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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

深耕閱讀素養 讓閱讀無所不在--一OO期特刊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
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
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
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
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
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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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專題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本文摘要

感謝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呂姿玲主任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來源：國家圖書館館刊107年第1期(107年6月)，頁111-126。

【摘要 Abstract】

翻轉，就是創新。隨著數位時代，公共圖書館轉型的需要，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也隨之翻轉。圖書館開始利用各種方法，改變觀念
與策略，突破時間及地點之限制，打造不同以往的實體服務通路。在這股趨勢下，近年來臺灣公共圖書館透過建置自助式圖書館、
推廣行動書車、設立行動書箱、倡導漂書運動與推動異業結盟等方式，追求創新，既要把讀者帶進圖書館，更要透過各種管道，走
出圖書館，主動為民眾提供 館藏與服務。

為了解臺灣公共圖書館如何透過實體通路創新，打造無牆圖書館新風貌，本文除闡述臺灣公共圖書館在翻轉實體服務通路上的新作
法外，也歸納出其善用異業優勢進 行策略聯盟、聯合公民營機關進行跨域合作、爭取社會資源挹注創新發展、深入民眾 日常連結
生活消費，以及開發潛在客群主動服務到家的幾點特色。而因應彈性與便利 性兼具的未來服務趨勢，本文亦建議公共圖書館在既有
的創新基礎上，應運用尖端科 技帶動通路創新、整合虛實通路建立服務品牌、重視調查分析反饋顧客需求，並呼籲 透過通路，傳
遞公共圖書館轉型後的新資源與新服務，期使臺灣公共圖書館能真正走 入民眾生活，讓閱讀無所不在。

 

一、前言
    2007年起，「翻轉」（flip）一詞由美國教育界開始擴展至各國，這股對於教育反思的理念，更激發了各領
域對於改變傳統、追求創新的風潮。時勢所趨，翻轉的觀念不斷被提起，對於圖書館的經營管理而言，尤其是
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的公共圖書館，在面對科技日新月異，多元資訊暢通的數位時代所帶來的種種衝擊，圖書
館不再是民 眾獲取資訊的唯一來源，實體圖書館存在的危機感不斷浮現，如何順應科技與人文環境變遷，成
功轉型，創造公共圖書館新的價值與競爭優勢，無疑是當今公共圖書館追求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揆諸臺灣公共圖書館近年來的發展，除了新館建設，如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
書館相繼落成，為臺灣公共圖書館呈現嶄新風貌外，各項服務也不斷發揮創意、推陳出新，無論是藉助資通訊
科技建構虛擬通路，傳遞服務， 抑或是透過拓展據點與異業結盟，開創多元實體通路，打造無牆圖書館等作
法，皆可看見臺灣公共圖書館藉由突破傳統觀念與思維，企圖維繫舊顧客，同時開發新顧客的創新行動力。
    是以，為了解近年臺灣公共圖書館如何藉由翻轉實體通路，走出圖書館，主動拓展服務的新作法，本文將以
媒體報導及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所刊載之臺灣各公共圖書 館創新服務內容，進行蒐整與分析，除藉此呈現臺
灣公共圖書館透過通路創新，營造全民閱讀環境的新風貌外，也嘗試提出公共圖書館在翻轉傳統通路的新思維
上，如何持續發展、不斷創新的建議。

點閱:7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0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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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本文摘要

感謝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呂姿玲主任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來源：國家圖書館館刊107年第1期(107年6月)，頁111-126。 

