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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文郁先生早歲畢業於武昌文華圖書館專

科學校，其後赴美進修，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

圖書館學碩士學位。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目

及閱覽部主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及西南聯

合大學圖書館主任（即今日之館長）、國立羅

斯福圖書館籌備主任、聯合國總部圖書館編目

科長、俄亥俄州立大學圖書館行政教授等職。

民國 67 年，由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延聘來臺
講學，並應教育部之聘擔任漢學研究資料暨服

務中心委員兼顧問，其後兼在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館學研究所授課。民國 74 年退休後寓居美
國，仍著述不輟，先後出版《清儒傳略》、

《中國書籍簡史》、《美國圖書館名人略傳》

及論文多篇。綜計先生在圖書館界服務與教學

的時間，前後達一甲子之長，若說其一生的時

間與精力均奉獻給圖書館事業，當非過譽之

詞。藍乾章教授曾云：「人之一生，能夠固守

崗位從事一種事業的開拓和耕耘，達六十年攸

久歲月者，終是難得；有之，當屬紹誠學長嚴

文郁教授。」（註 1）民國 75年，美國華美圖
書館員協會為表彰先生對圖書館事業的奉獻與

成就，特頒贈「傑出貢獻獎」。先生對圖書館

事業之投入與奉獻，實堪為圖書館同道及後學

效法學習。今年適逢先生百秩華誕（註 2），
爰摭其行實，編為年表簡編，庶識先生之出處

大略。筆者不敏，疏漏舛誤不免，敬請博雅指

正。

嚴文郁先生，湖北省漢川縣人，生於清光

緒三十年（西元 1904 年）。原名文照，後由
其三叔奇安公改名文郁，取字從周（據論語八

佾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先生因其父親字敬誠，又改從周為紹誠。晚歲

赴美定居後，另以誠齋為字。

嚴氏為楚莊王後，以諡為姓；東漢時避明

帝諱，改姓嚴。傳至遠祖仲祥公，由江西新喻

州遷到湖北黃梅獨山；再傳至球側公，由獨山

遷至漢川縣垌塚以南的養馬咀，是為漢川支系

之始遷祖。

祖父章選公為第十五世祖，有兄弟五人，

行四，生於清道光二十六年（西元 1847年）。
父敬誠公，諱奇觀，有兄弟三人，居長，生於

光緒九年（西元 1883 年）。母李氏秀瑛，生
於光緒七年，有三子、一女。先生行二，長兄

名文華，早先生一年出生。有弟、妹各一，皆

早夭。

光緒三十年（西元 1904年）

9月 1日（陰曆 7月 22日）出生於湖北漢
川縣城東關門外大街。

宣統二年（西元 1910年）

先生與其兄文華均在漢川縣聖公會（Prot-
estant Episcopal Church）所辦養正學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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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祖父章選公，因幼時家貧，輟學習商，

