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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教圖書館未來發展的
想像
李志強 光原社會企業共同創辦人
【提要】本文就圖書、空間、人和互動模式四個要素，思考與探索行動通訊時代所帶來的轉變，以
及未來佛教圖書館發展的一些可能性。

關鍵詞：佛教圖書館；行動通訊時代；圖書館；創新

一、前言
長久以來，佛教的圖書館（或是藏經閣）一
直扮演著保存佛法文字紀錄和促進佛法傳承與流
通的重要角色。然而自從二十一世紀開始，隨著
資訊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人們使用資訊的習慣

夠持續發展，並擴展影響力。
本文將以圖書、空間、人和互動模式四個要
素，對佛教圖書館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提供一些
想像。

二、圖書館與佛教圖書館

正產生巨大的改變。檢索引擎提供大眾尋找相關
訊息更便捷的方式，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讓人們
彈指之間就能取得連線，數位化的大藏經
（http://www.cebta.org）讓人們不再需要跑到藏經
閣即可閱藏，而雲端技術的發展，更將訊息處理
的中心移到了使用者端，不用再擔心存取和維護
的細節。這樣的改變雖然主要發生在年輕的使用
者族群，不過正因為年輕族群是未來社會的主導
力量，也因此佛教圖書館不得不思索，面對未來
可以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和定位，讓佛教圖書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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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圖書館呢？依照維基百科的定義：「圖
書館是一個收藏資訊、原始資料、資料庫並提供
相關服務的地方，由公共團體、政府機構或者個
人組織開辦。圖書館的作用是讓人們使用那些他
們不願意購買（或者無力購買）的館藏，這些館
藏可能個人不能提供，或者需要專業的協助（註
1）。」也就是說，圖書館是一個收藏資訊並提供
資訊服務的場所。
如果簡單地剖析「圖書館」這個概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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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覺地得到以下幾個組成要素：

（一）圖書
圖書館是資訊典藏的地方。傳統以來，這些
資訊以書籍、圖像或是相關儲存媒介（如影音檔
案與微縮影片）等等的方式保存，也因此我們可
以說，圖書是圖書館最重要的組成要素之一。這
也是圖書館有別於咖啡館、博物館或是體育館的
地方。

廣和介紹的互動活動在這個場域中發生。
如果圖書館可以分解成為圖書、空間、人和
互動模式四個要素，也許我們就能夠透過這四個
要素來思考與分析「佛教圖書館」的特色，並尋
找佛教圖書館在不同面向的意涵。
圖書：佛教圖書館保存佛教書籍及相關資訊。
空間：佛教圖書館是位於佛教機構內或是充
滿佛法氣息的空間。
人：佛教圖書館主要的使用者是佛教徒，或

