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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知

新視界

新思路

新起點

成功不可以複製，但可以學習；未來無法預測，但可以創造！
常常在網路上看到同道們對圖書館新知的介紹不遺餘力，有關此類的資訊、
看法散見各處，如果能更有系統的整理和發表的園地，相信會有加乘的效果！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自西元 2008 年起特闢「國際新知」專欄，介紹國外
圖書館的經營典範和大小創意，供國人參考。
希望大家能共襄盛舉，一起灌溉此園地，從趨勢看未來！
有興趣者請洽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楊美華教授
(E-mail: mhyang@nccu.edu.tw
Tel: 02-29393091 轉 62952)

歷史與現代的交會：亞力山卓圖書館
（Bibliotheca Alexandrina）
Bibliotheca Alexandrina :
The Overlap of History and Modern World
梁鴻栩
Hong-Shiu Liang
淡江大學圖書館館員
Librarian, Tamkang University Library

壹、前言

不只是它是亞歷山大大帝所建造，也不
只是因為它培育出了阿基米德、歐基里
德等偉大的學者，而是在亞力山卓裡曾
有過當初世界最大的圖書館：亞力卓圖
書館（Bibliotheca Alexandrina）
。

與其它古埃及城市比較起來，位於
埃及北邊臨地中海僅有 2000 多年歷史
的“新”城市—亞力山卓，對身為圖書
館員的我們而言，是獨具意義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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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燒毀，有人認為是全毀的厄運，凱撒
死 後 ， 執 政 者 馬 克 ． 安 東 尼 Mark
Antony 從貝迦蒙圖書館（Pergamum）
運來 2 萬冊的圖書給克莉歐佩特拉以賠
償損失，而亞力山卓圖書館也移至較小
的圖書館裡，就在地獄之神 Sarapis 像
旁邊。
至公元 391 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
（Theodosius I）信奉基督教，下令把
偶像毀壞，同時也破壞了旁邊的圖書
館，事隔 300 多年，阿拉伯將軍艾默
（Amr）受命燒毀所有的圖書，並把它
當作浴場的燒料，燒了 6 個月才燒完。
在這些愚蠢狹隘的權力交替過程
裡，最不幸的莫過於古埃及的文化與著
作消失殆盡，古埃及的歷史，也隨著
「埃及史」的遺失而消失了十多個世
紀，古埃及文也直到 19 世紀才被解譯
出來，而圖書館保存的功能與使命，在
大時代裡，仍是無力對抗暴力，古時如
此，現今也是如此，近年出版講述伊拉
克巴格達戰爭中損毀圖書故事的童書
「巴斯拉的圖書館員」，再次証明在戰
爭下圖書館欲保存的無力?文明建立需
要 3000 多年的時間、要廣大的土地、
眾多的人民，而毀壞卻只需要使用六個
月的澡堂……。

圖一：圖書館前廊與亞歷山大頭像

亞力山卓圖書館是當時古文明中全
世界最大的圖書館，藏有各種圖書或是
手抄本 70 萬卷之多，當然，以現今標
準並無特異之處，一般有規模的大學圖
書館都能收錄超過百萬冊的實體藏書，
但若將時間觀置於 2000 多年前，在沒
有印刷術、沒有大型出版商的年代裡，
一本手抄本的價錢可供一般人一年生活
之用，圖書館能擁有高達 70 萬冊的手
抄本與圖書，已能收錄了幾乎所有的古
希臘著作和部份東方的典籍，對基督徒
而言，據說舊約聖經是於此翻譯為希臘
文版本，使亞力山卓圖書館在西方文明
的地位又是不同。
古亞力山卓圖書館的毀壞，許多人
認為是凱撒大帝進攻埃及時因使用火攻
所燒毀，但是若以較宏觀的角度來看，
埃及、羅馬、甚至古時的基督徒和阿拉
伯人都要負些責任。當初凱撒於西元前
48 年進攻埃及時（為了有名的埃及豔
后克莉歐佩特拉 Cleopatra 的王位之
戰），採用火攻，戰火波及了亞力山卓
圖書館，有學者認為四萬冊圖書在其中

