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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書籍及數位資料陳覽模式

圖書館藏書及讀者閱覽方式 
Library Collection Storage and Reader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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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利用與書籍可及性 
• 罕用書與館藏之比例 

• 60% circulation form 新書及出借書 
• 80%？很少被借 
• 少量書由大部分人使用 
• 大量書由少部份人使用 

• 罕用書的定義 
• Classis vs. Bestseller (1990) 

• 長尾效應的截切與效益 
• 罕用書的輔助借閱 

書
籍
的
借
閱
次
數
（
次
） 

書籍數量（本） 

開架展示之截切線的選擇 

單位時間內書籍借閱次數與數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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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及取用 

晶片及條碼 
空間儲存效率 
複存與使用率 



• 人們為什麼要到圖書館? 
• 數位科技所帶來之特性是實體書籍與資訊內容的剝離，資訊內容不再是需要

列印在紙本上供人閱覽 

• 穿戴式科技帶來體驗，使得讀者可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自我)圖書館 

• 何謂閱讀? 
• 翻閱書籍有搜尋、瀏覽與閱讀等不同作法，每一種作法隨讀者對於書籍中所

包含資訊之利用方式，例如:了解書中資訊之速度、可及性、強度及理解性而
有所變化。 

• 傳統上以圖書分類編碼，將同一分類號書排在一起，以便管理及方便讀者順
手搜尋抽閱。 

• 本研究之兒童穿戴式科技可以改變兒童找書之方式，可以將同一類讀者借閱
率高(排行榜)之書籍，藉由虛擬空間定位及資訊呈現模式 (資訊視覺化)，及結
合實體圖書館重新排架，而提供兒童讀者更多元(資訊引介)之服務。 

• 翻轉圖書館 
• 西門智慧圖書館(無人)、松山機場捷運站圖書館、台北市行動借書站(火車站)，

小而美圖書館貼合讀者之表徵，強調資訊可及性。 

• 兒童穿戴式裝置在圖像化簡化操縱及無所不在技術，對應整合實體及虛擬圖
書館之使用需求(國立公共圖書館送i-pad偏鄉服務)，將有可能突破鄉鎮圖書
館既有服務藩籬，縮小城鄉資訊服務差距。 

• 通用設計 
• 使用者-高齡、懷孕婦女、身心障礙者，在強調特定資訊服務之空間(醫院、

博物館)所用穿戴式裝置及資訊引介技術  研究初探 



需求探索 

 

• 傳統的圖書館給人的印象正經八百，難以親近。近
年來，科技化的時代來臨，圖書館開始改革，發展
為數位圖書館，加上電影鑑賞、方便的借還書、說
故事時間等新型態功能、服務，讓圖書館成為地方
或是社區資訊與休閒中心的角色，透過公共圖書館
網路連結，以及數位電子資源整體規劃建置，成為
數位資源典藏中心、圖書資源交換中心、數位學習
中心平台以及數位出版交流中心，也提升圖書館對
於地方與民眾之價值。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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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構想針對國立台中圖書館進行數位公共圖書館的規劃，規劃內
容分三區，分別為體驗區、休閒區及美術區。體驗區建置於入口旁，
扮演迎接使用者，介紹並導覽圖書館與館內服務等廣告行為的角色。
休閒區與美術區兩者相輔相成，休閒區藉由左腦到右腦的思維轉換，
將閱讀的文字轉化為空間與色彩的印象；美術區藉右腦到左腦的思
維轉換，使色彩、空間轉換為文字的認知。如此的轉換與來回，激
發民眾知識與創意的創造。 

設計理念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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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 

 1F  體驗區 

 2F  美術區 

 2F  休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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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區 

扮演迎接使用者，介紹圖書館的角色。 
位置   位於主要入口旁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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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圖書館時，透過RFID識別，主動辨別出使用者的

年齡、性別、借閱記錄等資訊，藉此設定出虛擬的身分
設定，例如小女孩是白兔、中學生是狐狸，這個設定可
以通行在全館的虛擬介面中。 

• 在體驗區旁的曲面螢幕，會在使用者進入時顯示出虛擬
身份跟一旁的虛擬助理，提醒使用者借還書資訊等。 

 

體驗區 

1.身分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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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觸控螢幕或投影大型螢幕介紹新書，使用者
可以用觸控式點選想看的新書。 