（二）空間
所謂的「館」，即是一種空間，也因此空間
構成了圖書館另一個重要的面向。然而這個空間

是由佛教徒所經營。
互動模式：佛教圖書館傳揚並實踐佛法的互
動模式。

具有某種公共性，允許其他要素參與，並提供服
務。這樣的空間不僅只是指圖書本身所占據的空

三、新時代的變遷

間，也包括其他要素參與時活動及互動的空間。

在行動通訊與雲端科技的時代，網際網路和

在這個空間中，資訊得以被展示，人得以參與，

資訊通訊科技徹底地改變了大多數人們的生活方

而服務得以發生。

式，同時也重新定義了上述圖書館的四項組成要

（三）人

素。以下簡述筆者對於此四個要素改變的觀察。

無論是服務提供者或是服務使用者，圖書館

（一）圖書的改變

都與人息息相關。只有圖書與空間，可能會形成

首先，圖書的形態不再侷限於紙本，借閱不

藏經洞（註 2）或是書庫，但不是圖書館。人，無

再需要傳遞物質，數位媒介日漸普及，檢索可以

論是經營者、工作人員或是讀者，是使得圖書館

讓人們只取用資訊中的某一個段落，全本的實體

具有生命力的主要因素。

書籍不再成為必要，對資訊擁有的模式改為限期

（四）互動模式

付費的使用權。

並非只有圖書館和圖書、空間、人有關，書

另外，隨著數位出版的日益成熟，書籍的出

店也是，印刷廠也是。最後，讓圖書館之所以別

版變得更為容易且快速，因此出版品變得更多（註

於他者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圖書館特有的服務，

3），也更具多樣性，讀者的選擇也愈來愈多（註

也就是人和圖書與空間之間獨特的互動模式。圖

4）。對於圖書館而言，要網羅搜集相關的圖書，

書館保存並且提供了人們不容易取得的資訊，讓

將形成更重的負擔。

人們得以瀏覽或是查閱。在此同時，也有許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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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的改變
網際網路構築了一個跨越時空限制的虛擬空
間，而行動通訊技術將這個虛擬空間和現實生活
緊密的連結起來。螢幕改變了人們對於空間的認
知，使得人們透過螢幕快速地走進另一個空間，
在此同時，卻也有讓人從虛擬空間中走出來的行
為發生，例如流行在青少年或是動漫迷之間的
Cosplay 現象，即是把虛擬的概念具現化在現實中
的例子。
圖書館的空間也因為資訊的發達而產生變
化。除了提供各式線上查詢的工具之外，還需提
供插座、網路以利電腦與通訊設備使用。由於尋
找圖書可以透過網路進行，圖書館的實體空間反
而成為最好的清靜與避暑之地（註 5），有時甚至
還會造成其他的困擾（註 6）。

（三）人的改變
在傳統的服務中，服務提供者的面貌日漸被
數位符號所取代，任何可以被自動化取代的人力

宗教中得到啟發。當然，我們也無法忽視全球人口
爆炸這一個事實，對資源的需求也隨之提升。

（四）互動模式的改變
人和資訊以及空間的互動模式，產生了跨越
式的改變，傳統的服務模式，除了從實體通路移
動到虛擬通路之外，所有的動作也更容易地被紀
錄和查詢。除了物流以外，金流、資訊流、服務
流和商流，皆能透過網路或是行動通訊來連結和
處理，這也讓資訊的處理變得更為快速。
對於圖書館的服務而言，使用者透過電子化
介面快速地借還書，電腦和相關的資訊設備也成
為現代圖書館必備的要件。從條碼（Barcode）到
無 線 射 頻 辨 識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術，讓圖書的管理流程更加具有效益，
日新月異的檢索系統也讓電腦取代了某部分專家
的角色。

四、不同要素與人的關係之改變

都將逐步消失。人們不用再移動到不同的地域就

如果我們針對四個要素彼此之間的關係進行

可以接觸到資訊和取得需要的服務，也讓使用者

分析，就可以得到四乘四共十六個項目（「人與

的習慣產生巨大的改變，所有的服務都朝向個人

圖書」和「圖書與人」視為不同的項目）。礙於

需求為中心匯集。只要打開平板電腦連上無線通

篇幅，以下僅針對「人」與「圖書」、「空間」、

訊網路，所有的交換和交易都可以透過單一的介

「人」、「互動模式」之間的互動關係進一步地

面完成。然而更重要的一點，可能並非是使用資

探討。

訊的便利性增加，而是在 Web 2.0 的時代，人們
有更大的能力參與資訊的產生、分享與評價過程。
另一方面，老齡化與少子化等社會結構的轉
變，成為值得重視的現象。而全球化與中國的崛
起，帶來更多中文的愛好者與學習者；物質生活的
豐足，也促成心靈需求的提升，讓更多人期待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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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與圖書的關係
人們分享與取得資訊的方式與態度已經發生
巨大的轉變。首先，人們如有任何問題，很容易
地透過搜尋引擎、線上百科和線上知識社群等
等，就可以得到必要的解答。也許得到的解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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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準確或是充足，但是這種使用習慣，使得

