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館 李明俠專門委員兼讀者服務組組長 

 

一、緣起 

    2018 年 2 月 1 日(四)林聰敏館長收到山東大學圖書館楊錦先副館長電郵，邀請

到山東大學短期訪問，館長於 2 月 5 日(一)回覆，敝館與個人都非常支持兩校兩館

之往來互動，十分贊同楊副館長的看法且樂意接受邀請，但因授課時間較難異動，

希望能在四月初學術交流週放假期間啟程訪問。經過數次電郵磋商，敲定 2018 年

4 月 1 日(日)至 4 月 5 日(四)應邀前往山東大學圖書館學術訪問，館長也邀請我一

起去山東大學圖書館。 

    楊錦先副館長電郵表示根據山東大學圖書館聘請專家短期來訪工作慣例，來

訪期間會安排一場圖書館的專業學術報告，以及一次座談。館長和我討論之後，

就由我負責學術報告。經過幾天的思考，決定以「臺灣地區大學圖書館聯盟現況

與省思」為題，準備 50 張～60 張 ppt，為時 60 分鐘的口頭報告。因距離參訪日期

不到一個月，就加緊腳步，除蒐集臺灣地區大學校院圖書館聯盟相關資訊外，但

知己也要知彼，所以，也利用中國期刊全文數據庫和萬方數據庫查詢，了解大陸

地區高校圖書館聯盟的發展。總算在 3 月下旬完成初稿，跟館長扼要說明，再加

以修正。我另外製作 17 張東吳大學圖書館簡介 ppt，也將 2004 年 10 月 25 日(一)，

東吳大學圖書館丁原基館長和幾位組長訪問山東大學圖書館，當時贈送《四庫全

書珍本》4800 冊珍貴照片列入，以詮釋兩校圖書館的情誼。 

3 月上旬，得知此次將一起至山東大學圖書館參訪還有中國文化大學圖書館吳

瑞秀館長，吳館長很熱心幫忙聯絡旅行社，代辦到山東濟南機票等事宜。 

    此次，行程有包括參訪山東大學青島校區圖書館，恰巧，館長認識任教於北

平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王建斌教授，王教授近幾年都會來東吳大學德文系進行短期

講課，目前，又在青島中德生態園擔任顧問。因此，館長和王教授取得聯繫，約

定於 4 月 4 日(三)上午參訪中德生態園。之後，就委請山東大學圖書館就近代為聯

絡，規劃當天訪問行程。 

    3 月 26 日(一)圖書館主管會議時，館長提到山東大學圖書館有電郵一份「山東

大學圖書館與東吳大學圖書館館員培訓專案協議書」草稿，希望能在訪問期間簽

訂。黃淑珍秘書特別強調提醒學校在兩岸簽訂協議書有一定的簽署流程(雙方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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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圖書館館務會議通過→上簽簽請校長同意雙方館長簽署，會辦國際與兩岸

學術交流事務處→兩岸事務中心報教育部核准→核准後雙方始能簽署)，不能魯莽

行事，尤其是協議內容尚待字斟句酌。因此，建議先請教國際與兩岸學術交流事

務處兩岸事務中心意見，達成共識後，在參訪期間互相討論，融合雙方歧見。如

雙方都可接受，在參訪結束回到國內，再來依程序完成簽署。 

    3 月 30 日(五)山東大學圖書館宗瑩老師貼心地傳來濟南和青島天氣預報，參訪

五天的天氣都不錯，但氣溫變化頗大，從高溫 31 度 C～低溫 4 度 C 之間流動，的

確，需要帶件厚外套禦寒。 

 

4 月 1 日(星期日)  

