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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 導入歷史
-- 98年之前

-- 尋尋覓覓

-- 國內外資源指引建置概況

• 引進與運用LibGuides之概況
-- SWOT分析

-- LibGuides系統

-- 大陸圖書館使用案例

-- 國外圖書館使用案例

-- 使用問題分享

• 未來展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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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歷史
• 建置期程

--98年之前

--98年-101年

--102年迄今

• 尋尋覓覓

--提升館藏資源利用

--尋找一套管理系統

--節省人力與經費

--符合使用者需求

--具備科技發展性

--母機構技術支援



國內大專院校圖書館建置資源指引概況
學校 名稱 瀏覽

模式
更新
日期 內容 備註

台大 學科服務 網頁 102
教學支援、研究支援、競爭力提升、學科館員、參
考服務部落格、書目管理軟體、連絡管道、圖書館
首頁等

功能取向

台師大 學科主題資源 網頁 102
圖書、期刊、博碩士論文、電子資源、課程參考資
料、相關網站、圖書推介、學科館員資訊等 學院別

交大 掌握學術研究資源 網頁 無 圖書、期刊、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研究技術報
告、專利、標準、報紙、書目管理軟體 資料類型

政大 主題資源指引 部落
格 103

定義、館藏分類、參考書、期刊、資料庫、網路資
源、博碩士論文、連絡管道

學院別與
相關主題

逢甲 主題資源 網頁 100-
102

主-館藏分類主題途徑副-右側顯示各類型相關資源
連結

學院別、
館藏相關
網路資源、
焦點議題

淡大 圖書館指引 網頁 103
圖書館各項服務、期刊、蒐集資料與取得原件的流
程、各資料庫使用資源指引等

一系列圖
書館指引

輔英科大 系所學術資源 網頁 103
館藏分類、標題、期刊資源、電子資源、網路資源、
諮詢管道 學院別

清大 資料查詢指引 網頁 103

期刊、技術報告、會議論文、各引文索引收錄期刊
清單、期刊影響指數、標準、學位論文、縮影、專
利、標準、文獻傳遞服務、Google Scholar查館藏設
定等

各類資料
與館藏簡
介

興大 學科資源指引 網頁 101 如何找資料、圖書、期刊、資料庫、網路資源、連
絡管道

學院別與
相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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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考表內各校網站資訊，檢索日期 103/3/7 & 蔡妍芳, “大學圖書館學科服務認知之研究”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00.

http://help.lib.ntu.edu.tw/
http://www.lib.ntnu.edu.tw/SubjectGuide/subjectguide.jsp
http://www.lib.nctu.edu.tw/html/id-100/
http://blog.lib.nccu.edu.tw/ref/?m=c1101&blog_serial=7
http://web.lib.fcu.edu.tw/library/subjectguides/index.html
http://www.lib.tku.edu.tw/help/guide.htm
http://elb.fy.edu.tw/files/11-1015-3528.php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resource/index.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resource/index.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resource/index.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resource/index.htm


國外大學圖書館以LibGuides建置資源指引溉況

學校 學科指引名稱 圖書館首頁 Chat 備註

上海交通大學 學科服務平台 嵌入圖書館服務功能 X 主題

大陸清華大學 學科資源導航 X X 主題

香港大學 Subject guides X X 主題

Santa Clara Univ. Libguides X O Subject, course

Delaware State Univ. Subject guides 嵌入圖書館首頁功能 O
Subject, 

college

New Mexico State Univ. Research guides X O subject

Metropolitan State Univ. Library guides X O subject

Eastern Michigan Univ. Research guides X O subject

Princeton Univ. Research guides X O subject

5※資料來源：參考表內各校網站資訊，檢索日期 103/3/20

http://www.lib.sjtu.edu.cn/ssp/
http://tsinghua.cn.libguides.com/
http://libguides.lib.hku.hk/home
http://libguides.scu.edu/browse.php?o=s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http://lib.nmsu.edu/researchguides.shtml
http://libguides.metrostate.edu/home
https://www.emich.edu/library/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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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圖書館引進與運用LibGuides之概況

