、《生 蕃

記》、《米國人 台灣領有計畫》、《改

隸四十年 台灣》、《高砂族調查書》4

冊（第二編、三編、五編、六編）、《基

隆年鑑》、《第一回台灣國勢調查集計原

表》、《第一回本島事情調查報告》、

《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集計原表（全

島之部）》、《植民夜話》、《番族慣習

調查報告書》5 冊（第一卷、二卷、四
卷、五卷之一、五卷之四）、《興味 台

灣史話》、《蕃族調查報告書》、《臨時

台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臨時台灣戶

口調查結果表》、《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職

業名字彙》、《職業名字彙（第三次臨時

台灣戶口調查）》、《 物 地質調查報

告第 4號》。

參、後記

感謝本系林主任麗月的支持及總圖書館典

閱組呂組長春嬌、周寶梅小姐在此期間的協

助。希望藉此能拋磚引玉，為圖書及讀者提供

更好的服務，進而發揮資源共享、有效流通的

作用。（本文作者為本校歷史學系講師及圖書

室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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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筆者夙喜古籍，且因緣際會，大學時代擔

任圖書館工讀生，並曾於民國七十九年至八十

一年間（1990-1992），負責國文系圖書室的管

理服務工作，初步確立整理古籍文獻的學志。

其後，因教授「古籍導讀」課程，並應研究需

要，經常借鈔先儒傳世手稿，略有心得與小

成。而今，稍有餘裕，因此發願考察本校重要

線裝善本古籍，並將陸續撰述發表心得，作為

回饋母校的一點學術義務與責任。本篇即是筆

者追本溯源的奠基之作，以下分別時間先後，

探討典藏的歷史源流。

臺灣從 1895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起，

因清廷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給日

本，到 1945 年（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

才重新回歸中國。1946 年（民國三十五年）4
月，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命令將日治時期的「臺

北高等學校」改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同

年 6月 5日正式成立，隨著本校的創立，同時
設立圖書館，自此開啟了本校發展的歷史契

機：1955年（民國四十四年）6月 5日，改制
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1967年（民國五十

六年）7月 1日，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筆者根據網路檢索與 1985（民國七十四年六

月）、1993（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先後兩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將圖書館館史與

線裝古籍典藏相關的編年記載資料，一併記述

於後，作為「辨章考鏡」的參考。

此外，特別感謝總館典閱組呂主任春嬌、

周寶梅小姐二位熱情的協助，以及提供專業資

訊與文獻檔案，筆者獲益啟發良多，在此深致

謝忱！

壹、本校總館與分館歷史簡表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創立臺灣省立師範

學院，並設置圖書館。原在今校本部行政

大樓三樓。

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劉真校長（白如，

1913-）配合校務的發展，籌款興建倣文藝
復興時期建築之二層樓獨立館舍。

1952年（民國四十一年）：夏，在校本部對面

鳩工興建新館。

1953年（民國四十二年）：2月，新建圖書館
落成。【參考劉前校長於民國四十四年六

月五日師大校慶，為本校新建圖書館（即

今存之倣文藝復興時期之巴洛克舊館大

門）前立基石而撰之碑文。】

1955年（民國四十四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師

範大學圖書館。

1967年（民國五十六年）：改制為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

1975年（民國六十四年）：增設理學院校區，

並增建理學院圖書分館。

「辨章考鏡，汲古開新」

—本校典藏線裝善本古籍歷史源流考述—

賴貴三

專 題 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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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民國六十九年）：興建半圓型八層樓

之總館新館舍。

1984年（民國七十三年）：竣工啟用，總館遷

移至半圓型八層樓之新建館舍。

1991年（民國八十年）：理學院長方形八層樓

分館落成啟用，遷移至新建館舍。

以上 1955 年以前的資料，可以補充目前

總館網路所發佈「館史」之闕失。又據館史記

載，本校圖書館成立之初，館藏僅有 29,000餘

冊，數十年來，經多方徵集採購，始見充實。

其中，中文圖書較重要者，根據《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民國六十年六月初

版），包括歷年搜集及東北大學寄存舊藏之善

本，其中有明覆刊宋本一部，元本一部，明本

一二二部，清本、批校本、鈔本等六六部，共

一九二部、一六三三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普通本線裝書目錄》，其中包括歷年蒐購圖

書、教育部撥存前國立東北大學圖書，以及省

教育廳撥交國語推行委員會部分圖書等，共計

五千二百種，四萬一千餘冊。但八十九年十一

月重新核算，本目錄存計者有二四五八種，二

四二四七冊；減少部分應是撥交中央圖書館

（今「國家圖書館」）、國文、歷史系圖之總

冊數。（按：歷史系圖僅典藏東北大學寄存圖

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1種 12帙 64冊。已
於九十三學年度上學期歸還總館，國文系圖所

藏八千餘冊，亦將收回總館統一典藏。）

貳、前臺灣省主席陳誠先生捐贈圖書

1500冊

本校第一批線裝善本古籍，應是國民政府

前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字辭修，浙江青田人，

1897-1965），他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前
來臺灣養病，後轉任臺灣省主席暨東南軍政長

官公署長官，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八月，

贈藏本校1500冊圖書，參見《校史》之〈三、
大事記〉。筆者詢問總館典閱組有關捐贈書目

紀錄，未有所獲，無法明確知悉此批捐贈圖書

的真實狀況，仍待後續探討。

參、「東北大學寄存圖書」13762冊

此批總數逾二萬餘冊的「東北大學寄存圖

書」，係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九月，大陸
東北全部淪陷後，由陳誠所部攜帶轉進到臺

灣，隨後由撤退遷臺的政府教育部核定寄存於

當時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1946-1955），

成為本校最為豐富的古籍典藏。然而，此批圖

書如何輾轉遷移至臺灣，又經過何種程序歷程

撥交本校典藏，筆者考察至今，尚無法明其究

竟。而此批圖書因係原東北大學所有，且為政

府核撥寄存，本校編有書面目錄，機讀編目建

檔目前正積極在進行，已建檔 6 種 52 冊。全

面機讀建檔的編目工作，必須及時完成，才能

方便學者檢索利用。又因此批圖書，總館部分

置於八樓善本書室，採閉架式管理，設有恆溫

恆濕設備；並不定期外包做燻蒸消毒工作，裱

褙、修補亦由專人不定期實施，保存妥善。而

國文系圖典藏量多於總館，但常年深鎖密室書

櫃之中，且無優良維護設備，蟲蠹頗為嚴重，

如果不能妥善保存，將恐不堪卒讀矣！

對於東北大學的歷史種種，而今學者所知

有限，以致多誤認為是日本的「東北大學」；

即使是已復校的中國「東北大學」校史簡介，

仍然不夠充實完善，因此筆者首先考述位於中

國遼寧省瀋陽市的東北大學的發展簡史，提供

參考：

東北大學始建於 1923 年 4 月。1928 年 8
月，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將軍兼任校長。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被迫先後遷移北平、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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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四川等地。1946年 5月，東北大學遷回

