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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圖書館存在的價值 

資訊科技改變圖書館經營 

看ACRL 的Keeping up with 的主
題了解學術圖書館的趨勢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空間改造ing 
& 創新服務 

無紙境電子書閱讀區 

結語 



圖書館存在的價值  

(Values of Libraries) 

 人與人的接觸Human touch：Professional librarians on site to 

help 

 個別化服務Individualized service：Libraries provide 

Individualized service 

 可信任的資訊Trustworthy information：All information are 

evaluated and selected by teaching faculty and/or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免費的資訊 Free information：Libraries pay for most (if not 

al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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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仁-OCLC and Library Services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Users 



資訊科技改變圖書館經營 

 紙本資料一向是圖書館的主要館藏，尤其是印刷書籍，
因此人們常用「汗牛充棟」一詞來形容圖書館。 

 電子資源及網路越來越普及，越來越多的資料可以透
過網路取得。 

 圖書館經費的縮減，以「取得」（access）代替「收藏」
（ownership）的館藏觀念也不斷地被提起。  



「圖書館」重新定義！看不到紙本
書的BiblioTech數位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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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Tech數位圖書館 

 位於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的數位圖書館BiblioTech從
九個月前開始籌備，並在2013年9月14日正式啟用。 

 名稱雖仍為「圖書館」，但這裡卻沒有一般圖書館
中隨處可見的紙本書，取而代之的是近千台的電子
書閱讀器、57座個人電腦和40台iPad。進入這座圖書
館的讀者，將能運用這些設備閱覽超過一萬冊的電
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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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ACRL 的Keeping up with 的主題了
解學術圖書館的趨勢 

 2013/05 遊戲化 (Gamification) 

 2013/06 大數據 (Big Data) 

 2013/07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s) 

 2013/09 利用指導之數位徽章 (Digital Badges for 

Instruction) 

 2013/10 媒體素養 (Visu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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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ACRL 的Keeping up with 的主題了
解學術圖書館的趨勢 

 2014/01  Altmetrics 

 2014/02 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2014/03 大規模線上開放課程 (MOOCs) 

 2014/04 數位寫作 (Digital Writing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2014/05 理財素養 (Financial Literacy)   

 2014/06 讀者需求導向選購(Patron Driven Acqui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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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ACRL 的Keeping up with 的主題了
解學術圖書館的趨勢 

 2014/08  Net Neutrality 

 2014/10  Learning Analytics 

 2015/01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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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為何不進圖書館？ 

 外在競爭者 

 Google 

 誠品 

 麥當勞 

 圖書館無法滿足需求 

 禁止飲食 

 不能聊天 

 借用手續繁瑣 

 系統太複雜不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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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變得更有趣 





創新服務及轉變契機 

 2013年9月陳明柔館長接任後，透過館員對館內空間、
服務的想像及腦力激盪，經過多次會議的討論、確
認定案後，決定許多有別以往的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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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空間改變及服務面向的調整 

 「圖書館夜未央」 

 電影欣賞-冰雪奇緣，搭配贈送不可能在
圖書館出現的爆米花、可樂、棒棒糖，
吸引了單場近600位師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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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奉茶 

 「生活美學及環境教育走讀活動」，嘗試以圖書主
題展示、生活美學藝術聯展，結合通識中心辦理生
態及環境教育 

 教師節期間於圖書館外欒樹林下舉辦敬師茶會，將
友善土地及茶道知識生活化，呈現多元的圖書館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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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空間的變革 

 圖書館的空間利用，應該以使用者以及使用者所需
要 的空間為重，取代過去空間是以典藏書物為重的
作法 

 

 現在的圖書館之功能，已經不再僅以典藏為要務，
而必須能夠發揮「連結」的功能 

 

 連結不同的讀者群、連結圖書館使用者與為使用者
提供服務的館員、連結圖書館的使用者與 各種資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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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空間改造-1 

 圖書館需要重新思考如何重新進行空間利用的改造
工程，以便在數位資源內容與適用的實體環境之提
供等方面，均能符合 實際需要。 

 

 圖書館空間才不至於永遠被沉寂的典藏所佔 據，圖
書館才能永遠活絡地發揮「為人使用」、「為使用
者而存在」的功能。 

21 



圖書館空間改造-2 

 圖書館應主動積極地思考如何引發使用者多利用圖
書館 

 

 在圖書館透過多樣的互動而汲取資訊與知識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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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空間改造-3 

 提高圖書館可利用的空間 

 

 確保空間利用的規劃設計能夠與時俱進 

 

 期望成效展現於眾多的使用人數與高度的資源使用率上 

 

 當圖書館進行再造或新建計畫時，基本精神與進行具有
創意性的再造之核心價值是要讓使用者 「愛上圖書館」，
讓圖書館成為師生的共同生活空間與知識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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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brary Of The Future 

24 



日本《成蹊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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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1  

 圖書館傳統的特色與功能已不敷需求，面對無處不
在的資訊，使用者並非進到圖書館才能使用資源，
圖書館唯有轉型才能繼續生存。 

 

 資料來源
http://techserviceslibrary.blogspot.tw/2011/07/learning-

comm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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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2  

