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 卷 4 期 

 

30 
 

公共圖書館的創新服務要角—館員與數
位內容策展 
Key Players of Innovative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Librarian and Digital Content Curation 

 
阮明淑 
Ming-Shu Yuan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juanems@cc.shu.edu.tw 
 
 
【摘要】 

  人是組織中實施知識管理的要角，因為組織需要保持長期競爭優勢，

優勢的關鍵是持續創新，而創新的基礎是要能活化、活用知識，而一切都

要靠人完成或協助完成。過去談圖書館知識創新，較少以人的角度討論，

因網路、資訊科技與社群媒體發展、資訊傳播方式改變，帶來嶄新的創新

服務契機，尤其公共圖書館以服務大眾為主，更有機會掌握此一契機，利

用網路、資訊科技及社群媒體，進行數位內容策展，利用館員訓練有素的

資訊（知識）品味，提供社群各種專業創新服務，重返館員的光榮時代。 

【Abstract】 

Human beings are key play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organizations because organizations 

need to keep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ich is based on continuous 

innovation.  The foundation of innovation is to activate and utilize knowledge 

which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efforts of human beings. In the past, knowledge 

innovations in library were discussed on services, but less on viewpoi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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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beings (librarians).  Due to adv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resulted the chang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se also 

brought new chance of innovative services, especially public libraries.  Public 

Librarians ought to be respected as key players of innovative services because 

they have expertise of digital content curation and taste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that enable them to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utiliz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and Internet to provide diversified 

services for communities.  

關鍵詞：公共圖書館、知識管理、創新服務、館員、數位內容策展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Knowledge management, Service innovation, 

Librarian, Digital content curation  

壹、前言 

臺灣推展知識管理至今，已有十多年成效，發現不論是顯性或隱性知

識都由人產生、分享、利用與再創造。近年因 Web 2.0 相關技術工具發展

與社群媒體興起為知識管理帶來一股變革浪潮，但是變革也反映我們身處

的環境與任務漸顯複雜化（Levy，2009）。對公共圖書館館員來說，如何

快速因應不同讀者群的需求並傳遞知識變成重要任務之一，Chua 與 Goh

（2010）調查不同類型圖書館網站運用 Web2.0 工具現況得知，公共圖書

館館員運用 Web2.0 工具的比例低於大學圖書館館員，原因是公共圖書館

館員面對的讀者群背景不同，以及一般讀者對工具的精通程度落差較大；

進一步延伸研究，Kim 與 Abbas（2010）發現大學圖書館館員已廣泛採用

RSS feeds 及 Podcast 支援圖書館活動的知識移轉，而以 Tagging 或 Wiki 等

工具支援讀者活動的知識創造功能較少，主要是讀者對知識貢獻的猶豫不

決，上述結果顯示過去圖書館運用 Web2.0 工具的情況與面臨的困境。此

外，圖書館員如同一位資訊管理者（Information Manager），核心任務是

傳遞給讀者其所需要的資訊，但面對各種虛擬社群出現，資訊包裝

（Information Packaging）與資訊客製化（Information Customization）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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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成員的意義顯得重要（Teng＆Hawamdeh, 2002）。 

