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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個場次的演講，由於我有空間

圖書館。所以，「策展」往往是一個啟

設計、室內設計與建築專業的背景，也曾

發，也是一個起點，而往後延伸的討論會

經有設計商業空間、舞台空間、住宅等經

是在如何創新。不僅是圖書館在改變、創

驗，因此對我而言，站在設計師的角度，

新，在我任教的創意產業研究所，我們也

以做空間設計的方式進行說明會比較容

感受到創新的急迫性，在課程、出題、發

易。所以，今天將以不同案例與大家探

問方式等都在改變，例如：研究生自我導

討，並由「策展」的角度出發，希望能讓

引的能力必須增強，由老師出題轉變為研

大家對於創新的可能性較有感。

究生為自己出題的情況。

「策展」會影響到許多層面的緊密關

我們在面對種種創新的壓力及整個環

係，例如：組織之間的關係。在策展時，

境改變之下，會迫使自己思考，幫助自己

會有不同的合作型態，不同部門、不同組

定位所服務的圖書館，如：在未來的5

別的橫向合作；或是不曾做過的事，可能

年、10年圖書館的定位、專業館員應扮演

需要向上或往下的縱向溝通，甚或可能會

的角色。但是在繁忙的工作中，要轉換角

有組織結構上或空間上的改變。而空間的

色思考未來的發展，很有挑戰性也不容

改變，可能會反映到所屬、管理或擁有者

易。所以要由根本的工作思考，如何將創

的角色。進而影響的是使圖書館成為品牌

新帶到目前的生活中。因此，今天的演

化的圖書館，有性格、有個性、有強項的

講，我將以「策展」為出發點，思考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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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及館員「創新」的角色。

二、從分門別類到解構再組構：館員的專
業能力的轉變，將影響到館員思考圖

壹、圖書館與圖書館員的新角色
首先這張照片，是年代較久遠的圖書
館照片，是位在英格蘭1611年的Hereford

書館主題、策展、甚或擬定圖書館的
大願景，將資訊解構之後、再重新組
構的能力。

大 教 堂 圖 書 館 （ H e r efo r d C a t h e d r a l ’ s

三、從知識管理的守門員到知識流動的促

Chained Library）的照片，從中彷彿聞到

進者：圖書館員是知識管理的專家，

很有年代的木質書架及圖書紙張的味道；

知道如何將知識有效率地組織及呈

再看另一張是當代位於英國中部的伯明罕

現，並協助讀者獲取知識；未來也將

圖書館（Libra ry of Birm ingham）的照

與圖書館共同成為促進知識流動與匯

片，則有截然不同的氛圍，可以看到自然

集的角色。

光進入空曠開放的圖書館室內空間，剎那

四、從靜態的支援系統到動態的領導體

間或許會認為這不是圖書館，而是社交的

系：館員將轉變為主動、領導的角

活動公共空間。這2張照片，可以先讓我

色。

們思考一下圖書館的轉變，當使用者默默
地展現其行為差異性的時候，我們是否還
繼續延續過去的方式展現在讀者面前？

貳、策展及策展的流程：如何從
「食材」變成「佳餚」

接下來這一幅漫畫，是外婆帶著小孫

圖書館館員有專業的知識系統，對主

子在有紙本圖書及書架的圖書館中，外婆

題進行研究、過濾、篩選，驗證這些訊息

告訴小孫子圖書館就是1.0版的網際網

的意義，並評估他們的讀者特質，依照不

路。這張漫畫是很明顯地反諷，但其實我

同學科或主題進行分類或重組並消化，再

們已經逐漸發現，圖書館在空間、組織、

以令人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如同

結構上，都已經悄悄地在改變。以下是值

廚師或主婦們思考將蔬果、肉類、海鮮不

得我們往後思考的幾個大主軸：

同的食材變成湖南菜、海鮮燉飯或義大利

一、從實體空間到虛擬資訊：圖書館的空

麵等佳餚，這樣的思考、構想與能力，也

間已經從看得到、摸得到、可以直接

能運用在策展上，策劃有趣且具吸引力的

翻書的環境，轉變為被虛擬資訊所圍

活動，推廣館藏資源。所以，「策展」可

繞的地方。

被定義為將資料與訊息脈絡化、組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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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化，從所尋找或發掘到的內容，提出
可信的脈絡與體系的行動。接下來讓我們
來了解策展的流程（圖一）：