SWOT分析

LibGuides系統

大陸圖書館使用案例

國外圖書館使用案例

使用問題分享

-- --



中興大學圖書館 SWOT分析
優點 機會

系統具發展性
雲端管理維護
版面架構彈性度高
版面功能個別化
Web2.0

多媒體易於嵌入平台
自動偵測連線的有效性
行動版
複製指南內容
共筆作者(CMS)
問卷
統計

新產品發表
長官支持
年度剩餘經費
創新服務
業務傳承

缺點 威脅

系統語言模式
雲端備份存檔
系統採租購模式
代理廠商熟悉度
建置費時費力

學科館員未具學科背景
人事異動
系所配合度
行銷宣傳
系統版更
系統永續性 7



LibGuides系統

• 美國Springshare 公司於2007 年推出

• LibGuides產品

LibGuides /LibGuides CMS, LibAnswers w/LibChat,

LibStaffer, LibCal, LibAnalytics Insight

• LibGuides建置架構

SSP 首頁、Guides 介面、Page 介面、Box 模版(3種)

• 用戶類型

大專院校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專業圖書館共4類

8
※資料來源：1.LibGuides community site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2.汪洋. "Libguides在國內外高校圖書館應用分析." 現代情報, no. 11 (2012): 78-81+85.

3.傅天珍, 鄭江平. "國內外libguides應用差異分析及啟示." 圖書情報工作, no. 05 (2013): 61-65+93.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LibGuides 特色
Nancy R. Glassman & Karen Sorensen等指出

• 易於使用—包括創建者及使用者

• 具客製化及個人化

• 連結社群網路

• 易於管理員維護及建置者維護

• 提供線上Help

• 分享建置內容

• 搭配行動裝置使用

• 具多樣性應用-資源、課程、作業、網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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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Glassman, Nancy R., and Karen Sorensen. "From Pathfinders to Subject Guides: One Library's Experience with Libguides." [In English]. Journal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in Medical Libraries 7, no. 4 (Oct 2010 2010): 281-91.

2.本文內國外各校網站等。



LibGuides 優點

• Alisa C. Gonzalez & Theresa Westbrock 、
張洁&黃敏等指出

• 與教師合作

• 學生參與建置

• 即時回饋

• 模組操作簡單

• 簡單系統介面的外觀統一性及功能交互性

• 平臺服務具社會性、後臺管理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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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Gonzalez, Alisa C., and Theresa Westbrock. “Reaching out with Libguides: Establishing a Working Set of Best Practices.” [In English].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50, no. 5-6 (Jul 2010 2010): 638-56.

2.張洁, 黃敏. “基于libguides學科服務平臺應用調查分析——以美國8所大學圖書館為例.” 圖書館雜志, no. 06 (2011): 29-33.



LibGuides 缺點
Sara Roberts & Dwight Hunter、張紅燕等指出

• 系統語言模式

• 雲端維護-備份存檔

• 系統採租購模式

• 系統允許上傳文件容量5M

• 與各館現有資源系統的整合

• 統計功能有侷限性

• 學生負面使用經驗-

如何激發學生使用動機，可嵌入課程內容，

並導入作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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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Roberts, Sara, and Dwight Hunter. "New Library, New Librarian, New Student: Using Libguides to Reach the Virtual Student." [In English].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Distance Learning 5, no. 1-2 (Jan 2011 2011): 67-75.

2.張紅燕, 來澤榮, 史斌, 路金芳. "以libguides為平臺 開展經濟管理學學科服務." 農業圖書情報學刊, no. 08 (2013): 175-77.

3.汪洋. "Libguides在國內外高校圖書館應用分析." 現代情報, no. 11 (2012): 78-81+85.



中興大學圖書館LibGuides V1資源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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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Guides

Boxes本文區

Search box

pages選單區



中興大學圖書館LibGuides V1行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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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版首頁 行動版指引內容



LibGuides統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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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僅採購LibGuides 基本
款，無法使用之統計功能

檢視網頁版或行動版之所有指引及個別指
引的各項瀏覽統計

具連結功能之數
量統計

指南數量及建
置內容統計 E-Reserves瀏覽統計



LibGuides Communit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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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About 或 Explore 

