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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時代趨勢下，新科技促使圖書館建築轉型為智慧建築。因應圖書

館服務需求，尊重不同族群特質，利用數位科技，提供多樣化服務，從而

增加讀者新的體驗，圖書館才有存在的價值，圖書館建築才有新的定位。

本文從書、人、建築三個面向，討論書籍排列與尋書、遠距典藏與後設資

料、主題分類與社會性標籤、多元讀者與人機介面、身分識別與彈性服務、

智慧建築與管理等意涵，以探討現階段圖書館建築可能之轉型方向。 

 

【Abstract】 
  Chasing the trends of the digital age, new technologies transform the library 

building into the intellect architecture. The modern library have to respond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such as demand for library services,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of service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readers to have a new library 

experience, thus the existence value of library services could be demonstrated. The 

library building could be a new positioning for services. While books, people, and 

building were three perspectiv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topics as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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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 and way-finding, distance-collection and metadata, subject 

classification and social tagging, multiple-disciplined readers and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identification with flexible services, intelligent building and management, 

were explored for understanding of shifting directions of the ongoing library 

building. 

關鍵詞：圖書館服務、智慧建築、建築規劃 

Keywords : Library service,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Building planning 

 

壹、 前言 

數位時代中公共圖書館配合讀者使用需求，紛紛採用新的數位科技來

服務讀者，也促使圖書館建築與內部空間改變，其典範從靜態閱讀之場所

轉型為動態、資訊科技服務導向的人機介面空間（吳可久，2008）。數位

時代下此種新的公共圖書館空間典範，仍植根於傳統的讀者使用行為、館

員管理模式，然而卻在逐漸使用中轉化蛻變出新的圖書館空間發展方向，

試分成書、人、建築三面向陳述之。 

貳、 「書」籍之典藏與運用 

  圖書館顧名思義就是藏書的場所，會因為藏書需要而將圖書集中典藏，

由於過去書籍貴重，一般人買不起、讀不全整套書籍，因此將其集中置放

典藏，讓全民所共享，其著眼點是控制、接觸書籍的權利。由政府在資訊

平衡與知識普及觀點下，普遍設置公共圖書館來教育民眾、服務公民。 

  然而上述公共圖書館之傳統設置目的，在數位科技及網際網路發展後，

面臨巨大之挑戰，當書籍的內容可以輕易在網路中尋找到，人們可以隨時

無遠弗屆的自我探詢，而不需要中間館員階層之管理，使得圖書館之定位

需要重新被思考。 

  數位科技所帶來之特性是實體書籍與資訊內容的剝離，資訊內容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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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列印在紙本上供人閱覽。由於紙本是實體，除非複製傳播，否則要接

觸資訊需要讀者親手翻閱書籍。翻閱書籍有搜尋、瀏覽與閱讀等不同作法，

每一種作法隨讀者對於書籍中所包含資訊之利用方式，例如：了解書中資

訊之速度、可及性、強度及理解性而有所變化。東京大學圖書館之書架旁

安置閱覽桌，便是供讀者閱讀紙本資料之傳統理想的閱覽方式（圖 1）。 

 

 

 

 

 

 

 

圖 1  東京大學圖書館之紙本傳統閱覽家具配置 

  「搜尋」書籍，只是需要了解這一本書有無相關資訊，因此讀者操作

速度快、不需要深入理解，但在蒐尋過程中需要面對大量之書籍，從中間

挑選合適的書籍。在早期傳統圖書館，是將「同一類」書籍集中放置，以

節省讀者尋書之時間與精力。隨著書籍大量增加，導致沒有足夠之藏書空

間及管理方便，而發展出「閉架典藏」之方式，只容許館員從封閉性的書

庫抽取書籍，經由流通櫃臺外借給讀者。在閉架典藏的模式中，讀者只能

藉由館員預先編好之書籍編目資料，透過他人重重理解後之「限制觀點」，

蒐尋自己所需要之書籍。為了改善上述現象，近代發展出「模矩化開架典

藏」方式，即藉由複層建築結構，將圖書館書架配合單元化結構模矩方式，

在同一樓層製作出相同大小之單元藏書空間，讀者可以親自走到書架邊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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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及翻閱書籍。此一模矩空間有相同寬度的走道及書架，不致浪費走道空

