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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诣,气势特殊
∗

———沈宝环先生与东海大学图书馆考略

□周余姣

　　摘要　在沈宝环先生创建的三所图书馆中,东海大学图书馆是最早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通过建设馆藏、聘用专业人员、出版«图书馆学报»和“图书馆学小丛书”、在台湾率先实行开架制、
举办学术活动以及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等多方努力,沈宝环将东海大学图书馆建成了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台湾大专院校图书馆的典范,其功绩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念.

关键词　沈宝环　东海大学图书馆　开架制　«图书馆学报»
分类号　G２５０．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８

　　沈宝环(１９１９—２００４)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之

父”沈祖荣先生之子,是生于大陆、幼承庭训、求学美

国、建功台湾的著名图书馆学家,在台湾图书馆学教

育、图书馆事业、海峡两岸图书馆学术文化交流等方

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沈氏父子,恰如汉代之向歆父

子,在我国文献整理以及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了“文
献世家”的佳话.程亚男曾指出:“在中国当代图书

馆事业史上,父子两代均为巨擘的只有两人,这就是

沈祖荣和沈宝环,而且二位在事业成就上也有许多

惊人的相似,先后撷取了多项图书馆第一”[１]本

文主要围绕“小沈”———沈宝环先生创建东海大学图

书馆的相关史实进行考察,以考见其对台湾图书馆

事业的贡献.

１　选择东海大学

二战以后,经济发达的美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人才留学和移民.据许倬云口述:“我同一代出去留

学的人,学成都没有马上回台湾.我在１９６０年代从

芝加哥大学念完博士回台湾,人家说我是异数.美

国社会安定,这很重要,尤其念书的人,有了安定的

研究环境、安定的生活环境,对个人是有好处的.”[２]

许倬云是１９６２年返回台湾的,其回国之行为难被常

人所理解.沈宝环自１９４７年底赴美留学,在丹佛大

学取得图书馆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后,已具备申请美

国永久居留的条件,并名列«图书馆名人录»(Whos
whoinlibraryservice:abiographicaldirectoryof
professionallibrariansofthe United Statesand
Canada)[３],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沈先生毅然放

弃了丹佛公共图书馆的部门主管职位,于１９５５年返

回台湾服务.
该年５月左右,沈宝环回台湾后的第一个工作

是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迁台后的第一任阅览

部主任,实际署理“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的第８任

馆长馆务,被谑称为“美国的绅士”[４],并兼台湾省立

台北图书馆研究员.据他回忆:“省立台北图书馆是

‘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的前身,这是极为特殊

又不合常理的安排.那时‘国立中央图书馆’不对外

开放,阅览部主任只支薪而不上班.省立台北图书

馆的研究员有三位,何联奎先生是行政院顾问,我在

馆里从来没有看见他,何日章先生曾任‘国立中央图

书馆’馆长,是我的父辈,偶尔会来馆长室和我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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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唯 一 上 班 而 不 支 薪,代 行 馆 长 职 权 的 研

究员.”[５]①

刚回台湾的沈宝环,急欲施展他在图书馆事业

上的抱负.１９５５年６月５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改

制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该校的第三任校长刘真

(１９１３－２０１２,被誉为“台湾师范教育之父”)先生曾

三次相访沈宝环,邀请他担任师范大学副教授兼图

书馆主任.但沈宝环的好友———“中国农村复兴委

员会”图书馆的罗秀贞女士(也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学校的校友)力劝沈宝环到东海大学任职.东海大