意力，但是相對地，對另一部分的人而言，需要

人們更容易滿足於快速與目標導向的服務，資訊

的卻是簡潔而沒有壓力的空間──當然，這也許

的取得變得更為多樣化和破碎。

要更多視覺上設計。

再者，圖書成為眾多資訊來源的一部分，許
多圖書同時也提供了數位形式，人們購買電子書
下載，或是上網瀏覽，不再需要抱著厚重的實體
書籍。也許人們有興趣的只是一整本圖書的某一
部分，這也使得借閱一整本書變得愈益沒有必要。
第三，Web 2.0 所帶來最大的改變，是人們對
於資訊的立場，不再只處於訊息的單純接收者，
而成為資訊的產生者、分享者和評價者。因此，
人們可以更容易地創作圖書，而瀏覽器就像是一
本虛擬且動態的「天書」──每當你想要一件事
情的答案，網路就會回應你成千上萬的資訊。

（二）人與空間的關係

（三）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人的互動愈來愈不直接，但連結卻更為
廣泛而深入。首先，因為各種溝通媒介的發展，使
得人們可以運用各種非同步或是同步的方式進行
溝通，例如：手機、視訊電話（Skype）、簡訊和
即時通訊（如 LINE）或是電子郵件，同時透過網
路卻又可以和遙遠處某個不認識的人建立關聯。
再者，由於許多服務漸漸地無人化，讓人和
人的互動減少。例如傳統的繳款、轉帳、繳稅等
等，都可透過網路或是 ATM 進行；或是圖書館的
借閱服務，轉換成自動化的機器。
第三，人們擁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特定對象

當人們的目光開始聚集在螢幕（電腦、平板

的訊息；另一方面，直接接觸卻也成為行銷的重

電腦、智慧型手機等）上，人們注意力的焦點就

要手法。例如歌手的演唱會取代銷售 CD，成為收

被綁縛。這使得人與空間的互動，產生了另一層

入重要的來源；作家需要做更多的簽書會或是演

次的改變。首先，螢幕中出現了虛擬的空間，透

講，來掙得影響力。

過螢幕和虛擬空間互動。線上圖書館就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
再者，實體空間對人的意義，逐漸開始平面
化、背景化，或是轉變成為相機捕捉的客體。人
們的視覺與聽覺感知被強化，也使得其他的感官
相對弱勢。無論在哪兒，就算是很擁擠的空間，
只要有一個可供注視的螢幕，人們就能很安住在
其中。這可以從捷運上人手一機的狀況中得知。
第三，由於被大量的資訊媒介訓練，人們對
空間的要求同時也在某個程度上提升。對一部分

（四）人與互動模式的關係
快速、簡潔、單一的入口是人們對服務的想
像與期待，於是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雲端等
服務應運而生。首先，由於資訊搜尋與轉換頻道
的成本降低，需要等待或是過於複雜的程序，將
漸漸被人們所疏遠。人們開始習慣運用網路來取
得所需，如果可以上網買書，就不會千里迢迢跑
去書店買，特別是網路商店常常有更多的折扣。
其次，由於各式自動化介面與網路介面日益
成熟，使用者也逐漸熟悉了如何運用相關的系

的人而言，需要更多視覺上的設計才能捕捉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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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因此反而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成本變高。

是平板電腦，但同時依然有迷戀紙本書籍的人

而隨著網路社群的參與經驗增長，使用者對於互

們。當然，並非所有的書都有數位版本，也並非

動過程的參與感與主導性也逐漸增強。

所有的電子書都能輕易地在網路上取得。圖書館

第三，所有的互動模式漸漸加入了遊戲與娛

對於紙本書的保存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

樂的元素。目前探討遊戲（如視訊遊戲或是線上

許在未來電子書大行其道之時，圖書館將成為紙

遊戲）運用在教學或是商業上的研究愈來愈多，

本書最後的藏經閣。

而年輕的一代也因為長期玩相關的遊戲，而愈來

2. 空間的參與

愈熟悉遊戲的元素。《加入遊戲因子，解決各種

佛教圖書館可以走出現有的實體空間而進入

問題》一書就斷言：「未來，要分辨遊戲與日常

網路空間中，建立線上的圖書館和服務流，與現

生活將會愈來愈難。遊戲將無所不在，而玩樂與

有的 Web 2.0 服務或社群連結，提供網路借還書

現實的界線也會因為遊戲而變得愈來愈模糊（註

服務，邀請網路社群參與圖書的分享與評價等等。

7）。」

五、探索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佛教圖書館可以打造一個網路上
無法替代的空間，來創造全新的「閱讀」經驗。
而舊有的圖書館可以透過通用設計的概念來轉