間。如工業生產般之效率，提供讀者在迷宮般之空間，由預先安排好之索

書號走動尋書。在此特殊前提下，圖書館尋路行為才成為研究課題。臺北

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採用模矩化空間結合結構、書架配置、採光照明，可

提供讀者標準化尋書及閱讀環境（圖 2）。 

 

 

 

 

 

 

 

圖 2  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之模矩化閱覽空間 

        數位科技對於上述因應讀者搜尋書籍，發展出適合當代使用及管理的

圖書館空間，提供新的可能發展機會。此機會要因存於「付予讀者與館員

重新謀合解釋後設資料（metadata）之權利。」 

一、「同一類」與「無序」之書籍排列與尋書（尋路）之媒介技術 

現有圖書館書籍排列以同一類書籍群組之觀念，促使讀者能方便蒐尋

書籍。然而數位科技之引進，促發書籍之排列與典藏方式，可依照讀者不

同之蒐尋需求，而重新分類排列之可能性。例如，無線射頻（RFID）標籤

之應用，過去因為讀者胡亂置書，導致館員需要定期依照書背之索書號來

「順架」的情況。藉由超高頻 RFID 標籤掃描器，可以掃描十餘公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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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標籤，因此只要在此範圍內無序的排列書籍，都可藉由掃描器找到，

「順架」可以轉變為「順區」，此即數位科技所帶來之便利。然而，RFID

掃描器不僅貴且稀少，現在只有館員使用，不符經濟效益，且 RFID 之頻

寬有限，標籤能夠存錄之資訊容量，亦往往只有數 KB 容量，其實是不符

讀者使用效益，只能做到最基本之管理書籍。現今智慧型手機及影像辨識

技術之開發，使得讀者個體握有嶄新的技術，來對抗被分割成一個一個技

術本位堡壘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快找尋所需之書籍。每一臺智慧手機

都有攝影裝置，可供辨識從 QR code、影像辨識，到結合現場場景之擴增

實境技術，而且相關技術可以寫成能上架傳銷買賣的商用程式（APP）。

因此或許未來在科技電影中，可以看到讀者輸入想要找書之條件後，拿智

慧型手機掃描圖書館內部環境，進行空間影像辨識後，結合擴增實境，在

手機上的圖書館實景空間圖像會浮現出不同符合查詢條件之圖符（ICON）

與區位，在點選圖符時會呈現書籍之介紹（不見得是館員之編目，有可能

是其他讀者之推薦），方便讀者尋書。  

二、遠距典藏、後設資料與書籍如何在圖書館地圖中呈現區位 

  上述尋書場景其實設定在一個前提條件，即每一本書之區位是存在一

個虛擬圖書館中，每一本實體書之位置需要能被隨時定位，此時圖書館之

管理書籍能力及技術就相當重要。鑑於現在圖書館能夠知道書籍區位之程

度，只有在自動化資訊系統內標註出借與否，例如以文字標註應存放在三

樓人社區第 19 排，雖然相當符合現階段圖書館之需求，其實相對數位技

術而言，是相當落伍的。現在智慧手機定位技術在數十公尺範圍內，RFID

之定位技術適用在數公尺範圍內，未來數位新技術之開展必然能夠突破現

狀，突破之重點在於書籍之精準定位。對於現有藏書定位技術之應用，仍

推 RFID 結合物流技術，在遠距典藏書籍之適用（Nitecki, 2001）。鑑於大

量典藏書籍之借閱次數少，少量熱門書籍借閱次數多之現象，將部分罕用

書籍存放於他處，讀者透過自動化系統找書，若需要再從他處將書籍實體

運回本館供借閱，此種遠距閉架典藏方式，因不需考慮讀者親自到架上蒐

尋，便可改用將「相同尺寸」大小書籍存放於同一書箱之儲放方式，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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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偵測書籍區位運回，以節省存放空間。現存 RFID 藏書技術有美國半

