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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卡內基在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捐贈美國數量龐大的公共圖書館，

對美國社會與文化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本文探討卡內基在事業有成之

後所從事的眾多慈善項目中，為何熱衷於捐贈公共圖書館的建設，與對

圖書館事業的關心與支持，分析其動機和社會因素。卡內基獨創的捐贈

圖書館模式，對當時的美國政府、社會和民眾產生許多觀念上的改變，

值得深入研究探討；後來成立的卡內基基金會亦持續關注美國圖書館事

業，進行多次的研究調查，皆對後來的圖書館營運產生變革，影響美國

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卡內基捐贈公共圖書館，可謂是圖書館發展史上，

史無前例且影響深遠的事件，這些數量龐大的卡內基圖書館，是美國社

會的寶貴公共文化資產。 

【Abstract】 
        Andrew Carnegie (1835~1919) donated innumerable public libraries to the 

U.S.A. during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and 

this has influenced deeply to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is about 

to discuss why Carnegie was an enthusiast about donating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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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s and caring and supporting Librarianship from many other kinds of 

charities, and to analyze his motives and social factors after he had been 

successful in his own business. The way Carnegie created to donate libraries at 

that time was a new conceptual change to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Later, Carnegi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incessantly cared and supported 

Librarianship. It was a big innovation of running libraries and deep influence to 

develop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after Carnegie Foundation doing many times 

of research. Carnegie donating public libraries is an unprecedented and 

influenced event in library development history. These innumerable Carnegie 

libraries are the precious public cultural property of American society. 

 

關鍵詞：卡內基、卡內基圖書館、美國公共圖書館、圖書館事業 

Keywords: Carnegie, Carnegie Libraries,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Librarianship 

 

壹、 前言 

  圖書館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作為典藏智慧、傳承文化的機構，

其年代非常久遠1，然而圖書館的發展與一個國家的發展能與時並進，甚至

在其開國的歷史過程中，扮演一定程度的影響，則非美國莫屬。2美國公共

圖書館以服務全體國民、推廣社會教育、配合民主政治的理想，為民主政

                                                            
1西方圖書館的起源，可溯自西元前 3000-2000 年的兩河流域的巴比倫，參考尹定國譯，

《西洋圖書館史》，頁 19。中國的圖書館雛型，最早以國家檔案館的形式出現，安陽殷墟

出土的文物，已證明殷商(1766-1121B.C.)已有圖書館；而依《史記》所載，周代還有專

門管理圖書的官吏，參考胡述兆、吳祖善合著，《圖書館學導論》，頁 24。 
2美國在英國殖民地時期，雖然沒有大型圖書館或公共圖書館，但殖民地區的人民卻深知

書籍是重要的文化工具，因此各地區皆有規模極小的圖書館，以當時的時空而言，這些

小圖書館就是傳播文化的重要堡壘，也是美國圖書館史的開始，詳見尹定國譯，《西洋

圖書館史》，頁 217-229。此外，北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研究員侯穎麗更認為，美國的

圖書館不僅有保存文化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圖書館在美國的社會地位獨樹一格，她代

表著美國的核心價值觀：開放、自由、平等。的圖書館〉，頁 23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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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推展而努力，公共圖書館與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外在的大

環境息息相關（盧秀菊，1994）。公共圖書館在美國社區文化、公民教育

和民主政治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3 

  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只有在大學附設的圖書館，或政要與富商的私人

收藏中，才可看到大量的書籍（于錢寧娜，2001）。美國公共圖書館的起

源，一般皆回溯自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於1731年倡議成立「費城圖

書館俱樂部」(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直至該時，一般人民很難

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書籍，滿足民眾對文化或教育知識上的追求。 

  該俱樂部雖然是收費的圖書館，需要加入會員資格後，才能使用的股

份制度圖書館，其目的為「推動美國人廣泛交往，使普通商人、農民與紳

士，一樣擁有才智，為殖民地捍衛自己的權利做出貢獻」。「費城圖書館

俱樂部」在美國革命爭取獨立期間，與開國元勳們有密切的關係，首先有

許多美國開國元勳是該俱樂部的成員，享受到圖書館提供的圖書服務；其

次是該棟俱樂部建築物，曾經多次借給開國元勳們開會商議革命與建國之

用（鄭明萱，2004）。 

  然而，若依照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出版的 ALA Glossary 中對公共圖書館定義：「對地方行政區、地區

或地方全體住民，不收取任何費用而提供完整圖書館服務之圖書館。」以

及「以公費或私費維持，對其行政區內之住民不收取任何費用，提供圖書

館基本的館藏和基本服務的使用，但對行政區外的使用者有時酌收費用。」 

  準此，公共圖書館的精神在於免費提供人民平等利用圖書館資源的機

會，而美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成立於 1833 年，位在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彼得博羅市（Peterborough），這是最早靠人民稅收建立與

營運的基層公共圖書館（英惠奇，2007）。  

                                                            
3美國圖書館學會在 1999 年為迎接新世紀的來臨，重新思考圖書館在美國社會的地位，提

出「圖書館：美國人的價值」作為對美國社會與人民的重要宣示。全文中文翻譯詳見謝

寶煖，〈圖書館的定義〉，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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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 年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議會通過法案，決定在波士頓市

（Boston）建立公共圖書館，波士頓公共圖書館（Boston Public Library）

於 1854 年正式對外開放，是美國大城市最早依法設立的公共圖書館。隨

後各州仿效，相繼通過了類似的法令，如 1854 年的緬因州（Maine）、

1855 年 的 佛 蒙 特 州 （ Vermont ） 、 1867 年 的 俄 亥 俄 州 （ Ohio ） 等

（Byam,1966）。此後，公共圖書館如雨後春筍般在全美各地成立，這些

圖書館的經費都依靠人民的納稅來營運，免費為讀者服務。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根據統計，1776年建國後，其移民至少來自26

個國家，其中以來自歐洲地區的白人為主要來源，尤其是英國、蘇格蘭、

德國、義大利與奧地利等（詳見附表1）。美國公共圖書館在19世紀成立

之初，基於教育機會均等的民主精神，主要目的就是要掃除文盲與推展成

人教育，進而普遍提升全民的知識水準，此一理念的落實，提供社會一般

讀者能夠獲得一個適當的場所，並透過自我努力，持續地學習一切新事物

與新知識（Lee,1966）。 

  圖書館學家席拉4(Jesse H. Shera)認為美國公共圖書館之所以能夠獲得

政府與納稅民眾的支持，最重要的理由是圖書館能夠提供全民教育，當時

的人們對全民知識的提升有普遍的共識，對於教育非常熱衷，相信自我教

育的功能，以及職業和技術訓練的實用價值，甚至認為閱讀可提升道德情

操。公共圖書館被大量需求的原因之一，是當時美國人相信，如果任何人

能從自己發展出一種安定社會所需要的智慧，則任何能提供這種智慧的機

構都值得大家的支持。因此利用圖書館的館藏，代表有知識與有教養，學

校機構與公共圖書館是可互相取代的，前者是基礎的、是強迫的，對象是

小孩與年輕人；後者是進階的、是自願的，對象是成年人。因此，公共圖

書館被定位為重要的自我教育機構（Shera,1949）。 

  美國公共圖書館的發展過程，不能忽略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4Jesse H. Shera（1903-1982），席拉的博士論文探討美國東岸的公共圖書館發展史，是美