時以未能讀書為憾。而奇觀公不愛讀書，選擇

從商，故蓄意培植先生的二位叔父—奇清公與

奇安公，讓他們受新式教育。對於先生與其兄

文華的教育問題更是重視，囑咐不可令第三代

子孫再作商人。

民國元年（西元 1912年）

是年，先生的母親逝世，弟妹相繼夭折。

奇觀公另娶繼室，先生及兄文華由祖母撫養照

顧。

民國 3年（西元 1914年）

是年春，由三叔奇安公帶至武昌，在他任

教的聖約瑟中學就讀。一學期後，又轉回漢川

的原學校。

民國 5～6年間（西元 1916～1917年）

由雙方家長作主，與夫人葛先華女士訂婚。

二人雖是近鄰，但幼時不曾會晤。

民國 7年（西元 1918年）

由祖父做主，經二叔奇清公的安排與協助，

由養正學校轉至安慶的座堂中學就讀。舊曆新

年後，插入初中最高一班，6 月畢業取得初中
文憑，並順利升到武昌文華中學高中一年級。

民國 8年（西元 1919年）

北京發生五四運動，影響所及，各地皆發

生學潮。先生曾參加遊行，搖旗吶喊。不久學

校提前放假，勒令學生回家，以免風潮擴大。

民國 9年（西元 1920年）

是年夏，奇觀公因病去世。

民國 10年（西元 1921年）

兄文華染患肺病，9個月後不起。
是年夏，先生由文華中學畢業，取得高中

文憑。因對書籍頗有興趣，故選擇文華大學

（後與博學、博文、雅禮、及湖濱等書院合併

為華中大學）圖書科（後改為文華圖書館專科

學校）就讀。該科是由韋棣華女士（Mary Eliza-
beth Wood，1861～1931）創辦，是我國正式

圖書館學教育的濫觴。

民國 11年（西元 1922年）

先生為大二學生，報考漢口郵政總局郵務

員，順利錄取，被郵局派往河南開封任職。因

不忍遠離年邁的祖父母，陳情希望留在武漢工

作，未為郵局接受，又加上師長們的勸阻，遂

放棄就業，決定繼續讀完大學。

民國 14年（西元 1925年）

是年 5月，全國圖書館人士在北平成立中
華圖書館協會。

因五卅慘案發生，引起全國罷課學潮，教

育當局關閉學校以制止學潮，先生未經考試，

以 4年平均分數畢業。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工
作，暫在江西美商美孚石油公司（Socony）作
雇員，每日作點中英文信稿或報告的翻譯工作。

因稟性與商場習氣不合，時有格格不入之感。

秋季開學時，北京大學需要一名受過專業訓練

的圖書館員，韋棣華女士託人帶來親筆信函，

囑先生北上應聘，先生遂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擔

任西文書編目員，是先生所從事的第一份圖書

館專業工作。當時圖書館主任為袁同禮先生

（1895～1965），乃先生與袁先生共事之始。
農曆臘月，家中為先生擇定結婚日期，因

北洋軍閥混戰，平漢鐵路中斷，有家歸不得，

故無法如期完婚。

民國 15年（西元 1926年）

是年夏，先生南歸，與夫人葛先華女士舉

行婚禮。

是年，管理美國退回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

基金會籌辦北海圖書館，聘請梁啟超、李四光

二先生為正副館長，袁同禮先生為圖書部主

任，實際主持館務。先生應聘至新館任西文編

目組組長，同時進館的還有蔣復璁（1898～
1990）、汪長炳等先生。當時西文書是依美國
國會圖書館分類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
fication）分類，所以《圖書館學季刊》的編輯
請先生撰寫一篇介紹國會分類法的文章，這是

先生圖書館專業文章的處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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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6年（西元 1927年）

夫人產下一女。

民國 17年（西元 1928年）

是年春，女兒因病早夭。4 月初，長男欣
鎧出世。

民國 18年（西元 1929年）

女兒欣蓮出生。

民國 19年（西元 1930年）

次男欣榮出生。

是年，袁同禮先生升任北海圖書館副館

長，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訂約，每 2年派一館
員去該校整理中文書籍，同時可在圖書館學院

進修。先生是第一位膺選出國，8 月間搭乘海
輪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始半工半讀的生

