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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連成

翻轉閱讀新時代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新服務˙新理念

壹、前言

城市發展不僅僅是硬體設備的建置，

更需要有軟體實力的培養與薰陶。為提供

新北市民更優質的閱讀環境與完善、貼

心的服務，新北市立圖書館因此以科技、

人文、知識、數位四大元素規劃，以「為

市民打造一個閱讀的家」為目標，於民國

104年5月在捷運亞東醫院站附近為新北市

民打造一座全新總館。

建築外觀猶如堆疊書籍的新北市立圖

書館新總館（以下簡稱新總館）是一棟地

上10層樓，地下3層樓（停車場）的建築

物，不只是典藏書籍的場所，而是一座新

地標、一座象徵新北市的文化地標。全臺

第一座無時間限制、全天候開放、友善閱

讀空間圖書館，在建築的規劃上是一座鑽

石級會呼吸的綠能圖書館，強調「對環境

友善」、「永續經營」的概念；時尚新穎

的設計風格，將新潮元素導入圖書館裝

潢，以創新的閱讀美學，顛覆人們對「傳

統圖書館」的想像，提升閱讀的質感；全

齡通用的人性化閱讀空間，以及翻轉創新

的24小時閱讀服務，從空間、時間的角度

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不僅提供一個「不打

烊」的閱讀場所，更發揮新總館作為市民

的文化中心、娛樂中心、社交中心、電子

資訊取用中心、學習中心、商業中心、社

區中心及聚會場所之功能，使其成為市民

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帶領圖書館走出新思

維，開啟新形態的圖書館閱讀服務。

貳、建築特色

新總館基地位於新北市板橋區，北側

屬具傳統人文氣息之住宅區，南側為新型

態之經濟發展園區，該基地為串連傳統住

宅區與創新科技園區之軸線中心。因基地

位於臺北遠東通訊園區內，該園區原為高

爾夫球場，基地所在地可以說是一塊淨化

城市難得的綠地。為呼應園區既有保護自

然環境、永續經營的目標，圖書館訂定了

「綠色、自然、閱讀」作為發展願景，並

以「科技、人文、知識、數位、閱讀公

園、綠建築」為新總館的六大理念。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於104年5月10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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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總館自民國99年11月進行規劃設