國圖書館界少數研究圖書館史的專家；最具代表的論文為〈On the Value of Library 
History〉。詳見嚴文郁著，《美國圖書館名人略傳》頁 271-277。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 卷 4 期 

 

58 
 

1835-1919）捐贈數量龐大的公共圖書館所造成的影響，卡內基捐款興建圖

書館，不僅對美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造成革命性的影響，同時，也是人類

圖書館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影響最廣的一項捐款。 

  卡內基在其事業有成後，捐贈經營事業所獲得大筆財富，在美國國內

捐贈 1,681 座圖書館，5堪稱是美國公共圖書館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1911 年成立的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亦持續關心圖書館發

展與圖書館教育的相關議題，對後來美國政府積極投入公共圖書館建設與

營運，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 

  本文擬就卡內基捐贈圖書館的動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作綜合分析，

探究卡內基於眾多慈善事業中，選擇投入圖書館建設的原因。此外，19 世

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美國社會，在何種氛圍下，讓美國政府與民眾重視社

會教育，除了大量興建免費的公立學校外，也重視免費使用的公共圖書館

運作，在這個時期的美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其代表的意義為何。最後，

卡內基所捐贈的卡內基公共圖書館，有何特色，對國家、對社會、對民眾、

對其他企業家等造成哪些層面的影響；以及其後成立的卡內基基金會，對

於美國公共圖書館和圖書館教育各自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以上所述皆為

本文欲探究的重點。 

貳、 卡內基與其事業 

  卡內基於 1835 年生於蘇格蘭的頓芬林（Dunfermline）鎮，父親是錦

緞的織造工人，因為工業革命之後蒸氣織布機取代手工織布，導致失業。

在 1848 年卡內基 12 歲時，舉家移居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阿勒格尼市

（Allegheny﹐Pennsylvania），靠近匹茲堡（Pittsburgh）的北郊。隔年卡

內基 13 歲時在紡織廠當童工，賺取微薄薪水貼補家用，16 歲時改行電報

                                                            
5卡內基共捐贈 2,509 座圖書館，其中 1,681 座在美國境內，其他 828 座圖書館散佈在其

他國家，參見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 Home/ Publications/ Carnegie Reporter/ A 

Short history of Carnegie Corporation’s Library Program  
http://carnegie.org/publications/carnegie‐reporter/single/view/article/ite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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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員，後來在電報公司私下學會聽音解碼的技能，晉升為報務員，並靠

著 努 力 學 習 技 能 與 積 極 負 責 的 態 度 ， 贏 得 當 時 賓 州 鐵 路 公 司 （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西區負責人史考特（Thomas A. Scott） 的賞識，成

為得力的左右手，並跟隨著史考特一路升遷。美國內戰（1861-1865）爆發

前，他因投資鐵路公司股票成功，得到可觀的利潤，奠定日後投資公司的

資金，隨著經營事業的成功與財富的累積，卡內基的事業領域橫跨鐵路運

輸、石油開採、臥鋪車廂生產與鋼鐵等領域。其中獲利最大者為拱石橋樑

公司（The Keystone Bridge Company），建造鐵橋取代老舊的木橋，進一

步增加大量財富。卡內基看準了鋼鐵事業的遠景，1863 年 28 歲時全力投

入鋼鐵事業，藉由他的組織長才，併購了鐵礦、石灰礦、焦煤廠和其他鋼

鐵廠，改良廠房與設備，降低成本且提高產能與產值，並生產多樣化的產

品，從上游到下游整合了整個鋼鐵工業，從而建造了他的企業王國，因此

卡內基被譽為美國的「鋼鐵大王」（Camegie,1920）。 

  卡內基靠著強勢領導風格，一生事業得意，唯一的遺憾是 1892 年的

赫姆斯德（Homestead）罷工事件導致流血衝突，當時人在蘇格蘭度假的

卡內基，原本意欲火速趕回坐鎮處理，然其合夥人顧忌他對工會友好，極

力勸阻不必趕回，終究發生有人員傷亡的憾事，當時的媒體一面倒地認為，

赫姆斯德流血罷工事件的責任應歸屬資方的不對（李欣穎，2006）。這件

事後來成為卡內基經營事業，被批評為剝削勞工的一大把柄，1900 年，後

又因經營理念與當時力倡鎮壓的合夥人傅瑞克（Henry Clay Frick）拆夥，

改派基層出身、作風可親的施瓦博（Charles Schwab）接替掌理廠務，一

年之後，在施瓦博的穿針引線之下，卡內基以 4 億 8 千萬美元的價格，將

他的鋼鐵王國產業賣給金融家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  

  卡內基在其著作《財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中提到許多

關於財富的理念，他認為「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是社會文明進步

的必然結果，富人應將剩餘財富回饋給社會，取得長遠穩定的社會利益和

深遠影響。」6於是在 1901 年，當時 66 歲的卡內基將其所賺得的財富，以

                                                            
6Andrew Carnegie,〈Wealth〉,《North American Review》, p.653‐665. 卡內基發表後被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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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的方式捐贈成立各種基金，其中以捐贈公共圖書館的事業最為積極

與投入，是其慈善事業的核心（朱荀，2010）。 

  此後直到 1919 年 8 月 11 日卡內基去世，卡內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

改變。卡內基所成立的慈善事業，根據卡內基基金會官方網站資料顯示：

1901 年，退休後的第一年，他首先拿出 500 萬美元為煉鋼廠工人設立了救

濟和養老基金，以向幫助他取得事業成功的員工們表示感謝。接著，卡內

基在他的第二故鄉匹茲堡創辦「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後來，又在美、英各地捐資創辦了各種學校和教育機構。其