• 透過數位科技，將不提供外借的新書以電子書
方式提供試閱，甚至是下載試閱版電子書。 

體驗區 

2.新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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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入口旁的體驗區以圖書館的虛擬導覽為主，
讓使用者輕易的獲得他們需要使用的空間資訊。
使用者以RFID借閱證確認身分後，圓形的三度
空間顯示出圖書館內部空間，針對不同的使用
者性別、年齡，使用適當的語言透過資料探勘
或人工智慧建立推薦系統，推薦使用路線、書
籍推薦等功能。 

體驗區 

3.圖書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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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通常較缺乏耐心，兒童休憩區有鮮艷
積光束出來各式適合小朋友高度的坐椅，
小朋友可以坐、可以躺，用自己喜歡的姿
勢使用，讓小小使用者也可以跟大人一起
享受在圖書館閱讀的樂趣。 

 

體驗區 

4.兒童休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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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區 

• 左腦到右腦的思維轉換，文字轉化為空間與色彩。  

位置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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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字轉化的空間  

• 掃瞄書本的RFID晶片後，對文字的想像能透過互
動數位內容方式呈現，把文字的閱讀轉化成虛擬
的圖像、影像，一本書中的世界可以產生數種不
同的虛擬世界，同時也可以如線上遊戲般與他人
交流。 

休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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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是空曠的空間，想保有討論或閱讀的隱私時，把閱讀椅停在特
定的位置上，周圍就會出現電子圍幕，可作為討論跟閱讀的私人空
間，這個電子幕同時也是螢幕，可以作為討論時使用。但現階段此
部分建置可行性較低。 
 

• 一張讀者專屬的閱讀椅。在進到圖書館的那刻，可以使用RFID閱覽
證借到一張專屬於你的椅子，閱讀椅隨著使用者走到哪裡跟到哪裡。 

 
• 結合閱讀椅的空間，如同迴轉壽司般，中間有一個蜿蜒的輸送帶，

看完的書可以放上迴轉道，其他讀者就可以看到周遭的人看完的書，
由管理員定時回收部分的書籍。 
 

2.電子化隔間  

休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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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區 

• 右腦到左腦的思維轉換，色彩、空間轉換為文字。  

位置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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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畫 

• 將畫作投影在螢幕上，並以影像辨識技術感測週
遭觀者的行為，畫中的人物或物件產生回饋動作
或反應，使用者與畫作產生互動，藉由這些動作
認知參數，電腦可以提供相關之書籍讓使用者以
興趣導向的閱讀。 

• 將畫作轉化為動畫或以3D方式，變換看畫的角度，
增添觀賞畫作的趣味性。 

美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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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尺吋投影、拼接觸控螢幕組成或3D顯像等數
位科技方式觀賞數位化之中國十大名畫的清明上河
圖、千里江山圖等，觀賞其巨幅圖像之細節。 

2.數位名畫鑑賞 
美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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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um  & Library as a Knowledg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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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的知識 



3
0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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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nvironment 

• Design Statement: 
This submission for the library of 
the future does not provide society 
with a new state of the art facility 
experimenting with spatialization 
and cyberspace, but rather attemps 
to provide a means and method to 
transform existing libraries into a 
new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utilizes the Internet and redefines 
their existing typologies across the 
globe. This intervention provides a 
process that spans regionalism and 
anticipat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rough site specific integration 
and flexibility. This intervention 
also provides experimen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simultaneity of privacy and public 
exposure. 



3
2

 

First 



全球穿戴式裝置的科技熱 

兒童至圖書館的困難點 
•  對於圖書架構的知識分類不足、識
字能力之不足 
  

• 現今圖書館透過數位輔助兒童之科
技裝置不足，都影響將兒童使用圖
書館之經驗。 

• 穿戴式裝置開啟人類更俱行動與便利
的生活模式。 
 

• 目前市面上處處皆是針對成人設計的
穿戴式裝置，卻鮮少看見符合兒童族
群需求之設計應用。  



•

•

•

 



• 界定兒童在不同情境下的資訊尋求行為及相關資訊服務 

• 開發視覺化搜尋主題書籍介面推薦及協助兒童尋書 

• 配合兒童認知能力、空間經驗以行動裝置導航至書籍區位
尋書 

 

 

 

 

• 研究目標有三：  

• (1).打造分眾化之虛實整合主題式圖書館空間 (分眾主題) 

• (2).掌握利用圖書館紀錄及個人情緒、偏好以推播書籍 (探勘) 

• (3).配合兒童認知能力的大小螢幕尋書視覺化介面開發 

 

 



 
此穿戴式裝置將提供符合兒
童於圖書館行動時的需求 ： 
 
1. 虛擬空間介面提供書

籍引介:提供一符合兒
童認知的圖書空間，
並提供相關書籍引介。 

2. 虛擬實境整合：透過
GPS定位，幫助兒童未
來發展引導尋書路徑 。 

3. 快速的數位閱讀 
4. 有趣的社群分享 
 

 



日期 入館累計 最多現場人數 最多人停留時刻 平均停留時間 
週四, 十月. 1, 2015 436 49 14:00 29min. 