自動化書庫（如紐約公共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之聯合藏

書）、日本全自動化書庫（ASRS，如關西國會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

則刻正進行專案建設 RFID 遠距藏書。 隨著書籍精準定位技術之發展及達

到經濟效益，尋書將有另一番操作面貌。 

三、主題式藏書與尋書新規則之設定 

  RFID 遠距閉架典藏方式打破過去藏書需要依照主題分類及索書號來

「排架」之觀念。此種方式一方面犧牲讀者可直接瀏覽書籍內容之權利，

另一方面也重新引發新觀點，即書籍之典藏可依照書籍之不同特質。例如

書籍大小、資訊蘊含量、媒材特性、使用閱覽科技之方式，重新設定後設

資料之規則，並利用數位科技定位書籍方式來集中或混合典藏。過去因讀

者找書需要仰賴「主題」，主要將一本書之內容，經由圖書館方進行編目，

將書籍中主要觀念濃縮為書目或後設資料，讀者藉此查找書目資料，或直

接蒐尋、瀏覽。為管理方便起見，圖書館中需要依照參考書、當期期刊、

過期期刊裝訂本、一般書籍、藝術類書籍、多媒體影音、線上書等，來設

定不同之使用空間分區典藏相關資料，因此讀者針對同一個主題題材蒐尋

時，常常片段地在書籍、期刊、多媒體影音分別尋找所需資料，極為不便

且時常有所遺漏，現有編目也無法呈現該類主題合適之知識架構。當新的

觀點如熱門、推薦與否、媒體、資訊特質與蘊含量（雜誌或學術刊物），

被引入典藏規則，例如將熱門書籍、光碟、電子書整合熱門主題放在開架

或陳列，而不熱門書籍但具有長尾效應者自動流入第二線開架等系統性作

業，將引發新的讀者尋書規則。利用數位科技從新挑戰後設資訊之整合性，

將可以跨領域、跨媒材、跨實體，讓讀者從新審視知識架構，則提供圖書

館發展之新契機。由於無人可以全面掌握可信的、傳統一路累積到現代的

所有資源，圖書館建築空間卻可以從中設計出新方式來配合新的主題閱覽

氛圍，最可能出現的是如博物館、檔案館式多元典藏於一的主題閱覽櫥窗

（視窗）書架。郝立爾與筆者設計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室空間設計

（圖 3），從陳芳明作品《風中蘆葦》、《掌中地圖》、《時間長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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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終點》萃取展示空間意象，並結合不同媒材、數位內容、數位科技

與空間傢設，創造數位櫥窗、地投影稿紙等互動主題展示及搜尋介面。  

 

 

 

 

 

 

圖 3  國立政治大學特藏室空間及展示設計 

四、讀者自我編碼與社會性標籤之分類架構建構 

  圖書館內書籍之後設資料，如果其設定權不全限定於圖書館方，多元

管道之輸入也將導致讀者尋找書籍利用及分類編目有巨大變化。如同

Google 篩選巨量資料是從資料之使用性著手，其成長關鍵也在於使用者相

信其他使用者推薦眼光及利用。因此一個圖書館之各項資源所使用的後設

資料，將因為其圖書館讀者之利用，而變化出一個具有典藏特色的資料庫，

例如後設資料其中包括讀者推薦、書評、借閱次數，甚至其他讀者所下的

搜尋關鍵詞，從而可以組合促成新的分類架構，此時圖書館之排架，將可

以不依照傳統主題之索書號，而是聚合讀者找書之習慣自訂分類方式或是

編年排架，可以想見圖書館內部空間、讀者群聚與閱覽氛圍將有巨大之變

化。 

參、 資訊呈現與「人」的閱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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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科技的引進，促使圖書館不僅僅是提供讀者閱覽書籍的地方，更