圖一

一、基礎資源

策展的流程

熱力讓旅人脫下外套。所以我們應該要能

首先是了解館藏流通率，盤點檢視推

夠針對使用者想要的需求，策劃活動，提

廣館藏可用資源，尋求支持補足不足的資

供服務。稍後我們看看一些案例。

源，推廣行銷館藏。書店中若有較不受讀

三、發想與提案

者注意或非熱銷、冷門的圖書，以某個主

發想包括：思考、想像與靈感，目前

題包裝行銷，如：舉辦「後菜鳥時代」書

已經有圖書館嘗試進行創意的展出方式，

展，行銷此部分圖書，則能夠有創意地將

我們可以思考如何以不同於以往的方式進

這些書包裝成為提供給大學畢業後工作一

行。

兩年的後菜鳥族群閱讀的書。

四、規劃

二、讀者設定

圖書館雖不是博物館或藝廊，但為何

依據圖書館的屬性，如：大學圖書

要策展？圖書館有什麼收藏可供展示？圖

館、公共圖書館等不同類型圖書館，設定

書館的館員通常沒有博物館館員的策展及

圖書館要服務的消費者（讀者或使用

辦展專業，圖書館的環境可能也不像美術

者），思考策展時主要訴求的對象是哪一

館或博物館適合辦展覽。因此，需要思考

族群或哪些人，例如：最近即將到來的母

其可行的方式、規劃如何策展等實際執行

親節，圖書館或許可以將與母親的互動呈

的實務問題，圖書館的展覽到底與博物館

現在圖書館中。因為我們常常很用力地服

或美術館可以如何不一樣? 目前國內外已

務讀者，有時卻達不到效果；就像寓言故

經有一些圖書館的展覽案例，稍後再介

事中，北風和太陽比賽誰可以讓穿著外套

紹。然而，成大圖書館率先嘗試了不同於

的旅人將其外套脫掉，結果北風越吹，旅

以往的展覽，如：上星期（2018年4月）

人將外套包得越緊，而太陽因應需求釋放

舉辦的林海音百年紀念展；以及本館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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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館長參酌國外書店的做法發想，在去年

