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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圖書館行政制度很難原封不動而全盤移植，否則將發生傳貌傳形難傳神的反效果，本館第十

二任館長臨危採行的權宜措施，引發一個土生土長的圖書館產生認同危機與調適困難的現象，更

延伸三十多年來機關改制爭議問題的間歇不斷。然而，制度是成長的而非被製造的，本文乃還原

史實，並期望國立臺灣圖書館早日完成法制化作業，藉資避免無謂糾葛。 

The library administrative system could hardly be totally transplanted. Otherwise 

an adverse effect may be brought out for not being able to transplant the spirit of 

the system. When facing danger of being dissolved, the 12
th
 director of this library 

adapted an expedient policy which led to another problem of organization reformation 

for over 30 years. System developed but could not be made up. This essay restores the 

history and expects the legalization of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to avoid unnecessary 

disputes. 

 
【關鍵詞 Keyword】 
 雙重監督；軍事圖書館；學徒式；任務編組；專業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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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都德小說最後一

課的翻版 

緣於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

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臺灣省議會

曾有要求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遷徙省垣

建議，經研商遷館臺中或移轉臺北市

府，唯該二機關僅接納館藏而不納編職

工，雖當時本館第十二任館長袁金書鍥

而不捨、力挽狂瀾，只勉強保住現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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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繼續留臺北的工作權利而已（註 1）。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未能改名為國立臺

灣圖書館，反而體制的完整、組織的特

性皆遭嚴重破壞，考其原因不外有三： 
教育部長蔣彥士貫徹掃除臺獨思想政

策，採權宜之計將本館納入國立中央

圖書館（註 2）。 
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袁金書四處奔

走，僅為改名及留在臺北上班，忘記

將新年度概算送立法院及省議會審議

（註 3）。 
省立臺北圖書館員工皆渴望留任臺北

操持館務，無法接受臺中市、臺北市

只要館藏拒卻館員作法。 
就在這樣的凝重氣氛下，主管機關

援引民國三十四年（西元一九四五年）

十月二十七日公布之國立中央圖書館組

織條例第八條，勉將臺灣省立臺北圖書

館劃歸央圖管轄，自此臺灣省立臺北圖

書館規程廢止（民國三十七年發布，民

國四十三年、民國五十二年兩度修

訂），民國六十二年（西元一九七三

年）七月一日奉命改名央圖臺灣分館，

並於同年八月二十九日發布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暫行組織規程。職是，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概念誤用之始就

從袁金書館長主政時期算起，不久，袁

氏提早退休，省立臺北圖書館時代乃走

入歷史（註 4）。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十

時，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移交國立中央

圖書館手續，於新生南路四樓中正廳舉

行，袁金書代表省立臺北圖書館、諸家

駿代表國立中央圖書館，在共同監交人

省教育廳主秘聶鍾杉、教育部社教司長

謝又華見証下，不對等的完成接收手

續。蓋央圖當天派採訪組主任胡安彝收

受大印，於是改隸拍板定案，胡繼任為

本館第十三任館長，此與民國三十四年

十一月一日范壽康接收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相比，乍觀之下，雖皆屬內地文化和

本土文化的融合，然袁金書的移交卻種

下本館行政運作上雙重監督（Dual-
Supervision）的惡例，央圖臺灣分館新

生南路時期從民國六十二年迄民國九十

三年（西元一九七三年至西元二○○四

年），總計三十一年，歷經五位館長（從

第十三任至第十七任），胡安彝是央圖

分館新生南路時期經營的首例，渠任職

四年半，後期臥病在床，約有十一個月

由章以鼎先生代行第十三任館長職權，

以史為鑑可知興替，瞻望未來，本文以

還原真實的態度扼要敘述央圖臺灣分館

新生南路時期前五年館務經營之實況，

以見証這段備極滄桑的本館近代史。 

貳、將門後代的胡安彝館長 

胡安彝，字德川，湖北省禮山縣

人，民國六年（西元一九一七年）十二

月廿九日生，民國六十七年（西元一九

七八年）八月十四日病逝於臺北，享年

六十二歲。幼承庭訓，兼習詩書琴畫，

其父胡瑩堂為空軍備役將領，政府遷

臺，轉任公職，再任民間企業顧問。安

彝有乃父之風，於四川成都就讀光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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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校中文系畢業後，即與群書為伍。