改變圖書館成為供讀者「體驗」不同類型資訊之場域。傳統圖書館鎖定瀏

覽及閱讀書籍為主要閱覽型態，連多媒體資訊也是以定點視聽、靜坐觀賞

方式進行，因此在室內空間是以靜態座席結合書架排列方式為設計重點。

然而數位科技以動態的資訊呈現方式，改變讀者閱覽多元資訊之模式。動

態與靜態之主要差異，在於「某特定讀者專注於某一特別資訊之時間與媒

體體驗方式。」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在筆者指導下設計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原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體驗區中入口區（圖 4），以大尺度投

影展示新書及閱覽資訊，提供讀者多元且動態的資訊介面設計。（蔡承祐、

黃琇珍、黃致禎，2010） 

 

 

 

 

 

 

圖 4 大尺度投影資訊傳播介面設計（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一、 讀者對多元媒體資訊之體驗與人機介面設計 

  數位科技促使數位媒體資訊型態之典藏及利用成為重要課題。傳統書

籍尺寸有限，其大小與字體是以一人單獨閱讀及不受時間限制為主要閱覽

方式。數位科技之發展方向，卻以動態呈現資訊且結合觀賞時間限制，促

使資訊可及性高而大量快速傳播，讓讀者有效的接觸該媒體資訊。網路無

遠弗屆，但其資料長存性不高，即為例證。過去新媒體型態如電影、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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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容許多人同時欣賞，容易互相干擾，遂發展出電影院、音樂廳等建築

型態來滿足該類型媒體之樂廳需求，隨著數位典藏科技之進步，在圖書館

中也設置了多媒體區，藉由小螢幕容許一、二人或小眾靜態觀賞。然而圖

書館如果要吸引讀者利用，就必須利用數位科技來滿足讀者各種閱聽需求，

這種閱聽需求是讀者其個人在家中簡易的視聽設備所無法呈現的。換句話

說，整合各種動態媒體（如網路電視）、與周遭觀眾即時互動、大尺寸螢

幕、體感測啟動的人機介面等等設計，將開啟讀者新型態之閱讀方式。可

以想見當讀者代號「羅密歐」與「茱麗葉」在大尺寸閱覽器上、共同互動

閱讀紅樓夢時之體驗氛圍，應當與傳統圖書館中靜心閱讀紅樓夢之閱聽氛

圍，有許多差異。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設計原國立臺中圖書

館數位體驗區中二樓美術區之大投影幕之互動體驗介面（圖 5），可提供

讀者微觀美術作品之細節。 

 

 

 

 

 

 

二、 尋人或尋書之資訊典藏類型及閱讀社群之共構 

  上述體驗場景其實引出另一個圖書館建築之定位課題，亦即圖書館究

竟是典藏書的倉庫，還是「知識共創」的場所。傳統圖書館著重讀者個人

獨享書籍來內化知識，外隱的成果還是書籍，形成一個人與書間的知識存

記循環。但是知識的留存不僅僅靠「書」，還可以靠「人」與其經驗分享。

網際網路上 Facebook 開展，說明案例型思考推理、以人為中心的知識架構

圖 5 美術區大投影幕互動體驗介面設計（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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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以及個人數位圖書館的資訊科技無限發展可能性。因此圖書館要

完整的發揮所典藏書籍或資料之功效，就必須經營設定適合該圖書館之閱

讀社群。此種社群不是如傳統人際關係緊密之俱樂部，主要是依據資訊主

題之吸引性而快速聚合多元、多層次讀者之組合。此種主題吸引性單單靠

一本書靜態呈現是無法達成的，需要結合作者、傳銷活動及資訊管道、其

他相關媒材整合、在不同時點、長短時段訴求呈現。換句話說，圖書館要

懂得對其讀者宣傳其典藏之資訊特色，來促成知識共創之火花。圖 6 顯示

知識共創場域中，藉由不同資訊科技及呈現技術，可協助讀者進行各種不

同的閱讀型態及人際溝通方式。 

 

 

 

 

 

 

