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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以數位科技輔以現有的實體資源，提供圖書館館內以及線上民眾
虛實整合之服務，串聯實體圖書館與網路數位資源兩大場域，建構虛
實整合的閱讀履歷，是非常重要也值得推動的工作。國立資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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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電子書平臺以及豐富館藏，且有全國 528 間公共圖書館的通路。
如何進一步擴充成為全國民眾圖書資訊擷取點及資訊應用、學習環境，
達成公共圖書館之資源互利共享，是本文要探討之問題。本文介紹一
年多來我們的研究成果，提出建立分眾化與個人化之虛實整合個人雲
端書房平臺，在此平臺上發展閱讀履歷服務、書籍推薦服務、社群交
流服務、數位圖書學伴服務與電子書創建服務，使閱讀變很快樂且不
再孤單，更希望未來可成為縮減城鄉數位落差之全民終身學習平臺。
Combin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ith the
existing library resources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urgent way to provide
integrated services in the library for all the on-site and on-line people.
Therefore, we can have an integrated reading portfolio for each people.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Library has a wealth of collections and an e-book
platform, with access to 528 public librar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ow to
further expand the access to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e public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for public libraries are
the issues to b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This article describes our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decentralized and personalized
virtual library platform to develop a digital library companion system, an
easy learning and reading system, and an e-book creation system. Build
learning community and digital book companion referral mechanism make
reading enjoyable and no longer lonely. In the future, a universal lifelong
learning platform will be built to 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aiwan.
【關鍵詞 Keywords】
學習履歷；電子書；閱讀履歷系統；圖書推薦；雲端個人書房
Learning portfolio；E-book；Reading portfolio system；Book
recommendation；Cloud-based personal book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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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以學校為中心及重視地方與學生需求之「學校
本位課程發展」的課程模式，但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運用學校、圖
書館、博物館等內外資源與人力，建立學校內外的學習網路，結合正
規與非正規教育的觀念，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其發展也越加蓬勃。
在臺灣，從各縣市地方公共圖書館的建置與需求來看，公共圖書館在
未來勢必成為重要的非制式學習場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
稱國資圖）是一處極富教育意義的社教單位，已有協助社區公共圖書
館發展之機制，如何拓展其功能提供更適性化服務與共享平臺，便是
本文所要探討之課題。
國資圖擁有全國 520 餘所公共圖書館的通路，以及豐富的電子書
資料館藏的兩大特色，由於 520 餘所公共圖書館座落於全國各地，且
資源分配不均，希望能透過網路及資訊交換方式，作為民眾資訊擷取
點，達成資源互利共享，縮減城鄉數位落差之全民終身學習平臺。為
推動此一目標，國資圖透過館員及閱讀志工南北走透透，實地到各個
圖書館進行電子書及數位資源的推廣，同時也面臨志工招募不易、在
地化推動困難，無法即時滿足所有需求端的使用者的困難。
為強化國資圖「電子書服務平台」的功能以及豐富其館藏，成為
「全國公共圖書館電子書聯合目錄」中心，亞洲大學與國資圖合作提
送「智慧型圖書館個人雲端書房服務平台」計畫，獲教育部「105 年
度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文計畫教育部人
文計畫」補助。本文介紹自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8 月，我們與國資圖
合作的研究成果，提出建立個人雲端書房平臺，並在此平臺上發展閱
讀履歷服務、書籍推薦服務、社群交流服務、電子書創建服務及數位
圖書學伴服務（如 0）
，以及推廣情形，為成為全民終生學習平臺的虛
實並濟圖書館打下堅實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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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個人雲端書房平臺設計模組

本計畫希望建構跨館所、跨時空的閱讀履歷，將讀者的閱讀歷程
記錄下來，追蹤掌握其閱讀行為及喜好，以便針對個人提供推薦書籍，
強化閱讀體驗與服務；同時引導讀者建立閱讀社群，使得閱讀不再孤
單，藉此進一步活絡國資圖的電子書資源；並藉由電子書自動產生的
工具，使讀者可以很容易地自建或共創電子書，增加電子書的館藏。
此外，透過數位圖書學伴的概念，克服目前數位資源推廣志工不足的
困境，並提升讀者借閱電子書使用的興趣，包含系統使用的教學，以
及陪伴讀者一起閱讀電子書和互動。
以下章節將逐一介紹包含閱讀履歷服務、書籍推薦服務、社群交
流服務的「樂學習愛閱讀」系統，以及電子書創建系統、數位圖書學伴
系統。