Web2.0 工具與社群媒體深深影響知識傳播與交流方式，知識不再單純

由上而下推展，原來僅為使用者身分的社群成員趨向身兼數職，既是知識

創造者、利用者、傳播者，更是知識加值者，這種知識傳播方式產生改變，

公共圖書館新的服務方式也應運而生，其中知識社群經營與數位內容策展

逐漸受到大家關注。本文將討論數位內容策展在公共圖書館創新服務應用

的可能性，希望館員找到更多自己的價值，發揮更多知識加值利用的影響

力。 

貳、公共圖書館的知識管理 

知識經濟興起，環境與科技快速變化，帶來各式各樣新問題，為了解

決問題，知識的有效整合與利用變得十分重要，因而促成知識管理的發展。

知識管理的基本假設包含：1. 組織由人組成，並由人經營運作；2. 組織運

作好壞，視人的能力表現而定；3. 人的能力與工作績效，主要靠知識。組

織實施知識管理的好處有三：1. 在員工層級：利於員工成長、學習；2. 在

群組層級：利於協同合作及成員專業能力；3. 在組織層級：利於最佳實務、

組織力發揮、知識成分提升、組織記憶及競爭能力（林東清，2007），即

組織知識是能夠提升組織競爭優勢與創造財富的腦力與能力的總合，所以

組織是要能活用知識（Working Knowledge），產生價值。Nonaka 與

Takechi（1995/1997）認為人是知識管理的核心、資訊技術是知識管理的

工具、且知識創新是知識管理的直接目標和實現途徑。總之，知識管理的

目的是希望知識能夠分享、創造，且最終知識化為利潤、價值，使得組織

得以生存、文明得以永續（阮明淑，2007）。 

公共圖書館係指由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個人、法人或

團體設立，以社會大眾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社會教

育及辦理文化活動之圖書館」，其被賦予教育民眾、傳布資訊、充實文化

及倡導休閒等社會教育功能（圖書館法第四條）。其中，公共圖書館中的

「公共」（Public）不只是數量上的意義，更反映出向所有人開放（Open 

to All）、服務於社群以及滿足社群的各種使用等社會意義，顯示公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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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所衍生出的社會包容性（Social Inclusiveness）及公民身分（Kerslake& 

Kinnell, 1998）。所以，公共圖書館為一公共財、為一非營利組織、為一

地方資訊中心、為唯一公有而正義的知識機構，透過其制衡知識的過度商

品化，更能預防知識的壟斷而妨礙整體社會的知識交流、創新而進步；藉

由其對知識自由的維護，可使人類社會的思想更自由發展，進而融合成更

開放的價值觀、態度與信念之演進，是驅動社會文化健全與自由發展的推

手（阮明淑、林浩欣，2002）。 

所以公共圖書館應扮演化解知識市場化、商品化與知識自由之爭的角

色之一，公共圖書館應積極地協助知識產業的知識管理提升到文化管理－

即應從自身的知識管理，積極地成為社會的文化管理的領導者。公共圖書

館所處理的正是當地社區居民所需的生活資訊，以地方特色文獻為多，由

於以各區為單位，儘管所謂一般居民讀者及生活資訊館藏的範圍不易界定，

各館可逕自進行基本調查研究，確實了解讀者需求，同時珍惜每位館員的

知識與經驗，提升讀者服務績效，必定可以匯集當地共同且特殊的核心知

識資源與文化，成為一以公共圖書館為核心的文化網絡；以圖書館為核心

的文化圈，則成為各個具有獨立特色且由小至大共同連結的文化網絡圈，

將會對知識產業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同時，可作為平衡知識商品化產生的

過度利益追求效應與推廣知識產權尊重與知識合理使用的重要機構。公共

圖書館的網狀結構，是知識社會連結知識、文化網絡的重要中心，為知識

產業的隱形推手，其必備的 Know-how 是由適當的資訊科技輔助，提供能

令各地區性民眾滿意的特色與重點知識，且能隨著環境變遷做不同的創新

適應。以上是作者在 2002 年提出的建議。 

而黃昭謀（2012）在競合與超越：對「圖書館 2.0」時代公共圖書館

的反思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從「知識提供」、「社群凝聚」與「終身

學習」三者來定位公共圖書館，思考從現有資源基礎與人的角度發展改變

動能，認為公共圖書館彼此間合作體系，可運用社交媒體、部落格等諸多

技術，以及實體相關會議引發討論，由底層促成共識凝聚與對話交流，再

透過社會政治活動訴諸公民參與，進行實質力量動員。此外，從知識資本

管理角度來看公共圖書館，Kostagiolas（2013）認為在知識驅動的社會經

濟環境（Knowledge-driven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中，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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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智力資本的創造者，以及大量運用知識資本來進行服務的關鍵因素，