參、激發讀者情感連結的書展

2017年11月首次提出「一冊一世界」的展

思考大學圖書館或社區圖書館的定

覽，以韋伯的著作為主軸；而下個月

位，觀察評估所服務的讀者之特質及行

（2018年5月）要開展的「一冊一世界」

為，以及未來是否可開發出讀者新的喜好

展覽則以馬克思及其著作為主題。

或新的習慣。以讀者為中心的思考，就如

五、設計

同前一場演講中薛良凱總監提到的，用對

圖書館館員通常不是設計師，但是可

方需求的方式「換位思考」，了解當今的

以培養與設計師溝通的能力，或委託設計

讀者要什麼。大學圖書館可依照讀者的學

專業者進行設計與規劃，以符合並達成圖

科分類、解構或重組圖書館的資源，提供

書館設計的需求。

符合讀者需求的資源。也可以針對節慶或

六、執行

不同族群讀者的需求規劃，讓圖書館的館

策展的執行面可能會影響行政流程、

藏以不同的風貌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

改變空間、以及館員工作分配等，大多數

以另一個視角認識圖書館館藏，讓館藏容

的圖書館並沒有編制策展及辦理展覽的專

易被消化、被親近、被喜愛。

責人員、專責組別或納入展覽的業務。目

一、運用行銷學的市場區隔，結合時事中

前已有國外的大學圖書館重新思考組織結

有畫面與故事的書展

構，以專案工作小組方式執行，或納入正

我們應嘗試讓圖書館與讀者對話，讓

式的組織或業務職掌當中。

圖書館成為一種品牌，一種動態知識的「

七、維運

創造者」與「建構者」的品牌，而不是只有

展覽開始之後，就進入如何維護展
覽、展品，以及推廣展覽的階段。
八、回饋

將館藏靜態地呈現或借還的功能和角色。
例如：以年齡三十出頭剛進入職場幾
年的族群為訴求對象的「後菜鳥時代」書

回饋不只限於問卷，回饋有很多的方

展；整個月展示及販賣與搖滾樂相關的知

式，包括：在展覽開始之後的各種有趣的

識性、音樂性書籍或多媒體資源的「搖滾

互動及回應，能夠幫助我們在下一步做得

月」書展；這幾年曾為熱門時事並已累積

更好。

相當數量圖書及資源的「創客運動」時代
書展及演講座談會；與品茶、品咖啡、品
酒等生活風格相關的「美食紅酒起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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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是大數據時代書展、插畫月書展、

麻線繩包覆，創造手作書的手感。有看過

單身快樂書展、名人世界書展等結合話題

那本書的讀者可在牛皮紙上寫畫介紹該圖

及時事的活動等。

書的心得或圖畫，再以此作為線索，吸引

二、以書皮顏色為主題的書展

有興趣的其他讀者借書。

本館目前正在展出根據色彩心理學概
念呈現的書展，以代表熱情、憂鬱、愉快

肆、從文字將故事視覺化

等不同情緒的顏色色紙，包覆相對應主題

每個圖書館都有自己的特質，檢視自

內容的圖書。而英國公共圖書館曾舉辦紅

己服務的圖書館，有什麼藏品可以重新

皮書展，展示紅色封面的圖書，發揮語文

「烹調」成不同「菜餚」的可能性。

巧思，書展標題「Have you “Red”(Read)

一、大英圖書館「哈利波特：魔法的歷

today ?（你今天閱讀了嗎？）」以同音字

史」特展（2017年10月21日展出4個

Red與Read一語雙關；或是藍皮書展打出

月）

諧音Blue與Blown，雙關字語「You have

大英圖書館館藏有許多歷史相關及較

“Blue”(Blown) me away !（你讓我驚喜！

罕見的中世紀藏書，2017年10月底以其館

被你迷住了！）」。而色彩心理學或不同

藏結合JK羅琳的著作展出「哈利波特：

語言文化對黃色的意涵也有不同的詮釋，

魔法的歷史」特展，邀請Julian Harrison

黃色封面圖書書展的文宣，則多重關聯地

與Tanya Kirk分別擔任總策展人與共同策

引用1960年代知名情歌《Mel low
Yellow》及黃色常用於提醒注意的指標，
而詢問讀者「Is this book Mellow Yellow
or does it merit a Caution ?（這本淡黃色書
值得注意嗎？）」，吸引讀者閱讀館藏圖
書。
三、主動連結圖書與讀者
以幽默詼諧或溫馨的方式主動連結圖
書與讀者，英國公共圖書館在情人節舉辦
「Blind Date with a Book（與書來一場相
親）」尋找愛的活動，將圖書以牛皮紙及

圖二

大英圖書館「哈利波特：魔法的歷史」
特展，以鳳凰作為文宣品的主視覺（取
自https://kidsinmuseums.org.uk/2017/11/
27/ha r r y-pot ter-histor y-magic-br itishlibrary-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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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通常圖書館並無聘任專任的策展

