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王子

▲ 京劇演員優美的身段 (廖耀宗攝 )。

新北市立圖書館
一座 24小時陪你閱讀的圖書館

「我如何對我的日子說，我住在你那

裡，卻未曾撫摸你，我周遊了你的疆域，

卻未曾見過你。」這是阿根廷詩人博爾赫

斯（Jorge Luis Borges）廣受戀人青睞的

詩句。

其實不獨戀人，生活在一座城市裡，

我們穿梭在大街小巷，周而復始每一天，

面對那些熟悉的景物，我們不是也在跟這

座城市產生一場愛戀，但你對自己生活的

城市又有多少深刻的認識？

▲ 24小時不打烊的新北市立圖書館為夜晚的城市點亮了一盞燈，也為喧囂的城市，創造了一個生生不息的閱讀環境。（新
北市立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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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一個身世和歷史並不簡單的

城市，卻因為長久以來依附在臺北市的邊

緣，使得許多豐富且美好的文化底蘊被迫

「隱形」不見。對許多人來說，工作在臺

北市，居住在新北市已是一種生活常態，

但以河流為界的新北市卻恍若臺北市的異

鄉，長居的市民很容易就因習以為常，而

忘了自己所居住城市的美好。

當 24小時不打烊的書店變成臺北市

一處知名的觀光景點，津津樂道之餘，很

多人卻不知道就在一橋之隔的新北市，還

有一座更大、更美的 24小時的圖書館－

新北市立圖書館，它在短短的時間內，就

編冊出不一樣的城市風景，讓新北這座城

市變得年輕，充滿文化 style。

10月一個周末的下午，我應邀前往

新北市立圖書館參加一場真人圖書分享

會，現場來了數十位讀者，聆聽一位心理

醫師講述心理疾患眼中的藝術。90分鐘

的分享後，主持人對台下的聽眾說，今天

的主講者未來就會進入新北市圖的「真人

圖書」資料庫，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通

過借閱「真人圖書」的方式，與講者進行

面對面的交流。

圖書館可以借書，還可以借人，這

對許多讀者來說會覺得很新鮮，但卻是新

北市圖一項行之有年的特色「館藏」。據

說「真人圖書」最早起源自歐洲的丹麥，

2000年的一場公開活動邀請了 75本「真

人圖書（Living Books）」，這些受邀者

大多是一些身分易受爭議、歧視或偏見的

人，例如：變性人、同性戀者、愛滋病患

者、伊斯蘭教徒、遊民等，活動的目的是

反暴力、鼓勵對話和建立關係，讓所有參

加的民眾透過面對面的溝通，來消弭對彼

此的誤解，於是「真人圖書館（Human 

Library）」的概念便由此萌芽成形，後來

更擴及歐美等 30多國。在臺灣，新北市

圖雖然不是最早開辦「真人圖書館」，但

卻是將「真人圖書」經營得最有聲有色，

來自各行各業的「真人圖書」給了許多素

人一個和大眾交流的平台，敞開心胸、分

▲ 「真人圖書」給了許多素人一個和大眾交流的平台，
敞開心胸、分享各自不同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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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各自生命經驗是「真人圖書」最大的特