其進行的社會價值創造（Social Value Creation）、圖書館商譽（Library 

goodwill）、圖書館網絡中的競合關係等，都將是公共圖書館知識資本管

理的重要內容。 

參、館員的知識社群經營 

Nonaka 與 Takeuchi（1995/1997）從知識管理角度，將知識分成顯性

及隱性知識，並認為外顯知識具有形式，可被處理與轉移，而隱性知識屬

於個人，必須與他人或團體做經驗性互動才能獲得與學習。組織知識創造

需要依託在情境（Context）之中，知識創造的情境便是 Ba，Ba 是一種共

用空間（Shared Space），可以是實體、虛擬或心靈層次的空間，透過個

人經驗及反思其他人的經驗獲得知識，也是提供個別知識轉換與知識螺旋

向上發展所需能量、品質及場所（Nonaka&Konno, 1998；Nonaka, von 

Krogh&Voelpel, 2006）。知識創造的過程會受到情境、參與者及參與模式

影響。陳泰明（2002）指出知識社群是具有共同興趣的一群人自願組合而

成，有計畫的合作，分享知識，因為彼此有不同的心靈 DNA，形成了知

識螺旋，使個人知識逐漸成為組織知識。Lindkvist（2005）認為知識社群

是結合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的學徒制運行模式，由參與者相

互進行知識分享與創造，作為組織新參與者獲得該知識領域核心、訣竅的

重要場域，經由良好互動關係有助於知識交換。 

Nonaka 等人進一步從互動（個人與團體）與媒體（實體與虛擬）兩個

層面劃分出四種 Ba：原始型（Originating Ba）、對話型（Dialoguing Ba）、

系統型（Systemizing Ba）及行動型（Exercising Ba）四個力場，每個力場

都能促進與支持知識轉換，即經由四種 Ba 之間的互動過程產生知識轉換

（Nonaka, Toyama, ＆Konno, 2000）。很多的公共圖書館都設有演講廳、

研習室等，供社區民眾舉辦讀書會等知識社群活動，同時配合政府推展終

身學習活動，是非常好的現象。建議公共圖書館可以縮減實體藏書的空間，

節省的空間，則改為提供知識社群活動的地方，甚或增設如同具有書香味

的咖啡廳的場所，而且積極的推動社區民眾在此活動，形成大量的知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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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公共圖書館若能積極的經營「知識社群」，主動地利用資訊網路科技

與民眾溝通，無疑的會提高整個社會的社交資本，也是在為國家建造知識

“場”。要這樣，必須先改變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思維模式，以策略的思

考、主動積極的態度來經營「知識庫」（陳泰明，2002）。以上都是多年

前的文獻所提出建議，至今似乎未積極落實在圖書館實務中。 

肆、公共圖書館的創新服務與社群媒體觀察 

一、 創新服務歷年趨勢變化 

  作者經由國家圖書館所出版的年鑑資料，比較公共圖書館近 5 年的發

展。 

（一） 創新服務比較 

作者比較民國 98 年至 102 年國立臺中圖書館（以下稱國資圖）

與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稱北市圖）年鑑資料中創新服務項目如下

表 1，發現近 5 年公共圖書館的創新服務在網路、資通訊科技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加值服務及多元化便民

服務等自動化服務增加，而在知識社群經營之著力點相對較少或無。

從表中灰底部分是國資圖遷館後創新服務新增項目，推出多項數位

服務，推論與資源是否充裕？有無新的場域？館長願景與目標可能

是影響創新項目的原因。總的來看，北市圖相對是以館藏服務為主，

即便是擴展服務新族群也是以館藏服務為主。 

表 1 98 年~102 年國資圖與北市圖創新服務比較表 

 國資圖 北市圖 

便 民

服 務

－ 

辦 證

與 資

訊 引

導 

開辦數位借閱證服務 發行青少年專屬借閱證 

推出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結合數

位學生證服務 

提高個人證借閱冊數為 10 冊 

一證通用政策 (101 年) 

網路辦證 (101 年) 

自助辦證 (102 年) 

設置資訊便利站 (102 年) 

設置人流計數器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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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資圖 北市圖 

便 民

服務 

－ 

借 閱

與 還

書 

「讀者預約自助取書」服務 

異業結合創設「微型圖書館」服務 

增設還書箱 

臺北車站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 

百齡智慧圖書館啟用 

南機場借還書工作站啟用 

市話語音催還逾期圖書 

提供圖書線上續借服務 

建置分館自助借書系統 

公車圖書館服務 

視聽資料預約 

數位閱讀到您家-偏鄉公共圖書館試

辦電子書借閱服務 (101 年) 