等珍貴古物，搭配JK羅琳原創手稿和小

人，因此圖書館須因應不同主題與館內特

說筆記的頁面，嘗試找到羅琳在書中情境

質思考展覽，邀請專業策展人策展，與相

的描述與之對應的真實古物，再結合哈利

關的組織合作，調配空間及工作人力，並

波特書中情景，將相關知識統整，創造出

結合科技與創新，「哈利波特：魔法的歷

充滿魔法的世界。

史」特展大英圖書館將空間規劃設計成符

4 體驗活動

合特展主題的魔法空間（圖二）。
1 引入科技與創新
與Google Arts and Culture合作，將

展場中提供許多與訪客的互動設計，
提供大量的家庭觀眾參與，包括：互動式
螢幕、觀眾可自己製作魔法藥水或利用塔

擴增實境帶入展場，與展物結合。透過科

羅牌占卜閱讀等。

技的導入，呈現各種魔法元素，讓1693年

5 出版成人版讀物《哈利波特-魔法

的天體地球儀在互動實境中旋轉，體驗星

史》、兒童版讀物《哈利波特-魔法史

座與天文的世界。

之旅》。

2 跨機構、跨部門建立夥伴關係

為期4個月的展會，策劃了1年的時

結合英國其他20間公共圖書館，依各

間，創下3萬張門票的銷售紀錄，另有

圖書館的強項，展現與主題的連結及各地

11,000張免費票提供給學校團體，每週預

區特色，並巡迴各館展出。同時，也向大

留一天半的專屬參觀日。

英博物館借出藏品展出，將大英博物館的

由大英圖書館舉辦售票的特展，是否

觀眾群引進圖書館。

可啟發我們思考與討論圖書館未來發展的

3 展示內容

種種可能性？如：邀展、舉辦特展或售票

此展覽分為8個展區，運用《哈利波

等，種種都和各圖書館的資源有關，為了

特》小說中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天文、巫

能提供完整的展覽環境做準備。當然此次

術、占卜、黑魔法防禦術、魔藥學、煉金

特展也是由大英圖書館與專業的策展團隊

術、草藥學、獨角獸、神話、考古等學

及展示設計公司共同合作，不會只由圖書

科，將大英圖書館收藏的珍貴書籍、手

館館員自己處理。

稿、魔法物品，以及向大英博物館借來講

二、大英圖書館「愛麗絲夢遊仙境」特展

述如何製造魔法石的16世紀利普利卷軸、

（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4月17

美人魚、甲骨文、巴特希鍋、天體地球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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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值得分享的是慶祝作家Lewis

創意提案計畫―「研究的美學速寫本計

Carroll創作《愛麗絲夢遊仙境》故事150

畫」。這項計畫邀請圖書館讀者的文宣如

週年，除了向作者致敬之外，也重新想像

下：「我們邀請您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學院

插畫家John Tenniel圖畫中的故事，將之

社區研究型圖書館美學計畫，這是一個正

呈現於展覽中，成為充滿互動性、幽默

在進行和不斷發展的創造性機會

感、趣味性的魔幻展覽活動，包括：由故

速寫本（sketchbook）可在一樓服務台和

事所啟發的快閃商店、小型工作坊、喜劇

整個圖書館裡找到。您可以盡情地在速寫

之夜、音樂會及在地組織的實驗性活動

本上書寫或描繪！塗鴉出您心中的渴望！

等。在特展及活動的過程中，讀者與圖書

您可以在這裡使用它，或在一樓櫃檯登記

館有不同於以往的互動行為，完全改變了

後，將它帶回家畫。您可以完成自己的作

圖書館總給民眾感覺是嚴肅的、靜態的印

品或延伸他人的作品，我們將很高興看到

象，使讀者對圖書館有不同面貌的想像。

這種協作而產生的魔術。今年春天，我們

展覽。

將展示速寫本，作為2018年春季展系列的

伍、徵求策展的創意提案
圖書館館員平常忙碌於所負責的業

一部分。」與讀者互動以及邀請讀者成為
展覽創作的一部分是圖書館創新的一種嘗

務，很難有餘力及專業兼顧思考策展和舉

試。

辦展覽。國外大學的圖書館已有案例，採

二、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引入多樣的

取對外公開徵求創意提案的方式，邀請不

創意策展計畫

同的策展人、不同的單位提案，或是媒合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不同的策展人、不同的提案，因此館員思

University of London）圖書館以其工藝設

考如何以創新的經營方式，並善用外部資

計專長的強烈屬性，直接對外公開邀請創

源則是當今很重要的事。

意策展計畫。

以下則是國外大學圖書館曾經執行的
展覽計畫：

1 公開邀請展覽計畫提案
這項邀請計畫的文宣：「圖書館正在

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研究的美

尋找以圖書館為概念或環境相關之展覽建

學速寫本計畫

議，或尋求對本館特藏和檔案館藏品的建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依據其大學

議。展期通常最多2個月。展覽可以在康

專長屬性，發起了一項很有互動性的徵求

斯坦斯霍華德畫廊特藏展覽空間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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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在圖書館的空間內進行，但前提是不