 學習共享空間是一種新型態的圖書館服務模式，將
圖書館的實體空間重新配置，結合數位環境的虛擬
資訊、功能完善的電腦軟硬體設備與內容豐富的圖
書館資源。 

 由優秀的參考館員、資訊科技技術人員與各學科專
家來提供學習與研究指導，將圖書館實體空間、資
源、設備與技術重新整合成新的服務概念，提供讀
者「一站購足」的資訊服務與合作學習共享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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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期待下一場次 吳錦範組長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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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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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 



 臺北大學圖書館 

 聯合大學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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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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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改造的美麗與哀愁 





館內空間改變及服務面向的調整 

 以「讀者」為中心的空間思考 

 

 以有限的空間，思考空間使用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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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改造項目 

 蓋夏小書房：休閒區改為主題書房，四個樓層皆有不同的風
格，並邀請作家駐館。已安排向陽、鍾文音及甘耀明等知名
作家進駐。 

 閱讀沙龍區：增設漫畫書主題區及舒適的閱讀座椅，活化原
有單調的三樓中庭空間。 

 詢問台、流通櫃台及參考服務台重新改造 

 增加五間討論室 

 擴大無紙境電子書閱讀區及電腦檢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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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給5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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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http://www.lib.pu.edu.tw/~jiang/E-text/e-text.htm  

 蒐集網路上免費的電子書資源 

 吸引讀者使用圖書館網站資源 

 充實數位化館藏 

 閱讀+電腦網路=活潑、生動 

 24x7全年無休的圖書館 

http://www.lib.pu.edu.tw/~jiang/E-text/e-text.htm
http://www.lib.pu.edu.tw/~jiang/E-text/e-text.htm
http://www.lib.pu.edu.tw/~jiang/E-text/e-t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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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pu.edu.tw/~jiang/E-text/e-t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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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無紙境eBook Read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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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緣起 

 101學年度暑假本館一樓進行更換地毯工程，同時進
行參考室電腦檢索區空間改造。 

 凌網公司協助助規劃建置電子書閱讀區。 

 經過徵名之後，命名為「無紙境電子書閱讀區」，
在彈指間下載知識，在0與1之間享受閱讀樂趣。 

 位置在圖書館一樓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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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境電子書閱讀區設備 

 空間位置及大小：位於圖書館入口處，流通櫃台旁，面積
約63平方公尺(長7m x 寬9m) 

 為採混搭風格，吧台、高腳椅、小圓凳、荷葉桌、茶几沙
發、資料展示櫃。 

 傢具色彩豐富 

 10部 ASUS 平板電腦 

 3部iPAD2 

 4部 All in One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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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境電子書閱讀區建置要點 

 功能簡單化，主推HyRead電子書 

 平板電腦功能鎖定，禁止任意安裝App。 

 讀者不需登入無線網路帳號密碼，以免造成電子書
APP無法連線。 

 ASUS  →  App Locker 

 iPAD  → 取用限制 

 Mac PC →鎖定僅限使用HyRead電子書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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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24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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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u.ebook.hyread.com.tw/  

 

http://pu.ebook.hyrea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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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行為 

 學生很喜歡在此停留，但非使用電子書 

 玩手機、平板 

 睡覺zzzz 

 學生很喜歡在此聊天 

 交誼廳? 

 讓讀者知道有電子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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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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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觀茶 



2014年6月-畢業季 

 



2014年9月-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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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給5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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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當前圖書館自動化及其服務之發展，已逐步漸朝
向電子／數位化、虛擬化與網路化三大方向邁進；
而圖書館的服務也不再受限於時空之限制，更從
圖書館內部逐漸走向外在的網際網路。 

圖書館除應著重於資訊科技的善用外，更重要的
是將圖書館角色加以重新定位。 



圖書館學五律 

書貴為用（Books are for use）：圖書館藏書，最大的目
的不是豐富館藏資源，而是能真切符合讀者需要，供其
利用。 

書為人而設（Books are for all）：書不分個人的社會背
景，是為了提供利用，解決讀者的需求或困難。 

讀者有書（Every book its reader）：每一本書不論內容為
何，總有讀者需要。 

節省讀者的時間（Save the time of reader）：節省讀者搜
尋時間，直接解決讀者的問題。 

圖書館是一成長的有機體（Library is a growing 

organism）：圖書館迎合著時代發展，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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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2.0的時代  

 從web2.0概念衍生而來的「圖書館2.0」，是目前圖書館界最紅
火的名詞。 

 「圖書館無所不在」、「圖書館無所不通」。 

 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取用圖書館所提供的資訊服
務內容。  



 圖書館未來會發現自己逐漸進入一個以使用者為中心
的世界，而不是以館藏為中心，圖書館員會發現自己
的任務是為使用者的個別需求提供資訊，而不是採購
館藏資料。 

 不論資源的取得是為了成為館藏的一部分或滿足使用
者的需要，圖書館的責任就是透過各種努力整合各種
資訊資源，提供各種工具，形成一個超大、豐富、無
形的館藏。  



使用者在哪？服務就在哪 ! 

 電子資源推廣的原則就是圖書館員必須要知道有什
麼東西可以用、怎麼去用它。 

 使用對象要能知道你要推廣的是什麼？ 

 如要落實閱讀的文化和風氣，除了提升圖書資源，

擁有專業圖書館員也是重要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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