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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学習、創新、傳承：李
华偉博士對台灣圖書館事业的
影响

杨美华
政治大学  台湾  台北   11605

摘  要

李华伟馆长创造许多第一，是华

人的骄傲，更是图书馆界的典范。他

为中外图书馆事业的交流与发展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本文以感恩、学习、

创新、传承的心情，由个人经验及相

关报道，略述其对台湾图书馆事业的

影响。其透过著述立说、精辟演讲，

提携图书馆界青年才俊，为台湾图书

馆界开拓国际视野。李华伟馆长是一

位改革者，更是一位创新者。其沟通

能力、执着和韧性以及柔中有刚、外

圆内方的领导风格 ；对专业的坚持与

信念、待人的诚恳热情，勇于任事的

使命感以及“乐在工作、乐在生活”

的态度，是值得学习和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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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的因缘际会造成人生的柳暗花明、山潢水漾。能够认识李华伟博士是我

的荣幸与福报。李华伟馆长创造许多第一，是华人的骄傲，更是图书馆界的典范。

李华伟教授对我有提拔之恩，也是很多人的贵人，他为中外图书馆事业的交流与

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值其八秩大庆之际，拟共襄盛举，以感恩、学习、创新、

传承的心情，略述其对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影响，聊表谢忱。仅以此文，恭贺其松

柏长青，幸福美满。

1 前言 : 提携后进，不遗余力

李华伟博士温文儒雅，平易近人，是位管理长才，集学者的才智和管理者的

魅力于一体，“赤子般的温暖笑颜”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很早以前就听说李华

伟馆长于 1968-1975 年期间在泰国曼谷参与创办亚洲理工学院（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并担任图书馆及信息中心主任七年，做得有声有色，许多泰国

人都非常感念他。

他帮助许多台湾的年轻馆员在 OCLC 和俄亥俄大学（Ohio University）图书

馆实习，在俄亥俄大学设置的国际图书馆员培训计划赞助了来自各国 175 馆员，

造就许多优秀人才，也因此赢得“国际亲善大使”的美名。

2 美国求学时期的恩泽

我在美国念书时间有幸去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找当时在那边实习的大学同学

江琇瑛女士和王锡璋先生，也因此参观了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东南亚馆藏和 OCLC

总部。这个机缘使我有机会与李华伟馆长相识，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图书馆要想管好，首先收藏要好，有特色 ；其次是服务要做好。有好书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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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物尽其用，那就会留下遗憾。”李华伟馆长如是说。为

了发挥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东南亚典藏特长，他建立了全

世界第一所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收集东南亚华人的历

史、资料，并与中国暨南大学、新加坡华裔馆合作，将信

息通过数据和网络方式，供全世界所有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在与李博士的接触中，发现他为人诚恳热情、谦虚有礼，

待人如沐春风 ；而他对图书馆经营的执着，以及精辟的见

解和创新的作为，更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勇于任事，热心

服务，及敬业负责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1985 年李华伟馆长去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开会时碰到