活。白天除上課外，時間都花在中文圖書館，

夜間則準備功課及作報告，可說是廢寢忘食，

辛苦備嘗。

民國 21年（西元 1932年）

先生以四庫全書為碩士論文題目，5 月順
利通過口試，6 月畢業，取得圖書館學碩士學
位。

是年，北京圖書館（由北海圖書館與京師

圖書館合併改名）與柏林普魯士邦立圖書館協

議交換館員，先生又奉派前往德國見習。先生

由美返華，攜夫人及次子欣榮同赴柏林。初到

柏林，承北海圖書館老同事蔣復璁先生（二年

前以浙江省官費留德）協助，順利解決住宿問

題。先生赴德的前半年在普魯士邦立圖書館見

習，下半年則轉到柏林大學圖書館。居柏林一

年，先生對德國的圖書館體制及大學圖書館的

特色均留心觀察，曾發表「柏林普魯士邦立圖

書館」、「德國聯合目錄概述」等文。

民國 22年（西元 1933年）

是年夏，旅德合同屆滿，離開柏林經英倫

及巴黎，在義大利那不勒斯搭乘海輪返國，於

中秋前幾日抵達上海。返回漢川拜見祖父母

後，一家五口從漢口乘平漢鐵路去北平復職。

北平圖書館改聘先生為編目部兼閱覽部二

部主任，管理技術及讀者服務，人員五十餘

人，佔全館一半。

民國 23年（西元 1934年）

祖父章選公在漢川逝世，先生返鄉奔喪。

民國 24年（西元 1935年）

是年春，袁同禮先生出國訪問，中華教育

文化基金會派孫洪芬先生代理館務。此時正值

北京大學蔣夢麟校長要改組圖書館，以 30 萬
元建一新館，欲覓一專門人才主持館務。孫先

生認為先生最有資格擔此重任，遂向蔣校長推

薦。經蔣校長面談後，正式聘為圖書館主任

（因圖書館附屬於教務處，故其職稱為主任，

實即綜理館務的館長）。

6月 1日到任，第一件事是遷館。由於新
舊二館毗鄰，先生先將舊書庫某架的書應放在

新書庫那一層那一架計劃好，再請全體員工排

成一列，利用接力的方式，在五、六天的時間

內順利將書搬完，同時上架完成，可以開館作

業。

因應新館的成立，北大校務會議先已決定

系館藏書移交總館典藏，各系均已照辦，唯獨

外語系遲不辦理，並請人向校長遊說，希望暫

緩執行。先生態度堅決，請校長貫徹原議，讓

系館移交圖書的事順利完成。

先生又將組織及人事重新安排，由北平圖

書館請來于震寰先生改編中文新書，中文卡片

不用抄寫，由北大出版部刊印，在當日是相當

新穎的作法。

9月開學，4個大閱覽室及 14間教授研究
室都佈置完竣，另為參考書、大套叢書、類書

及中西文期刊開闢專室，讓北大師生耳目一

新。10月 10日，北大校方請北平名流及教育
文化界人士參觀新館，胡適之先生特別介紹先

生，說北大圖書館的新生全賴嚴先生的功勞。

先生自覺受寵若驚，並認為是一生中最光榮的

一天。

民國 25年（西元 1936年）

先生與北大同事至青島出席中華圖書館協

會年會，大會推派先生負責總務，安排議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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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代表之食宿問題。五天會議結束，在閉幕

