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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講義 

讀者服務–讀者服務發展趨勢，圖書館利用教育，讀者服務與技術服務之間的

關係 

 讀者服務課程內容 補充教材 

一 

讀者服務考題分析 

圖書館讀者服務 

圖書館全方位的讀者服務 

廿一世紀公共圖書館服務的理念 

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之間的互動

關係 

讀者服務與館藏發展之關係 

圖書館利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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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者服務考題大綱 

1.高考與地特三等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讀者服務之整體性發展脈絡及變遷趨勢。 

二、了解讀者服務之專業範疇知識。 

三、了解讀者服務之專業實務知能。 

命題大綱 

一、讀者服務發展歷史與趨勢 

（一）讀者服務發展史 

（二）近代圖書館讀者服務發展趨勢 

（三）圖書館與讀者服務 

二、讀者服務之專業範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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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讀者服務之意義與角色 

（二）讀者服務之學科範疇與內涵 

（三）讀者服務的哲學基礎與倫理守則 

（四）讀者服務研究之理論 

（五）圖書館的讀者研究 

（六）讀者服務的規劃、管理與評估 

三、讀者服務之專業實務知能 

（一）中西文參考資源 

（二）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閱讀指導服務 

（三）圖書館流通閱覽服務 

（四）特殊讀者服務（如老人、身心障礙者、問題讀者等） 

（五）圖書館推廣與利用教育 

（六）圖書館館際合作與文獻傳遞服務 

（七）圖書館各類型資源服務(期刊、政府資訊等) 

（八）各類型圖書館讀者服務 

（九）讀者相關之安全議題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

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2.普考與地特四等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四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四等考試 圖書資訊管理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讀者服務之整體性發展脈絡及變遷趨勢。 

二、了解讀者服務之專業範疇知識。 

三、了解讀者服務之專業實務知能。 

命題大綱 

一、讀者服務發展歷史與趨勢 

（一）讀者服務發展史 

（二）近代圖書館讀者服務發展趨勢 

（三）圖書館與讀者服務 

二、讀者服務之專業範疇知識 

（一）讀者服務之意義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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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者服務之學科範疇與內涵 

（三）讀者服務的哲學基礎與倫理守則 

（四）讀者服務的規劃、管理與評估 

三、讀者服務之專業實務知能 

（一）中西文參考資源 

（二）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閱讀指導服務 

（三）圖書館流通閱覽服務 

（四）特殊讀者服務（如老人、身心障礙者、問題讀者等） 

（五）圖書館推廣與利用教育 

（六）圖書館館際合作與文獻傳遞服務 

（七）圖書館各類型資源服務(期刊、政府資訊等) 

（八）各類型圖書館讀者服務 

（九）讀者相關之安全議題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

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二、讀者服務考題分析（95-106 年全科考題分析） 

1.讀者服務佔圖資申論題比率 
 命題大綱次主題 申論題數量 比例 

1 特殊讀者服務（如老人、身心障礙者、問題讀者等） 43 22% 

2 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閱讀指導服務 39 20% 

3 圖書館各類型資源服務(期刊、政府資訊等) 39 20% 

4 圖書館推廣與利用教育 21 11% 

5 讀者服務的哲學基礎與倫理守則 11 6% 

6 中西文參考資源 9 5% 

7 讀者服務的規劃、管理與評估 6 3% 

8 圖書館流通閱覽服務 6 3% 

9 圖書館館際合作與文獻傳遞服務 6 3% 

10 近代圖書館讀者服務發展趨勢 5 3% 

11 圖書館與讀者服務  5 3% 

12 各類型圖書館讀者服務 2 1% 

13 讀者服務之意義與角色 1 1% 

14 圖書館的讀者研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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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什麼讀者服務申論題是五科當中最難的一科 

書籍 老師 參考資料 

 

 

 

 

 

 

 

 

 

 

 

 

 

 

 

 

 

 

 

 