二、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翻轉的必要
    以行銷的觀點來看，「通路」的定義其實非常廣泛，只要能撮合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易，讓產品接觸消費者的管道，就
能稱為通路。而通路運作的任務就是在適當的時 間，把適當的產品送到適當的地點，使廠商獲得最大績效，並且使顧客
滿意，因此，通路也可視為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兩者之間溝通、服務遞送及完成交易的一種途徑。
    就圖書館的經營管理而言，倡導以行銷策略代替傳統的推廣服務觀念，已行之多 年。而行銷理論中，對於行銷通路的
概念，運用在圖書館，可泛指圖書館（生產者）將資料與服務（產品），遞送到使用者（消費者）過程中的種種中介，
涵蓋空間、設備、工具與人員；在類型上則包含了傳統通路，即實體通路，以及因應現代資訊網路興起而產生的虛擬通
路。
    過去，在網際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圖書館只能在實體館舍空間內為民眾提供資料與服務，現在，隨著資訊科技的蓬
勃發展與推陳出新，圖書館運用虛擬通路，提供使用者跨越時空的服務，已成為現代圖書館重要的服務型態。但這並不
意味著，虛擬通路將取代實體通路，成為圖書館遞送資源及服務的唯一管道。相反的，數位時代，傳統圖書館的重要性
及存在價值將不會有所消減，從民眾對公共圖書館的參與情形，以及圖書館存在對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貢獻、圖書館對
社區生活品質的增進來看，圖書館的重要性不變，但社會變遷、教育環境改變，民眾的需求隨之不同，圖書館必須翻轉
（曾淑賢，2014）！鑒於圖書館在新時代翻轉創新的必要，圖書館傳統的實體服務通路，也必須與時俱進跟隨轉型。過
去，使用者必須親自到圖書館才能獲得所需資料及服務，現在，隨著時代轉變，圖書館開始利用各種方法，改變觀念與
策略，突破時間及地點等的限制，打造不同以往的實體服務通路，讓使用者不必再到圖書館，也能享受到圖書館的資源
與服務。

1. 時間的延展

圖書館服務的時間，不再只是圖書館開放的時間，而有可能延展到全日24 小時及全年無休。

2. 地點的普及

圖書館的館藏與服務不再只能在圖書館中取得，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周邊就 唾手可得。

3. 觀念的突破

圖書館除了持續鼓勵民眾來到圖書館，使用空間、館藏及服務外，也更積 極地化被動為主動，將資源及服務想方
設法送到民眾所在的地方，以滿足舊顧 客需求，並開發更多新顧客。

4. 策略的轉變

圖書館突破過去單打獨鬥的局面，實行以異業結盟、跨域合作的方式，結 合社會資源，拓展服務層面。

點閱:7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0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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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本文摘要

感謝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呂姿玲主任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來源：國家圖書館館刊107年第1期(107年6月)，頁111-126。 

三、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
    近年來，圖書館亟需創新的觀念，不斷激勵公共圖書館進行變革，影響所及，也使得臺灣公共圖書館開始在傳
統通路上，謀求蛻變與革新，並且體現於服務時間、地點的突破以及觀念、策略上的力求創新。本文歸納近年臺
灣公共圖書館於創新實體服務通路的實踐上，較具代表性的幾種作法，分別說明如下：

1. 自助式圖書館

    藉由科技設備，利用機器提供讀者自助借還書的自助式圖書館，不僅突破圖書館既有館舍及固定服務時間
的限制，也使圖書館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得以拓展圖書館服務通路，便利更多民眾利用圖書館資源。這類
自助式圖書館，或稱為「智慧圖書館」，係透過RFID系統的自助借還圖書設備、電子管控閘門以及數位安全
監視系統管理，提供讀者全程自助服務與無線上網。智慧圖書館的設置，於2005年7月，由臺北市立圖書館
首開其端，最先在家樂福內湖分店成立無人管理之「Open Book內湖智慧圖書 館」，為臺灣最早推出的「無
人服務圖書館」（staff-less library）（呂春嬌，2012），目前已設置7座，包括：捷運西門地下街西門智慧圖
書館、東區地下街智慧圖書館、松山機場智慧圖書館、青年公園內的太陽圖書館、百齡國小的百齡智慧圖書
館、松山家商旁的福德智慧圖書館、古亭國中的古亭智慧圖書館，設置地點涵蓋捷運地下街、機場、公園及
學校。

