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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圖書館組織蒐集了豐富的紙本圖書與數位媒體，為保護讀者群及促進

公共福祉機構的安全發展，勢須施行強制隔離政策和社交距離規章，本篇論文

在公共圖館各種不同的利用指導基礎之上，作者試著討論這次嚴重特殊感染性

肺炎挑戰之下所呈現的閱讀與推廣議題並提出各種可能的化解之道。 

【Abstract】 

Public library organization obtain beautiful paper book & digital media to protect 
user group and promote social commonwealth institution safety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nact coercive separation policy and social distances regulatio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ted library user i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y. The author 
trying to discuss the present reading or promotion issue and possible solution when face 
this Serve Pneumonia with Novel Pathogens﹙SPNP﹚accident challenge. 
 
關鍵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資訊領航員、邊界防守、權限移轉、社會距離 

Keyword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Information Navigators; Boundary Defense; 
Devolution; Social Distance 

  

file:///C:/Users/tpl/Downloads/AppData/Local/Microsoft/05-35%C3%A5%C2%8D%C2%B7/35-3/01%C3%A4%C2%BE%C2%86%C3%A7%C2%A8%C2%BF%C3%A5%C2%8F%C2%8A%C3%A5%C2%AF%C2%A9%C3%A6%C2%9F%C2%A5/07%20%C3%A6%C2%9E%C2%97%C3%A8%C2%8A%C2%8A%C3%A6%C2%85%C2%A7_%C3%A5%C2%9C%C2%8B%C3%A7%C2%AB%C2%8B%C3%A5%C2%85%C2%AC%C3%A5%C2%85%C2%B1%C3%A5%C2%9C%C2%96%C3%A6%C2%9B%C2%B8%C3%A9%C2%A4%C2%A8%C3%A5%C2%89%C2%B5%C3%A6%C2%96%C2%B0%C3%A7%C2%B6%C2%93%C3%A7%C2%87%C2%9F%C3%A5%C2%85%C2%B8%C3%A7%C2%AF%C2%84%C3%A6%C2%8E%C2%A2%C3%A8%C2%A8%C2%8E_%C3%A4%C2%BB%C2%A5%C3%A5%C2%85%C2%AC%C3%A5%C2%85%C2%B1%C3%A5%C2%87%C2%BA%C3%A5%C2%80%C2%9F%C3%A6%C2%AC%C2%8A%C3%A7%C2%82%C2%BA%C3%A6%C2%A0%C2%B8%C3%A5%C2%BF%C2%83/lch@mail.ntl.edu.tw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6卷 1期 
 

 

 
  

48 
 

壹、 引言 

  公共圖書館營運與社區環境密不可分，而社區環境主要乃以讀者群

（Patron Community）為對象，社區環境是圖書館事業的個體環境，在其外圍

的社會思潮，諸如政治、經濟、法律、技術、社會、文化、教育、人口及自然

資源（Natural Resources）等因素則構成圖書館運作的總體環境，各類型圖書

館便在個體及總體環境內外夾擊或交叉壓力之下先求適應生存，再求成長繁榮

（廖又生，2016）。如眾所知。公共圖書館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其開放程

度為各類型圖書館中之最鉅，其如何整合內部力量以求適應外在變遷，更是決

定圖書館事業存亡的總關鍵，綜觀後疫情時代公共圖書館動盪的經營現況，如

何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襲捲之下，

有效整合人力、財力、物力在全球化合作防疫的政策趨勢裡，合手打造公共圖

書館嶄新的資訊服務模式，已成為公共圖書館行政熱門的議題。 

2020 年初，新冠狀病毒（Covid-19）肆虐，截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止，全

球染疫國家共 185 國，累計染疫 1 億 5,793 萬 2,096 例，死亡人數 328 萬 8,541

人死亡，全球致死率約 2.1%（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衛福部疾管署、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鑑此，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於 2020年

1月 31日將其宣告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依據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網頁（John Hopkins 

University Website）掌握數據直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為止，Covid-19 全世界