考量移動通訊時代裡使用者的需求以及日常

化，提供更多人便利使用（註 8）。圖書館的空間

生活中逐漸熟悉的各種新模式，我們或許可以從

也能和其他的服務相結合，與在地社區合作，或

中找出未來佛教圖書館發展的新契機。同時，面

是與環境融為一體。甫獲選為全球最美 25 座公立

對新的社會樣貌與新的科技發展，我們需要更明

圖書館之一的臺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就是很

確地定位佛教圖書館的使命與價值，才能找出更

好的例子之一（註 9）。

好的服務方向。以下針對已有圖書館的發展與新

3. 人的參與

建圖書館的可能性，分享筆者個人的臆測。

（一）已有圖書館的發展
1. 新圖書（資訊媒介）的參與
隨著儲存媒介的日新月異，資訊可以以不同
的媒介方式加以儲存，這包括數位化或是影像
化。而數位化的書籍能夠更容易地被資訊系統所
運用，諸如檢索、編輯和再創作，也因此佛教圖
書館可透過發展或是連結現有的資訊典藏來創造
新的價值。
有許多圖書館開始出借「電子書閱讀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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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圖書館可以透過與社群互動而提供更專
業及廣泛的服務，邀請法師或專家學者分享佛法
義理與日常生活的運用，開設讀書會或是相關學
習課程。同時，佛教圖書館也可以透過網路取得
專家的線上諮詢或是服務，也可以邀請使用者共
同打造或設計圖書館。網路讓世界各地的人的參
與，變得更為容易。
4. 服務的參與
佛教圖書館可以取代市場之不足，像是流通
較少的書籍，或是費用高昂不易取得的書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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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透過圖書館把資訊或是知識提供給更多人使

書的形態改變了，圖書館的空間必然也需要跟著

用。另一方面，佛教圖書館也可以建構成為學習

改變。一個全數位的圖書館可能只有電腦而不會

與知識服務的中心，甚至是數位學習的中心。佛

看見一本書，例如 http://fwlibrary.cushing.org/（註

教圖書館也可以舉辦各式知識尋寶的活動，吸引

10）。

人們參與。

3. 新的人

（二）新建圖書館的可能性
1. 新的圖書
圖書館一定只能借閱圖書嗎？答案是不一
定 。 真 人 圖 書 館 （ Human Library, http://
humanlibrary.org/）出借的是有獨特經驗與觀點的
個人，工具圖書館（Vancouver Tool Library, http://
vancouvertoollibrary.com/）出借的是各式工具。除
了圖書之外，我們是否能夠創造一個能夠弘揚佛
法同時服務眾生的圖書館呢？又或者，佛教僧團
乃至每一位佛弟子，其實都是佛教圖書館的一部
分呢？
當圖書館開始外借電子書閱讀器，改變的可
能不只是資訊的載體，而是一個進入嶄新世界的
入口。
2. 新的空間
圖書館一定要放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上嗎？答
案是不一定。行動圖書館（Mobile Library）透過
行動書車，可以把圖書運送到偏鄉；圖書漂流

我們需要新的人才來創建新的圖書館。新的
圖書館可以為新的客群提供服務，圖書館的服務
者也可以是知識社群的成員，透過自動化的設
計，使用者自助的圖書館也成為一種新的可能，
諸如國立臺中圖書館在臺中火車站所設的「微型
自助圖書館」。另外，機器人可能也是好的新人
選之一，如國立臺中圖書館的波比（註 11）。
4. 新的互動模式
圖書館經驗可以被重新定義，可以像是進入
了電影《哈利波特》的場景一般，而未來的圖書
館，借閱不再必然是免費服務（註 12）。閱讀的
經驗也可以被重新定義，透過數位典藏的活動運
用，可以改變資訊的內涵，也可以重塑使用者與
書籍的關係，例如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NYPL）
所推出的 Stereogranimator 服務（註 13），便可以
讓使用者從圖書館的數位典藏相簿中挑選出照
片，然後轉換成可分享的圖檔。