    2010年新北市立圖書館在板橋車站內設置「板橋車站低碳智慧圖書館」、2016年與頭前國中合作設置頭前
智慧圖書館（黃村杉，2016），高雄市立圖書館則於2009至2012年間於捷運中央公園站、左營站及南崗山站
設置有如自動販賣機型式的智慧圖書館；2010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異業結盟方式，分別與臺中火車站、
署立臺中醫院及私立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等3所機構合作設置與高雄市立圖書館同款式之自助借還書機，
提供圖書及營運管理，稱之為「微型圖書館」，藉以擴展圖書館服務據點，讓民眾利用候車、候診時間就近
借書，增加民眾使用的便利性（呂春嬌，2012）。

    此類有如自動販賣機的自助式圖書館，以其設置較具彈性且不佔空間的優勢，逐漸成為主流，除臺北市立
圖書館自2011年起，已設置了9座Fast Book全自動借書站，讓讀者24小時輕鬆借還、續借圖書，並可查詢借書
站館藏資料之外，2016年基隆市也於七堵車站設置「i-Bookstop智慧圖書站」（游明煌，2016）、2017年新北
市立圖書館及桃園市立圖書館亦分別於機場捷運線沿線設置1座「IReading智慧型借還書站」及4座自動借書
站（呂筱嬋，2017），配合各站點特色，購置休閒、養生、旅遊等熱門新 書提供往來旅客借閱（林長順，
2017）。

    此外，為便利民眾於圖書館服務時間之外取得預約圖書，繼新北市立圖書館於圖書館外設置24小時取書區
後，2017年基隆市文化局圖書館更推出「智慧取書櫃」，設置地點包括國小、婦幼服務中心及社區等，讓民
眾無須來到圖書館，即可獲得預約取書服務（王朝鈺，2017）。

2. 行動書車

    以交通工具載運圖書巡迴各地提供閱讀，可以說是圖書館延伸服務的普遍方式。在臺灣，公共圖書館透過
行動書車或圖書巡迴車，將服務主動擴展、深入社區，已有多年的歷史。根據2016年4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的統計，全臺已有14個縣市37輛行動書車，提供行動閱讀服務（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16）。其中，新
北市立圖書館及臺中市立圖書館各擁有6部行動書車，數量最多。

    在服務地點上，行動書車除以距離圖書館較遠的偏遠社區或學校為主外，也拓展至人潮較多的地區，包
括：醫院、賣場、公園、百貨公司、寺廟廣場等，企圖融入民眾生活，主動提供服務，並帶動閱讀風氣。在
規劃上，除定期安排服務行程，設置巡迴路線及停靠站外，也提供特定時間地點的服務；至於在服務對象
上，更考量到特殊族群需求，而特別規劃於育幼院、銀髮社區等之服務據點。

https://readpaper.kl.edu.tw/index.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olume.php
https://readpaper.kl.edu.tw/vj-admi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5%9F%BA%E9%9A%86%E5%B8%82%E9%96%B1%E8%AE%80%E6%95%99%E8%82%B2%E9%9B%BB%E5%AD%90%E5%A0%B1/138276466234069
https://readpaper.kl.edu.tw/search.php?author=%E5%9C%8B%E5%AE%B6%E5%9C%96%E6%9B%B8%E9%A4%A8%E7%89%B9%E8%97%8F%E6%96%87%E7%8D%BB%E7%B5%84%E4%B8%BB%E4%BB%BB+%E5%91%82%E5%A7%BF%E7%8E%B2%E4%B8%BB%E4%BB%BB


    此外，行動書車裝載的圖書資源，也因應服務對象與閱讀推廣的目標，而有不同主題及類型的規劃，如臺
中市立圖書館葫蘆墩分館雙語行動圖書車的英語閱讀圖書、高雄市立圖書館行動書車的故事繪本；再如雲林
縣的玩具行動書車提供玩具出借、書車配備視聽螢幕，提供影片欣賞；高雄市立圖書館的「走讀@智慧高
雄」，以行動書車結合遠流出版社雲端書庫，提供電子書閱讀服務，民眾只要用行動裝置，掃描行動書車上
大型互動螢幕的電子書QRCcde，即可享受閱讀。