    在清風徐徐、芳菲正盛的愚人節，一早，就出發前往桃園國際機場，搭乘山

東航空公司 11:55 飛往濟南遙牆國際機場的班機。今天，不是出國熱門時段，機場

通關和安檢都很順暢，且搭乘這麼多次的飛機，還是第一次被安排在安全門旁的

位置，感覺與前排座位間的距離比較寬。飛機也很準時起飛，在 14:30 安抵濟南。 

    出關後，就看到山東大學圖書館楊錦先副館長，一起搭乘座車前往山東大學。

大約一小時多的車程，來到山東大學學人大廈，也就是今晚下榻處。 

    接風晚宴在校園內餐廳，本應是輕鬆愉快的餐宴，確沒想到發生驚嚇破表的

小插曲，不但讓現場的人嚇出一身冷汗，也讓海峽兩岸一些同事和朋友擔憂。而

我這當事人卻渾然不知，直到事後同行之人的敘述，才知短短幾小時，我已在黃

泉路上徘徊。事情經過是在餐宴快結束之時，我突然癱軟、昏迷，現場的人立即

幫忙將我平躺在地上，發現我直冒冷汗、手腳冰冷，且暫時停止呼吸，趕快實施

CPR，大家都不會，利用手機連線，聽從手機傳來的指示施作，餐廳趕緊聯絡救護

車，送往山東大學附屬濟南市中心醫院急救。先抽好幾管的血去化驗(收費票據顯

示做了 25 項化驗)，因當時大家都以為是喝醉酒，到醫院也是跟醫生說是喝醉酒，

所以，又做了電腦斷層掃描(5 張片子)，以確定腦和內臟是否有問題？接著吊點滴，

當我半夜醒來，發現是在病床上打點滴，腦筋一片空白，根本不知道到底發生了

什麼事？人怎會躺在醫院病床上呢？還好，清醒半小時之後，醫生檢查確定沒事，

表示可以出院回去休息，就由山東大學圖書館工作人員護送回學人大廈休息。 

    隔天，陸續有人關心此事，但聽完事件始末，卻表示這不應該是喝醉酒，應

是晚宴中有一道佳餚引起過敏，那就是油炸螞蚱。第一個說的就是晚宴的主人，

但他當時因醉酒先行離席，所以，並沒有目睹狀況，因此，當他說是吃螞蚱過敏，

我們也以為他是在安慰我們。之後，又有位山東大學領導說，當晚，他有去醫院

探視，回去和他的醫生太太提起，他太太馬上跟他說這是吃食物引發過敏性休克，

和酒無關。另有幾位也有相同的表示，因為，他們看過吃螞蚱過敏引起的反應，

和我的情形類似。至此，才大致確定是食物過敏引發這場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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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星期一) 

    經過一整晚的折騰，還能參加上午的學術講座，而且還上臺講了一小時，該

講的都提到，沒有遺漏，還蠻佩服自己的。 

 
【4 月 2 日學術講座，左三李明俠專委、左四林聰敏館長、左五山大李劍峰館長、左六文大吳瑞秀館長】 

    學術講座是由山東大學圖書館李劍峰館長主持，該館部主任以上幹部和部份

業務人員參與，本人和中國文化大學吳瑞秀館長，分別進行了一場講演。首先，

由我先上場，先以「東吳大學圖書館簡介」開頭，再以「臺灣地區大學圖書館聯

盟現況與省思」為題發表，先說明圖書館聯盟的定義，以及它的興起。並將臺灣

地區大學圖書館聯盟分成“館際合作組織”、“圖書資源合作採購聯盟”、“館際聯盟”

和“校際聯盟”來說明。館際合作組織主要提到「中華民國科技圖書館及資料單位館

際合作組織」、「中華人文社會科學圖書館合作組織」和「大陸資料館際合作組織」，

三者到了 1999 年合併成為「中華圖書資訊館際合作協會」，也講到比較少人知曉

且成立大會是在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行的「中華民國法律資訊交流合作組織」。 

    圖書資源合作採購聯盟有五：「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聯盟」、「臺灣電子

書供給合作社」、「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料庫聯盟」和「靜

宜大學圖書館聯盟」。 

館際聯盟則包括「八芝連館際合作組織」、「高雄地區大學圖書館聯盟」、

「中部大學圖書館聯盟」、「私立綜合大學寒暑假圖書互借服務」、「文山區大學圖

書館聯盟」、「北區大學校院圖書館聯盟」、「六校快速館際合作」和「臺灣博碩士

論文雲端書庫全國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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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聯盟有「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北二區教學資源中心」、「桃竹苗

