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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淡自適、不

忮不求的盧教授，

順著自己的心念走

出一條屬於自己的

路。一次工讀的機

會，使盧教授和圖

書館結下良緣，從

此，不僅深深愛上

了它，更在圖資這

條路上貢獻畢生心

血，散 發 迷 人 光

輝。

壹、一項契機，而成就了「她」

盧教授籍貫江西省，於1944年出生於重慶，

並曾暫居南京三年，隨後於1949年南京淪陷前後

來臺，在臺灣接受完整教育。小學階段隨著父親

職務調遷，就讀三所不同地區的小學。在「慈父

嚴母」的督導下，盧教授於1956-1962年，就讀

臺北第一女子中學初中與高中，並以優異的成績

考取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歷史研究所。然於研究

所次年論文尚未完成之際，接獲美國芝加哥大學

遠東語言文明學系碩士班的入學許可和獎學金，

經評估後，決定放棄臺灣的碩士學位，於1968年
赴美留學，並於 1970年順利取得歷史學碩士學

位。留學期間，為補貼生活費，盧教授在芝加哥

大學的遠東圖書館（今東亞圖書館）工讀，使其

開始接觸圖書館學領域，對圖書館學產生興趣，

並獲取圖書館學碩士學位。

貳、名師輩出的學習聖殿

盧教授始終服膺名校不是以校園大或建物美

著稱，而是有「大師」之謂。盧教授求學過程

中，所經歷之臺灣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皆名師輩

出，令其深感大學教育除知識學問的學習外，最

重要的是，學習師長的風範，包括他們對真理的

探求、做學問的態度，以及對學生的熱情；而這

一切，最後都以師長的言行做依歸，亦即教育的

金科玉律為「身教重於言教」。

臺灣大學是抗戰勝利後，於1945年11月15
日，接收自日治時期1928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

學。其辦學理念是由第四任傅斯年校長所奠定

的，他提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為校訓；堅

「圖」「史」兼備，恬淡自適—盧秀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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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大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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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盧秀菊於芝加哥大學獲史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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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學術自由與教育自主；強調不同院間，修習國

文、英文、通史、邏輯、數學、物理、化學、動

植物、地質、普通經濟學、法學通論等「通習科

目」的重要。此辦學理念，在臺灣大學以系為主

修單位的專才教育制度下，似乎未能完全實現；

但他的辦學精神以自由學風為主，迄今為臺灣大

學所承襲。盧教授就讀時，歷史系名師有研究希

臘羅馬史的沈剛伯、遼金元史的姚從吾、明史的

夏德儀、中國近代史的吳相湘、西洋史的劉崇

鋐，以及中國上古史的許倬雲等教授。

另芝加哥大學於1892年建校後，定位以研究

院為主，研究院與大學部的學生比例為三比一。

其卓越之研究表現，被稱為學術研究的修道院

（academic monastery）。迄 2001年，在全球約

700位諾貝爾獎金得主中，和芝加哥大學有淵源

的教授、學生及研究員佔73人，僅次於英國劍橋

大學的77人。

盧教授就讀之遠東語言文明學系（Depart-
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
tions），名師有顧立雅（Harrlee G. Creel）、柯

睿格（Edward A. Krack, Jr.）、孔復禮（Philip A.
Kuhn）、何炳棣及錢存訓等教授；而圖書館學研

究院（Graduate Library School）的名師有專精於

圖書館自動化的 Don R. Swanson、探討圖書館與

社會及傳播的Lester Asheim，以及圖書館史的

Howard W. Winger等教授。

參、學以致用，吸收新知

盧教授於1982年底回臺服務前，曾在美國公

共圖書館工作六年（1976-1982）。美國圖書館事

務是由各州管理，專業之圖書館館員須有證照。

凡ALA評鑑合格的大學圖書館學研究院，獲

得碩士以上學位者，可憑畢業證書申請圖書館員

證照。盧教授領有印第安那州（Indiana）圖書館

員證照後，受聘於南灣市公共圖書館（South
Bend Public Library），先任職參考諮詢服務員四

年（1976-1980）。參考諮詢服務館員任用資格為

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加上另一學科碩士學位或學

士學位。除了一般參考資料外，盧教授特別熟習

歷史學與相關社會科學參考資料。此外，盧教授

也曾任職技術服務部副主任（1980-1982），熟習

採訪與分類編目工作，負責協助改換自動化系

統，由OCLC系統到CLSI公司之PLUS系統。並

也因擔任行政職務，有機會學習如何扮演好中級

管理者的角色。當時館長拿坡理（Donald J. Nap-
oli）負責編輯出版《公共圖書館服務成效評估》

（Output Measures for Public Libraries, 1982），

含12項評量法的手冊，日後盧教授回臺灣曾撰文

介紹。

肆、理想得以落實

盧教授於1982年底回臺後，因具備歷史學、

圖書館學雙碩士，並結合圖書館之工作經驗，首

先擔任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兼圖書館採錄組

主任（1983-1985）。於擔任歷史系講師時，教授

過「中國通史」與「中國近代史」二門課程，以

及出版The Imperial Printing of Early Ch'ing China,
1644-1805（1983）一書。並因兼圖書館採錄組主

任之故，使盧教授嫻熟國內大學圖書館運作。

隨後，盧教授轉任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任教

（後更名為圖書資訊學系），一路從講師、副教

授至教授。因在芝加哥大學碩士班修習過「圖書

館資料組織評估與應用」一系列（一般總論、人

文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技術）課程，加上

在南灣市公共圖書館服務過程中，因協助圖書館

全盤自動化，而熟悉分類編目規則與機讀格式，

得以任教「圖書分類與編目」的基礎課程。也因

1998年，盧秀菊教授在臺大文學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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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課程涉及人文學與社會科學，加上曾任職南