三、 多元社群之彈性服務與身分別辨識 

  越多元之讀者來使用圖書館，圖書館就需要提供更多元且細緻之服務

品質。傳統圖書館鎖定單一質性讀者，設定單一區域服務特定族群之方式

來服務其讀者，例如青少年區、銀髮族區，其著眼點在於無法以有限之人

力管理服務，因此分區提供特殊設備，以滿足對特定族群之服務效率需求。

其缺點是使用上沒有彈性，例如老人家帶孫兒到館內的兒童區，因兒童區

旁邊是多元文化區，若自己需使用樂齡區則必須另置遠處。依照通用設計

原則－公平性，每個人可享有相同之服務。因此如果利用數位科技來偵測

每一個讀者之狀況（Profile），進而針對讀者情形提供必要之服務，例如

圖 6 知識共創場域之場景及介面設計（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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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閱覽行為調整燈光照度、跟在身邊 RFID 隨處可坐之座椅等等，塑造

圖書館空間環境成為均質、適合所有人使用之環境，將是一個理想，圖 7

則為可提供所有人使用且符合通用設計原則之圖書館空間樣態。 

 

 

 

 

 

 

圖 7 具使用彈性之通用設計空間 （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四、 使用科技模式的慣性與讀者隱私 

  讀者接觸新的科技，或有不習慣而需要調整，此時館員需要付出相當

之心力幫助，但最重要是摸索出新的、讀者認同且館員能夠操作之模式。

現階段最常被談論的是讀者隱私課題，其重點在於讀者之唯一性不被彰顯，

而系統能確定讀者需要被服務之特質。例如利用 RFID 偵測到讀者本人，

歡迎來館走道之牆面即顯示幕出現讀者所屬社群及特殊代號，可供讀者識

別自己所需之資訊，或開放給他所願開放之社群知曉即可。此時，符碼

（ICON）設計是相當重要，且可增加有趣性的課題。 圖 8（a） 顯示為所

有不同年齡層社群所設計之圖符，以供展示介面中身分別辨識使用；圖 8

（b） 顯示原有資訊介面設計，著重來館讀者能有屬於自己之數位圖書館

資料庫與社會性標籤互動介面設計；圖 9 為現有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兒童

區入口之有趣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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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兒童區入口現有資訊介面設計 

肆、 「建築」為人機介面 

  隨著數位科技之廣泛，圖書館建築塞滿了許多機器，除了要維持環境

舒適，還需要其他配套設備，如裝設之冷氣空調系統，還增加許多電子、

網路、消防安全設施，這些設施需要整合，才可以發揮更完整之作用。臺

灣現正推行智慧建築標章，其中系統整合、機電設施等項正是重點。然而

圖 8 (a) 代表不同年齡層之身分別辨識圖符 (b)個人圖書館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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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建築兩個面向－「偵測」、「回應」，其最終仍是回歸能反映使用者

之需求。因此將圖書館建築整合成為一個「人機介面」來服務讀者，圖書

館才可以適度滿足讀者之服務需求。然而，讓館員操作一個大的智慧建築

機器，似乎也有一點壓力與不妥，因此需要有智慧建築設施資料庫之輔助，

來協助館員操作管理圖書館建築，並加強圖書館空間之使用技能。 

伍、 結論 

  數位時代趨勢下，新科技促使圖書館建築轉型。圖書館建築之三個面

向－書、人、建築均受到影響。本文從「同一類」與「無序」之書籍排列

與尋書（尋路）之媒介技術、遠距典藏、後設資料與書籍如何在圖書館地

圖中呈現區位、主題式藏書與尋書新規則之設定、讀者自我編碼與社會性

標籤之分類架構建構、讀者對多元媒體資訊之體驗與人機介面設計、尋人

或尋書之資訊典藏類型及閱讀社群之共構、多元社群之彈性服務與身分別

辨識、使用科技模式的慣性與讀者隱私、智慧建築與人機介面等不同觀點，

探討現階段圖書館建築之可能轉型方向。 

  圖書館建築是一個有機體，因應圖書館服務需求，尊重不同人群特質，

利用數位科技，提供多樣化服務，從而增加讀者新的體驗，圖書館才有存

在的價值，圖書館建築才有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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