貳、 「樂學習愛閱讀」系統
本計畫所設計之「個人雲端書房平臺」
，建置為「樂學習愛閱讀」
系統（https://ilearn.nlpi.edu.tw/）
，其中分為 2 個子系統，
「樂學習」子
系統提供「數位圖書學伴」服務；「愛閱讀」子系統（如 0）提供「閱
讀履歷」、「書籍推薦」、「社群交流」以及「電子書創建」等 5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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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包含「同步視訊」、「網路問卷」、「線上教學」、「測驗評
量」、「線上出版」、「學習檔案」等豐富的功能，逐一介紹如下。

圖 2 「愛閱讀」系統畫面

一、閱讀履歷服務
臺灣的高等教育在 2009 年將數位化學習履歷（e-Portfolio）的推
廣應用成果納入技專校院行政類與專業類的評鑑指標，因此臺灣各大
學也積極導入數位學習歷程，由學校提供 e-Portfolio 系統，將有助於
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楊家蒼, 2012)。中小學部分，於 2014
年起由教育雲「學習寶盒」推廣至全國中小學，採用全球共同開發的
Mahara e-Portfoilio 系統平臺，藉由資料蒐集、組織整理、展現分享、
人際社群經營的方式，提供同學完整記錄在學校的學習過程及上傳個
人創意作品的空間，並與同儕及師長建立攜手互助的學習社群（辛文
義，2012）。
目前各縣市都有針對國中小學童推動「閱讀線上認證系統」，即
評選適合的優良讀物及建立適合的評量題庫，學童在閱讀後能正確回
答題目即可通過認證，但這些閱讀歷程目前是記錄在各學校、縣市的
系統中，當學童畢業、轉校或搬家時，學童可能會因為無法取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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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重新累積。反之，這些寶貴的紀錄若能以個人為導向，成為個人
最豐富的資產，不但不會因為單位異動而消失，更可讓老師快速掌握
學生過去的學習背景，甚至作為多元入學的重要參考依據。閱讀履歷
是學習履歷中重要的部分，比較容易收集，讀者可用來記錄自己的閱
讀心得、閱讀過程與反思等。若建立閱讀履歷系統，則可幫助讀者或
其他特定人瞭解在特定期間內自己如何思考、感覺、工作和改變，甚
至可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建立閱讀推薦模型提供個人化推薦服務，
以提供跨越館所、跨越時空的閱讀服務，使得閱讀不再孤單，藉此可
進一步活絡圖書館的電子書資源。
因此，建立閱讀履歷系統與研發切合使用者需求的電子書推薦
系統，提供個人化電子書推薦服務，可使圖書館服務系統從被動的
制式服務，轉變成主動出擊的服務，擴大與刺激讀者使用意願，進
而提升現有之圖書加值服務效益。
圖書館的使用者就是最大的讀書社群之一，故本計畫建立以讀者
為中心的虛實整合服務模式，串聯讀者跨虛實應用服務間的紀錄，包
含身分識別、存取控制、串聯處理、歷程紀錄、行為分析及資源推薦
等作業，使讀者不會因為搬家或畢業就無法再持續記錄自己的閱讀歷
程。本計畫並與凌網公司合作開發 2 支 API，包含授權 Token 管理
API，擴充授權 Token 認證機制，以驗證讀者證號授權 Token，以及
新增「電子書服務平台」讀者證號與密碼認證授權 Token 管理。此外，
借閱歷史資料 API 則提供從特定主機位址，透過 API 傳送讀者帳號
及執行讀者帳號認證，並回傳認證結果、Token 與 JSON 格式的借
閱歷史資料。藉由這 2 支 API，本計畫發展之系統可介接國資圖的「電
子書服務平台」
，提供讀者匯入電子書之閱讀紀錄、書單與書籍資料，
以及撰寫閱讀心得（如 0）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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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撰寫閱讀心得畫面