兹就胡先生抗戰前後、國府遷臺兩階段

和圖書館事業的因緣，分別略述如次： 
一、抗戰前後時期——堪稱「軍事圖書

館（Military Library）」前輩 
氏於大學畢業後，受父親餘蔭，順

利進入成都空軍士校任圖書館館員，迨

抗戰中期（民國二十九年，西元一九四

○年）升成該校圖書館主任兼教官，自

此以後，長年浸淫軍事圖書館，除參與

空軍士校圖書館創設，歷任空軍教官、

編譯、空軍總部圖書館組長、主任等，

抗戰勝利復員初期，亦親自研訂《空軍

圖書管理手冊》一書，為我國專門圖書

館裡之軍事圖書館前輩。 
二、國府遷臺時期——悠遊「大學圖書

館（University Library）」與「國

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兩

種職場 
氏於民國五十一年（西元一九六二

年）從空軍退役，應中國文化學院創辦

人張其昀邀請，延攬至華岡擔任大學圖

書館副主任，因家學淵源，旋升任中國

文化學院圖書館主任。 
民國五十六年（西元一九六七

年），國立中央圖書館對外招募人才，

初受聘為編輯、再陞遷為編纂、採訪組

主任等職，採訪組下區分中採股、西採

股與期刊股，故氏於南海學園舊中央圖

書館服務之際，徹底清理期刊股書庫，

令人耳目一新，並於任內刊行《國立中

央圖書館新到圖書目錄》。 
基於以上歷練，胡安彝轉向公共圖

書館服務伊始，即就任本館第十三任館

長之初，自央圖選任館內菁英擔任央圖

臺灣分館主任，胡選拔了鄭恒雄、宋建

成、章以鼎（合稱分館內之「總館四劍

客」）接掌組主任，與臺灣總督府圖書

館時期學徒式（Apprenticeship）養成

教育下推展館務的劉金狗、高必烈、陳

宏寬等人（註 5）形成雙軌融合並治格

局，鑑於袁金書館長末期，臺灣省立臺

北圖書館暮氣深沈，因陋就簡，胡館長

就任第十三任館長之初，從民國六十二

年十月二十二日接事之後，確有引進專

業人材，漸次鼎新革故，加強輔導臺灣

地區公共圖書館，舉辦各種展覽、藝文

活動，並整修館舍環境，極盡辛勞。短

短近五年間，臺灣分館起初似有一番新

貌（註 6），然其仍舊無法真正調理總

館、分館人員磨合的難題，旋至積勞成

疾，溘然長逝。 

參、胡安彝館長與央圖分館
新生南路初期之經營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改制臺灣省圖書

館館舍雖燬，館藏猶存，迨省立臺北圖

書館新館舍落成，本館不再寄人籬下，

疏散在外舊籍終於有家。前期有山中樵

（西元一八八二年至西元一九四七

年），後面有劉金狗（西元一九○四年

至一九八九年），開始整理佚失書籍

（註 7），迨省立臺北圖書館在袁金書

時終結，胡安彝開啟偏安的央圖分館新

生南路時期，仍著手整編特藏資料未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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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忽，故胡氏在職接近五年間，主要表

現有下列四項措施： 
一、成立盲人資料中心任務編組（Task 

Force） 
本館改隸後，於民國六十四年（西

元一九七五年）七月正式成立盲人資料

中心，提供視障者服務，只要視障者提

出申請借閱，本中心便將所需資料郵寄

到家。由於籌備之初缺乏專業人員製作

點字書，爰央請臺北啟明學校、臺中啟

明學校、私立惠明學校、臺灣盲人重建

院協助製作，鑑於是類特殊讀者日增，

遂於民國六十五年起委請淡江大學啟明

社錄製有聲圖書，同年九月起開放借閱

服務，期間為求達到自製盲人讀物的目

標，本中心開始添購點字機、熱印機，

進一步籌劃錄音室，開始自行出版點字

書及直接製作有聲書，且逐年擴充設

備、人員、場地。因之，到第十五任館

長朱大松於民國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

七年）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改制為專業圖書館初步規劃報告（初

稿）」中出現更名為：國立臺灣婦幼殘

障（或盲人）圖書館之命名方案。所幸

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四年）十二

月中和時期新組織規程已朝「視障者資

料中心（Visually Impaired Information 
Center）」獨立部門建制調整（註 8），
盲人資料中心成為央圖分館新生南路時

期悲情中足以告慰世人的傑作，誠屬不

幸中之大幸矣！ 
二 、 參 考 諮 詢 組 建 制 法 制 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本館對外提供參考諮詢始於大正十

