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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醫學教育改革的進行，國內越來越多的醫學院校開始利用問題導向式學
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於醫學教育之中。而醫學大學在醫
學教育改革與推動問題導向式學習的過程中，作為資訊提供者的圖書館，在處理
各類型的醫療資訊及支援問題導向式學習，以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學習目標上，
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對圖書館而言也更具挑戰性。本文從空間規劃的角度，根據
相關文獻及個人觀察，探討近年問題導向式學習型態與圖書館設備、空間、利用
方面的改變，並針對未來的空間規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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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s in medical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medical universities in
Taiwan started to use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to help students
play key roles in establishing their learning targets. This poses more challenges for
libraries. Based on literatures and personal observa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the changes in facilities, space, usages of librarie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patial planning.

關 鍵 詞：醫學大學圖書館；問題導向式學習；空間規劃
Keywords：Medical Library；Problem-Based Learning；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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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質，罹患疾病時，醫學可以治癒病痛、恢

自1960年代開始，醫學大學圖書館便

復其健康，故醫學教育可廣義解釋為培育

已開始利用資訊科技，由電子資料庫的使

所有醫療、護理、保健專業人才的教育。

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開發、電子全文

而醫療、護理、保健專業人才包含：內外

期刊、電子書到電子化文獻傳遞系統的應

科醫師、牙醫師、護士、藥師、醫檢師、

用，都可以發現醫學大學圖書館的率先引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師、心理

進 1，故醫學大學圖書館對於科技相關設

治療師、復健師、放射線物理師、放射線

備的採用會比一般圖書館來得多樣化，因

技術員、病理技術員、醫院管理與公共衛

此較容易取得讀者在利用不同設備上的觀

生等各種有關的醫療保健人才。由於醫療

感，可獲取較為豐富的資訊。另外，歷經

任務必須仰賴醫師來進行，因此，狹義的

工業革命，各種學術日益發達，十九世紀

醫療教育則是指專門培養醫師的教育。 3

以來，醫學技術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同時

因醫師是負責醫療保健的最重要人員，所

醫學領域的分科愈來愈細。此外，二次世

以培養醫生的醫學教育具有特殊的性質，

界大戰結束之後，國際間競相從事科技研

比其他專業領域的教育更為複雜。醫學教

究與發展，各項研究成果大量產生，結果

育有別於其他專業教育的原因，是因為醫

造成所謂的「資訊爆炸」（In for mation

療是以人的健康與生命為對象，故與其他

Explosion），因此，如何彙集整理運用這

領域教育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4，在醫學史

些快速增加的大量資料甚為重要，「專門

上醫療技術要更進一步，醫學教育的改

圖書館」就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成立。專

革，就是一個指標。5

門圖書館是蒐集特定主題或類型之圖書資

臺灣醫學教育學制雖經歷數次的改

訊，提供專業資訊為主要館藏的圖書

制，如光復前醫科招收高中畢業生修業四

館 2，其中在需要專業技術與經驗知識傳

年，這時期的醫學教育尚未包括實習制

承為主的醫學界，設置以醫學資訊為主的

度，之後延長為五年、六年，至1949年改

專門圖書館更有其必要性。

為七年學制實施至今，其間雖曾招收學士
後醫學系，但我國醫學教育仍是以大學部

貳、醫學教育的演變

七年制的醫師培育制度為主。 6我國醫學

醫學的任務是藉由預防與醫療疾病來

教育在1950年代之前採行德國與日本醫學

維護人們的健康，並改善人們的生活品

教育系統的「講座制」教學法，而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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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後，則因「美援醫藥衛生教育計畫」

此，醫師必須藉由終身學習以不斷吸收醫

的關係，漸受美國醫學教育的影響，而逐

療新知，瞭解醫學發展的趨勢，而傳統式

漸走向「學系制」發展。7

的醫學教育，偏重「內容導向」與知識的

在教學課程方面，我國醫學教育亦沿

灌輸，以教師課堂講授為主，學生習慣於

襲自美國醫學院1920年代所提倡的系統教

被動地接受知識，而忽略發掘知識的過程

學方式，於基礎醫學學科實施分期、分

以及綜合分析的技巧。11

科，「器官系統」導向，「大班式」的演
講（Lectures），且開始實施臨床見習醫

參、問題導向式學習

師的制度，而我國醫學教育自1950年代的

為改善傳統醫學教育的缺失，近年

制度改革，「課堂講授」（Lect ure-

來，各國醫學教育界開始廣泛地推動問題

Oriented）為主的教學方式，基本上主導

導向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簡

了其後四十年的臺灣醫學教育發展。

8

稱PBL）。1950年，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我國現行醫學教育體系為七年制的醫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威