活動 辦理「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99 年

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 

辦理「悅讀臺北 101」系列活動

（講座及短文徵選活動） 

巡迴圖書/巡迴圖書運送次數增加 

舉辦 60 週年館慶活動 

館 藏

服務 

特藏資料數位典藏及加值 

充實數位資源及辦理相關利用教育 

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網 

數位典藏服務網 

線上視聽媒體中心 

強化整體公共圖書館閱讀館藏資源 

網路資源中心導入「VHD 校園電腦

集中管理系統」 

樂齡學習資源中心設置 

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及視障電子

圖書館建置完成 

推出數位影音借閱平臺 

建置數位典藏系統 

建置兒童電子圖書館 

建置參考服務 Facebook 

設置新移民閱讀專櫃 

臺灣原住民族資料專區 

 

電子書服務平臺 (101 年&98 年) 

多媒體視聽中心 (102 年) 

聽視障資訊中心 (102 年) 

多元文化服務區 (102 年) 

樂齡學習資源區 (102 年) 

數位與互動的兒童學習中心 (102 年)

智慧型館藏管理系統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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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資圖 北市圖 

品牌 辦理 CIS(企業識別系統)徵選-「閱

讀，推開世界之窗」 (101 年) 

自創品牌服務 (102 年) 

 

空 間

規劃 

三大亮點體驗式服務 (102 年) 

 數位體驗中心 

 數位美術中心 

 數位休閒中心 

 

軟 硬

體 設

施 

強化數位媒材軟硬體設施機能 

數位化資料庫資源 

 

 

運書機器人 (102 年) 

策略 成立「公共圖書館聯盟」  

*灰底為台中圖轉為國資圖所新增的創新服務項目 

所述之發展，作者認為：（1）主管機關政策走向影響，沒有支

持就沒有資源，可能政策相對保守，所以主管大多未能引入外部知識

進行大幅創新；（2）文化改變不易，人員習慣原有工作思考模式。

受限於原先服務方式，所以仍以館藏服務為主。 

（二） 績效與評鑑 

評估在知識管理屬重要議題，本文由公共圖書館的績效評估項目

進行觀察，圖 1 為參考國家圖書館 102 年全國公共圖書館評鑑手冊之

評鑑內容，探討直轄市立圖書館評鑑項目，發現資料中 4-6 社群媒體

服務之辦理與 4-7 行動服務之辦理已列入評鑑指標項目，但實際進行

評量時卻屬不計分項目。可見圖書館界已體認到重要性，但尚未實質

落實評鑑，可能考量城鄉差距或資源分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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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資圖與北市圖公共圖書館之 Facebook 經營概況比較表 

社群名稱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臺北市立圖書館服務「讚」 

成立時間 2010 年 8 月 23 日 2010 年 8 月 24 日 

粉絲人數 8,261 7,802 

粉絲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ilibra

ry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librar

y 

貼文數 211 179 

平均貼文數 0.9 篇 0.51 篇 

貼文資訊 照片 66.7%；影片：4.2%；狀

態 20.8%；連結：8.3% 

照 片 66.7% ； 狀 態 12.5% ； 連 結

20.8% 

內容貼文 講座訊息 

活動資訊 

館內相關資訊 

館內活動照片 

活動資訊-電影資訊 

主題特展資訊 

留學資訊 

休館訊息 

電子書資訊 

好書閱讀推薦 

主題書展資訊 

志工招募 

館內相關資訊 

休館訊息 

講座訊息 

徵稿比賽資訊 

館內期刊出刊公告 

（二） 北市圖之討論區、社群網站(如 Facebook)、部落格和新聞蒐

集觀察 

（資料來源：OpView 社群口碑資料庫；資料蒐集時間：2014 年

01 月 19 日至 2014 年 04 月 19 日） 

本文從討論區、社群網站(如 Facebook)、部落格和新聞蒐集與北

市圖相關討論內容，資料蒐集時間從 2014 年 01 月 19 日至 2014 年 04

月 19 日，共 447 筆，將網友對於內容是好評與負評進行分析結果如

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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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北市圖之社群媒體討論內容分析 

 

