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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於民國106年12

月28日獲行政院核定「國家圖書館南部分館暨聯合

典藏中心建設計畫」，目前已完成細部設計，進入

籌建工程招標作業中，預計於110年底竣工。因應

南部分館暨聯合典藏中心建設案，推派館員參訪海

外圖書館建築及服務規劃，本次參訪為中國大陸地

區圖書館，期能透過實地參訪學習，有助於本館南

部分館的服務規劃及建設參考。

二、參訪簡介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是以觀摩近期大陸圖書館新

館建設、設施及服務等面向為主，參訪之圖書館包

括：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博物館及新館、天津濱海

新區圖書館、天津海河圖書館、天津中新友好圖書

館、清華大學李文正圖書館、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

館、北京首都圖書館兒少圖書館等7個圖書館。以

下就所參訪的圖書館進行介紹：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

本次參訪中國國家圖書館由孫一鋼副館長親自

接待，隨後參觀典籍博物館之《永樂大典》及甲骨

文2個展區及二期工程北館中文書籍館。中國國家

圖書館建築包括總館南館、北館及典藉博物館。總

館藏量3,900萬冊，館藏量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

國國會圖書館、俄羅斯國立圖書館，服務對象包括

中央國家機關、教育科研、讀者、企業。

 

筆者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大廳合影

總館南館於1987年建置，其國家典籍博物館

位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總館南區，於2014年對公眾免

費開放，建築總面積 11,549平方公尺，共有10個展

廳，展示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精品，時間跨度從

3,000多年前的甲骨、敦煌遺書、善本古籍、金石

拓片、輿圖、樣式雷圖檔到民族文字古籍、名家手

稿、西文善本。典籍博物館主要因近十年來閱覽人

數逐年減少，該館希望更多的人入館看書，所以加

智慧科技與圖書館相遇
2019北京天津圖書館參訪紀要

李宜容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主任

張秀蓮  國家圖書館秘書室主任

《國家圖書館館訊》1026-7220
108年第3期(總號161期)民國108年8月  頁22-31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8 年第 3 期（民國 108 年 8 月）  23   

【
他
山
之
石
】

智慧科技與圖書館相遇――2019北京天津圖書館參訪紀要

大了社會教育的服務，故設計展覽及講座，講座的

內容都是以歷史及文化內容為主，非常受到歡迎，

幾乎場場爆滿。展覽則不斷推出新的主題吸引民眾

參加。典籍博物館因應民眾的期待，把館內庫房珍

貴的文獻展示出來，有專業的人士導覽解說，參訪

過程特別導覽2個具代表性的展廳，分別是永樂廳

及甲骨文記憶。

2018年9月28日起展示《永樂大典》原件12

冊，是近十年來展出本數最多，另不定時會更換展

出內容。這12冊都有故事，現存永樂大典僅存 400 

冊，中國國家圖書館有224冊，臺北故宮博物院有

62冊，展覽介紹輯成歷史經過、編修人員及規章、

正本、紙張、書寫之秀、插圖之工等。展示方式輔

以數位展示及數位科技全息投影方式介紹《永樂大

典》，導覽人員相當專業。典藉博物館大門的造

型，即應用《永樂大典》的插圖凌花雙龜背紋樣

製作。甲骨文記憶展覽，介紹3,000多年前的甲骨

文，並應用互動科技，呈現古人占卜內容、參觀者

互動趣味。另外也有以甲骨文做展場造型及意象，

兼具有趣及教育作用。

 

