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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4. Establish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Library; 5. Implementing the ISBN system in
Taiwan; 6. Holding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Book
Exhibition; 7.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 organizations; and
8. Holding national library conferences. These
initiatives not only hav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new operations at the NCL, but also have
made an inestimable contribution to library
affair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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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鵠教授，民國 37（1948）年畢業於中國大學

【Abstract】

中文系。38（1949）年臺灣省立師範學院圖書館落

Professor Chen-Ku Wang has been a guiding
force in seeing Taiwan's library world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and onto a course of steady
development. His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have been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during his
tenure as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Examples of such achievements
include: 1. Overseeing the relocation of the
NCL to its current facility; 2. Promoting the
automation of library operations in Taiwan; 3.

成，係一棟興建仿文藝復興時期建築的二層樓獨立
館舍。時劉真校長重視圖書館，稱「學校之有圖書
館，猶國家之有府庫，而其取給資用之效，殆尤過
之」[1]。44（1955）年該校改制為臺灣省立師範大
學。王教授接掌該館，不久赴美留學[2]；48（1959）
年於美國範德比大學（Vander bit University）畢包德
教育學院（George Peabody College）獲圖書館學碩
士學位。
「在美期間曾以三個月旅行參觀全美近 100
所大小圖書館，並逐一誌下參訪心得報告，用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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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令外籍師長印象深刻」[3]。回臺後仍在該館服

仍難適應圖書館業務所需。為適應未來發展需要，充

務，並為該校社會教育學系（44 年成立）孫邦正系

分發揮國家圖書館功能，並維護國家文化瑰寶安全，

主任聘為該系圖書館組講師，自此與圖書館界結下

圖書館界始終期望興建一座現代化國家圖書館。

不解之緣。
「長久以來，王教授在我國圖書館事業中

王教授擔任「國圖」
（第六任）館長，乃積極規劃

擔任教育、行政、組織領導及學術研究等不同的職

該館新館籌建事宜。在 66 年至 67 年兩年間，先後

務與角色」[4]。近四十年來，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

在「國圖」館務會議指示同人積極辦理。如 66 年 7

展，王教授居導航地位，對「圖書館事業的奉獻，

月，
「新建館舍問題，本館宜提出具體規劃資料以供

帶動了我國圖書館服務現代化」[5]。

教育部參考，請就本館館舍之基本要求，未來需要
之空間面積等，列舉統計，慎擬規劃」[7]、同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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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館新館建築參考資料，於昨［15］日面陳李

