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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界多年來一直企盼能夠有一
部圖書館法，所以圖書館員們莫不如引
領以望雲霓一般地期待著，圖書館學會
更是從商訂草案起，往返溝通，集會研
討，前後已近十年!當教育部法規會通過
以後，呈行政院審議，大家心裡總覺得
有指望了，雖無法知道立法院通過將在
何時，可是應該是已經跨出了第一步，
然而，最近聽說，又送回了圖書館學會，
好 像 重新 回 到原 點 。圖 書 館員 們 的 心
情，不言可喻，失望的感受，可想而知。
想立個法還真難啊!此時此地，圖書館早
的朋友們，好像應該作一次另類的省思。
圖書館員們，一心想為圖書館事業
進行立法，這種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

為大家常聽到說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法治
時代，我們也常聽到政府的官員說他們
都是在依法行事，那麼很顯然地圖書館
要想在這個社會裡得到一個安全而合理
的生存環境，軌非要有一個法來保護它
不可。否則的話，圖書館希望能有明訂
的工作任務，適當的經費預算，合理的
人員編制，都是缺少 強有力的法律依
據。最多不過就是在一些相關法令裡帶
上一條或者幾條而已，實在相當薄弱。
從圖書館史裡，我們確實知道，在過去
的社會裡，只要有當權者或者有影響力
量的人能想到圖書館 ，圖書館就能存
在，或者勉勉強強地存著。例如，台北
市議會每年都會審查 市立圖書館的預
算，如果市立圖書館想增加一點，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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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費盡口舌，也未竟得能夠如願。但是
運氣來了，曾有一位議員說台北市是台灣
的首善之區，圖書館的購書經費竟然如此
之少，實在不該，給它多編一點，而且作
成附帶決議，以後逐年增加。台北市立圖
書館實在喜出望外，這種機會員的是可遇
而不可求。因為這樣機緣只有台北市立圖
書館有過，其他的圖書館都是求之而不可
得，而且台北市立圖書館碰到這樣機會也
是僅此一次。多少年來，我們的圖書館就
在如此的環境下求生存。翻閱圖書館發展
的經過，這種情況還不少，多少圖書館因
這樣而盛極一時，多少圖書館也由於失去
這樣憑藉而一落千丈。可是，時至今日，
我們還要靠這樣生存就有點不對了。因為
現在社會需要政府做的事越來越多，經費
永遠是不曾寬裕的。要想政府官員，在編
列預算的時候，想到圖書館，給圖書館作
適當的安排，機會就相當不多了。而且真
的盼望這樣，一定要有相關的條件存在，
才有機會。至於目前立法遭遇困難，正是
因為這因素，基本條件未形成，也就是客
觀環境未成熟。恐怕即使目前在立法院完
成三讀，而所立的那個法，和我們希望
的，也會相去甚遠。
因此，我們覺得，圖書館界似乎需

要好好作一番省思，仔細找出來問題之
所在，到底為甚麼我們認為那麼重要，
而別人卻認為無關緊要。這樣彼此之間
在認知上的落差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
才能化解，一定要尋找出一個真正的答
案來，將來才有徹底解決問題的機會。
甚至這樣作一次省思，也好修正圖書館
經營的方向。
首先，我們恐怕應該從圖書館存在
的價值談起，這正是大家對圖書館事業
在觀念上認知有差距的根源所在。圖書
館員一直把圖書館當成是一個民族文化
遺產保存的單位，是一知識傳承的轉運
站，是一個社會教育的場所，是一個支
援學術研究的知識寶庫，現在更認為是
一個資訊傳播的機構。對過去、對現在、
對未來，都負有一份責任，所以非常重
要，而且是其他行業所無法取代的。但
是這些重要性，大家雖然不曾否認，卻
似乎沒有真正體會出來，覺得重要的份
量像圖書館員說的那樣。問題就發生在
這裡了，到底是圖書館員沒有做好，重
要性無法顯示出來;還是這些事情並不是
圖書館員的專業，也就是不靠圖書館員