永樂大典展廳大型屏幕

中國國家圖書館總館二期工程為北館，2009年

被評選為「北京當代十大建築」之一，由法蘭克福

的KSP Jürgen Engel建築設計事務所構思。二期工

程新增讀者座位2,900個。整體外觀如同一本巨大

的書本，該館亮點之一是將中國國家圖書館4大專

藏之《四庫全書》複刻本置於標誌性中庭的地下1

層恆溫恆濕獨立區域內，讀者可以隔著玻璃一窺古

籍之風采。北館於2008 年興建後，主要以開架閱

覽方式提供讀者在館內自由取用近2年館藏，約50

萬本，其主要利用RFID進行架位管理，便於讀者

於館藏目錄查獲架位，快速找到圖書。歸架整理委

由外包公司處理，分類號採中圖分類法，以粗分方

式，用RFID定位。

閱覽空間以共享空間的概念為主軸，自地下1

層至地上3層，內部有樓梯相連，採挑空設計，四

周牆壁則設置書架陳列圖書。圖書館的書目按類別

擺放，可以輕鬆在網絡上查找到書目。圖書館有大

量的桌椅可供讀者使用，閱覽室桌上全部設有電源

插孔，方便讀者使用電腦。該館表示因目前每年約

200萬種出版量，在空間有限下開架收藏為近2年出

版新書，下架館藏依全年度執行計畫，送給偏遠圖

書館，作為他館館藏充實與閱讀推廣之目的。

 

中國國家圖書館北館閱覽座位

（二）天津濱海新區圖書館 

天津濱海新區圖書館屬於濱海新區文化中心計

畫中的其中一部分，濱海文化中心（第一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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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濱海美術館、濱海探索館、濱海圖書館、濱

海演藝中心、市民活動中心、文化長廊為「五館一

廊」的綜合體。

圖書館位在濱海新區文化中心的2樓，和商業

機能連結在一起，可以整合民眾的娛樂、文化、購

物需求。濱海圖書館是荷蘭 MVRDV 建築事務所

與天津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共同設計建造的城

市新型未來圖書館，共計花了 3 年時間完成，圖書

館建築面積33,700平方公尺， 整體建築 6層，地下

1層，地上5層，館藏空間125萬冊，1,500個閱覽座

位，目前藏書85萬冊。

開館以來，平日參訪人數達 6,000多人，節慶

假日最高入館人數可達2萬3,000多人，2017 年10月

開館至今年4月底，總入館人次達 334 萬人，借書

量33萬5千多冊，借書量為入館人次之十分之一。

被稱之為旅遊觀光、網紅、中國最美的圖書館，其

建築空間特色及服務說明如下：

館內書山一隅

中庭被書架環抱著，34層白色階梯呈波浪狀鋪

開，自下而上設計，表現出「書山有路勤為徑」、

「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的內涵。書山呈現三

維感梯田形態，平臺功能包括書架、座席、走動，

可以閲讀、思考、交流及照相，希望透過書山營造

一個人與人、人與書相遇的空間，成為一個好看、

好玩及好用的圖書館。書山圖書原則以展示及閱覽

為主，均為館藏複本，以顏色區分來定位，凡借出

後歸還的書不再回書山，而是回到一般書架。鄰近

入口處有4個拼接 LED 大螢幕，隨時更新圖書館最

新使用狀況、借閱最多的圖書排行榜。全面使用

RFID，通過自助查詢系統，可顯示所借圖書具體

定位。

 

大型屏幕即時顯示服務訊息

中庭正中央是一個直徑21公尺的球體，稱為濱

海之眼，作為多功能球形演講廳使用，可以容納約

100人。球體表面為鋁合金穿孔板，內側安裝 LED 

點光源，內光外透，可展現全彩變化。中庭的南側

及北側是一般圖書館功能性空間與中庭有很好的區

隔，互不干擾，即使有幾千人在中庭活動，亦不會

影響兩側的閱覽空間。

南側及北側空間功能規劃：1樓有幼兒服務、

親子閱讀、老人服務、視障服務之閱覽室。2樓

青少年服務區、自習室。3樓中文社會科學閱覽室

（南側）、中文自然科學閱覽室（北側）。4樓中

文報刊、西文圖書、天津公共圖書館通借通還服

務。5樓公共電子閱覽室、互連網、音樂館。

該圖書館建築雖美，但管理上並不容易，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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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書山的圖書管理。入館讀者仍以特別來參訪旅遊