確診人數已逾 2,522萬個案，而死亡總數更超過 84.6萬人，足見 Covid-19的擴

散及傳染正方興從未艾（JHU,2020）。公共圖書館處於無圍牆（Without  

Wall）的世代，其讀者群又強調從零開始直到永遠，怎樣在防疫無國界的使命

或願景指引之下，來取疫情衝擊降至最低，而經營效益獲致最大，本文作者擬

從讀者服務（Reader's Service）觀點，針對看不見、摸不到、來無影、去無

蹤而為害勝過瘟疫或戰爭的 Covid-19 疫情的衝擊，就閱覽與推廣兩個公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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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最重要的服務機能，提出適切的應運之道，俾使臺灣地區中央疫情指揮在實

踐秋、冬防疫專案中，各地公共圖書館可守經達權、因地制宜、集中智慧、集

中意志、群策群力、不忘初衷，以領悟、內省、篤實及淑世的氣節，維議公共

圖書館這座人民文化的養習所於不墜。 

貳、 Covid-19 對公共圖書館閱覽行政運作的影響與化解之道 

  特殊傳染性疫情的病原體尚未明確，其病毒又不斷產生突變的情況之下，

倘地球村一隅有群眾感染爆發時，任何國家都難以置身事外，Covid-19 引發的

風險不僅促成全球防疫、各國隔離檢疫，並積極迫使醫藥衛生機構研發疫苗，

然在這新舊交替、緩不濟急的過渡期，人類社會各種機構頓時運作失靈，進而

經濟產值減少，受 Covid-19 疫情干擾，21 世紀初期變成一個不接續的世代

（Discontinuity Age），適逢世變日亟的轉型歲月，身為知識便利商店之公共

圖書館，該怎樣突破現行體系（Existing System）的困境，以創新的作法，鞏

固其閱覽應有的機能，這實在關繫各公共圖書館得否能持續經營，值得公共圖

書館事業同道密切留意。 

  公共圖書館建制從古代的個人藏書館進展到貯存圖書資料的閱讀場所，到

演變成今日擁有現代化規模的資訊資源中心，其間經歷數千年的環境變遷，在

在散發其開放的有機體本質，茲所謂「開放」係指不斷接受環境因子（例如

Covid-19 等）的挑戰與衝擊；而所謂「有機體」則是指圖書館內部各次級系統

雖分化諸多單元，但彼此相互依存、交互作用、而交織形成為一個動態的平衡

體（Dynamic Equity），一言以蔽之，公共圖書館透過採訪、編目、流通、參

考等連續性作業流程呈現圖書是為利用而存在（Books are for use）的價值

（Ranganathan,1931），而在公共圖書館組織內從事專業化服務的館員自不應

以「書籍的保管者」自居，僅從事於文獻的蒐集、組織與保存，後現代的公共

圖書館從業人員更須積極從事資訊的獲取、儲存與供給，亦即要以「資訊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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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角色來滿足讀者群知之需求，斯方為以服務為中心的圖書館學理論體之

精髓所在（Shera,1976）。 

  揆諸上述，公共圖書館無法與讀者群或外環境隔離，Covid-19 疫情對之形

成衝擊或挑戰，主要源於以下三個因素: 