色，我有兩位朋友也曾入列新北市圖「真

人圖書」館藏，他們告訴我，把自己變成

「真人圖書」後，不但能擴展自我的心理

舒適圈，還能豐富生命的體驗，實際領略

過後更感到是難得又有趣的經驗。

新北市圖「真人圖書館」的借閱規則

看似簡單，卻是一點都不馬虎，它採取預

約制（且需於一周前預約），讀者憑借閱

證至圖書館服務台登記後始能借書，而且

每人每次限借 1本「真人圖書」，最多可

10人同時借閱 1本書；每次借閱以 30分

鐘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至45分鐘。另外，

12歲以下讀者不得單獨借閱「真人圖書」，

需由家長陪同借閱。若無他人預約，在「真

人圖書」與讀者雙方同意之下，可向館員

辦理續借一次。當然基於尊重和保護的原

則，還有很多條款，讀者必須遵守。

新北市圖的「真人圖書館」將人當成

書，讀者借閱的不再是死板板的書本，而

是活生生真正的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

成主流，圖書館藉由這種「真人閱讀」活

動，提供讀者一個沒有壓力的場域，可以

充分的與「真人書」直接對話，彼此坦誠

交流，讓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有機會互

相認識，打破以往既定的標籤，看見背後

不為人知的真人故事。這些來自各個領域、

不同生命經驗的「真人圖書」，讓閱讀變

得更具臨場感。

聽完這場十分特別的「真人閱讀」分

享，不免有些許的觸動和鼓勵，陪同我的

館方新聞聯絡人黃思維小姐說，「真人圖

▲ 新北市圖擁有全亞洲第一套「自動預約取書機」，提供 24小時全年無
休的自動化預約書和取書服務，是臺灣圖書館服務的創舉。

▲ 新北市圖的「自動還書箱暨分揀系
統」，讓民眾還書不再依賴人工。

YUAN MAGAZINE38

非讀
book w

w
w

.t
aip

ower.com.tw



書」無關名氣大小，只要願意分享，誰都

可以成為「真人圖書」。

除了「真人圖書館」，另一個讓我十

分感興趣的就是新北市圖 24小時不打烊、

全天候的閱讀服務。黃小姐告訴我，全天

候開放是新北市圖一個翻轉創新的實踐，

它打破了傳統圖書館朝開夕閉的思維，提

供讀者「24-7」（twenty-four-seven）全

天候的閱讀服務。「不打烊」，並不是說

只要做到全天候開放像便利商店一樣就行

了，而是為了讓新北市圖成為「市民閱讀

的家」。館方導入「讓所有使用者感覺貼

心」的多元關懷與人性化設計概念，從空

間、時間的角度拉近與讀者的距離，其中

最讓人有感的就是「分齡、分眾、分時間」

的全齡閱讀服務，讓讀者依據個人需求細

細品味不同時光的閱讀氛圍。比如說清晨

是適合銀髮族和早鳥的樂齡圖書館，閱讀

的區域以 2樓的期刊閱報區和樂齡學習資

源區為主；白天則是家庭主婦和小朋友的

親子圖書館，閱讀區域以3樓兒童閱覽區、

親子共讀區和故事屋為主；傍晚是忙碌了

一天的上班族和放學的學子們的知性圖書

館，閱讀區域也最廣，遍及 5樓到 9樓的

多媒體視聽區、桌遊室、討論室和世界之

窗慢讀區等；深夜時光毋庸置疑就是對夜

貓族開放的夜貓圖書館，開放區域僅限 4

樓的自修區和 1樓的漫畫區。可以想見，

對喜歡整天泡在書堆裡的讀者來說，這種

無時間限制的全天候開放圖書館無疑是閱

讀的天堂。

「24小時服務不打烊」也體現在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自動化預約書和取書服務

上。黃小姐告訴我，新北市圖擁有全亞洲

第一套「自動預約取書機」，它也是臺灣

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創舉，自動預約取書機

設備採高架倉儲設計，提供了 2059個書

本儲位，讀者使用借閱證，30秒即可取

得指定預約書，打破了傳統圖書館櫃台服

務時間的侷限。除了事先預約之書籍可在

24小時自助預約取書機取得外，這台機

器也提供熱門精選書籍供選擇，讓未事先

預約書籍的民眾也能夠臨時借閱書籍。據

館方提供的資料，在去年開館的短短半年

間，這部 24小時自助預約取書機的使用

次數就高達上萬次，其中夜間 10到 12點

的取書次數也達到千次以上。有了 24小

時自助預約取書機，不但方便了民眾再晚

都可以來取書，也大大減輕了圖書館館員

的工作量。

讓新北市圖引以為傲的還有「自動還

書箱暨分揀系統」，這套一樣設在圖書館

入口外的還書設備好像一台銀行的 ATM，

讀者感應借閱證後，將欲還之書籍置入還

書口，書籍便可通過傳送帶自動分類到集

書車，個人借閱紀錄也得到即時更新。對

於館方來說，機器能在圖書通過傳送帶的

同時，偵測到同類型的書籍後自動分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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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進不同的集書車內，不但簡化了圖書歸