學教育，不同於美國的四年制醫學教育制

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提出：醫學

度 9，在我國現行的醫學教育體制下，七

教育是一種需要終身學習的教育過程，教

年制的醫師養成教育，於課程內涵方面可

師必須教導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與研究的

粗略分成三個階段：前兩年（一、二年

技能，並提早培養如何識別知識的技能。

級）以基礎科學及醫學人文為主，是醫學

12

教育的預備階段；中間兩年（三、四年

提供學生經驗的架框，並藉由解決實際環

級）則著重基礎醫學並結合臨床關聯性，

境中的問題，讓學生經由開放式的學習環

為臨床預備的階段；而後的三年，五、六

境主動探索問題，並強調以學生為主導的

年級開始臨床課程並至醫院各科見習，為

自導式（Self-Directed）學習，利用小組

見習醫師階段，七年級則為實習醫師。

討論的方式進行合作學習，以達成學生解

10

隨著臨床醫學、生物科技與預防醫學的

決問題的能力與培養學生日後終身學習的

快速發展，醫療科技的不斷進步，醫學各

目標，醫學教育期望學生不但能學得問題

學科領域分科越來越細，再加上病患消費

解決的策略，更希望學生能獲得「如何學

意識的抬頭，患者不僅要求知的權益，對

習的能力」。 13PBL是一種環繞著臨床醫

於醫療照顧的品質之要求亦日益增加。因

學問題之討論與學習，在這種教育方式之

PBL進行的方式在於透過一系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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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鼓勵學生獨立學習，並讓學生獲得處

肆、醫學館藏與醫學大學圖書館

理問題的實務經驗。故以小組討論來激勵

一般「醫學圖書館」（Me dica l

學生對於問題所涵蓋的相關課題、概念與

Libra ry）以醫學館藏為主，而醫學圖書

原則，以及深入詳細的觀察，促使學生能

館有時也稱為「健康科學圖書館」

在小組討論以外的時間，培養自行檢索與

（Health Science Library），其兩者所代

找尋文獻的技能、獲取資訊的批判性思考

表的意義相似。 17在醫學圖書館的類型方

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s），以及尋

面，包括：醫學院校圖書館、醫院圖書

14 15

求同儕與專家意見的能力。 .

館、衛生機關圖書館、藥廠圖書館等，其

相較於美國1980年代開始的一系列醫

館藏係以醫療或醫學為主題的專門圖書

學教育改革，我國自1950年代之後再次興

館。就醫學圖書館之服務目的而言，在於

起醫學教育改革運動，最重要的里程碑應

提供醫事及護理人員、醫療組織中的行政

屬民國81年臺灣大學醫學院開始規劃實施

人員與管理人員、其他健康專業人員、醫

的PBL教學法，以醫學系四年級30名學生

療組織成員、醫療相關學系的學生、病患

為對象。由於反應良好，問題導向式學習

及其家屬、醫療研究人員等相關資訊與支

得以順利推展。自民國83年9月開始進入

援 教 學 等 。 18美 國 醫 學 圖 書 館 學 會

新課程全面實施階段，臺灣大學醫學院為

（Me dica l Libra r y Asso ciation，簡稱

國內最早引進PBL教學法之學校。而後陽

MLA）為因應資訊時代之下的需求，指

明大學、長庚大學、高雄醫科大學、成功

出醫學圖書館與館員所擔負的任務，在於

大學醫學院、輔仁大學醫學院、臺北醫學

協助醫療人員，並提昇醫療的品質，幫助

大學等醫學院校，也陸續規劃以PBL為主

病患尋找所需之資訊，回答使用者的問

的教育方式。民國90年開始，由教育部委

題，同時提供與傳遞資訊予醫療保健相關

託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的醫學院評鑑委員

的機構。 19圖書館與館員對於醫療從業人

會 （ T a iwa n M e d i c a l A c c r e d i t a t i o n

員的工作及協助病患尋找健康資訊的需求

Council，簡稱TMAC），也逐年展開醫學

上，確有相當程度之幫助。20

教育評鑑工作，並將PBL之施行成效列為
16

重要教學評鑑項目之一。

醫學圖書館設立的主要目的在於配合
醫療組織、醫療環境及醫學院校之教學、
研究與服務，依美國「圖書館設計指南」
所列舉對於醫學圖書館應有的基本功能，

28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二十三期‧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一月

