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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9日，國立政治大學圖

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與國立政治

大學圖書館共同舉辦一場「雲端行

動環境下圖書館自動化發展與前瞻

研討會」。這一天，主辦單位很隱

密地策劃了一個驚喜橋段，推出壽

桃、蛋糕與祝賀影片，要為臺灣的

圖書館自動化之母胡歐蘭教授慶祝

80大壽。

在眾人的祝福下，胡教授露出

了靦腆的笑容。她說，70歲時，圖

資界已為自己舉辦過一場轟轟烈烈

的慶生活動，至今感激不盡。每當

回味當時的情景，還會默默流下眼

淚，已足以銘記在心，如今80歲，

希望往後的每段人生歷程，不要再

勞師動眾，實在愧不敢當。從胡教

授的感言中，可聽出她為人謙沖自

牧的個性。

即使胡教授在推動國內圖書館

自動化的過程中，扮演了開路先鋒

的角色，對於圖書館人才的培育也

不遺餘力，但從不因此而自滿，始

終不忘感謝一路願意信任她，放手

讓她一展長才的上司們，以及一群

同甘共苦的年青人。胡教授說：

「這是何其榮幸的事，假如沒有主

管的大力支持與同道們的協力，有

臺灣推動圖書館自動化發展萌

芽至今已有40餘年歷史，從無

到有，胡歐蘭教授一路帶領圖

資界，在篳路藍縷中找到前進

的力量；但是，在談她的卓越

貢獻之前，要先學習的是她在

為人處世上的謙卑胸懷與勇於

承擔的拓荒精神。

國內圖書館自動化開拓者

胡歐蘭教授的承擔與期許
文、圖︱潘云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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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大的本事，也做不出來。」

一個人的態度，決定一個人的

高度。要歌功頌德胡教授的豐功偉

業，不如從她的人品談起。

修養德性 立功不居功

胡教授從圖書館的實習生、

館員到館長；助教到教授，「我努

力扮演好我的職位角色，做什麼就

要像什麼。」她認為，建立良好的

工作價值觀與職業倫理，是待人處

世的根本之道，如果沒把人做好，

就別想把事情做好！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一個人要做到無私、

無我、不居功的境界，確實不容

易，尤其是自我意識高漲的今日社

會，人與人之間的利害衝突不斷擴

大，彼此傷害，無一贏家。胡教授

不諱言，特別是部屬付諸的努力歸

功於主管時，很少下屬能忍住這口

氣，多半是怒火中燒，滿腹怨氣，

如此志於利，終會有害而無利。因

此，即便把功勞歸給主管，她也從

不埋怨，重點是把事情做好最重

要。這是身為後輩應該學習的謙卑

態度，不要急於搶風頭，沉溺在眼

前短暫的成功經驗，而忽略了更長

遠的目標。

胡教授為人雖謙和不邀功，

卻也不認命、不盲從。遇到圖書館

需要改革之處，必挺身而出，積極

主動向主管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這一切不是為一己的功利打算，只

是為謀求讓臺灣圖書館事業發展的

更穩健茁壯。

從她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系圖書館組，於大三那年

被分派到淡江大學圖書館實習那刻

起，不論是在科技還不發達的年

代，將淡江大學圖書館原本堆積雜

亂的館藏書籍，整理的井然有序，

讓讀者在成千上萬本的書籍中能快

速找到所需書籍；於國立中央圖書

館（現為國家圖書館）從零開始，

完成圖書館自動化及全國書目網的

建置；於國立政治大學運用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整合校內各自為政的圖

書館館藏資源，以提升服務品質等

等，都印證了胡教授是個開路的拓

荒者。

4 	 《臺灣圖書館事業百年發展》一
書中，有記述臺灣圖書館自動化

的發展史，可作為開拓圖書館事

業美好未來之參考。

1 	 胡歐蘭教授將圖書館編目手工作業推
向電腦化，被譽為國內圖書館自動化

之母。

2 	 「雲端行動環境下圖書館自動化發展
與前瞻研討會」胡歐蘭教授為參加者

講授「我國圖書館自動化發展史」。

3 	 胡歐蘭教授認為，建立良好的工作倫
理，是待人處世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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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舒適圈 勇於開墾