後設置各種基金，如「捨己救人者基金」、「大學教授退休基金」、「大

學獎學金基金」、「作家基金」、「退休總統基金」，在 11 個國家提供

「卡內基名人基金」等；1911 年，年事已高的卡內基夫婦，由於 10 年來

一直參與捐獻工作，身心都深感疲憊，因而，卡內基決定再以僅餘的 1 億

5 千萬美元設立了「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採用信託

的方式讓基金會人員執行他們的捐獻與行政工作，這個「卡內基基金會」

後來對於美國圖書館事業與圖書館教育都做出非常重要的貢獻。7卡內基認

為「富人若不能運用他聚斂財富的才能，在生前將其財富捐獻出來為社會

謀取福利，那麼死了也是不光彩的。」8 

  1919 年卡內基與世長辭，結束他的傳奇生涯，從一個貧窮的蘇格蘭移

民後裔，靠著誠實、勤奮和樂觀的天性，以及自認的「運氣和勇氣」，力

                                                                                                                                                               
英國政治家、時任首相的格萊斯頓先生讀到此文，高度讚賞，親自寫信給《北美評論》

的編輯請求允許英國發表此文。 卡内基深受鼓舞，在編輯的敦促下，再接再厲又寫了

與財富有關的文章，题目是〈慈善捐贈的最佳領域〉。後來，由於社會需求強烈，卡內

基將這兩篇文章及其他幾篇文章一起集結出版了單行本《財富的福音》一書。 
71919 年位於紐約的卡內基金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委託威廉生 

（Charles C. Williamson），調查當時美國 15 所圖書館學校的教育設施與教育內容，根 

 據 1921 年他向該基金會提出的調查報告內容，不但檢討過去美國圖書館教育的得失，

同時也奠定了現代圖書館教育的基礎。詳見胡述兆，〈美國的圖書館教育〉，頁 1-2。另根

據威廉生的報告，從 1922 年後，美國圖書館教育才一律提昇到大學，所謂《威廉生報告》

是圖書館教育的轉捩點，詳見嚴文郁，《美國圖書館名人略傳》，頁 234-241。 
8卡內基 1919 年去世前，再將名下所有的 3,000 萬美元全部捐出，他有一句名言：「一個

人 在 鉅富中死亡，是可恥的。（He who dies rich, dies disgraced.）」參見美國圖書館精選美

國故事 http://usinfo.org/zhtw/American_Story/category/page/jb/progress/carnegie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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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上游終於出人頭地，晚年並將一生所賺得財富 90％的巨額，大量地捐贈

回饋給社會，是一個美國夢的成功典範（李欣穎，2006）。 

  綜合而言，卡內基成功發跡之時，正是美國改革運動（Progressing 

Movement）的大時代，社會興起一股改革的熱潮。工業革命在北部諸州蓬

勃展開，工廠制度逐步確立，此時的整體經濟結構改變、工業迅速發展、

生產力飛躍進步、快速的社會化及大企業壟斷併購等現象，工業化帶給美

國社會與文化劇烈的改變（陳靜瑜，2007）。當時大企業家的發跡與廣泛

的影響，引起整個社會極大的關注，認為他們一方面充分發揮企業家的創

新精神，推動美國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一方面以謀取最高的利潤為目的，

以剝削勞動者為手段、兼併其他企業，不斷累積資本。在這樣的經濟高度

發展的轉型期，卡內基的大手筆慈善事業捐款，自然會引起社會大眾的關

心與注意，是一段很獨特值得令人深省的歷史過程（高飛，2010）。 

參、 卡內基與美國圖書館事業 

一、美國早期圖書館發展背景 

  美國早期移民自家鄉所攜皆為生活必需品，待安定後，即有書籍之需求。

早期移民所攜帶的圖書中，以神學和品格道德的著作最多，此外為自我教學

的教本，醫學、法律、字典及農業手冊等，以及部份歷史、政治、科學、古

典文學著作。殖民時期居民的私人藏書規模大小不一，最多者不過300-400

冊（盧秀菊，2005）。早期移民設立學院，而學院之圖書館被視為重要部份，

其中由傳教士John Harvard，捐款並贈與約400冊書籍給位於麻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新成立的學府，後來為紀念他而命名為哈佛學院，即今日有

名的哈佛大學前身（Harvard University, nd.）。 

  1656 年奇尼上尉 (Captain Robert Keayne)逝世時，在他的遺囑中，將

他的藏書與部分遺產捐給波士頓市政府，由市政府成立小型圖書館，這是

殖民時期第一所市鎮圖書館，也奠定日後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的雛型（尹定

國，1983）。17 世紀末葉，英國國教牧師布雷（Rev. Thomas Bray）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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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殖民地（北起麻州，南迄南卡州）建立了 39 所圖書館，共有圖書

34,000 多冊。而這些圖書館又分三類型：教區圖書館，專供牧師利用；地

方 圖 書 館 （ Provincial Libraries ） ， 供 一 般 民 眾 利 用 以 及 世 俗 圖 書 館

（Layman's Libraries），供非教徒民眾利用（鄭肇陞，1986）。 

  18世紀前半葉，美國獨立革命前，除私人藏書外，另有社交圖書館

（Social Library）之發展，社交圖書館最早由富蘭克林開始，從社交俱樂部

之觀念引發，1731年在費城成立圖書俱樂部，這一類的社交圖書館即在北美

各地成立，至18世紀中葉，新英格蘭殖民地區至少有12所社交圖書館。南方

殖民地在獨立革命前，也有2所社交圖書館。18世紀後半葉，美國獨立後，

社交圖書館亦繼續成長（盧秀菊，2005）。  

  到了 19 世紀時，一些有識之士願意將個人的館藏提供給大眾利用，

稱為流通外借圖書館（Circulating Library）；或民眾自由加入的各類型討

論會與讀書會，將圖書集中或輪流閱覽，這一類型圖書館稱為社團圖書館

（Society Library）；或是以付費出租圖書的方式交易，大多附設在雜貨店

或書店內，出租的書目有限，多為通俗體裁，暢銷小說等休閒讀物，稱之

為訂閱圖書館（Subscription Library）（英惠奇，2007）。 

  早期的美國僅有少數私人藏書供個人及家族使用，一般民眾均無書可

讀，因此，新移民追求知識與閱讀的慾望，以及對免費公共圖書館的迫切

需求即是新移民者卡內基的寫照。 

二、卡內基捐贈圖書館的動機 

  卡內基（1920）在其自傳中，用了很長的篇幅來描述少年時期擔任童工

時，因能夠獲准利用安德森上校（Colonel James Anderson）的私人圖書館，

在其生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甚至養成閱讀的習慣，進而終其一生喜愛文學

的欣賞與寫作。 

傑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上校—當我寫到他的這個姓名時，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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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虔誠與感激的心為他祝福，他宣佈要開放擁有400册圖書的私人圖書

