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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與資料庫。因而出現了「數位圖書館」

一、圖書服務型態的轉變

(Digital Library)、
「 電 子 圖 書 館 」(Electronic

1960 年以前，圖書館為最主要的資訊提

Library)、
「虛擬圖書館」(Virtual Library)、
「無

供者，也是研究資源與工具的匯集地。此時，

紙圖書館」(Paperless Library)、
「無牆圖書館」

使用者被動地接受圖書館主導的服務模式資訊

(Wall-less Library) 等名詞，而這些名詞不僅代

的形式，資訊提供的方式為傳統紙張形式的出

表人們對於圖書服務的期望，也反映出資訊科

版品，此時為「圖書館導向」的服務模式。接

技對於圖書服務的衝擊。此時，由於網際網路

著，服務模式發展到資料庫與系統，但此時使

的蓬勃發展，使用者的網路使用行為，不僅止

用者必須習得系統操作方式，才可使用服務，

於被動地接受、蒐集資訊，還擴大到課題討

系統的運作還是限制、且影響使用者，此時為

論，甚至形成網路社群。從此，圖書服務朝向

「系統導向」的服務模式。1980 年後，使用者

多元服務的目標，兼顧個人與群體的需求，進

需求開始受到重視，並藉以改善系統的服務功

入「使用者角色多元導向」的服務模式（整理

能，此時轉為「使用者導向」的服務模式。

如表 1） ( 劉錚雲、洪一梅，2006)。

而 1990 年代後，由於資訊科技及網際網

二、資訊服務新趨勢

路快速發展，傳統的館藏圖書逐漸被急速成長
的電子出版品所取代。為因應環境的變遷，許

隨著使用者的需求轉變，資訊服務日新

多原本傳統紙張型態的出版品被數位化，以利

月異，導致傳遞資訊的方式亦產生變化。自從

透過網際網路傳遞，相關的電子出版品不勝枚

Tim O’Reilly 於 2005 年提出一篇關於 Web 2.0

舉，包括電子論文、電子書、電子期刊、視聽

的文章後 (O’Reilly, 2005a)，已廣泛引起資訊

表1
60年代以前

年代

圖書服務型態轉變的趨勢
60∼80年代

80∼90年代

90年代以後

服務趨向

圖書館導向

系統導向

使用者導向

使用者角色多元導向

使用者行為

圖書館為研究資源與
工具匯集地

使用者學習系統操作
模式

注重使用者需求，改
善系統功能

注重使用者需求，改
善系統功能

媒介

傳統出版品

資料庫、系統

資料庫、系統

資料庫、系統

訴求

完整

效率、普及

便利

整合、參與、共享

資料來源：劉錚雲、洪一梅，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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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相關人士的討論，並注意到網際網路使用

務、透過參與式的架構創造網路效應，遠遠的

行為將進入互動的階段。其實 Web 2.0 的許多

超越 Web 1.0 的網頁，提供豐富的使用者經驗

技術及概念在 Web 1.0 時代就已經存在，只是

(O’Reilly, 2005b)。簡而言之，Web 2.0 是積極

因為網路更為普及、便利，使得這些技術創造

邀請使用者參與，使用者本身提供的資訊才是

出前所未有的網路效應。Web 2.0 的概念的累

網頁主要內容的網路服務方式，豐富的使用者

進、逐漸形成的，Web 2.0 的一體三面包括內

經驗是其核心。Web 2.0 的核心價值是讓使用

容、工具

者不受拘束 (Unconstraint)、網站端出的是服務

服務與使用者，任何一面都必須兼

顧到，才能成功應用 Web 2.0。

(Service)、經由外部的網路效應 (Externality)、

Tim O’Reilly 提出 Web 2.0 包含以下特質：

產生可觀的報酬 (Reward)，且核心主角是使

以網站 (Web) 為平台、利用集體智慧、資料
2.0 的實際使用例子有：維基百科
߄ 2 Web 1.0用者。Web
ᆶ Web 2.0 ޑৡ౦܄Кၨ
才是下一代的 Intel Inside、終結軟體發佈週期

Web 1.0
Web 2.0
(Wikipedia)、部落格
(Blog)、讓使用者成為內

( 永遠的 beta 測試版 )、

容 貢 獻 者 的 Amazon Review、Flickr、del.i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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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YouTube 等。

輕量化的程式開發模式、軟體超越單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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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豐富的使用者體驗。接著 Tim O’Reillyᄊ
再

Web
1.0 與 Web 2.0 的 差 異ᄊ
如 表 2 所 示，
ᓉᄊ

度就 Web 2.0 提出一段非常簡潔的定義：Web
ᘤំБԄ 最主要的差異是，傳統的網路服務使用者只能
ᘤំ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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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是以網路做為平台，跨越所有連接的設備、
Web 2.0ᆛၡ୍ܺ
服務模式下的
ᡏ่سᄬ 被動地接受資訊，但是
࠼Њ୍ܺᏔ (Client Server)
(Web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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ҺՖΓ
那些能創造出這個平台最顯著效益的 Webϣബࡌ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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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有：將軟體當作一種持續更新的服務，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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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經驗，因此使用者是內容的創建者也是