典禮中，由袁同禮先生、沈祖榮先生及先生三

人做總結報告。

民國 26年（西元 1937年）

7月7日，日軍在宛平縣蘆溝橋發動戰火，
北平市民倉皇出走，學校教職員也紛紛離去。

先生因典守圖書館藏之責，不能擅離。7月 30
日日軍進城，北平遂為日人掌控。某天，日本

東方文化委員會人員由憲兵駕車到館索閱「俄

蒙界線圖」，最後出具收據將圖強索而去，先

生說這件事讓他嘗到亡國之痛。此事另涉及孟

森教授，先生有「孟心史先生與俄蒙界線圖」

一文，說明其中始末。

9 月底，總務長奉到密令，將學校關閉，
圖書館貼上封條，由駐平保管委員會保管。先

生的責任卸除，開始做離開北平的安排。其後

歷經險阻，全家由北平搭火車至天津，轉搭海

輪至青島，再搭火車至漢口。承平時，平漢鐵

路只須四十多小時的車程；此次耗時半個月，

還吃了許多苦頭。

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在長沙組「臨

時大學」，先生將眷屬寄在武昌三叔家，隻身

前往長沙。在先生趕赴長沙之前，北平圖書館

袁同禮館長與臨時大學已簽署合作書，願將該

館離平館員借給學校，仍在原館支薪，所以先

生再次與袁先生共事。當時一切因陋就簡，但

先生仍勉力維持圖書館運作，為師生服務。

民國 27年（西元 1938年）

是年春，武漢陷落，政府令臨時大學遷往

雲南昆明，學校改名「西南聯合大學」。圖書

館有書百餘箱，加上中央研究院書刊數百箱，

由粵漢鐵路運到香港，再轉由海防入滇。先生

全家與多數教職員眷屬亦走水路，最後安抵昆

明，賃屋而居。

民國 28年（西元 1939年）

西南聯大的文學院初設在蒙自，至此始遷

至昆明，另造新校舍。圖書館居中央，四週為

課堂宿舍，規模粗具。

在昆明 5年，先生全力維持圖書館應有的
服務，在物資缺乏、環境艱困的條件下，為大

後方的高等教育奉獻心力。

民國 30年（西元 1941年）

經前輩戴志騫先生介紹，到中國銀行昆明

分行兼一半日差事。與經理隔鄰辦公，相談頗

為投機，兩週後經理勸先生放棄聯大職務到銀

行任外匯部副主任。因改行事關重大，故商之

蔣夢麟校長。蔣先生說：「為了錢而犧牲你在

圖書館的成績，斷送前程，所付代價太大。」

先生聽從蔣校長的忠告，婉謝經理的美意，並

連兼職也一併辭去。

其間，先生曾擬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蒙

蔣夢麟校長推薦，向上海洛克斐勒基金會（Ro-
ckefeller Foundation）申請獎學金，後因故未
成。

民國 31年（西元 1942年）

8 月初，先生的祖母在家去世，因在日軍
佔領區，無法奔喪，先生為此飲恨終身。

是年，美國戰略服務處派費正清博士（Dr.
John K. Fairbank）來華搜集資料，兼美國駐華
大使館出版品服務處處長。他與中國學術界成

立「國際學術資料供應委員會」，將美國科學

論文微捲（microfilm）分贈給各大學及研究所，
以袁同禮館長為執行人。袁先生欲去印度接洽

美軍機代運書刊之事，約先生去重慶代理他的

工作。先生遂向北大請假，辭去聯大職務，舉

家遷往重慶。等袁先生回來後，又調往沙坪壩。

同時，應汪長炳先生之邀，兼在璧山的社會教

育學院授課。

稍後，天府煤礦公司欲成立一工礦資料室，

聘先生為主任，為家庭生計考慮，先生遂辭去

北平圖書館及社會教育學院工作，去天府公司

上班。

民國 34年（西元 1945年）

8 月初，小女兒欣瑞在北碚出生，因出生
沒幾天就是日本投降，故取名「瑞」。

勝利後，政府復員南京，教育部為紀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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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故總統羅斯福擬辦一圖書館，有意聘先生主

持籌備工作，先生乃辭去天府的工作。

民國 35年（西元 1946年）

6 月接奉教育部公文，出任羅斯福圖書館
秘書兼籌備主任。9 月初蔣中正主席批示羅斯
福圖書館設在重慶，利用中央圖書館遺下來的

館舍辦理。教育部撥款 2億元作開辦費，經常
費每月一百萬。重慶舊館經整修後，煥然一

新，又添造職員宿舍。除利用經費大量購書

外，又由「敵偽文物接收保管委員會」所保管

的圖籍中，挑出木刻本圖書十餘萬冊。

先生全家於 12月遷至重慶。

民國 36年（西元 1947年）

5月 1日羅斯福圖書館正式開放閱覽與借
書。

先生應美國圖書館協會之邀，赴美國考察

訪問 9個月。先生由西岸到中西部，再轉往東
岸，參觀著名公共及大學圖書館數十所，收受

贈書千餘冊，結識美國文化界人士甚多。

民國 37年（西元 1948年）

1月下旬由美抵滬。
回國後，積極推動羅斯福圖書館之正式成

立事宜，希望能將羅斯福圖書館由籌備處改為

正式成立。由於成立程序須由行政院擬就組織

條例，送立法院立法設立，故先生四處奔走推

動。惜因時局不靖，立法院無暇討論此案。至

民國 38 年先生出國時仍在籌備階段，先生引
為一大遺憾。先生有「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