要在荒蕪的土地上，闢出一

條康莊大道，勢必要有勇於承擔的

責任感，才能不斷迎接新挑戰。特

別是胡教授在中央圖書館推動圖書

館自動化及全國書目網的艱辛過

程，更是考驗了她面對困境的堅韌

度。

在新舊無法融合，人工與電

腦化作業的爭戰下，當時除了獲

得中央圖書館前館長王振鵠與少

數具有革命情感的工作同仁支

持，幾乎沒人看好圖書館自動化

的推展，胡教授甚至遭受猛烈指

責。那時館內流行一句話：「自

動化推到哪裡，阻礙就到哪裡；

自動化的風吹到哪個角落，哪裡

就會倒霉。」面對大家等著看好

戲的心態，她坦言，自己也是個

平凡人，心情也會低落，但是她

不為自己，一心只為圖書館界著

想。事實也證明，人只要站得

正、做的正，再多困難都會迎刃

而解。胡教授成功地將機讀編目

格式（M A R C）引入中央圖書

館，以書目資訊服務為中心概

念，建置了一套完整的電腦化書

目系統，有效解決當時人工編目

費時費力的問題，達到一館編目

多館分享的目標。當圖書館自動

化推展出成績後，她也逐漸獲得

大家的認同與讚許。

經歷了風風雨雨，對於過去

與胡教授交惡的圖書館同仁，她選

擇笑一笑，將不愉快收進臉龐的皺

褶裡，用愛與寬容來包容一切。胡

教授說，過去的歷練不管多困難、

多辛苦，現在回過頭來看，都是非

常甜美的經驗。她鼓勵後輩，不要

趨於安逸的日子，勇敢跳出舒適

圈，找一份可以讓自己去奉獻的工

作，一個人要有所學習，就必須肯

付出代價，在逆境中成長才能累積

解決問題的實質經驗。

鼓勵後輩走入基層

這也是2 0 0 0年胡教授退休

後，選擇退而不休，勤於訪視基層

公共圖書館的原因。她說，人力不

足始終是鄉鎮公共圖書館普遍存在

的現象，除了呼籲地方首長要重視

圖書館的發展，鼓勵圖資系所畢業

的學生投入鄉鎮圖書館的服務，也

是當務之急的工作。

身為公共圖書館輔導員的胡

教授，永遠無法忘記，一位老伯伯

（圖書館員）的傾訴：「老師你可

不可以再來，我們不是不想做，只

是沒人教，不知道該怎麼做。」她

認為，擴大圖資系所學生加入鄉鎮

圖書館服務的工作行列，有助於帶

動、協助培養非科班出身圖書館員

在圖書資訊上的專業能力。

只是，要如何有效促使科班

出身的圖資系所人才長期留任服務

於基層的鄉鎮圖書館。胡教授說，

5 	 胡歐蘭教授（第一排左二）與中
華圖書館學會中文機讀式目錄編

目工作講習會第一梯次學員合

影。（胡歐蘭提供）

6 	 胡歐蘭教授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現為國家圖書館）舊址南海學

園內的辦公室留影。（胡歐蘭提

供）.

7 	 胡歐蘭教授與國立中央圖書館
（現為國家圖書館）推動圖書館

自動化的革命團隊合影。（胡歐

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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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是教育。學校老師授課時，不

要光談知識，而要培養學生以德待

人的修養與吃苦耐勞的性格。「不

吃苦中苦，難為人上人。」真正有

能力的人，應當能從最基層的地方

做起，藉由苦難磨練心志並習得一

身本領。

這看似人人通曉的道理，要

實踐卻不是件易事。也因此，學校

教育才顯得如此重要，胡教授說，

學生一旦踏出社會，就鮮少有人願

意苦口婆心去教導一個人應具備什

麼樣的工作態度，如果沒有自覺能

力，就會到處碰釘子。她強調，身

為老師不只要授業，還要做到傳

道、解惑，才能培育出符合社會需

求的圖資專業人才。

培養專業 從編目做起

現在年輕一輩的圖書館員偏

好站在第一線直接接觸、來服務讀

者，比較不熱衷隱身於幕後的圖書

館編目工作。其實這是錯誤的觀

念，胡教授說：「真正的圖書館員

是在為每一本館藏書籍找出路。」

編目是圖書館非常基礎的主體作

業，如果連最基本的館藏內容都不

了解，如何指導或協助讀者挑選適

合閱讀的書籍，又怎麼做好第一線

的讀者服務呢？她再三強調，一個

新進的圖書館員，一定要從最根本

的編目工作做起，雖然這份工作名

不見經傳，必須默默在背後處理圖

書資料，卻是圖書館缺一不可的核

心工作。

雖然時代在變，圖書館的圖

書資訊編目工作，也要隨著技術

的推陳出新而有所變革。但不管

是人工手寫卡片或是電腦處理資

料，胡教授說，唯一不變的是，

都得經由人腦去判辨，一本書、

一則資料所要傳達的內容，電腦

無法知道該抓哪些字與這本書或

資料做連結，還是必須依靠人腦

去設定關鍵字或符號，使用者才

有辦法判讀資料。

處在巨量資料的全球化大環

境中，圖書館人員必須懂得善用

Google的技術，把電腦知識運用

到資料的整理上，去分析一本書

籍在談些什麼？適合哪些人看？

讓需要的讀者可以透過各個不同的

層面、方式，去查詢並找到這本

書。

再來，電子出版品的出版與著

作權問題，也是圖書館數位化後必

須面對的課題。胡教授呼籲，標準

檢驗局、智財局、出版界、資訊界

應與圖書館界通力合作，讓電子書

的出版、發行與流通有著作權法規

可循，以解決圖書資訊服務傳遞的

問題。另外，電子書閱讀平臺，也

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她希望，

電子出版廠商能與圖書館能儘早達

成共識，制定出一個共同平臺，不

需透過各種平臺的轉換，就可以購

買或借閱電子出版品。胡教授認為

雙方應該成為一家人，就好比紙本

出版商與圖書館的關係，讀者可以

選擇用付費來購買書籍，也可以透

過向圖書館借閱的方式來閱讀書

籍，大家有統一平臺，運用自如；

以使用者為第一考量，回到科技創

新、進步的初衷，為使用者帶來更

便捷的服務。

8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蔡明月
（左）代表致贈生日禮物給胡歐

蘭教授。

電子化版權 數位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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