週五, 十月. 2, 2015 445 44 14:49 25min. 

週六, 十月. 3, 2015 2,399 242 15:15 31min. 

週日, 十月. 4, 2015 2,323 245 16:12 29min. 
週一, 十月. 5, 2015 5 0 ** 0min. 週一休館 
週二, 十月. 6, 2015 439 39 09:57 23min. 

週三, 十月. 7, 2015 509 53 13:55 31min. 

週四, 十月. 8, 2015 371 31 14:50 31min. 

週五, 十月. 9, 2015 2,339 206 15:53 32min. 
週六, 十月. 10, 2015 0 0 ** 0min. 國慶日休館 
週日, 十月. 11, 2015 2,130 213 14:50 30min. 
週一, 十月. 12, 2015 19 5 13:44 63min. 週一休館 
週二, 十月. 13, 2015 619 83 13:56 26min. 

週三, 十月. 14, 2015 517 60 14:09 41min. 

週四, 十月. 15, 2015 495 44 17:47 30min. 

週五, 十月. 16, 2015 490 56 16:54 29min. 

週六, 十月. 17, 2015 1,897 206 15:40 37min. 

週日, 十月. 18, 2015 2,137 204 15:25 29min. 
週一, 十月. 19, 2015 21 1 17:22 0min. 週一休館 
週二, 十月. 20, 2015 338 24 11:59 20min. 

週三, 十月. 21, 2015 490 76 14:28 37min. 

週四, 十月. 22, 2015 590 77 10:26 14min. 

週五, 十月. 23, 2015 448 46 17:13 25min. 

週六, 十月. 24, 2015 1,655 179 16:16 34min. 

週日, 十月. 25, 2015 1,841 189 15:00 33min. 
週一, 十月. 26, 2015 10 0 ** 0min. 週一休館 
週二, 十月. 27, 2015 531 112 13:36 26min. 

週三, 十月. 28, 2015 487 78 15:06 46min. 

週四, 十月. 29, 2015 348 67 13:54 33min. 

週五, 十月. 30, 2015 451 44 16:49 30min. 

週六, 十月. 31, 2015 1,593 162 16:13 33min. 

平均 851 - - 27min. 

總計 26,373 - - 



四種圖書館利用模式 
    書籍(

資料)
排列 

書籍資
料形式 

偵測讀者 
項目及目的 

利用書籍資料方式 

藍 (搜尋
模式)  

傳統索
書號書
架排架 

實體書
籍(冊數) 

讀者位置、心跳 
提供資訊系統 
不同讀者到某區
紀錄 

利用手錶導航到特殊主題之
區位 

綠 (瀏覽
書籍)  

智慧書
架 

熱門書
籍(2000
冊數*2) 

讀者位置、心跳 
勾聯讀者側封版
篩選紀錄? 

熱門書籍轉成icon視覺化分
類以利兒童利用分類擴張知
識領域來瀏覽 

黃 (推薦
書籍)  

觸控螢
幕 

書籍封
面轉電
子圖檔 

讀者位置、心跳 
勾聯讀者電子書
牆篩選紀錄? 

一般書籍藉由探勘來排序最
前面之7-10本書籍推薦 

紅 (教導
尋書) 

沉浸投
影 

無 讀者位置、
(Kinect)動作 

遊戲化關卡 館員指導教學 



 



 



以投影沉浸方式來塑造閱覽
氛圍，並以互動式動畫方式
嘗試告知兒童使用規章及最
新消息，此種沉浸投影環境
要能夠降低兒童之認知負載，
並有興趣專注於館員嘗試告
知重要之消息，所設計的虛
擬環境需要能夠貼合兒童之
生活經驗，需要發展適合圖
書館之故事線，如配合國小
高年級科技導向的動態流程
介面，或是重故事性的大雄
的書屋中智慧圖書館設備之
利用說明，在點選後，均會
適當的以動畫來指導小朋友。 