紀實」一文，詳述該館建館原委。

民國 38年（西元 1949年）

京滬危急，政府遷廣州辦公。先生的朋友

聯合國圖書館館長 Dr. Carl Milam因關心先生
的安危，願意助先生在聯合國圖書館謀一職

位。某日先生接到聯合國所發電報，謂有一圖

書館職位，囑先生電覆接受與否。先生為全家

安全著想，決定接受此一技術人員職位，於是

向教育部請假 1年，於 6月中舉家飛赴紐約。

民國 41年（西元 1952年）

攜夫人及小女欣瑞到臺灣休假，遊覽臺南

赤崁樓、延平郡王祠及臺中日月潭等地。

民國 43年（西元 1954年）

林語堂先生應聘出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

長，邀先生規劃一所新式大學圖書館。先生向

聯合國請假 1年，於除夕飛抵新加坡。

民國 44年（西元 1955年）

1 月初，林語堂校長、重要教職員與董事
會開會，討論校舍房屋問題，雙方發生歧見，

董事會遲遲不批准校長預算。雙方僵持月餘，

全體教職員總辭，董事會賠償損失和解。5 月
初，先生返美復職。

民國 48年（西元 1959年）

聯合國圖書館新館長 Josef Stummvoll 到
任，調先生至 U. N. Checklist of Document改任
編輯。

民國 49年（西元 1960年）

先生之友人 Dr. Charles Brown（1875～
1960）在佛羅里達州逝世，先生撰「查理布朗
博士傳略」一文，悼念這位八十餘高齡的前輩。

民國 50年（西元 1961年）

8 月間到臺北休假，拜訪監察院于右任院
長及中央研究院胡適院長。

11月中，聯合國圖書館新館落成，命名為
「哈馬紹圖書館」，以紀念 9月間在非洲發生
空難的前秘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id）。

民國 51年（西元 1962年）

1月，先生升任聯合國圖書館編目科長。
2月 24日，胡適之先生在臺北因心臟病去

世。先生有「悼胡適之先生」文。

民國 52年（西元 1963年）

2 月間聽說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將開辦中文系，須建一東亞圖書館，
先生去信詢問，並列出林語堂先生等人為諮詢

人。林先生極力推介，俄大已有聘請先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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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因經費問題，要到下一年度才能確定。

民國 53年（西元 1964年）

1月初，俄大聘書寄到，職銜為助理教授，
須在中文系上課。

6月，自聯合國圖書館退休，代理館長Gro-
ecbeck於歡送會中致辭，以「勤奮、容忍」為
先生美德，讚譽有加。

7 月，遷往俄亥俄州之哥倫布市。9 月開
學，先生被編入圖書館之購書股。因中文系尚

未排課，故不須授課。

民國 54年（西元 1965年）

在中文系講授「目錄學」，但學生中文程

度及國學基礎均不足，能聽懂者寥寥無幾，故

一學期後即停開，不再在中文系支薪，全部由

圖書館負擔。先生向香港、臺北，東京、及漢

城訂書甚多，對中國新舊書籍的採購頗費了一

番心力。

民國 55年（西元 1966年）

是年秋，先生升等為副教授。

民國 56年（西元 1967年）

2 月間，先生在俄大圖書館舉辦「中國文
字及書籍展覽」，展出中國各種字體的演變，

以歷代碑帖顯示出來，配以中國印刷書籍，呈

現文字與書籍的關係，又從 Cleveland Museum
of Arts借來名硯、古墨、徽筆、宣紙等共同展
示。當地報社派人專訪，報導的標題為「Best
OSU Library Display」。

7 月底，中央圖書館館長屈萬里教授出任
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辭去館長職務，並向教