灣市公共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員，於臺灣大學講

授「社會科學文獻」與「人文科學文獻」二門

課。其中「人文科學文獻」課程長達二十多年，

豐富的教學經驗讓盧教授出版了《西洋人文學參

考資料選目》一書，以及製作「西洋人文學文

獻」網頁。

學術生涯中，盧教授出版《圖書館規劃之研

究》、《現代圖書館組織結構理論與實務》二書

外，並發表百篇論文，內容涵蓋圖書館管理、分

類編目、人文學文獻、公共圖書館等主題。另先

後指導二十多位研究生，論文主題包括技術服

務、行政管理及公共圖書館。除了教學與研究

外，盧教授亦積極參與專業活動，包括參加國內

外與海峽兩岸研討會發表論文、專業學會各委員

會擔任職務、政府部會與圖書館相關事務擔任委

員與顧問等。自2001年起，盧教授開始參與國內

公共圖書館輔導工作，迄今已經訪視過全省21縣
市文化局圖書館及一百多所鄉鎮圖書館。2001至
2004年，國家圖書館執行之三年計畫專案中，第

二、三年（2003-2004）係評鑑鄉鎮圖書館，當時

所採用的評鑑手冊即盧教授擬定的〈臺灣地區公

共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表〉。這也是臺灣地區第

一次施用評鑑手冊於全省鄉鎮圖書館之評鑑工

作。

伍、對圖書資訊學教育與專業的看法

2004年，盧教授因身體微恙，於耳順之年，

決定提早退休。不過，對於青年學子的關心卻不

曾減少。對未來圖資界的看法，盧教授說：有鑑

於芝大的學習經驗，再加上於國內外圖書館的實

務工作經驗，她認為圖書館與資訊中心等為理論

落實於實務中的場域。另一方面，從圖書館歷史

演進與人類知識資訊傳承角度來審視，當前先進

的科技工具是很好的載體。但我們不能被新穎的

科技工具所眩目，一味追新。畢竟科技產品只是

載體，其所載知識資訊內容才是代代相傳的核心

物件，進而達到知識資訊與科技工具並重的理

念。

盧教授認為學術與通識應並重，圖書資訊學

是重視實務，並以服務為目的之學科。根據盧教

授的觀察，臺灣將圖書資訊學系放在大學部，大

學教育是專才教育而非通才教育；而美國將其置

於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而非一般純

學術的大學部（undergraduate）或研究院（grad-
uate school）。因此臺灣圖書資訊學系畢業生，

其專業知識及技術優於通識概念及學科素養，當

至圖書館相關單位服務時，無法回答一般常識與

通識性問題，亦難勝任參考服務之「學科專家」

角色。因此，在未來的大學教育下，如何達到專

業素養與學科素養並重，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

標。我們要成為一位有一般常識，通情達理，處

世練達的專業人員，而非常識欠缺，知識傲慢，

不通人情世故的象牙塔學者。

最後，她提及理念與熱忱應並重，具有圖書

資訊學的理念，以及對圖書館和資訊中心的服務

熱忱，是圖書資訊機構從業人員最重要的二項要

素。有理念與理想，加上服務熱忱和鍥而不捨的

堅持與努力，才能成就圖書館員們的專業。然而

上述所說皆為她個人理想，有些是制度面先天的

缺失，有待年輕一輩的努力，將圖書資訊學的教

育理念，以及圖書館與資訊中心服務精神，代代

傳遞下去。

陸、知足常樂的人生觀

盧教授生於二十世紀變動中國，受大時代洗

禮，受儒家教育體系的思想薰陶，家庭質樸誠信

生活的教養，一直克勤克儉，努力向學。有幸留

2002年，盧秀菊教授於臺大圖資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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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美國，接受現代圖書館學教育，學成後，回歸

臺灣，希望盡一己棉薄心力，貢獻所學。盧教授

在臺大教職的生涯中，一直秉持教學第一的理

念，個人研究和專業服務次之。對學生，希望做

到身教重於言教，以身作則，尊重學生的個別差

異與興趣。對研究，專注自己的興趣與過去工作

心得，以圖書館營運、人文學資料、公共圖書館

為主要議題。至於服務，亦選擇集中於自己專長

的技術服務與公共圖書館等方面。

對於人生觀而言，只希望做到恬淡自適、不

忮不求；同時，以《論語》的「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遊於藝。」中所述的讀書人自勉。

近十年來，盧教授每週日到教堂做禮拜，從聆聽

牧師的講道，反省平日週間自己的作為，自我惕

勵。但因恐學習基督教義未精，又沒積極參與團

契活動，達不到基督徒行為標準，迄今尚不敢正

式領洗，但心理上盧教授認為她是篤信上帝的。

盧教授說《聖經》是她自大學時代接觸以來，提

供心靈安慰的一部大書，也將其視為是她人生最

後生命旅程中的最大依靠，就如〈詩篇〉第23篇
所說：「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 與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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