• 結合人、書、空間之關聯，首要建立讀者身分能部分揭露
之欄位及資訊需求間之關聯 



關鍵詞 類型：形容詞 
人類的/人的 漫畫的 封面不錯的 很多的 
植物的 人跟圖案的 動物的 過年的 
大的 公主的 好看的/蠻好看的   
厚的/厚厚的 聖經系列的 立體的   
自然的 凶暴的 昆蟲的   
很多故事的 可怕的 恐龍的   

關鍵詞 類型：名詞 
小公主 小女孩 瓢蟲(共2次) 媽媽 
國語 豬太郎 恐龍(共3次) 婆婆 
漫畫(共4次) 夢想(共2次) 非洲 農夫 
藍色小精靈 動物(共3次) 猴子 牛 
童話(共2次) 歷史 醫生 獅子 
繪本 冒險 蛇/蟒蛇 長頸鹿 
傳記 烏龜 護士 城市 
歷險記 貓咪(共2次) 椅子 天使 
女生 馬 藥水 博物館 
爸爸 大象 好朋友 鍬形蟲 
奶奶 氣球 人(共2次) 巧克力工廠 
過年 聖誕節     

關鍵詞 類型：有動作描述 
昆蟲在長大 畫畫 克服恐懼   
晚上有點怕 有人在拜拜 紐約介紹   
過新年 過生日     
吃年夜飯 昆蟲怎樣長大     
喜歡過年 聖誕樹下放禮物     
生氣 拿食物來吃     

關鍵詞 類型：角色(代名詞) 
小公主 小女孩 媽媽 天使 
女生 醫生 好朋友 農夫 
爸爸 護士 奶奶 婆婆 



• 館員指導:兒童不同於成人心智成
熟，需要針對分齡分眾來設定適合
期閱讀之書籍，每本書之值是固定
的，鎖定此年齡組中該書的推薦值，
舉例來說，一般書籍都是推薦為1，
但是針對特殊群組，有些書設定
0(不推薦)，例如對小學男孩的小
公獅子群組中，武俠小說不推薦設
定為0，歷史小說為1(無所謂，可
以看但不特別鼓勵)，對於人文傳
記、語文繪本閱讀類設定為2，極
為推薦。 

• 群組偏好:針對特定群組過去借閱
書籍紀錄及空間軌跡紀錄，以資料
探勘方式抽取脈絡來建立推薦書籍。
群組主要針對年齡別交叉性別，並
探索與各書籍之借閱欄值之間之關
聯性。 

• 個體來館心態:藉由智慧手錶偵測
兒童心跳等，來初步判定兒童是興
奮、歡喜，還是平靜心態等情緒，
從而配合情緒介紹合適的書籍給兒
童觀看。 
 



• 兒童圖書館的虛擬導航系統需
讓兒童圖書館的虛擬導航系統，
讓讀者輕易的獲得他們需要使
用的空間資訊。使用者在兒童
學習中心流通櫃台以閱覽證確
認身分，並租借兒童穿戴式手
錶配對後， 

• (1)可以確認兒童使用者之空間
區位(起點)， 

• (2)可以不同方式(語音、ICON)
輸入想要的書籍資訊。由後台
確定書籍之位置後(終點)， 

• (3)利用兒童穿戴式智慧手錶指
示書籍所在的大概方向。 

• 書籍所在書架之精準位置，則
可以利用圖書館之書架側封版
上的觸控螢幕來精準顯示，當
兒童到達書籍所在書架附近，
側封版觸控螢幕會顯示書籍在
書架上第幾排。 



• 公共圖書館服務之兒童從3-12
歲，兒童身心發展有巨大之變
化，因此視覺化介面要根據不
同年齡兒童來發展， 

• 5、6歲適合使用融入具體生活
主題之靜態地圖視覺化界面、 

• 8-10歲適合使用融入國小課綱
的2D平面動態遊走虛擬空間介
面、 

• 11-12歲則已經可以使用抽象、
3D空間動態簇群主題虛擬介面。
因此在書架側封上之觸控螢幕，
除原有(default)標準化書架排列
方式呈現虛擬書籍封面，將可
隨智慧手錶偵測使用兒童之年
齡來分別呈現不同視覺化界面 