計，104年5月10日落成啟用，基地面積

6,137平方公尺，建築工程規模為地下3

層、地上10層之建築物，建蔽率50%，容

積率300%，總建造金額約為新臺幣12.5

億元。

  新總館的建築特色有以下四大項：

（一）呼應基地與記憶串連

基地之設計目標為隔離傳統住宅區與

數位通訊園區，並連結公園，基地北側退

縮22公尺以降低噪音對圖書館內的影響，

同時開放廣場加以綠化，與東側公園形成

綠色路徑，保留現有老樹，隔離噪音並軟

化建築量體。另外在設計構想之初也保留

遠東通訊園區二期具紀念價值的遠東紡織

廠煙囪，利用主次入口廣場及屋頂造型，

形成視覺軸線，串連舊有記憶。

（二）出入分層與明確分區

主入口設置於北側以容納鄰近住宅區

而來的大量人潮，次入口設置於東側與公

園銜接。西側為館員專用出入口，西南側

設置車行入口，方便民眾行車進入本館。

在建築分區方面，新總館北側規劃為大型

委外出租空間及演講廳，南側為館藏空間

及閱覽空間。

（三）量體規劃與造型設計

新總館量體方正，東側地面挑空並由

高樓層漸退，呼應東南側公園綠地，且量

體局部外凸以形成閱讀櫥窗，北側低樓層

外凸以創造入口大廳自明性。在造型設計

方面，北側以「書籍」為造型概念，書背

造型廣布外牆形成窗戶，以閱讀櫥窗內外

對話，呈現透過閱讀與世界接軌的意象，

且運用「書架」意象包覆建築，藉以創造

自明性。新總館南側以「科技」為概念，

圖書條碼意象廣布外牆形成南向窗戶；整

體而言，新總館外觀之造型係融入「書

籍」的概念設計。

（四）鑽石級綠建築

新總館外觀材料除了考量減碳、耐久

使用之綠建材外，綠建築之設計也將景觀

綠地延伸至公園，屋頂及建物立面充分

進行植栽綠化，景觀鋪面以沃土回填，完

善規劃汙水處理及垃圾分類，並設置雨水

回收系統，玻璃帷幕採輕量化建材，充分

運用分類減碳、環保再生、健康節能之設

計。此外，也順應氣候，進氣氣窗採自然

通風設計，中央挑空具煙囪效應，屋頂覆

土植栽以隔熱降溫，達到自然節能及環境

永續之目標。新總館符合綠建築指標項

目有：綠量化、基地保水、日常節能(外

殼、空調及照明)、二氧化碳減量、廢棄

物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汙水垃圾改

善等八項指標，故新總館也是一座鑽石級

綠建築的圖書館。

參、數位特色

新總館高度結合數位新科技，在智慧

科技的運用上展現各項特色，包括：「24

小時自動化預約取書機」提供24小時服

務；為呼應數位閱讀，首創全臺實體電子

書借閱的「數位書牆」，增添電子書的閱

讀體驗。此外，全館更採用智慧型圖書管

理系統，如「自助借還書機」、「座位預

約管理系統」及各樓層即時互動的「資訊

方塊」等。我們運用數位科技的思維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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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這座新總館，希望在這新的時代用新的

方法跟新的科技，讓更多民眾能認識圖書

館、喜歡圖書館。

新總館的數位特色有以下六大項：

一、智慧型圖書管理系統

新總館的智慧型圖書管理系統，將館

內所有館藏與設備皆以RFID晶片技術進

行管理與開發，因此，包括門禁安全管

理、圖書盤點、自動分檢（分類）、自助

借還書，還有全亞洲首創的24小時自動化

預約取書機，都使得圖書館在實質的館藏

管理、作業流程與服務流程上，皆能達到

顯著的效益。重要設備擇要說明如下：

（一）自助借還書機

全館各樓層皆設有自助借還書機，透

過觸控螢幕、RFID讀取介面、條碼掃描

器和熱感應收據印表機等組件，便利自行

辦理借還書程序，讀者無需再等候館員的

協助。

（二）自動還書箱暨11分揀機

本設備由前端自動還書箱與後端自動

分類系統所組成，前端接收讀者投還圖書

時，能對歸還的圖書進行圖書登錄，並同

步傳送異動資料至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

新借閱紀錄並在螢幕畫面顯示當次歸還圖

書資料紀錄，提供讀者自由選擇是否列印

還書收據。當圖書完成歸還，後端的分揀

機依RFID分類模組由輸送帶自動分類傳

送到11個移動式集書車，簡化館員後續圖

書歸架之作業。

（三）24小時自動化預約取書機

24小時自動化預約取書機是全亞洲

第一套提供讀者自助式操作的預約書取書

設備，全設備採用高架倉儲設計，提供

2,059個書本儲位，讀者只要靠卡感應，

便可以在平均30秒左右的時間內取得其預

約的圖書，打破館員服務時間的侷限，掌

握7天24小時零中斷的服務，更加貼近都

會區使用者多元化的生活作息。搭配新北

市逾100所館舍的通借通還服務，讀者可

以在新總館取得新北市所有分館的館藏，

更擴大RFID的應用效益。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24小時倉儲式自助預約取
書機」