王教授在我國最早的圖書館學校，國立臺灣師範

部長［元簇］參考，今計畫既經提出，即須儘力爭

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組教書迄今，現為該系名

取」[8]、同年 11 月「以爭取在信義計畫中核撥 5,000

譽教授。其間，曾擔任社會教育學系系主任；先後

坪供本館建造新館為目的。部長指示預定總建坪為

擔任國立臺灣大學及輔仁大學圖書館系所、中國文

10,000 坪，請按此項目標進行規劃」[9]。

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圖書博物館組等校系所兼任教

適 66 年 9 月

蔣經國總統在當時行政院長任內向

授，也曾擔任各種圖書館人員在職訓練研習班講

立法院施政報告，宣布推動文化建設，將「建立每

座。除了教學外，對學系核心課程的擬訂及修正，

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及音樂廳」。

新圖書館學系所的籌辦及設立，莫不鼎力相助，以

67 年 2 月「國圖」館務會議紀載：「關於文化中心

促成實現。王教授也曾擔任考試院典試委員，為全

建設計畫，有關圖書館方面，本館可先邀集國內圖

國性公務人員普通及高等考試圖書館人員掄才，使

書館界人士舉行討論會，擬具方案以確定圖書館之

有志優秀者能被延攬進入文官體系，為圖書館事業

功能以及本館在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與各文化中心

注入基層幹部。如今許許多多的圖書館界的工作

所居之地位、職責等，以提供教育部參考」[10]。67

者，包括館長、主任及中堅幹部；圖書資訊系所的

年 7 月教育部文化中心指導及規劃委員會研訂「教

教師，包括系所主任，若不是出於王教授的門牆，

育部建立縣市文化中心計劃大綱」；同年 10 月提報

也都接受過他的春風化育，可以說為國內培養了一

行政院院務會議通過，包括遷建國立中央圖書館、

批優秀的圖書館專業人員，為我國圖書館事業奠定

臺灣省各縣市建立文化中心（以圖書館為主）
、北高

了紮實的基礎。可以說王教授是「臺灣圖書館事業

兩市每區設分館。
「國圖」興建新館案始告定案。其

發展的動力泉源」[6]。

後經過三年多的努力，辦理土地徵收，地上物拆遷
[11]、徵圖、設計、招標等項工作，新館於 71（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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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0 月動土興工，迄 75（1986）9 月落成啟用。
「國

民國 66（1977）年 3 月底教育部借調王教授擔任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長；70（1981）年 6 月復聘為第
一任兼任漢學研究資料及服務中心主任。他主政該

圖」在臺復館，四十餘年一直企盼有一所自己的館
舍，至此終能實現。
「國圖」遷建定案，實屬不易，賴王教授慎擬規
劃，掌握文化建設的時機，獲教育部支持與臺北市

館十二年間建樹良多。

政府無償撥用土地，籌編預算支應。
「國圖」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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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身的需求方面，規劃該館「新館營運計畫」
，除

國家圖書館是一個國家圖書館事業核心，其重要性

揭示新館的服務特質及服務要項外，並臚列今後致

不言而喻。國立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
）自

力推展的重要業務，如 1.配合新館之遷建，充實館

民國 43（1954）年 9 月在臺恢復設置，遷入南海路

藏，提升服務品質；2.推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謀全

原臺灣省國語推行委員會舊址，該地原為日本建功神

國圖書資訊的共享；3.建立全國統一圖書編目制度，

社，並非圖書館建築，雖逐年加以修茸、改建、擴增，

謀圖書館事業的合作發展；4.蒐集漢學研究資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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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研究環境，以促進漢學的研究風氣；5.研究圖書館

書館書目資料庫，有中西文書刊、期刊論文索引、

學術，辦理在職人員訓練，以提升圖書館管理技術

政府公報索引、善本書總計 24 萬 5 千餘筆，奠定期

與方法，有助全國圖書館事業之發展；6.推展出版品

刊論文索引系統及全國圖書資訊網路系統等索引目

國際交換工作，以增進國際文化交流關係。為「國

錄系統的基礎，使「國圖」一方面逐漸成為全國國

圖」營運掌舵定了發展方向。在文化建設圖書館的

內出版物最大的書目資料庫，提供民眾檢索的需

經營方面，更謀全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他以文化

要；一方面由書目索引摘要資料庫逐漸發行電腦卡

建設中圖書館的整體規劃為考量，在業務合作與聯

片目錄、光碟及全文數位化，提供文獻網路傳遞服

繫方面，考慮全國圖書館組織體系中，中央、省市

務。另由於圖書館自動化作業的需要，新編目規範

與地方圖書館的地位與職掌，將各館納入組織體系

替代傳統的規則，成為大專院校圖書館系科「中文

中分工合作，建立一完整館藏及服務系統。此種輔

圖書分類編目」授課核心，包括中國編目規則、中

導與合作的原則，在王教授主持的「國立中央圖書

國機讀編目格式等，使我國圖書館事業與發展，向

館組織條例」
、「圖書館法」兩草案中均可發現。

圖書館自動化的目標推進。
民國 70 年 2 月在臺北市特舉辦「中文圖書資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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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化國際研討會」
，公開發表我國圖書館自動化的成

