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轉、念轉
共創不一樣的圖書館

羅靜純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組長

CONCERT 2023年研習暨座談會 (2023/3/7北部場、3/9南部場)



✓過去三年2020-2022
✓圖書館團隊合作
✓圖書館專業力展現
✓虛實整合服務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

✓成大Book一市：移動圖書館課程

✓朗讀者：為視障者錄製有聲書課程

✓因應疫情推出的新服務



細說從頭



圖書館學新五律
1995克福特&高曼

(W. Crawford & M. Gorman)

• 圖書館為全人類服務
• 尊重知識傳遞多元化
• 以科技提升服務品質
• 捍衛知識近用權
• 承先啟後再創新

• 書是為被利用而存在
• 每位讀者有其書
• 每本書有其讀者
• 節省讀者時間
• 圖書館是成長的有機體

圖書館學五律
1931阮甘納桑

(S. R. Ranganathan)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



• 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跨域教學

• 引導永續發展的卓越研究

• 促進城市發展與人類福祉的
大學社會責任

(來源出處：成大研發處網頁)

• 2012-2017(101-106)

• 2018-2022(107-111)

• 2023-2027(112-116)

成功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劃之教育績效目標

https://ord.ncku.edu.tw/article35.html


• 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跨域教學

• 引導永續發展的卓越研究

• 培育可解決全球議題的能力的
國際人才

• 促進城市發展與人類福祉的
大學社會責任

(整理自：成大研發處網頁)

• 2012-2017(101-106)

• 2018-2022(107-111)

• 2023-2027(112-116)

成功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計劃之教育績效目標

https://ord.ncku.edu.tw/article-plan.html


• 建構全方位知識匯流中心，提
供高品質教學研究支持系統

• 導入世界學術能量於成大

• 培育科技人文及公民素養

• 促進跨域學習與知識創新

•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在地
化鏈結

112-116圖書館重點目標



成大圖書館的四大願景

• 成為全方位知識匯流中心

• 建立跨領域多元學習場域

• 形塑科技人文及公民素養之資源與典範

• 善盡大學圖書館之社會責任

資料來源：成大圖書館網頁
https://www.lib.ncku.edu.tw/guide/perspective.php



一冊一世界
主題書展
回眸永恆經典 向大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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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就是一個世界

• 東京銀座「一冊・一室，
森岡書店」，一週只賣
一本書。2015年開張。

• 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
界」，一次以一本書為
核心。2017年起開展。



歷屆展覽資訊：https://www.lib.ncku.edu.tw/using/activities/activity.php

回眸永恆經典 向大師致敬

名著回顧
延伸概念
推廣閱讀

跨域展覽
強化讀者互動

系列活動
多管齊下

懷舊呈新

https://www.lib.ncku.edu.tw/using/activities/activity.php


心轉念轉共創~百年孤寂書展小故事

Earth
Earth is the 

planet with life

Mercury
Mercury is a 
small planet

Saturn
Saturn is the 
ringed planet

Venus
Venus has a 

beautiful name

起初

心轉

念轉

再生

鏡射式動畫
幻影箱

魔幻但不孤寂的策展之旅



場地開始被活化 以多樣貌華麗變身

校內跨單位合作
UFO計畫前瞻書展

跨校合作
歷史的遺光：搶救歷史影像主題書展



再說說~愛因斯坦書展的故事

理論或書 ?

Venus has a 
beautiful name and 
is the second planet 

from the Sun

Mercury is the 
closest planet to the 

Sun and a very 
small planet

Despite being red, 
Mars is actually a 

cold place. It’s full of 
iron oxide dust

有書嗎? 展場施工 物理年會在成大

誤打誤撞，卻又冥冥之中



成大Book一市：
移動圖書館
主動擁抱離心的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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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分、兼具服務學習性質的跨域通識課

• 課程緣起與精神 • 課程目標

課程網址：https://www.lib.ncku.edu.tw/using/activities/MobileLibrary/index.php



一部車，就是一部裝載知識資源的閱讀巴士

• 參與成員 (人)

• 來自不同系所的帶隊老師
• 負責帶隊的館員 (2人一組)