    而除了提供圖書資源現場閱讀之外，行動書車也結合裝載的館藏提供各類型服務與推廣活動，如高雄市立
圖書館「智慧走讀點線面巡迴活動」，由搭載雲端書庫的行 動書車結合藝術表演團體或故事媽媽，在城鄉巡
迴演出；臺中市立圖書館葫蘆墩分館行動書車，結合舉辦「尋找書中小精靈」說故事巡迴活動，並持續辦理
「借閱集點」等等閱讀推廣活動；屏東縣閱讀文康車則舉辦電影欣賞、健康講座、手工藝製作等活動，為樂
齡者提供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臺灣公共圖書館的行動書車更結合企業及民間團體力量，協力推動，為全民閱讀風氣
的推廣，注入了蓬勃有力的支援。如南投縣埔里鎮立圖書館 與18度C文化基金會合作，以巧克力冷凍車陪伴
行動書車，進入埔里鎮偏遠小學進行「光合閱讀」行動（張賽青，2015），藉由建立閱讀護照機制及獎勵措
施，鼓勵閱讀；臺中市立圖書館行動書車則與統一超商合作辦理借閱服務、故事媽媽說故事及小小店長等活
動，結合店內贈品，鼓勵申辦借書證或借閱書籍。

3. 行動書箱

    除了行動書車巡迴定點服務之外，圖書館也透過「行動書箱」的概念，針對偏遠地區、弱勢及行動受限的
特殊群體推展服務，設置書箱，提供閱讀服務。例如：南投縣文化局圖書館於2014年推動「部落閱讀方舟-部
落圖書室創新服務計畫」，結合社區組織、學校、民間公益組織，於南投縣久美、望鄉、達瑪巒原住民部落
設置圖書室、閱讀角（國家圖書館，2016），提供圖書與閱讀設備到部落就近閱讀。臺南市立圖書 館規劃
「企業書箱」的客製化服務，由企業提出想借閱的圖書主題，圖書館精選圖書 後送到各企業，方便員工就近
利用圖書館資源（洪瑞琴，2014）。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也在公共圖書館以外的空間，例如部落教室、偏鄉
的社區活動中心及榮民之家等設置「文化閱讀角」，精選相關主題圖書，讓樂齡銀髮族也能就近享受閱讀的
樂趣（林素華，2017）。新北市立圖書館萬里分館則與基隆監獄合作辦理「漂書到監獄」，定期送書到監所
供受刑人閱讀，並在懇親會時布置閱讀區，讓受刑人可以陪孩子一起閱讀（林欣漢，2017）。

    此外，以「行動書箱」的概念為基礎，也由圖書館發揮創意，加入更為機動、更便於移動的操作，於戶外
空間推動行動閱讀，例如：新北市立圖書館結合地方旅遊特色，在八里左岸公園推出「鐵馬漂書車」（葉冠
妤，2016），號召自行車隊志工運送圖書，提供民眾取書換書，讓戶外閱讀隨手可得，成功融入民眾的休憩
生活中。

4. 漂書運動

    為鼓勵自由閱讀與資源分享，圖書館透過漂書據點的設置與漂書運動的推廣，延展圖書館服務並行銷閱
讀。2013年10月，新北市立圖書館與臺灣漂書協會合作，率先發起全國首創的漂書運動，藉由持續性且大規
模的漂書計畫，推動城市閱讀，而這股風潮也間接帶動並影響全國性的漂書風潮。同年12月由國家圖書館所
主辦的臺灣閱讀節，即聯合各地公共圖書館，藉由舉辦「放書漂流，與書飛翔」的聯合漂書活動，為公共圖
書館漂書運動播下了種子。

    接續，2014年高雄市立圖書館推出「奇幻漂書之旅」，在全市圖書館的分館以及火車站、國際航空站、監
理所以及高雄港務分公司的旅客中心，設置61個漂書站（溫蘭魁，2014）。再如，臺中市立圖書館於2014年
首創「Reading Bar讀冊吧」，結合閱讀與公共藝術美學，在機場、火車站、公園、藝文中心、百貨公司、歷
史建築、戶政事務所等地設置燈泡造型書櫃，結合企業捐書，並配合設置地點，24小時提供各類主題圖書，
以漂書的概念，讓民眾享有閱讀的樂趣與服務（李梅金，2014），目前已設置 29處。