Guides，可查看
LibGuides Best Of及
Most Active Sites

LibGuides Best Of：

查看社群內建置較好的
各校指引；

也可察看線上輔助教材
及操作

Most Active Sites：

最活躍的各校LibGuides

※資料來源: LibGuides community site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LibGuides Community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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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LibGuides線上的
操作說明、教育訓練課
程、社群內建置較好的
各校指引及其他產品之
社群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http://libguides.com/community.php?m=i&ref=libguides.com


國外大學圖書館以LibGuides建置資源指引溉況
學校 名稱 內容 備註

上海交通大學 學科服務平台

All guides、学科指南-理工、專题指南、学科
指南-人文社科、課程指南、創新支持社區、
虛擬參考諮詢、管理員登錄、關於我們、用
戶反饋、幫助

主題

大陸清華大學 學科資源導航
browse all guides/A-Z/subjects/librarians, 
receive email updates, featured librarian, tags, 
guides,

主題

香港大學 Subject guides
browse subject, welcome, blog, media channels, 
user link submission, HKU latest research 
output from Scopus, Internet Resources, 
Google Scholar, tag cloud

subject

Santa Clara Univ. Libguides
browse all guides/A-Z/subject/librarian, 
get help, chat

Subject,

course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Research guides
browse all guides/A-Z/subject/librarian, 
receive email updates, featured librarian subject

Metropolitan State Univ. Library guides
subject guides, course guides, how to 
guides, A-Z listing of guides, A-Z library 
databases, welcome, ask us(chat)

subject

Eastern Michigan Univ. Research guides
Class guides, subjects, featured guides, A-
Z guides, ask a librarian(chat) subject

Delaware State Univ. Subject guides
all guides/group/subject/librarian, 
popular, recent, E-reserves, receive email 
updates, featured librarian

Subject, 

college

Princeton Univ. Research guides
find a guide, browse all guides / A-Z / 
author / course/writing seminar, starting 
points for research, get live help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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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參考表內各校網站資訊，檢索日期 103/3/20

http://www.lib.sjtu.edu.cn/ssp/
http://tsinghua.cn.libguides.com/
http://libguides.lib.hku.hk/home
http://libguides.scu.edu/browse.php?o=s
http://lib.nmsu.edu/researchguides.shtml
http://libguides.metrostate.edu/home
https://www.emich.edu/library/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大陸圖書館使用案例

• 上海交通大學

• 大陸清華大學

• 香港大學

18

http://www.lib.sjtu.edu.cn/ssp/
http://tsinghua.cn.libguides.com/
http://libguides.lib.hku.hk/home


上海交通大學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19
http://www.lib.sjtu.edu.cn/ssp/

首頁之Box區
設計別具特色

嵌入圖書館服務功能

http://www.lib.sjtu.edu.cn/ssp/
http://www.lib.sjtu.edu.cn/ssp/


上海交通大學 (2/2)

物理學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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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的Page功能列設計易於點選利用

Box內容採三個Columns架構設計，每個小
box之間可以上下左右彈性調整，彈性度高

http://www.lib.sjtu.edu.cn/ssp/


大陸清華大學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親近讀者需求

21

可查看常用以及新建立的指南

可查看常用的標籤 可註冊接收指南更新的訊息

http://tsinghua.cn.libguides.com/

http://tsinghua.cn.libguides.com/
http://tsinghua.cn.libguides.com/


大陸清華大學 (2/2)

美術專業信息資源導航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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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該學科之最新通知/公告

學科指南名稱及學科簡要介紹

http://tsinghua.cn.libguides.com/


香港大學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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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bguides.lib.hku.hk/home

嵌入館藏目錄及
Goole Web查詢
，便於使用者快
速查找

Page 功能超過3行，較不利讀者使用

Box區易於嵌入影
音資訊，便於讀者
觀賞

http://libguides.lib.hku.hk/home
http://libguides.lib.hku.hk/home


香港大學 (2/2)

Architecture, General Subject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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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圖書館最新消息及摘要介紹

嵌入學科部落格及摘要介紹

http://libguides.lib.hku.hk/home


國外圖書館使用案例

• Santa Clara Univ.

•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 Metropolitan State Univ.

• Eastern Michigan Univ.

• Delaware State Univ.

• Princeton Univ.