目的者為大宗，讀者多來自很多地區及國家，該館

館長也希望能夠更了解來館的讀者，特別是前來借

閱圖書的讀者需求。服務的細緻化、服務的特色，

較顯不足，該館雖能以建築空間吸引這麼多讀者慕

名前來，但是否能持續成為熱門圖書館，勢必得在

服務特色上更加努力。  

（三）天津中新友好圖書館 

中新友好圖書館位於天津濱海新區中新天津生

態城內，於2018年11月18日在生態城開發建設10周

年之際，開館試運行對公眾開放。是由中國和新加

坡政府合作共建。圖書館整體建築為地上5層，總

建築面積6.7萬平方公尺。場館四周有中新友好公

園環抱，環境宜人。規劃館藏圖書150 萬冊，檔案

館藏100萬卷，現有館藏圖書35萬冊，區域人均藏

書量約3.5冊。館內還專門建有古籍閱覽室，讀者

座席2,000餘個，設計日接待讀者量5,000人。  

中新友好圖書館大廳中間擺放著沙盤，很符

合生態城一貫的特色。大廳左側為圖書館主館，右

側一層為新加坡主題館，圖書館大廳採用2至5層的

挑空設計，3樓層疊式階梯與四周迴旋書廊融為一

體，寓意在知識的階梯上向書山攀登。

 

2樓閱覽區

    1. 生態兒童館 

 　　設計風格以海洋為主，館內有海龜造型的

孵化閱覽區、兒童活動區。現藏有適合14歲以

下兒童閱讀的各類圖書23,000冊，有聲繪本讀

物400冊。場館內各種家具造型均由軟性材質

包裹，防止碰撞。

    2. 新加坡主題館 

 　　新加坡主題館面積1,654平方公尺，館內

設有「中新合創生態城」主題展區，以及具

有新加坡特色的多媒體CD牆、閱讀街。館藏

有新加坡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關書籍2,000

餘冊，中英文期刊40餘種，以及外文音像製品

480種。

新加坡主題館空間走道
 
   3.空間設計及服務特色 

（1） 設計風格素雅，以白色、米黃色為主色

調，營造了舒適、安靜、溫暖的閱讀環

境。家具的選擇也嚴格按照這一原則，無

論是造型的選擇還是色彩的搭配，和諧美

好。 

（2） 兒童室空間、色彩、功能俱佳。 

（3） 設有多媒體服務區、動漫體驗區、創客空

間、印象生態城、檔案館等新場景，讀者

可免費體驗虛擬 VR、電子書法、積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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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智慧型機器人等新技術。另外，專業

錄音室、影音鑒賞室、小型研討室等可提

前預約開放，還設有安靜的自習區、開放

的休閒區。 

 

魔幻之旅VR蛋椅

        

（4） 利用牆柱，做成流動的電子書牆，便於利

用，亦為空間增益動感。 

（5） 通天書牆，書架環繞，中間是鏤空空間，

閱覽桌椅圍繞  

（6） 中新友好圖書館作為生態城智慧城市架構

的一部分，借鑒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在手機

借書、智慧排架機器人等方面經驗，建設

為智慧圖書館。首先是借還方便，通過自

助查詢系統，可顯示所借圖書具體定位及

導航路線，讀者可在茫茫書海中快速、精

確地找到每一本書。

（7） 自主研發APP掃碼借書，「刷臉」借還

書，還可以用微信、支付寶二維碼等方式

借還圖書。 

（8） 館外還有汽車穿梭還書系統，讀者不用下

車就能快速還書。 

（9） 機器人服務，服務機器主要協助借還書、

導覽及諮詢，另外有販賣飲料機器人等服

務，目前館內共有9個不同功能之機器人。

 