学是由设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资助成立的,承继在中国大陆的１３所教会大学的传

统,属于基督教教会大学.罗女士说服沈宝环的理

由是,沈是教会学校培植的人才,理应为教会学校服

务,况且师范大学图书馆已有人负责,而东海大学还

在物色人选,并为其引见东海大学的首任校长曾约

农(１８９３－１９８６,曾国藩曾孙)教授.在这次面见时,
沈宝环提出要成立分科图书馆和图书馆系的主张,
曾约农先生均表示赞许[６].其时,台湾省立师范大

学也已成立社会教育系,下设社会工作、图书馆学及

新闻学三组.笔者认为,沈宝环接受东海大学的聘

用,是因为有独立擘画成立图书馆学系的打算.另

一个原因则是在东海大学图书馆的机构地位相对较

高,馆长地位也高.沈宝环曾自述:“在东海大学编

制体系中,图书馆隶属于校长,此一体制与美国图书

馆协会所订大学图书馆完全符合.台湾大专院校采

取此种编制体系的,另外只有台湾大学和政治大

学.”[７]东海大学的图书馆馆长还有以下馆外职权

(有部分是后面争取的):(１)行政会议委员;(２)校务

会议当然委员;(３)教务会议当然委员[８];(４)图书委

员会委员兼秘书;(５)«图书馆学报»编辑顾问委员会

召集人兼主编.而且东海大学设立之初,薪资比公

立大学高出许多,仅以１９５６年为例,“薪水是底薪的

５倍,还有眷属津贴(妻２００元,子女１００元).那时

‘国立’大学教授的薪水,大约是１０００元,东海教授

的薪水,大约是‘国立’大学的３倍.”[９]东海大学既

有足够的施展空间,又有较好的社会待遇,两相比

较,沈宝环何去何从,自是不难想见了.

２　东海大学图书馆之创建与管理

据东海大学图书馆网站的“本馆简介”之“历史

沿革”[１０]介绍,沈宝环任职馆长的时间是:１９５５年

７—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身份

是文学院图书馆学教授兼馆长.１９６５ 年 ８ 月—

１９６６年７月,沈宝环休假一年,曾由外文系教授谢

培德(IvorShepherd)代馆长.沈宝环离开东海大学

后由郭瑞丝(LouisCrowford)任馆长.截至２０１４
年７月为止,东海大学图书馆共有１８位馆长或代理

馆长,沈宝环任职时间是１３年,仅次于郑德安(化学

系教授,任职１４年,时间是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９９３年１
月).他也是少数图书馆学科班出身的馆长,按他自

己的话说,他把自己的壮年献给了东海大学.

２．１　从无到有的馆舍建设

沈宝环是１９５５年７月１日(实际到职时间是７
月１５日)到东海大学的,最初是在台中市政府二楼

办公.８月９、１０日举行入学考试.８月１７日,沈宝

环撰写«图书馆工作备忘录第一号»,提出其图书馆

架构和经营理念,拟将图书馆分为开架式部门和功

能性部门.开架式部门包括:艺术与音乐部门、自然

科学与工程部门、西洋语文部门、善本书部门(非流

通的资料);功能性部门分为编目部门、采编部门、维
护部门[１１].１０ 月东海大学校舍才落成.１１ 月 ２
日,图书馆最初只在男生宿舍有临时图书室,但随即

开馆.东海大学所在的大度山,时有台风侵袭,办馆

十分艰苦.１１月３日,新生入学,沈宝环进行“图书

规则讲话”[１２].１９５６年２月,图书馆由男生宿舍迁

入行政大楼.

１９５７年５月东海大学图书馆动工兴建.最初

设计为“为前后两进之两层楼建筑,两侧建有厢房,
如鸟翼然.书库书架为铝制双面式,可藏书十八万

册.设有参考室一间,特藏室数间,专供教授使用

届时可容纳阅览人数五百名.”[１３]１０月１６日,
学校拟邀请联合董事会执行秘书范威廉博士到东海

大学主持图书馆奉献典礼.１１月２日,参加新馆规

划工作的费士卓博士参加奉献典礼并演讲.１１月

１４日,图书馆搬迁完成,并正式启用.该馆分期建

成,第一期工程建筑费用达美金５万元,由美国友人

捐赠.第二期两翼工程需新台币８０万元,１９５８年３
月１６日开建,９月２０日全部完工.馆内书库及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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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国立中央图书馆”此时未正式开放,沈宝环虽为阅览部主

任,但尚无具体工作内容,所以说只支薪而不上班.他同时代理

省立台北图书馆馆长职务,有具体工作,但无正式名义和薪酬,
所以是上班而不支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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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室均重新布置,图书馆大礼堂改书库,两翼房间暂

作教室用[１４].新馆的建成,为该馆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１９６３年９月１０日,台湾遭遇葛乐

礼台风,致使图书馆损失中英文参考书１４０册,中英

文一般书５７册,中英文杂志合订本２０５册,总计４０２
册.为此,沈宝环继续吁请改善图书馆建筑物[１５].
该馆的建设从无到有,创办人员可谓艰辛备尝.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也是所有图书馆先驱者必经的

奋斗历程.