一、 公共圖書館是一個抗熵作用（Negative Entropy）的系統：熵是熱力學概

念，意謂機能減退，公共圖書館依靠反饋流，維持體的恆定，使之生生不

息，若有過度負荷而失衡則將攤瘓或殞落。 

二、 公共圖書館是具有邊界性（Boundaries）：它的間隙是可以滲透的，閱覽

依據邊界前沿，館員與讀者互動，倘若閱覽館員不能發揮邊界防守

（Boundary Defense）的機能，過濾致病因子，則病媒當然會對組織體產

生不利影響。 

三、 公共圖書館維持及適應性機能（Maintenance & Adaptive Mechanisms）不

平衡：維持機制是消極、被動、保守的功能，適應機制是積極、主動、前

進的功能，我國公共圖書館長期受到藏書樓刻板觀念的影響，組織文化守

成有餘而略嫌進取不足，面對疫情變局常有回應不夠靈敏的情形。 

  法諺有云:必要無法律（Necessity has no law），主要在說明因情況緊急

而違反法律者無須負擔責任的意思，英美諸國案例裡亦有為免除生命之危險，

不管是什麼行為，法律上均予以免責的先例，此意謂客觀上法律不能強人所不

能，所以刑事上有期待可能性的原則，觀乎臺灣地區現行法律制度，在國家層

級的自力救濟途徑有戒嚴（憲法第三十九條）、緊急處分（憲法第四十三條及

增條條文第二條第四項）兩種機制；而於社會公安層級的考慮設有即時強制之

自力救濟一途（行政執行法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更在個人法益的保護

定有「自衛行為」（含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難），見刑法第二十三條及二十四

條、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及第一百五十條之規範內容；並輔有「自助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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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這些以實力抑制實力的措

施，主要在「終止危機回復正常狀態（end to crises and restore the normal 

time）」，茲正為緊急不知法律寫下阻卻違法的註腳（施啟揚，1987）。申言

之，一日公共圖書館面對法定傳染病、癘疫等侵襲而須為急速處置時，各專業

館員秉於「依法經營（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的客觀尺度，在

惡劣傾向（Bad Tendency）的逆境，其可以化解之道有如下四種方法: 

一、 閉館：公共圖書館若遭遇 Covid-19 疫情折騰，在傳播、感染、蔓延快速之

際，有效隔離未克奏效，除採行總量管制策略外，似可併用部份閉館或全

部閉館方法以求館舍安全，而可避免館員與讀者間產生群聚感染。 

二、 代管：循行政監督體制透過行政干預或介入，倘公共圖書館館舍環境發生

傳染病菌滋生、擴散等例外突發重大事件，當局自可請求上級主管機關

（可能是教育部、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圖書館法第三條參按）或警察

權支援，而形成代為處理的特殊狀況。 

三、 休館：公共圖書館盱衡情勢變遷，得以準備內部館務、調整服務動線、填

補利用所需資料，於閱覽部門提供資訊服務達一定期間之後，即以休整為

由，宣告暫停休止而不對外開放，此刻，所屬員工也可以彈性工作時間制

度（Flexitime System）以分散辦公、分流執勤，藉資降低整個組織的風

險。 

四、 移管：如果讀者群等社區感染愈演愈烈，館方為阻止危害發生或避免急迫

危險而有立即處置之必要時，依前揭行政執行法規定，自得對人管束、對

物扣留、使用、處置或限制其使用；對住宅、建築物或其他處所之進入，

及其他依法定職權所為之必要處置等。易言之，圖書館當局可請求警察機

關管轄，將營造物權限移轉（Devolution）其他有關公權力機關。 

  總之，疫情若日趨嚴重而館方採行自力救濟措施，則可能涉及到讀者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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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侵害的人權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九Ｏ號解釋早已指出：中華

民國 91年 1月 31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曾與傳

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

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關於必要之處置應包含

強制隔離在內之部份，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未牴

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八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尚無違

背。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

遭受剝奪，為使其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

理之最長期限，及決定施行強制隔離處置相關之組織、程序等辦法以資依循，

並建立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救濟，暨對前述受強制隔離者予

以合理補償之機制，相關機關宜盡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該解釋號所指

出的警告性裁判促使傳染病防治法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分別修正或制定，謀求各公共圖書館參與防疫的需求，閱覽服務工作應配合