談問題導向式學習法與醫學大學圖書館空間的演變

包含：提供醫學及相關領域的參考資源與

圖書館的行政效率，在我國臺 北 醫學大

服務予醫學院校的師生與臨床醫療及研究

學、高雄醫學大學、陽明大學、中山醫學

人員，圖書與期刊的採訪與彙集、圖書館

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

使用指導、館藏資料的組織與整理、文獻

學、中華醫事學院等圖書館，均屬此一類

傳遞與通告服務，以及圖書館的推廣與館

型的醫學大學圖書館。 24另外，如國防醫

際服務。21而醫學大學圖書館的主要任務

學院圖書館、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館、成

是以支援教學與研究為主，提供服務的對

功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輔仁大學醫學院圖

象包含學校教師、職員、學生與教學醫院

書館等，都為大學內單一學院的圖書分

22

的醫事人員等 ，在醫學圖書館的任務、

館，在大學組織上，是隸屬於大學總館之

角色與作業功能方面，它是提供學生與醫

下，因此，醫學院圖書分館與大學內外其

療人員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的場所，也是

他單位的交涉溝通，一般都需要透過學校

彙集並保存各種醫學資訊的資源中心，更

的圖書館總館代為辦理。國內醫事大專院

為協助與指導學生及醫事從業人員的服務

校圖書館之名稱與網址，詳列於表一。

23

單位。 因此，醫學大學圖書館在醫學大
學裡是學生與醫事人員從事學習研究、資
料檢索與終身學習的重要場所。

伍、醫學大學圖書館空間的改變
由於PBL強調經驗法則、實際應用、

在大學法修訂之前，醫學大學圖書館

討論與經驗交流，使圖書館和電腦網路的

在大學組織中的地位是二級單位，直到民

應用成為學生必須具備的能力 25，因此，

國71年7月大學法修訂，以及民國73年4月

學生必須倚賴許多不同的資訊來源與電腦

19日修訂公布的大學組織規程，圖書館於

網路設備，而醫學大學圖書館作為醫學大

醫學大學內，已提昇為校內的一級單位，

學內的學習中心，以支援教學為圖書館的

圖書館館長與教務、訓導、總務三長的職

主要任務之一，故圖書館的空間配置與硬

務位階處於相同地位，可參加學校的校

體設備也須隨著PBL的利用需求而有所改

務、行政、教務等重要會議，參與學校的

變。

發展計畫與預算審議等重要事務之討論，

另一方面，由於電子期刊、線上資料

進而提昇圖書館在學校組織中的地位。由

庫等電子化出版品在醫學與醫療及生物科

於圖書館地位的提昇，與學校內其他單位

技（Biotechnology）等領域的學術資訊不

意見之溝通情形大為改善，也間接影響到

斷增加，各式電子化出版品在醫學大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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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醫事大專院校圖書館（圖書館名稱依筆畫順序排列）

醫學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網址

中山醫學大學圖書館

http://www.lib.csmu.edu.tw/AccessWeb/indexb.php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http://lib.cm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http://library.tmu.edu.tw/v2/index.asp

高雄醫學大學圖書館

http://www.kmu.edu.tw/~lib/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圖書館

http://www.ntcn.edu.tw/LIBRARY/index.htm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醫學院分館

http://www.medlib.ncku.edu.tw/

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

http://lib.web.ym.edu.tw/front/bin/home.phtml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

http://library.ndmctsgh.edu.tw/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http://lib.chna.edu.tw/

臺大醫學院圖書分館臺大醫院圖書室

http://ntuml.mc.ntu.edu.tw/

輔仁大學國璽樓圖書館分館

http://www.lib.fju.edu.tw/index_chi.htm

改制綜合大學之醫學圖書館

圖書館網址

大仁科技大學圖書館

http://a14.tajen.edu.tw/bin/home.php

中華醫事學院圖書館

http://library.hwai.edu.tw/

中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http://lib.ctust.edu.tw/front/bin/home.phtml