２．２　定位精准的专业人员聘任和岗位设计

沈宝环初到东海大学,即为主任(后才被称为馆

长).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已到图书馆助理一名,为梁

焰,月薪１０００新台币.沈宝环于１９５５年７月１５日

到职,月薪是２４００—２６００新台币.８月１日其他三

名馆员到职,中文编目张增荣月薪２１００新台币,中
文编目馆员胡家源月薪１２００新台币,图书馆助理胡

元钧月薪１０００新台币[１６].这五人(含沈宝环)之

中,四名馆员受过正式的图书馆学专业训练,另有一

资深馆员在大陆已有超过３０年以上的图书馆工作

经验.１９６７年所统计的１２人的职员队伍中,１１人

是专业化的馆员,所占比率达到９０％.这也是沈宝

环所定下的人员聘任准则,以专业化为目标建设人

才梯队,着力构建专业化的图书馆.
图书馆设两个组,阅读参考组和采访编目组.

阅读参考组下设流通股、期刊股、参考股,采访编目

组下设古籍股、中文股、西文股.人数虽然不多,但
因为实行工读生制度,出纳流通、排架、清扫、打字、
抄写卡片、清点图书、登记、更换期刊报纸等,也交由

工读生承担.最多时雇用工读生３３人,每周每人平

均工作约为１０个工时.沈宝环关心员工,如升丁立

文为办事员,后又为其申请调高薪水.员工王征大

约１９５７年到职,先后担任采访流通、图书采编、技术

服务组等主任,在«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１３篇文章

(含翻译),承担了较多工作.沈宝环对其提携也较

多,后送其赴日考察,又拟建议以讲师聘之,并函请

学校准其讲授图书馆学课程.后王征开设“图书馆

经营法”课程,沈宝环还为其修订讲义,１９５９年还扶

持其出版«图书馆学术语简释»一书.王征在学术道

路上得以迅速成长,后还与杜瑞青合编了重要的专

业工具书«图书馆学论著资料总目:清光绪一五年—
民国五十七年»[１７].其他被沈宝环送出国深造的还

有胡家源等人.胡家源与沈宝环有乡谊、学谊,曾在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受教于沈祖荣父子,在该馆

负责西文编目工作,后曾担任该馆的代理馆长.其

他的如柳作梅,大约１９５７年到职,先后担任中文编

目、古籍典藏股长,兼«图书馆学报»委员会秘书,在
«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９篇文章,涉及文史出版研

究等.皮哲燕与沈宝环在丹佛大学是先后同学,

１９５９年沈宝环扶持她出版«儿童图书馆学»一书,并
提请将皮哲燕的待遇调整成等同于其他女职员的薪

金[１８].诸如此类,惠人极多.在沈宝环离开东海大

学之时,该馆共有专职员工１３人.

２．３　众人拾柴式的图书采访

东海大学图书馆没有接收日据台湾时期留下的

书籍,馆藏建设从零开始,主要采用购买、交换和赠

送的形式获得.沈宝环将馆藏的成长视为一个生命

的有机体,主张不断更新、定期剔旧以保持其鲜活的

生命力.要达此目的,则须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他

曾道及:“有价值的大学图书馆,必须是教职员和行

政各部门共同支持和爱护的图书馆.”[１９]为了做好

图书采访工作,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１７日由他倡议的东海

大学图书委 员 会 成 立.曾 约 农 校 长 聘 请 唐 守 谦

(１９０５－１９９８,教育家)、吴德耀(１９１６－１９９４,后担任

校长,被誉为“东海自由学风的播种者”)、约翰塞

隆伊利克博士(Dr．JohnTheronIllick)等人为委

员,沈宝环担任委员兼秘书.有了图书委员会,在图

书采访上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孙克宽(１９０５－
１９９３)在«我和东海大学图书馆»一文中提到:“东海