疫情變化於相關技術性、細節性之作業規範勢須作有效調整或增補以能適應瞬

息萬變的環境，嘗言：有權利必有救濟（Where there is a right. There is a 

remedy），體察政府公共衛生防疫政策與法令的宣示，落實法律保留規範密度

較高的讀者人身自由的保障，係現今公共圖書館閱覽工作依法行政的首要任

務，上開釋憲機關剴切指示，業界同道自然要服膺勿失，並且進而縝密規劃讀

者閱讀權益保障相關事宜。 

參、 Covid-19對公共圖書館推廣法律規範的影響與化解之道 

  圖書館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 Neil）提出文明病媒庫

（reservoirs）的觀念，渠指出中東、印度、中國等文明古國，由於其所位居

的生態環境，各發展出不同的文明病媒（如微生物含細菌、病毒等）。人民成

長及生活其間而與這些病媒早已接觸，故能具備不同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病媒

只能造成零星的感染，成為僻居一隅的當地風土病，嗣後由於國際間貿易、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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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等緣故，病媒擴散、傳染、無扺抗力之異族即無謂犧牲，各種傳染病猶如殺

人無數的劊子手（楊玉齡，1998）。檢視人類歷史，瘟疫為害遠勝於戰爭，就

醫療史實觀察天花、黑死病及西班牙流感等瘟疫死亡總人數早逾兩次世界大戰

死亡人數的五倍，何況迄今人類對之尚莫可奈何的 Covid-19，隨著人們的社會

水平流動（Horizontal Social Mobility），法定傳染病帶來殺傷力已在改寫世

界版圖，各國乃無不嚴陣以待。 

隨著科技的昌明、人類生活環境由富庶（affluent）邁入豐饒（opulent），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訊息傳遞模式型塑出各公共圖書館變成資訊流通的

驛站，公共圖書館係書香社會的搖籃，在業界強調館際合作、資源共享的理念，

零收款、零付費（no collection no commission）的免費政策（free-fee 

policy），星羅棋布、大小不一的公共圖書館成為讀者解決問題的最佳幫手，

從讀者群角度分析，公共圖書館是市民終身學習的教室，透過推廣延伸圖書資

訊服務範圍，既能提昇一般讀者資訊素養，使其活到老、學到老，又能著圖書

館利用指導呈現出耳聞、目見、手觸、心感的動態機能，簡言之，推廣服務可

將閱覽服務推而廣之，使其橫斷面延伸成圖書館公眾關係或組織行銷，並能將

縱斷面涵蓋家庭生命循環（Family Life Cycle）裡的每一年齡，落實從搖籃到

墳墓始終相隨的緊密效果，就上述公共圖書館延伸服務（Extension Service）

的縱橫面相剖析，館方與讀者群的互動頻繁自高於技術服務或閱覽服務，在疫

情還未明朗化的後現代社會，公共圖書館開放程度愈高，組織體的磨損率也就

愈高，相對的其不確定性也就愈高，風險偏好亦就隨之愈強，推廣活動的進行

被 Covid-19病媒的感染或傳播機會自然而然地會增加（楊國賜，1990）。 

回顧 2019年 12月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由於其肆虐人群，各國衛生主管機關

針對流行的區域，逐步採用各種行政措施以警誡人民知曉新冠肺炎傳染導致的

危險，並且禁止國人遷徒或旅行，同時為防止傳染病傳入或傳出國境，對於出

入境旅客、舟車、航空器也紛紛採取檢疫措施（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五章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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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至第六十條足資參按）。世人皆知臺灣地區雖列居於地球村之一員，然

由於四面環海、地形峽小、人口稠密，在 2020 年 1 月 21 日出現 Covid-19 首例

感染事件之後，為杜弭相繼感染，群眾間蔓延案例的遞增，在 1944 年早經公布

之傳染病防治法的基礎上，在 2020年 2月 25日立法院並三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此一措施性法律，抑且衛生福利部社工司對 Covid-