    而臺灣的漂書運動，在公共圖書館紛紛與臺灣漂書協會合作推廣下，已擴及到基隆市、臺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斗六市、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屏東
縣、臺東縣、花蓮縣、宜蘭縣、金門縣 及連江縣等，其中更以新北市設置之漂書站最多（賴鼎銘，2015）。
截至2016年11月統計，新北市立圖書館所設置的漂書據點，包括由圖書館定期補書的漂書站，如火車站、捷
運站、博物館、文化場館等；與異業合作的漂書站，如美容院、診所、餐廳、咖啡館、書店、民宿、速食業
者等，及由民眾自行放漂的漂書站，如各停車場、公車以及水上巴士等（新北市圖，2017），總計已有95處
定點書櫃、329個隨大眾交通工具漂流的書袋，總漂書量近30萬冊，平均每月有5至6千本書在各處漂流（葉
冠妤，2016）。

    在漂書運動蓬勃發展之際，圖書館對於漂書點的設置，也積極設法深入民眾日常生活。以新北市立圖書館
的推動為例，無論食衣住行，都可以看見圖書館廣設的漂書點，例如於普悠瑪火車上設置「漂書餐車」，讓
乘客可以輕鬆閱讀，來不及閱讀完的 也可以帶走再歸還到其他漂書站（張安蕎，2015）；與民宿業者合作，
打造「旅行圖 書館」，讓遊客在旅行的同時也可以享受閱讀的優閒；送書到美容院，讓民眾在吹整染燙的同
時，也能過閱讀充電及沉澱心靈（郭顏慧，2016a）；與百貨公司合作設置「漂書募書箱」（葉仁富，



2014），號召民眾逛街購物捐好書，一起響應閱讀。這些結合各式「產業平台」，包括鐵路運輸、觀光住
宿、美容、百貨業者，深入民眾生活的漂書運動，著實打破圖書館有形的藩籬，為社會大眾提供了便捷且全
方位的閱讀能量。

    此外，在服務對象的開發上，為了深入各社會階層，漂書點的設置也擴展至對弱勢或特殊團體的服務，如
新北市立圖書館於林口地區的街友收容中心設置漂書據點（郭顏慧，2016b）、於中和公共托老中心針對行
動不便的銀髮族設置漂書書箱提供閱讀服務。

5. 異業結盟拓展通路

    在透過中介通路，推展服務及加強行銷方面，圖書館藉由與異業結盟，整合雙方服務的模式，已成為臺灣
公共圖書館重要的創新服務。例如2010年起，由改制前的桃園縣文化局邀請桃園市內咖啡館業者設置「閱讀
與咖啡藝文補給站」，2011年再結合美容美髮業者增設「『書』妝打扮藝文補給站」，將文學、藝術書籍、
休閒旅遊類出版品及藝文資訊文宣品等送到每個「藝文補給站」，並由文化局頒發認證標誌，提供閱 讀及藝
文資訊的作法，可說是公共圖書館中最早，且較具系統的推動計畫。而近期，公共圖書館以便利超商為中
介，共同規劃異業結盟的重要合作範疇，主要包括借還書流通服務及圖書室的合作設置等。