三、服務的特性 

1.無形性（Intangibility）  
服務不像實體產品一樣，可以事先看到、感覺到，所以為降低不確定性，讀者在接受服務

前，會先從圖書館的外觀、室內的設備、服務人員及使用說明文件中，來預先推斷圖書館

服務的好壞。   

2.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  
服務的提供與接受是同時發生的，所以，服務的提供者（圖書館人員）與服務接受者（讀

者），以及兩者的互動情況，對於服務的結果都會有所影響。 

3.異質性(易變性)（Heterogeneity）  
異質性或稱為易變性，是指服務不像實體商品一樣具有標準化。  

服務是高度勞力密集，且生產與消費過程不可分離，整個服務品質受人員、時間、地點及

環境影響，因此，要維持品質一致性較難以達成。 

4.不可儲存性（Perishability） 
不可儲存性又稱為易消逝性，因為生產與消費同步進行，所以圖書館的服務無法儲存，

所以，沒有充分利用的服務產能，便無法儲存，以供未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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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館讀者服務 

(資料來源：摘錄自廖又生，佛教圖書館讀者服務) 

 

讀者服務，就是將分類編目、自動化系統、館藏發展等整合起來，達到圖書資訊被

外部民眾使用，或由特定讀者來檢索的目標。 

 

讀者服務性質比較偏重外部關係，就圖書館經營而言，更是決定圖書館績效、經營

良莠的關鍵。  

 

若技術服務是圖書館經營的後盾，而讀者服務則是先鋒。  

 

館藏和館舍建構的目的就是館員表彰了館藏和館舍的實力，讓讀者支持與認同，進

而肯定圖書館館員的工作績效。 

 

1.圖書館的組成 
圖書館是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料，供外部讀者來檢索利用的機構；而這機構從讀者

服務立場來看，應該以那一種立場來掌握服務的軸心，可以用這個圖來表示。 

 

如果這個框框是架構，圖書館究竟是什麼樣的組織，讀者服務是如何進行？圖書館如用

△表示，三邊都相等，把它對應過來說，圖書館學用在佛教圖書館裡面也一樣是三角形，

在邏輯上給它推理、給它含攝過來，這個含攝就是對應關係。如果說圖書館用這樣的對

應來看，其組成有三大要素，這三大要素一定要具備。 

 

(1)館舍及實體配備 
館舍是機關建築，像師大的舊館採用圓拱式建築、台大的新館在椰林大道的盡端、

陽明大學圖書館用奇離案奇離石來建造，各有特色，這叫館舍。然而館舍裡面不能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6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空洞無物，一定要有實體配備，圖書館要服務讀者，其內部要有桌椅、影印機、光