瀋陽。1949年 2月，在東北大學工學院、理學

院（部分）的基礎上成立了瀋陽工學院；1950

年 8 月，定名為東北工學院，原校被取消名

義。1993年 3月 8日，東北工學院復名為東北

大學，張學良先生親自題寫校名，並出任名譽

校長、校董會名譽主席。

又根據袁征：〈西安事變後高等教育的國

有化現象─兼論二十世紀上半葉公私高等學校

力量對比的變化〉一文「一、政策突變」記

載：

1937 年 7 月，廈門大學正式變為國立大

學，在廈大變為國立之前一個多月，東北大學

也被改成國立學校。東北大學原來是設在瀋陽

的地方大學，由東北軍司令張學良兼任校長。

由於張學良的努力，這所大學聘請到一批著名

學者，教育水平迅速提高。「九一八」事變之

後，東北大學遷到北平。西安事變後，張學良

陪蔣介石回南京，立即被逮捕判刑。1937年 1

月，教育部撤銷張學良校長職務，從南京派CC
派學者臧啟芳為校長，對東北大學進行接收。

東大師生激烈反對，在校全體學生五百六十人

聯名發表緊急啟事，指出教育部撤換東北大學

校長不合法。……2 月，教育部被迫將臧啟芳

召回。5 月，東北大學正式改為國立，由中央

政府直接管理。

筆者再根據各傳記專書所載〈張學良將軍

大事年表〉，按年迻錄與東北大學相關的內

容，提供學者參考。

1928年：28 歲。8 月 16 日，兼任東北大學校

長。

1933年：33歲。4月11日，由上海偕眷屬乘義

大利郵輪起程出國。4月上旬，致書

東北軍將領及東北名流，勉勵他們要

親如手足，患難與共，準備收復東北

為最大責任。「武要保存東北軍實

力，文要發展東北大學」。

1935年：35歲。10月2日，就任西北「剿匪」

副總司令代總司令職，總部設西安。

12 月底，接見東大學生代表，表示

「國難家集仇於一身，抗日救國義不

容辭」。

1936年：36歲。8月29日，聞訊國民黨特務逮

捕東大學生代表，派衛隊營包圍和查

抄了陝西省黨部。9月30日，東北大

學西安分校舉行開學典禮，蒞校講

話。

1961年：61歲。8月中旬，原東北大學秘書長

周鯨文來訪。

1980年：80歲。春，參加前東北大學校長馮庸

逝世的追思禮拜。

1988年：88歲。3月4日，東北大學旅美校友會

電邀張學良赴華盛頓參加將於4月16
日在美國舉行的東北大學建校65周年

及張學良兼任校長 60周年紀念會。3
月23日，東北大學旅美校友會再次致

電張學良，懇求他赴美參加活動。

1990年：90歲。6月6日，東北大學校友會等8

團體在瀋陽慶祝張學良將軍90壽辰。

12月 31日，為東北大學校友會刊題

詞：「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

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光明磊落度

餘年。」

1992年：92歲。11月30日，在臺北寓所為東北

大學復校題寫校名。

1993年：93歲。4月，東北大學復校，任東北

大學名譽校長、董事長。11月27日，

張學良在臺北的新居，會見了東北大

學校長蔣仲樂，從而實現了東北大學

現任校長和65年前老校長的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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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引述，可略知梗概。此外，遼寧

省、吉林省、黑龍江省東北三省圖書館聯合主

編的《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目錄》三冊

（瀋陽：遼海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東北
三省 51 所圖書館所藏古籍的聯合目錄，始於

1989年，成於 2003年，是目前中國大陸規模
最大的跨省聯合編纂的古籍目錄，也是目前唯

一出版的地區性古籍聯合目錄，只可惜未能收

錄因遷移而典藏於本校的這批圖書。

根據目前總館館史簡介記載，教育部於民

國三十八年（1949）撥存本校國立東北大學圖
書 13,762冊，此資料恐怕有誤。此總冊數應是

現存於總館登錄之總冊數，非原本數量；因據

檔案記載，本校兩度將原明版與手抄本合計

1365冊，以及日文書籍 8759冊，移送中央圖
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考證如下：

筆者依校史〈三、大事記〉載錄：「民國

三十九年（1950）四月，東北大學遷臺圖書，
奉令撥歸本院保存。」民國三十九年四月，應

是此批圖書撥交寄存的確切歷史紀錄；此又有

一輔證，總館保存的「國立東北大學明版、手

抄本圖書清冊」（接收人：國立中央博物圖書

院館聯合管理處中圖組主任顧華。監交人：教

育部代表孫愛棠。移交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

圖書館主任潘成義），落款時間為「中華民國

三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應是四月撥存後的整

理目錄。

復據校史記載：「六十二年度（1973-
1974），移送國立中央圖書館前東北大學寄存

日文書籍 8759冊。」此時館長為王振鵠教授，
任 職期間：民國 四十五 年至六 十五年

（1956-1976），此係第二批移轉中央圖書館典

藏的正式紀錄，只可惜尚未見著原始的移交清

冊，尚待進一步追蹤探究。

《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分類目錄

（校訂本）》（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則

將二萬餘冊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書，以

「A：經部」、「B：史部」、「C：子部」、

「D：集部」、「E：叢書」分類著錄，尚便檢
索查閱。而根據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一

月，原「典藏組」（今「典閱組」）藏書分類

統計表說明，東北大學寄存舊藏古籍善本，計

有：經部 1625 冊，史部 4286 冊，子部 2573

冊，集部3390冊，叢書1888冊，總數為13762
冊。但今依 93年（2004）9月 22日，總館典

閱組呂主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東北大

學寄存圖書藏書概況〉統計，謂該批圖書多所

異動，其經過如下：

一、民國 39年 7月 18日移交明本手抄本等計

1023冊（按：此數目應為手抄本之冊數，
233種；明版有 342冊，37種）予當時國

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處中圖組，由主

任顧華先生接收、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書

館主任潘成義移交，教育部代表孫愛棠先

生監交。

二、民國 44 年 4 月本校出版「國立東北大學

寄存線裝書分類目錄」。依國立清華大學

圖書館古書分類法，增加一綱，分為經、

史、子、集、叢五綱，每綱之下參照杜威

十進分類法分類。

三、民國 60年 4月移交 8731冊東北大學寄存
圖書予國文系，並編印「國立東北大學寄

存師大國文系線裝圖書分類目錄」一冊。

（按：此移交時間可能有誤，因國文系圖

所編「東北大學寄存圖書目錄」之時間，

係在民國五十五年十月，確切移交時間應

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年之間。另據本系前主

任陳麗桂教授謂：總館所移交本系之東北

大學圖書，破爛污損頗為嚴重，彼時擔任

系圖助教，因獲得學校撥款，得請專業廠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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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重新裝裱，於民國六十一年全面完