     (1)借還書流通服務
    2014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為提高讀者使用服務的便利性，簡化機車族與開車民眾還書流程，與麥當
勞餐廳合作推出「國資圖@麥當勞－還書得來速」，整合「還書」及「得來速」服務概念，滿足「一次
購足」的需求（陳敏玲，2014）。同年，臺南市安定區圖書館與全家便利超商合作，推出「線上預約、
超商取還書」的服務，首開公共圖書館與超商合作圖書流通服務先例（林孟婷，2014）。2015年2月，臺
北市立圖書館與全家便利商店攜手合作，提供「超商還書服務」，民眾至臺灣本島任一家全家便利商店
門市皆可歸還圖書，2016年10月更擴大與三大超商（7-ELEVEN、全家、萊爾富）合作，首創「三大超商
就是我的圖書館」的超商借還書服務，全臺服務據點也因此項措施，大幅擴增至近萬間超商門市，並延
伸服務時間至全天24小時及全年無休（沈佩瑤，2016），對提升圖書資源取得的便利性，突破圖書館所
在的主要服務地域，拓展服務層面，的確有其重要之影響。
    為提升公共圖書館館藏資源整合與服務，教育部與國家圖書館自2013年進行「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發
展計畫」，於全國北、中、南、東設立4個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及8個分區資源中心，除購置質量均
佳的圖書資料充實資源中心館藏外，並積極進行閱讀推廣。2017年12月12日起，為推展12處公共圖書館
資源中心 館藏資源之流通與分享，亦與統一超商合作，讓民眾無需繳交任何運費，即可於全台據點取
書、還書（公共圖書館區域資源中心，2017）。
    藉由與超商之合作，提供圖書借還之便利服務，無疑是臺灣公共圖書館締造服務通路創新的重要成
就。過去，由個別圖書館單獨與超商企業合作的做法，在教育部與國家圖書館的推動下，更因此擴展到
臺灣各地的公共圖書館，為服務通路的翻轉，再創新舉。

       (2)合作設置閱覽室
    至於圖書館透過異業結盟方式延伸設置圖書室的創意，2016年10月即有臺中市立圖書館與統一超商合
作，提供童書設置「Open閱覽室」。2017年，這類由圖書館定期提供並更換圖書、超商提供空間，兩者
共同經營親子閱讀空間的合作模 式持續擴展，除臺中市立圖書館於臺中市15家統一超商門市陸續開辦
外，高雄市立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及新北市立圖書館亦藉由與超商「Open兒童閱覽室」合作，藉由
提供主題童書、辦理書展、舉辦說故事等活動，帶動社區閱讀與增進親子陪伴與互動（喻文玟，
2017）。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為例，超商書展主題更結 合「Bookstart閱讀起步走」活動，陳列適合學齡前
至國小學童的兒童讀物、親職教育圖書及中英文兒童電子繪本，民眾透過智慧型手機掃描登入，即可線
上閱讀（蔡永彬，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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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四、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翻轉的特色
    分析近年臺灣公共圖書館企圖在實體通路上，積極尋求轉變，力求拓展服務的種種新作為，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項特點：

1. 善用異業優勢進行策略聯盟

    藉由與企業間的合作，利用彼此優勢達成資源互補的綜效，以圖書館與超商物流合作，提供借還書服務及共同經營閱覽空間為
例，透過超商據點遍佈各地社區的優勢，加以民眾日常生活利用超商消費的普及性，圖書館得以藉由超商的空間據點，深入社區
拓展服務，同時，擴大圖書館服務的幅員範圍。

2. 聯合公民營機關進行跨域合作

    此類型的跨域合作，尤以漂書運動中，公共圖書館與公民營機關合作設置漂書據點最具代表性，除新北市立圖書館結合鐵路運
輸、觀光住宿、美容、百貨業等各式「產業平台」設置漂書站外，如嘉義縣公共圖書館也與中油公司合作，於史蹟館、社會處兒
童館、郵局、火車站等公民營機關辦理桃城漂書活動（國家圖書館，2014）；斗六市公所舉辦「讓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圖書館」的
漂書運動，亦結合圖書館、火車站、幼兒園、高中、大學、郵局等設置漂書站（張秦華，2014）。此外，花蓮縣文化局與教育電
台、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合作，辦理「送書進監所」服務（國家圖書館，2015）；新竹縣公共圖書館結合環保局，回收廢棄
冰箱改造為行動書櫃，透過圖書館、企業與公益團體，募集圖書，於全縣47處觀光地區、政府機關、車站場所、社區發展協會、
醫院及公園提供隨手閱讀（郭宣彣，2014）；南投縣集集鎮公所加入贊助並推廣由社區主動發起，於民宿、餐廳、觀光工廠等處
設置迷你彩繪書箱的「集集鎮迷你書箱計畫」（人間福報，2017），皆讓圖書館得以整合既有資源與能量，創發更有效益的推廣
服務。