架作業流程，比起傳統上館員蒐集民眾還

書後，還需以人工的方式將書籍分類，有

效減少了館內工作人員的工作量。

館內隨處可見的「自助借還書機」，

是另一項更貼心、更便民、更即時的服務，

讓讀者毋需依賴圖書館的流通櫃台，加速

了資訊的公平取用，只要將借閱證放於感

應區，便能即刻將欲借出或歸還的書籍在

所處的樓層進行借閱還書的動作。相較於

傳統圖書館，每到閉館前半小時，流通櫃

台總是大排長龍等著將書籍借出的讀者，

自助借還書機不但降低了流通櫃台的人力

資源，更節省了讀者寶貴的時間。

也因此，新北市立圖書館近年接連獲

得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數位服務」和「創

新服務」特色圖書館大獎。

我看到入口玻璃門上印著大大小小

十幾個獲獎榮耀，其中有兩項「內政部友

善建築」和「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通用設

計圖書館」標章認證，吸引了我的注意。

黃小姐說，新總館在去年 7月通過認證，

成為全國第一座符合「通用設計」的公

共建築。所謂「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就是簡明易辨的指標系統，貼

近各類型讀者不同之閱讀需求，讓身心障

礙者、高齡使用者皆能方便使用全館設施，

打造無差別圖書館環境。從各樓層不論是

▲ 1樓的「新北光影」以投影牆的方式呈現新北的人文風土。▲ 館內隨處可見的「自助借還書機」，加速了資訊
的公平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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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電梯、各個空間的相連處，還是書

架的高度設計、加大的間隔、交錯的擺放、

桌椅圓弧型的設計、可升降的閱讀檯、無

障礙的視聽區等，以及專為視障朋友設計

的有聲閱聽區和友善閱讀小間等，都在在

體現「讓所有使用者感覺貼心」的多元關

懷與人性化設計概念。

其實，讀者從進入新北市立圖書館的

1樓開始，就能感受到一種開放舒適和獨

具一格的創新設計，入口的輕食區讓圖書

館多了份悠閒時光，圖書館不是只有提供

精神食糧，對讀者來說，口腹的飽足一樣

重要。由於 1樓是全天候開放，所以除了

流通服務台，最重要的就是 24小時的借

還書服務區，除此之外「新北光影」以投

影牆的方式呈現新北的人文風土，活動推

廣區則是「新北講堂」的據點，由於入館

的年輕族群多，所以近期的主題書展以漫

畫為主。

2樓是報紙期刊閱覽區和樂齡資源

區，這裡展示的國內外不同語文之期刊多

達 1,100種以上，為全國館藏期刊種數最

多、最齊全的公共圖書館。由於提倡分齡

分眾，所以樂齡資源區的很多設施都強調

健康舒適性，像是協助閱讀的放大燈、擴

視機、觸控式閱報機、樂齡健康資訊站等。

3樓是兒童閱覽區、兒童故事屋和親

子共讀區，色彩繽紛和各種卡通造型的設

計是此一樓層的特色，精緻、小巧，有小

朋友專屬的閱讀桌椅、書櫃，可愛的窗框、

檯燈、擺飾，溫暖的燈光，讓人恍若走

入童話世界中，各種童書放在小讀者隨手

可拿的書架上，兒童故事屋有故事媽媽定

期為小朋友講故事，親子共讀區則營造出

▲ 3樓是兒童閱讀和親子共讀區，色彩繽紛和各種卡通
造型的設計，讓人恍若走入童話世界中。

▲ 4樓的漫畫區是漫畫迷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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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全家陪伴閱讀的溫馨氛圍，讓來到這

裡的大小朋友都能感受到被書本包圍的幸

福。除此之外，新北市圖也首創「幸福閱

讀、學習相伴」陪讀計畫，在館內提供免

費課業諮詢和閱讀指導，協助輔導弱勢學

童。

4樓大半的空間為自修室，館方為維

護自修室的秩序和公平原則，讀者須事先

在館內的資訊平台上進行座位登記，再依

預約時間以借閱證進入自修室，使用時間

也有嚴格的規範，由於館內設施完善，自

修室的空間又安靜不受打擾，所以即使不

是考季，自修室也常常一位難求。4樓的

漫畫區除了展示漫畫書，還有許多漫畫公

仔，對漫畫迷來說，這裡絕對是一塊淘寶

聖地。除此之外，專為青少年而設的新北

分區資源中心則是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創

意互動學習場所，室內有音樂廊道和創作

塗鴉牆，戶外則有可以練歌練舞的「創樂

天地」。

來到 5樓的視聽區，感覺風格丕變，

一個個白色外觀的格子空間有如蜂巢般錯

落排列著，這些開放的格子房間就是一個

個獨立的視聽空間，較大的可以闔家共賞，

一般是如包廂的兩人間，在舒適的座椅上

戴著耳機來場視聽饗宴，看每位民眾陶醉

▲ 5樓視聽區提供讀者超完美的視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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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情，就知道是種很棒的享受。除了開