圍。

影響圖書館服務，或與大學藝術收藏的展

二、永久性主題藏書與展覽

示產生衝突。」以下是邀請策展的申請內

1 「婦女藝術圖書館」校友展

容：

主要展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校友

2 展覽空間：圖書館、特展區。

Sa l ly Wat er ma n（MA Image a nd

3 申請流程與表單項目及繳交資料

Communication Alumni 1995-1996）的檔

1 展覽申請：交由展覽組審核。

案，於2014年舉辦「盒內的旅程」特展，

2 填寫申請表：身分（師生或校友皆

展示婦女藝術圖書館中的檔案和藏品，包

可）、展覽主題、空間（無實體

括：1996年的作品《The Waves》，此為

牆）、展期（最多2個月）。

以維吉尼亞伍爾夫小說為基礎的一系列照

3 提出計畫書：含空間規劃尺寸、展
示需求、展覽理念，須呈現與圖書
館環境或收藏品的關聯性，不超過5
頁。
4 提供5張照片。

片及文本，反映她從農村到城市的經歷。
2 「旅途之家」特展（2002-2003）
此為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圖書館的
特展，以攝影日記為主，記錄倫敦滑鐵盧
火車站和懷特島萊德碼頭之間，歷時5個
月的一系列儀式性旅程。

陸、找出圖書館獨有的特質：以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為例
一、「揭示圖書館音景」特展（2010年11
月至12月）

三、特殊收藏與檔案
1 英國實驗電子音樂發展的核心人物
Daphne Oram名人展
Daphne Oram（1925-2003）是英國

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圖書館是一個可以

實驗電子音樂發展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去

觀察到極其豐富的聲音氛圍的地方，其建

世後，其一生的作品被安置在倫敦大學金

築和空間結構不斷產生聲音變化，影響我

匠學院圖書館內的特藏與檔案中心，藏品

們的聽覺，牆壁和門、貨架和走廊似乎構

包括：大型捲軸、磁帶存檔、書信、照

建了一個聽覺迷宮。此展覽的目的在於揭

片、文件和剪報等。讀者可以預約的方式

示圖書館的聲學特性，引起人們對日常環

獲得研究人員的協助，也可安排團體參

境聲音的關注，即使是難以忍受的聲音，

觀。除展覽之外，也不定期舉辦研討會及

圖書館希望讀者能夠意識到不同的音樂氛

工作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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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書館可以是連結行政與教學的場

供給讀者多元且不同面貌的學術型展覽。

域：「Christine Risley：作品與研究」

一、世界閱讀日「書本與色彩心理學的對
話：閱讀白紙黑字裏的五彩世界」書

特展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圖書館於2015

展（2018年4月23日至27日）

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展出在紡織品藝術

成功大學圖書館在4月23日世界閱讀

工作中有影響力的校友Christine Risley的

日，以「閱讀白紙黑字裏的五彩世界」為

作品。並以Christine Risley之名頒獎，每

題，結合色彩心理學中不同色彩具有不同

年在圖書館展出獲獎者的作品。

含義之理論，挑選對應紅、橘、綠、藍、
紫等顏色意涵的「禮物書」近500冊圖書

柒、我們可以怎麼做：以成功大
學總圖書館為例

館藏展示，並搭配自助借書機借閱及回饋
分享等活動推廣閱讀（圖三）。

正如稍早提到的，我們最近嘗試舉辦

二、成功大學總圖書館首創「一冊一世

一些特別型態的主題書展，包括：結合色

界」主題書展

彩心理學的書展，以及王健文館長得自日

「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每次選擇1

本只展出一本書的書店之啟發，而舉辦的

部穿越若干世代而影響世界的重要經

「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希望呈現並提

典，聚焦這部經典，搭配主題演講與導

圖三

成功大學圖書館在世界閱讀日舉辦《書本與色彩心理學的對話：閱讀白紙黑字裏的五彩世
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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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活動，向經典及創作經典的偉大心靈