3. 爭取社會資源挹注創新發展

    在圖書館運用各種途徑擴展服務通路中，爭取社會資源的投入，可以發揮推波助瀾的效益。如屏東縣文化處圖書館與臺灣漂書
協會、屏東在地企業合作，由企業捐贈童書，跨部門辦理「童書漂流服務」（國家圖書館，2016）；花蓮縣秀林鄉及新城鄉圖書
館結合佛光山雲水書坊、一粒麥子基金會等宗教、公益團體提供偏鄉行動書車服務（國家圖書館，2015）；臺中市、台南市、彰
化縣等公共圖書館，藉由扶輪社、寺廟、企業基金會等民間團體經費挹注，購置行動圖書車，推廣偏鄉、學校等地區之閱讀服
務；再如，南投縣文化局「部落閱讀方舟-部落圖書室創新服務計畫」，由圖書館向政府部門、企業籌募圖書、書櫃，於營運上，
則結合民間團體進行管理，提供社區民眾利用。

4. 深入民眾日常，連結生活與消費

    藉由通路的拓展，使圖書館資源與服務，得以融入民眾食、衣、住、行、育、樂之中，不僅方便，而且隨手可得。例如高雄市
捷運智慧圖書館系統，整合捷運一卡通 與借書證，便利民眾使用各站智慧圖書館；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彰化縣整合悠遊卡
與借閱證，連結圖書館服務與生活消費。而除了各圖書館於人潮密集的百貨公司、商店街、賣場、交通樞紐等地設置服務或漂書
據點之外，圖書館也掌握各種機會，深入民眾生活作息，推展閱讀服務，如新北市立圖書館於2017年春節假期推出「飛漂 BOOK
－春節漂書專車」，結合客運業者，提供圖書讓搭車返鄉及旅遊民眾免費閱讀（黃秀麗，2017）。

5. 開發潛在客群，主動服務到家

    圖書館翻轉傳統通路的目標之一，在企圖觸及並開發更多新的顧客。例如，設置於捷運站或交通樞紐處的自助式圖書館、智慧
取書櫃，為通勤上班族或沒有時間來到圖書館的民眾，提供就近利用的機會；針對行動受限或特殊讀者，圖書館主動藉由行 動書
車、行動書箱提供館藏與服務。再如新北市立圖書館雙和區分館結合社區公共托老中心，透過照顧服務員每週一次居家服務，為
失能長者及身心障礙者遞送圖書（陳志仁，2017）；屏東縣公共圖書館以胖卡車載運東南亞語文圖書深入各鄉鎮，並搭配講座，
提供新住民閱讀家鄉讀物等（國家圖書館，2015），都足見公共圖書館藉由拓展通路，針對不同客群，行銷服務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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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本文摘要

感謝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呂姿玲主任授權本電子報轉載

來源：國家圖書館館刊107年第1期(107年6月)，頁111-126。 

五、結語—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再翻轉
    彈性(flexibility)與便利性(convenience)，是未來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核心趨勢（Caughlin，2013）。近年臺灣公共圖書館，因應圖書館轉型
趨勢，於實體服務通路上 追求創新的表現，正可說明彈性與便利性的服務趨勢，將引領公共圖書館邁向未來之路。展望未來，公共圖書
館可以在既有創新成果上，掌握下列觀念與方法，持續翻轉。

1. 運用科技帶動通路創新

    RFID技術實現了自助式圖書館的設置，未來預期將有更多日新月異的尖端科技，運用到各種產業的通路上，而連帶導入圖書館未
來的服務領域當中。例如目前已由大型零售業者紛紛運用的Beacon技術，讓業者可以藉此技術蒐集顧客進入實體商店後的種種行
為，包括瀏覽商品、購買商品等的資訊，最後透過大數據分析，讓業者得以根據分析後的資訊做到精準行銷。未來透過Beacon技
術，或許也能蒐集民眾利用圖書館各種服務據點，進行閱讀的相關數據，分析民眾閱讀興趣及閱讀行為，運用於圖書館服務通路策
略的擬定與規劃上。再者如，無人機或機器人送貨，在市場已有成功的案例（顏理謙，2016），將來走入消費市場與圖書館結合，
也未嘗不是不可能的事。