19 因應指引政策之下再另行訂定「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俾讓社會大眾有所依

循，該單行規章訂明分階段鼓勵社會大眾保持社交禮貌或強制保持社交距離，

以避免社區感染風險，防止未發現感染源的潛在傳染鏈威脅國內防疫安全，該

注意事項於 2020年 4月 10日進行局部修正，主要及係因應華人生活方式，採用

非接觸文化（Non-contant Cultures）方式，以柔性勸說維持社交距離規範，

換言之，在人際距離的一般規範基準，靜風下，室內保持 1.5 公尺、室外保持 1

公尺，如空氣擾動越強、飛沫飛行越遠，自主維持之社交距離應該越遠，惟若

雙方正確佩戴口罩，則可免除社交距離（社交距離注意事項第二項第一款之一

般規範）。綜觀社交距離此一概念源自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其係空

間環境的核心名詞，它是人類的領域（territory），屬於個人空間，如果被侵

犯則易引起不安或採行自衛手段，亦就是個人空間成為一個人允許他人接近的

最短距離，渠可視為一個無形的泡泡（bubble），圍繞在個人四周，隨著游浮，

始終存在（Hall,1966）。茲將社交距離進一層透過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司法

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加以驗證，便可獲知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之

法律性質，於此析論如次： 

一、 絕對的法律保留：另稱國會保留（parlamentvorbelt）或重要性理論

（wesentlichkeitstheorie），其必須以法律規定，如憲法第十條規定有

關限制人民居住、遷徒自由等。再如以傳染病防治法制定進一步限制人民

行動自由。 

二、 相對的法律保留：秉持授權明確性原則，有關傳染病欲杜絕其發生、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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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蔓延等重要事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六條明定:本法施行細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故有行政院訂定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因有具體明確

的法律授權條款，也可能有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之空間（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足資參照）。 

三、 非屬法律保留次要事項：係執行傳染病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之技術性、細

節性及對人民行動自由基本權利規範密度較低的領域，此次衛生福利部社

工司發布之注意事項屬之，確切之言，它是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

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的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足資參照），其立法體例係典型的第二

類行政規則，必須遵照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至第一百六十二條之規

定，更由於其性質屬於解釋性及裁量性之行政規章，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七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條以下規定須受單純課予移送國會事後監

督的義務所拘束（廖又生，1999）。 

基於圖書館推廣活動欲兼顧圖書資訊利用與館舍安全防護雙重功能，上揭

注意事項顯然具有輔助推廣服務運作的實益，茲將此第二類行政規則在推廣活

動上應用之技巧分別說明如下: 

一、 一般規範中建議以「總量管制」、「分時分眾」及「單向導引」等方式，

維持社交距離及避免人流交錯。會接觸不特定民眾的工作人員，需全程佩

戴口罩，需面對民眾之開放式櫃檯，建議改裝或暫時置透明隔板以作為區

隔。於入口處強制對進入之民眾，以酒精消毒雙手，並進行體溫監測，發

燒者禁止進入。開會時不得進食，且飲料必須有杯蓋。 

二、 簡易距離衡量方式，1 公尺以成人平舉單側手臂，自指尖至另一側的手臂，

在不碰觸他人的情況下，距離大約等於 1 公尺。1.5 公尺指成人平舉兩側手

臂,兩側指尖不碰觸其他人的情況下，距離大約等於 1.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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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眾社會禮儀規範明定：電梯內或其他社交距離短，空間密閉的場所，無

論是否佩載口罩，均應避免交談。以拱手代替握手，並遵循不碰觸彼此之

原則，以減低接觸傳染的機會。 

四、 咳嗽時飛沫可能濺數公尺，佩戴口罩可防止飛沫飛濺，來不及佩載口罩而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以衣袖或衛生紙掩住口鼻。以手掌掩口，將使沾滿飛