ၗٰྍǺCuene, 2005ǹ݅ੀֻǴ2006Ƕ

多人使用就得到更好的結果、利用及重新組

主導者。

合包含個人使用者在內的各種資訊時，也允ᆕӝॊ Web
綜合上述
Web 2.0
的特點，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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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許其他人再組合利用本身所提供的資訊及服
成功的資訊服務必須能應用 Web 2.0 才能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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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Web 1.0 與 Web 2.0 的差異性比較
Web 1.0
(1993-2003)

Web 2.0
(2003-未來)

模式

讀

寫和貢獻

主要內容
單元

網頁

文章

形態

靜態

動態

瀏覽方式

瀏覽器

瀏覽器、RSS
閱讀器、其他

體系結構

客戶服務器
(Client Server)

網路服務
(Web Services)

記錄

內容創建者 網頁編寫者

任何人

主導者

大量業餘者

電腦玩家

ӓٴ

ٺҢޱ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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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კ資訊服務平台的核心價值與功能示意圖

資料來源：林泰宏，2006；Cuen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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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的需求。其服務模式應以使用者需求為

系統。因應快速變化的技術與需求時，圖書

導向、強調互動，提供客製化、整合性的服務

館可自由更換或更新部分系統。
Ken Chad 和 Paul Miller 也 提 到 若 圖 書 館

平台，並積極邀請使用者參與和分享。

要證明其為十分重要的資訊提供者，開始進

三、2.0 時代的圖書服務

行 Web 2.0 的應用就是刻不容緩的工作。傳遞

圖書服務一向善於利用資訊科技相關技

圖書館的經驗，以符合現今使用者的期望。圖

術以提升對讀者的服務，當全球資訊服務已進

書館應用 Web 2.0 的資訊服務模式時，重點並

入 Web 2.0 之際，探討 Web 2.0 在圖書服務的

非只有技術與服務，應該同時關注使用者及內

應用性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將 Web 2.0 應用於

容。目前已有一些圖書館實際運用 Web 2.0，

圖書服務的服務模式，稱為 Library 2.0，象徵

其應用方式目前有下列幾種 ( 林泰宏，2006；

新世代的圖書服務。Ken Chad 和 Paul Miller 在

溫達茂、鄭麗敏，2006)：

Do Libraries Matter? 一文中談到圖書館無論在

1. 網誌 (Blog)：或稱部落格，是很容易建置及使

系統、作業及態度上都要有進化的改變，他提

用的訊息發佈平台，讀者也可以針對特定的

出以下四點看法 (Chad & Miller, 2005)：

訊息做回應 (comment)，大部分的網誌也有提

1. 圖書館無所不在：Library 2.0 讓圖書館實現

供 RSS 服務，可作為最新消息發佈平台，如

了「無牆圖書館」的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在

國立台灣大學的新進館藏選介部落格。

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有圖書館的軌跡，而

2. RSS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透 過 RSS

不必個別的造訪各個圖書館網站。同時藉由

技術，讀者可透過 RSS 訂閱器訂閱 RSS 服

資訊工具的應用，從任何網站皆可查詢圖書

務，並得到最新訊息；網站可以主動將訊息

館的館藏。

呈現給讀者。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提供多個

2. 圖書館沒有障礙：在圖書館資源的取得上應

RSS 頻道供讀者訂閱，如新鮮事、熱門推

該是無障礙的。保證由圖書館所管理的資訊

薦、及新到館資料等。

資源，在需要用的時候可以提供給使用者，

3. 維基 (Wiki)：目前圖書館在維基的應用包

而且把使用的障礙降低到最小。允許且鼓勵

括：圖書館資料庫

利用及再利用資源。在資訊的檢索上，圖書

(Butler WikiRef)，使用者可以提供對於參考

館應該讓資訊更容易被查詢到。

資源的看法、專題資源介紹 (BizWiki)、圖

圖書

網站等的評論

3. 圖書館邀請使用者參與：促進並鼓勵讀者的

書館實務經驗分享 (LibSuccess)、圖書資訊

參與，館員、技術伙伴及廣大的社群一起合

服務領域文獻 (LISWiki)、圖書館利用指導

作，透過讀寫網，讓讀者貢獻分享他們的觀

(instructionwiki.org)、重要議題討論 (Library

點，讀者可以針對他們所使用或想使用的資

2.0 Wiki) 等。

源提出自己的觀點，使得內容更加豐富。

4. 社群軟體 (Social Software)：例如分享書籤

4. 圖書館使用具有彈性、優質的系統：圖書館

網 站 del.icio.us、 照 片 分 享 網 站 Flickr 及 影

不再像過去依賴單一系統、單一供應商，而

片分享網站 YouTube。圖書館可以利用此一

是應用不同系統的組合，如，整合性圖書館

資源來建立機構館藏或是存放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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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I 與其他小工具：館員可以利用 Amazon

術而已，應同時關注使用者與網站內容，以及

所開放出來的 API，將其封面、目次、編輯

藉由工具或服務所引導出的使用者與內容之間

人員評論，以及全文檢索，應用在該館的

的互動。

WebPAC，讓使用者在書目資料之外，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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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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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對於資訊檢索便利性的要求，使資訊服務
者快速崛起。因應 Web 2.0 網路時代的來臨，
圖書資訊服務必須在此一變革中，以創新的概
念來思考提供資訊及服務的管道，以發展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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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長尾效應。以圖書服務的角度看 Web 2.0
的應用時，其重點絕非是使用者與內容間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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