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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話題 ﹒韓國大學教位圖書館新建築概念之筒介

書的二三事 • 2011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海報晨星早晨心得

電子資源 ﹒ JSTOR學l;fLj回溯期刊資料庫微觀

﹒以質取勝的IEL資料庫

服務動態 ﹒共同美好的回憶一音樂會與愛的視情

活動看板
﹒ r~行生活J~遊文學書展系列活動，讓我們一起分享~遊中的
E或動，情事

﹒ 「生活-與作家有約J 1舊座

多媒體 ﹒ 12月的多媒體中心很「歐洲IJ 一「歐洲魅影」影展開絃嗨1

館務動態 ﹒發現一個好所在

韓國大學數位國書館新室主事麥穗念之筒介

一、前言

國際問時常聽閏某企業或科校大廠損款回直賣給母校或知名大學，並協助興建

大樓或改善教學設備;而大學除了善用廠商企業的經費支援的回綴，如白色借力f費

力善加利用企業提供相闋的IT校術服務或軟硬體設備，對於企業本身與大學而言

更能相得益彰。本篇文章將分別是學例並介紹南韓延世、成1勻館以及明知等三所大

學在接受三星集團SDS公司(W)的經費tEj主與技術支援下所興建之具有web2.0概

念的數位園書館。 SDS公司為跨國資訊技術服務供應商，近年來台灣園書館界參

訪遁的延世大學園書館就是由三星集團tEj主資金而整廷的新建鏢，並投入相當多

的軟硬體資源來協助規割成立異指標性的大學園書館。本文章書由了解南韓大學園

書館界推動的國家整體計到概念一 rubiquitous J (意即無所不可~ (U.2)一詞來闡述

三個由SDS公司協助規劉興建的大學數位園書館建無案例與發展。

2020年 '10年後我們的生活會有仲麼變1G?這是很難想像的事，唯一一個大家

都同意的就是【數位化]這個中心概念，現在我們認為【數位化]是個新技術，

但10年後【數位化]則變成一個概念，並融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

二、大學園書館的總愛

1990年代南韓國書館開始有數位化的概念興起，例如自動化象統的啟用;

2000年代初在資訊服務、實體及虛擬空間結合的潮流議題下，並隨著資訊科技與

國書館服務型態日益多元化，園書館由傳統的保存館藏並提供使用，逐漸朝向虛

擬園書館與傳統空間結合的概念---ubiquitous (注:3) 。

從最近5年南韓大學的數位園書館建無案例來看，已逐步朝向理想的目標一

【ubiquitous情報妓術園書館]前進;數位園書館中所稱 rubiquitous J 的概念是指

情報不受空間與時間限制，且所提供的每個情報都是一個連結點，透過點與點的

連結可得到更多的情報，並能做使用者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個人服務。

一般而言， ubiquitous的智慧情報妓術園書館涵蓋三個重要概念: (泣的

1 舊模念的延伸

傳統的園書館常受限責令空間的限制，羊毛因應日益多元化的園書館服務，園書

館的空間與建察需要超越傳統概念，並透過新的空間思維議請者與館員雙方能有

效建立一個良好互動與溝通的模式，例如最近圍內外大學園書館紛紛成立學習共

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 )就是最好的明語;隨著園書館建察空間與服務思維的

改變，大學園書館亦紛紛調整部門組絡以因應時代的變遷。

2.空間概念的整合

傳統園書館空間的服務機能是以關覺與藏為中心，近年來隨著資訊科校與數

位化的日新月異，園書館的空間與服務需著暇強調在文化交流、休息、學習、搜

尋情報、展覺的空間需求，並將此概念擴展至整個校園， f更大學園書館成為各種

學術資源與服務交流的中心。數位化園書館外型設計的概念以舒適、可變、擴張

為基礎，空間的運用強調復合式及多功能的運用，並自色高度的應用先進情報妓

術。每個設計步驟的核心概念很重要，而每一個壞節均會影響到後績的空間結

嗨，所以設計前要先了解大多數請者使用服務及空間的需求，並將此書需求具體的

反映在空間結橋設計，如此才能得到高度使用者的滿意，並創造獨一無二的多功

能性的大學園書館。

3.智慧的資訊技術服務

園書館新建無嘗嘗考量的不單只是電腦、螢華等資訊設備增加的空間規劃，而

是必須著暇於未來新園書館的發展方向，並考慮組徽、壞墳、設備以及資訊服務

主題，還有強調個人化服務，將所有服務與1美統同時整合於一符合人性化思維與

使用的空間。建立符合大學需求的園書館必須考慮的因素很多，例如資訊服務的

配置、部門人力組織的調整等，需根據國書館發展方向排這優先順序，擬訂出理

想中的園書館建無空間概念模型後，再做此理想逐一打造並當現具有新服務與空

間概念的實體數位園書館。

ubiquitous情報t如何園書館的規劃必須從宮燈建樂與學術資訊服務內容二方面

同步思考(如下固) ，最理想的時程是在國書館實體建無施工前一年著手進行設計規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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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囡寄給新建欒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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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自2005年開始，陸續有好幾JiJf大學園書館進行館會空間的重新整廷，每

個學校都有其特色主題資訊服務項目，以下針對三星SDS公司參與並協助規割的

延世大學、成t勻館大學以及明知大學園書館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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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onsei University(廷偉大學)