為推廣「愛閱讀」閱讀履歷服務，本計畫舉辦相關推廣活動，以
便建立交換共享機制。在其中 2 次的學習履歷交流會議中（如圖 4、
5）
，邀請之產官學研等各方專家學者，皆表示願意基於原有基礎上一
起共同努力推動學習履歷之發展，包括洪政欣教授為執行教育部計畫
為高中建置學習履歷系統，作為 111 年度高中升大學個人申請的重要
依據；楊馥祤博士介紹陳德懷教授研究團隊推動之「明日閱讀」計畫，
目前臺灣已有 300 多所學校加入；陳錫安主任則表示站在第一線教師
的角度，非常認同學習履歷的推廣，並建議初步可由獎狀的紀錄與認
證開始，可解決學生在畢業、升學與求職時很大的需求，其他如李宗
儒教授、陳君銘博士、尤弘志執行長等則分享了各自在自己領域所推
動之學習履歷經驗，並表示願意一起投入履歷建立與交換共享的機制。

圖 4 學習履歷交流會議

圖 5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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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用全國教育雲服務資源，讓孩子們擁有個人安全的智慧雲端
書房，推廣全民閱讀，創造以讀者為核心之閱讀履歷，奠定終身學習
基礎，同時鼓勵網路閱讀分享，成為圖書學伴，創造共讀共享的學習
新氛圍，本計畫舉辦一場閱讀心得競賽活動，在比賽前邀請專家學者
召開諮詢會議。在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中，邀請全國中小學推動閱讀以
及資訊之教師代表，包含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
南投縣、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等 12 位中小學老師（如 0）
。討論數
位閱讀與學習履歷的推動經驗分享、「2017 全國數位閱讀心得創作嘉
年華」活動建議與諮詢，以及探討教育雲與公共圖書館資源整合服務。
與會者都提到學習履歷以及閱讀履歷之重要性，並肯定「2017 全國數
位閱讀心得創作嘉年華」活動意義，對於本活動提出許多建議以及同
意協助於校園推廣。

圖 6 「2017 全國數位閱讀心得創作嘉年華」海報

這次舉辦的「2017 全國數位閱讀心得創作嘉年華」活動（如 0）
，
採用數位平臺，讓參加者能輕易地共享、交流、保存心得，且能以多
媒體形式呈現作品（如 0）
。活動共分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
社會組，參與人數達 674 人，作品數 831 件，參加者所選讀的書籍種
類呈現多樣化，閱讀內容跨各領域；在呈現上，很多作品充分運用數
位資源及多媒體特性，讓作品更有說服力，能激發他人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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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些作品未能區分摘要與節錄的不同，顯然仍須多觀摩他人作
品，持續練習發表，會漸入佳境；也有部分作品在引用資料時未標註
來源，或有抄襲、挪用的問題，故在創作時務要尊重智慧財產權。

圖 7 「2017 全國數位閱讀心得創作嘉年華」高中職組優選作品

未來亦可開發 APP 版本的閱讀履歷，以發展跨平臺數位教育平
臺及行動雲端加值應用服務，並結合各館所聯合推廣運用，打破時
空限制，便於民眾隨時隨地取得所需的學習資源，累積自我學習能
力並提升學習效率。並可結合其他館所的學習履歷，建構以個人為
中心的跨館所學習履歷與個人化推薦服務，將觀眾在各館所之學習
歷程予以記錄轉化，追蹤掌握其學習行為及喜好，適性適時提供推
薦內容與服務，強化個人化之互動體驗與參觀經驗，並改善館所的
服務品質。
二、 推薦服務
「愛閱讀」子系統提供國資圖辦理線上主題圖書展覽的創新作
法，即利用建立書單功能（如 0），向讀者推薦精選書籍；讀者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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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建立書單，推薦給其他讀者交流共享。

圖 8「愛閱讀」之書單畫面

三、 社群服務
可與其他讀者進行討論與交流，包含討論區(如 0)，評論、分數。
此社群平臺由館員與讀者共同提供內容，並以整合使用者評論、持續
提高使用者關注、增進使用者與館員互動機會、提供個人化資訊內容
為方向逐步發展，內容包含：一般用途的標準討論區、單一主題討論
區、Q & A 問答討論區、部落格式的標準討論區。