民國 69（1980）年 4 月，「國圖」與中國圖書館

果，普獲各國資訊電腦及圖書館界與會人士的讚

學會為改進圖書資料管理作業，提高資訊服務品

評。71 年 8 月澳洲國立大學及香港大學共同舉辦「中

質，合作組織「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規劃委員會」
，針

文書目自動化國際會議」力邀「國圖」遴荐代表參

對國內圖書館自動化作業整體性發展的需要，研訂

加會議[13]；同年 10 月在教育部、外交部、行政院

「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
，報請教育部核定並補助

文建會、中美會及資策會等支持下，為宣揚我國中

經費，分三個階段進行。第一及第二階段計畫，包

文圖書資料自動化處理技術及研究成果，由王教授

括研訂中文及西文圖書資料自動化作業規範，並建

特組團參加美國資訊科學會第 45 屆年會，在大會期

立中文及西文圖書資料庫；第三階段計畫在引進與

間舉辦一項「中文資料處理及電腦輔助華文教學」

建立圖書館管理系統及規劃全國資訊網。

專題研討會，由國內與會代表發表相關成果報告 10

該規劃委員會的任務為研究、制訂、推展、執行

篇，各方反應熱烈，被大會譽為該會歷屆年會專題

各規劃事項，置委員 20 餘人，由圖書館界及電腦專

討論會少有的現象[14]。影響所及，72 年 3 月中旬

家組成，所獲主要成就為 1.國家標準書目格式的制

在臺北舉行「亞太地區第一屆圖書館學研討會」
，經

訂，包括中文圖書資料建檔標準規格，如中國機讀

「國圖」發出第一次會議通函後，各國相關人士反

編目格式（Chinese MARC Format）
、中國編目規則、

應熱烈，紛紛來函要求出席會議[15]。該會議開幕由

中文圖書標題總目；及中文資訊交換碼（CCCII）；

嚴家淦總統致詞，美國資訊科學會會長戴維斯

2.國家書目資料庫建立。[12]71（1982）年 12 月「國

（Charles H. Davis）專題演講，在會議主題「圖書

圖」裝設王安 VS100-16F 機型電腦成立電腦室，開

館自動化與資源分享」下，共發表 45 篇論文，閉幕

始建立書目資料庫，展開書目資訊服務（NCLAIS）
，

時由朱匯森部長致詞。凡此，再再提升了我國圖館

並為早日實現「集中建檔，資源分享」的目標，發

界的形象。74 年「國圖」與 OCLC 簽約，進行中西

起合作編目，增長機讀書目資料庫。

文書目資料的交換工作，期為爾後國際資訊網路連

本項圖書自動化作業，成功的帶領我國圖書館中
文圖書作業，由人工轉換為自動化；且順應時代潮
流，利用電腦，進行合作與資源分享。這是華文世

線作準備，以促進科技進步與文化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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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包括港澳星及大陸在內）第一個中文圖書資料

行政院順應學界有識之士多年來的呼籲，以及配

自 動 化 作 業 成 功 的 範 例 。 Chinese MARC （ C

合國際間漢學研究的發展，為加強對國內外漢學研

MARC）
，CCCII 深受國內外圖書館界注目，是一個

究人士的服務，乃於民國 68（1979）年指示教育部

漂亮的文化出擊。當時（載止 76 年 6 月），中央圖

研議協助漢學研究辦法。
「國圖」因館藏豐富的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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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各朝古籍，且蒐集漢學研究資料向為重點之

李國鼎資政特核撥第 13 樓半層指示「國圖」籌辦資

一，多年來亦具規模，乃奉部示提出籌設「漢學研

訊圖書館，對大樓內各單位及資訊界人士提供服

究資料及服務中心」計畫，經教育部報奉行政院於

務。在籌劃期間，
「國圖」因鑒於該大樓有資策會「資

69 年 4 月核定，其業務遂交「國圖」兼辦。70 年 6

料服務組」對該會同人服務，成立有年，為謀集中

月由部聘「國圖」館長兼任中心主任。75 年 9 月奉

雙方資源，避免資料上蒐集的重複，經雙方協議同

部令改名「漢學研究中心」
。中心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意設聯合服務處，對資訊界服務。77（1988）年 9