25

http://libguides.scu.edu/browse.php?o=s
http://lib.nmsu.edu/researchguides.shtml
http://libguides.metrostate.edu/home
https://www.emich.edu/library/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Santa Clara Univ.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26

首頁嵌入Chat功能
顯示每個指南的建置日期

http://libguides.scu.edu/browse.php?o=s

http://libguides.scu.edu/browse.php?o=s
http://libguides.scu.edu/browse.php?o=s


Santa Clara Univ. (2/2)

課程ANTH04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27

此課程指南的
意見回饋蒐集

Tags位置設計不佳

應用於課程指南

http://libguides.scu.edu/browse.php?o=s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28

首頁可瀏覽指南的簡要介紹

可註冊接收指南更新的訊息

http://nmsu.libguides.com/browse.php?o=s

http://lib.nmsu.edu/researchguides.shtml
http://nmsu.libguides.com/browse.php?o=s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2/2)

Agricultural and Life Science Resources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29

具有創意的標語提問

提供找資料的說明，
有別於他校的做法-

置放該學科簡介

http://lib.nmsu.edu/researchguides.shtml


Metropolitan State Univ.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30

嵌入館藏目錄
、一站式查詢
及Goole Scholar

搜尋，有利讀
者快速查找

http://libguides.metrostate.edu/home

http://libguides.metrostate.edu/home
http://libguides.metrostate.edu/home


Metropolitan State Univ. (2/2)

Accounting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二欄架構

31

Guides位置嵌入Email Alerts

，有別於他校放置Box區

Box內容採兩個Columns架構設計，
易於瀏覽及查閱，並提供Chat功能

http://libguides.metrostate.edu/home


Eastern Michigan Univ.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32

Box區內的Subjects Box有兩層設計，顯示該校製
作相當數量的指南，並有別於他校之設計

http://guides.emich.edu/home

https://www.emich.edu/library/
https://www.emich.edu/library/
http://guides.emich.edu/home


Eastern Michigan Univ. (2/2)

Economics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33

兩區功能相同，似有浪費版面之虞

https://www.emich.edu/library/
https://www.emich.edu/library/


Delaware State Univ.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34

嵌入圖書館網站服務功能

首頁提供最熱門及新建立的指南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Delaware State Univ. (2/2)

Agriculture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35

將讀者意見回饋放置在最明顯的位置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http://desu.libguides.com/index.php


Princeton Univ. (1/2)

LibGuides 首頁功能布局

36

首頁之Box區採三Columns設計，有別於他校作法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Princeton Univ. (2/2)

Mathematics Research之學科指南的組織方式—box 三欄架構

37

此兩Columns放置重要連結和
該學科出版訊息，別具特色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http://libguides.princeton.edu/


使用問題
• 系統語言模式選擇只有一種

• 學院指南設定問題

• 備份多久一次，檔份檔格式

• 自動偵測有效性-可否自動設定每日定時偵測暨自動回報報表

• 行動版所設定之項目和一般版是一致的

• Facebook增設及書封之連結

• Libguides可修改權限-原廠、代理商、使用單位

• 系統上傳文件的容量為5M

• Libguides改版頻率

• 興大訂購版本的可用功能有哪些

• 統計功能有侷限性

• 仍在持續發現中- 共筆作著同時修改同一guide、 box編輯時嵌入表
格較困難，且行距、行高、與前後段距離較難修改



挑 戰

Alisa C. Gonzalez & Theresa Westbrock等指出

• 經費

• 需館員長期人力投入

• template模版建立影響創意

• 行銷宣傳

• 使用者評估與回饋

• 指南數量與管理維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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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 Gonzalez, Alisa C., and Theresa Westbrock. “Reaching out with Libguides: Establishing a Working Set of Best Practices.” [In English]. 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 50, no. 5-6 (Jul 2010 2010): 638-56.

2.胡小麗. "國內圖書館基于libguides學科知識服務平臺的應用調查與對策研究." 圖書館學研究, no. 06 (2013): 81-86.



未來展望

• 主動宣傳行銷

• 掌握使用者需求

• 增進與系所師生互動

• 引發系所主管重視

• 建置系所虛擬圖書館

• 提升圖書館在校內之價值

• 代理商角色

• 有機會成立users group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感謝副館長羅思嘉老師指導及參考組同仁張麗芬、張育芬 、賴麗敏、柯怡君及同學
陳聰文、黃瓊儀、林妤安協助提供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