館，給在社會工作的男孩們，從事勞動工作的年輕人，都可以在每一個

週六下午從圖書館借走一本書，而到下週六可以用這本書去交換另一本

書。…… 

想到當星期六到來時，我又可以換來一本新書的這個念頭，而使我的未

來充滿了希冀的光明。 

  安德森的私人藏書有400册，原本只開放給「從事勞動的男孩」，為了

爭取能夠進入這個難得的圖書館，卡內基在15歲時就投書到《匹茲堡快報》

（Pittsburgh Dispatch）呼籲促請安德森上校，能夠擴大借閱者身分，讓非從

事勞動工作的人也能夠利用難得的知識寶庫。沒多久安德森隨即宣布他的館

藏歡迎所有人借閱。 

  一般皆認為卡內基日後會大量捐贈圖書館，是受到安德森上校的精神感

召，9因其慷慨大方的義行，讓處於貧困的卡內基得到閱讀與啟發的機會，

甚至在卡內基（1920）自傳中提到日後在阿勒格尼市圖書館的廣場前，設置

安德森上校的紀念碑，稱譽安德森上校是讓他日後「飛黃騰達之知識及想像

的無盡寶藏的恩人。」因此卡內基認為如果能夠運用金錢在市鎮社區中，建

立公共免費圖書館，讓有能力與理想的年輕男女，皆能自由且充分運用知識

寶庫，即使只要有一個孩子，得以進入圖書館而有所收穫，他認為他所捐贈

的圖書館就已經具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他認為再窮的人也能成功，圖書館

就是通往成功的一個臺階，日後他願意投注大量金錢捐贈圖書館，而不是以

金錢直接救濟窮人，就是要讓那些出身貧賤但勤奮、有才能的人，有機會透

過更多的學習機會，來展現出個人的競爭力，也可以像他一樣獲得成功。但

是，童年的美好回憶或許是促成卡內基熱衷捐贈圖書館的主要因素之一。在

其自傳中，很明顯的提到他的父親William Carnegie，曾在故鄉蘇格蘭的頓芬

                                                            
9大部分的論文皆會提到卡內基少年時期利用安德森圖書館的影響，如陳劍光，〈卡內基與

美國圖書館事業〉，頁 41；程亞男，〈鋼鐵大王卡內基的圖書館情結〉，頁 246-252。翟豔

芳、趙喜紅，〈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與圖書館〉，頁 132。利求同，〈民主搖籃，非免費公

共圖書館莫屬〉，頁 12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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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鎮組織一個小型巡迴圖書庫，雖然當時的經濟情況窘迫，圖書的典藏亦不

豐富，但五位發起人皆捐贈少數幾本書，竟也巡迴過七次，到處提供借閱，

是頓芬林鎮最早的圖書館。 

  卡內基成年後才得知此段陳年往事，甚為得意，認為父親是家鄉第一個

圖書館的創始人，成為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一件事。而且還多次在公開的演講

中提及，「一個曾經創辦圖書館的織布工後代，無意中追隨父親開辦圖書館

的腳步，感到極大的滿足與驕傲」（朱荀，2010），卡內基捐贈圖書館乃受

其父親的影響甚大。 

  除上述二個在其自傳中，可以明顯得知卡內基捐贈圖書館的個人內在因

素外，尚需深入探討卡內基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社會思潮等外在環境因素。 

  首先，卡內基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歷史的大轉折時期，開始了從自由競爭

為主到以壟斷為主的轉變、由以農業國為主到工業國的轉變、由以農村為主

到以都市化興起的轉變、由早期技術革命到新技術革命的轉變、由自由放任

到關心國家干預的轉變（陳靜瑜，2007）。 

  卡內基獲得巨額財富後，對他的慈善事業的影響，是當時美國社會充滿

「自我教育與成長」的風氣，卡內基念念不忘當年「我的這些同伴們，都是

受過高雅教育的年輕人，他們都無時不在力圖改善自己，並且極力想成為在

社會上受人尊重的良好公民（Carnegie,1920）。」 

   圖書館學家席拉指出，19世紀美國的全民教育的信仰，確實影響當時美

國公共圖書館成立的主要社會思潮（Shera,1971），因為18世紀歐洲的啟蒙

運動提倡理性、科學方法、與人類有能力使自己與社會更趨完美，這樣的思

想在美國非常普遍，前二點屬於科學革命，後者則是洛克（John Locke）的

認識論，洛克反對「人的觀念來自先天」的說法，他認為人類的心靈在出生

時就像一塊空白的板子，直到開始以感官經驗事情，觀念才慢慢累積，啟蒙

運動的思想主流趨勢是環境決定一切，如果貴族表現得比一般人好，並非他

們遺傳任何特殊的知識能力。而是他們受到較好的教育和訓練，因此，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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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可能被教育成貴族一般，只要給他們機會，這種的思潮當時深深衝擊

著19世紀的美國社會（賴鼎銘，1994）。 

  再者，美國在1812年的戰爭之後，國內形成一股改革風潮，作為一個新

興的國家，美國急欲擺脫對歐洲國家的依賴，整個情勢由教育改革首先展開，

許多意見領袖支持以稅收設立公立學校，希望讓所有學童皆能享受到免費的

基礎教育，尤其是美國東北部因為都市化、工業化的發展，歐洲移民不斷地

湧入，頓時使教育改革，變成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就改革的內容來看，教

科書、圖書館、教學設備、教師地位、學校建築均包含在教育改革的議題內，

因此，連帶地圖書館的重要性亦被爭取（劉伯里，1989）。因為公共圖書館

能夠促進美國民主思想的傳播，推動美國民主社會的進程，這是卡內基捐贈

圖書館的重要因素之一（鄭永田，2010）。 

  就如1903年卡內基在首都華盛頓特區卡內基圖書館的開館典禮中所強調

「由人民維持的免費圖書館是民主的搖籃，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將擴大和加強

民主的思想、公眾的平等以及人的尊嚴，它們無疑是真正的美國思想的結晶」

（Jones,1997）。 

  卡內基身處在改革潮流的時代裡深受影響，對於社會提倡教育的重要

性，與自我成長的重要均有一定程度的感受，是他日後決定大量捐贈的重

要時代背景因素之一。他認為圖書館是能為公民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教化的

最佳機構，也是給社會的最佳禮物，作為城市財產的一部分，接受它維護

它，就像公立學校一樣（Carnegie,1900）。 

  李 欣 穎 （ 2006 ） 表 示 卡 內 基 為 一 名 社 會 達 爾 文 主 義 者 （ Social 

Darwinism）的支持者。卡內基相信他的圖書館捐贈，可以在人類的進化、

發展上起著重要的作用，認為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籍對於美國民主政治是有

助益的，可以進行教化的工作。 

  第三個影響卡內基捐贈圖書館因素，是西方社會中已建立了良好的慈

善捐獻風氣，美國自殖民地時代開始，就有捐贈圖書或圖書館的義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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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提到的傳教士哈佛與奇尼上尉外，在卡內基捐贈之前，就有紐約的亞