（四）多功能館員工作站與其他作業設備

新總館採用RFID技術進行書籍或各

類型館藏之管理系統，包括借書、還書、

啟動/解除安全碼、標籤資料轉換和報表

管理功能，可協助圖書館提高流通櫃檯之

作業效率、加速讀者借書與還書服務的速

度，減少讀者等待的時間。手持式盤點設

備結合PDA及RFID模組，有輕巧便於攜

帶、快速讀取、防水防塵等特性，方便館

員在書架間的盤點作業。另有移動式盤點

書車，將物聯網RFID盤點倉庫貨品之概

念運用到書籍館藏，加上輕巧手持天線，

適用大範圍或長時間的盤點作業。



18

　　　　中華民國一○五年圖書館年鑑

二、座位預約管理系統

「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

是在美國提出數位落差和數位機會政策

後，歐盟（European Union）所推出的

概念，係用來建立一個沒有歧視的資訊社

會所推動的政策與活動。「數位包容」有

三項含意：（一）每個人皆瞭解資訊與通

信技術進步的好處；（二）每個人皆可公

平且無負擔地快速連結網路設備與線上內

容；（三）每個人皆可經由這些技術以取

得有用的教育、經濟與社會機會之好處

（林豐政、李芊芊，2015）。

新總館除了本身豐富的圖書資源外，

亦提供有47部電腦讓讀者有機會上網利用

網路資源。加上館內最熱門的159席自修

席位、36個視聽席位、4間視聽小間、8

個多功能討論室，如此多的空間設備已無

法使用傳統的方式管理。因此，空間門禁

管控與座位預約管理系統，包含了線上預

約模組、館內現場登記模組、後臺管理模

組、門禁控制、視聽區設備控制、通關機

控制、讀者電腦控制等。座位預約管理系

統透過軟硬體應用的介面整合，使圖書館

可以提升管理各區域空間與設備之自動化

運作，加上以使用者為導向的設計，方便

讀者利用預約館舍各項資源與服務。

三、資訊傳播功能設備

社會學家Oldenburg提出了「第三場

所」（The Third Place）的概念，其是家

庭和工作場所以外的另一個場域，人們會

定期和同伴在第三場所裡輕鬆地消磨時

間，是社區成員蒐集資訊的重要場域。因

此第三場所具備了以下功能：（一）聚集

社區成員，（二）歡迎新成員，（三）尋

找志同道合者，（四）蒐集資訊，（五）

與他人相處、進而熟識，（六）呈現社區

成員的多元性，（七）休閒娛樂，（八）

理性討論，（九）做為工作場所（邱子

恒，2014）。新總館的資訊傳播功能系

統，係以串連人、空間與活動為目的，讓

館內外的民眾可以透過資訊傳播功能之設

備，去發掘每個子空間的主題活動，擇其

所好者參加，實現第三場域，進而再造社

區文化。就實質面而言，各項電子資訊裝

置取代傳統的海報、公布欄，可使內容呈

現可以更彈性、更大量及更具創意。

（一）入口大廳資訊牆

展示新總館管理輔導的102所分館或

圖書閱覽室資訊，讀者點選大型互動電視

牆，透過地圖瀏覽、隨機瀏覽、或行政區

搜尋，發現新北市其他分館資訊。因與圖

書館官網介接，讀者亦同步掌握分館簡介

與活動訊息。

（二）活動資訊看板

圖書館的公告訊息與活動海報全數整

合在活動資訊看板呈現，極具美感的超薄

雙面顯示器設備，解決過去圖書館到處張

貼公告或海報的窘境。

（三）3D樓層互動導覽裝置

新總館入口大廳以3D製圖與中英文

語言介紹每個樓層的空間配置，運用多點

觸控螢幕，讀者可隨意點選任一樓層，了

解各樓層館藏與設備資訊。此外，若以手

指滑動樓層平面圖，地圖便可隨意旋轉角

度，也可透過上下滑動切換各樓層間的瀏

覽，直覺式地連結樓層的上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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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性功能設備