貳、歷史與現代的交會
終於，隔了 1500 多年後，要求重
建的聲音終於開始響起，西元 1970 年
由一些亞力山卓的大學教授提案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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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援而開始動
工，於五百多件的參賽作品中，選出了
挪威史諾赫特（Snohetta）建築設計公
司為他們重建的藍圖。他們以圓筒形的
建築體為主，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
上，建築師認為圓形象徵知識的一致性
與完美，能使圖書館呈現出一種獨特、
壯觀的感覺，在頂部的材質上，選用鋁
合金玻璃製成，象徵未來，是電路板得
到的靈感。而在外牆上，刻了不同大小
的文字和符號，象徵人類的文化。

圖三：位於圖書館旁的立體電影院，也是屬於圖
書館的一部份

內部空間配置上，亞力山卓圖書館
在閱覽空間與藏書空間以簡潔的形式，
將二個不同屬性空間緊密的結合。閱覽
空間以一個整體的大空間的方式集中在
一處，同樣的以層層退縮的平台方式來
處理，置身其中，宛如在一個大型階梯
空間裡閱讀，最低點則配置在面對海灣
的方向，共有 14 個如階梯般的平台，
最底階與最高階的閱覽空間高差達 20
多公尺，配合向海灣傾斜的圓盤式屋
頂，以單一完整的圓形將閱覽空間涵蓋
在其中，屋頂以鋁合金為材質，並開口
採光，天氣好時，幾乎不需另外使用燈
光。而書庫空間，則巧妙的利用閱覽空
間的各層樓高度之差，放置在閱覽室底
下的空間，其中每層書架均有日光燈做
為照明，筆者身在其中時，向外有極其
廣闊的視野與空間感，令人視野大開，
向內見書庫區時，又現代感十足，自然
與科技相諧營造出不同的閱讀氛圍。

圖二：共有 120 種已知的語文符號於牆上

新建的圖書館使用面積高達八萬五
千平方公尺，高有 11 層樓，包括圖書
館本館、青年圖書館、盲人圖書館、手
抄本陳列館、天文館、古籍博物館、此
外還有文化中心、圖書資訊研究部門、
國際資料研究學院、會議中心以及立體
電影院等，綜合了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
的各項功能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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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書庫區與閱覽區

圖七：此圖可見書庫均於平台下方，也可見到屋
頂的自然採光

除了 800 多萬冊的包括以英文、阿
拉伯文為主體，部份為各國語文的館藏
外，亞力山卓圖書館同時也積極參與許
多國際型的研究計劃與活動。在數位化
方面，參與 The Million Book Project
（百萬圖書計畫），該計劃與美國的卡
內基美隆大學（CMU）
、中國的浙江大
學、印度的印度科學研究院合作，已將
150 萬本書數位化並正式上線提供檢
索。在閱讀推廣方面，該館館長 Dr.
Ismail Serageldin 於西元 2007 年與澳洲
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俄羅斯國家
圖書館四館與其它單位在上海共同發佈
「當代閱讀宣言」，宣告閱讀是人類最
高精神的體驗：「我們堅信，離開了紙
張，人類依然可以觸摸衣冠文物的靈
魂。從竹簡、羊皮紙、紙張到電子書，
介質永遠在變，但閱讀作為人類最高精
神體驗模式的地位，卻從未被根本撼
動。」

圖五：書架邊均有日光燈照明，充滿現代感

圖六：階梯般的空間設計，寬闊的閱讀空間感

121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四卷第三期 / 97 年 7 月

參、過往與現今榮耀的交會

History 15, 1999, S. 5-12.

在筆者於埃及的 16 天裡，從南到
北，處處可見埃及古文明從數千年流傳
至今的榮耀片段，不論是金字塔的宏
偉，或是博物館內文物的精緻度，亦或
是神廟的壯闊總是令人咋舌不下，然
而，相對於市區現今略顯破敗的光景，
總有種今非昔比的感覺。直到了亞力山
卓圖書館，在這個處處可見羅馬時代的
遺跡的城市，歷史與現今的榮耀終於找
到了交會點，圖書館在此証明了文化與
知識，是能不分時空而流傳再現的永遠
資產，身為一個圖書館員，竟因著這個
圖書館而與有榮焉，不是為著建築、不
是為著巨額的經費，而是因為身為一名
數千年來參與知識流傳的圖書館員引以
為傲。
若至埃及，除了金字塔、神廟外，
別忘了到亞力山卓圖書館，見證知識數
千年來的流傳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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