元培科技大學圖書館

http://lib.ypu.edu.tw/bin/home.php

弘光科技大學圖書館

http://lib.hk.edu.tw/

長庚大學圖書館

http://www.lib.cgu.edu.tw/

美和技術學院圖書館

http://mit7.meiho.edu.tw/onweb.jsp?webno=33333333;1

慈濟大學圖書館

http://www.library.tcu.edu.tw/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圖書館

http://lib.cku.edu.tw/front/bin/home.phtml

輔英科技大學圖書館

http://www.fy.edu.tw/lib.html

醫學專科學校圖書館
耕莘護專圖書館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圖書館網址
http://163.21.98.50/
http://www2.mkc.edu.tw/releaseRedirect.
do?unitID=1&pageID=369
http://webpac.knjc.edu.tw/

雲賜博士紀念圖書館（仁德醫專圖書館） http://library.jente.edu.tw/
慈惠醫專圖書館

http://www.tzuhui.edu.tw/tzuhui/main.php?site_id=33

臺南護專圖書館

http://lib.ntin.edu.tw/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館

http://www.szmc.edu.tw/lib/newlib/index.html

資料來源：筆者彙集整理（201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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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館藏資源中所佔的份量亦不斷增長，

（McMaster University），首次運用PBL

這些轉變對於圖書館館舍空間與設備配置

於醫學院教學後，今日PBL教學已成為醫

也產生相對性的影響，例如：當讀者對於

學教育的主流 27，而圖書館是成長的有機

圖書館提供檢索電子資源的公用電腦數量

體，隨著讀者使用需求的改變，其服務型

之需求增加時，圖書館勢必需要縮小其它

態也必須隨之改變，以滿足讀者的需求。

館內空間，以滿足安置更多公用電腦所需

醫學大學圖書館為支援醫學院學生的學

要的空間位置，使原本單純一種功能的空

習，使原本單一功能的館舍空間，也逐步

間，必須隨著時間的演變而轉移至其他功

變得更多樣化。歸納醫學大學圖書館為配

26

能的應用。 由於PBL教學必須依賴許多

合PBL教學，在館舍空間方面的改變有：

不同的科技設備支援，而圖書館在空間配

1 小組討論室（Group Study Room）

置與硬體設備乃至於服務型態上，也必須

醫學大學實施以PBL的教學方式，經

隨PBL的需求而有所改變，茲將PBL的實

常需要利用小組討論來對臨床個案或問題

施對於醫學大學圖書館館舍空間、讀者使

進行深入的討論，故小組臨床病案討論也

用行為及館藏資源改變的情形，分述如

是醫學院PBL課程中最明顯的特色。以密

下：

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實施

1 館舍空間的改變

PBL教學為例，圖書館提供了設備齊全、

自1969年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

寬敞明亮的PBL小組討論室（圖一），學

圖一 密蘇里大學圖書館小組討論室與樓層平面圖
資料來源：密蘇里大學圖書館，密蘇里大學圖書館，2013年5月2日，＜http://mulibraries.
missouri.edu/guides/virtour/selfguided/firstfloorindex.asp＞（2013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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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該學習區塊（Study Block）內，所有