也能把這些任務達成;甚至圖書館員說圖
書館這麼重要根本就不是事實。如果結
論是社會根本沒有對圖書館的需要，也
就是說圖書館對當前社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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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貢獻;或者說這種事業根本不是圖書館
的專業，其它行業也可以做到，甚至做得
更好，那麼圖書館也就不該受到更多的重
視。但是，若確認結果，圖書館對當今社
會是有其無可取代的功能，那麼面對當前
處境，圖書館員就該當多作一些思考了。
為甚麼我們做得如此辛苦努力，卻得不到
讀者的認同。是圖書館經營的策略方針出
現偏差，所以效果無法讓人感覺得到。因
此 才 造成 我 們自 己 以 為 作 出很 多 的 貢
獻，別人卻渾然不知。那又是為甚麼會這
樣?這中間是頗耐人尋味的。其實，若是
我們真的做了，而未為世人覺察，問題還
是發生在我們身上。這個問題，我們也許
應該從根本的地方思考一下。我們回想過
去，似乎從來沒有人對固書館的功能懷疑
過，幾乎無論是誰，都會說圖書館是不可
少的，也因此這些年來政府的確在圖書館
事業上投下了若干的經費。但反過來說，
雖然是這樣，大家仍然說不清楚圖書館到
底重要在那裡。也就是說，圖書館真正的
功能未能顯現，至少是讀者沒有多少真切
的感受。冉從各種類型的圖書館分別來檢
討:我們的各級學校裡，都設有圖書館，
但是我們若是認真地觀察一下，便曾發現
圖書館在學校裡，對教學作過多少貢獻，
大家心裡都

有數。中小學在升學競爭的潮流中，考
試以課本寫範圍，記 憶背誦就能拿高
分，圖書館跟課程之間無關聯，圖書館
也幫不上學生升學的忙。大學的發展，
自從近年來隨著時代潮流而發生質變以
後，雖在新器材的使用上，和過去是不
同了，教學方式卻少有更新。從前諷刺
說抱著一些發黃的講義，現在卻換成一
些精裝的課本，學生們在用心記住一些
知識，並不重視理解，更說不上研究探
討。所以，在一般的大學生來說，圖書
館並不曾受到更多的重視。倒是一些研
究生為了寫論文，非進圖書館不可，他
們要蒐集文獻，好讓文章的內容較為充
實，所得結語裡的論點有依據。圖書館
的存在，對這些人來說，是發揮一些功
能。我們常愛說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
如今我們的大學裡，學生們所關心的，
已不是圖書館了。至於學術機構的圖書
館．，在台灣是比較受重視的。研究人
員確實知道，他們的研究工作要靠這些
圖書資料，但是奇怪的是圖書館員的地
位，一直在研究人員的心目中，沒有能
受到應有的尊重。原因在那裡，值得深
究。是因為館員的學科背景不足，工作
無法深入，只能做一些事務性的服務;還
是受傳統的影響，覺得圖書館學只是一
門工具之學，圖書館員的服務功能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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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已。還有公共圖書館，是今天最值
得注意的一環。現在大家都說是資訊時
代，最大的特徵，應該是資訊多，資訊
更新得快，資訊跟每一個人、每一時刻、
每一事情都會發生密切關係，那麼最重
要的就是資訊傳播得快速而流暢，而身
負資訊傳播任務的公共圖書館，應該是
最受重視的。現在的情形，卻不是這樣，
公共圖書館在社會裡，顯得無關重要，
民眾對公共圖書館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也好像事不關己似的。公共圖書館本身
也從來沒有覺得 這樣 是有多嚴重的問
題，還是在那裡一如往常地工作著，好
像也能活得很好。像上面所說的這樣，
圖書館事實上是存在著，但跟服務對象
之間的關係，似親密，實疏鬆，圖書館
界還要立一個法來發展它，當然會有人
感覺不需要，至少不是那樣急迫需要。
其次，圖書館發展得這麼久，一直
也都安然無事地存在著。最近卻發生一
些問題，頗為引人注意，而且說得嚴重