斯特（Astor）、庫柏（Cooper）、雷納克斯（Lenox）、泰頓（Tilden）等

家族或個人；巴爾的摩（Baltimore）的比伯迪（Peabody）、布拉特（Pratt）

等人捐贈圖書館（Harris,1984）。 

  捐書或捐贈圖書館回饋社會的風氣，在美國的圖書館歷史上，一直以

來就未曾間斷過，卡內基本人在少年的記憶中，對安德森上校的私人圖書

館充滿無比感激，美國捐贈圖書館的社會價值觀念，應該也會對卡內基造

成不容抹滅的影響。再者與他個人對於財富的觀念有著密切的關係，詳見

下文分析。日後在美國公共圖書館的營運過程，亦不斷有企業家或蒐藏家，

持續地進行或大或小的捐贈行為，其中最近一次的大規模捐贈圖書館，應

屬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慈善捐款（英惠奇，2001）。 

  最後的影響因素是，19世紀中期以後美國圖書館事業的蓬勃發展，在當

時引起社會的關注，所謂「圖書館事業」意指圖書館界長期以來在社會中從

事的有目標、有計畫的活動，由此而形成的一種社會價值和體系。而美國圖

書館事業的專業化時期，恰巧與卡內基的慈善事業同一時代，美國公共圖書

館開始發揮影響力，肇始於1850年代，不但獲得民眾與政府的支持，圖書館

界本身也非常積極投入各項專業領域的提升，例如在1853年召開第一次全美

的圖書館會議，這次會議的成員，除了有來自各地各類型圖書館工作者外，

另外還包括教育家、學術機構代表、以及對圖書館有興趣的人（劉伯里，

1989）。這次三天的會議可說是創舉，不但糾集了全美各地的圖書館從業人

員代表，也讓各地的圖書館工作者進行經驗交流，會後還決定要繼續籌辦下

次的會議，甚至要成立全國性的專業組織。 

  無奈1861年內戰爆發，以及戰後的復原（Reconstruction）重建工作影

響所及，讓第二次的全國圖書館會議延宕，直到1876年10月4-6日於費城召

開第二次的美國圖書館會議，共有全美各地103位代表與會，分別來自17

州，這次的會議最重要的意義為，決議成立永久性的圖書館專業組織，根

據美國圖書館學會官方網站顯示，其隨後成為世界上最早成立及最大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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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專業組織，其宗旨為：「提升圖書館服務與圖書館事業，擔負起社會

責任，教育美國人民，並改善社會問題。學會應鼓勵其會員與教育者、政

府官員及其他組織相互聯合，確保學校、公共、學術及專門圖書館有效地

合作，以提供全民終身學習的機會。」ALA成立之初，主要目的在提升美

國國內對圖書館的興趣，增加館員間專業知識的互惠，並加強其對於圖書

館經營與書目研究之興趣，這個目的並沒有因時間演變而改變（陳敏珍，

1990）。 

  1876年除美國圖書館學會成立外，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新

興圖書館事業，是美國圖書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堅定了卡內基捐助圖

書館事業的信心（潘小楓，2005）。 

  總括而言，卡內基對於贊助圖書館事業不遺餘力，除可從其自傳中，

了解少年時期利用圖書館的美好經驗，與對父親在故鄉創辦小型巡迴圖書

庫的義行深以為傲外，不能忽略四項美國社會文化的外在因素：首先，是

當時美國社會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充滿「全民教育與自我提升」的思想

風潮；其次，改革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從教育改革到公共圖書館均受重

視，可為民主制度盡一份心力；第三，美國歷史上捐書與捐圖書館的行為，

不絕如縷，相信卡內基亦會有見賢思齊的舉動；最後，當時的美國圖書館

事業正蓬勃發展，1876 年成立「美國圖書館學會」後，積極推動圖書館各

項專業標準化，與進行各種研究，提升圖書館的服務效能，讓卡內基願意

協助該項專業的向上提升。 

三、卡內基捐贈圖書館的經過與轉折 

  卡內基事業有成後，第一所捐贈的圖書館是位於故鄉蘇格蘭的頓芬林

鎮，1881 年 7 月 27 日卡內基回饋故鄉的圖書館大樓落成啟用，該鎮鎮民

將這所圖書館命名為「卡內基圖書館」（Carnegie Library），是為日後卡

內基圖書館的濫觴。同年在其第二故鄉—美國的阿勒格尼市捐贈一座圖書

館與集會堂（Carnegie,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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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其 後 所 捐 贈 的 「 匹 茲 堡 卡 內 基 圖 書 館 」 （ Carnegie Library of 

Pittsburgh），根據網站歷史資料，卻是一所最具代表性的大型公共圖書館，

經過 4 年的建築後，於 1885 年正式開放啟用，除圖書館外，尚有可容納

2,000 人座位的音樂廳，以及畫廊美術館、自然史博物館等建築群，全區

佔地廣達 4 英畝半。在卡內基不斷地支持下，該館發展迅速，在 1898 至

1900 短短的二年間已擴建有 5 座分館，館藏量已逾 30 萬冊。 

  卡內基最初捐贈公共圖書館的方式是主動的，資金的範圍是全面性且

持續性的，包含館舍建築與內部家具、圖書期刊採購、人員薪資福利與維

持正常營運費用等。例如 1881 年捐贈蘇格蘭的頓芬林鎮圖書館，與美國

的阿勒格尼市圖書館，與最富盛名的是匹茲堡圖書館。 

  1901 年，在卡內基已開始其退休後的生涯時，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畢

林茲（John Shaw Billings）專程來訪，說明紐約公共圖書館正在重新整頓，

並提出長遠的發展計畫，於是卡內基捐款 525 萬美金，在紐約的曼哈頓

（Manhattan）、布朗士（Bronx）、泰登島（Staten Island）與布魯克林

（Brooklyn)等區，建立紐約公共圖書館分館，但條件是這些館舍土地與日

後維持費用，均由紐約市政府負責。10這種由雙方達成共識，各自分別負

責不同資金項目的合作方案，開啟卡內基日後捐贈圖書館模式的先河。 

   1902 年，卡內基原本計畫捐贈 75 萬美元為底特律市建一座圖書館，

由於當地是美國勞工運動的大本營，工會經過投票，結果高票反對接受卡

內基的捐贈計劃。當時卡內基受到質疑，認為他一方面剝削工廠的勞工、

控制工會的運作，一方面又慷慨捐贈社會慈善事業的行徑是可疑的、是有

目的性的，該市不可以接受他的餽贈。 

  受到此一拒絕接受捐贈圖書館事件，卡內基對於捐贈圖書館開始有了

反省和改變，此後對於捐贈的模式，改由社區或地方政府主動申請，而非
                                                            
10關於卡內基捐款給紐約公共圖書館的數據與館舍數量，在嚴文郁的《美國圖書館名人略

傳》一書中，金額為 520 萬美金，分館數量為 40 所，頁 55。根據卡內基自傳，則紀錄捐

款數額為 525 萬美金，分館數量高達 88 所，詳見 Andrew Carnegie, The 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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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廂情願主動式的捐贈。 