成。）

四、民國 62年 9月將東北大學平裝書 8759冊

（原寄存平裝書 8959 冊，遺失 200 冊）
移交中央圖書館。（根據民國 77 年 1 月

典藏組藏書分類統計表說明）（按：依前

文校史所載，此批平裝圖書應為日文書

籍。）

五、民國 73 年 8 月國文學系圖書室清點原東
北大學寄存善本書 8731 冊後，遺失 43

部，餘 844部，8688冊。（按：此數量疑
有誤，因據目前國文系圖的登錄資料：原

8731 冊，歷年遺失 26 冊，實存 8705
冊。）

六、民國 93 年 9 月國文系表達欲歸還總館之
意願，目前正積極評估中。

又依總館 93 年 8 月盤點，總館收藏東北

大學寄存圖書計 4879 冊，不包括歷史系圖於
93年 12月 1日，移交總館典藏之《小方壺齋

輿地叢鈔》第一帙至第十二帙，計 64 冊。依
總館清點之 4879冊、歷史系移交之 64冊，以

及國文系典藏之 8731 冊（遺失 26 冊，實藏
8705 冊），總計原冊數為 13674，今存 13648

冊，與登錄之 13762冊，顯然不符。

肆、館購盧氏所藏線裝書四千餘

（4288）冊

錄見本校校史〈三、大事記〉：民國四十

二（1953）年四月，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撥助本

院專款新臺幣八萬五千元，購買盧氏所藏線裝

書四千餘（4288）冊。此批圖書登錄資料，尚

無所獲；而此盧氏究係何人，遍詢亦未得其

解。筆者據總館財產登錄簿，見有盧紹稷

（1899-？）之名，不知是否即此盧氏？前館長

王振鵠教授所著《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

（臺北：王振鵠教授八秩榮慶籌備小組，民國

93 年）「二、與圖書館結緣：師大服務階段
（民三十八至六十六年）」記載：「盧氏藏書

近三百種、四千冊。」與校史大抵相符。

伍、館購陳氏藏書 1200冊

據王振鵠教授前文記載，此陳氏應係陳繼

承先生。陳氏任軍界要職，為一藏書家，碑帖

收集非常豐富，有一批大宗的私人收藏圖書，

多珍貴的明清版本，將近百餘種、二千冊，欲

讓售於師範學院，經由本系前主任潘重規（石

禪，1908-2003）教授介紹，得以價購典藏於總

館。至於此批圖書的書目登錄，亦付闕如；但

筆者借閱典閱組略顯殘破的首本財產登錄簿

（民國四十五年一月至民國四十六年六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文圖書登錄

簿」，登錄了不少古籍善本價購時間金額、版

本冊數等內容，以登錄時間而論，非屬前條盧

氏原藏圖書，應係陳氏此批圖書。因目錄內容

頗多，筆者已鈔記備存，不贅錄於此。

陸、省教育廳撥交國語推行委員會圖

書 500餘冊

根據王振鵠教授前文記載：「50年間，國
語推行委員會裁撤後，有一批音韻學方面的書

移交師院圖書館供備教學參考，約 200種千餘
冊，成為師大特藏之一部分。」以上圖書數量

館史與王教授記載頗有誤差，尚待考證。此批

移交圖書，多係趙蔭棠（1893-1970）舊藏音韻

學資料，除少數典藏於總館外，多數移藏於國

文研究所圖書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

所斯道文庫助教授高橋智先生，已分別於平成

十四年（2002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日、五

月七日至十三日，親來本校考察鈔錄，完成

「臺灣師範大學所藏趙蔭棠舊藏音韻學資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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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報告」（第一次所在報告，詳參《和漢

之辭書．類書之書誌的研究》，頁 57-71），
感謝典閱組周寶梅小姐提供資料，檢索查考，

甚為方便，不具錄於此。

柒、本校國文系圖「東北大學寄存圖

書」8731冊

本系圖書室於民國五十五年（1966）十

月，編有《東北大學寄存、師大國文系線裝圖

書目錄》，分類依總館之規制。其中，東北大

學寄存圖書總計 8731冊，歷年遺失 26冊，實

存 8705 冊；經部共計 132 部 983 冊，史部共
185部 2090冊，子部共 171部 1405冊，集部
共 280部 2468冊，叢書共 83部 1784冊。《東

北大學寄存圖書目錄》因係手寫，且未經仔細

核對，難免有訛誤之處，筆者已有初步的核校

修正成果，往後可以提供正確機讀檢索系統的

資料建立。

東北大學寄存圖書中，因地理與政治因

素，偶有日、韓的古籍版本典藏，如韓國學者

朴現圭編著《臺灣公藏韓國古書籍聯合書目》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年一月

初版），「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善本書目中

韓國古書籍」（頁 359-360），即著錄有總館
及國文系圖的典藏二種。但據筆者就現藏目錄

核校，數量應在十本以上，俟有明確結果時，

再另行整理發表。

結 論

綜之，教育部原撥交本校東北大學寄存圖

書約計二萬二千冊，中文線裝書約 13000 多

冊，日文書近9000冊。線裝書中部分明刊本、
抄本，已轉交前「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

書館」）保管。以典閱組目前統計，本校所藏

東北大學寄存圖書、捐贈與館購古籍的數量，

總計是：善本書及線裝書，合共 25880冊。其

中，善本書包括：宋本一（按：此「宋本」，

為東北大學寄存圖書之《宋版孟子集註》，原

十四冊，今存十一冊，二、三、四冊缺。然據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圖

書館編印之校訂本「國立東北大學寄存線裝圖

書分類目錄」，「備註」欄著記為「明覆宋

本」，則此本恐非真正之宋刊原版）。元本一

（按：此「元本」，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

書館中文圖書登錄簿」，應係民國四十五年七

月四日財產登錄號為 3256-3257 的「大德版
本」：東漢‧應劭《風俗通義》上下二冊，時

價一百元。復按：大德（1297-1306）為元成宗
的年號）。明本一二二，清批校鈔本六六，頗

多善本，彌足珍貴。

其中，重要精善的版本有：東北大學寄存

《宋版孟子集註》，館購清‧翁方綱（覃溪，

1733-1818）、徐星友手批《杜詩》（按：內文
硃批作：「杜詩附記」，共二函十二冊，筆者

已完成全書校閱、謄錄眉批題記，但並未見有

「徐星友」之任何資料，不知總館登錄所本為

何？待考），清‧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

證》，以上三書號稱「鎮館三寶」，筆者將賡

續借閱鈔錄，撰文發表，以饗學者。又有清‧

段玉裁（茂堂，1735-1815）、江藩（子屏，

1761-1831）、繆荃蓀（筱珊，1844-1919）、
許心梅、丁晏（1794-1875）等名家批校本以及

明嘉靖刊本、鈔本等 200餘種。（按：王振鵠
教授前揭書，頁 35，除「鎮館三寶」外，另記

載有：「米芾撰《寶晉英光集》、清全祖望手

抄本《國語》等歷代刊本、抄本、批校本與稿

本共三百餘種。」）

以上並其他刊本共 1633冊，加上 91年 9
月以後集中典藏的「普通線裝書」24247 冊，

總數為 25880冊。此外，總館尚有一批原日據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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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高等學校」舊藏之日文圖書約 10000餘

冊，今置於典閱組辦公室之活動書架內，正陸

續整理裝裱中，並已收入 92-94年與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合作完成的「日文古籍臺灣文獻聯

合目錄」。

根據筆者目前檢索發現，本校典藏普通線

裝古籍與珍稀善本，雖已著錄於《臺灣地區公

藏善本書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善本書

目》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普通本線裝書

目》中，但未注明是否為「東北大學寄存圖

書」，與館購及贈藏古籍善本，無法立時分

辨，不容易檢索查閱。而且本校所藏線裝善本

古籍，目前都未見收於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臺

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116034筆）網路

檢索系統；同樣的情形，也見於該館的「中文

古籍書目資料庫」，此資料庫計收錄了：國家

圖書館（49049 筆）、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28678 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圖書館