初建,在台董事会,系杭立武先生主持.杭先生深知

道要办好一间大学,必须有足够的藏书.尤其那时

台海秩序小定,旧书渐出.东海颇能放手收买,中文

系同人中徐复观先生尤其热心于收书.所以当时曾

一气收买吾皖施氏所藏的线装书多种,内中尽多明

版.”[２０]曾约农校长也雅好收藏线装书,主张购书从

精,曾以书函形式与沈宝环商谈购书事宜,提出“非
重要小说务希暂缓添置”[２１]的建议.民国期间,国
立北平图书馆也曾设立“购书商榷会”“购书委员

会”,对指导扩大和改善馆藏确有大益.
对于购书的程序,１９５６年９月,图书委员会主

席约 翰  塞 隆  伊 利 克 博 士 (Dr．John Theron
Illick)与沈宝环联署«致全体教授函»,说明图书馆

订购书籍的程序.大致是:
采购西文书程序:
(１)教授将书名、作者、出版者以及价格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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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
(２)如果系主任认为这本书确实有购买的需要,

则转呈给院长.
(３)如果院长也认为图书馆应该购买此书,则将

请购单交由图书馆员先查核复本,做好复本控制的

流程.
(４)图书馆员查过复本之后,留一份存档,再将

订单转给会计人员.
(５)会计人员会审核订单上是否已有院系主管

的签章,如果已确定院系主管的签章,则立刻启动采

购程序,将订单寄送至纽约的董事会.
中文采购书程序,就省略步骤４和５[２２].
所采购书籍中,一大收获就是东海大学图书馆

１９５６年收藏的北宋陶叔献所辑的«西汉文类»(残存

八册,为卷二十至三十五).该书由负责线装古籍整

理的张邵典先生请版本学家屈万里(１９０７—１９７９)到
馆鉴定.屈先生在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的回信告知:
该书在版本学上有重要价值,是台湾现存的孤本,至
今有近一千年的历史,应可视为该馆的“镇馆之

宝”[２３].丛书类书方面,«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

图书集成»«渊鉴类函»«册府元龟»等,以及日本藏经

书院刊印的«大藏经»,均有收藏.１９５４年７月即拥

有约６千册的线装书,１９５７年８月１日,曾约农与吴

德耀 两 位 先 生 进 行 校 长 交 接 时,已 有 超 过 ２ 万

册[２４].１９５８年５月７日胡适由王世杰、毛子水等先

生陪同到东海大学考察[２５],对图书馆的藏书多有称

道.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６日,陈诚、胡适、王世杰、梅贻

琦、蒋梦麟、周至柔、刘真等人也到东海大学视察,并
参观图书馆[２６].１９６４年藏书达８万余卷,１９６７年

藏书达１０万余卷.１９６８年的精确数字是中文藏书

６９０６９册,西文藏书３６２０５册,总计１０５２７４册,期刊

４３２种[２７].沈宝环对具体馆藏,如书籍、期刊、报纸

的册数和种数都能精确到个位数,可见其工作的精

细程度.据个别年度的统计结果看,图书馆中文典

籍之庋藏较诸西文藏书,多达三分之二[２８].值得一

提的是,哈佛燕京学社对东海大学的中文文史收藏

资助良多[２９].这一切都源于沈宝环借助多方力量,
完善了该馆的图书采访工作.