推動閱讀是圖書館最重要的核心價

值，在新總館整體智慧互動資訊服務系統

中，也加入以閱讀為主軸的規劃設計，並

重新以資訊科技包裝，讓資訊世代的讀者

可以更快速與閱讀接軌。

（一）巨型故事書互動投影裝置

以兒童讀者為主要客群，利用投影技

術將電子書投影於巨大圖書模型上，上方

設置互動感測器，組成生動有趣的巨型投

影書裝置。小讀者可以將手放在巨型書上

方感應，選擇想看的電子書，隨書中的情

境提示做手勢，同時利用手勢做翻頁，透

過互動使小讀者更加融入故事的情境。

（二）數位書牆

利用電視拼接組成大型數位書牆，並

透過與電子書平臺與行動App整合介接電

子書資源，使用者可透過觸控點選大型數

位書牆，瀏覽館藏電子書籍，透過掃描

QR Code或是感應讀者借閱證，可直接借

閱書牆上的電子書，並有主動推薦與來館

目的瀏覽的功能。整體設計讓讀者在數位

書牆中瀏覽營造選購書籍的感受，吸引尚

未上網使用電子書借閱服務的讀者，嘗試

跨出借閱電子書的第一步。

（三）數位閱報機

以42吋光學式兩點觸控螢幕展示圖書

館訂閱的全版報紙及電子雜誌之影像資料

庫。

五、教育性功能設備

公共圖書館是社會中重要的社教機

構，以提升民眾資訊素養與文化素養為己

任，故在整個智慧互動資訊服務系統規劃

中也包含教育性功能設備，包括以資訊素

養為教學目的之「圖書館FUN學趣」、

以鄉土教育為內容的「地方文獻主題展示

系統」與「新北光影影像融接投影」、以

及多元文化為內容的「原住民試衣鏡」。

（一）圖書館FUN學趣

以大電視牆組裝成「圖書館FUN學

趣」互動觸控遊戲，設計與圖書館利用教

育相關的小遊戲，例如：如何使用圖書

館、找一本書、圖書排排站、圖書館小幫

手、可外借資源、圖書館NG行為等主題

遊戲，讓學童與家長透過觸控遊戲接受圖

書館利用教育，學習圖書館檢索、找書、

借閱等使用規則。此設備亦具備與演講廳

同步轉播之功能，即時觀賞演講廳活動，

充分發揮機臺功能之最大效益。

（二）地方文獻主題展示系統

圖書館扮演保存與展示地方歷史記憶

的角色，因此規劃有文獻展示裝置，結合

與展示館方的地方文獻日文特藏。民眾可

透過點選觸控螢幕觀看圖書館典藏之日治

時期地方文獻，進行瀏覽或搜尋。另可進

行內容轉譯歸納與詮釋，重新規劃出有趣

的主題展示系統，使地方文獻賦予現代之

意義。

（三）新北光影影像融接投影

以影像融接與環繞的投影方式播放歷

史、藝文、產業、觀光四種主題的新北印

象影片，以打動人心的文化歷史與地理詮

釋，使新北市重要的人文自然景象躍然於

空間中，讓讀者重新探索新北市人文意象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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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試衣鏡