（15390筆）、臺灣大學圖書館（15205筆）、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8595筆）、東海大學圖
書館（4463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4335 筆）、政治大學圖書館
（2146筆），闕漏本校二萬多筆的古籍以及上

百筆的善本圖書，難怪知道此批圖書及借閱利

用者甚少；本校應該及時加強館際聯繫，匡補

闕遺，以建構臺灣地區完整的古籍善本目錄檢

索系統。

目前此批圖書只具典藏意義，缺乏研究成

果問世。筆者認為此批古籍圖書的整理研究，

仍是一片值得開發的新生學術園地，故積極且

樂於為有志研閱古籍文獻的學者推介。雖然，

筆者目前尚非全然明悉本校館藏的來龍去脈，

但已經具體而微，本文作為踏腳石，步履堅

實，基礎奠定，必能邁向成功之路，筆者有此

期許自不敢稍有懈怠。（本文作者為本校國文

學系教授）

本館善本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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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進電子資源簡介

圖書館自 94 年 3 月份起，新引進了四種

電子資源如下：

1.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文史哲專輯）

原名中國期刊網，為目前最完備的中文全文

線上資料庫，收錄自 1994 年起 340 餘種期
刊之資料。本校所訂購的文史哲專輯涵蓋內

容如下：文學史及創作理論、世界文學、中

國文學、漢語及語言學、外語研究與教學、

藝術理論及各類藝術、音樂、舞蹈、戲劇、

電影及電視藝術、旅遊、各國歷史及史學理

論、地理學、中國通史及民族、地方史志、

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人

物傳記、哲學基本理論及中外哲學、邏輯、

倫理學、心理學、美學、宗教、體育。

2. ABI／ INFROM Complete
總計收錄 5,700餘種有關商學企管期刊索摘
資料，及其中 2,550餘種期刊全文，包含下

列 11種資料庫：
ABI/INFORM Global、ABI/INFORM Arch-

ive Complete、ABI/INFORM Dateline、ABI/
INFORM Trade & Industry、ABI/INFORM

Accounting & Tax、Banking Information Sou-
rce、EIU ViewsWire、Hoover's Company Re-

cords、ProQuest Asian Business、ProQuest
European Business、Snapshots Asia Pacific
等。如果您想更瞭解ABI/INFORMComplete

所收錄各子資料庫之詳細內容及最新訊息，

您可連結至 ABI-C訂戶園地參考。

3. Web of Science回溯資料
收錄自 1990年起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

panded（SCIE）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
dex（SSCI）兩種資料庫之資料。

4. Encyclopedia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為 Wiley 公司出版之 Encyclopedia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線上版，是太空科
技方面的專業百科全書。

以上四種電子資源，請踴躍使用，以充分

發揮經濟效益。

二、圖書館新增資料庫講習

94年 4月 27日至 5月 21日辦理新增資料

庫講習。講習內容包括： 綜合性資源：Ref-
Works、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OPEN政府

出版資料回應網； 文史哲資源：中國期刊全

文資料庫、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 社會

科 學 資 源：LISA、ABI/INFORM COM-
PLETE、PsycARTICLES/PsycINFO； 自 然

科學資源： PNAS、IEEE/IEE Electronic Li-
brary、Encyclopedia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

nology、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三、Web of Science深度講習

94年 4月 27日辦理 Smart Discovery-The
Web of Science講習，Thomson Scientific Train-

ing & Technical Support Director方秀婷小姐主
講，解說Web of Science如何協助研究工作，

及其最新功能 Citation Alerts, Analyze, One Cli-
ck Search & Searchwithin Result等。

四、Always OPEN政府資訊使用說
明會

協辦行政院研考會「AlwaysOPEN政府資

訊巡迴說明會」，94年3月31日上午10:00-12:
00針對本校教職員生辦理一場，94年 4月 13

日 14:00-16:00 針對台北市中小學教師舉辦一
場。解說內容包括：出版品、出國報告、公

報、法規、研究報告、統計資訊。

服 務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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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種資料庫提供試用

International Index to the Performing Arts

full text（IIPAFT）表演藝術資料庫、MLA 當
代全球語言文學資料庫、Literature Online

（LION）英美文學全文資料庫、PCI-FT 學術
性期刊索引／全文資料庫、臺灣日日新報、臺

灣文獻叢刊、Factiva等資料庫提供試用。

六、研究室使用規則修正

本館研究室使用規則修正案業於本校第

三○二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修正重點包括申

請者資格放寬、長期借用期限更改為一個月、

調整長期使用間數、增闢研討使用空間、明訂

違規者停借期限等。新修正之規則將自 94 年
暑期正式實施。長期使用之研究室自 94年 6月

1日起開始申請；短期使用之研究室自 94年 7
月 1日起開始申請。

七、藝文展覽活動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楊佳蓉教

授，從事藝術創作與論述、文學寫作也是教育

工作者，“花樣歲月—花卉與後立體派油

畫”，94年 2月 17日至 3月 12日於總館一樓
大廳展出。畫作中的花卉以不同的象貌展現美

麗風采，運用各種繪畫透視法，追求構築後立

體派的繪畫空間，試圖表現一種超越自然的完

整結構；希望這些花卉作品能觸發你於視覺和

情感產生美的悸動。

本校美術系三年級洪湘茹與柯鈞翔「黑箱

作業創作展．壹－黑狗白鳥」，94年 4月 1日
至 17 日於總館一樓大廳展出。「2005 方祖燊
教授個展」，94年 4月 19日至 5月 1日於總

館一樓大廳展出，展出作品有水彩、油畫、粉

彩與素描，主題包括人物、花鳥、走獸、風景

及寓意感性之作，共約五十幅，豐富的畫境引

人入勝，值得細細品味。「游牧心靈‧逐詩而

居—2005噴泉詩社年度詩展」4月 20日至 5月
1 日於總館一樓大廳中庭展出。「設粒子—工

教系室內設計組九四級畢業展」94年 5月 3日
至 5 月 17 日於總館一樓大廳展出。「成定瑜

個展」94年 5月 20日至 6月 1日於總館一樓
大廳展出。

94年 2月 21日至 3月 18日於理學院圖書

分館二樓展覽廳舉行「中華民國後立體派畫會

聯展」，本次展覽係由中華民國後立體派畫會

四十位畫家，每人精選出一幅畫作進行聯展，

呈現多元之畫風。

94年 3月 31日至 4月 30日於理學院圖書
分館二樓展覽廳舉行「林靜文植物藝術貼畫

花樣歲月—花卉與後立體派油畫展 「中華民國後立體派畫會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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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林靜文老師長期從事花藝設計之教學工

作，並於各地舉辦花藝展，屢屢獲得好評。植

物藝術貼畫（Floral Collagen）屬於一種創新之

技巧，係將植物與複數媒材予以組合而創作，

而素材採用除了自然乾燥素材外，舉凡沙、披

土、毛線……等一些不起眼的素材均可表現在

作品上，與目前所提倡的環保以及資材再運用

非常吻合，是相當值得推廣的一項藝術。

「林靜文植物藝術貼畫展」

八、琴齊書畫—午間音樂饗宴

3月 4 日“如何把音樂運用於身心的醫療
（演講及即興演奏）”演出者：江漢聲教授

（輔仁大學醫學院教授兼醫學院院長）

江漢聲教授演講及即興演奏

3 月 11 日“just sing 合唱之美”，演唱

者：師大合唱團，演唱曲目：靜心等、夜來

香、玫瑰玫瑰我愛妳、we are the world、yester-

day、my girl、牽阮的手、流浪到淡水、甜蜜家
庭。

師大合唱團表演“just sing 合唱之美”

3 月 18 日“迷迷之音”，演出者：方思
閔、張蕙璿、楊志凱、吳明瑾、吳明靜，演出

曲目：Debussy Etude: No.11 “pour les Arpeges
composes” 德布西“為琶音的練習曲”、J.S.

