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行動科技促進圖
書館資源使用

一位發現服務供應商的觀點



Mobile Growth



行動科技正在蠶食世界

• 智能手機的銷售和使用=爆炸性！

• 天啟4騎士（蘋果、谷歌、臉書、亞馬遜）

• 行動平台之戰已經結束了（iOS和Android）

• 微軟地位(?)

• 智能手機融合了科技及行動嶺域

• 網路和媒體都被拖著走......

“這正在改變一切”

by Benedict Evans - May 17, 2013  - slideshare.net/bge20/2013-05-bea



凱鵬華盈(KPCB)網路趨勢2013

• 行動上網佔15％以上的上網流量，中國和韓國> 個人電腦

• 行動電話可能是構成以下情況的最大因素...

– 每天500M照片上載、每分鐘100小時的YouTube視頻上載

– 81％的互聯網用戶在美國境外<>80％名列前10位的互聯網網

站是美國製造

– 15％的美國在線分享<>全球平均24％

• 聲音/語音，健身數據...

• 網絡教育消費/使用，32％的學生，大規模開放式網路課程
MOOC

• 智能手機，平板電腦 可穿戴，可驅動，可掃描

Mary Meeker  - May 29, 2013  - slideshare.net/kleinerperkins/kpcb-internet-trends-2013



這種應用可行嗎?





我們的行動故事

• 計畫 (Planning)

• 用戶測試(User Testing)

• 實際運用(In Practice)



PLANNING

Dealing with Legacy and Fully Integrating Mobile into 

Proce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2012年的「行動2.0」目標

• 促進使用量的增長，為行動用戶帶來更佳體

驗

• 單一代碼基礎，易於與最新平台/功能共容，
系統發展生命週期(SDLC)

• 令用戶透過更多/各種電子通訊產品使用我
們的服務、提高個別產品的行動方案的靈活

性（如醫護電子資源等）

• 讓讀者與圖書館的服務可以無縫鏈接



早期的行動發現服務

2004 2009

需要另設網址/配置檔/設定檔 vs 標準用戶界面

明確界定行動網站 vs 原生應用程式



評估連線、離線、其他使用案例

PDF Article

Adobe eBook

使用案例
1. 搜尋單篇文章
2. 瀏覽整冊期刊（報

刊，雜誌，報紙）
3. 搜尋/瀏覽電子

書，全文下載，離
線閱讀

4. 搜索/查找個別章

節或條目（如參考
書）

5. 合併 - 進階研究、
採集、筆記…



分析用戶的行動存取

2010年EDS/EBSCOhost
的三個接入點：

• 圖書館網站直接連到
EBSCOhost的行動配
置(Profile)

• EBSCOhost的行動應
用程式(App)

• 透過行動設備的瀏覽
器使用EBSCOhost

60,221 downloads

~60% iOS, ~40% Android



利用主流發展趨勢

• 彙集...

– 應用程序和行動網站

– 電腦和行動作業系統
（Win8、Mt Lion）

• HTML5

– 有潛力淡化“在線”和
“離線”之間的界限

– 更大的相互作用

• 開放標準和反著作權
運動

– MP3、EPUB

– 蘋果iTunes、MP3

– O'Reilly“無DRM”

• 響應式設計網站



自適應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

jquerymobile.com



Done right Surprisingly not so…



評估與妥協

Evaluate all platform 

features, and what makes sense 

on mobile

Develop apps if good 

options already available 

to users?

Take “default” 

designs for UI 

components



發現各類用戶的最佳結合點

館員

教授

新生

研究生/ 
研究員



USER TESTING



http://www.slideshare.net/lispardi/upa-boston-2012-my-iphone-or-yours-usability-testing-on-mobile-devices



Taken by flickr user TheeErin

Mobile is about movement – therefore unpredictable.



Taken by flickr user csaila

There are vast differences between mobile devices.



http://richardlstansfield.wordpress.com/2011/05/page/2/

Don’t wait for the prototype.

Test whatever you have.

Even if it’s a similar site.

Taken by flickr

user Tom Hirt



Up close and personal. Be aware that mobile testing 

requires you get very close to the participant.
Taken by flickr user lucamascaro



Pre-test questions can be just as 

important as the test itself. 
Taken by flickr user Mesq



How do you record a mobile device? 

This looks uncomfortable.
Taken by flickr user mdiazphoto



Many creative options
http://blog.objectivedigital.com/diy-document-camera-for-mobile-testing-record



Design this, not that!



IN PRACTICE



圖書館網站”自適應(Responsive)” 設計



雖非自適應(RWD)… 但效果尚佳



現代的發現服務平台

Auto-detected mobile users. 
Modern mobile design. 

Brand/Skinning. And more…



Meshes seamlessly 
with well designed 

library web sites



基本檢索



多樣的全文鏈接



分面, 更多結果, 完整切換



詳細記錄



在雲端的文件夾,同步更新與電子書



本地化



別忘了iPads

We choose to render the full site since we made all components touch optimized



應用程式介面(APIs) (with JSON)… 
設計本館的發現服務行動平台



行動裝置的使用統計

Mobile now peaks to 4% of all 
EBSCOhost/EDS traffic (iPad 2%) – up 

from <1% in 2011



我們的行動科技策略

• 投入更多資源去發展行動網站

– 持續改良“自適應網頁設計(RWD)”的設計

– 評估新的功能、新的裝置

• 應用程序（App）只因應個別功能的需求

– 醫療資料庫的離線使用條件（如DynaMed）

– 電子書功能及其他離線的需求、雲同步功能（例

如文件夾）



謝謝大家多年對我們的支持與愛護!

線上演釋(如果時間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