飲料販賣機器人

（四）天津教育園區海河圖書館 

海河圖書館為天津圖書館其中的一個分館，

2011年於海河教育園區建立，其主要作為大學生文

化素質教育中心，以社會科學、文藝類讀物服務為

主，滿足園區師生課外閱讀及當地居民基本閱讀

需求。該館擁有36萬冊館藏提供開架外借及閱覽服

務。有關其空間功能及服務、設施如下：  

   1. 空間功能 

 　　圖書館空間功能除綜合諮詢臺、辦證處

外，主要有3個閱覽室，1樓是圖書借閱室，以

大類主題陳列圖書架位，2樓是報刊閱覽室，

亦以大類主題陳列報刊， 1樓東側是電子文獻

閱覽室，有176臺電腦，憑身分證即可使用電

腦，提供讀者使用互聯網及該館數字文獻資源

的查閱及下載。  

智慧科技與圖書館相遇――2019北京天津圖書館參訪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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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1樓西側為多功能報告廰，計有 

450 個座位，提供3D電影放映、國際會議、學

術報告、文藝演出等多項服務。  

   2.  服務、設備 

 　　使用二代身分證即可自動辦證，持其他有

效證件需人工辦證。使用RFID設備，可自動

借書還書機。戶外設置24小時自動借書機。設

置多個電子閱報機、館藏目錄查詢機。空間廣

大，第一線工作人員多為委外人力，服務及人

員親和性較不足。桌椅設施較為傳統及單一，

設有眾多電腦的電子文獻閱覽室，使用者非常

少，相當可惜。 

 

自助辦證機

（五）清華大學圖書館  

清華大學圖書館北館（李文正館）於 2016 年

底總館落成開館，主要由著名華人李文正先生捐資

建設，由中國著名建築設計師、清華大學教授關肇

鄴先生領銜設計。藏書60萬餘册，主要以人文及社

會科學的圖書資料為主，與2011年完成的文科館合

稱北館。建築面積1萬5,000平方公尺，提供800餘

個閱讀座位，與圖書館原來的三期工程連成一個整

體，形成一個综合性、多功能、現代化的大學圖書

館，共同组成清華大學圖書館體系中的總館。

 

李文正館外觀

新館特色如下：

1. 數位創新體驗區：北館此區於2017年5月設

置，主要為解決新書、熱門書需預約、排隊

的問題，由該館管理技術部將館內新書、熱

門書及清華週刊製作成電子版，到館讀者均

可以到該區電子書牆，隨機掃描書籍專屬二

維條碼，即可收藏在行動載具進行閱讀，沒

有借閱數量限制，但考量到版權問題，15天

後將自動失效。  

 

互動體驗空間電子書牆

智慧科技與圖書館相遇――2019北京天津圖書館參訪紀要



28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8 年第 3 期（民國 108 年 8 月）

【
他
山
之
石
】

2. 「清華印記」的互動區：此區規劃設計了一

個「清華印記」的互動遊戲，來館讀者可以

與清華大學的老建築或著名人物進行合影，

照片會留在投影牆面上，也可以掃描 QR 

Code儲存在手機裡。  

3. 3D 列印文物展：將館內典藏的珍貴古文

物，例如甲骨文、竹簡、青銅器等，透過3D 

列印技術做成複製品後進行展示。  

 4. 北館地下1樓獨立書店「鄴架軒」：跟30家

出版社合作，店內書籍 2 天更新1次，提供

市面上最新出版的作品，學生也可據此向圖

書館薦購新書。  

（六）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  

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現有館藏文獻涵蓋中、

英、法、俄、德、西、日、阿等70個語種，文獻

總量近145萬冊，電子圖書近216萬冊，中外文報刊

1,123種，各種音像資料萬餘件，中外文全文電子

期刊3.5萬餘種，中外文資料庫97個，自建特色資

料庫9個，已初步形成了以語言、文學、文化為主

要資料的館藏特色。

 