２．４　中西合璧的分类编目加工

在分类编目方面,沈宝环也制定了一套规则.
据沈宝环提交的«１９５６年图书馆长年度报告»,西文

书分类编目所采用的标准有:
(１)美国图书馆学会作者与题名款目编目规

则,１９４９.
(２)西尔式主题标目表,１９５４.
(３)杜威十进分类法,１９５２.
(４)克特氏三码字母顺序表.
而中文书分类编目所采用的标准是:
(１)南京大学中国图书馆分类系统.
(２)王国鼎 (笔者注:似应为万国鼎)作者排

架表.
另外还采用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国立中

央图书馆”的分类编目规则.由此可知,为了满足初

创的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分类编目需要,沈宝环借鉴

了中西多种分类编目规则和工具,并多方参考美国

的西文编目法以及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图书馆界的

成熟做法.同时,为保证检索效果,每一本书至少要

做６张卡片,包括作者、书名、标题、分类号、单元卡

和排架片[３０].

１９５６年８月,图书馆首份馆藏书目———«私立

东海大学图书馆中日文图书暂编目录»第一辑出版,
凡例中说明“本目录排序,系根据南京金陵大学图书

馆出版之«中国图书分类法»(再版增订本)类次排

列,书前冠以总目,以便参考.”并附有«借书规则摘

要»,此书著录书号、书名、著者、出版年、出版处所、
版本、版次、页数或册数等[３１].可见此目录受到刘

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影响,这部分类法也曾

被台湾其他多所图书馆采用.

２．５　首开风气的开架借阅

２０世纪初,韦棣华女士就在武昌的公书林实行

了开架制.开架制现在看来平常,然而在闭架思想

盛行之时很难被管理者所理解.为了实行开架制,
韦女士与文华大学的校长据理力争,甚至于伤了情

面[３２].２０世纪中叶后,在台湾图书馆实行的仍然是

闭架制.沈宝环一直主张实行开架制,其态度之坚

决曾被人误认为他当初离开“中央图书馆”就是因为

实行开架不成.在沈宝环主掌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务

后,开架制得以在东海大学率先实行.沈宝环所提

的计划,目的就是为了给师生提供更简便的服务,将
所有同一主题的资源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使读者可

以在同一个地方就可以同时找到参考书、一般可流

通的书、期刊、小册子、缩缩影资料以及其他可供阅

读的资料[３３].开架制实行的结果,常人所惧怕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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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遗失情况并未大幅出现.图书的遗失率不超过千

分之三,个别的年份甚至更低,如１９５９学年,遗失书

籍仅为千分之一[３４].最让人引以为傲的是流通量

大幅增长:东海大学实行的是教职员借书数量无限

制,学生借书数量为１０册(后又提升至１５册),为台

湾各大专院校图书馆借阅数量政策最宽松之图

书馆[３５].
开架制也得到了东海大学第二任校长吴德耀的

支持.他在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３日举办的新生开学典礼

中说:“本校图书馆是实行开架式的借书制度,,
希望各位善于利用这个制度的优点,热诚拥护这种

自治的政策,不要随便把书籍不按手续借出,更不要

扰乱每一本书应放的位置,这不仅是利人,实在也是

利己.”[３６]此后他还多次阐发开架制的作用,如:“本
校图书馆,采取开架制.此制在使学生自由进入书

库,易于熟习并选用所需之书籍.亦所以培养其诚

实感,与责任心,进而建立其品格力量与公民美

德.”[３７]开架制的效果也获得了来自调查数据方面

的支持,校长吴德耀先生报告:“有一位美国朋友,曾
经来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作一次借书的粗放调查,结
果发现借书最多,看书范围最广的学生,也就是成绩

较优的学生,如此可以证明多看参考书,并不会影响

正课,而且可以增加学识,得到更高的分数.”[３８]此

外,该校的学者对开架制也多有佳评,如孙克宽道:
“东海图书馆馆长沈宝环君,留学美国,是图书馆世

家.所定方针,以配合教学为主,尽量地便利读者.
所采开架制度,任由读者自由参阅、选择所读的书,
绝无防制.此事培养东海诸生的荣誉观念,也使我

这爱涉猎的读者,在那里恣意涉猎,消磨了十二年的

岁月.”[３９]孙克宽“利用东海图书馆所求藏的元人文

集编制台岛现存元人文集鸟瞰表”,感叹“如果不是

东海图书馆的开架制度,任读者恣意取书,岂能有此

乐趣?”[４０]足以说明开架制深受师生们的欢迎.后

沈宝环在其创办的台湾中山大学图书馆也继续实行

开架制.