三年（西元一九二四年）二月，由第三

任館長並河直廣創設的「圖書相談部」，

透過參考諮商部服務站，為讀者選擇圖

書及排疑解惑。並河館長以降，參考服

務均屬任務編組方式，終戰後的臺灣省

圖書館、民國四十三年臺灣省立臺北圖

書館組織規程皆亦如此，迨民國五十二

年修正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組織規程

（第九任館長王省吾在任時），閱覽典

藏組下第一次出現參考股，此為本館參

考服務首度被制度化定位。迨民國六十

四年，胡氏接掌央圖臺灣分館首任館

長，進一步於暫行組織規程中將參考服

務提列為一級單位，以掌理國內外各種

諮詢問題之答覆，並編製各種專題目

錄，堪稱日治時代以來參考功能的再深

化（註 9）。 
三 、 編 製 各 種 專 題 書 目 （ Subject 

Bibliography） 
本館從第二任館長太田為三郎以下

皆非常重視目錄編製。胡氏大學主修中

文，嗣後並在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

任職，深刻體認要充分發揮館藏效益，

滿足讀者即類求書，端賴各式目錄，故

新生南路初期編印有「舊藏期刊報紙目

錄」、「全國兒童圖書目錄」、「臺灣資料

西文圖書目錄」、「期刊論文索引」等，

俾達到彰顯多面檢索的機能。 
四、照 料 職 工 邊 緣 福 利 （ Fringe 

Benefit） 
胡氏為提振改隸後員工績效，在民

國六十四年（西元一九七五年）八月十



 

 5

央圖臺灣分館新生南路時期之始：胡安彝與章以鼎任職年代

六日成立員工消費合作社，並敦請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派員到館指導。 
此外，胡氏個人服務圖書館實務長