六、結語

（Bookcrossing, http://www.bookcrossing.com/）可
以視為將整個城市轉化成為圖書的流通場域。
網路所創造的虛擬空間，自然也是一個新的
空間。毫無疑問地，谷歌（http://google.com）、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或是線上知識
社群，都是尋找資訊的入口。智慧型手機的應用
程式（APP），則構築了另一個空間。然而如果

所有的技術都是一種工具，善用之，可以協
助機構達成使命；反之，如果只是追逐科技發展
的腳步，佛教圖書館永遠只能不斷追趕，並且感
到痛苦。筆者相信，透過重新思考和檢視佛教圖
書館的組成要素和使命，參考各種新的趨勢和科
技，相信能為未來佛教圖書館的發展，帶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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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而未來的佛教圖書館，也將融合科技與人
性，在新時代中繼續成為弘揚佛法的重要堡壘。

【附註】
註 1：維基百科「圖書館」，http://zh.wikipedia.org/wiki/
%E5%9C%96%E6%9B%B8%E9%A4%A8。
註 2：可參閱維基百科「藏經洞」，http://zh.wikipedia.org/
wiki/%E8%97%8F%E7%BB%8F%E6%B4%9E。
註 3：參考《99 年圖書出版產業調查報告》：「根據全國
新書出版資訊月刊，臺灣申請 ISBN 的統計資料，圖
書種數在 2007 年以前是年年成長。但於 2007 年開
始出現減少，到 2009 年減少至 40,472 種。2010 年
圖書種數較去年成長 6.44%，可以預期圖書出版產
業 已 進 入 景 氣 回 溫 期 。 」 http://www.gio.gov.tw/
info/publish/2010survey/catalog3-2.html。
註 4：王祿旺，〈數位出版大眾化的關鍵因素〉，《2008
出版年鑑》，（臺北：行政院新聞局，2008），
http://info.gio.gov.tw/Yearbook/97/6-3.html。
註 5：參考新聞報導〈圖書館避暑！讀書沒幾人 低頭族居
多〉，《中時電子報》，2012 年 7 月 15 日，http://video.
chinatimes.com/video-cate-cnt.aspx?cid=6&nid=82796。
註6：參考新聞報導〈圖書館冷氣太好睡！慣竊專偷避暑民
眾〉，TVBS，2011年8月21日，http://www.tvbs.com.tw/
news/news_list.asp?no=jimmyliu220110821114815。
註 7：亞倫．迪格南著；廖大賢譯，《加入遊戲因子，解
決各種問題：激發動機、改變行動、創造商機的祕
密》，（臺北：先覺出版社，2012），頁 24。
註 8：吳可久，〈應用通用設計原則於公共圖書館空間規
劃之分析〉，《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28 卷 3 期
（民 100 年 3 月 15 日），http://www.tpml.edu.tw/
public/Attachment/1531155236.pdf。
註 9：“The 25 Most Beautiful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World,”
http://www.flavorwire.com/280318/the-25-most-beautif
ul-public-libraries-in-the-world?all=1.
註 10：“The future of libraries, with or without books,”
http://edition.cnn.com/2009/TECH/09/04/future.libra
ry.technology/.
註 11：〈感動！國中圖機器人定名「波比」〉，http://www.
ntl.gov.tw/NewsDetailC100.aspx?KeyID=cf68330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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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f-44e1-a9e3-33f447c9e0e3。
註 12：鄭恒雄，〈考察歐洲公共圖書館見聞紀：荷蘭與布
魯塞爾篇〉，《書苑》，48 期（2001 年 4 月 1 日），
http://public2.ntl.gov.tw/Publish_List.asp?CatID=3299
；鄭恒雄，〈考察歐洲公共圖書館見聞紀：德國篇〉，
《書苑》，49 期（2001 年 7 月 1 日），http://public2.
ntl.gov.tw/Publish_List.asp?CatID=3346。
註 13：http://stereo.nyp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