  卡內基訂出的條件有 4 項，計 1.由地方政府或社區正式提出需要公共

圖書館的需求；2.地方政府提供免費的建築基地；3.地方政府須透過立法

程序，保證日後能夠提供開館所需的行政經費（至少每年要提供總建築經

費的百分之十）；4.必須免費對大眾開放使用。這個大量興建的公共圖書

館，促進了美國圖書館事業的突飛猛進，創造美國公共圖書館史上的奇蹟，

也是史無前例，世所罕見的數量龐大、範圍廣泛的公共圖書館快速成長期。 

  然而，因為捐贈的規模過於龐大，且全由卡內基本人或基金會進行審

核，未透過專業機構的協助或地方政府的行政支持監督，例如美國圖書館

學會未參與協助合作，缺乏管理與監督不善，讓這個史上最大的圖書館建

設計劃，出現一些缺失，諸如：1.各地為得到補助而誇大事實或杜撰歷史；

2.有些城鎮虛報土地已經取得，或未能確定館址位置；3.地方政府協助虛

報人口數據以增加補助金額；4.某些社區擅自改變圖書館的建築規劃，或

將資金挪作他用（鄭永田，2010）。雖然發生在執行計劃過程中的一些問

題，仍不減卡內基對公共圖書館具有社會教育使命的堅定信仰，持續進行

該項慈善事業。 

  綜括而言，卡內基捐贈圖書館，雖然曾遭遇底特律市居民拒絕餽贈的

案例，也有捐贈圖書館後，不受到歡迎的反應，勞工批評建設圖書館並不

能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Baker,2003）。但仍影響不了卡內基執著於他對

公共圖書館理想的追求。 

四、卡內基圖書館事業的發展 

  美國的圖書館正規教育始於 1887 年，該年的 1 月 5 日杜威（Melvil 

Dewey ） 在 紐 約 的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成 立 美 國 第 一 個 圖 書 館 學 校 ， 名 為

〝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 ， 當 時 採 用 的 方 式 為 「 學 徒 制 」

（apprenticeship）。11卡內基本人極為重視圖書館教育，在卡內基基金會

                                                            
11「學徒制」是由資深館員帶領剛入門的年輕館員工作，無共同的學習課程及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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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立前，卡內基本人於 1908 年起，贊助紐約公共圖書館所附設的學

校長達 15 年，該教育方案每年提供 1 萬 5 千美元，補助培育圖書館專業人

員（胡述兆，1994；嚴文郁，1998）。又如 1876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成立

時，卡內基也曾捐款訓練圖書館基層人員。 

  卡內基基金會成立後，即著手進行數次與圖書館教育相關的研究調查，

首先是 1915 年卡內基基金會開始關注到圖書館服務的質量效能，思考將

贈款完全用於圖書館館舍建築是否明智和正確，懷疑如果沒有高素質的圖

書館員，即使再好的圖書館館舍和館藏，也無法發揮圖書館的正面影響力，

為了解實際真相，於是邀請康乃爾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遜(S.C. Johnson)進

行全面評估卡內基基金會所捐贈的圖書館營運效益。 

  該研究報告發現卡內基基金會資助的圖書館，的確給美國社會帶來很

大的影響，但為數眾多的圖書館由於缺乏高素質的圖書館員而未能發揮應

有的作用，並建議卡內基基金會應當瞭解其補助款在各館運用的情形，提

升圖書館對補助款運用的績效（Bobinski,1969）。 

  準此，繼約翰遜的研究後，1919 年卡內基基金會委託當時紐約市政參

考圖書館館長威廉生（Charles C. Williamson），針對 1920 年代美國的 15

所圖書館學校進行調查，該次調查的研究報告〝 Training for Library 

Service〞，在 1923 年發表，影響所及者，原本附設在公共圖書館內的 4

所採「學徒制」教學方式的圖書館學校，全部停止招收學生，圖書館學教

育提升至大學等級，其中最有名的案例就是紐約市立公共圖書館附屬學校，

併入哥倫比亞大學新成立的圖書館學院。1925 年起，卡內基基金會啟動

「圖書館 10 年改善計畫」，撥款 500 萬美元支持公共圖書館的特殊服務

項目；另外撥 380 萬美元資助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 Columbia University ） 、 密 西 根 大 學 （ University of 

Michigan）、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等 10 所圖書

館學院改進教育工作，提高教育品質，其中贊助芝加哥大學 144 萬美元，

                                                                                                                                                               
由資深館員在工作中傳承個人的實務經驗。參見《美國圖書館論文選集》，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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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該校在 1926 年成立世界上第一所授予博士學位的圖書館學院（胡述兆，

1994）。 

  其次，圖書館服務對象不能因種族、性別、年齡、宗教信仰而有差異，

但當時的美國南方許多圖書館，卻仍有許多種族隔離的情形存在，在 1927

年，時任卡內基基金會執行長的凱普而（Frederick P. Keppel），得知美國

圖書館學會委託擔任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 of Librarianship, ALA）

的威爾遜（Louis Round Wilson）籌辦南方黑人圖書館學校時，隨即主動捐

款 10 萬美金作為創校基金（嚴文郁，1998）。 

肆、 卡內基圖書館對美國的影響與時代意義 

一、卡內基圖書館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一） 讓美國公共圖書館從都市擴及到社區 

  卡內基與其基金會捐贈全美國 1,681 座的公共圖書館的館舍建築，

此一行為在 19 世紀的美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伊始，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從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到僅有 2,000 人的社區，都得到卡內基的捐助。

因為各地都有建設圖書館的需求，但因為建設圖書館前期的館舍建設

資金需求較大，各級政府缺少的就是新建圖書館的大筆資金，因此無

法成立館舍；沒有基礎的館舍，圖書館後續的購書與服務營運的資金

也就不會有著落。卡內基的捐款雖然只是捐贈館舍的經費，實質上，

是給「從無到有」的最困難階段予以重要的支持，讓美國公共圖書館

得到超乎想像的發展速度，一舉超越了以往文化基礎較為悠久的歐洲

各國，形成一個與市民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圖書館共和國（林鎮民，

2012）。 

（二） 人人平等且免費學習的機構 

  在這些國家與地區的人民，包括成人、婦女、兒童、青少年，以

及黑人，都能免費且人人平等的機會得到資源，讓所有人民皆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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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獲取知識和自我成長的機會，因此他堅持所捐贈的圖書館必須完全