一點，直接令人對圖書館從根本上發生
一些懷疑。首先便是圖書館主管機關，
應該是教育部，還是將來要成立的文化
部，迄今未有定論。連主管機關都搞不
定，這個法怎麼送到立法院去審議?圖書
館到底應該屬於那一部會，容許見仁

見智。但是如何來討論這個問題，應該
先建立一個原則。那就是一個機關，應
該屬於那一主管單位，首先要考慮的當
然是它的功能屬於何者。圖書館是文化
的，還是教育的;政府的文化單位與教育
機構之間，又是如何劃分的;圖書館應該
是屬於那一主管機關，又何需乎討論!今
天發生這個問題，基本上值得注意的，
是政府對於圖書館的功能，也十分模
糊。其實也別說政府官員，就連圖書館
員本身，又有多少是能說清楚的?最近圖
書館界也趕時髦，要撰寫一份白皮書，
花了幾年功夫，絞了多少人的腦汁，終
於定稿了。我們若是要檢視這份白皮
書，到底有多少說服力，讓人一看就能
瞭解，圖書館的功能，對怎樣的人，能
提供怎樣的服務，而且大家也體會出
來，這些服務都是他們所需要的，因此
對圖書館開始有著熱切的期待，那麼圖
書館的前景就必然改觀。不過，不是說
悲觀的話，希望不大，原因很簡單，要
敲開目前社會大眾的資訊需求之門，恐
怕不是觀念上說明就能辦得到的。誰都
會說我們已經進入資訊社會，但是這個
社會的特點是甚麼，生活在這個社會的
人，又為甚麼要把資訊看得那麼重要，
這些必要的資訊又如何才能尋求得到，
老實說，大家的觀念不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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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又未曾記取到實際的教訓。這樣一
個白皮書，顯然是很難一下子扭轉過來
的。何況，坦白說，白皮書裡的敘述，
也多半是在說一些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
的道理，缺少從資訊需求者實際層面，
提出一些說辭，以期產生若干告知的功
能，甚至警示的作用。因為，不知道大
家有沒有覺察到，我們的社會大眾對於
資訊的需求，實在太狹隘了，頂多只侷
限在一點點的資訊需求範疇內。像股票
的人只要知道股票行情就夠了。其實又
何嘗僅止如此!如果真的這樣，又如何是
一個資訊社會!像這些問題，我們很少落
實地來想一想，如何讓大家知道怎麼過
資訊社會的生活，若是不能提高對資訊
的需求，負責傳播資訊的圖書館，又如
何讓人覺得它的重要性!從認清圖書館的
基本功能，到今天圖書館的社會角色，
是澄清圖書館存在價值的基本思考。
還有，前一段時間流行一句話，說
大學圖書館的館長，可以由電腦中心主
任兼任。這引起圖書館界相當震驚，而
且有幾所大學也就真的起而行，照這樣
做了。這中間又代表著甚麼意義?有些專
家立刻又在管理科學中組織發展的範疇
裡找出來一些理論的依據，說圖書館又
面臨著一個新的變革。其實，都不是

那麼回事，真正的原因是大家犯了一個
錯誤，而自己沒有發覺。自從新科技在
固書館應用以後，圖書館的經營型態完
全改變了。過去手工處理的業務，現在
完全自動化，在電腦前面作業了。過去
從紙本媒體中查出來的資料，現在可以
從網路上查獲。資訊的獲得，彼此的交
流，都在最新的通訊技術發展之中，走
進了一個新的里程。無可否認的，電腦
的功能和通訊的技術，真是帶來了一次
空前的革命。無怪乎圖書館館員，圖書
館學校的課程，對於這些新科技，真是
熱衷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也原本是可
以理解的事情。本來嘛，現在的圖書館
員，如果不懂電腦，不曾上網路，怎麼
做圖書館員!可是，這種情形，看在別人
眼裡，是何種印象，是怎樣想法。就連
年輕的館員，在學校裡學圖書館學的時
候，真正講圖館學的時數，還不如上電
腦課的時數多，何況電腦學起來多有意
思，又能立竿見影;圖書館學說來說去常
停留在觀念的層次，顯得枯燥無味。這
種種因素，終於爆發出來一個結果，就
是圖書館裡看不出來圖書館學的專業，
而到處是電腦，談的是網路。有人認為
電腦中心主任可兼任圖書館館長，就是
事出有因，並非偶然的了。我們自己成