第四階段-視覺化介面設計 http://aaixd.com/storybook/index/ 

http://aaixd.com/storybook/index/
http://aaixd.com/storybook/index/


實驗中可得知兒童搜尋書
籍會將己身生活經驗導入，
為貼何兒童生活經驗，以
場館地的模式作為設計發
想，並已見的生活場域做
命名。 
 

設置輔助按鈕協助點選使
用：網站介面設計縮小、
放大、上下位移等按鈕，
直覺性的設計於左右兩側，
方便點選操作。  

第四階段-視覺化介面設計 



餐廳 外太空 交通館 

動物園 海洋館 學校 

家庭館 城堡 

第四階段-視覺化介面設計 



將每個場館皆用一色彩表示，
讓兒童能用色彩快速辨別出該
場館，並且用扇型方式做呈現，
用滑鼠可以點選並縮放  

加上動態效果，讓使用者增加
有趣性及驚奇感。此設計經由
二位國小學童初步測試後，二
者皆表示該介面搜尋「很有
趣」、「畫面好酷！」  

第四階段-視覺化介面設計 



ILS 

智慧書架 

後台系統 
 
 
 
 

大型螢幕 

側封板螢幕 

•借閱資料 
•讀者資料 
•借閱歷史 
•圖書分類 
 
舊資料
與新資料 

Tag資料 

顯示分析資料 

顯示分析資料 

兒童智慧書架 – 軟體通訊(API)/方式 確認 

智慧手錶 

ibeacon 基地台 

定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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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系統 

APP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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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封板螢幕 側封板螢幕 側封板螢幕 側封板螢幕 

UHF Reader
及控制電路 

UHF Reader
及控制電路 

UHF Reader
及控制電路 

UHF Reader
及控制電路 

10cm 

100cm 
    | 
120cm 

10cm 

120cm 
    | 
140cm 

90cm 

45cm 

UHF Reader 
220*210*60mm 

觸控螢幕 
439*364*40mm 

Display Area :  
376.32x301.06 mm 
 
Dimension:  
439x364x40mm 

兒童智慧書架 - 架構規劃 V1.0   1-3 (放置方式) 





 









小美今天跟著父母來到台中兒童學習中心，他帶著既期待又興奮的心情，進入了彷彿時空隧

道的入口。此時，右邊的互動牆上是宇宙風格的宣導動畫及小遊戲，他與太空人一起探險，

漫步在浩瀚的宇宙中。 



通過入口的時空隧道後，看到的是如森林一般的場

景，她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找有興趣的書籍，但第一

次來對環境很不熟悉，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開始找

起。 

此時爸爸看到左邊的櫃檯有免費租借智慧型手錶尋

書的服務，館員在電腦輸入了小美的讀者卡號碼後，

開啟手錶裡的尋書APP，確認是否成功連接小美的

資料。 



小美戴上手錶後，看到的是可愛的太空人在跟他打招

呼以及代表小美身分的ICON，他問小美：「Hello!迷

路的小白兔，我知道有幾本書你可能會喜歡喔，需要

我幫你帶路嗎?」 

因為小美第一次來，他也不知道該走麼走才能找到

他喜歡的書，於是她就點選了「好，幫我帶路」，

太空人說：「那就跟著箭頭走吧!」，此時畫面上出

現了動態的指示箭頭。 



小美跟著箭頭，來到了弧形書架區，雖然有找到幾本想借的

書，但還想去其他地方再找找看，於是她點選「我還想去其

他地方找找~」，她繼續照著螢幕上的箭頭走。 

已經到囉~在這裡看看有

沒有喜歡的書吧! 

 

我還想去其他地方找找~ 

我該走了，再見~ 

太空人帶她來到的是智慧型書架

熱門書籍區，她看到冊封版顯示:

「嗨~小白兔，你想找的書在這

裡喔」，於是她點選了冊封版螢

幕，查看書籍簡介等資訊。 

 

已經到囉~可點點看螢幕

找找看有沒有喜歡的書! 

我還想去其他地方找找~ 

我該走了，再見~ 

冊封版會以先來使用的人為主，要等其他人使用完才會顯示 



雖然有找到幾本想借的書，但還想去其他

地方再找找看，於是她點選「我還想去其

他地方找找~」，她繼續照著螢幕上的箭

頭走,離開了智慧型書架區。 

太空人帶她來到的是電子書牆推薦區，

她看到上面顯示了數本書提供她選擇，

而她對幾本書滿有興趣，於是去找了這

幾本書。 

已經到囉~點點看電子書

牆，找找看有沒有喜歡的

書吧! 