為了讓讀者更深刻地體驗與學習原住

民文化，透過數位試衣鏡試穿各族原住民

傳統服飾。讀者事先瀏覽原住民文化的文

字介紹後，即可感受Kinect與AR技術協

助讀者在螢幕前換上多款3D原住民傳統

服飾。

六、互動多媒體綜合性設備

新總館智慧互動資訊服務系統中更有

綜合性的設備裝置，在同一機臺提供多種

功能與資訊服務，提供主題式的一站式服

務（one stop shop）。

（一）樂齡資訊服務站

為提供樂齡讀者貼心的資訊服務，樂

齡資訊服務站透過生活化的分類方式提供

樂齡讀者最關注的訊息服務，內容來源包

括連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銀髮族

服務網、勞動部等政府官方訊息。此外考

量樂齡讀者的生理與心理特性，資訊裝置

整體的設計介面，均以簡單為原則，字體

大小力求適中。本設施亦規劃有互動體感

遊戲，透過簡單的體操動作引導，讓樂齡

讀者可舒展身體，系統可判斷讀者姿勢與

示範的姿勢是否接近，引導讀者做出正確

的姿勢。從健康保健、樂活訊息到互動遊

戲，希望扮演數位時代樂齡社群的最佳夥

伴。

（二）資訊方塊

全館多個樓層皆有以55吋AIO電腦組

成之四角柱「資訊方塊」之綜合性資訊服

務站，四面皆可點擊使用。簡潔具科技感

的待機畫面，設計活潑的動畫感數字，以

書櫃方形櫃體造型配合色彩計畫，對應圖

書館特有的樓層概念。讀者點選進入系統

後，提供多項互動程式可供使用，包括：

地圖導覽、貴賓留影與簽名板、好書推薦

大頭貼、新到館藏、館內活動訊息、便利

貼留言板、無版權創作素材庫、新到雜

誌、讀者好書共評、滿意度調查、投票系

統、原住民服試衣鏡、互動Q版文昌、許

願池等多媒體裝置與小遊戲，其中不乏邀

請讀者共創共享的功能頁面，讀者透過資

訊方塊可享有更便利、多元與趣味化的服

務，該設施亦依不同層樓提供不同內容，

希望提供館內讀者更豐富的圖書館體驗。

肆、創新服務

新總館翻轉創新的24小時閱讀服務，

打破傳統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思維，從服務

空間與服務時間的角度重新思考並拉近與

讀者的距離，提供讀者一個「不打烊」的

閱讀場所；為了讓市民享有友善、安心的

閱讀環境，更首創以「讓所有使用者感覺

貼心」的多元關懷與人性化設計概念，打

造全齡通用的閱讀空間，並通過認證，成

為全國第一座通用設計圖書館。新總館除

了是一座具有時尚設計感的鑽石級綠能圖

書館，圖書館內部裝潢也導入新潮元素，

以創新的閱讀美學，打造7間充滿異國特

色的「世界之窗悅讀角」；新總館的閱讀

服務，同時也兼具傳統與創新，分別精心

打造9樓的「新北記憶中心」保存典藏地

方文獻，以及運用最新數位科技所設置位

於5樓的電子書數位書牆。

新總館的創新服務主要包括以下五大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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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首創24小時開放服務

