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時代之圖書館服務系列(25)

圖書館員也是創意策展人

會議手冊

日期：107 年 4 月 27 日（週五）13:00~16:4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總圖書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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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什 麼 ?

圖書館若一味地強調館藏服務，易朝向
智慧圖書館發展，館員可能被取代。但
如何從「圖書館員」化身為「策展人」

何 時 講 ?

13:00~13:20
13:20~13:30
13:30~14:40

呢？平淡無奇的展覽無法吸住讀者的眼

此次研討會期望能將源源不絕的創意帶
到館員身邊，而在提昇館員創意策展能

14:40~15:00
15:00~16:20

更多學習機會，創造多元價值。

中場休息

【由策展談圖書館創新】
林蕙玟副館長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力之外，應用館內外資源營造學習場域
，打造圖書館創新服務，也將提供讀者

【如何更有創意】
薛良凱總監
普拉爵文創顧問團隊

球，但如何更有創意？源源不絕的好點
子要從那來？

報到
開場致詞

16:20~16:40

Q&A暨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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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7 年 4 月 27 日（五） / 13:00 ~ 16:4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一樓東側多功能閱覽區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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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程】
主持人/主講人

13:0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場致詞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王健文 館長

13:30~14:40 如何更有創意

普拉爵文創顧問團隊
薛良凱 總監

14:40~15:00 中場休息
15:00~16:20 由策展談圖書館創新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林蕙玟 副館長

16:20~16:40 Q&A 暨閉幕式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王健文 館長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成功校區）位置圖及交通資訊】
會議地點：
成大總圖一樓東側
多功能閱覽區











火車：
台南站下車後，自後站出站，正對面即為大學路，大學路直走左手邊可見光復校區，再往前直
走過勝利路，左側即為成功校區。
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抵台南站，可至台鐵沙崙站轉乘台鐵區間車前往台南火車站，約 30 分鐘一班車，
約 25 分鐘可到達台南火車站；自台南火車站後站步行即可到達。(火車時刻查詢 http://twtraffi
c.gov.tw/twrail)
客運：
搭乘客運在台南兵工廠站下車，延公園南路達北門路左轉，再往前直走達小東路右轉步行地下
人行道，行走過勝利路，右側即為成功校區。
開車（南下）：
走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於永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走中正南路(西向)往台南市區轉中華東
路達小東路口右轉(西向)直走，先經過自強校區，再向前直走過長榮路，左側即為成功校區
開車（北上）：
走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於仁德交流道下高速公路走東門路(西向)往台南市區直走過長榮
路右轉(北向)可抵自強、成功、敬業、建國校區或東門路過長榮路遇勝利路右轉(北向)直走
可抵光復校區、成功校區

你聽過圖書館的長尾理論？圖書館也有所謂的 80/20 法則，圖書館
有 80%的館藏流通量都是在借閱特定 20%的圖書。另外，除了借閱服務
外，大部分讀者不清楚圖書館其實還提供了網路檢索、參考諮詢、館際
互借、推廣活動、視聽服務等各式服務。因此，將 100%的圖書館館藏
及服務帶到讀者面前，就是圖書館的重要任務。
阮明淑(2013)認為圖書館若一味地強調館藏服務，易朝向智慧圖書
館發展，館員可能被取代。但內容策展可以發揮館員的資訊素養專業，
由館藏推薦導向各種資訊或知識策展。但如何從「圖書館員」化身為「策
展人」呢？平淡無奇的展覽無法吸住讀者的眼球，但如何更有創意？源
源不絕的好點子要從那來？圖書館員在策展時又有那些注意事項呢？
此次研討會期望能將源源不決的創意帶到館員身邊，讓館員全體化
身為富有創意的策展人。而在提昇館員創意策展能力之外，應用館內外
資源營造學習場域，打造圖書館創新服務，也將提供讀者更多學習機會，
創造圖書館多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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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簡介
(一) 薛良凱 (普拉爵文創顧問團隊 執行創意總監)
1.現職
普拉爵文創顧問團隊

執行創意總監

2.學歷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
3.經歷
PC home 雜誌總編輯
Cite 城邦出版集團數位出版部副總經理
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部數位出版展區策展人
BOQ 博庫數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學系講師
台大 EMBA 講師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網路事業處營運長
好果子智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協理
4.主題領域
企業價值管理與顧客滿意 / 企業教練與品牌管家 / 文創產業顧問 / 教育訓練 / 創意與
創新 / 市場行銷 / 媒體與網路
(二) 林蕙玟(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副館長)
1.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副教授
2.學歷
最高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博士
3.學術專長
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 / 文化資產創意營銷 / 地方與城市行銷 / 地方與場所文化研究 /
歷史建築再利用設計 / 室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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