育部推薦先生繼任。此事引起家庭歧見，經過

數月書信商討，先生為求家庭和諧，又因兒女

教育尚未完成，去函教育部謙辭。

民國 58年（西元 1969年）

4 月，為俄大赴東亞購書。先到香港，訂
書甚多。5 月飛臺北，與書商接洽，得到不少
六折甚至對折購書的折扣。在臺期間，拜訪林

語堂先生伉儷，知道林先生正在為香港中文大

學編一部「漢英大字典」。又謁鄉前輩王世杰

院長於南港中央研究院，王院長以中研院將添

設美國研究所，邀先生回國協助籌建一所圖書

館。當時先生以負有俄大的使命，未便接受。

離臺後，又至東京及漢城等地購書。在韓

國購得「杜詩集註」一種，為罕傳本，存世僅

四、五部，但書商不明價值，以十幾元美金售

予先生。

11月間，王世杰院長訪美，為籌建圖書館
之事，邀先生至紐約懇談。先生原則上同意請

假回國服務 1年，細節另談。

民國 59年（西元 1970年）

2 月間，中央圖書館包遵彭館長病逝，圖
書館界又有人推舉先生繼任，教育部同意。但

王世杰院長以與先生有約在先，反對先生出掌

中央圖書館。不久王院長忽然榮休，因人事變

動，返臺之行也就此打消。

6月初，先生升為正教授。

民國 60年（西元 1971年）

因俄大圖書館人事更替，先生辭去俄大工

作。原任館長特致函感激先生對建置該校東亞

館藏之貢獻。6 月下旬，圖書館同仁為先生開
歡送會。

8月，遷往紐澤西州普林斯頓（Princeton），
開始過著退休生活，經常到普林斯頓大學葛思

德東方文庫看書及借書。

民國 61年（西元 1972年）

開始研讀徐世昌所編《清儒學案》，將其

中所收一千二百多名清朝理學家，每人編一略

傳（包括姓名、別號、籍貫、生卒年【如查得

出】、功名、小傳、著作等項），又將別號、

著作書名等另編成索引備檢。前後花了 2年功
夫，完成初稿。

民國 63年（西元 1974年）

先生鑑於中國歷代史志及補志甚多，缺乏

有系統的整理，遂提出編輯「中國歷代藝文總

志」計畫，希望就歷代史志編成一份總目，可

以顯示書籍存佚狀況及歷代典藏情形。陳立夫

先生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工作，甚表贊成，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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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化復興委員會提出編書計畫，該會建請教

育部專案辦理，蔣彥士部長批准執行。計畫由

先生任主持人，借中央圖書館為工作地點；另

在臺大增設一教授名額在臺大支薪，旅費及房

屋津貼由國科會負責。不料中央圖書館諸館長

未依教育部核定計畫執行，另在中國圖書館學

會內設一編纂委員會，以先生為委員之一，並

在臺大每週排 8小時課程。如此一來，改成以
教書為主，編書為副，與先生原意不同，返國

之事因此停頓。而臺大聘書早已寄發，先生雖

覺歉然，亦只能將聘書送還。編輯藝文總志之

事，故而拖延近 10年的時光，民國 71年才在
王振鵠館長的指導下，編印經部易類書類初稿

本行世。在該書序言中，提及此計畫為先生所

發動，功不可沒。

民國 64年（西元 1975年）

由普林斯頓遷居紐約 Bronx。
先生在完成清儒傳略初稿之後，就開始瀏

覽清朝歷代皇帝實錄。搬到 Bronx之後，繼續
向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借實錄閱讀，

將有關文化教育，如學校、考試、編書等重要

史事，逐項抄錄在卡片上。先生後來寫過兩篇

有關翰林院的文章，即是根據這些資料整理而

成。

民國 66年（西元 1977年）

10月，應次子欣榮（時在臺灣負責Digital
Equipment 公司業務）之邀到臺灣觀光，12月
底才返美。在臺北時，圖書館同道老友多勸先

生返臺執教，其中以蔣復璁先生主張最力，並

商得輔仁大學于斌校長首肯，由輔大圖書館學

系延聘為專任教授。

民國 67年（西元 1978年）

8 月間，先生與夫人移居臺北，在輔大講
授圖書館行政、人文科學文獻、及參考工作課

程。課餘則應邀在中央圖書館、臺大、師大、

淡江作專題演講。

民國 69年（西元 1980年）

因攝護腺肥大，住進中心診所手術治療。

3月中返校上課，學生見先生康復，鼓掌歡迎，
場面感人。

民國 70年（西元 1981年）

教育部成立「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

聘先生為委員兼顧問。

是年春，德國洪波基金會（Humboldt Foun-
dation）總幹事 Dr. Pfeiffer 訪臺，中德學會開
會歡迎。席間得知先生為 1932～1933 年獎學
金得主，遂邀先生與夫人於暑假間再訪德國。