碟、電腦、書架、字典架、書櫃、服務台、流通出納台、參考工具書架櫃等等，這

些稱為實體配備。館舍要有實體配備來輔佐，才能發揮其功用。  

(2) 館藏 
館藏，不論是紙本資料、非書資料、或多媒體資料，一律稱為館藏。館藏發展就是

談怎樣蒐集、組織、整理資料。  

(3) 館員 
圖書館館舍內部的傢俱設備、實體配備、館藏資料等，都只是「物」的要素而已，

不能確保圖書館經營是否成功，若能把讀者服務發揮淋漓盡致，讓讀者有賓至如歸

的感覺就成功了，所以館員關係著一圖書館的好壞，只有一流的館員才有一流的圖

書館，而非一流的館藏才有一流的圖書館。因此，我們說圖書館是什麼？就是館舍、

館藏結合館員，達到社教目的的一個機構。 

圖書館構成要素有館舍、館藏配合館員對應過來圖書館是一個機構，一個組織體，那

麼館舍和實體配備就是該組織體的行政財產，只准用不准借。館藏基本上是一種公共

用物，准許讀者檢索借調資料。館員是資訊服務的主導、掌控和讀者互動的關係，也

和館藏、館舍來進行良性的整合。這情形外面的社區環境就是讀者群，這個圖大概可

歸成三個重點： 

(1) 圖書館是永續性經營之機構：社教性強，權力色彩較淡 
為何是機構呢？一定要人結合物形成一個永續經營的實體是圖書館，沒有人創辦一

個佛教圖書館預期二年後就把它結束，那樣不行的，就好像館藏發展課程中提到，

連續性出版品一定有特定的主題、一定的間隔來發行，而且象徵永無間斷的繼續發

行才可稱為連續性出版品；圖書館也是如此，基本上是永續經營的機構，不是機關；

機關是行使公權力的組織。我們經營圖書館，不能像經營機關如：警察局、衙門、

監獄一般，讓讀者不敢來借書。讀者服務的重點是機構，是個和平、具吸引力的機

構，是讓讀者願意進來檢索資訊的機構，所以機構沒有權力的色彩，機關則具有權

力的色彩。比較人性化的永續性經營的機構－－圖書館，是個社教性質極強，權力

色彩淡的機構，重視與讀者進行溝通。  
(2)圖書館是一個開放性的有生命機體：虛擬組織，無圍牆的經營環境 

圖書館的組成有一個很重要概念，它是一個抽象的邊界，像圖書館學家都會講地球

村來臨，無圍牆（Without the Wall）時代的來臨，所以圖書館的經營是一個沒有疆

界的組織，從圖書館自動化、虛擬圖書館（Virtual Library）之後，圖書館間已發展

到無圍牆的境界。圖書館基本上是個開放性有機體，利用電子媒體，只要經由數據

機（Modem）與電腦網路連線，就可獲得國外的資訊；所謂圍牆，只限制在紙本資

料。圖書館是虛擬的組織、是無圍牆的經營環境，館舍、館藏結合館員產生開放式

有生命的機體，在線上檢索的時代，了解電子檢索的規則、線上檢索的技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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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做到「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任何外國的資料都可以經由網路連線檢索到。 

(3) 軟體充實、硬體緊縮 

就圖書館的經營，「懂得經營訣竅和要點的人一定會掌握族群。」也就是說圖書館

的經營是軟體充實，硬體緊縮。圖書館不是重視大館主義，對於缺乏的資料可經由

館際合作向他館借閱。所以往後圖書館的發展是硬體緊縮，重視軟體的充實。軟體

充實主要表現在資訊服務人員，一流的資訊人員能讓讀者對圖書館讚歎，說這圖書

館真優秀，裡面沒有資料，馬上參考轉介，有問題，馬上得到答案，一拍即合，能

夠將心比心，讓讀者感覺到圖書館有高度解決問題的誠意。所以基本上它是軟體的

充實，若我們要將圖書館蓋得很大，比國家圖書館還大，裡面沒有內容，那這圖書

館性質就變了。圖書館的重點是用重於管、質重於量，圖書館的經營不在迷信大就

是好，而是小就是美。現在圖書館經營重點在質，這是二十一世紀圖書館經營的趨

勢－－軟體充實，硬體緊縮。放棄大館主義，強調「讀者至上，館藏居先」，又能

「讀者居先，館藏至上」，為什麼呢？圖書館經營有句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不能只有讀者在和館員對話而已。圖書館的本質是憑藉資訊媒體來服務讀者，因此