達五十年，精明練達，勇於任事，公餘

潛心鑽研圖書館學，允文允武，著有

《從圖書館的過去看圖書館的未來》、

《實用圖書館學》，另就其國學造詣獨

鍾愛碑帖畫譜，刊印有《魯相乙瑛碑臨

本》、《漢淳于長夏承碑臨本》等，將門

府第內縱覽圖書卷帙，期求怡情養性，

充實人生內涵。 
綜觀胡安彝接掌第十三任館長開啟

央圖分館新生南路經營時期，無可諱言

的，胡氏圖書館專業與行政管理能力都

優於袁金書，故省立臺北圖書館末期的

脫序，剎那間有回復穩定秩序的實績，

然胡館長仍挾持「復興中華文化」的大

纛，大肆舉辦「中國民俗圖書器物展

覽」、「南中國海上諸島資料展覽」、「錦

繡河山展覽」等各種推廣活動，造成中

華文化與本土文化第二次的融合（第一

次係在范壽康接收時代），亦導致從此

有「總館」、「分館」區分，央圖分館同

仁內心的感受自有異於往昔，故胡館長

任 內 本 館 非 正 式 組 織 （ Informal 
Organization）衝突愈深，導致胡氏任

職不到二年即入院就醫，嗣後，雖力疾

從公，但病情加劇，渠間雖有四劍客之

一的章以鼎先生代理職務，仍無法改變

組織頹勢、個人命運。 

肆、章以鼎主任代理館務一
年一個月之過渡期 

章以鼎先生在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工

作結束後，亦同胡安彝館長般參加國立

中央圖書館編輯遴聘，與胡館長結識於

央圖，在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改名為國

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初期，由於和胡

安彝二人間默契十足，網羅鄭恒雄編輯

（最初爭取到館人選是張錦郎先生，因

張意願不高而改為鄭）、宋建成編輯擔

任主任，鞏固領導中心、通力合作、全

心投入改造館務。 
前已言之，胡館長於任職本館兩年

後因工作繁鉅，身體健康逐漸走下坡，

迨民國六十六年底入醫院治療後，央圖

臺灣分館館務皆委由章以鼎主任代決。

胡先生臥床達十個月，章先生每遇重要

決策，則親自赴醫院於病榻旁面報，呈

請胡館長下達指示。由於章先生處事圓

融明快，央圖分館新生南路初期運轉尚

無大礙，茲就其時的代理實際與館務實

況，分別扼要說明如下： 
一、代理館長三個月無發給章氏個人正

式人令 
章先生義薄雲天，與胡館長肝膽相

照，世人皆知，胡氏輾轉病床長達十個

月之久，其職務代理多蒙章以鼎先生代

勞。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十四日胡館長與

世長辭，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同意

章以鼎先生代理館長一職，即民國六十

七年八月至十一月（西元一九七八年八

月至同年十一月）三個月期間，僅對機

關函示暫由章先生代理，依章以鼎先生

口述：總館並未發給其個人任何函令。

職是，雖嗣有教育部次長施啟揚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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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章先生代表第十三任館長將本館大

印移交予新任館長劉昌博先生，但囿於

未予章氏個人人令，亦不見職務加給發

予，章先生相忍為館，襄贊館務有功，

卻不得於館史上正名為第十四任代理館

長，誠屬憾事（註 10）。由此可見，當

時總館、分館間行政聯繫有待商榷之

處，仍然很多。 
二、寧務其實、不在其名，積極樂觀推

展館務，令人刮目相看 
章先生生性樂觀，積極進取，承全

館同仁支持，館務推展成效卓著，例

如：改善環境，增添維修設備，實施開

架閱覽，調整各分科閱覽室，打通各樓

層書庫，樓下書庫增闢為二層，強化防

熱、隔音、防鼠、防蟲機制，拆除書庫

內藏污納垢天花板；並適度修訂閱覽規

則、借書辦法，落實讀者服務品質；積

極加強管理勸導死灰復燃之青少年幫

派，以維持館內外安寧；另在推廣服務

方面，連續舉辦各種有益身心的休閒活

動，諸如：演講、觀摩、展覽、座談、

研討、說唱等，並沿日治時代以來慣

例，擇優巡迴臺灣省各縣市舉辦，以擴

大輔導和推廣效果。章氏代理十一個月

期間政績斐然，絕不比胡安彝館長任職

時遜色。 
章以鼎代理館務時年輕力富（四十

七歲）、精力充沛、創意頗多，可說省

立臺北圖書館自韓寶鑑、袁金書以來的

沈寂靜默，皆被一掃而空。此際，央圖

臺灣分館積極參與公共圖書館事業，加

上章以鼎主任以其洗練文筆，又能廣結

善緣，在央圖臺灣分館改隸初期，胡氏

欲掃除積弊（惜不假天年）之時，幸有

章以鼎主任繼其遺緒，不計得失，致力

光大館務，而使館譽日隆。 

伍、校長之子—章以鼎其人
其事剖析 

章以鼎，字蔚泉，筆名王耑、鼎

公、鴻銘、華岡居士，浙江三門人，生

於民國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五月

五日，農曆誕生日為三月十八日。自幼

天資聰穎，能言善道，整體敘說其圖書

館員生涯歷程如下： 
一、學思背景 

章先生少年驟逢國家動亂，求學之

路曲折坎坷，經歷臨海回浦中學、三門

縣中、杭州蕙蘭中學、苗栗建臺中學及

中壢高中五所中學。中學畢業後，以優

異成績考上軍法學校正期學生班第一

期，當時軍法學校校長吳智將軍命其整

理該校圖書館，章氏從此與圖書館事業

結下難捨情緣。後因身體因素，從軍法

學校辦理休學，但熱愛閱讀，仍苦學自

修，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

考取全國性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圖書館類

科，取得委任第三職等任用資格。分發

任用之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旋於民

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經高等考

試圖書館類科及格，取得薦任第六職等

任用資格，是九十年館史中第一位高普

考資格兼具的任用專業館員（Professional 
Librarian）。章氏為彌補學養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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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參加中國圖書館學會暑期研習班第一