圖 9 社群交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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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電子書創建服務
現代科技發達，電子化逐漸取代紙本，各機關也逐漸取消紙本作
業，電子書逐漸使用在教育及導覽等地方，閱讀電子書已經不再是新
鮮事，在本計畫中，我們更提供電子書創建服務。透過像文書編輯一
樣方便的電子書自動產生的工具（如 0）
，使讀者可以很容易地自建或
共創電子書，並產出 ePub 格式，除可增加圖書館電子書館藏，亦可
增強讀者成就感，與圖書館的關係更為緊密。

圖 10 電子書編輯頁面

為推廣電子書創建服務，本計畫舉辦一系列推廣活動，其中包含
以銀髮族、親子為主要對象所辦理的創作營隊。如：「2016 臺灣閱讀
節」、「竹編記憶-國資圖電子書說故事活動」（如 0）、「親子數位
繪本創作營」（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以及 2 場次的「銀髮
族樂活學習營」（如 0）。其中針對資訊能力較不足的銀髮族，課程
內容則調整由較初階的認識電子書、電子書閱讀開始，再擴展到電子
書製作、成果展示等，希望讓各個年齡層的讀者都能對電子書有更多
的認識，進而多多閱讀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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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竹編記憶-電子書說故事活動

圖 13

圖 12 親子數位繪本創作營

2017 全國銀髮族樂活學習營

肆、 數位圖書學伴服務
透過同步視訊、創課與教學設計等功能，讓國資圖的館員可以
設計活動開設課程、製作表格與題目，同步與偏鄉的民眾同步視訊
促進學習，並直接在線上進行電子書閱讀的陪伴與教學。其中一門
課程可有多種內容，也可由多位老師共同管理，讓館員、志工或學
伴用心準備或提供的閱讀及學習資源可以共建共享，讓國資圖的數
位資源的推廣不只實地全省走透透，也可以透過線上方式無遠弗屆
進行推廣。研究期間已有開設課程，經實際使用的回饋反應比過去
館內購買的同步視訊軟體更順暢好用。
一、 數位圖書學伴服務主要功能與特色

根據蔡蕙霞（2017）的實際經驗，數位圖書學伴服務的主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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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特色如下：
（一）開課前
1. 提供多元註冊方式，會員登入門檻低，提升參與人
數。
2. 討論留言板、公佈欄，課前即可進行交流。
3. 課前問卷，可了解學員的狀況與需求。
4. 課程講義及相關檔案下載，供課前預習。
（二）線上同步課程
1. 同步視訊會議，畫面順暢。
2. 共享講師電腦畫面，清楚學習課程內容。
3. 即時以文字或麥克風發言討論，疑問隨時解答。
（三）上課後
1. 課後測驗並自動分析結果（如 0），馬上了解學習情
形。
2. 課後問卷並自動分析結果，了解學員建議與回饋。
3. 自動分析學員測驗及課前課後問卷填答情形，無須人
工繕打與統計。
4. 同步視訊會議錄影檔案，可重複使用，錯過線上課程
亦可補課。

圖 14

課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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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圖書學伴服務推廣
為推廣數位圖書學伴服務，本計畫舉辦或協辦相關推廣活動，包
含亞洲大學資訊傳播學系「第 11 屆畢業專題成果展-拾終如一」
、亞大
直播設備參觀-《文茜講堂》（如 0）、
「行動閱讀線上視訊研習-24 小時
電子書便利站」
、「國資圖公共圖書館書香巡迴暨閱讀扎根計畫－圖書
館推廣活動線上教育訓練」等。

