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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間營造圖書館 
健康的閱讀環境 

姜義臺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創新學習整合組專員、國立中興大學文化

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兼任講師 

【摘要】「2019年至 2020年的新冠肺炎（COVID-19）」，世界各國隨著疫情的攀升，

進而隔離、封城、關閉邊境，工廠停工、學校停學成為常態，全球經濟和居民的生活

受到極大衝擊，許多國家的圖書館也相繼被迫關閉。圖書館為特殊的室內環境，作為

讀者閱讀學習和蒐集資訊的公共場所，它既是書刊利用的密集地，也是人群比較集中

的場所。因此，探討圖書館內環境汙染及其防制，就顯得更加重要；它不僅關係到工

作人員及讀者的身體健康，還關係到疾病的傳播和擴散。圖書館組成的三大要素為館

舍、館藏以及人員，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克萊門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圖書館館長 Christopher Cox，就館藏、服務、空間和圖書館運作四方面的

趨勢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內各級學校無不繃緊神經，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所制定的大眾運輸、公眾集會及各級學校、教育機關等相關防護建議指引，進

行各項防疫措施。圖書館配合推動包括要求進館讀者強制量額溫並採實名制入場，閱

覽區採梅花座以維護社交距離等多項防疫措施，以及借還書時也會進行消毒，避免書

籍的接觸感染。這波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廣泛蔓延，是危機也是轉機，而電子資源為

圖書館帶來新的複雜性，也帶來新的機會。 

關鍵詞：新冠肺炎；COVID-19；圖書館閱讀環境；電子資源推廣 

 

 

一、前言 

2019年底，中國武漢發生多起不明原

因肺炎，突如其來的疫情在全球迅速蔓

延；2020 年 2 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宣布將這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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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衛生事件，並將此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

疾病命名為「COVID-19」。世界各國隨著

疫情的攀升，進而隔離、封城、關閉邊境，

工廠停工、學校停學成為常態，全球經濟

和居民的生活受到極大衝擊，許多國家的

圖書館也相繼被迫關閉。國際圖書館協會

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

也推出「新冠病毒與全球圖書館界」網頁，

定期更新各國圖書館閉館情況和疫情期間

服務情況。（註 1） 

二、圖書館閱讀環境的潛在汙染來源 

良好的圖書館環境，既能誘導讀者的

學習欲望，又能陶冶讀者的心靈，使讀者

享受到情感上的愉悅。圖書館為特殊的室

內環境，作為讀者閱讀學習和蒐集資訊的

公共場所，它既是書刊利用的密集地，也

是人群比較集中的場所。因此，探討圖書

館內環境汙染及其防制，就顯得更加重

要；它不僅關係到工作人員及讀者的身體

健康，還關係到疾病的傳播和擴散。 

圖書館的主要汙染來源有下列幾項： 

（一）空氣汙染 

圖書館每天面對來自四面八方、體質

各異的讀者，對圖書館的空氣品質造成了

極大挑戰。在侷限的空間內，這些讀者的

說話、呼吸、咳嗽、打噴嚏等行為，都會

致使圖書館內空氣汙染嚴重高於室外；尤

其是室內有帶病讀者時，病原菌的傳播將

會大大高於外界；加上圖書館採用中央空

調，室內外空氣流通減少，空氣品質更是

堪憂。 

（二）圖書汙染 

圖書館內最為重要的資源，即為圖

書。圖書以紙張為載體，難免會攜帶各種

微生物；同時，書籍在不同的讀者之間傳

閱，遇到不善愛護的讀者，就會使圖書淋

雨受潮發霉，或帶到餐桌、廁所等處，致

使書籍沾染許多細菌。（見圖 1） 

 
圖 1：期刊合訂本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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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用設施汙染 

圖書館有許多公用設施，例如閱覽桌

椅、飲水機、廁所坐式馬桶等，經常成為

傳播疾病的途徑；尤其是讀者每天使用的

電腦鍵盤、滑鼠和耳機，也有公共衛生安

全的疑慮。這些公用設施在受到一些病菌

及病毒的汙染後，未經過消毒處理，將會

致使病菌及病毒長時間存在。（註 2） 

面對新冠肺炎（COVID-19），如何保

護讀者和館員的健康及安全，在疫情趨緩

的當下，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工作。如何落

實，尤其是針對館藏物件的表面消毒清

潔，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American Libraries 2020年 6月號刊載

了文物專家及圖書館館員的幾個建議，包

括進行空間消毒工作時，特別注意容易忽

略的死角，視聽器材的 3D眼罩、耳機、電

腦螢幕、鍵盤、滑鼠、觸控或公共展示螢

幕等等。消毒以避免造成損傷為第一優

先。如果要針對圖書進行消毒時，特別注

意不同的溶液可能對圖書材質造成的影

響。文物、特藏、珍貴物件在未獲得專家

指點之前，千萬不要逕行消毒，也不要用

紫外線消毒。館員在接觸物品之前和之

後，都應該徹底洗手。（註 3，註 4） 

圖書館組成的三大要素為館舍、館藏

以及人員。2020年 3月起，圖書館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關閉，轉向提供線上虛擬圖書