2. 整合虛實創造服務品牌

    在行銷理論中，儘管傳統實體通路與新興的虛擬通路各有其優勢與特色，但在通路發展的趨勢上，虛實整合將會是未來的風潮。
在圖書館翻轉通路的實例上，以行動書車結合數位科技推動數位閱讀的作法，也可以說是虛實整合的一種運用。未來，圖書館如何
在全通路時代，妥為整合虛實通路，互補應用，以擴展客群，推展服務，最終建立圖書館服務新品牌，值得進一步思考。

3. 重視調查分析反饋顧客需求

    近年臺灣公共圖書館在實體服務通路翻轉上，不斷推陳出新，創造不少前所未有的新作法，這些作法有成為示範者，在圖書館界
持續被複製、學習並推動，也有時興一時，最後未能持續經營推廣者。種種情況顯示，圖書館在創新的同時，仍然缺乏事前縝密的
研究與規劃，與事後的統計調查與分析，以了解民眾的需求、使用行為及滿意程度。未來，在倡導翻轉創新之際，圖書館也更應積
極投入相當的研究，蒐集數據資料，反饋作為規劃及改善服務的參考。

4. 傳遞新知發揮圖書館價值

    圖書館透過通路傳遞館藏與服務的傳統樣貌，在新時代裡有了更多元的可能。以美國科羅拉多州Boulder Public Library推出三輪車
圖書館為例，書車上除配備傳統布告欄，張貼宣傳圖書館的活動外，也配備WiFi與平板電腦設備，為民眾提供辦證與免費圖書借閱
服務，甚至充電服務（Shank, 2014）。類似的行動書車也可見於丹佛、西雅圖、克利夫蘭等城市，它們響應為期一周的Outside the
Lines 計畫（OTL, 2017），走出圖書館，主動向民眾展現圖書館的創新與重要性，這些書車彩繪成繽紛的顏色，停駐在市集等人潮
集中的地方，吸引新的顧客注意，或辦理小型展覽，或教導民眾如何使用3D列印技術、體驗google眼鏡等等，企圖讓民眾知道現在
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新資源與新服務。從這個案例的啟示，我們得知圖書館透過通路，傳遞的將不僅是傳統館藏與服務，未來，藉
由通路，圖書館也可以主動為民眾精心展現圖書館在轉型後的新風貌。

 

    綜上，新時代的公共圖書館，除須因時、因地，以彈性的方法滿足民眾需求外，更須讓圖書館資源與服務以更便利的型態，主動遞送
到民眾手中。圖書館既要把讀者帶進圖書館，也要企圖透過各種可能的通路，走出圖書館，走向民眾。前瞻未來，期許臺灣公共圖書館
把握創新，持續翻轉再翻轉，藉由翻轉的行動力與創發出來的能量，讓圖書館能真正走入民眾日常生活，讓閱讀能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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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期--100年2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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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期--100年12月發刊

點閱:72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0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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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100 期

閱讀專題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30期--101年9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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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期--102年7月發刊

第50期--103年5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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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閱:57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0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
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
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
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
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
姿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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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100 期

閱讀專題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60期--104年3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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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期--105年1月發刊

點閱:58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0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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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100 期

閱讀專題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80期--105年11月發刊

第90期--106年9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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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期--107年6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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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閱:70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0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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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 100 期

閱讀專題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五)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第100期--107年7月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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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閱:76
« 回到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第 100 期

本期同分類其他文章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一)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二)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三)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四)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讓閱讀無所不在】讓閱讀無所不在—臺灣公共圖書館實體服務通路的翻轉(五) /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主任 呂姿玲主任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一)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二)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三)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深耕閱讀素養】創刊號到100期(四) / 基隆市閱讀教育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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