圖 15 參觀亞大直播設備-《文茜講堂》

圖 16 計畫工作會議

此外，為集思廣益、凝聚共識，並推展研究目標與成果，本計
畫亦辦理會議（如 0），經多次的討論與交流，獲得專家學者以及國
資圖夥伴提供豐富的專業建議及經驗分享，逐步凝聚團隊的共識與
默契，並逐步克服各種困難，如系統介接、環境設定、服務上線、
宣傳推廣等挑戰。
三、數位圖書學伴服務成果展
最後，本計畫於 106 年 8 月 15 日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辦理成
果展，邀請使用者代表作使用心得分享，包含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數
位科蔡蕙霞老師、新竹縣博愛國中劉文育老師、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
民小學辛麗真老師等；蔡蕙霞老師表示「樂學習」數位圖書學伴服務
容易上手，且同步視訊課程可跨越地區限制，讓推廣活動可以到達全
台每個角落，不僅節省人事成本、舟車勞頓的時間，課程結束會自動
儲存課程檔案，讓內容可以重複使用，講師不需要一再重複同樣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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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且平臺提供測驗與自動分析功能，讓老師能很輕鬆了解到學員的
上課情形。而劉文育老師表示，藉由「愛閱讀」這樣的多元心得呈現
平臺，讓他可以匯集不同素材來教導孩子學習，讓數學教學有更多面
向與想像。辛麗真老師則表示「愛閱讀」讓第一線推動閱讀的教師可
以教導孩子從「愛閱讀」到「會閱讀」
，也能「享閱讀」
（辛麗真, 2017）
。
（一） 愛閱讀
老師與學生藉由數位平臺能很輕易地蒐集與整理閱讀心得，不受
時間或空間阻礙。且老師能藉由學生所累計之閱讀紀錄，提供個人化
的閱讀建議與輔導，對於個人閱讀習慣的養成更有幫助。且透過各種
媒材的搭配與表現，讓孩子開始喜歡從事閱讀活動，經由閱讀經驗的
積累，也能看到自己成長的軌跡。
（二） 會閱讀
目前各學校的閱讀認證，有限定特定書單，且只要求學生回答問
題即可完成，若能再加上心得記錄，讓學生能使用各項閱讀策略（預
測、連結、摘要、找主旨、作筆記）
，可以提高閱讀理解層次，透過學
習與他人分享。此外「愛閱讀」中的「閱讀趣」可以建立個人書單，
其下可以新增個人閱讀紀錄，包括書目資訊、閱讀時間與個人閱讀心
得。故可以主題式分享、跨領域結合課程，支持學生自主性學習。同
時，透過群組功能，班級可以繳交作品、作業，在建立個人學習檔案
的同時也可以互相觀摩分享，擴充閱讀視野。
（三） 享閱讀
學生透過本平臺，閱讀心得不再只是交作品給老師批改，而是同
儕間甚至親友間可以共享的閱讀經驗，讓孩子能獲得成就感，也讓更
多人愛上閱讀。平臺提供多媒體呈現，讓書本活了起來，激發閱讀興
趣，藉由影音畫面，建立閱讀背景知識，促進閱讀理解。藉由彼此的
觀摩學習，相互提升閱讀素養與寫作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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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數位化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本計畫在國資圖現有良好的
基礎上，結合閱讀履歷、線上/實體學伴以及電子書共創等發展策略，
藉此系統的研發，讀者能在行動雲端科技支持下，使閱讀與學習不受
環境的限制與框架，且閱讀歷程能被雲端系統同步記錄，並提供線上
或實體的伴讀，建構虛實整合閱讀履歷，使國立資訊圖書館更進一步
發揮全國 520 餘所公共圖書館的通路，成為全國民眾資訊擷取點及資
訊應用、學習環境，達成資源互利共享，縮減城鄉數位落差之全民終
身學習平臺。

伍、 結語
本計畫完成「數位圖書學伴服務」、「閱讀履歷服務」、「推薦服
務」、「社群服務」以及「電子書創建服務」等五大服務，以數位科技
輔以現有的實體資源，強化國立資訊圖書館電子書平臺功能以及豐富
館藏，提供館內及線上的民眾虛實整合（O2O）服務，串聯實體圖書館
與網路數位資源兩大場域，打造分眾化與個人化之虛實整合個人雲端
書房。
本計畫從國資圖出發，建立數位閱讀的新典範，並轉移到全國 520
餘所公共圖書館，利用這 520 餘所公共圖書館的「通路」
，成為提供各
式學習與體驗的「平臺」
，以虛實並重的經營策略提供嶄新的讀者服務，
打造全國公共圖書館的「雲」，一圓全民數位學習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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