• 負責行政業務的館員
• 修課學生
• 提供服務機會的學校、單位

• 經費來源 (錢)
• 申請課程補助經費
• 向企業文教基金會募款

• 與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
希望閱讀計畫合作

• 2019年至今累計開課3次，
263位同學選修



課程進行模式



1.各組老師輪流上台招生 2.實地場勘 3.分組討論

4.出車服務

5.期末成果
分享會

雙向互學
反思再創

Fang-Yu Chung攝



108 109 110

結晶材料多樣 結晶材料多樣 畜牧文化：雞鴨魚豬牛跟蝦

光的神奇魔法 光的神奇魔法 蜂與食農

多族群社會生活與歷史文化 多元群族海洋文史 與成功相遇 : 植物藝術療癒

溫泉環境生物多樣 環境生物多樣性 未來食物

癌症篩檢、心血管疾病 經濟遊戲
好朋友或壞朋友?---微生物
對植物的影響

菱角水塘發現之旅
雖然是保健食品-但要
不藥有關係

向自然學習

惡地新農業 惡地新農業
看太陽、看月亮、看星星-
天文科普書籍導讀

永續農業植物科技 永續農業植物科技 綠意循環資源再造

身心樂活全人健康 農產品細胞DNA 光電生活與綠色能源

環境、歷史與大腦新知
花果蟲鳥生態灣千圖
文轉化四季風光

生活中的科學

氣候變遷與調適
環植物生病了嗎?看不
見的蟲蟲危機

愛我們的家園：讓SDGs永
續觀念從小扎根

熟齡生活風格產業 立體書中尋寶趣

生活中的毒物 海洋與生活

閱讀‧悅讀

自然科普‧科學思辨

各車/小組主題

累計服務25區偏鄉、
近3,000人



110_2學期在服務學習4項核心能力(自我肯定、社會關懷、反思及問題解決)
皆達顯著水準

更多分享

成圖館刊 書香遠傳 天下希望閱讀迴響



朗讀者：
錄製有聲書為視障者服務
提供視障者知識資源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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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網址： https://rfl.lib.ncku.edu.tw/index.php

建立同理心

專業能力培育

服務實踐分享
• 同學錄製有聲書
• 視障老師講評
• 成果收錄進國立臺灣圖書館

無障礙閱讀資源整合查詢系統

• 認識視障者基礎知識學習、
提供視障者協助知能

• 參觀無障礙之家
• 邀請視障者分享生命故事

• 聘請錄音專業師資講授
聲音表情及錄音技巧

透過溫暖的聲音，為視障者讀一本好書



• 參與成員 (人)
• 開課老師及外聘授課講師
• 負責課程行政業務的館員
• 修課同學
• 視障朋友

• 經費來源 (錢)
• 申請課程補助經費 (主)

• 企業捐款 (輔)

• 計開課5次，已有超過139
位完成選修，曾錄製國、
台、日、英語有聲書

• 合作夥伴
• 台南市視覺障礙者生活
重建服務中心

• 國立臺灣圖書館

有學分、兼具服務學習性質的跨域通識課





有聲書錄製過程，是愛、是感謝、是回饋、
是自省，也是成長



因為課程，開始與視障者及視障議題產生連結

口述影像版電影欣賞會
(20220329)

為愛朗讀夏令營
成大圖書館 x 聖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20200725)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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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5/11全國防疫升為二級，5/13暫停校外讀者換證入館及辦證
• 2021/5/19全國防疫升為三級，各級學校停課，圖書館提前18:00閉館
• 2021/5/20實施分區/居家辦公及圖書館閉館，只保留最低限度的櫃台服務
• 2021/7/27全國防疫降回二級，有限度恢復讀者進館



當圖書館無法讓讀者入館時….

服務的危機? or 危機就是轉機?

機遇能否被適時抓住？
挑戰能否被成功應對？
危機能否被順利化解？
完全要靠應變的策略 !!