２．６　创造性的文献保护和典藏

文献入东海大学图书馆后,沈宝环均妥善管理.

１９６９年３月６日,台湾“教育部”致函东海大学图书

馆,要求东海大学图书馆将大陆出版品“依照规定送

部列管”,沈宝环以“书籍以学术研究为主”“购藏在

管制办法之前”“保安司令部准予自行抉择进口”“本
校订有严密管理办法限制流通”等理由加以拒绝,保

存了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大陆出版品[４１].敢于抵制

来自政府方面的文献缴查要求,此举非有一定的勇

气不能为.
为沟通中西文化,阐扬中国古代文化,东海大学

图书馆接受了普林斯顿基金的资助,如１９５５学年度

就获得１７３８美元的资助.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６日,图书

馆的二楼用来成立普林斯顿特藏室,主要是搜集和

典藏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资料.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０
日,该特藏室举行了奉献典礼,普林斯顿亚洲基金会

代表鲍威洛博士莅临演讲[４２].１９６２年４月１６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古与博士伉俪,在蒲威廉博

士伉俪的陪同下,由东海大学唐代校长亲自招待参

观图书馆的普林斯顿研究室,该室成了一个对外交

流的窗口[４３].现在建立特藏已是图书馆的共识,但
在当时还比较少见.

３　学术出版、学术活动以及图书馆学教育

３．１　编辑«图书馆学报»
据许倬云回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

期刊格式和水平是台湾所有学术单位的期刊的标

准,所有学校写学术论文以史语所期刊为标杆.台

湾从来没有写学术论文的传统,大陆搬过来,只有史

语所一家.在当年的大陆时代,史语所的期刊水平

也是标杆,那时和史语所期刊平行的是«燕京学报»
«清华学报».”[４４]在台湾图书馆学学术尚处于一片

荒芜之际,让沈宝环引以为傲的是,东海大学图书馆

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出版品:一份«图书馆学报»和一

套“图书馆学小丛书”.
沈宝环利用韦棣华基金(WoodFoundation)所

给予的每年２０００美元的资助,主编了东海大学«图
书馆学报».韦棣华基金是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所

有的基金,由在美国的基金会董事保管,曾经的董事

为格林博士、顾理治博士与狄思先生.在经费的支

持下,１９５８年３月４日,东海大学行政会议通过发

行«图书馆学报».会议上定名为«私立东海大学图

书馆学报»,年出两期,其发行目的是“为提高学生对

图书馆学之研究兴趣,介绍中西图书馆学的现况,以
及使社会上一般中等图书馆的管理员有观摩进修的

机会.”４月３日签报成立图书馆学报编辑委员会,
获校长吴德耀同意,并聘沈宝环为图书馆学报编辑

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４５].该学报创刊于１９５９年１
月,创刊号上只标“图书馆学报创刊号”,下注“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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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学图书馆编印”.实际上每年只出版１期,１６
开本,每期３００至４００页,最多时第９期达到５００余

页,共出版了１１期,属于台湾创办较早的图书馆学

期刊之一.该刊共载文３３５篇[４６],名家荟萃,精品

迭出,成为当时图书馆学、文史交流的一个重要

园地.
如前所说,«图书馆学报»办刊的目的是让刊物

成为学者交流研究心得的园地,并担负有关图书馆

学、文化思想交流的任务,同时提高图书馆从业人员

及图书馆学学生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和兴趣.学报内

容以图书馆学专论为主,次为书评、书目、版本校勘、
传记史料、新书介绍及学生译述等.该刊的编辑顾

问委员会主要聘请本校的教授、图书馆职员为委员,
陈兼善(１８９８－１９８８,鱼类学家)、梁容若(１９０４－
１９９７,作家)、孙克宽、萧继宗(１９１５－１９９６,古典文学