Bach French Suite No.3 BWV814 b minor “Gig-
ue” 巴哈法國組曲 第三首 作品 814 b 小調基

格、Profieff: Sonata No.1 Op.1普羅高菲夫奏鳴

服．務．動．態

方思閔等演奏“迷迷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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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第一首作品第一號 J.S.Bach: The Well-Tem-

pered Clavier V.II No.8, BWV 877 f # minor巴哈
平均律、Beethoven: Sonata No.21, Op.53 貝多

芬奏鳴曲「華德斯坦」、Brahms: Ballade Op.
10 布拉姆斯敘事曲、M. Bruch：Romance op.

85、R. Clarke：Sonata for Viola I mov.
3月 25日“「文化廣場」啟用暨「琴齊書

畫—午間音樂饗宴」戶外音樂會開演慶祝活

動”，演出者：葉樹涵教授指導，【獨奏】周

武墨／上低音號 陳春瑾／長號 趙彥婷／小

號 蘇嫈雱／薩克斯風 呂玳瑾／薩克斯風，

【四重奏】吳毓庭／單簧管．低音單簧管 陳

維瑩／單簧管 楊雅淳／單簧管 莊維霖／單

簧管．低音單簧管，演出曲目：Telemann: con-

certo in bB、J. S. Bach: Jesu, joy of man's desir-
ing、Andrew Loyd Weber: On my own 悲慘世

界、A. Piazzolla: Libertango、皮耶佐拉：探
戈、台灣民謠組曲、龍貓及其他好聽的樂曲

4 月 1日“絃誦～～中國音樂欣賞”，演

奏者：彭群傑／琵琶、劉遠／二胡、黃天音／

二胡、王甄羚／二胡、蘇美諭／琵琶、黃怡瑩

二胡、羅堂軒／二胡。

彭群傑等演奏“絃誦～～中國音樂欣賞”

4月8日“魔音和鳴”，演奏者：吳毓庭、

陳維瑩、楊雅淳、莊維霖單簧管四重奏。

吳毓庭等演奏“魔音和鳴”

4月 15日“布拉姆斯的兩人鋼琴世界—20
首匈牙利舞曲（四手聯彈）”，指導老師鄭怡

君教授，演奏者：本校音樂系鋼琴室內樂同學

高洛茜、童詩茜、徐幼齡、吳明靜、蘇亭如、

林筱瑩、黃楚雯、黃寶旗、張琇晶、翁筱茵。

高洛茜等演奏“布拉姆斯的兩人鋼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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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變動的情”，演奏者：黃齡

誼、彭乃芸、林昕穎、葉奕菁、梁譯云、曹銘

倉。

“變動的情”演奏者合影

5月 6日“江南雅韻”，王甄羚／二胡、
黃天音／二胡、黃怡瑩／二胡。5月 13日“嘈

切雜彈”，彭群傑／琵琶．蘇美諭／琵琶。5
月 20 日“絃音琴愫”名小提琴家鄧皓敦、名

鋼琴家賴麗君聯合演出。

3月 31日“雙文箏鋒”於理學院圖書分館
二樓展覽廳舉行，演奏者：丁怡文、丁盈文、

兩人皆主修古箏。當天演奏之曲目包括「美麗

的草原我的家」、「站在高崗上」、「出水

蓮」、「雪 山 春 曉」、「梁 祝」、「女 人

花」、「慶豐年」、「賽馬」等八首，母女三

人同台演出，頗獲好評。

“雙文箏鋒”母女三人同台演出

九、圖書館文化廣場啟用

圖書館文化廣場於 94年 3月 25日上午 11:

50舉辦啟用典禮，由文學院吳院長文星、國語
中心前主任戴教授維揚、張館長國恩敲鑼、擊

鼓後正式開放使用。梁前館長恆正教授於致詞

中說明文化廣場的建造過程，期許未來能充分

發揮其功能。首場戶外音樂會由葉樹涵教授策

劃，本校管樂隊同學共同演出，現場洋溢青春

歡樂氣氛。

本校管樂隊同學於戶外音樂會演出

服．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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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進人員小檔案

採編組臨時人員徐枚伶（94.5.2到職）

自述：我是徐枚伶，家住桃園，世新大學圖資

系畢業，由於我大學四年所學即是圖書

館的相關課程，以及曾經在圖書館實習

過，因此，對於圖書館的工作並不陌

生。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臺大醫圖

服務，之後便來到了師大圖書館，也很

高與能有機會在此服務，在一開始接受

職前訓練時，感謝同仁們給予我許多指

導與鼓勵，而面對陌生的環境和工作，

希望自己能夠努力地從中學習、成長，

並且盡己所能為圖書館貢獻心力。

二、恭賀同仁榮獲服務獎章

今年本館多位同仁請頒服務獎章：

一等獎章（服務滿 30年）：林阿葉小姐
二等獎章（服務滿20年）：呂春嬌主任、

張海燕主任、林敏葵小姐。

她們有這麼老了嗎？怎麼看起來都還這麼

青春洋溢、活力充沛。獲頒獎章同仁們堅守崗

位數十年如一日，敬業精神值得喝采！

三、李小英編審榮退

李小英編審於 4 月 20 日辦理退休，她
自 74年 12月到館服務，歷任流通、閱覽、期

刊、編目等工作。對工作非常投入、認真負

責，與同仁相處亦極為融洽，本館於 4月 12日
上午 10 時於 8 樓會議室為李小英編審舉行簡

單的退休歡送茶會，並致贈紀念品。

退休茶會上小英編審準備了蛋糕，向同仁

們道謝和道別，感謝共事的歲月裡給予她的協

助與指教、包容與諒解，最後她請大家與她共

嚐酸甜苦辣的蛋糕滋味，正如同她此刻的心情

一般。茶會上，她言談風趣，笑談她第一次在

衛生所任公職的許多趣事，活潑、溫馨、逗

趣。她的退休，同仁均感不捨，祝福她退休後

身體上的零件都維修好了（小英說她外表強

壯，實則內部零件均已鬆脫，亟須進廠維

修），再去完成她的第二生涯規劃。

館長於李小英編審榮退茶會致贈紀念品

四、恭賀同仁榮獲本校優良人員

本館採編組王編審淑娟、理分館戴愛琴小

姐雙雙榮獲本年度本校優良人員。王編審與戴

小姐平日工作認真負責，敬業樂群，得獎實至

名歸，恭喜她們。

王淑娟編審（右）及戴愛琴小姐（左）

榮獲本校優良人員

圖 書 館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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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恭賀本館林吟燕小姐喜獲麟兒