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高

東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北區技專院校教學資源中心」、「中區技職校院教學資

源中心」、「技職校院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臺灣聯合大學系統」、「臺灣教育

大學系統」、「臺北聯合大學系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優久大學聯盟」、「泛

太平洋大學聯盟」、「國立台灣大學系統」和「國立台北專業大學聯盟」。 

在介紹各聯盟合作項目之後，接著說聯盟的作用--互利互惠，互補互缺；共同

採購，節省經費；經驗分享，館員成長；建置平臺，解決問題。聯盟所衍生的一

些問題--章程制度、人力資源、經費保障、服務模式、技術規範和平臺建設。最後

總結聯盟所帶來的省思--確定聯盟發展目標、推動館藏合作發展、打造穩定經費保

障、關注法律相關議題、保障各館地位公平、凝聚成員館向心力和開展大數據新

服務。 

【李明俠專委以「臺灣地區大學圖書館聯盟現況與省思」為題發表】 

    中國文化大學吳瑞秀館長則介紹臺灣地區的大學機構典藏和建置中國文化大

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資料庫始末。 

    下午，安排參觀山東大學博物館 

（如右圖）、校史館和蔣震圖書館。博物

館位在中心校區知新樓 A 座 27 層，展覽

面積約 800 平方米，展出的絕大部分文

物是由山東大學考古學系師生在歷年的

考古教學實踐中發掘出土的數萬件文物

中的精華。 

    展廳以各時代的遺址發掘為主軸，

我們就跟著講解員依序參觀，探索五千年來的華夏文明精華，主要包括：文明之

光、東方重鎮、邿國尋蹤和春華秋實四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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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之光”呈現的是海岱地區史前時期的主要遺址。包括距今九千年左右屬於

後李文化的月莊遺址，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周河遺址和龍山文化時期的尹家城遺址、

兩城鎮遺址和丁公遺址。 

    “東方重鎮”則介紹海岱地區商文化最具典型性的遺址—大辛莊遺址，此遺址入

選 2003 年度六項最具學術價值的考古新發現，同時入選 2010 年度中國十大考古

新發現。 

    “邿國尋蹤”說明濟南長清仙人台邿國貴族墓地，此墓地發現的青銅器、玉石器、

骨角器、陶器等各類文物 300 餘件（組）。其中青銅禮器和樂器 110 件，器形碩大，

鑄造精美，7 件鑄有銘文，這一重大考古發現解決了歷史上延續了兩千多年的邿國

地望之謎。 

    “春華秋實”是關於考古學系發展史的簡單介紹，從 20 世紀 30 年代山東大學師

生的第一次考古發掘，到考古學系成立後歷年的考古教學實踐，通過照片和實物

來體現考古學系師生學習工作的縮影。 

    接著下到位於第 22 層校史館參觀，該館展覽面積 800 平方米，隸屬于山東大

學博物館。校史館展覽以時間為序，以不同時期的典型人物貫穿，共分 12 個部分。

包括：序廳、山東大學堂、省立山東大學、國立青島大學、國立山東大學、齊魯

大學、山東大學、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新山東大學以及山東大學名人

牆和結語。利用圖片、視頻、繪畫、名人牆和實物，讓參觀者領略山東大學悠久

的歷史、坎坷的經歷、曲折的演進，深邃的內涵和厚重的文化。這裡還典藏有袁

世凱奏請清廷創辦山東大學堂的奏摺和朱紅御批，參觀之後，或多或少瞭解到山

東大學的歷史，也能當成本校未來發展校史室的參考。 

    離開了校史館，來到了位於知

新楼 D 座的蔣震圖書館（如右圖），

主要是要來看看 2004 年 10 月，本

校贈送山東大學圖書館《四庫全書

珍本》4800 冊現況（典藏狀況如次

頁右圖）。山東大學圖書館表示，在

這 14 年的時間裡，此套圖書惠及文

學院、儒學高等研究院、歷史學院、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等多個研究機構的學生和老師，為相關研究者提供了文獻的

便利。並為《山東文獻集成》、《清人著述總目》、《國家級精品課程建設》、《中國

神韻詩史》、《中國傳統文學修養》提供重要文獻支持。也順便參觀古籍和地方志

特藏書庫，書櫃都採用樟木製作，而北方天氣也比較乾燥，未見有特別加強除濕

設備。管理上也頗嚴謹，特藏書庫有兩道門，門鎖鑰匙分由兩人保管，也就是要

進入，必須兩人都在場開鎖才能進入。參觀蔣震圖書館之後，已近黃昏，就回學

人大廈略事休息，準備參加另一場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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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星期二) 