名家)、王征、柳作梅等都曾荣膺该学报的编委.在

沈宝环离开东海大学后,惜乎该刊停办.１９７２年１２
月１日该馆刊出了«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务通讯»第二

号,其后又停办.一直至２００１年８月吕宗麟馆长履

新,１０月１５日东海大学开始重编«东海大学图书馆

学通讯»,每一期号之前称为“新”.并自２０１６年１
月更名升级为«东海大学图书馆馆刊»,其目的是“希
望未来筹办«图书馆学报»”,恢复早期«图书馆学报»
的盛况[４７].抚今追昔,宁无叹慨?

３．２　出版“图书馆学小丛书”及其他论著

“图书馆学小丛书”知名的有５种,１９５９年出版

王征的«图书馆学术语简释»、皮哲燕的«儿童图书馆

学».前已述及,王征、皮哲燕均是东海大学图书馆

的员工,该丛书的出版对该馆员工的学术成长起到

了重要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其后东海大学图书馆开

始与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合作,１９６１年出版了王

振鹄的«学校图书馆»,并在«图书馆学报»上对该书予

以推介:“‘中国图书馆学会’已与本馆商定,合作出版

«图书馆学小丛书»,合作后第一部出版品,系王振鹄

先生编著之«学校图书馆».是书以研讨经营中小学

校图书馆为主题,立论精辟,为中等学校图书馆工作

人员之重要参考书籍.”[４８]１９６２年出版张廷樑的«档
案管理概述»,１９６５年１月出版王宝先的«历代名人年

谱总目».这套小丛书,涵盖了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又
兼文史,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东海大学图书馆还于１９６０年编印有«私立东海

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简明目录»一种,附«书名及著

者笔画索引»«书名及著者四角号码索引»两种,共

１０００余页.１９６８年８月又配合台湾地区图书馆界

联合编纂«台湾公藏善本书目»的工作而出版«私立

东海大学善本书目»,获得“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

会科学合作委员会”资助[４９].该书目与其他大学图

书馆之善本书目合订,为其中的一册.
除了获得韦棣华基金的资助外,东海大学图书

馆还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补助,出版了沈宝环的

两种图书馆学著作,一是１９６６年的«西文参考书指

南»,另一种是１９７０年的«中文标题总目».这也是

沈宝环早期学术生涯中较为重要的著作,笔者还将

对此进行后续研究.

３．３　参与及举办相关的学术活动

沈宝环生性活跃,热衷参与各种学术交流活动.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８日,沈宝环代表东海大学参加亚洲

基督教大学图书馆会议.１９６１年暑假,受韦棣华基

金支助,沈宝环应邀赴夏威夷参加第十届太平洋科

学会议,并宣读论文,会后访问了若干地区.１９６２
年４月４日,沈宝环报告了其出席第十届太平洋科

学会议的经过,概述开会的地点、参加的人数、讨论

的主题、本次大会的贡献和成就等[５０].１９６４年６月

６日,沈宝环经蒋复璁先生借调,担任中国科学资料

中心筹备委员会总干事.１９６５年６月１６日沈先生

卸去该职.
为了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沈宝环积极筹办相

关的学术活动.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８、２９日在台中东海

大学图书馆召开了“图书馆学系课程规划座谈会”,
邀集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东海大学

及东吴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共同研讨当时台湾的大学

图书馆学系的课程标准[５１].该会规模较大,参与学

者众多,有效地提高了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学术声誉.
同年该馆还举办了图书馆行政及技术问题座谈会.

１９６５年７月１日—５日,又举办了教会学校图书馆

人员讲习会,会期５天.藉由这些形式,东海大学图

书馆构筑了一个图书馆学学术交流的平台,在台中

市形成了一个图书馆学的学术地标.