期、政大行政管理研究班、教育部計算

機講習班等，經由繼續教育（Continuous 
Education）提昇資訊素養（註 11）。 

二、實務歷練 
自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

年）起，其先後任職於臺灣省立臺南工

學院圖書館、軍法學校圖書館、國防研

究院圖書館、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國

立中央圖書館（與胡館長結緣在此）、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值得一提的

是：章先生二度回任國立中央圖書館，

按央圖楊崇森館長主政時急需秘書輔佐

行政事務，章先生在劉昌博館長薦引之

下，佔央圖臺灣分館編輯職缺，實際擔

任央圖秘書一職，直至退休為止。由於

熱愛圖書館事業退而不休，再度受邀至

華僑協會圖書資料室任職；現今則已完

全離開圖書館職場，以攜家帶眷遊山玩

水享受晚年，並樂與業界同道不定期聯

繫，以維昔日情誼。 
三、著書立說 

除登山旅遊、參加學會活動之外，

章先生文思敏捷，愛好寫作，著有《書

傭鴻爪》專書六冊，單篇文章百餘篇，

擔任各式研習班教席逾四十班次，並將

專著送教育部學審會審查，獲有講師等

級之教師資格，曾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圖書資料科（現今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

系）擔任兼任講師二年。章氏苦學有

成，故成為本館任用人員轉換聘任人員

（編輯職務）的第一人。 
章以鼎先生以法律人署理館務，其

學經驗兼具，推展館務常身先士卒，作

員工表率，最令後人難忘的一件事是：

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夜晚大雨，

央圖分館館藏遭受水淹，章以鼎主任帶

領館員搶救，事後裝訂室人員對水浸圖

書盡力修補，該批水淹書幾近全數挽

回，章氏並下令於書庫四周築起擋水

牆，以杜弭水患，該正確判斷迄今仍為

現職員工再三頌讚（註 12）。 

陸、結語：往昔已矣 來者
可追 

凡事無善始則難以有善終，茲從下

列三段話，可勾勒央圖臺灣分館來者可

追的期待： 
一、前國立中央圖書館王振鵠館長在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九

十週年誌慶」一文裡寫到（註 13）： 
「近年來，教育部為促進臺灣圖

書館事業的發展，更興建新廈、規劃

新制，朝向國立臺灣圖書館之途邁

進。這不僅強化了臺灣公共圖書館事

業，同時也使本質上具有臺灣文獻資

料重鎮的傳統功能益加彰顯。」 
「分館在體制上雖由總館督導其

業務，但仍保持其獨立作業的傳統」。 
「兹值臺灣分館館慶及改制前

夕，……。廖館長對於未來分館之改

制，有其專業理念及縝密的規劃，亦

為圖書館界所企盼。」 

二、現國家圖書館副館長（胡安彝時期

本館閱覽組主任）宋建成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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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 承先啟後」一文之末

點出（註 14）： 
「就在慶賀該館九十年華誕之

時，正意謂臺灣分館完成權宜作為功

成身退，新世紀浴火鳳凰，邁向國立

臺灣圖書館的錦繡前程。」 
三、本館榮退編輯（胡安彝館長時代曾

署理本館館長職務）章以鼎先生於

「回顧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邁

向獨立建制的艱辛路——臺灣分館

改制為專業圖書館規劃報告初稿」

一文最後亦大聲疾呼（註 15）： 
「我在慶賀該館九十週年館慶之

際，特別誠摯的籲請上級主管長官

們，正視臺灣分館的正名問題，並能

給與該館更大獨立運作的空間，實所

企盼！」 
俗諺有云：文如心聲，言如其人。

王振鵠館長、宋建成副館長、章以鼎代

理館長之肺腑陳言，皆是本館改制更名

的強心劑，千錘百鍊不氣餒，咬定青山

不放鬆，只要全館同仁同心同德，在眾

志成城之鬥志下，有志者必能事竟成。 
撫今追昔，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這段本館近代史，已隨中和新館舍啟