接下來…腦力激盪 集思廣益 尋求可用資源

圖片來源：https://tcnn.org.tw/archives/37363



踏出第一步~建置虛擬諮詢台

1.設定Webex [取個好名字]
2.主持人&共同主持人權限

創建
5/18

啟用
5/20

公告讀者總館及醫分館
線上諮詢即日起提供服務

5/19

測試
1. 設計服務公告
2.測試共用分享
3. 輪值同仁排班

5/21~

修正

轉型
6/1

1.總館線上諮詢轉型為Ask Us櫃台
2.知服組向全館分享Webex使用

6/4

全面上線
5/26

館長分享經驗
主管會報通過
開始建置全校
各單位Webex



圖書館網頁公告各組別聯絡網址
➢ 即使全部居家辦公，也隨時馬上聯繫到

校方將此概念應用到全校各單位
居家辦公，得以順利進行公務聯絡
https://web.ncku.edu.tw/p/406-1000-
223027,r3095.php?Lang=zh-tw

https://web.ncku.edu.tw/p/406-1000-223027,r3095.php?Lang=zh-tw


踏出第二步-高度仿真虛擬圖書館
成大首度舉辦虛擬校園博覽會

高中生報名超踴躍
https://news-secr.ncku.edu.tw/p/404-1037-

225017.php
位處於博覽會蛋黃區的圖書館



• 工具：Gather Town
• 不用維持社交距離、不用戴口罩

踏出第二步-高度仿真虛擬圖書館

課程

諮詢

書展 | 展覽 | 活動...

推廣

會議演講

導覽

服務介紹 電子館藏

https://app.gather.town/invite?token=a8IX5xMR


成大虛擬圖書館

01

03

02

04

有著館員與讀者
的言語互動

有著館員與讀者
的動作互動

保留圖書館原貌
或是華麗變身均可

有著虛實策展、演講
與互動的空間

結合教師主辦的國際研討會 (館藏清單、英文導覽)
結合移動圖書館課程，小朋友線上與館員哥哥互動

成大館刊



踏出第三步-線上二手書義賣

• 民國93年起開始舉辦二手書義賣，歷年義賣所得全數捐給
社福機構。

• 2021年因疫情首次嘗試新的活動型態，轉換成線上義賣。

• 利用圖書館既有的二手書交流平台，師生透過平台瀏覽書單，
線上登記選購圖書後，再利用網路銀行、ATM轉帳或臨櫃
匯款方式捐款給合作的社福單位，待館員與社福單位確認收
到匯款後即會通知到館領書。



實體與線上二手書義賣之比較

需克服的問題

• 需確保參與者的單純和正確性

• 需逐本人工建檔圖書相關書訊

• 圖書館不經手義賣書款

• 平台訊息力求單純化，簡化選
購流程



實體與線上二手書義賣之比較

資料來源及完整紀實，請參考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31期 137-144頁
https://www.lib.ncku.edu.tw/journal/pdf/31/31_09.pdf



踏出第四步-讀一本書線上導讀分享會

• TAEBDC成員館自辦
教育訓練經費補助

• 推廣豐富的電子書館藏

• 將少少經費發揮最大效益

• 邀請校內老師來導讀

• 每場次1或2小時



系所別 導讀書名

生技系 我超想要那個:吉竹伸介的智慧筆記
機械系 起源 (丹。布朗)

歷史系 邁向繆思 : 漢寶德談博物館
中文系 珍惜臺灣南島語言

會計系 目的與獲利：ESG大師塞拉分的企業永續發展策略
建築系 租書店的女兒 (歡迎光臨日日新：導讀蘇偉貞《租書店的女兒》)

創產所
一口哲學 : 27場當代哲學家獻給愛智饕客的絕妙Talk, 限時15分鐘暢談哲學大師的心
靈之旅

台文系 沙郡年紀：像山一樣思考，荒野詩人寫給我們的自然之歌

法律系 憲法導讀：因為懂得而慈悲的憲法觀
製造所 心流 : 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

化工系 AI醫療大未來 : 台灣第一本智慧醫療關鍵報告
生技系 活著的圖書館

資源系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系統系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 精實二次革命



成效與回饋
• 參加者：大學、碩博班、職員、教師、校外讀者都有，13場共354人

• 活動整體滿意度：非常滿意及滿意合計達98.3%

• 活動對學習有幫助：
博士生：藉由聆聽他人的閱讀經驗，得到不同於自己的觀點。
大學生：能學習到平時較不易接觸到的知識。
教師：從講者分享中，了解到與書中不一樣的蘇偉貞老師，並了解老
師與臺南這塊土地的緊密關係。
職員：導讀清晰細膩，以幾條故事線點出本書的主軸, 非常棒的導讀。