使用玻璃做為隔間材料時，可使用膠合玻

活動幾乎均在討論室中進行。而學校圖書

璃或雙層中空玻璃以增加隔音效果，在已

館是學生最常聚集討論的場所，因此，醫

使用普通8m m玻璃作為隔間材料之小組

學大學圖書館需規劃有專供學生討論之用

討論室，可利用厚質窗簾來消耗部分聲音

的小組討論室，館內應安排可容納4~6人

的能量，也是一種較簡單的辦法。以新館

之小型討論室與8~10人較大型討論室各

舍而言，事前的空間規劃是非常重要的，

數間，此外，每一間討論室都應有電源插

噪音問題不只是圖書館形象問題，噪音更

座與網路插座及網際網路的連接能力，讀

可能對讀者的使用造成影響，因此圖書館

者於討論室之內，能夠檢索圖書館所有的

應落實噪音的管制與預防，以維護圖書館

電子與線上資源，如電子期刊、線上資料

內環境的安寧。

28

庫、線上討論區等資源。

圖書館為配合學生PBL教學，所規劃

2 視聽多媒體中心（Multimedia Center）
醫學大學圖書館內的視聽多媒體中心

的小組討論室也會在圖書館管理上製造一
些其他的困擾，例如：加拿大亞伯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的圖書館發現，
當學生利用小組討論室進行PBL課程時，
學生經常會大聲的交談討論，以致於其他
使用圖書館的學生必須忍受小組討論室所
發出之吵雜聲音（圖二），而圖書館主管
將負起協調兩方學生間之衝突，此一問題
在該圖書館管理上一直無法得到很好的解
決。29噪音來源一直以來都是圖書館管理
中的一個嚴重問題，而現今圖書館為因應
讀者學習模式與使用行為的改變，不斷引
進新的空間規劃與服務型態，更使得噪音
問題必須被特別重視。因應措施包括：從
空間方面增加獨立使用空間與閱覽區域分
隔，或裝置隔音板等，例如：小組討論室

32

圖二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圖書館樓層平面圖
資料來源：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圖書館，加拿大亞
伯達大學圖書館，2013年5月2日，
＜http://www.library.ualberta.ca/
uploads/SciTech/main%20floorCamer
on2012.png＞（2013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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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PBL課程中輔助教學與自我學習的重要

的，而醫學教育應是一專業與人文關懷並

場所之一，不只是教師授課時需要視聽多

重的教育。 31,32醫學教育如果過於專注於

媒體資料作為教學時的輔助，學生亦常利

培養學生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準確，而卻忽

用課餘時間，使用視聽多媒體資料進行小

視對於學生醫學人文關懷的培育，將導致

組或個人的作業討論與報告的撰寫，因

醫療逐漸遠離人性化。33,34

此，醫學大學圖書館在規劃視聽多媒體中

美 國 內 科 醫 學 委 員 會 （ A m e r ic a n

心時，將以能配合學校醫學教學的方式，

Board of Internal Medicine）也指出醫學

作為規劃視聽多媒體中心功能的主要目

生的人文教育，將有助於醫師改進日後醫

標。醫學大學實施PBL課程的教學方式，

療工作的醫病關係，而醫師對患者的禮

課程朝向小班制教學、小組討論的設計，

貌、熱心、操守、專業責任、尊重以及醫

因此，除了個人閱聽與觀賞席位之外，於

療中的安慰與鼓勵等，對於病患心理層面

視聽多媒體中心內還規劃有中、小型的小

的鼓舞具有很大的幫助，也可協助與降低

組視聽室（Group Audiovisual Room），

病患對於醫療過程的心理障礙。 35因此，

以陽明大學圖書館多媒體視聽中心的規劃

隨著醫學教育改革的進行，各醫學院校對

設計為例：小型的觀賞室，在設計上可以

於醫學人文與關懷等相關通識課程亦日益

容納3~5人小組使用，並提供DVD放映

重視。醫學大學圖書館作為學校內各系所

機、投影機、電視、幻燈片播放機等設

學生最常使用的場所，為配合學校教學與

備，供學生小組討論與小班教學之用。中

營造醫學人文及藝術的環境，新規劃設計

型觀賞室的功能除提供小班教學使用之

的醫學大學圖書館館舍，也開始在館舍空

外，也是圖書館舉辦演講與欣賞影片之場

間內規劃有醫學人文、藝術與休閒的專屬

所。30

空間，以提供學生跨人文科學領域學習的

3 醫學人文專區（Medical Humanity Area）

教育服務。以國防醫學院圖書館於民國88

醫學是以人類的病痛、健康與生命為

年12月啟用的新館舍為例，館內規劃有一

關懷的對象，因此，對生命的尊重，以及

人文及藝術的專屬空間「萃華齋」，用以

對健康的信念，也是在規劃整體醫學教育

陳列館內的藝術類與醫學人文圖書以及書

課程時的中心思想，醫療的技術則是濟世

展系列的圖書，另外，此區之傢俱設計與

救人的方法，故醫學教育最終的目標，以

空間環境的營造，蘊涵有培養學生「人文

培養具有悲天憫人胸懷的良醫為主要目

素養」與「尊重並關懷生命」的教學目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二十三期‧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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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三）

