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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家圖書館於8月20日至8月25日由曾淑賢館

長擔任團長，國立臺灣圖書館鄭來長館長及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劉仲成館長擔任副團長，率領縣

市圖書資訊科科長共13人組成臺灣公共圖書館代

表團，赴南京圖書館參加8月21日舉辦之「第五

屆玄覽論壇」，本次論壇主題為「傳不習乎—傳

承文明，習與性成」，吸引近200位各界專家學

者齊聚一堂交流學習，會後更將論壇觸角延伸至

上海圖書館、徐州市圖書館及金陵圖書館，期透

過長期相互交流，彼此切磋觀摩，帶動兩岸圖書

館事業的發展。

本次參訪上海圖書館之行程，一方面藉由

圖書館導覽及創新分享議題的發表，展現兩岸圖

書館推動的創新服務，開展視野；一方面吸取上

海圖書館發展聯盟型城市總分館體系的經驗，作

為未來推動直轄市及縣市發展總分館營運體系之

參考。本文針對參訪上海圖書館行程中「創新分

享—上海經驗」及「主題座談」兩項流程，綜整

相關資料與讀者分享。

二、上海圖書館簡介

上海圖書館成立於1952年，上海科學技術情

報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1995年上海圖書館與上

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合併，成為綜合性研究型

公共圖書館和行業情報中心，同時也是全國文化

資訊資源分享工程上海市分中心、文化部公共文

化研究基地、上海市中心圖書館總館、上海市古

籍保護中心、上海市軟科學研究基地「前沿技術

發展研究中心」、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和上海文化

創意產業資訊中心。

上 海 圖 書 館 現 藏 中 外 文 獻 5 , 5 4 7 餘 萬 冊

（件）（截至2016年底），其中古籍善本、碑帖

尺牘、名人手稿、家譜方志、西文珍本、唱片樂

譜、近代報刊及專利標準尤具特色。現有建築面

積總計12.7萬平方公尺，擁有各類閱覽室、學術

活動室、報告廳、展覽廳等空間。

踐行公益性原則，為公眾提供免費借閱服

務，館所每年舉辦形式多樣的全民閱讀活動，吸

引數百萬市民踴躍參加。上圖講座、上圖展覽、

上圖首發、無障礙圖書館服務、網上聯合知識

導航站、「e卡通」電子資源遠端服務、「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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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華」數位資源庫等特色服務深受國內外公眾歡