免費服務社區，對於推廣民主理念，提高公民素質、促進社會平等和

民主政治，這些都是公共圖書館的責任和義務，是不餘遺力且至關重

要的目標。 

（三） 確定政府提撥固定稅收機制 

  此外，卡內基以及基金會捐助圖書館建築，與贊助圖書館事業，

帶給美國圖書館界的變化不僅只是量的變化，更是質的改變。因為卡

內基後來的「捐贈模式」確定「三贏策略」，即卡內基所謂的「圖書

館捐贈條件」，其中一條包括「地方政府透過立法程序，保證日後能

夠提供開館所需的行政經費（至少每年要提供總建築經費的百分之

十）」，從上述條件來看，在財政制度上保證了美國公共圖書館的運

作，要地方政府透過議會立法的方式，保證持續支持提撥圖書館營運

的經費，「卡內基的捐款模式，客觀促使地方政府立法保障營運，使

美國形成以地方立法為基礎，對公共圖書館事業的支持體系（翟豔芳、

趙喜紅，2007）。」讓美國地方政府負責文化事業的固定支出，讓公

共圖書館的服務融入政府項目，成為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業務功能，

其意義非常深遠。 

（四） 鼓勵社區參與的機制 

  卡內基圖書館的經營交由「理事會」進行經費的監督與運用，讓

當地的居民亦能透過「理事會」的運作，來關心與參與圖書館的日常

營運。卡內基本人或卡內基金會不介入圖書館的營運，其運作交由理

事們負責，日後若仍需要經費的支助，亦可再提出特別的申請計畫。

讓圖書館獲得充分且符合當地實際需要的經營方式，與採購當地民眾

所需的圖書資料。這種模式有助於受贈的當地民眾，加強對免費公共

圖書館建設的參與熱情，使得圖書館的經營能夠得到較長久的保障與

關注，發揮長遠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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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各城鎮的居民對於圖書館館址位置的選定，

都具有各別的私心，在選址的過程中發生爭吵，甚至發生政治風波，

但卡內基和其基金會均採取不介入的態度，保持中立的立場，讓地方

政府和社區自行解決問題，如渥特盧鎮(Waterloo)橫跨河流兩岸，兩

岸居民都希望卡內基圖書館建在自己的這一邊，最後妥協蓋在河中間

的小島上（陸月，2003）。  

（五）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典範 

  卡內基捐贈的公共圖書館，其數量之多（尹定國，1983；尤傳莉，

2005），與金額之龐大，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創舉。其次，這些

圖書館分佈的範圍廣泛，除美國本土外，還包括非洲的南非、模里西

斯（Mauritius）、賽席爾（Seychelles）；大洋洲的的澳大利亞、紐西

蘭 和 斐 濟 ； 加 勒 比 海 的 巴 貝 多 （ Barbados ） 、 聖 露 西 亞 （ Saint 

Lucia）、蓋亞那（Demerara）、聖文森（Saint Vincent）、多米尼克

（Dominica）等；歐洲的比利時、法國、愛爾蘭、塞爾維亞和英國；

與北美的加拿大等 17 個國家。12 

  卡內基生前宣稱，富人有責任用賺得的財富回饋社會，讓全體社

會大眾受益，這些社會機構要能創建使具有良好品質的人，可以有機

會獲得成功與富有。這種「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觀念，不但

體現了卡內基的「科學慈善」的理念，也開創了美國現代基金會的營

運模式，掀起美國對於慈善觀念的變革，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

時的捐款行為全部出於自願的基礎，因為當年的美國政府並未針對捐

款的行為，提供任何減稅或免稅的優惠條件（陸月，2003）。 

（六） 美國社會與文化的公共資產 

                                                            
12卡內基捐贈的 2,509 座圖書館的分布情形為，美國本土 1,681 座、英國和愛爾蘭 660 座、

加拿大 125 座，其餘的 43 座分散在澳洲、紐西蘭、加勒比海、南非和斐濟等。詳見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 Home/ Publications/ Carnegie Reporter/ A Short history of 
Carnegie Corporation’s Library Program http://carnegie.org/publications/carnegie-
reporter/single/view/article/item/100/，201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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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內基圖書館的建築風格，允許與當地建築融合，而且都具有典

雅人文氣息的外觀，大部分的圖書館建築很獨特，其風格包括學院式、

義大利文藝復興式、巴洛克式、古典復興式，與西班牙殖民式等，其

外觀風格由各社區自行選定，但門口處都需設計有臺階與路燈，踏過

臺階代表跨入知識的殿堂，路燈代表光明智慧的象徵。但後來因為圖

書館建築興起矩陣模式，較有利於內部的書架陳列擺設（謝寶煖，

1999），因而讓此一具有人文氣息的建築風格，無法繼續延續，甚為

可惜。 

  根據賓斯基（George S. Bobinski）1990 年的調查報告，調查全美

現存 1,315 座卡內基捐贈的圖書館建築體，仍維持圖書館功能使用的

只有 744 所，佔 56％，而建築風格仍然為當年原貌未加改建的，更僅

剩 250 座，不到五分之一（Bobinski,1990）。卡內基圖書館固有建築

體的消失，已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圖書館學家與文化資產學界呼籲要

將卡內基圖書館，作為美國的一個重要文化襲產予以保護，已有許多

卡內基圖書館被登錄在美國《國家歷史名勝遺產名錄》（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y Places），是美國社會與文化的寶貴公共資產（陳

劍光，1994）。     

二、卡內基圖書館的時代意義 

  卡內基的圖書館事業規模並不亞於他原來的鋼鐵事業，他採用的企業

化的經營管理模式，例如制式的申請表格、專人的詢問窗口、各項計畫補

助審查、規格化的撥款比例、自籌的相對比例等，後來更將捐款成立基金

會，讓經費交由社會賢達全權運用管理，是開創美國信託慈善基金的首例

（李欣穎，2006），在當時獲得了「科學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

或「現代慈善」(modern philanthropy)的美名（陸月，2003）。意為捐款非

錦上添花的行徑，而是透過有計畫、有組織的方式讓社會與民眾獲得更大

的回饋。 

  這樣結合社會科學理念的慈善模式，成為後來 20 世紀的公益事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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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透過「科學管理」方式，為公益事業從事科學化與現代化的運作，