1.調查蒐集漢學資料；2.報導漢學研究動態；3.編印

月啟用典禮，教育部施金池次長、李國鼎資政、資

各種漢學書目索引 4.出版漢學研究論著；5.建立學

策會王昭明董事長、何宜慈執行長均蒞臨致詞。王

人專長資料；6.提供影印代購服務；7.協助國外來華

教授曾說：
「中央圖書館在全國圖書館網路發展中，

研究漢學人士的研究工作等[16]。

扮演著統籌規劃、協調、聯繫的積極角色，資訊圖

漢學研究中心自 71 年元月創刊「漢學研究通

書館的啟用，在我們對『自動化』的堅持和努力上，

訊」；72 年 6 月創刊「漢學研究」
（Chinese Studies）

又朝前邁進一步[17]。資訊圖書館的設立，有利對資

及「臺灣地區漢學論著選目」外，並出版各種專書，

訊界提供服務。

以提升並促進國內外聯繫及漢學研究。另舉辦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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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會議，並出版論文集，以加強學術交流，提升研
究風氣。如 73 年 12 月「中國思想史國際研討會」

國際標準書號（ISBN）的推行是出版事業蓬勃發

（與清華合辦）、74 年 4 月「方志學國際研討會」、

展的國家的必然措施。70 年 8 月在世局艱難，處險

75 年 8 月「敦煌學國際研討會」、76 年 8 月「明代

惡的國際環境之際，「國圖」利用參加國際書展之

戲曲小說國際研討會」
（與清華、政大合辦）
、77 年

便，前往西德國際書號中心總部洽商，取得臺灣地

11 月「漢學研究資源國際研討會」、78 年 9 月「民

區出版品的國別代號－957，實屬不易。惟推展工作

間文學國際研討會」等。

事涉萬端，同時未能確定主管機關，以致編號工作

「國圖」自 69 年起亦先後辦理國際會議，包括

不能及時推行。經 77 年 6 月教育部、行政院新聞局

69 年 12 月「圖書館事業合作發展研討會」
、70 年 2

先後兩次召集有關單位研商國際標準書號推廣工作

月「中文圖書資料自動化研討會」、72 年 3 月「亞

事宜，會中決議由「國圖」擔任國內標準書號的主

太地區第一屆圖書館學研討會」
、72 年 12 月「圖書

管機關，同年 10 月由行政院核備在案。
「國圖」鑒

館建築設計研討會」、73 年 11 月「古籍鑑定與維護

於標準書號的實施在國內尚無前例，乃先進行向出

研習會」
、75 年 8 月「圖書館事業合作發展研討會」
、

版界協調及宣導工作。並擬訂「國際標準書號實施

76 年 5 月「現代圖書館光學記憶應用研討會」
、77

及推展工作研究計畫」[18]，期在五個月內完成：1.

年 6 月「圖書館自動化與資訊網研討會」與漢學研

編訂出版社代碼檔（依出版社出版量）做為「國際

究中心所舉辦者，主題不同，相輔相成。

標準書號」編碼依據；2.研擬「國際標準書號編碼中

為促進國際漢學的研究與交流，漢學研究中心擬

心」組織型態及作業功能；3.研擬「國際標準書號」

訂「協助漢學研究人士來華研究計畫」及其實施要

相關作業流程；4.編印國內出版機構指南，積極推動。

點，陳報教育部，並經行政院於 77（1988）年 5 月

自 1972 年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通 過 ISBN 標 準

核定，自 7 月起實施。此項計畫以國外大學相關系

（ISO-2108）以來，ISBN 在國際上已被廣泛應用，

所的教授、副教授、助教授、博士候選人，以及研

至 1986 年已有 61 個國家或地區的 15 萬多家出版機

究構機的研究人員為對象，自是歷年補助國外人士

構參加，我國取得國別代號後，
「國圖」自是全力以

漢學家來臺，以漢學範疇進行研究，進行學術交流，

赴，加緊對我國出版界提供 ISBN 服務，此項服務日

倡導漢學研究風氣，發揚中華文化，深受學界重視。

後又與「出版品預行編目」結合而提高了出版界出版
品送存率，有助於全國出版物的保存。也因為「957」

౹నྤੈဦ३ᐡ

國別代號的獲得，使我國出版品擁有可辨識為我國標

民國 71（1982）年初，行政院於規劃科技大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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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書號的我國出版品，又是一個漂亮的文化出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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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單位謀求進一步發展，以配合研究[20]。