天醉心於電腦之中，人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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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圖書館學，也成不了圖書館啊!問題是:
我們的專業，圖書館學被我們做得不見
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希望別人能肯定
我們的專業，感受到我們的專業有著無可
取代的功能，難了!其實，這件事情很簡
單，並不難加以分辨。我們放眼看今天整
個世界，就會發現電腦在為所有不同的行
業服務，圖書館不過是千萬種行業之一，
電腦不可能取代任何一個行業，正如同懂
得的人就知道電腦專家不能取代圖書館一
樣。解鈴還需繫鈴人，圖書館學既是一個
專業，當然有能力告訴所有的人，圖書館
員是自有一番天地的，圖書館在未來的這
個資訊社會裡，將會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
角色的。但是，這必須我們圖書館員潛心
探討，找出自己的工作空間來，好好發揮
一下，才有機會修正他人的視聽，還我本
來面目。因為圖書館事業，已經有幾千年
的歷史，也曾留下過光榮的紀錄，我們應
該能夠重振昔日的光輝。．
根據以上省思，我們可以發現，今天
圖書館的處境，是在一個渾沌不清的情況
下，迷失了自己的工作方向，不見了自己
的工作空間，忘卻了自己的工作特性，模
糊了自己的工作目標。如此，我們想要得
到社會大眾的瞭解，甚至更高的支持，還
為我們通過一個合乎理想

的法案遭遇到困難，是不難理解的。為今
之計，我們該不該好好靜下來，找幾個基
點，徹底地想一想:
第一，目前立法的過程不順遂，是有
原因的。這已是既成的事實，不必追究過
去，惟一的辦法，就是找出化解之道，同
時這必須是自力更生，別的人是幫不上忙
的。我們也相信，圖書館員成天在處理知
識和資訊，我們應該是有這個智慧的。
第二，在過去不同的時代裡，在各個
不同的地域中，圖書館部曾經留下過耀眼
的成就。在未來的資訊社會中，圖書館有
更繁重、更艱巨的任務，現在又擁有最新
進的科學技術，不過還是要我們能明辨方
向、抓緊目標、權衡輕重、善用工具、並
且嚴分賓主，不可本末倒置，才有機會得
以善盡自己的責任。
第三，當今的圖書館，首先要瞭解現
在的工作環境，進一步修定自己的經營方
針與策略。過去的工作經驗，新穎的學術
理論，在應用之時，尤需參酌實情，通權
達變，不能忘記圖書館的工作，追求實質
的效果，永遠是第一考慮。
第四，記取過去的教訓，每一思考，
每一作為，都要按照不同圖書館的類型，
認清自己的服務對象，把握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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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需求，要讓所有人都有機會接受服
務，更要使接受過服務的人，都能體會
出圖書館的功能來。
第五，面對當前的情勢，認清自動化
和網路化以後的圖書館，合作經營的理
念，必須有效地實踐，才能將資源共享
的 理 想實 現 ，共 創圖書 館 功能 的 新 里
程。可是，合作的理念如何形成，合作
的習 慣如何 培養 ，合作 的 體系 如 何 建
立，都需要我們從心理上、知識上、技
術上各方面充實自己、調適自己、克制
自己，然後才能使圖書館成為讀者嚮往
的地方。
第六，圖書館學的研究，本是學術
的，但也請要著眼在圖書館的實務上，。
有價值的圖書館學理論，是對實務的改
進有誘導作用的。無法落實的理論，只
是圖書館學的文獻而已。我們當前所需
要 的 ，正 是 對現 有 實務的 提 升 有 助 益
的。研究與實務能夠配合，才是促進我
們 圖 書館 事 業向 前 邁出大 步 的 動 力 來
源。
省思，本來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檢
討，更千萬不能視為是惡意的。惟有能夠
真正面對，危機才會化為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