館服務。面對校園的重新開放，圖書館於

疫情期間不適合提供面對面授課與服務，

線上服務無法滿足讀者所有的資訊需求，

社交距離造成協同研究的障礙，學術圖書

館面臨全面的思維轉換，如何將危機化為

轉機，建立創新的服務機制？面對新冠肺

炎疫情，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克萊門森大學

（ Clemson University ） 圖 書 館 館 長

Christopher Cox，就館藏、服務、空間和圖

書館運作四方面的趨勢分析。（註 5） 

在館藏方面，Cox 建議，疫情造成圖

書館無法開放且為防止病毒傳播，減少使

用紙本館藏，圖書館應致力於紙本數位

化。在服務方面，Cox 則是建議提供更多

的自助服務和無接觸的互動模式產生，如

自行借閱、館外領取資料、掃描傳遞等。

空間方面，Cox 提到圖書館學習空間的設

計，在後疫情時期圖書館的學習空間是否

要改為獨立式？團體討論空間是否關閉？

桌椅是否需要移開以維持社交距離？此

外，鼓勵學生自帶設備，如耳機、滑鼠等。

在圖書館服務的運作方面，圖書館員工的

安全應該要被關注，前線的館員必須直接

面對不同讀者，如何與讀者安全且自在的

互動，成為重要課題。（註 6） 

三、臺灣圖書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的防疫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內各級學校

無不繃緊神經，根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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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制定的大眾運輸、公眾集會及各級學

校、教育機關等相關防護建議指引，進行

各項防疫措施。圖書館配合推動包括要求

進館讀者強制量額溫並採實名制入場，閱

覽區採梅花座以維護社交距離等多項防疫

措施，以及借還書時也會進行消毒，避免

書籍的接觸感染。 

靜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已於開學前啟動各項校園防疫

措施及自主健康管理機制。第一階段自主

健康管理，3月 2日應於人員出入密集地點

設站量溫，本校設置八處單一出入口測量

出入人員體溫，正常者並取得認證貼紙。

未來疫情可能惡化，於校門口設立三處「體

溫量測通報站」，一旦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宣布已發生社區傳播或其他重大疫情變化

時，立即啟動第二階段管制計畫，強制量

測每一位進入校園人員體溫。 

當發生停課時，該怎麼辦？有一位師

生被列為確定病例，該師生所修或講授課

程均停課；有二位以上師生被列為確定病

例，該校（區）停課。學校遇停課情形，

得縮減上課週數，採一學分 18小時彈性修

課，於週間或線上課程等補課方式辦理，

惟仍應兼顧教學品質及學習效果。如果發

生班級停課，學生須依本校或疫調單位之

通知進行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如確診者

為學生，該課程之授課教師及全班修課學

生立刻啟動線上補救教學；如確診者為授

課教師，該教師所教授之課程全部停課，

學生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學系另

覓代課教師，啟動線上補救教學。如果發

生全校停課，全體教師須立即啟動線上補

救教學，請學系配合教務處事前調查各課

程轉換為線上課程型態，並請系主任組織

線上補救教學小組，將所屬專、兼任教師

及行政人力納入群組，隨時處理學生線上

學習疑慮及援助。線上補救教學，可透過

臉書直播、Teams、e-Learning等方式擇一

進行，並請教師保留上課紀錄及影片等資

料，以供日後查證。 

因應新冠肺炎超前布署，試行分流遠

距/分區分時上班時間，為免有確診個案發

生或有教職員需居家隔離或檢疫時，同仁

因應不及的情況，3月 16日至 3月 27日間

試行分區/分流遠距上班，完成辦公室電腦

之遠端桌面設定，並確實進行連線測試。

為因應遠距視訊會議之可能，可於行動裝

置安裝Microsoft Teams軟體。 

圖書館主要防疫措施如下： 

（一）圖書館全面配合學校防疫措施，暫

停參訪導覽申請及不開放校外讀者

換證入館。進入圖書館閱覽區，需

量測讀者體溫，並進行手部酒精消

毒，入館者一律全程配戴口罩。（見

圖 2） 

（二）圖書館內，窗戶維持開啟，保持空

氣流通；暫停討論室、研究小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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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視聽室等密閉空間借