館舍空間更新規劃時設計一使用者專屬的

4 休憩區（Recreation Area）

休閒空間，例如：西維吉妮亞大學（West

醫學大學由於PBL課程的實施，學生

Virginia University）的健康科學圖書館

在獨立學習（Independent Study）的過程

（Health Sciences Library）便利用圖書館

中，密集使用圖書館內電子資料庫、視聽

空間更新計畫（Renovation Project）時，

資料等館藏資源，待在圖書館內的時間也

新增一供學生休憩兼咖啡吧的休閒空間。

大幅延長，因此，醫學大學圖書館也朝向

在國內醫學大學圖書館則多受限於館舍空

一些人性化的規畫，例如：於館內規劃一

間大小的因素，並未於館內增設此一空

專屬的休憩空間（Recreation Area），以

間，少數於館內規劃有休憩兼咖啡吧休閒

提供一個讓學生在圖書館內就可以休息，

空間者，如長庚大學圖書館則規劃一個能

閱讀報章與休閒性雜誌及可喝杯咖啡的咖

提供展覽、研究與教學三者輕易自然地交

啡吧（Cafe BAR）等專屬休閒空間，以

融為一的展示空間與跨人文科學領域學習

營造一個更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

36

醫學大學圖書館為順應此一趨勢，在

的教育服務（圖四），並提供教學相關特
藏的展示、管理與宣導的專業協助等，圖

圖三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人文及藝術的專屬空間「萃華齋」
資料來源：國防醫學院圖書館，國防醫學院圖書館首頁，2013年5月2日，
＜http://210.60.119.10/map-2b.htm＞（2013年5月2日）

圖四 長庚大學圖書館利用「人文與科學」專區舉辦音樂會
資料來源：長庚大學圖書館，長庚大學圖書館，2013年5月2日，
＜http://cgulphoto.blogspot.tw/2010/04/2010.html＞（2013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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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藝廊內亦設有販賣機與咖啡機，圖書

論、欣賞展覽、體驗新服務等等。因此，

館使用者與學生也經常利用此處作為休閒

「學習共享空間」是將圖書館許多的服務

與提振精神的場所，而此種兼具兩種功能

集中在一處，例如參考諮詢、視聽多媒

的空間安排，對於我國醫學圖書館館舍空

體、線上資料庫、資料查詢等，並引用國

間普遍不大的環境而言，亦是較適合的休

外Learning Commons協同學習概念 40，有

憩空間規劃方式。

別於以往安靜的圖書館自習環境，「學習

5 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

共享空間」是一個鼓勵學生開口討論課業

在問題導向式學習重視互動學習，以

及報告的多元化學習開放空間。國外大學

及讀者對資訊尋求使用習慣的改變與使用

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的建置已有十多年之

量的增加，歐美大學圖書館開始提出新型

久，而我國大學圖書館對於學習共享空間

態的資訊服務模式，即所謂“Information

的規畫較晚，另我國大學圖書館在「學習

37

共享空間」規劃上，常受限於空間與經費

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簡

的限制，多以原館舍空間進行改造，如

稱LC）的概念源於資訊共享空間的基本

2008年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林口分館利用

理念，是其概念內涵的重要構成部分。

館舍更新，進行「數位學習共享空間」規

Brown & Long針對大學圖書館的學習空

劃，以及因應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引進

間，提出三個設計趨勢：一是融入活潑、

資訊共享空間觀念，整合電子資訊、視聽

互動與社交的空間體驗，二是以使用者需

多媒體、參考服務等軟硬體資源並結合數

求為導向的資訊共享，三是與個人行動載

位學習元素，命名為「SMILE多元學習

具相容的應用環境，讀者不再只需要安靜

區」，以整合資訊檢索（Sea rching）、

的閱讀空間，更需要有聲之討論空間。 38

多媒體（Multimedia）、資訊

隨著教學與學習模式的改變，讀者使用圖

（Information）、休閒閱讀（Leisure）與數

書館的方式亦隨之變化，這些因素都會影

位學習（E-learning）等服務之特色（圖

響圖書館空間之規畫，這些變化包括：以

五）。 41 林口分館將「SMILE多元學習

讀者為中心取代以館藏為中心的經營概

區」暨學習共享空間規劃於圖書館一樓平

念；互動、多元、舒適與科技是圖書館空

面中心位置（圖六），兩旁為小組討論室

間設計的核心 39；讓讀者可以在此進行閱

與休憩空間，且有牆面分隔，可以避免噪

讀、學習與研究、找資料、進行小組討

音的相互干擾，此外，由於學習共享空間

Commons”（資訊共享空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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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林口分館「SMILE多元學習區」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林口分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2013年5月2日，
＜http://www.lib.ntnu.edu.tw/newsletter/961125/linko.htm＞（2013年5月2日）