確定 

今天很開心可以幫你帶路

喔!下次再來跟我一起玩

吧~ 



這時爸爸說時間差不多該回家了。 

今天太空人推薦了她好多喜歡的書，小美

心滿意足的拿著手上的書去自助借書區完

成借閱，開開心心的跟爸爸回家。 



行動時操作介面
之需求 
• Beacon發射器只是很單純的送一個訊息或
訊號給您手機的App，Beacon 還是得搭配
一個App，或許是開發成本的考量(特別是
對原本就沒App的單位)，或者讀者為此還
要特地去下載App。黎慧雯、林奇秀就發
現台灣各大學圖書館AppApp的使用狀況並
不踴躍。學生期待 App 能逐步指引實體館
藏所在位置 

• 1. 以移動中或快速查檢的使用情境為設計
概念：多數受訪學生指出，App 的使用時
機通常是移動中，或手邊沒有電腦但急需
查檢資訊的情境中，通常是已知項目檢索
或條件明確的檢索。 

• 2. 設計適合小螢幕輸入與瀏覽的 App 介面：
手機螢幕較小，輸入較不簡便，其檢索行
為與檢索功能的需求，也會與電腦上的檢
索行為不同。圖書館在設計 App 的館藏檢
索功能時，應針對App 的使用情境重新思
考檢索點、檢索功能、檢索步驟與結果呈
現方式等運作方式。 

 

 



精準定位 

• Beacon則可將定位範圍精準到2～100公尺內 

• 日航便在東京羽田機場登機門裝設Beacon，與地勤人員身上
的智慧手錶連結，錶面上會顯示員工所處位置。也可透過手
錶和其他員工聯絡，取代以往用無線電指派地勤工作的方式。 

• 荷蘭史基浦機場，當旅客手持安裝荷蘭皇家航空App的手機經
過機場裝設的Beacon時，手機就會告知旅客離目標登機門還
有多遠、需要走幾分鐘，而且每經過一顆Beacon，資訊就會
更新一次。 

• 特易購則是藉Beacon強化服務，讓使用者在App建立待買清單，
當使用者一進入到賣場內，手機就會告知每項商品的位置，
節省購物時間。 

• Beacon能夠針對鄰近消費者放送訊息，若再結合顧客歷史消
費資料，便能做到如子彈般精準的行銷訊息傳播 

• 土耳其航空還在貴賓室安裝Beacon，用以辨識會員身分。確
認會員身分後，土耳其航空App便會打開空中圖書書庫，讓會
員可以在貴賓室閱讀書籍、雜誌打發時間。 

• 國內廉價航空也即將推出Beacon行李防丟器，將Beacon做成
行李標籤，讓旅客追蹤行李動態，在行李輸送帶等候時，得
以第一時間立刻找到自己的行李 

• 香港集團旗下通常一次就有10、20家購物中心，目前許多業
者正在思考如何藉由Beacon，蒐集每個櫃位的來客數和來客
停留時間，以做為調整櫃位租金的依據。 

• Beacon推播訊息的頻率也是一大學問，畢竟沒有人想要一走
進賣場就被廣告瘋狂轟炸 

• 管理者有點難以掌控每顆Beacon的情況，它必須要拿著手機
在賣場中走來走去，才有辦法探勘每顆Beacon的狀況。 

• Beacon就像是公共廣播站，硬體擁有者若沒有特殊技術保護，
任何人都可以「借用」Beacon散播出去的頻段放送訊息。 

? 



1. 數位原生代兒童之導航尋書模式開發協助閱讀 
2. 臺北聯合大學跨領域合作研究成果融合應用。 
3. 國資圖實務人才導入研究成果應用。 
 
合作機制成效 
          國資圖是擔負支援全臺公共圖書館服務之角色，本次計畫以前
瞻性理念開發智慧化兒童圖書館，發展創新型態之圖書及電子書互
動展示(智慧書架側封版、e-Book電子書牆)，建立以圖書館空間導
航之互動體驗專區(兒童穿戴式手錶導航、圖書館入口沉浸情境及
使用規章嚴肅遊戲)。 
          分析兒童學習行為研究以了解讀者閱覽偏好、情緒影響的主題
分類(兒童主題知識架構與關鍵詞分析)，及建立兒童學習行為模型
及推薦書籍機制建構(典藏書籍主題詮釋資料結構探勘及書籍推薦
機制)，打造分眾化與個人化之虛實整合主題式學習空間，以支援
國資圖作為數位學習資源中心。 
         大學原有研究成果，藉由國資圖之場域落實，將可以促發國資
圖成為亞太地區領先的兒童智慧學習資源中心。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