「國圖」一向重視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以增進
國際文化交流。國際書展實為介紹「國圖」讓國際
人士瞭解的良機，不但可展示「國圖」為國際漢學
研究重鎮的實力，同時也是「國圖」身為國家圖書
館責無旁貸的重任之一。因此乃向教育部申請經費
積極爭取參展。
「國圖」每年參加的國際書展少則 4
個，多則 7 個，地點則遍及全球，如比利時布魯塞
爾、星加坡、巴西聖保羅、象牙海岸、德國法蘭克
福等，其他還有美國圖書館協會、美國亞洲學會、
全美中國研究協會（AACS）等學會年會書展。民國
70 年「國圖」參加國際書展的籌辦單位由閱覽組改
為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即以國際書展的目的在促進

67 年 12 月大專院校及學術圖書館年會決議「推
選台大、師大、政大、東吳大學、中央圖書館、中
央研究院、國科會科資中心等七單位研究籌劃推動
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館際合作，並由中央圖書館
召集之」
，依據這個決議「國圖」乃擬訂「中華民國
人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暨資料單位館際合作組織簡
則(草案)｣，70 年 8 月在「國圖」召開成立大會，修
正通過組織簡則，正式將組織定名為「中華民國人
文暨社會科學圖書館及資料單位館際合作組織」，
「以建立館際合作關係，促進圖書資料之交流與利
用」為宗旨。除圖書資料互借影印，期刊複本交換
贈送外，還有編製聯合目錄（如中華民國中文期刊
聯合目錄、人文及社會科學西文期刊聯合目錄等）、

國際文化的交流與瞭解。
在「國圖」新館落成搬遷之際，就有國際書展在
臺北舉行，作為新館落成啟用舉辦系列活動之一，
惟受限於時間及經費未果。由於新館建築的理念及
設施深受國內外好評，在全新的設備及安靜、優美、
和諧的環境，更富學術氣氛條件，行政院新聞局向
「國圖」洽商，希望在 76 年度配合金鼎獎的時間在
國內能舉辦一項國際書展及出版事業研討會。76 年
12 月 15 日至 21 日「中華民國臺北第一屆國際書展」
假「國圖」舉行，揭幕典禮由行政院俞國華院長、
行政院新聞局邵玉銘局長、國際出版協會會長
Somerwil 博士、歐洲展覽組織執行長 Dr. H. Liebaers
蒞臨致詞，參展者計有 11 個國家、1 個地區，共 67
家出版社 85 個攤位。本屆國際書展的實質意義有
四：1.藉國際書展的舉辦，達到文化的交流與觀摩，
建立我國出版業者新價值觀與扮演角色的自立；2.
增進國際出版界與我國出版界的交流，進而拓展國
際市場；3.激起全民讀書的風氣，推展「書香社會」
運動；4.加強國內外資訊交流，提升我國出版品品
質[19]。「臺北國際書展」年年持續舉辦迄今未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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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研討會、合作拍攝報紙微捲、合作編目建檔、
向國外申請複印資料及出版等活動。本合作組織的
成立，讓許多非以科技資料為重點的圖書館，如文
化中心圖書館、師範學院圖書館等得以加入透過各
種合作活動，互通有無，資源共享，館員獲得在職
訓練的機會，提升其服務水平。