我，一听说我要回台湾，就介绍我去逢甲大学图书馆担任

图书馆馆长一职，对于他的提拔之恩，真是没齿难忘。

3 逢甲大学图书馆的学习

李华伟博士和逢甲大学的渊源很深，曾促成两校姐妹

校协议，并安排校长和董事长参访俄亥俄大学。1997 年，

逢甲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胡凤生在其指导之下，获得美国俄

亥俄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学位。

李华伟馆长记忆力过人、观察力敏锐、博学多闻、不

出恶言的领导风格，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做为一个领导者，

要有使命感，我在逢甲大学图书馆担任三年馆长期间，谨

遵其教诲，虽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但也能克服挫折，推动

一些改革，驯服难以驯服者。

4 中正大学图书馆的创新

诚如李华伟馆长所教导的 ：“民主化、透明化和人性化

是管好图书馆的三大要素”。我在中正大学创馆其间，除了

用人唯才外，亦采用参与式管理，和同仁一起打拼。学会“在

妥协的地方不妥协，展现人性的尊严，在不妥协的地方妥协，

表现人生的艺术”之精神。 

作为大学图书馆馆长，除了学习李华伟馆长饮水思源、

继往开来的精神，尤其要学习的是募款能力。现在很多美

国大学图书馆招聘馆长时，募款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条。

李华伟馆长认为 ：“我们对外接触的管道很广，实业家、私

人收藏家、乃至书商、善心人士，都是主要的资金捐款人”。

李华伟馆长是全美大学图书馆第一位华人馆长，也是最会

募款的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曾在俄亥俄大学大学图书馆成

立“Ways to Financially Support the Libraries”连结。

“募款不是化缘，而是给人机会做善事，帮助有钱人花

钱”，这句名言非常经典。2002 年李华伟博士在台湾以《图

书馆募款的原则与方法》为题，归纳了募款原则如下 ：（1）

正面形象与适当理由 ：正面形象，清楚的计划及吸引捐款

者的理由 ；（2）好领导者与选择募款对象 ：善用领导者的

影响力，选择正确的募款对象；（3）强调关系与莫忘捐款者：

与募款对象建立长久良好关系并适时表扬之 ；（4）主动提

出募款要求 ：以书面形式提出，载明要求款额及其用途。

总而言之，对外募款时，宜把握以下原则 ：（1）订定

长远的计划与目标 ；（2）善用人脉与建立长远关系 ；（3）

开诚布公建立彼此互信基础 ；（4）主动、详细、有吸引力

的募款需求。

5 政治大学图书信息学研究所的传承 

1996 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长 Dr. Robert Glidden

夫妇偕同副教务长 Dr. F. Gagliano 及图书馆总馆长李华伟

教授一行四人来政大图书馆参访。1999 年在浙江大学图书

馆讲学时，夏勇馆长特别邀请李华伟教授、胡欧兰教授、

范豪英馆长和我一起去千岛湖一游，期间受益良多。1999

年 12 月 8 日李华伟博士应邀来政大图书信息学研究所做

专题讲演。李华伟馆长退休时，我们曾极力邀请他来担任

客座教授，可惜因缘不俱足。

李华伟教授多年来一直专心致力于图书馆功能从“信

息管理”到“知识管理”的提升，强调图书馆在知识创新

过程中的主要作用，他曾带领 OCLC 管理阶层到大中华地

区开培训课程 ；我去深圳参访时亦受教很多。

2007 年 5 月本所特别聘请李华伟博士担任系所评鉴委

员，其观察入微，立论精辟的建议，对于我们的所务发展

和日后博士班的设置，功不可没。政大吴思华校长特别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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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百本专书给美国国会图书馆。

6 对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6.1 著书立说
李华伟馆长在忙碌工作中不忘教学和研究，曾发表 5

本专书及学术论著 70 多篇，先后担任 7 种学术期刊的编

辑委员。其主要著作包括 ：《图书馆学的世界观》、《现代化

图书馆管理》、《知识管理 ：理论与实践》等。他的著作常

是台湾图书馆学教育最好的教材。

6.2 巡回演说
他的专题讲演更是所向披靡，引起许多涟漪和回响。（1）

李华伟主讲，“网络环境中的图书馆合作和资源共享”，因

特网与图书馆发展研讨会（台北市），1999 年 12 月 4 日。（2）

李华伟主讲，“知识管理、图书馆及教育革新”。台湾师范

大学图书馆，2001 年。（3）李华伟主讲，“快速变化中的

图书馆”，逢甲大学图书馆，2002 年 12 月 16 日。（4）李

华伟主讲，“建立美国国会图书馆世界级的数字时代亚洲馆

藏 (Building a World-class Asian Colle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数字时代图书馆馆藏发

展研讨会（中兴大学），2006 年 1 月 16 日。（5）李华伟

主 讲，“Down Memory Lane: Major Milestones in Library 

Automation in the U.S. Since the 1960s.( 国际图书馆自动

化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2008 年 7 月 8 日。

6.3 经纬桥梁
从 1982 年以来，李华伟博士每年应邀至中国各地讲学，

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他游走两岸，

是少数没有争议的一位学者，为台湾汉学中心和美国国会

图书馆牵线，其高超的领导力，将台湾图书馆的触角扩及

全世界。2001 年李华伟馆长以 OCLC 顾问身份来台湾办

理知识管理研讨会，2004 年安排台湾图书馆界代表团参观

美国国会图书馆并与馆长座谈交流。

7 结语 ：领导与沟通

成功的管理者应扮演好人际关系、信息及决策者等角

色。人际关系的角色是指与他人共事时需能了解、指导与

激励他人 ；信息的角色在搜集信息、分享信息与传递正式

信息 ；而决策者角色则是能化解冲突与危机且能分配适当

资源。因此，管理者须具备的能力包括 ：政治能力、分析

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处理人的问题能力、财务能力，

以及系统能力等。这也是我们在李华伟博士身上看到的人

格特质。

每位领导者皆会满足两个角色的特征，一是聪明且有

效地运用权力，二是经由行动及分明的价值观念，呈现出

一个让其它人想要追赶上的远景。领导的挑战在于领导者

需带领其它人穿越明日未知的道路，许多人可以胜任管理

者，但很少有人可以掌握未来远景。李华伟馆长是一位改

革者，更是一位创新者。其沟通能力、执着和韧性以及柔

中有刚、外圆内方的领导风格，我们虽然不一定能望其项背，

但是他对专业的坚持与信念、待人的诚恳热情，勇于任事

的使命感以及“乐在工作、乐在生活”的态度，是我们必

须学习和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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