用而告落幕，人生無不散之筳席，浪花

淘盡英雄淚，是非成敗轉頭空，迄今袁

金書、胡安彝皆作古，這段極具想像空

間往事，已隨歲月化為崎嶇難行的滄桑

史，然歷史可以原諒，卻不能忘記。到

任之初，見有主張以二月一日王省吾建

造新生南路一樓館舍之重新開館日為館

慶日；復有認定胡氏於民國六十二年十

月二十二日改制更名，同日新生南路、

八德路館舍外牆即刻鑲上「國立中央圖

書館臺灣分館 蔣彥士題」字樣，應以

是日為館慶日。有鑑於臺灣圖書館靈魂

的失落，遂考証隈本繁吉在彩票局正式

開館之八月九日作為正確的館慶日，俾

慎終追遠，撥亂返正，以追本探源還原

九十年前光輝燦爛歷史。日昨，中和市

公所及中和市代會針對本館施工品質嚴

苛責難，周遭民代、官員欲率眾噴射白

漆，諺云：錯誤的政策遠比貪污更可

怕。思忖再三，決定回歸清淨自然本

貌，遂命本館曾添福編纂將新生南路大

門口左側小碑文、中和新館舍館前門、

中和門右側大碑誌暫時取下，避免平添

物議，蓋圖書館與官衙不同，渠為人民

終身學習的文化場所，斗大英雄崇拜字

樣，顯與柔和的營造物特性迥不相謀，

爰將該三塊石碑移置館史室讓後世公

評。總之，央圖分館新生南路時代由胡

安彝開始到民國九十三年（西元二○○

四年）提前於十月一日舉辦閉幕式為

止，歷三十一年，就此終結。然衷心仍

期盼：勿讓脫序永無寧日為是。 
〔轉載自廖又生，臺灣圖書館經營史略

（臺北市中和市：國立中圖書館臺灣分

館），頁167-180。〕 

附 註 

註 1 翟人倫，「改制一年來的國立中央

圖書館臺灣分館」 中國圖書館學

會會報 第 26 期 （民國 6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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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頁 26-30。 
註 2 王會均，「袁金書－央圖臺灣分館

制度的奠基者」，圖書館人物誌 (一) 
（臺北市：中國圖書館學會，民國

92 年），頁 85-87。 
註 3 宋建成，「繼往開來 承先啟後」 

根的迴響－慶祝建館九十週年論文

集 （臺北縣：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民國 94 年），頁 13。 
註 4 邱煇塘，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館史 【出版地不詳：邱煇塘，2001】
（未出版）。內容多處尚待考証，

尤其是章以鼎先生代理適法性問題。 
註 5 孟文莉，「圖書維護的功臣－追懷

陳師傅宏寬先生」 國立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館刊 2 卷 3 期 （民國

85 年 3 月），頁 54-56。 
註 6 胡安彝，見第三次中華民國圖書館

年鑑 （臺北：國家圖書館，民國

88 年），頁 742。 
註 7 張炎憲，「整理臺灣資料奉獻一生

的劉金狗先生」 臺灣風物 37 卷 1
期 （民國76年3月），頁115-118。 

註 8 張悅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視障資中心的發展與展望」 根
的迴響－慶祝建館九十週年論文集 
（臺北縣：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民國 94 年），頁 497-522。 
註 9 王愛珠，「國立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參考服務之現況與願景」 根的迴

響－慶祝建館九十週年論文集 
（臺北縣：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民國 94 年），頁 410。 

註 10 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二日章以鼎先生

返中和新館舍於七樓行政區顧問室

陳述當年未收受個人人事命令之經

過概況。 
註 11 章以鼎，「章以鼎（1931—迄今）」 

圖書館人物誌 (一) （臺北：中國

圖書館學會，民國92年），頁194。 
註 12 楊時榮，「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在圖書文獻維護職責上的延續與

使命」 根的迴響－慶祝建館九十

週年論文集 （臺北縣：國立中央

圖書館臺灣分館，民國 94 年），頁

288 云及：章以鼎主任惜書的精神

在圖書館界很少有人能夠相比的，

在臺灣分館工作時期，從修護技術

的引進，水淹書的搶救，在在都顯

現出對圖書文獻有一股深愛的真

情，與隈本繁吉、山中樵館長等對

文化的延續，在臺灣分館的歷史地

位上，都會有一段無法磨滅的軌

跡，不愧為真圖書館人。 
註 13 王振鵠，「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建館九十週年誌慶」 根的迴響

－慶祝建館九十週年論文集 （臺

北縣：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民國 94 年），頁 7-8。 
註 14 同註 3。 
註 15 章以鼎，「回顧國立中央圖書館臺

灣分館邁向獨立建制的艱辛路－臺

灣分館改制為專業圖書館規劃報告

初稿」 根的迴響－慶祝建館九十週

年論文集 （臺北縣：國立中央圖書

館臺灣分館，民國 94 年），頁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