ᓝᏱĶБ઼ဦ३ᐡົᛉķ
自民國 67 年文化建設推展後，圖書館事業即全面
快速發展。圖書館事業亟需有一恢宏的觀念及具體
作法，以適應變遷社會的需要，來迎接未來廿一世
紀的發展。爰於 78 年 2 月舉行「全國圖書館會議」
，
參加人員包括教育主管單位代表、圖書館行政人
員、圖書館教育人員、資訊界相關人員、圖書館從
業人員等，共計 154 個單位，214 位出席代表。會
議主題以研討圖書館事業有關問題及未來發展方
向，落實全國教育會議有關圖書館部分的決議。會
議計分圖書館組織與管理、圖書館服務與合作制
度、圖書館資訊服務、圖書館員教育與任用。經過
兩天熱烈討論，獲致三十一大項決議，俾供決策單
位採行實施，並為全國圖書館努力的目標。如能落

王教授掌「國圖」，66 年 5 月在第四十四周年館
慶頒獎典禮暨第十七次擴大館務會議稱「行政院國
科會對於自然及應用科學資料單位的合作發展曾大
力推動，頗具成效。但目前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尚
未能組織一合作體系，推動各項合作。本館在此一
方面蒐藏豐富，應當研擬一可行辦法，聯合有關資

實發展，必能使國內圖書館事業向前邁進，並擴大
利用圖書館的風氣，造福讀者民眾。從而帶動國內
學術研究水準，推動文化發展。
王教授曾說：「中央圖書館其肩負之責任至為艱
鉅。其本身除承擔政府所指定有關圖書文獻之蒐
集、整編、考訂、閱覽、展覽及交換等職責外，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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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國圖書館事業之規劃與輔導之重責。今後本

的是圖書館員養成教育的建立，使有了經營圖書館

館在有限人力物力條件之下，各項工作究應如何推

及研究圖書館學的人才。

展？如何提高中央圖書館的領導地位，積極輔導全
國圖書館事業？以上種種應為本館努力之方向」

1988 年 6 月俄亥俄大學頒授名譽法學博士給王教
授，所頒榮譽頒詞[22]：
作為中華民國圖書館界卓越的領導者及學者，您

[21]。
王教授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具有前瞻性、

對圖書館事業的奉獻帶動了中國圖書館服務的現

整體性、國際性的觀念。在中國圖書館學會先後擔

代化。

任委員會召集人、理監事、理事長；也擔任教育部

國立中央圖書館在您擔任館長以來成為世界上最

圖書館事業委員會委員、行政院文建會語文圖書委

佳的國家圖書館之一，而且是研究中國文化的中

員會召集人，始終以「國圖」對館際責任，應以規

心。

劃全國圖書館事業整體的發展為要務，然此一問題

身為國際間圖書館合作的先導，您贏得了國際圖

涉及全國圖書館事業未來發展的方針大計，必須聯

書館界的贊揚和欽佩。

合有關單位與各類圖書館切實研究，共同策劃始能

王教授使國立中央圖書館在業務工作上得到長足

有成。曾推動「圖書館事業白皮書」的擬訂工作，

的發展，在全國以至世界享有聲譽，成就了「國圖」

對各類型圖書館的發展，均寄以關心，期能發展並

史上發展繁榮局面，是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導航者，

與時俱進。

也是大家共同崇敬的圖書館學家。

「國圖」在王教授的精心策劃之下，遷建、自動
化、漢學中心、圖書館事業和國際地位五大努力方
向，均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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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nu.edu.tw/Tour/A-Samp/al.htm （2004.6.22）
。

ඕᄬ!
王教授極力提升圖書館學術研究，先後創編「圖
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刊物，並擔任主編；及「漢學
研究」
、
「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
。他的著作包括「學
校圖書館」
、
「圖書選擇法」
、各種專題研究報告（如
行政院研考會、行政院國科會、教育部圖書館事業
委員會）如「建立圖書館管理制度之研究」、「建立
全國圖書館合作服務制度促進資源共享政策」、「全
國圖書館館際互借規則擬定之研究」以及相關各類
論述、期刊論文等 300 餘篇。
王教授脫卸圖書館界大家長重責後，基於民族文