新北市全市各館、室平均每週開放

79.5小時，新總館更全國首創24小時開放

服務，滿足夜貓族及晚歸讀者的閱讀需

求，額外開放1樓大廳及4樓自修室、青少

年閱覽區，搭配座位管理系統、自助借還

書機，讀者憑借閱證刷卡即可入館利用快

速又便捷的服務。另外提供「24小時預約

書取書設備」，以縮小版的自動化倉儲概

念來處理新書與跨館間預約圖書，再配合

「自動還書箱暨11分揀機」，能取代人員

借還流通上的遞補與24小時營運工作站，

全自助式的服務，讀者無需至服務臺等待

館員協助；自助還書機窗口設置於館外，

讀者不需進館即可方便還書，不受開閉館

或服務時段的限制。

二、平順易通達，首創「通用設計」圖書

館

為了讓市民享有友善、安心的閱讀環

境，更首創以「讓所有使用者感覺貼心」

的多元關懷與人性化設計概念，打造全齡

通用的人性化閱讀空間，並通過認證，成

為全國第一座通用設計圖書館。「通用設

計」為新總館設計的重要特色之一，全館

所有走道寬度、書架間距、無高低差等，

皆符合通用設計「平順易通達」的原則精

神；閱讀桌椅、服務臺的高度與深度皆可

讓輪椅方便接近使用；升降閱讀桌則可依

身高自由調整高度，各種貼心考量及便利

的設計，均考量全齡需求，讓「圖書館」

成為從0歲到99歲都能安全自在使用的公

共空間。此外為了讓特殊讀者能更方便的

使用圖書館，新總館特別增設身障者專

用友善閱讀室，分別於1樓設置「愛心服

務櫃檯」、「視障閱讀專區」； 5樓設置

「有聲書閱聽區」、「有聲書錄音室」；

8樓設置「身障閱讀專區」，讓視障、身

障等讀者也能方便使用圖書館，盡情閱

讀。

三、數位書牆便利隨手借

全國第一座圖書館所設置的電子書數

位書牆，位於新總館5樓的數位資源區，

數位書牆透過視覺化電子書平臺介接電子

書資源，並與行動App整合，讀者可以直

接在數位書牆觸控及下載電子書，提供讀

者在數位書牆中瀏覽及營造選購書籍的體

驗，透過QR Code將選擇借閱的書籍傳輸

到平板電腦或手機，可隨手借閱電子書及

離線閱讀。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數位書牆」

四、新北記憶中心保存在地回憶

新總館承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珍貴館

藏一批，其中包括有日治時期出版的日文

舊籍1,260冊，除了著手修復外，同時進

行數位化以延續珍貴文化。另特別聘請專

家學者協助挑選3本與新北市發展史相關

的圖書，包含「臺北廳誌」、「臺北州下

社寺教會要覽」與「板橋街誌」，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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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歸納並詮釋，重新策劃簡明有趣的

主題展示，於新總館9樓新北記憶中心之

地方文獻區展示。讓沒有專業文史背景的

一般市民都能輕鬆地了解與自己生活地密

切相關的歷史，此為目前國內圖書館在數

位典藏過程中少見卻重要的環節。

五、世界之窗悅讀角，營造異國風情的閱

讀氛圍

為持續推廣新北慢讀運動，新總館更

以角落空間美學概念搭配現代創意裝潢，

利用新總館建築立面突出的玻璃窗打造7

間充滿異國特色的「世界之窗悅讀角」，

包括：5樓北歐簡約風、6樓英國古典風、

南法鄉村風、峇里島風、7樓地中海風及8

樓復古美式風、日式禪風。希望能讓讀者

在充滿異國情調的專屬空間裡翻閱精心挑

選的主題書籍，靜靜享受閱讀的樂趣。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世界之窗悅讀角」(地中
海風)

伍、結語

新北市立圖書館新總館「超便民、友

善」的創新服務，不僅帶給讀者全新的閱

讀感受，繼104年7月通過認證，成為全

國第一座符合「通用設計」的公共建築；

結合新穎的數位科技設備，打破圖書館服

務時間侷限的「智慧互動資訊系統」，亦

榮獲同年11月之資訊月公共服務類「百大

創新產品獎」；同年12月再度獲得內政部

「友善建築」獎，圖書館打造全齡通用的

人性化閱讀空間，深受肯定。綜合言之，

新總館開館半年，已陸續獲得「國家卓越

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金質獎」、「通用

設計圖書館認證標章」、「內政部友善

建築」、「百大創新產品獎―公共服務

類」、「建築碳足跡認證鑽石級」、「第

七屆臺灣健康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創新成

果獎―健康產業獎」、「臺灣十大非去不

可圖書館」等獎項，展現出閱讀服務的新

能量。其中參與「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

館」票選活動，獲得第三名的佳績，成為

重量級的閱讀場域，同時吸引包括美國西

雅圖、馬來西亞、香港、上海、深圳、日

本、韓國等國前來交流參訪，更與美國舊

金山公共圖書館正式締結為姊妹館，備受

國際肯定。

24小時閱讀不打烊，不僅為夜晚的城

市，點亮一盞燈，更為市民創造一個生生

不息的閱讀環境，讓新北市成為知識創造

和分享的區域樞紐。新北市立圖書館正在

不斷創新中被翻轉，可能就此翻轉一座城

市的命運。這是新北市，正在邁向偉大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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