7 月偕夫人至波昂，參加洪波基金會年會。會
畢參觀德國大都市及大學圖書館，為時 45天。
8 月中停倫敦，參觀大英博物館圖書館，獲贈
「五年閱書證」。

秋季開學，輔大聘先生為「講座教授」，

以示尊崇。

民國 71年（西元 1982年）

4 月底，夫人與先生上街購物，不慎在人
行道跌倒，送醫檢查發現右大腿骨折，須開刀

接合。夫人為此住院治療，前後在醫院待了 56
天。在夫人住院期間，先生完成《中國圖書館

事業展史》一書，由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

12月 5日中國圖書館學會召開年會，請先
生擔任主講人，講題為「圖書館發展的方向與

前途」。

民國 72年（西元 1983年）

臺灣圖書館界籌備慶祝先生八秩誕辰，輔

仁大學圖書館學系負責將先生歷年所發表論文

34篇輯印成冊，題名為《嚴文郁先生圖書館學
論文集》。9月 1日當天上午，籌委會假自由
之家佈置壽堂，輔大校長羅光總主教親臨致

賀，蔣復璁、雷法章、藍乾章諸先生亦先後致

賀詞。

民國 73年（西元 1984年）

春季開學，臺灣大學聘先生為兼任教授，

在圖書館學研究所開授「中國圖書館史」。

暑假時，夫人左眼失明，藥石罔效。

是年為先生與夫人 80 整壽，未免朋友破
費，去陽明山避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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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央圖書館主辦「古籍鑑定維護研
習會」，研習如何修補破損的古本舊籍，先生

亦與會發表意見。

民國 74年（西元 1985年）

此時距先生大學畢業整整 60 年，先生決
定 6月輔大功課結束，便辦理辭職，從此要過
真正退休的生活。先生決定退休後返美，寓居

選在紐澤西州林登市（Linden, New Jersey）。
7月 25日，先生與夫人離臺赴美。因新居

尚未完工，故先在兒孫輩家中輪流居住；11月
搬到林登，生活漸入常軌。

民國 75年（西元 1986年）

7 月 1 日，華美圖書館員協會（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在紐約召開年
會，頒贈「傑出貢獻獎」（Distinguished Ser-
vice Award）給先生，以表彰先生多年來對圖
書館事業的奉獻與成就。先生致謝詞時，談到

自己一生從事圖書館事業奉行的理念有四：熱

忱、耐心、專心奉獻、與勤奮工作。

民國 76年（西元 1987年）

是年四川重慶圖書館慶祝建館 40 週年，
該館前身為先生所創辦之羅斯福圖書館，故來

函邀請先生及夫人出席慶祝大會。4 月下旬飛
抵重慶，4月 30日出席慶祝會，先生以 40年
前該館之籌備經過及方針發表專題演講。會後

轉往武漢漢川故里，與親友及昔日同事、同學

會面，並參觀漢川縣立圖書館。5月 13日飛往
北京，因旅途勞累，除拜訪昔日老友外，只到

過北京大學及文津街北平圖書館的舊址（先生

昔年曾在此辦公）。因北京圖書館新館尚未竣

工，故未能參觀。

民國 77年（西元 1988年）

先生自臺灣回美後，花了2年工夫整理《清
儒傳略》的稿子，是年與臺灣商務印書館簽

約，將此書交由該公司出版。

民國 79年（西元 1990年）

6 月間，《清儒傳略》由臺灣商務印書館
正式出版，先生將此書獻給早逝的慈母。

9 月間，蔣復璁先生在臺北作古，先生殊
感哀痛，因二人相交六十餘年，可說是莫逆之

交。

民國 80年（西元 1991年）

6 月，與臺灣商務印書館簽約，出版《中
國書籍簡史》一書，此書係依據先生在輔大的

講義擴充而成。

民國 81年（西元 1992年）

《中國書籍簡史》正式出版，先生以此書

紀念父親奇觀公。

9 月 1 日是先生 88 歲生日，開始動筆寫
「八八自述」（註 3）。先生自言，寫此自述
的目的不為傳世，祇為給後世子孫留一紀念文

獻。

民國 82年（西元 1993年）

大陸出版界倡議選印四庫存目中的書籍，

先生建議臺灣能將東方文化委員會所編《續修

四庫總目提要》中的好書，選擇好的版本印出

來。

民國 83年（西元 1994年）

是年動念整理增補昔年的碩士論文，希望

能為四庫全書添一英文文獻，讓洋人有機會認

識這一套大叢書。

四川重慶圖書館改回原名羅斯福圖書館，

該館來函請先生寫 6個大字作為館牌。
10月，發表 Charles C. Williamson小傳，

Williamson 是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上司及老
師，此文是為紀念他逝世 30週年而作。