３．４　开展图书馆学教育

沈宝环在东海大学期间,自１９５７年秋开始为大

学三年级的学生开设选修课程“图书馆学导论”,上
下学期各３个学分.１９５８年改为上学期讲授“图书

馆学导论”,３个学分,下学期讲授“参考工作”,３个

学分,由三、四年级选修.据其学生范豪英回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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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沈师班上人数约有四、五十人,算是大班上课

沈师讲课,深入浅出,竟把图书资料的整理与利

用工作,讲得十分生动有趣,以致日后许多同学赴美

研习图书馆学.”[５２]这是其言传身教,为图书馆学人

才培养所做的具体贡献.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有专门的学术期刊,

鼓励学生在其上发表作品,以提高学生的学术研究

水平.这种工作思路也被沈宝环借鉴过来,在其所

创办的«图书馆学报»上着意训练学生的学术研究能

力.范豪英曾述及:“沈师鼓励学生阅读,引发对图

书馆学的兴趣,每年精选一些英文论文,命选课同学

译出,也刊登在学报上.当年译著的前后届同学有

陈淑女、梁华、邱广材、郭荣超、邵逸敏、潘怡怀等学

长及高佩玉、李云裳、蒋郎今、吴宁、蓝采风等学弟

妹,从中文系、社会系到生物系、物理系的学生都

有.”[５３]该报第９期登载的译作尤其多,其中还有正

在北美就读的成露西(１９３９－２０１０,又名成露茜,一
代报人成舍我之幼女)节译的钱存训的«美国远东图

书馆概况»,可见该学报也很注意推介北美华人的论

著.沈宝环常引美国图书馆学家卡洛夫斯基的名

言———“不发表的研究不算研究”(theprocessof
bringingtheresultsofresearchtopublicattention
ratherthanresearchitself)[５４]来鼓励下属和学生发

表研究成果.通过此种方式,沈宝环带领了一批青

年人走上了学术道路,并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播下

了图书馆学的种子.

４　结语

沈宝环于１９６９年７月３１日卸任东海大学图书

馆馆长,但仍担任东海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兼图书

馆顾问,直到１９７２年７月３１日离校赴彰化教育学

院任职.其矢志创建的理想图书馆———东海大学图

书馆基本如其所愿:率先在台湾实行开架制,创办了

广有影响的«图书馆学报»,也在东海大学开设了图

书馆学的部分核心课程,培养了较多人才.可以说,
在台中那一片学术和文化荒芜之地,沈宝环披荆斩

棘,用自己的心血,浇出了绚烂的学术之花,也将东

海大学图书馆建成了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典范.时至

今日,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员工如谢莺兴等,还在追念

第一任馆长沈宝环所建立的功绩.遗憾的是,沈宝

环先生所拟开设的图书馆学系未能在东海大学建

立.胡家源曾谈及此:东海大学原本计划设立图书

馆学系,校方亦原则同意此项计划.后来不知何故,
阴差阳错而设在台湾大学.其中原委,沈先生当知

之甚详[５５].笔者认为这或许也是沈先生离开东海

大学的原因之一.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日,“国立中央图书馆”举办的

“图书馆事业合作与发展研讨会”的会议代表参观东

海大学及其图书馆.会议代表之一胡述兆先生,对
东海大学图书馆如此评价:“东海大学是中部地区最

早的私立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曾国藩的嫡孙曾约农

教授现任校长为梅可望博士,由他亲自导游,解
说甚详,他对其图书馆特别得意,外表朴素,内部整

洁雅观,藏书１８００００册,虽不算多,但排列有序,显
然是出自专家的经营.闻沈宝环教授曾在此担任馆

长十多年,果然不同凡响.”[５６]沈先生离开东海大学

图书馆８年后,仍得有如此评价,功不可没,斯之谓

也.卢荷生曾称沈宝环有诸多“特殊”之处———家学

渊源,“背景特殊”;开风气之先,“气势特殊”;理论兼

实务,“成就特殊”;善折中调和,“关系特殊”[５７].其

他“特殊”不论,笔者认为沈宝环先生擘画经营东海

大学图书馆,实是其苦心孤诣为之,且自有股虎虎生

气,故特以“苦心孤诣,气势特殊”概括之.

致谢:本文承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流通组组员

谢莺兴先生提供部分资料线索,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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