與典藏及閱覽空間分置不同樓面，可降低
相互使用干擾的因素，同時滿足需要安靜
的閱讀空間及需要有聲之討論空間之讀者
需求。
國內以原有典藏空間規劃改造為學習
共享空間，如2009年臺北醫學大學圖書
館，將二樓中文圖書典藏區域進行空間改
造（圖七），規劃為「自主學習共同空
圖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林口分館1樓平
面圖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林口分
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2013年5月2日，＜http://www.lib.
ntnu.edu.tw/LinKou/linkou.jsp＞
（2013年5月2日）

間」，以配合各類學習活動（圖八），共
規劃三大區域，分別為：1會議區：舉行
團體諮商與相關活動之用。2沙發區：提
供學生輕鬆閱讀、上網搜尋或舉辦小型讀

圖七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自主學習共同空間」改裝前為典藏空間
資料來源：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2013年5月2日，
＜http://library.tmu.edu.tw/v2/device3.html＞（2013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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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之影響，以期能分別符合需要安靜
的閱讀空間及需要有聲之討論空間讀者之
使用需求。
2 讀者使用行為面的改變
醫學大學圖書館在整個PBL課程的醫
學教育改革團隊中，擔任著舉足輕重的要
圖八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自主學習共同空
間」平面圖
資料來源：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臺北醫學大
學圖書館，2013年5月2日，＜http://
library.tmu.edu.tw/v2/device3.html＞
（2013年5月2日）。

角。因在PBL的環境中，除了解剖實驗
室、醫院之外，圖書館是醫學院校內學生
最主要的學習場所之一。由於資訊科技的
發達，圖書館電子化資源如電子教科書、
電子字典、書目資料庫、電子全文期刊、

書會、課業討論、語言學習交換空間。3

線上資料庫等，提供學生在PBL環境所需

研究討論區：提供研究討論、課業輔導與

的資訊來源。此外，醫學大學圖書館也是

交流，及陳列教授指定用書等相關書籍供

醫學院附設醫院之醫事人員獲取醫療資訊

讀者借閱使用。 42其於有限之空間內規劃

的主要來源，例如臨床指引及電子資源

完整之學習共享空間，並將其安排於遠離

等，對於醫學院附設醫院之醫事人員，其

閱讀與電子檢索等區域位置，以期能減少

終身學習與醫護工作上的幫助相當大。43

不同區域使用上的相互干擾，亦能達成學
習共享空間之設備、服務之整合。

另一方面，由於醫療、生物等科技資
訊的徵集常需以快速方式取得，而醫學大

透過上述二例，我們可以瞭解圖書館

學圖書館的館藏資源，傳統上是以紙本之

的空間在改變中，這些改變包括：圖書館

圖書、期刊等館藏資源為主，而紙本資訊

不再為藏書樓，圖書館的空間不再以藏書

受限於載體的特性，在檢索的便利性與時

為主要考量，需以配合各類學習活動來規

效性上，均無法與電子資源相比，故面對

劃，空間之經營將以「讀者為中心」整合

醫療科技與知識之快速增加，已無法在二

服務與設備整體規畫，達到協助讀者學習

十一世紀應付醫療從業人員的資訊需求，

之目的。而在學習共享空間的規畫上，圖

因此在今日的醫學大學圖書館中，電子資

書館傾向將其安排於單獨樓面或相對獨立

源所佔館藏數量的比例，已有逐漸超越紙

之空間，以避免對閱讀、典藏等空間造成

本館藏的趨勢。 44就醫學大學圖書館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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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行為之變化而言，以邱子恆於民國93