獲好評之前五項討論內容依序為活動、借閱書籍排行分析、空間

服務及館藏借閱服務等，其中活動的內容主要是閱讀講座、說故事活

動、展覽藝文表演和課程學習等；借閱書籍排行分析，針對年度借閱

書籍排行榜；空間服務提供主要戲劇拍攝場景和表演場地；館藏借閱

服務提供相關書籍或電子書服務等。負評最主要討論內容為逾期書籍

未歸還與智慧圖書館淪為街友休息站。由上初步分析結果，公共圖書

館社群服務已跨出一大步，但如何深化經營有待進一步觀察。 

伍、數位內容策展應用於公共圖書館創新服務 

一、數位內容策展發展 

（一）數位資訊龐雜、優劣並存且真假難辨 

自網路崛起後，其提供連結全球使用者電腦之機會，也匯聚了各

式各樣資訊，協助人類解決問題，但是多元的資訊來源卻也產生資訊

大量、龐雜、新舊、優劣並存及真假難辨之問題，反而對使用者形成

了困擾。 

好評 負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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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傳播科技應用與社群媒體興起 

社群媒體紀錄和管理使用者的社群關係，也提供使用者創造及分

享資訊的管道，ICT 的應用更讓此一現象發展蓬勃，其影響從個人到

機構。 

（三）數位內容策展意涵、方法與工具 

策 展 (Curate/Curation) 有 多 種 意 義 ， 意 為 治 療 、 治 癒 的 行 動

(Curation, 2012)，以及治療身體或靈魂的基督教牧師(Curate, 2012)，

之後才發展為博物館或展覽的策展人(Curator)管理和維護展品的行為

(Curate, 2012a)。策展人(Curator)的傳統定義：「是文化遺產機構中管

理和照顧藝術實品，以及畫廊中組織展品的專業人士(Liu, 2012) 策展

人所發表的內容，來自於其他的網路資源，需進行資料匯聚、選擇、

組織的過程，之後呈現、分享在網路上。由於策展內容的開放性，可

以因使用者意見的加入而豐富其內容。數位內容策展成品的品質取決

於 資 訊 組 織 的 優 劣 。 曾 提 出 社 群 媒 體 優 化 SMO (Social Media 

Optimization)概念的 Bhargava，就其觀察網路上的策展內容，認為數

位內容策展有 5 種採用方法(Bhargava, 2012)： 

1. 匯聚(Aggregation)：匯聚特定主題最相關資訊於一處，最常見

的形式是目錄式的部落格文章。 

2. 精萃(Distillation)：去除主題相關的所有雜訊，聚焦在最重要和

最相關的概念，即主題概念的去蕪存菁動作。在大量的相關資

料中進行過濾篩選，以產生相關性、完整性較高的文章。 

3. 洞察(Elevation)：策展人藉由其大量日常心得累積而提出更普

遍的趨勢或洞見。不同於前兩項的資料匯聚與選擇，此方法更

強調策展人本身所具備的能力，在整理大量的資料中，提出個

人的創見或看法。 

4. 混搭(Mash-up)：合併一個主題的不同內容，產生一個新的觀點。 

5. 時間年表(Chronology)：按時間先後排序以組織歷史資訊，通

常依時間表策展某一特定主題的演變。 

 

數位內容策展可以採單一或是結合多種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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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各類型之策展工具進行介紹： 