    拂曉時分，覺得身體狀況還不錯，趁早餐前，

逛逛校園，走到山東大學校門口往內望，中軸線

正對著中心校區圖書館。校園內，枝葉扶疏，花

團錦簇，點綴著幾位對山東大學學術有所貢獻的

名人塑像，如歷史系八大教授群雕(八馬同槽：

楊向奎教授、童書業教授、黃雲眉教授、張維華

教授、陳同燮教授、鄭鶴聲教授、王仲犖教授、

趙儷生教授)、聞一多、臧克家、成仿吾、王普、

以及馮沅君和陸侃如夫妻等等，整體校園環境感

覺蠻不錯的。 

    上午，參加在中心校區圖書館三樓會議室舉辦的座談會，由楊錦先副館長主

持，圖書館和各分館(包括蔣震圖書館、洪家樓校區圖書館、趵突泉校區圖書館、

千佛山校區圖書館、興隆山校區圖書館和軟體園校區圖書館)都派有代表參與。大

家提出圖書館經營上的一些問題，互相切磋商討。有提到圖書經費分配、推廣活

動的內容、機構典藏的建置、空間如何規劃、學科服務的進行和人才培訓等等問

題，暢所欲言，兩小時的時光似乎瞬間就消逝了。館長也利用空檔時間和楊副館

長討論協議書內容，表達東吳大學的意見，楊副館長充分理解，將會將此資訊轉

達相關人員討論，再作定奪。 

下午，搭乘 13:19 美麗大荔號高鐵前

往即墨北站，車程約 2.5 小時，到達後，驅

車前往山東大學青島校區圖書館（如右圖）

參觀。該館 2003 年建成使用，大樓主體 12

層，面積 2 萬平方米，中庭挑高 11 層樓，

目前啟用二至七層和地下一層，每週開放

時間達 98 小時。館藏圖書以法律、生物科

學、環境科學、地球科學、航空航太類為

主。館內有閱覽座位 1,749 個，採取座位管理系

統來規範和維護閱覽秩序。電子閱覽區有電腦 80

台，並設有 4 個小型獨立可預約的研討空間，配

有投影儀、液晶電視。館內還配備智能自助借書

機、書籍殺菌機、鋼琴、庫克留聲機、朗讀亭（如

右圖）等設備。因還有 5 層樓的空間尚待規劃，

目前，朝向 AR、VR、3D Printer、創客空間和咖

啡區等研議中。走訪之後，真的是羨慕它的空間，

夠寬敞、沒有壓迫感，不憂館藏空間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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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校區還在建設中，今晚，入住的教師公寓設備就比不上濟南的學人大廈。

我們分配到五樓，沒有電梯設備，必須靠雙腳走樓梯上去。單人房空間不大，洗

澡熱水供應還需利用儲值卡才能使用，電視也無法開啟，但至少房間設備蠻乾淨

的。 

 

4 月 4 日(星期三) 