看到全文，大幅提高了讀者使用率與便利

年針對臺北醫學大學教職員生所作的讀者

性。這種改變對醫學大學圖書館的經營而

使用圖書館資源與服務調查為例，顯示該

言，也產生了很大的挑戰。46

校教師有73.12％經常使用Medline、

今日醫學大學圖書館的服務與作業方

PubMed等線上資料庫，而76.34％的教師

式，正面臨數位媒體與新資訊傳遞方式及

也常利用館內的電子期刊等電子資源，在

新型態讀者服務的影響，其他如電子化文

調查中，學生使用圖書館各類服務項目中

獻傳遞系統的應用，以及電子圖書館、數

之電腦設備服務者，佔所有調查人數的

位化館藏、虛擬圖書館等相關電子化圖書

28.85％，另外，還有87.10％的讀者會選

館服務的發展。這種現象反映：現在的醫

擇透過網路來使用圖書館中的電子資源。

學大學圖書館所提供的各種服務與作業方

45

經上述調查結果反映：在今日的醫學大

式與傳統圖書館有顯著的不同，對圖書館

學圖書館中，電子資源與電腦設備在圖書

也增加不少的負擔。就採訪為例：以往的

館服務方面均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讀者

紙本館藏，在圖書館購買之後，只要保護

使用行為方面的改變，包括：透過網路來

得宜，便可以永久保存，而圖書館所採購

使用圖書館中的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等電子

的電子資源，在使用與保存方面卻與紙本

資源，而不需要到圖書館內親自將書本借

館藏有很大的不同，以電子期刊而言，圖

出，只要擁有合法的使用權，就可在授權

書館採購到的多為使用權，而非實際的擁

範圍內的個人電腦或終端機上自由取閱，

有權，一旦圖書館停訂後，可能連先前累

而電子期刊也可透過合法的授權在網路上

積的館藏也跟著消失。 47另一方面，由於

圖九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自主學習共同空間」
資料來源：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2013年5月2日，
＜http://library.tmu.edu.tw/v2/device3.html＞（2013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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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設備推陳出新的速度不斷加快，圖書

力，因此，學生必須倚賴許多不同的資訊

館所購買的一些資料庫軟體，亦可能因為

來源與電腦網路設備，而醫學大學圖書館

設備的老化或汰舊換新而無法使用，這都

作為醫學大學內的學習中心，以支援教學

是今日醫學大學圖書館在館藏保存上所要

為圖書館的主要任務之一，故圖書館的空

面臨的新挑戰。 48資訊軟、硬體設備的建

間配置與硬體設備也須隨著問題導向式學

置與維護人員的編制和培育，亦對圖書館

習的利用需求而有所改變。另近年來，越

相關服務能否順利推動，有著相當的影

來越多的大學在改建或新建圖書館，為滿

響。

足讀者對空間、資源和服務的綜合需求，
資訊共享空間和學習共享空間已成爲醫學

陸、結論

大學圖書館必需之服務設施和學習環境，

如何規劃更好的圖書館資訊服務品

以配合問題導向式學習之需要。

質，一直是所有類型圖書館的共同目標，
且圖書館是成長的有機體，會跟隨時代與

註釋

環境的需求而改變，如醫學大學圖書館隨

1 王梅玲，「廿一世紀圖書館與資訊服

著醫學大學之教學方式的改革，在服務與

務新角色以及專業人員能力初探」，

空間規劃及設備上，亦跟隨教學環境的變

玄奘學報2期（民89年2月）：頁193-

化而有所改變，而這些改變都是為了能即

230。

時符合讀者的需要。醫學大學圖書館的主

2 莊芳榮，專門圖書館管理理論實際

要任務，在於支援學校的教學並培養醫學

（台北市：學生，民73），頁1-2。

生的資訊素養，另一方面尚須兼顧醫學大

3 謝博生，醫學教育：理念與實務（台

學附設醫院醫療人員的終身學習與資訊需

北市：金名，民86年），頁5。

求。回顧醫學教育與醫學圖書館的發展歷

4 謝博生，「迎向21世紀的醫療保健與

程，醫學大學圖書館及館員是透過變通性

醫學教育」，醫學教育1卷1期（民86

與變革的能力，讓醫學大學圖書館更能適

年）：頁7。

應現今的醫學教育與整體醫療環境的變

5 江漢聲，「醫學的文藝復興-醫學教育

遷。由於問題導向式學習強調經驗法則、

的萌芽」，歷史月刊224期（民95年9

實際應用、討論與經驗交流，使圖書館和

月）：頁67。

電腦網路的應用成為學生必須具備的能

6 符碧真，「教師與醫師專業化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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