• 活動提升使用電子書意願：
職員：由老師帶領先大致了解主題主軸，自己讀時會更有感覺與邏輯。
大學生：老師導讀之後讓我更有想要閱讀原書的動力。



後續發酵
2022/10/07 收到一封來自大四同學毛遂自薦的email + 規劃
好的閱讀工作坊企劃書

近日關注到圖書館舉辦「線上導讀分享會」，觀察到負責導讀的皆是學校
教師，故萌生一個念頭：「如果讓學生導讀，會不會有更不一樣的火花
呢？」。

加上過去曾參與過《O書店》舉辦的閱讀工作坊，收穫良多，認為閱讀能
夠協助改善人生困頓，故希望能夠在大四畢業前，將好的資源帶入成大，
讓更多學弟妹可以看見閱讀的美好，並提升閱讀風氣。



閱讀行動社
111學年度第1學期正式成立



逐漸回歸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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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點不一樣 ! 整個圖書館，都是我的遊戲場



未來索引實境遊戲盒

• 2019年底引進，可憑
證向櫃台借用

• 配合世界閱讀日、新鮮
人活動等舉辦活動，但
推廣不易

• 讀者回饋：
別人安靜唸書、我們的討論
聲音或解題太嗨遭人白眼



8/5 19組 85人

9/2軒嵐諾颱風

• 報名16組 66人

• 新生26人(6組)

• 總計22組、92人

透過遊戲挖掘圖書館不同風貌，更是父親節
「無價」禮物及中秋節親朋好友歡聚好去處

總圖夏日閉館趴！化身偵探 實境解謎



總圖夏日閉館趴！化身偵探 實境解謎

• 典閱組(門禁管理)
• 館務組(水電設備支援)
• 推廣組(活動掌控與

解題協助)

• 玩家6歲~66歲；41組177位

18歲以下小玩家：29位(17%)

攜家帶眷一起來 跨組合作一起來



玩家回饋
認為普通原因

• 謎題本身設計不錯，但工作人員應該做的是維護

遊戲秩序，維持遊戲體驗；但感覺工作人員看到

玩家卡關時，沒有忍住，很快就直接跟玩家公布

解題關鍵，極度影響遊戲體驗，儘管我們組並未

受影響。卡關也是遊戲的一部分，我覺得這個遊

戲的工作人員太多話了。

• NPC爆雷太多了，劇情跟解題比較沒那麼相關

• 劇情跟謎團的連結比較少

• 故事好爛

• 有點難大學生解不出來

不滿意原因

• 太難太偏

• 紙提盒開關不方便；書櫃關卡不行



玩家回饋
• 曝光不夠高：感覺可以透過學期末週很多學生會進出圖書館時開始公告在圖書館門口、電梯裡、

或是電梯前（等待電梯時會看到）等等

• 四樓德國書房那關有些牽強，比較難解些 (我覺得遊戲超好玩，德國書房真的是難到爆炸)

• 道具精緻度還不錯，整體而言規劃滿完善的，且非常切合「圖書館」這個主題和場地，真的是

為成大圖書館客製化一場實境解謎，若評價不錯可以多辦幾場，使利益最大化！

• 志工很有趣、題目的難易度剛剛好需要腦筋轉一下，真的很有趣

• 未來索引的排版需稍微調整一下，有時候不知道下一面還有圖片

• 遊戲設計很有趣而且很縝密，難度雖然偏難但成功了很有成就感！也更認識圖書館內部館藏！

• 題目都很有創意，在解謎的過程中也發現很多圖書館的特別之處，對新生我是一個很好的認識

學校圖書館方式！之後有機會也會想來圖書館逛逛，多利用學校資源！(*´∀`)~♥

• 第一次去到B2! 好酷！想看書架動起來！



總結

心轉 共感念轉

A O A A

共識

共創不一樣的圖書館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and 
includes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Thanks!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https://bit.ly/3A1uf1Q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