講100週年當天展開，除主題展示外，另

表達敬意。

有主題演講1場與韋伯著作導讀4場。

1 韋伯《學術與政治》主題書展：「學

身為此展覽的策展人，我們在策展時

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講百年紀念與反

思考，如何將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哲

思系列活動（2017年11月）

學家於一身的大師韋伯，透過一本書展現

源自於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介紹給讀者？如何以平易近人的策展方

Weber，1864-1920）於1917年11月7日在

法，讓讀者親近及進入較嚴肅的知識領

德國慕尼黑以「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為題

域？我們將韋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

進行的一場演講。主題書展系列活動於演

演講內容及不同譯本的著作，在展場中以

圖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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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著作，並設計可讓讀者以手機互動拍攝的韋伯頭像地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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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展示，營造展場視覺的焦點。並在展

系列活動（2018年5月4日至7月4日）

場地板設計大型的地貼，此地貼是經過處

第二屆的「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則

理後頭髮額頭較大、下巴尖瘦的變形韋伯

是以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之

頭像，當讀者拿起手機以俯視角度拍攝

《資本論》為主題，於馬克思200歲誕辰

時，透過鏡頭則會呈現正常比例的韋伯頭

2018年5月5日前1天5月4日開展，並搭配

像；以此希望透過有趣的互動設計，讓讀

演講、座談、導讀、桌遊及影展等系列活

者親近並以不同的視角認識韋伯及其著作

動。
在策展階段，以幾張構思設計展場的

（圖四）。

手繪圖稿，作為展場製作與溝通之依循，
找出圖書館的性格！圖書館也可以有收藏

包括：一樓展場主視覺主題牆、馬克思論

成大圖書館為因應「一冊一世界」主

述燈箱、發展脈絡地貼（地板貼紙）、延

題書展展示1部經典的不同版本之特性，

伸至二樓的壁貼（牆壁貼紙），以及旋轉

而找到一款可同時展示5本書的旋轉書架

書架、視聽設備等。

（圖四右上），它是由美國第3任總統、

其中，作為展場主要視覺焦點之一的

也是建築師的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是懸吊的9個紅色與黑色的燈箱，呈現由

Jefferson）所設計，原件收藏於Jefferson

館長王健文教授參考學者著作，摘錄編撰

總統1772年的宅邸中，該故居在1987年被

的馬克思思想學說關於人性、教育、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此

級、改革、異化等9大議題的精要論述文

書架已成為許多木工藝家爭相臨摹以練習

字，並搭配館藏圖書近500本與相關影音

木工技術的作品之一。而成大圖書館首次

短片，將展場分為9個主題站。最中心的

使用這款同時可展示5本書的旋轉書架，

一站是以美國Jefferson總統設計的旋轉書

是在2017年11月韋伯《學術與政治》主題

架展示馬克思《資本論》的不同譯本，策

書展系列活動，聚焦《學術與政治》同時

展的概念是以此思想為核心出發，沿著如

展示不同譯本。由此我們也可思考有哪些

英國倫敦地鐵路線的發展脈絡地貼，延伸

具代表性、有特色的藏品，是圖書館可以

至其他各站，在展場中呈現勞動者生產的

收藏的，可作為型塑圖書館特質的特藏。

代表產業，與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詮釋，

2 馬克思《資本論》主題書展：「資本

讓讀者依主題認識馬克思（圖五）。

與異化：遊蕩在現代世界的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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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圖書館「馬克思《資本論》主題書展」系列活動，依據策展構思設計的手稿，具體實
現展場主視覺、馬克思論述燈箱及發展脈絡地貼（取自成功大學圖書館FaceBook臉書及成大校
刊編輯團隊）