10月間，國史館決定為袁同禮先生立傳，
王振鵠教授來函請先生執筆，因夫人當時身體

不適十分需人照料，先生自覺不能專心寫好，

故敬辭不就。

民國 84年（西元 1995年）

6 月間，擬妥一美國圖書館名人清單，開
始蒐集相關資料，希望能寫出一系列的介紹性

文字，讓國內的圖書館界對開創美國圖書館事

業的前輩多一些認識，能起見賢思齊的作用。

10月，發表「袁同禮先生：中國的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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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以紀念袁先生百歲誕辰。先生借杜威比

擬袁先生，因為他在中國也辦圖書館協會，出

圖書館刊物，並與其它國家的圖書館建立合作

關係。

民國 85年（西元 1996年）

繼續校閱訂補四庫全書介紹的英文稿，請

人將其中若干篇章重新打字，希望能找到出版

社印行，但並無所獲。

收到胡述兆教授寄來之《圖書館學與資訊

科學大辭典》，先生認為胡教授為此經營多年，

貢獻不小。

民國 86年（西元 1997年）

開始整理當年閱讀清代歷朝皇帝實錄時抄

錄的資料，希望編成一部清代文教職官表，並

製作姓名索引備檢。

北京大學為慶祝建校一百週年紀念，來函

邀稿，先生婉拒。

民國 87年（西元 1998年）

由臺灣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美國圖書館

名人略傳》一書，此書係彙輯先生所寫一系列

美國圖書館名人的介紹文字（若干篇已先行發

表）而成。先生認為這些人不僅事業可佩，人

格更是值得效法，可以作為年輕一輩的學習榜

樣。

民國 88年（西元 1999年）

先生閒居無事，只以讀書寫作自娛。擬仿

《清儒傳略》一書的體例，將黃宗羲的《宋元

學案》及《明儒學案》中的人物亦製作略傳，

作為易檢速查的參考工具書。

5、6月間，將所藏影印本《永樂大典》寄
贈漢川縣圖書館。

民國 89年（西元 2000年）

2月間，先生投書《American Libraries》，
就該刊在前一年 12 月份中一篇有關劉國鈞的
文章，補充一些個人聞見所及的資料。先生又

提到該刊所選的 100位圖書館名人中，有 29位
亦列入他的《美國圖書館名人略傳》中。

7月 28日，夫人葛先華女士去世。夫人生
於清光緒三十年（西元 1904年）8月 3日，享
年 96歲。

11月，接到臺灣商務印書館覆函，謂該館
無意出版宋元明三朝理學家傳略及清代文教職

官表二書，先生為此決定停筆。其實二書已大

致完成，至此亦只能束之高閣。

民國 92年（西元 2003年）

由紐澤西州林登市寓所遷往麻薩諸塞州

Somerville（距波士頓不遠）的一處老人安養
院，因小女兒住在附近，可不時探望，就近照

顧。

民國 93年（西元 2004年）

今年 9月 1日是先生百秩滿壽，中國圖書
館學會第 48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以 93
年 12 月號之《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作為嚴
教授百秩榮慶專輯，並由學會正式對外發文徵

稿，以慶祝先生百秩華誕，彰顯臺灣圖書館同

道對先生的景仰與祝賀之忱。

【附註】

註 1：藍乾章，「序」，在嚴文郁先生八秩華誕慶祝委員會編，嚴文郁先生圖書館學論文集（臺北
縣：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系，民 72），頁 1。

註 2：中國一般習慣皆以虛壽慶生，但先生府上則按實數計算。先生於 1904年 9月 1日出生，今年
（2004）9月 1日適滿百歲。此外，一般年譜均在年代下標明傳主歲數，但先生按實數計算，
若註明年歲，就有格格不入之失，故此份年譜簡編不標註歲數，祇記年代。

註 3：本年譜簡編主要即取材自先生所寫的「八八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