館藏是館員解決讀者問題的依據，這就是我們所說的館藏居先，讀者至上；用商業

的觀點來看，就是顧客至上，要以讀者的問題作為圖書館服務的指標。  

以上三點說明圖書館的組織架構之後，再確認圖書館原來就是館藏配合館舍、實體

配備，讓一個精良優秀館員來服務，然後可以與外界的讀者產生良性的互動關係，

這樣整個讀者服務就成功了，所以圖書館經營的奧妙就在這裡。 

一個懂得經營圖書館的人一定重視主體，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館員、讀者群是

主體，物是客體，所以一定是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配人，以前經營圖書館概念都

是講究這二種關係。現在經營圖書館的趨勢，館藏規劃變成其次的，主要重點在館

員的生涯規劃，唯有健全優秀的館員才有健全的圖書館；如果館員有一顆凋零的心、

人格不穩、見識狹隘、行為保守，雖然自動化的設備一流，館舍美侖美奐，試問圖

書館的工作績效在那裡？館員如何與社區環境的讀者群，做一個良性的對話，因此

館員是決定圖書館經營成敗得失的總關鍵。 

2.圖書館讀者服務（Readers Service）範圍 

讀者服務基本上是一個先鋒部隊，是技術服務做得很好，讓您能畫龍點睛，產生成速

效果，產生光大門面的功效，因此讀者服務人員就格外重要。 

談讀者服務的範圍，要了解圖書館的讀者服務和技術服務；就經營的層面來看，是圖

書館二個構面，技術服務在後方，讀者服務在前方，還要上下同心同德，並且要有精

良的館藏基礎做準備，有時能與閱覽人員、流通人員、參考人員互調，更可瞭解讀者

需求，馬上拿出圖書資料解決讀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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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Data） 
圖書館服務是蒐集資料、整理資料，最後是典藏保存資料；雖然接近讀者服務，但

嚴格言之，只能算是靜態保存，是技術服務的一部分，古代的藏書樓即屬此類。圖

書館是蒐集、保存、整理圖書資料以便供讀者使用的機構。從圖書館學觀點，可看

出圖書館經營所面臨危機在於太重視內部關係，重視客體而忽略主體。主體是館員

和讀者，客體是蒐集、整理、保存資料，資料保存後便要提供讀者使用，這就是讀

者服務。 

圖書館服務表現在蒐集、整理、保存是屬技術服務的層面，表現在閱覽、流通、參

考、傳播，則屬於讀者服務層面，例如我們到館子叫一碗麵，在廚房內負責煮菜做

飯的人屬技術服務，在前面招呼客人的服務生屬讀者服務。 

甲、技術服務－－內部關係 

技術服務包含自動化，館藏規劃，及分類編目，按照美國的圖書館的專有名詞，

蒐集就是採訪；分類編目就是組織整理分編；典藏就是保存資料，一般將典藏歸

在技術服務，因為與讀者間尚未有互動的關係，是一個傳統圖書館的雛形。清朝

末年以前的圖書館主要是藏經樓的功能。民國 67 年各縣市文化中心成立後，館舍

美侖美奐，但館藏卻十分貧乏，因此有人把文化中心的圖書館喻為「讀書館」，

更有記者諷刺為「真空管」。這是由於圖書館沒有發揮讀者服務的功能，例如有

許多高中生自行帶書到行天宮圖書館自習；真正的圖書館不是提供場地讓讀者自

習，而是要有採訪、分類、典藏，然後再閱覽、流通、參考、傳播的功能。  

乙、讀者服務－－外部關係 

現在圖書館的閱覽室大多為自修功能，那是錯誤的；閱覽室應置有圖書資料，讀

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遇有問題即可藉由這些資料解決疑惑，引發讀者借閱流通的

意願，進而向館員提出問題進行參考服務。在解決問題過程中，若遇不在館藏收

錄範圍內的資料，則經由館際互借或提供轉介服務，此稱為傳橎，這一流程即為

讀者服務。所以圖書館的讀者服務，就是提供一個舒適安詳的閱覽環境，並且有

充實的館藏提供讀者閱覽流通，同時經由館際合作組織，連線借閱，若為國外資

料，可透過各種網路來調取資料傳播，提供讀者參考諮詢，如：讀者問您蜈蚣有

幾隻腳等，雖然您不是讀生物的，但可以快速查閱百科全書，告訴讀者蜈蜙有 26

隻腳。這是圖書館表現最厲害的地方，讀者不會關心 AACR2 或卡片著錄有幾段，

他關心您解決他的問題，他就肯定圖書館。 

就法規方面而言，讀者服務著重外部關係，是經營的外部關係，牽涉人的問題。

外部關係一定會有爭執，與技術服務重內部關係之爭執不同。內部關係之爭執主

要如編目人員抱怨出版品污染，資訊爆炸，書編不完等。在我擔任國家圖書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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