用服務，避免讀者在密閉

空間群聚風險。 

（三）每天針對電腦區、閱覽區

及讀者還書進行消毒；桌

子間加上透明隔板，減少

面對面坐引起的飛沫傳染

風險（見圖 3），並採梅

花座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見圖 4）提供校內師生

安心且安全的閱讀環境，

確保館內環境安全無虞。 

（四）針對圖書館公共空間及公

用設備進行清潔與消毒，

每天清潔消毒桌椅，電腦鍵盤、滑

鼠，電梯按鈕等。（見圖 5）設置

紫外線除菌機供讀者使用，讀者借

書後，可自助式操作除菌機進行消

毒，有效防杜病毒傳播。（見圖 6） 

  
圖 2：防疫期間進入圖書館需量測讀者體溫，一律全程配戴口罩 

 
圖 3：圖書館服務櫃臺加裝透明壓克力隔板，減少面

對面的飛沫傳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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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暫停到館研習課程，開設線上圖書

館資源研習課程。為滿足師生居家

自主健康管理及防疫期間的學習需

求，圖書館提供老師教學及學生自

 
圖 5：電梯按鈕的防疫措施 

 
圖 6：設置紫外線除菌機，讀者借書後，

可自助式操作進行圖書消毒 

  
圖 4：電腦區、閱覽區採梅花座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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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數位資源，停課不停學、隨時

掌握學習與研究所需資源。民眾如

欲了解本館相關服務資訊及館舍環

境，可使用圖書館建置之環景導覽

系統、瀏覽各樓層專室簡介及觀賞

簡介影片。 

四、防疫期間圖書館電子資源推廣與

教育訓練課程（註 7） 

大學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電子資源，為

讓讀者取得及利用數位資訊，在加強電子

資源利用課程不遺餘力，例如如何利用電

子資料庫、電子資料庫檢索技巧等。傳統

的圖書館利用教育進行方式，多是以圖書

館開班面授的研習課程為主，但在防疫期

間避免群聚，讀者無法到館的情況下，圖

書館紛紛採用線上同步或非同步的圖書館

利用教育。 

對於防疫期間，大學圖書館或公共圖

書館的電子資源推廣與教育訓練課程，提

出以下幾點經驗分享。 

（一）讀者的學習動機與資訊需求 

防疫期間，有些公共圖書館暫停開

放，以及民眾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或是居家

辦公的情況下，就會有電子資源的使用需

求，此時是危機也是轉機，正是圖書館推

廣電子資源的最佳時機。 

（二）便捷的館外連線登入，以及簡單

易用的檢索系統 

大學圖書館普遍多有提供單一認證、

EZproxy、VPN、資源探索平臺。公共圖書

館除了國立臺灣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

書館、六都的圖書館之外，皆缺乏館外連

線機制。 

（三）館員對電子資源的熟悉度 

電子資源不論是免費的或是圖書館付

費訂購的種類眾多，應加強推廣行銷，讓

讀者知道有哪些資源可使用，如何使用。

圖書館可透過 FaceBook、Email、電話，提

供即時參考諮詢服務。有學者專家指出，

受疫情影響只是一部分原因，電子書不受

地域影響，全國人民都可上網借閱。電子

書借閱量能夠成長，還包括國立和六都圖

書館近兩年採購量提升，且廣於宣傳。然

而，大學圖書館有較充足的專業館員及組

織分工，進行電子資源推廣。公共圖書館，

尤其是基層的鄉鎮圖書館，缺乏熟悉電子

資源的專業館員，對電子資源的推廣力不

從心。 

（四）開辦線上同步教育訓練研習課程 

研習以同步的線上教育訓練課程效果

為佳。除了館員自行開辦研習課程外，各

資料庫廠商也開設許多同步或非同步的研

習課程。各種線上研習的工具，可參考教

育部防疫不停學專區，彙集教育部教育雲

及民間數位學習資源、平臺與工具，提供

老師教學及學生自學的數位資源。館員的

挑戰，是如何評量學生學習成效，以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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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讓學生註冊加入線上研習課程。 

（五）城鄉差距與數位落差 

推廣電子資源與線上教育訓練課程，

會因為城鄉差距、數位落差，讀者的資訊

素養能力也會有所差異。經濟弱勢的學生

缺乏電腦、無線網路；網路頻寬不足，影

響連線速度。此時，圖書館能對每一位讀

者提供公平的使用環境，讀者可使用圖書

館內的電腦設備進行資料庫檢索，或是觀

看學校老師指定的線上教材。 

五、結語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避免群聚密閉空間

的影響，圖書館進館率、借書率下降，參

加讀書會、工作坊、研習課程人數減少，

圖書館年度績效 KPI 達成率恐怕無法達

成。然而，防疫優先，大家應該共體時艱，

改以其他數據作為績效參考值，例如網站

到訪人次、資料庫使用次數、電子書借閱

人次、線上研習課程參加人次等。 

這波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廣泛蔓延，是

危機也是轉機，而電子資源為圖書館帶來

新的複雜性，也帶來新的機會。加強館藏

電子資源指引之功能，並與虛擬圖書館結

合，注重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活動，訓練讀

者如何擷取、判斷與利用精確的資訊，減

低讀者面對電腦與網路系統時的焦慮感，

讓電子資源能在非常時期可以廣泛及有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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