沫的雙手污染隨後碰觸的門把、門閂、扶手、按鍵、觸控式面板等公眾容

易接觸的物件，無聲的透過接觸傳染散播病毒，乃是錯誤之行為，應該盡

量避免。 

五、 自覺有打噴嚏或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狀時，應盡量待在家休息，不得已要出

門時應正確佩戴口罩，且勿進入擁擠的公共場所。 

  以上所臚列五點社交距離注意事項，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就其所掌的防疫

事務，對於特定的個人、公私法人或團體，以非強制之手段，取得相對人的同

意與協力，以達到 Covid-19 防治行政目的之單純事實，圖書館行政上通稱作行

政指導（行政程序法第一日六十五條至第一百六十七條規定），依社交距離注

意事項規範內容所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第一階段採用柔性勸說的道德呼喚，

以勸告、希望或建議等要求相對人配合（林紀東，1990）；且就行政指導之功

能而言，該行政規則先採用規制的或抑制的行政指導模式，為達到防疫目的以

杜絕新冠狀肺炎滲透擴張，對於違反社會距離之行為有效進行防制，故其原則

上並不適用法律保留原則，而只要不違反法律優位原則即可（劉宗德，

1989）。再者繼柔性勸說之後，第二階段則採強制處分，除醫療、執行公務、

維生等必要性活動，其餘非必要性活動，特別是娛樂活動，如未佩戴口罩或違

反社會距離則嚴格禁止，換言之，該注意事項採由弱轉強的行政策略從行政指

導轉換成強制干預，並科以行政制裁（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

及第七十條之規定），職是，各公共圖書館於推廣活動進行之際，常會對讀者

群施予利用指導，此即在提昇資訊素養中寓有推動社交距離空間的旨意，俾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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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藉具體規範以輔助推廣服務運作順遂的目的。 

依圖書館法第八條規定:圖書館辦理圖書資訊之閱覽、參考諮詢、資訊檢

索、文獻傳遞等項服務，得基於使用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訂定相關規定。茲

所指細節性子令即是各公共圖書館所發布的各式各樣、林林總總之利用規則

（Benutzungsordnung），依法律位階理論，從憲法、傳染病防治法及特別條

例、施行細則以至社交距離注意事項等，環環相扣，各專業館員於外部關係業

務的推動，自應將防疫法規與利用規則進行相互聯結（mutul connection）形

成互參（see also）互補，以修築防疫法制工事，則可備不時之需要矣。 

肆、 結論 

  閱覽是公共圖書館讀者服務的縮影，推廣則為公共圖書館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力量的延伸，21 世紀資訊社會的形成，公共圖書館這座知

識名山寶庫，其所蒐集、整理或保存的圖書資訊，無論是數位資訊或紙本圖書

皆是全民檢索或瀏覽的客體，除非百分之百應用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t, AI），全面進入以假亂真的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以虛補實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真假參雜的混合

實境（Mixed Reality, M.R.）或者古今難辨的替補實境（Substitutional 

Reality, S.R.）的氛圍，否則截至目前為止，閱覽是讀者群追求資訊自由；而

推廣攸關社區民眾行動自由，殆為普世所公認的主觀公法權利，邇來鑑於第五

類法定傳染病 Covid-19 的爆發和突襲，公共圖書館事業限制讀者知的自由及移

動的自由，乃基於政策與法律所為不得不的措施，作者謹就後疫情時代公共圖

書館承辦，閱覽及推廣業務提供兩項可行性較高的策略。 

一、 閱覽的權宜策略：先哲有言「飄風不終日，驟雨不終期」，本文所提及的

閉館、代管、休館或移管是公共圖書館經營面臨異化（alienation）或轉

折（transformation）時之最後最不得已的防衛替施，將之稱為公共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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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讀者服務例外管理亦不為過，苟縮短工時、自主管理、分流隔離方法能

起功效而疫情可有效掌控，業者同道自然以「讀者至上，館藏居先」作資

訊服務指南。 

二、 推廣的權宜策略：防疫名言「預防勝於治療」，本文從社會距離的觀點主

張社交距離注意事項應融入日常利用規則以舉動推廣活動，使之禁其為惡

並強其為善，館員如能善用解釋權、裁量權將得以教育讀者，以恩威並

用、剛柔並濟途徑養成讀者群維持社交距離、佩戴口罩及隨時勤於洗手的

好習慣，果能致此，保持安全舒適的社交距離，不失為防止疫情擴散的良

好，亦是確保公共圖書館延伸服務絃歌不輟的利器。 

據上論結，後疫情時代的公共圖書館經營如能妥善規劃閱覽與推廣動線，

一定能消除新冠肺炎帶來的緊張與苦悶，館方以圖書資訊作靈糧來豐富讀者貧

瘠的心房，期能進一步救治時代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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