主正世大學數位園書館於2005年5月13日落成啟用，該校保留原來相當典雅且歷

史悠久的中央園書館做為實體書庫，在中央園書館旁新建一個被擒雌草草外鶴的

「延世-三星情報館J '特色是1頁樣有空中范圍咖啡廳，強調的是所有園書館服務

以請者需求與使用品為中心的新思維，包括資訊技術設備、討論室、會議室等空間

的改造與運用;情報館室內的所有家具設備都搭配不同空間的服務主題來規割。

5星僅六學區蓮香直直縷層[，g空軍 (這η

種層 Ii!畫

7複 ]員樓范圍、咖啡廳

6種 國際會議室、法學研究院

5複 ;去學園書館、討論室、主題學科專家室

4樓
科學校術參考資料室、討論室、主題學科專家室、教室開覺室、
影.(:11宣言、哺乳室

3複 大關覺室

2複
多媒體教育室、多媒體資料室、多媒體錐體、介紹室、媒體剪輯
室

l複 InformatÎon Conunons(電子情報利用) 、學術情報教育室

地下l樓
U-lotulge(達到中央圖書館l樹、綜合請者服務中心、展示室、書
庫

延世大學回香宮重大廳空間的電子留言版U-memobo缸d ' 每個泊者都可以在上面包言。 Ûì9)

泊者可透過桌上的電腦自行存取資料或播放，同時可供泊者進行小型的會草草或討論。 ûV仿

2.Sungkyunkwan University (或均館大學)

2009年歐用的數位園書館，最大特色洛因書館建禦外鶴，因為成均館大學校

樹為銀杏樹，園書館的外形就像是一本翻闋的番，正門口則是銀杏樹的花瓣。

成tSBE六學包含SEa 圖書 SE 賢(Ì'Ì主wl

種層 Ii!壹

7複 學術情報志顧小組

6樓 辦公室

5複 電子幸縣民/章宜昌車開覺區、小休息區、展示室

4複 開覺室、研究小間

3複 資料室、日然情報運用小組

2複
多媒體教育室、多媒體資料室、多媒體錐體、研究小閩、 photo

zone 、媒體剪接室

l複 電腦關覺區、開覺室、數位園書館展示室

地下1 、 2 加f直服務中心、書庫、開覺室、 .(:11影室、電子式畫物樞
樣

.. 



3.Myongji University(明知大學)

明知大學園書館號稱是將「無所不在概念」發揮到極致的園書館，該建欒充

分展現出ubiqu:tous及web2.0的概念，一樣名稱為Interactive garden(互動大勵，是

因書館的中心，從此一中心串連到會議聽、自習室、 2稜討論室、紀念館、 3稜雄

誌論文等空間，有效將管理1美統與鬥縈選位采統連結;特別是引進數位展示空間

概念---we media '可以將數f拉nemo資源(所有館藏資源與服務與~quarium的整合，

使用者可藉由aquarium來建立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個人化資源。

司磨如六學 E軍事雪白宮縷層單E 空軍 (注1η

種層 軍區畫

4複 電子草除民/雜誌闋覺區、小休息區、展示室

3樓 資料室、日然情報運用小組

2複
多媒體教育室、多媒體資料室、多媒體錐體、研究小閩、 photo

zone 、媒體剪接室

l樓 電腦開覺區、開覺室、數位園書館展示室

地下1 、 2 加f直服務中心、書庫、開覺室、 .(:11影室、電子式宣物樞
複

接停車入飽。 av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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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建樂的議題

園書館的數位主輩無空間需充分反映使用者的需求。由傳統園書館提升至數位

ft園書館所面臨的問題，必須考慮建無物外觀、空間大小、經費、資訊科技的變

遷、請者的使用模式、整合資訊技術的2累積、教育，強化資訊尋求服務、舒適空

間、休閉室閩、單一窗口服務等多方向與層面。使用者對於園書館空間與服務的

使用的經驗將影響園書館學習資源的服務及空間的運用，未來園書館新建樂將面

臨的三個挑戰: (n.22) 

1.空間

現階段關覺空間的座位數與館藏成長空間為短期上的需求，但面臨大璟境資

訊科技的變遷，如何長期因應使用者多元化的需求，需由專家解決並提供數位保

存的方案，未來數位化園書館需要考量使用者研究與自我學習、團體學習、小組

交流空間的配置，還需加上文化交流與知織經驗分享的空間。

2.資訊服務

面對數位化的時代潮流，大學園書館強調個人化服務的思維，大學園書館的

與需整合建無空間、資訊科技、以及館內外的服務資源來，並web2.。為基礎來並

提供一次贈足的個人化服務。

3.組犧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館員與園書館服務面均臨許多新挑戰;例如人力

無法增加、要不斷思考並說服學校支持圖書館的決策、圖書館管理者的決策與管

理、經費、空間及設備等諸多問題。因此，國內外許多大學園書館紛紛調整部門

組織及空間的改造與利用，來因應數位化潮流對園書館服務所造成的影響與街

擊。

五 、 絡員會

近五年來南韓知名大學與國際大廠合作投入數億元經費建立智慧型數位園書

館，海南韓大學園書館界樹立一個良好的產主學合作的典範。雖然並非每個新建立

的園書館都參照這些成功的模式來建立，但最重要的是大學園書館的目標白色明確

的勾勒出理想中或其未來概念的智慧型數位園書館建樂與個人化服務;經過園書

館團隊與產黨界共同合作並決這數位化時代大學園書館的服務與經營方針之後，

終於成功的將大學園書館的目標與理想付諸實現。經由成功的產學合作所建立的

智慧型數位園書館，除了有效提昇語者使用率及滿意度，更能讓大學校園里的每

一份子都能以自家園書館為榮，無形中更提高了大學園書館的專業形象與知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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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用1 375室 (2010自 10起) pp.IO. 17 . http://a也注咽IC悶、也∞mt"~ew.n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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