    起個大早，有點寒，到校園走走，黃色的連翹花和粉紅的櫻花處處開，和它

們來張美麗的合影。學校餐廳很寬敞，有七、八道窗口，依自己喜歡的口味，各

取所需，不會人擠人，而且都是用感應刷卡付款，不收現金，結帳速度就很快。 

吃完早餐，約 8 點半，搭車前往黃島中德生態園，途經膠州灣跨海大橋，該

橋起自青島主城區海爾路，經紅島到黃島，大橋全長 36.48 公里，是目前世界上已

建成的最長的跨海大橋。下橋後，約十幾分鐘就到了中德生態園。 

中德生態園為中、德兩國政府共同打

造的具有可持續發展示範意義的生態園區，

將發展成為國際園區、生態園區、示範園

區、智慧園區、宜居園區和活力園區。至

今，已有 150 多家中外企業聚集於此，其

中不乏世界 500 強和眾多德國隱形冠軍企

業，以及引領行業發展的新科技。抵達時，

由投資促進局王增蓮局長接待，首先，搭

車逛一下園區，並解說各項設施。最後，

來到一座以白色為主基調的“卵石形”建

築--被動房技術中心，該中心建築總面積 13,768 平方米，地上 5 層，地下 1 層，最

神奇之處在於能實現夏季無需空調，冬季無需供熱，常年保持恆溫、恆濕、恆氧、

潔淨等舒適環境。這棟建築每年節約能源消耗 130 萬千瓦，相當於每年節省能源

費用約新台幣 230 萬元，並且每年降低碳排放 664 噸。在此，我們觀賞被動房簡

介影片，並由導覽員解說中德生態園的過去、現在和未來發展。應是我孤陋寡聞，

當第一次聽到“被動房”時，真的有點丈二金剛摸不著頭緒，聽完解說才大致上理解。 

    下午，從青島北站搭乘 15:27 高鐵回濟南，出了車站，已是華燈初上，飢腸轆

轆，楊錦先副館長帶我們到大明湖畔一家正宗魯菜餐廳—閆府私房菜，點了幾道

傳統的經典魯菜，九轉大腸，大腸都站立，搭配有西瓜小黃瓜；爆炒腰花，號稱

18 秒出鍋，但口感似乎不太合乎我們的胃口；糖醋鯉魚，色澤金黃，外焦裡嫩，

香甜酸醇，但似乎火侯沒抓好，裡面部份的魚肉冷冷的；以及一道老濟南油旋，

外皮酥脆，裡面軟軟，真的從沒吃過這玩意，一餐下來賓主盡歡。飯後順路去大

明湖走走，也許是夜晚，天又冷，遊客稀稀疏疏，頗冷清的，在加上今天身體不

適，提不起興緻，感覺不出大明湖夜的美。 

【聰敏館長(左)和中德生態園趙士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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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5 日(星期四) 

    天還沒亮，頂著 3 度 C 微雨的天氣，整裝出發往濟南遙牆國際機場，搭乘上

午 08:25 飛往臺灣班機，10:40 飛抵桃園。也許經過急救，再加上濟南和青島溫度

低，身體有點不舒服，在機場體溫測量儀器前生平第一次被攔下，耳溫槍測量為

38 度 C，有發燒現象，問了一些問題，填一張表格，叮嚀之後會有衛生人員與我

聯絡，就放行。和兩位館長道別後，就搭乘國光號回台北。 

二、後記 

在這 5 天緊湊的行程，卻經歷人生許多的第一次，能平安回到臺灣，真的要

感謝上天的眷顧。 

    當我在 2006 年 4 月初參訪蘇州大學圖書館，和在 2007 年 9 月訪問過澳門大

學圖書館、深圳大學城圖書館(為北京大學、清華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研究

生院、南開大學深圳金融工程學院和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共同擁有的圖書館)和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館，以及 2015 年 6 月到延安大學圖書館，當時的感想就是硬體

設備不輸臺灣，但在對讀者服務的熱忱和態度還無法達到臺灣的水平，歸究其原

因可能是圖書館專業人員比例偏低所造成。這次來到山東大學圖書館，覺得對方

在服務品質雖還不能和我們相比，但已有進步。或許，山東大學圖書館盼能精益

求精，才會希望兩館能建立管道，讓館員短期互訪，碰撞出火花，燃起熱情，帶

動更優質的讀者服務。至此，也有些許的感慨，依稀記得大約是從 1993 年海峽兩

岸的圖書資訊界才開始交流，短短的四分之一的世紀，臺灣圖書館界在軟硬體的

優勢已逐漸在喪失了，如還在層層設限，故步自封，很快地，我們可能會失去領

先的地位。 

    現今，科技的日新，資訊的流動，像一道洪流，一直的往前推進，促使圖書

館的經營也是不斷地在求新求變。因此，圖書館之間的館際交流，更是有其存在

的意義，可以互相觀摩與學習，彼此推動向上提昇的動力。當我們身處於圖書館

流失讀者的年代中，探索圖書館的新服務，傾聽讀者的心聲，重新讓讀者感受到

「人的溫度」，來到圖書館，知道圖書館，瞭解圖書館。 

未來，圖書館會改變的，為了存續下去，它一定要改變，這也是圖書館經營

者重要的職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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