迎。

該館一樓大廳入口處的大型資訊推播牆，

推播即時資訊、即時反應各館館藏借出狀況、呈

現統計訊息、外借排行榜、訊息以動畫呈現，提

供來館民眾或參觀者獲得上海圖書館即時的資

訊，體驗到該館及上海市各圖書館的動態服務成

效現況，以及最新訊息的傳播，感受到資訊及知

識正快速在傳播及影響中。

三、活動流程

日  期 講    題 主  講  人

8月22日

13:45-14:30

創新分享

上海經驗

在移動互聯網遇

見圖書館—上海

圖書館的數字閱

讀推廣與服務

上海圖書館讀者

服務中心新媒體

服務推廣部李穎

副主任

閱讀空間，創新

服務—上海圖書

館創新空間的實

踐探索

上海圖書館讀者

服務中心周寅副

研究館員

上海客堂間—專

業與普及的新交

融

上海圖書館歷史

文獻中心閱覽部

刁青雲主任

8月22日

14:30-15:20

主題座談

聯盟城市總分館

體制下的管理與

服務創新

上海圖書館協調

輔導處葛青處長

四、創新分享—上海經驗紀實

（一）微閱讀

由上海圖書館讀者服務中心新媒體服務推

廣部李穎副主任主講「在移動互聯網遇見圖書

館—上海圖書館的數位閱讀推廣與服務」，介紹

上海圖書館「微閱讀」服務。首先說明該項服務

推出的背景，經由大數據顯示：上海市在數位閱

讀用戶位居全國第三，佔總用戶7%；民眾投入

數位閱讀的時數大於紙質閱讀，且為首選的閱讀

方式；大部分上海市民不願為數位閱讀付費；利

用最多的數位閱讀載具為手機，上海每百人擁有

手機數量為122.9部。經評估上海圖書館讀者及

訊息流通的規模，具備發展數位閱讀的條件，進

而推出這項服務。

「微閱讀」具備下列6項特點：

1.多管道：掌握手機及微信（WeChat）的

普級使用，將圖書館官網多個服務入口網透過

HTML 5技術整合成一套具備多種入口的服務。

2.閱讀體驗佳：電子書服務方面，提供ePub 

3.0的格式，可在不同的載具上自動排版，提供

優異的閱讀體驗。

3.傳播快：可快速在朋友圈傳播分享好書。

4.引領性強：追求微閱讀是小而美的服務，

透過微閱讀的推廣引領閱讀。

5.輕量開發靈活組合：開發量小及模塊化設

計。

6.資源獨家：採用PDA的採購模式容易拿到

最新圖書版權及部分獨家資源。

「微閱讀」操作流程十分簡便，綁定讀者

證免登錄流程，提供多種閱讀界面，推廣聽書、

時政、科普、親子經典閱讀、親子遊戲、學生暑

期書單、家庭育兒、文化熱點、資訊深入解讀、

上海圖書館一樓大廳推播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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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書與電子書同步上架等服務。對於使用「微閱

讀」有相關疑難雜症，線上每天安排3位館員處

理微信諮詢，即時解決讀者使用問題。

透過「微閱讀」服務，圖書推薦由過去每

週七本書，拓展到2萬本電子書，及400多種每天

更新的期刊。另為鼓勵讀者持續閱讀，內建積分

系統，讀者透過積分兌換館內特製的禮品。提供

全媒體的服務，3萬多種有聲書，700多種影片及

針對青少年及為學齡前兒童設計的隨身朗讀的少

兒繪本。

（二）創．新空間

由上海圖書館讀者服務中心周寅副研究館

員，以「閱讀空間，創新服務—上海圖書館創新

空間的實踐探索」為題進行交流分享，介紹上海

圖書館的「創．新空間」的服務。

上海圖書館為因應圖書館從傳統單向的文

獻閱讀知識擷取，轉化為重視知識交流、強調體

驗的特性，催生「創．新空間」，營造一個學習

交流訊息共享的新空間，以「激發創新、知識交

流」為特色。該空間為780平方米之開放空間，

內含「閱覽空間」、「培訓交流空間」、「產業

圖書館」、「創意設計展示空間」及「全媒體交

流體驗空間」等五大區塊。

服務對象為各類創客、新銳設計師及其他

專業設計工作者，兼顧愛好者及普通讀者。專業

設計者可尋找靈感、交流設計心得、展現設計作

品。普通市民可參與新產品的創作過程、新技術

的體驗，亦有機會與設計師面對面學習交流。該

項服務提供科技應用的相關設備，設計類軟體及

專業機具設備供設計者使用，並提供展示空間及

網頁發表作品。

該項服務基於「以人為本」的態度思考

「創．新空間」的設計定位，期望從個人、產

品、組織、空間、服務及體驗等多個向度建構立

體化的知識傳播體系，培養創新文化，用知識匯

聚社群，進而產生更廣大的正面影響力。

（三）上海客堂間

由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閱覽部刁青

雲主任主講《上海客堂間—專業與普及的新交

融》。為充分活化館藏資源及上海地方特色文獻

服務，打造靈活、自由的文化交流空間，創造專

家與讀者零距離溝通條件，激發讀者主動參與圖

書館業務發展的能動性，以活動促進館藏發展為

目標。該中心於地方文獻閱覽室2015年改建時，

單獨闢出「上海客堂間」，打造集沙龍、展覽、

研討、講座及捐贈等多形式的活動空間。

其命名由來為「上海客堂間」曾是上海地

區接待貴賓的重要場所，是暢談與交流的空間，

也是每家每戶品味與生活的體現，時至今日「上

海客堂間」已非單純空間名詞，更是上海文化的

重要組成，記錄獨特的時代文化記憶。

目前「上海客堂間」每年環繞在「主題互

動類活動」、「上海文化名人手稿精品展」、

「上海文化佳作展」及「主題季度館藏文獻展」

四個主題開展相關活動，每每推出均獲得上海市

民的熱烈參與。

此項服務具備下列特性：

1.活動多樣性、綜合性：各項活動推展不拘

泥於單純的講座或展覽，活動空間內的多功能設

計，開展形式多樣的綜合性活動。

2.學術性兼顧普及性：成為專家與普通讀者

交流的平台。

3.社會反響：各類活動扮演了傳播上海文化

的角色，深獲好評，吸引業界人士熱烈參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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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海本土特色文化傳承與發展的親民空間。