新生兒小檔案

大家好！我是吟燕媽媽的兒子啦！我叫梁

弘易，為了能拿到過年紅包，我趕緊踹了媽咪

兩腳在 2月 6日出來向大家拜年。
謝謝大家的關心與祝福，我一定要長的健

健康康，白白胖胖地回報大家！

我的出生基本資料：

生日：94年 2月 6日

星座：水瓶座

身高：50.5公分

體重：2984公克

林吟燕小姐的寶寶—梁弘易

六、東眼山森林遊樂區一日遊

本館於 5月 7日（星期日）舉辦了今年度

的自強活動－東眼山森林遊樂區一日遊，參加

人數共 60 人（含眷屬），當天上午 8 時，二

部遊覽車由張館長率領，從圖書館門口浩浩蕩

蕩出發，於上午 11時左右到達東眼山。

該山區林木茂密，森林蒼翠蓊鬱，地形起

伏多變，午後雲霧湧集，繚繞於山林間，憑添

森林無限的神秘感，我們恍如置身仙境一般。

森林浴場也規劃有相當舒適便利的遊憩設施。

自導式步道沿途設置圖文並茂的解說小站，可

以自助導遊，遊客中心並設置活潑生動的動植

物圖片展示解說及多媒體影片放映，是登山、

健行、賞景、賞鳥、森林浴、環境教育等戶外

活動最理想的場所，也是自然生態觀察的好去

處。

此次生態旅遊，讓我們充分認識自然、陶

冶性情並帶來休閒娛樂的效果。館長為慶祝母

親節，還送每戶一盒花生糖做為伴手禮，倍覺

溫馨，大家都玩得很盡興！下午 6 時 30 分左

右愉快賦歸，在圖書館門口解散，為此次活動

劃下了完美的句點。

圖．書．館．花．絮

本館自強活動－東眼山森林遊樂區一日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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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意見回覆

問：最近到圖書館館內唸書，發現圖書館內的

光線不太充足，除了少數桌子有附設燈管

之外，其餘皆無，所以想建議圖書館能夠

增設檯燈，讓我們能夠在光線充足的環境

下進行閱讀，謝謝！不好意思，可以回覆

一下回應嗎？

答：加裝檯燈須考量本館電力負荷以及經費預

算等因素，正評估可行性，如可行當儘量

加以改善。建議可選擇接近照明光源之座

位就近閱覽，感謝反映！（館長室）

問：今天雖然外面很涼爽，但是圖書館裡卻很

悶熱！！很難唸的下書，可不可以開一下

冷氣啊？因為窗子都沒開空氣很不流通，

整個就是呈現很悶的狀態（5～7F），應
該要開空調讓空氣流通一下啊！還有地下

的閱覽室開冷氣是有條件的嗎？去過好幾

次都沒有開，超級悶的，可以這幾天麻煩

開一下嗎？因為期中考到了，很多人都會

去念書，希望有個唸的下書的環境！！

please！！

答：關於空調室溫冷熱感受，人言異殊且因樓

層高低對流有所不同，已於 4/12將您的反

映轉知相關同仁留意，謝謝！（館長室）

問：我是師大的研究生，之前利用自動借書機

借了一本“中國大陸研究”，收據上寫著

2005年 4月 26日到期，可是卻在清明節

那天在我的“垃圾信箱”裡面，看到一封

圖書館通知逾期被停止借閱權並每天罰款

五元的信，問了室友（是師大畢業的）才

說如果有被預約，那書的借期會縮短且會

收到通知要還書的信，但是絕對可以拿我

的人格保證，從來沒有收到圖書館寄來的

催還信，而且還是在垃圾信箱中收到被罰

款的通知，信上的署名並沒有“師大圖書

館”或其他足以代表圖書館的任何清楚署

名。認為這件事情，圖書館本身有幾點缺

失，提出淺薄的意見：

第一、圖書館寄來的信沒有署名而被網路

郵件業者歸類為垃圾郵件無可厚

非，圖書館本身就應該有清楚的署

名，或甚至用紙本寄到系辦通知書

被預約必須提早還書，做到“完全

通知”後才能開始予以懲罰，否則

當事人必定以借據上的還書日期為

依歸，而不會去注意到書被催還的

訊息。尤其現在垃圾信件氾濫，當

事人如偶爾才去清垃圾信件或甚至

直接清除，那被催還的訊息形同沒

寄，事後卻必須繳納莫名奇妙的罰

款不甚合理，不知圖書館的館員們

是否收過交通罰單？交通罰單的交

寄形式，甚至是透過“掛號信”的

方式來確定當事人確實收到訊息才

開始予以懲罰，如今圖書館卻以草

率的沒有附上署名而被當成垃圾信

件的方式來通知當事人，也不確定

當事人是否收到訊息？就開始懲

罰，根本沒有道理。

第二、事有先後順序，借書也應當有排隊

的觀念，若圖書館無法做到完全通

知的作為，則最好的方式就是依照

借據上面的還書日期為依據，而不

要採取提早催還借書之制度，如書

有預約，則不予續借即可，實無提

早還書之必要，試問如果公共廁所

裡面已經有一人在使用，則下一位

溝 通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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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也該等廁所內的人使用完畢

才能開門進去使用吧？預約者耐心

等候上一位借閱者還書，也是一種

修養的養成不是嗎？圖書館現在的

作法跟不等人家上完廁所，就硬開

門要進去使用的冒失鬼，又有什麼

兩樣呢？圖書館的書是師大人共同

的寶藏，預約制的用意本來也是完

美的，但是如果沒有好的配套措

施，預約制就成為官僚體制下的僵

硬制度，反而會造成學生的困擾與

不便，希望圖書館能重新思考預約

制的配套措施，不要把學生的罰款

當成捐款！！！

答：為詳實瞭解您所提的問題，請親洽總館一

樓出納臺館員胡志根先生或曾金珠小姐

（日間），安東華小姐（晚間），本組將

視實際情況予以說明與處理，謝謝！（典

閱組）

問：可否建議調整普通閱覽室開放時間？由於

周六日圖書館內開放時間為 08:00～16:
00，而館外的普通閱覽室開放時間為 18:

00～24:00，對於長時間利用圖書館寧靜空
間的讀者，中間間隔的 2個小時，可能會

使其不知去哪，且中斷了閱讀，不知可否

建議調整普通閱覽室開放時間？能將兩段

時間銜接，方便讀者，僅此意見。謝謝～

答：校友好，

1.本館週休二日開館乃為服務找尋資料之

讀者，故目前開放時間為上午八時至下

午四時，共計八小時。開館涉及本館人

力調度、設備資源、水電空調開關、環

境安全維護、學校行政措施配合及輪值

同仁補休等問題，非僅單純之延長開放

即可。目前本館所有單位主管、同仁均

已排班輪值，人力運用業已呈現飽和，

因此本館無法延長週休二日開放時間。

2. 配合學校政策，目前總館地下室白天
上、下午為國際會議廳場地出租時段，

因此本館無法將普通閱覽室提前開放。

3.建議你可利用圖書館總館閉館至普通閱
覽室開館的兩小時空檔，至校園活動以

舒展身心，讓頭腦清晰後再行用功，相

信會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此說明，

敬請理解，謝謝！（典閱組）

問：如同書籍可以推薦，不知道視聽室採購的

影片也可以推薦呢？想推薦—

1. CSI犯罪現場
2.急診室的春天
只不過不知道目前有沒有公播版？謝謝！

答：您好，視聽室的影片也和圖書一樣可以推

薦，有關於「CSI 犯罪現場」與「急診室

的春天」視聽資料，會先查核有無公播版

之發行，若有公播版會在經費允許下列入

採購參考，謝謝。（系統資訊組）

問：我是光電所研究生，因為學校所提供的

IEEE 新版 2.0只限同時 15人，造成近期
在使用上幾乎都沒辦法順利登入，是否可

以請學校改善這個問題，非常感謝！

答：同學好，由於 IEL 資料庫是透過 CON-

CERT 聯盟所訂購，該聯盟引進模式即以
同時上線人數 15 人為限，所以本館無法

將使用人數擴增。建議您再碰到此類問題

時，過一段時間後再嘗試連線，應可順利

進入資料庫檢索。謝謝！（期刊組）

問：圖書館在處理編目以及採購上的速度都是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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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的緩慢，常常有的書要花一年才會到

達書架上，本人有注意一些的書一直都在

採購中或是編目處理中，為何館方不因此

而擴大人員編制加速書籍的處理速度呢？

而要讓讀者等待許久，另外優先編目申請

單，似乎不是每一種書都可以填，可以請

解釋一下為什麼嗎？謝謝！

答：您好，本組承辦處理全校各單位購買之圖

書，除各系申請急件處理的圖書，通常依

進書先後順序處理，有些單位一次購進數

百甚至上千本圖書，有些則零零星星，不

一而足，處理時間無法一概而論，原則上

均依序儘速處理。某些預定採購的書也有

可能因缺貨或廠商交貨問題而致延誤更長

的時間，不知您所注意的是那些書，可否

賜告，俾就其處理狀況回覆。

目前優先編目申請限教學用或學術性圖書

資料，且限定館藏地為總館及理學院圖書

分館之圖書，主要是因本館以支援教學研

究為第一要務，另館藏地如非本館圖書，

即便編妥，亦無法由總館借出，故有此一

限制。敬請諒察。（採編組）

問：目前逾期通知單發送時間為第一次於到期

日第二天發送，隔一週發送第二次，隔二

週發送第三次。因接到通知時已逾期，有

時難以及時還書，建議修改發送時間為第

一次於到期日前一週發送，第二次於到期

日第二天發送，隔一週發送第三次。謝

謝，畢竟預防勝於治療。

答：老師好，謹就本館有關“圖書到期提前通

知”方式詳加解說如下—

1.本館亦曾以 review files方式於圖書到期
前通知讀者，但因為套裝系統緣故，故

通知單只能為制式寄出「借書總冊數通

知單」，且一封僅能容納五筆資料，若

一位借閱三十冊圖書的教師，其將收到

五至六封流通通知單，有讀者反映不知

本館要提醒他哪一本圖書到期感覺困

擾，因實施成效不彰而取消該項服務。

2.每位讀者有三天寬限期，第四天才累計
罰款。就實際面而言，本館已做到比提

前通知到期更好的服務。

3.本館的逾期通知共寄發三次，即逾期一
天、七天及十四天共計三封。因此本館

的逾期通知也有制約讀者逾期過久的作

用。

4.希望讀者也要相對自行負擔預防逾期的
責任，因為畢竟讀者借書時即應知悉何

時還書。

5.為預防圖書逾期還書罰款，本館提供一
些方法請您參考：

將到期日期寫在個人記事本上以備

忘。

至少兩天收信一次，若收到逾期通知

就立刻還書。

若於本館閉館時間還書（如暑假期間

的週日），可將圖書還至「還書

箱」，還書日期本館將寬限至前一天

的開館日。

若仍有疑問，只要您常上網查詢個人

借閱紀錄，進入本館之「借閱資料查

詢／查詢個人借閱紀錄」網頁—

http://opac.lib.ntnu.edu.tw/screens/pin.
htm 即可得知自己最新的流通訊息

（如借書幾本，預約書是否到館，借

書是否被催還，是否逾期，多少罰款

等）。特此說明，感謝來函建議。敬

頌 教安！（典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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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為什麼有些期刊是過期的？

感謝關於期刊一事的回覆，但發覺這事情

卻愈來愈嚴重，不知是工讀生太忙了還是

圖書館行政人員的忙碌而不在意，架上期

刊是過期的愈來愈多，除了前幾個月此篇

文章的例子國文天地外，在下發現如《中

華職棒》刊物一直到現在三月底了，架上

竟還是放著十二月號的刊物〈且連裡面過

期的刊物也沒有這幾期，請問到哪了？〉

原本以為可能是圖書館寒假沒注意〈一個

歷史悠久頗富盛名的國立圖書館好像不該

有此情形吧？想不到開學這麼久，類似的

例子仍不勝枚舉。架上既已標明了應放當

月期刊的刊名，圖書館不是應該善盡上架

服務之責嗎？如果找不到當月號〈架上有

此刊物之位置〉而還要去調閱或問服務人

員，那設此刊物位置又有何用？且不是又

多增加館員之辛勞嗎？

答：您好，

1. 由於供應商之作業疏失，本館自今
（94）年 1月份起迄今未收到《職業棒

球》一刊。經反復催缺，供應商已承諾

儘快補交。對於違約逾期供應，本館將

依罰則處理。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自今年 3月份起因精簡人力，平均每日
僅有 3小時人力運用於期刊上架、整架

工作，另因本館編製資料庫之需等故，

有時未能隨時將最新一期期刊置於現刊

架上。若有急需使用之期刊，請以電話

（23939740*305）或電子郵件（lib3@

deps.ntnu.edu.tw）聯絡期刊館員協尋。
3.為維護公眾使用權利，呼籲讀者在閱畢

期刊後，務請將最新一期放在正確架位

上。謝謝大家的配合。（期刊組）

問：我是師大的研究生，目前在韓國中央大學

當交換學生，想透過韓國校園網路查詢師

大的資料庫，於是遵照師大圖書館網路公

告進行 proxy 設定，卻發生無法連上網頁
的狀況，無法進入師大資料庫查詢擷取資

料，煩請冗撥時間指點如何解決當前問

題，萬分感激。

答：您好，

1.經本組以正確有效之“完整”帳號與密
碼輸入測試，可通過認證而使用“校外

連線檢索資訊服務”，表示主機端並無

問題，請再確認或提供您個人之本校電

子郵件帳號“密碼”，俾憑有效測試處

理；若為個人使用端問題，其處理方式

如下：

請確認設定已完成（開始←設定←控制

台←網際網路選項←連線←區域網路←

設參數←重新開啟 IE）詳參網頁說明
—（http://www.lib.ntnu.edu.tw/rpa/

rpa_setting.htm）
a.若未出現使用者名稱及密碼—表示

貴電腦出問題（有可能網路不通／中

毒……），須自行解決該問題；

b.若出現使用者名稱及密碼，但無法通
過—表示使用者 email 有問題，需
向本校電算中心或進修推廣部洽詢，

瞭解最近email server帳號是否異動或
請求解決問題；

c. 請測試你的 email 是否有問題，若
email 不通，自然無法連 proxy 伺服

器。

2.如校外連線服務仍有問題，請於週一至

五上班時間（08:30-12:00 13:30-17:30）
電洽本組（23939740轉 601或 602），

以利即時處理，謝謝！（系統資訊組）

溝．通．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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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51.04 338