圖書館策展是一種溝通

Ollma n曾設計「階級鬥爭」的桌遊，他

大學圖書館策展如何將學生與知識拉

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提出為什

近距離？這也是此次策劃「馬克思《資本

麼馬克思主義是優越的論點。他認為工人

論》主題書展」時思考的問題，我們想到

圍繞董事會移動，試圖與控制一切的資本

是否有關於馬克思的知識性桌遊？在策展

主義運動員共同生存。當工人團結起來的

期間，發現紐約大學政治系教授Ber tel l

時候，可以從資本主義運動員手中奪取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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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如果他們沒有團結起來，資本家就
會獲勝。而「階級鬥爭」桌遊的發行時間
是1978年至1994年，目前已絕版。此次系
列活動中，也納入相關的知識性桌遊展示
及體驗活動，希望與年輕讀者有不同的互
動（圖六）。
三、「永遠的英子：林海音百年誕辰紀
念」書展系列活動（2018年4月19日
至29日）
林海音是著名作家，也是臺灣文學的
重要推手，2018年4月28日是林海音的百
年誕辰，因此成大總圖書館也為此舉辦演
講、圖書影音展、電影欣賞及映後座談等

圖六

成功大學圖書館「馬克思《資本論》主題
書展」系列活動，與成大學生社團「奇幻
社」合辦桌遊體驗夜活動。

系列紀念活動（圖七）。

圖七

成功大學圖書館「永遠的英子：林海音百年誕辰紀念」書展系列活動，以林海音著作《城南舊
事》之插畫製作垂吊及地延伸之大幅布幔布置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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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圖書館策展與創新：逐步與
全面

2 展覽空間說明：展示空間、展櫃及展
示板尺寸。

什麼是創新？創新是突破舊的習慣、

3 展示主題建議：不限於建築、歷史和

方法或事務，將新的想法、器材或方法帶

設計、城市、城市生活、住房、社區

入具有過程的行動，並開創出新的情境。

發展；藝術：包括攝影、繪畫、雕

創新需要以全面性的視角看待問題，以實

塑、裝置；歷史保存、設計、地理、

驗性的方式提出可進一步發展的原型，並

地圖、全球化、環境、視覺語言和文

且不要害怕犯錯，需要冒險，需要注入創

字。提案申請後經審核後展出。

新的靈魂。但創新不見得是幅度很大的、

4 提案流程說明。

光鮮的、全新的，也可以是對於目前的服

二、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圖書館網頁

務、工具或空間做一些小部分的調整或修

圖書館網頁以簡單明瞭方式滿足讀者

改。

的需求，資訊與服務的提供以線上雜誌圖

一、美國MIT麻州理工學院Rotch圖書館

片形式的區塊呈現，而圖書館的平面圖則

的展覽及提案

有點選空間區域會亮燈顯示的互動效果

圖書館的展覽空間全年舉辦各種展

（圖八）。

覽，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不斷推出各
種展覽。展品包括：歷史文件、照片、珍

玖、結語

本書籍及地圖；有來自圖書館藏品、研究

圖書館的未來，希望透過創新呈現什

機構典藏的藝術及工藝品，以及社區的藝

麼樣的性格、什麼樣貌？不論大學圖書館

術作品；主題則涵蓋歷史、科學、音樂、

或是公共圖書館，將面臨的創新議題包

藝術、建築、文化與時事。

括：創新文化（含組織）、創新思維的職

圖書館400平方英尺的展覽空間，開

員、創新的推廣方式、創新的技術（科

放給全校學生、教職員工和校友，可向圖

技）、創新的空間、創新的提案。最後我

書館提出展覽提案，展覽提案表格的項目

想分享的是，圖書館館員不需要也不可能

包括：

包山包海什麼都做，還是以專業為主，同

1 一般資訊：布展、撤展及銷售物品等

時將創新的提案、創新的點子，創新的可

規定，全年舉辦4至6次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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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帶進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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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策展談圖書館創新

圖八

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圖書館網頁（取自https://www.gold.ac.uk/）

本文為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二十五「圖書館員也是創意策展人」研討會
（107.04.27）之專題演講紀錄，由張義輝協助整理，並經主講者潤稿並同意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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