4.以活動促館藏：透過各類活動的辦理，活

絡館藏。

上海圖書館期望打造「上海客堂間」為弘

揚上海文化的金名片，助力圖書館功能升級轉

型，豐富市民公共書房的內涵，吸引廣大讀者重

回圖書館。

五、主題座談活動紀實

本項活動主題為「城市圖書館集群化管

理」，由上海圖書館協調輔導處葛青處長以「聯

盟城市總分館體制下的管理與服務創新」為題，

分享上海圖書館發展聯盟型城市總分館體系的經

驗。

（一）源起

上海圖書館在發展聯盟型城市總分館體系

前，主要參考新加坡、香港及臺北的營運模式，

經研究歸納差異如表一，以上海各圖書館分屬

市、區、街政，財政分屬的條件下，無法做到管

理扁平化，需採行分級管理。

表1：境內外城市圖書館差異表

主要差異點 境外城市圖書館 境內城市圖書錧

體系架構 總館-分館 中心館-總館-分館

管理特徵 管理扁平化 分級管理

人事權 總館統攬人事權

基本沒有人事權，

部分總館有人員標

準制定建議權

經費權 總館統攬經費權
由各館對應的各級

財政決定經費權

採購權
文獻集中採購統

一編目

文獻分散採購統一

編目

（二）沿革

1.2000年12月：首批成員館為黃浦區、靜安

區、南匯區及上海音樂學院等4家圖書館。

2.2003年10月：體系覆蓋全市19個區（縣）

21家公共圖書館。

3.2005年10月：第一個基層服務點（普陀

區）揭牌，象徵著上海市中心圖書館公共服務體

系開始向街道（鄉鎮）圖書館延伸。

4.2007年12月：構建國內第一個省級公共圖

書館文獻物流社會化體系。

5.2010年3月：為體系發展重要里程碑，由

市文廣局發布《關於加快推進上海市中心圖書館

街道（鄉鎮）基層服務點建設的意見》實現市、

區、街（鎮）三級全覆蓋的目標。

6.2010年12月：構建上海市中心圖書館知識

管理系統平臺。

7.2015年12月：進一步明確市級總館、區級

總館、街道（鄉鎮）分館服務點分級管理模式。

8.2016年12月：貫徹文件精神，準備系統升

級。

（三）服務網絡

包含2個市級總館、53個區級總館、248個街

鎮分館及17個高校、專業及其他館所，總計320

館。

（四）實施效益

通借通還一卡通持證讀者2017年底達到

363.2萬人，較前年增長10.4%。文獻外借冊次達

到3265.9萬次，文獻入藏總量2941.4萬冊，較前

年增長6.5%，顯見通借通還績效穩定成長、資源

建設顯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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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創新

1.管理協調機制：建立逐級下達之分級聯席

會議，市級總館定期召集區級圖書館召開會議，

再由區級圖書館召集街政級圖書館，下達市級政

策指示。編印管理系統彙編及知識管理系統，以

力求系統運作一致。

2.人力資源建設：分級實施的館員培訓制

度，上海圖書館針對區館館員提供培訓，教案由

上海圖書館編定，基礎培訓以影片為主，專題專

項的培訓採到館到點的實體課程，區館再對街鎮 

級館進行培訓。另規劃交流館員的制度，及學科

發展的研究，以提升館員的專業能力。

3.組織文化培育：上海圖書館營運體系相較

於民間企業，組織鬆散，必須透過文化認同的方

式，促使體系內成員凝聚共同願景及目標。如規

劃營運績效優異館所或館員的表彰活動。

（六）問題挑戰

1.共性與個性發展未能兼容並蓄：區級成員

館館藏、服務特色尚不明顯，區域體系服務標準

化、區域輔導管理機制尚不完善。

2.數位化轉型未能同步推進：受制於版權，

資源匱乏客觀條件所限，紙本文獻與數位資源聯

動發現機制有待改善。

3.系統升級任重道遠：現有系統架構無法滿

足持續規模擴張，網絡基礎設施、系統穩定性、

服務嚮應效率等面臨挑戰。

六、結　語

從上海圖書館「微閱讀」、「創．新空

間」及「上海客堂間」三項創新服務的分享具有

新舊融合的特點，一方面積極結合新科技新技術

的力量，發展出符合現在讀者閱讀習慣的閱讀推

廣模式，並透過空間中軟硬體及各項服務的強

化，成為一個引領民眾發展創意，積極創新，進

而能創業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將承載著上海歷

史的各項文獻文物，透過多元的活動形式讓一般

民眾瞭解上海文化。

上海圖書館從2000年開始發展迄今之聯盟型

城市總分館體系，累積豐富的發展經驗，其發展

脈絡、組織運作、遭遇困境及解決策略，對於未

來國內推動直轄市及縣市發展總分館營運體系，

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本館曾淑賢館長與上海圖書館陳超館長（右）互贈圖書 本館曾淑賢館長與上海圖書館陳超館長（左）
共同主持主題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