最新通俗美語詞典＝ A new dictionary of idiomatic
American English／高克毅，高克永編著. --增訂版. --

香港：中文大學, 2004[民 93]. -- 669面；23公分. --
ISBN 9629962004（平裝）：NT$690

本書專門處理美國

人常用的詞語及俚語，

共收詞條二千左右；

「條目」和「副目」皆

用黑體字排印，以首字

按照字母順序排列。根

據條目的結構，分：

一、縮寫或簡稱；二、

單字；三、雙字或複合

詞；四、片語或詞組；

五、整句等五類。增訂版按照 1994 年初版的
主旨，從世界大事到日常瑣事，時代的邁進替

通俗美語平添了許多新的詞語，使美語較前更

形全球化，目的不僅在為中文讀者出一本有用

的參考書，同時希望作成一種交流中西文化的

有趣的讀物。

R 451.04 338.1

英語基本詞彙用法辭典／高凌主編. --初版. --臺北市：

五南, 2003[民 92]. -- 2491 面：22 公分. --ISBN
9571132349（精裝）：NT$850

本書精選各類考試

常出現及日常生活會話

常用之基本詞彙近6000
字，以創新編排方式，

打破傳統文法書以詞性

或句型分類的方式，以

字彙為架構，詳述每單

字的用法、句型、搭

配、片語、同近義詞

等，並以字典形式編排，方便讀者查閱；每個

單字均收錄大量的詞彙搭配及例句，使讀者可

靈活運用於翻譯、作文及會話中。「基本要

點」以文字敘述該字重要的文法及容易誤用

處；「用法例句」列出該字可用句型以及實用

例句。二者配合相輔相成，使讀者對該字的用

法有深刻的認識及了解，在造句時不致產生用

錯單字或背了一堆單字但不會造句的窘境。另

外「常用成語」均附有句型及文法說明，使讀

者在使用片語時不致產生文法錯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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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大 事 記

九十四年一月十六日至九十四年五月十五日

一月十八日

下午3:30，於本館八樓會議室，舉辦九十

三學年度第一學期館務會議，同時為退休工友

翁千惠小姐辦理歡送會，會後下午6:00於粵華

軒年終餐敘與摸彩活動，黃光彩校長、王前館

長、梁前館長，以及多位師長光臨參與本館歡

聚盛會。

一月十九日

上午 10:00，假本館八樓會議室召開本校

圖書館委員會第二十七屆第一次會議，會中推

選張館長國恩擔任本屆主任委員。

一月二十五日

上午 11:00，於圖書館八樓會議室召開

「圖書館音樂饗宴協調會」，由張館長主持，

音樂系柯主任芳隆、賴教授麗君、民音所許所

長瑞坤出席會議，為本館規劃第二學期午間音

樂會之節目。

一月二十六日

下午2:00，本館張館長暨各組主任前往僑

大先修班訪問，商談圖書館合作事宜。

一月二十七日

上午 10:00，召開本館主管會報，討論重

點包括：連續性政府出版品處理原則、讀者薦

購流程、人力調配等事宜；「94年度發展卓越

師資培育充實教學設施分項計畫」申請案。

●

●

●

●

●

二月三日

下午2:00，張館長國恩、郭秘書美蘭、陳

組長敏珍、洪組長世昌前往新竹師範學院參加

『師範校院教育資源整合會議』，討論整合方

案以報部爭取經費補助。

二月七日～二月十五日

年假

二月十六日

全天班開始，上午 10:00，於體育館四樓

舉行全校新春團拜。

二月十七日

上午9:00~12:00，於本館八樓會議室，舉

辦專題演講，主題為「如何建立良好的大學圖

書館館藏」以及「如何成為優秀的館藏發展館

員」，由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 Anthony Fergu-

son 主講。

二月二十四日

上午 9:00~11:00，於行政大樓第二會議

室，本校第一場「校長有約-組織學習座談

會」，本館郭秘書美蘭、林主任始昭、林編審

阿葉出席座談會。

三月四日

上午 11:50，教育部大學校務評鑑委員蒞

臨指導。

中午 12:00，本學期首場音樂會開演，由

江漢聲教授主講音樂治療，並表演鋼琴獨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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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有加。

三月八日

上午9:30，張館長暨各組主任前往中研院

參訪傳斯年圖書館古籍數位化，作為本館善本

古籍數位化作業之參考。

三月十一日

張館長出席「94年度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

圖書館館長聯席會」，此次會議由臺灣大學圖

書館承辦。

三月十五日

下午3:00，於總館一樓大廳，舉辦「台馬

兩地師大美術系校友聯展」開幕茶會。

三月十七日

下午 2:00~4:00，於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

會議廳，邀請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專題演

講，講題為「擋不住的趨勢：談成功的關

鍵」，由黃校長光彩主持，聽講者逾百，學生

發問踴躍，氣氛熱烈。

三月二十五日

中午 11:50，圖書館文化廣場啟用典禮，

由吳院長文星、前國語中心主任戴教授維揚、

梁前館長恆正教授、暨張館長國恩共同開鑼，

●

●

●

●

●

並由音樂系葉教授樹涵指導音樂系同學，舉行

圖書館首場戶外音樂會。

三月三十日

上午 10:00，針對善本古籍數位掃描請廠

商至館說明可行之作業方式，以逐步進行本館

古籍數位化之作業。

四月六日

上午10:00，召開主管會報，討論94年度

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開班事宜。

四月十二日

上午 11:00，於八樓會議室，舉辦李小英

編審退休茶會，場面溫馨。

四月十四～十五日

張館長率郭秘書美蘭、張主任秀琴、陳組

長敏珍、洪組長世昌南下參訪交大、中正、中

山等三校校史館，擬借鏡以規劃本校校史館。

四月十九日

上午 10:00，於總館一樓大廳舉行「方祖

燊畫展」茶會，方教授為本校國文系退休教

授，舉行畫展殊為難能可貴，茶會來賓多為文

學院德高望重之教授，場面熱烈而感性。

●

●

●

●

●



徵稿啟事

本通訊係圖書館與館員及讀者間之橋樑，報導

本館之政策、服務、館務之動態、圖書館界之新資

訊及意見等，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本刊同時以電子形式刊載，

網址為www.ntnu.edu.tw/lib/dirl/journal.htm

一、內容：與圖書館服務相關之論述或建言

二、字數：二千字以內

三、截稿日期：出刊當月十五日前（三月不出刊）

四、來稿請寄：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通訊編輯小組收

（校內稿件請逕送本館出納臺或諮詢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