1. 圖片型策展工具：如 Pinterest 

Pinterest 由 Ben Silbermann、Paul Sciarra、Evan Sharp 等人

創立於 2010 年，2012 年 8 月才正式開放註冊，Pinterest 可收集

及整理圖片的網路剪貼簿，類似相簿分類的功能。 

2. 影音型策展工具 

Youtube 上產生大量的影音檔案，相應而生產生了影音策展

網站，包括 9X9.TV、Magnify、Newsy 等。 

3. 圖文影音型策展工具 

由於網路資源的多樣性，同一主題可能有圖文、圖片或影

音分享等型式，因此產生了以主題為主，不限資料型式的策展

網站，如不限主題的 Storify、About.com、Tumblr、Soup.io、

Flipboard，以及 App 的 Zite、SkyGrid 等。 

二、數位內容策展與公共圖書館創新服務 

Stanoevska-Slabeva、Sacco 與 Giardina(2012)將內容策展稱之為社群媒

體策展(Social Media Curation)，認為是一個新的、創新的新聞報導，是從

網絡和社群媒體內容中產生各具特色的數位敘事作品。社群媒體策展的基

本概念是奠基在媒體策展的基礎上，處理不同的來源和內容的大型語料庫，

加以識別、選擇、驗證、組織、描述、維護和保存現有的文物，以及將它

們整合成一個整體的資源。 

在數位內容策展概念下，蔡屏（2011）認為未來圖書館服務應根據館

藏的特性，提供讀者無法在搜尋引擎獲得的專業知識，以此自成專業，即

「資訊策展人」，同時認為資訊策展人服務包含：真實有效的資訊內容提

供、數位資源保存、以社群媒體作為資訊溝通的疏導及透過具權威性資源

介紹來提升讀者的資訊素養。其強調數位內容策展的過程是有助於館員與

讀者獨立思考與判斷。本文據上述數位內容策展之特性、工具類型結合圖

書 館 員 執 行 業 務 ， 歸 納 館 員 策 展 工 具 包 括 ： 社 會 性 書 籤 服 務 (Social 

Bookmarking Services)，如：Diigi、Dekicious、Digg、Reddit 還有一些視

覺導向(visually oriented)的書籤服務，如：Pinterest 和 Symbaloo，也有一

些除了書籤之外，也能夠創造故事的混合式工具(Storify)以及訂作雜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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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報紙(Scoop.it 和 Paper.li)。 

本文蒐集國外公共圖書館對於數位內容策展工具之運用現況如下： 

（一）Pinterest：紐約公共圖書館(http://www.pinterest.com/nypl/ ) 

紐約公共圖書館不僅作為圖書館功能，其所蘊含的紐約文化特色

和藝術等方面，皆具有獨特的色彩和歷史意義，其運用 Pinterest 將內

容分為圖書推薦、pin 圖片、圖書與貓圖片、圖書館宣導、假日的圖

書館、紀念品等共開設 31 個主題、分享了 2,052 張圖（pin）、33 個

喜愛（like），鼓勵讀者分享與紐約公共圖書館人、事、物之相關圖

片和感想，而目前已累積 29,188 位追隨者（followers）。 

 

 

 

 

 

 

 

 

 

 

 

 

 

 

 

 

 

 

 

圖 3 紐約公共圖書館之 Pinterest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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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lipboard.com/section/library-tools-to-try-bD8j46)  

Aaron Tay 對於策展工具使用具一定的研究，可從他的部落格窺

知一二（http://musingsaboutlibrarianship.blogspot.tw/）。他積極使用

各種不同的數位內容策展工具來推廣圖書館相關資訊服務，其中以

Flipboard 電子雜誌形式，蒐集各種影音、圖片、微網誌、地圖等素材，

彙整完成圖書館相關資訊服務應用之介紹，其內容包含 Google 應用

系列、Facebook、APP 及 LinkedIn 等，值得參考。 

圖 5 Library-tools to try 頁面 1 

 

 

 

 

 

 

 

 

 

 

圖 6 Library-tools to try 頁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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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一、知識可分為顯性（文件）與隱性（人腦）知識，經由兩者的連結，可

得到最佳問題解決，且由內部人員（館長、館員）、外部相關資訊服

務人員、外部使用者形成群體智慧網。 

二、從公共圖書館現有的創新服務來看，受限於空間、資源及文化，所以

大幅創新不易。相對而言，數位內容策展可以彌補空間與資源不足，

可視為未來發展之契機。 

三、館藏、館員、空間、文化、服務都是圖書館重要資源，只強調館藏服

務，易朝向智慧圖書館發展，館員可能被取代。但數位內容策展可以

發揮館員的資訊素養專業，由館藏推薦導向各種資訊或知識策展。 

四、建議公共圖書館評鑑與創新服務項目應該連結，否則只有指標，沒有

落實，有點可惜。 

五、公共圖書館創新變革不易，與其主管機關政策有關，所以需要主管機

關在政策制定上更能與時俱進，也需要有魄力的館長，及願意不斷學

習創新並加以落實在服務工作的館員。 

六、數位內容策展工具及 ICT 的變化快速，其應用服務也相對多元，館員

需要有熱情、快速且多元的學習力。 

公共圖書館提供好的館藏服務，可能朝向智慧圖書館發展。人有知識、

有價值才能提供服務，館員才會受到重視。廚師走出封閉的廚房迎向大眾

展現廚藝，而館員是不是也該是展現多元知識品味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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