圖書館中庭廊道及書架

新館於2013年開放使用，總面積2.3萬平方公

尺，樓高6層，為讀者提供2,200餘席閱覽座位、18

間研讀間，並設學術報告廳、學術研討廳、培訓教

室等；同時還提供展廳、咖啡吧等文化休閒場所。

新館全館覆蓋無線網路，開設有24小時自助還書視

窗，提供自助列印、複印、掃描、借還書、電子導

航、電子閱報等各類自助服務設備，設有電子閱覽

區、多媒體學習空間，並佈置了隨處可見的資訊發

佈系統。

 

24小時自助還書機

圖書館建築空間及服務特色如下： 

1. 新館其實是原館舍向外擴展，圖書館外觀意

象很有特色，是整個橫面牆及立面牆用「圖

書館」這個詞翻譯成55種語言，每個國家來

校參觀，都會想找到該國的文字。  

2. 1樓大廳辦理多場講座，是充滿多元文化的

場所。各國外生活動、國外貴賓參觀都在該

館舉行。  

3. 學術報告廳利用率非常高，提升圖書館在學

校的影響和地位，對於學術文化交流起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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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作用，圖書館也成為學校接待外賓很重

要的場域。  

4. 空間內部布置以黃及灰為主，希望圖書館愈

來愈輝煌。圖書館整體空間由階梯串連，中

間是通透的空間以書山通到各樓層，既能當

走道又可當書架，大廳有很多柱子，係因是

老館，柱子無法拆除，故保留形成大廳九宮

格特色。  

5. 連接書山兩邊的通道仍置閱覽區，天花板不

帶燈光，閱覽桌上設置間接照明，另配置有

檯燈或歐式的照明。  

 

圖書館外牆

（七）首都圖書館少年兒童圖書館 

首都圖書館是北京最大的一座公共圖書館，

也是北京市公共圖書館系統中的中心圖書館。新館

一期（A座）為少年兒童圖書館，接待 18 歲以下

的未成年讀者及教師。新館二期（B座）於2012年 

9月正式對外開放，接待年滿 13 歲（含）以上讀

者。A座與B座建築館舍以長廊相連結，總建築面

積9.4萬平方公尺。本次參訪重點在少年兒童圖書

館，其空間及服務特色如下：

1. 分齡分眾的空間規劃：該館A座2、3樓為18 

歲以下未成年讀者提供圖書借閱及文教活

動等服務，由入館處開始依不同年齡依序規

劃為4個閱覽區，2 樓為親子借閱區（0至6 

歲）、少兒中文期刊借閱區（7至18 歲），

3樓為少年多媒體空間（0至18歲）及少兒外

文圖書閱覽區（0至18歲），針對不同年齡

之少兒讀者設置個別的閱讀空間。  

2. 親子借閱區：地毯、書架之設計均結合遊戲

的功能，例如大象溜滑梯造型書架、小火車

造型書架，南瓜屋等。  

 

南瓜造型閱覽區

3. 少兒中文期刊借閱區：原則上中國大陸正式

出版的報刊全部收錄，部分區域的規劃將閱

讀與活動結合，一方面可提供讀者進行休閒

閱讀，也可辦理閱讀推廣活動。  

4. 少兒外文圖書閱覽區：該區也設置閱讀與活

動結合的多功能空間，牆面、空間及書架設

計風格均十分活潑，色彩調和。  

5. 少兒館的閱讀桌椅均是委託兒童專用家具廠

商製作，各區均配合讀者年齡及身高，設計

借還書機、查詢檢索桌及閱讀桌椅的高度、

造型及顏色，足見該館對兒少服務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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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觀賞區