跳脫傳統的救貧與救急的方式（Milton,1988），逐漸讓輿論與民眾普遍接

受此一新觀念。 

  華爾（Joseph Frazier Wall）述及當時美國的地方政府、學校或教會等

機構，為能符合卡內基所定下的申請補助條件，紛紛健全組織架構、檢討

組織章程、整頓財務重編預算、調整政策等作為，以期獲得卡內基的捐款，

甚至被要求提供數據報表，或事後提出表現成果以資證明，這些都是現代

基金會的基本運作模式。 

  卡內基不願意慈善捐款成為社會的另一新負擔，也就是讓人產生惰性

或依賴，他認為慈善捐款應明智地選擇投資項目，可以提供環境和機會，

讓有能力的人透過自身努力而出頭，因此他自己所訂出的捐款贊助機構為：

大學、圖書館、醫院、公園、表演廳、游泳池和教堂管風琴（陸月，

2003），著重在支持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用於身心教化的工作。 

  進一步把社區圖書館納入政府的文化建設規劃中，讓政府每年提撥固

定預算來維持圖書館的營運，這項讓政府必須承諾日後由稅收中提撥相對

補助款的制度，對於將圖書館的營運列入政府的預算項目，現代公共圖書

館被定義為一個全民文化教育機構，尊崇並傳播知識，附有對社區文化教

育的任務，多數卡內基圖書館由政府從稅收中撥款維護，提供常年營運經

費、並聘任受過專業訓練的館員管理，免費對所有居民開放，公共圖書館

已成為美國社會不可或缺的生活重要環節。 

  很明顯地，卡內基的慈善事業主要以傳播知識、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為

宗旨，推動了美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尤其是公共圖書館體系的建立，對

於美國及全世界教育、科技和文化的進步，都產生巨大且深遠的影響。 

  1876 年成立的美國圖書館學會，由於成立不久仍在摸索階段，組織制

度不健全、專業人才不多、專業標準尚未建立等，面對著公共圖書館的建

設黃金時代，卻無法提供任何實質上的專業協助或諮詢，更遑論協助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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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導公共圖書館建築的進行，在這場跨世紀圖書館快速成長的黃金期，

始終沒有發揮任何影響力，沒有能夠及時建立各項有效的專業規範和制度，

因而刺激美國圖書館學會內部自我反省，檢討專業業務的各項標準，從此

快速發展各項圖書館專業素養。 

  此後，卡內基基金會和美國圖書館學會就展開更多的合作，卡內基基

金會提供經費，讓美國圖書館學會發揮更多的專業調查與研究，後來出爐

的調查報告和出版品對於美國圖書館專業知識的普及與發展，和世界的圖

書館事業都產生重大的影響。 

  卡內基的慈善捐款舉動對當時與後世的美國富豪也產生影響，同時期

的洛克斐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等也都從事各種的

捐款，或成立基金會、或捐博物館、學校與醫院等；美國國會於 1913 年

開徵所得稅，一直要到 1935 年才通過對慈善捐款的個人和公司實施減稅

優待的法律（陸月，2003）。卡內基對於個人財富處理方式的觀念，長久

以來一直影響著美國社會，甚至到下一個世紀仍然有捐贈圖書館的案例。
13 

伍、 結語 

  卡內基捐贈公共圖書館是一項規模龐大、影響廣泛、意義深遠的慈善

事業，因為他堅持企業家應有責任和道義，在他們去世以前將所有財富，

透過明智地、有計劃地回饋給社會，而且不能鼓勵社會產生惰性和依賴，

對於能夠傳播知識和推廣文化的慈善事業最為熱衷，其中尤以圖書館為最，

因為卡內基認為公共圖書館，可以讓那些出身貧窮，但有理想與能力的人，

獲得自我學習與教育的機會，也是促進美國人人平等，和推動民主社會的

重要機構。 

                                                            
13參見林鎮民譯，《世界圖書館紀行》，頁 222。例如 Nike 創辦人之一的菲爾奈特(Phil 

Knight)，捐獻母校奧勒岡大學美金二億三千萬元，建造一所「耐吉圖書館」；曾經蟬聯

多年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茲，也是每年捐款興建世界各地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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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內基捐贈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可說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創舉，

在美國境內建設了 1,681 座公共圖書館，創造了美國圖書館發展史上的卡

內基時代。在經過一百年後重新檢視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公共圖

書館在政府、民眾和以卡內基為主導的捐贈計劃，三方共同努力和扶植下，

獲得了大幅度的進展，公共圖書館的成功，還刺激了全民公立免費教育的

訴求與普及。     

  卡內基對於捐贈圖書館獨創的模式，代表他深思熟慮的結果，是探索

如何讓慈善事業能夠永續經營的先驅，而非一廂情願以捐款作為目的，他

經營慈善事業一如經營企業般具有效率與成績，在眾多的促進文化教育發

展的慈善事業中，公共圖書館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在成立卡內基基金會後，

對於公共圖書館事業依然持續關注，注重調查研究並根據研究建議，也開

創了美國現代圖書館服務的新理念，美國圖書館事業與卡內基基金會的發

展產生密切的聯繫。 

  卡內基生逢美國歷史上的重大轉型期，政治的改革、經濟的飛躍發展、

社會改革思潮等，讓美國由農業國家進展成工業化國家，卡內基就是實現

「美國夢」最典型的例子，從一個貧窮的蘇格蘭移民，經過個人的努力和

奮鬥，加上「運氣與勇氣」，成為美國的鋼鐵大王，但其對於財富的觀念，

卻深深影響當時與後來的美國社會，尤其數量龐大的卡內基公共圖書館，

更是影響為數眾多的美國人民，因此而獲得「圖書館守護者」的美譽（黃

芳田，2008）。 

  綜合而言，卡內基圖書館在教育未普及的時代裡，許多窮人家庭的小

孩還無法接受到免費的教育時，到卡內基公共圖書館變成為他們獲取知識

的唯一途徑，公共圖書館不啻幫助實現個人生命價值與社會正義的機構，

而他大量捐贈圖書館，普及平等與免費的知識獲取權，就是消除愚昧、推

展文明進步的善舉，是美國社會最寶貴的公共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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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美國移民的主要來源（1820-1950 年） 
 

序位 國別 人數 洲別 
1 Germany 6,248,529 歐洲 
2 Italy 4,776,884 歐洲 
3 Ireland 4,617,485 歐洲 
4 Great Britian 4,386,692 歐洲 
5 Austria-Hungary 4,172,104 歐洲 
6 Russia 3,343,895 歐洲 
7 Canada and Newfoundland 3,177,446 北美洲 
8 Sweden 1,228,113 歐洲 
9 Mexico 838,844 中美洲 
10 Norway 814,955 歐洲 
11 France 633,807 歐洲 
12 West Indies 496,686 中美洲 
13 Greece 439,587 歐洲 
14 Poland 422,326 歐洲 
15 China 398,882 亞洲 
16 Turkey 362,034 亞洲 
17 Denmark 340,418 歐洲 
18 Switzerland 306,227 歐洲 
19 Japan 279,146 亞洲 
20 Netherlands 268,619 歐洲 
21 Portugal 263,467 歐洲 
22 Spain 173,021 歐洲 
23 Belgium 170,374 歐洲 
24 Romania 158,021 歐洲 
25 South America 143,133 南美洲 
26 Czechoslvakia 128,360 歐洲 

資料來源：Oscar Handling, Immigration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History 

（N.J.: Prentice-Hall Inc.,1959）,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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