[2] 王振鵠撰「省立師範大學圖書館概況」乙篇，
載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6 期（民國 45 年 8 月）。
[3] 雷叔雲，「謙抑應世協和容眾－館長王振鵠教
授」
，國立中央圖館館訊 9 卷 1 期（民國 75 年 5 月）
，
頁 13。
顧力仁，「王振鵠教授與圖書館事業」，中國圖書
館學會會訊 11 卷 4 期（民國 92 年 12 月），頁 13。
[4] 「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獎詞」
，在李華偉，
「我
所認識的王振鵠教授」，當代圖書館事業論集（臺
北：正中，民國 83 年），頁 5。
[5] 「俄亥俄大學在 1988 年 6 月 10 日頒贈給王振
鵠的榮譽頌詞」，同註 4。頁 7。

化關懷，乃促進兩岸圖書館人員交流，以增進對方

[6] 盧荷生，「壽序」，同前書，頁 1。

相互瞭解，圖書館學術交流，俾利日後的合作與發

[7] 國立中央圖書館 66 年第 27 次館務會議紀錄。

展。

[8] 國立中央圖書館 66 年第 31 次館務會議紀錄。

從民國 66 年到 78 年，這 12 年由於王教授主政「國
圖」
，不僅帶給「國圖」輝煌的成果，也是臺灣圖書
館事業重要關鍵時期。今天我國圖書館邁入「現代
化圖書館建築與圖書館」、「圖書館自動化」、「全國
書目資訊網」
、
「全國性各種圖書館技術規範」
，均對
數位圖書館及知識管理奠基，與國際接軌。最重要

44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9] 國立中央圖書館 66 年第 41 次館務會議紀錄。
[10] 國立中央圖書館 67 年第 6 次館務會議紀錄。
[11] 王振鵠，「遷建委員會工作小組報告」，國立
中央圖書館館訊 5 卷 4 期（民國 72 年 1 月）
，頁 246
載：
臺北市府原撥用的信義計畫項下土地，因計畫變

31（2）
：39 – 45（Oct, 2005）

更，68 年 8 月另撥中山南路西側土地 3,000 坪作為
館地。惟地上有建築物百餘所，有關土地之轉撥，
地上物之拆遷，現住戶之安置補償，至為複雜。經
一年八個月之努力，始於 70 年 11 月底全部地上物
拆除。
[12] 胡歐蘭，「圖書館自動化作業」
，在第二次中
華民國圖書館年鑑（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民國
77 年），頁 83-87；91-95。
[13] 「圖書館及資訊界學者專家參加澳洲中文書
目自動化國際會議」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訊 5 卷 3 期
（民國 71 年 10 月），頁 234。
[14] 「我國圖書資訊界組團參加美國資訊科學學
會 45 屆年會」
，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訊 5 卷 4 期（民
國 72 年元月），頁 246-247。
[15] 「亞太地區圖書館學研討會國內外圖書資訊

界反應熱烈」
，同註 14，頁 248-249。
[16] 王振鵠、王錫璋，「圖書館事業發展概述」
，
在第二次中華民國圖書館年鑑，頁 6-7。
[17] 顧力仁，
「合作啟新頁．資訊謀共享－資訊圖
書館啟用綜合報導」、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訊 10 卷 4
期（民國 77 年 11 月），頁 1-3。
[18] 林呈潢，「我國實施國際標準書號的探討」
，
同註 17，頁 9-11。
[19] 汪雁秋，
「中華民國臺北第一屆國際書展舉辦
的經過及其實質意義」，國立中央圖書館館訊 10 卷
1 期（民國 77 年 2 月），頁 6-8。
[20] 國立中央圖書館 66 年第 17 次館務會議紀錄。
[21] 同前註。
[22] 同註 5。

ဦ३ᐡጯᄃྤੈࡊጯ 31Ğ2ğ
Ĉ39 – 45 Ğϔ˝ȈαѐȈ͡ğ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