三、心得及建議

大陸的圖書館事業進步非常快，政府也願意

投入不少經費在圖書館建設中，可以看出其文化與

生活結合的層面。以下針對服務與人員、空間與建

築、展覽及其他特色提出建議及心得：  

（一）服務與人員 

1. 不論國家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大量使用委

外人力，包括第一線服務、整架及上架等工

作。館員則從事較專深的服務工作。不管總

館或未來的南館，委外人力亦是協助圖書館

服務的來源之一，對於人力工作配置亦需分

層及精用。同時對於委外人員的管理及服務

知能提升亦是需加強。 

2. 公共圖書館的空間都相當大，設備設施也應

用很多科技，包括互動體驗設施、機器人

等，如濱海新區圖書館、中新好友圖書館及

首都圖書館，建築及空間均非常新穎及大

氣，但服務的細緻及親和性較為不足。 

3. 不論大學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均提供開放

空間及無線網路供民眾使用，隨處也可看到

充電設施，方便大家的需求。 

4. 圖書館服務全面自助式，結合二代身分證，

從辦證到借還書，民眾皆可自助完成。 

5. 公共圖書館之圖書均採用RFID，主要用於24

小時預約借書、圖書架位管理等。 

6. 不論中國國家圖書館或北京首都圖書館均落

實分齡分眾服務模式，中國國家圖書館設有

少年兒童圖書館，進入少兒館也限制需為少

年及兒童，若需家長陪同，則每位少兒僅

限1位家長陪同，創造屬於少年及兒童專屬

的閱讀空間。首都圖書館A座為少年兒童圖

書館，專門服務18歲以下的未成年讀者及教

師，空間規畫由入館處開始依不同年齡依

序為4個閱覽區，包括親子區、少兒中文期

刊區、少年多媒體空間及少兒外文圖書閱覽

區，閱讀從小開始，從0歲開始打造適合的

閱讀環境，提供體感遊戲間、電子書閱讀體

驗及製作專區、影音聽賞區、電影院等多元

學習空間。值得作為本館在設計南館兒童及

青少年閱覽室的參考。 

（二）空間與建築 

1. 新建設的圖書館都很重視開放空間、寬敞的

閱讀空間、大面積的採光玻璃、舒適的閱讀

座位、訂製的實木家具等，營造出輕鬆休閒

的閱讀氛圍。建築外觀的設計亦是非常吸

睛，非常有設計感，讓人眼睛一亮。如濱海

新區圖書館、中新好友圖書館均是分別與荷

蘭、新加坡設計公司合作，引進一些國外設

計師的概念，讓讀者可以在空間中相遇、參

與體驗。就形象及意象二個層面而言，前者

仍多於後者，如何深化空間的功能及展現服

務的創意與內涵，增加讀者對於圖書館的黏

著度，是其需努力的方向，同時也做為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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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經驗的借鏡。 

2. 空間動線、指標的友善性，大陸圖書館都非

常大，良好的動線規劃、指標可以讓讀者有

一個較好的體驗，也能快速融入環境中。以

濱海新區圖書館而言，除了中庭是開放空

間，圖書館傳統功能及閱覽室均在兩側，動

線及機能便利性可以再加強。 

3. 空間設計需注意環境原先的限制，如濱海新

區圖書館中庭書山，因是消防通道的位置，

限制了圖書的放置，非常可惜。 

4. 中國國家圖書館典藏博物館，善用古藉中的

圖像，作為典藏博物館大門及展覽家具的意

像，如使用永樂大典的插圖凌花雙龜背紋樣

設計的大門。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利用

「圖書館」3個字，在不同語文的寫法呈現

圖書館的外觀意象，都讓人印象深刻及具意

義。  

（三）展覽 

中國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配合展覽，大量

應用科技，讓古籍因為科技而活化，參觀者可進行

數位體驗，在欣賞展覽時也能寓教於樂，增加展覽

的趣味性。典籍博物館的導覽人員非常專業，講說

內容生動有趣，這也是未來南館圖書博物館可以參

考之處。 

（四）其他 

大陸圖書館普遍沒有紙本的圖書館介紹，圖書

館利用微信推播，讓讀者了解圖書館各種設施、服

務及活動。除了展現他們數位網路的應用，也是一

種環保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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