放空間，這裡也有一整排需要預約的視聽

小間，提供較為隱密的視聽環境。5樓還

設置了兩面巨大的電子書牆，讀者可以在

電子書牆上直接點選想要瀏覽的書籍，

然後在手機或平版裝置上下載安裝閱讀

App，掃描 QR Cord即可閱讀該電子書。

6 樓到 9 樓是書庫，在空間設計上打

破了傳統圖書館書庫乏善可陳的壓迫感，

讓找書變成一件很輕鬆的事，強調一種來

去自如的氛圍。為了充分利用自然光源，

建築師利用樓梯開在中間來打造出一個巨

大的天窗，將陽光引入室內，為書庫帶來

充足的日光照明，加上整體白色的牆面、

白色的書櫃、白色的桌椅，營造出一個舒

適明亮的閱讀環境，也符合綠能環保。

即使每個樓層都採用白色的書櫃，但

為了在視覺上有所變化，館方很巧思的做

了些顏色的區隔，就是書櫃上的樓層編號

數字的顏色不同，9樓是紫色、8樓是藏

青色、7樓是藍色、6樓是綠色⋯，甚至

連每個樓層的桌椅、閱讀燈的編號也與書

櫃編號的顏色一致，這樣，即使有讀者不

小心拿錯了椅子，管理者也能很快地找到

它的正確位置。還有書櫃側面整齊布滿的

方格孔洞，好像讓書籍也可以呼吸，魔鬼

藏在細節裡，真是一點不假。

除了一塊塊集中的閱讀區，還以異國

風情的創意裝潢風格，結合角落空間美學

概念，利用建築立面突出的玻璃窗打造了

▲ 6樓「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裝置藝術，以大量的書
本拼合成一個黃金小屋，鼓勵民眾一起閱讀、一起

遊樂。

▲ 圖書館 6 樓到 9 樓是書庫，在空間設計上打破了傳
統圖書館書庫的壓迫感，找書變得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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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個充滿異國特色的「世界之窗閱讀角」，

分別是 5樓北歐風、6樓英國風、南法風、

峇里島風、7樓地中海風、8樓復古美式風、

日式禪風，營造出有別於一般的閱讀區域，

搭配「新北慢讀 3.2.1運動」，1次慢讀至

少持續 30分鐘、1周至少慢讀 2次、1個

月慢讀 1本好書。讓讀者可以暫離 3C，揮

別繁忙緊湊的生活步調，在充滿異國情調

的閱讀空間裡，享受悠閒閱讀的樂趣。

6樓還有一個亮點就是「書中自有黃

金屋」的大型裝置藝術，它以大量的書本

拼合成一個黃金小屋，並將新北市圖的

LOGO變化成光之穹頂，鼓勵民眾一起閱

讀、一起遊樂。

9 樓另闢了「西方及多元文化區」，

為臺灣越來越多的移工和移民提供他們所

熟悉的語文書籍閱讀，也希望這裡能成為

國人了解外來文化的一個窗口，打造更友

善的居住生活環境。

除此之外，分布在各樓層的地方文獻

區、特展主題書區、品味圖書館區、真人

圖書館區就如同一個個小客廳，將圖書館

相關的資源和圍繞其周遭的人事物匯集呈

現出來，讓讀者恣意的瀏覽欣賞。

新北市立圖書館的祕書陳文增小姐告

訴我，24小時不打烊的新北市立圖書館是

一座鑽石級會呼吸的綠能圖書館，以「城

市中的客廳」為發想，建築外觀用堆疊的

書本呈現，融合了傳統與數位，致力於打

造成一座市民閱讀的家。自去年 5月開館

以來，短短時間就吸聚了大量人潮，入館

人數很快就突破了 100萬，加上摩登新穎

▲ 館內天花板上「徜徉書香，恣意翱翔」的裝置藝術。 ▲ 7個風格迥異的「世界之窗閱讀角」，以異國風情的創意裝
潢風格，利用建築立面突出的玻璃窗打造出悠閒閱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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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風格、全齡通用的友善人性化閱讀

空間、以及創新便民的服務模式，開啟了

新形態的圖書館閱讀服務。陳小姐說，他

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讓圖書館「不設

限」，圖書館絕對不是只有收藏書籍和各

種出版品的地方，它也是創作者及藝術家

的靈感來源，因為圖書館匯集了許多的資

源及豐富有趣的典藏，絕對可以交織出一

個個想像力無限的作品。此外，圖書館還

可化身為閱讀講堂、藝文場所、文學電影

院、行動辦公室⋯這也是他們目前正積極

推動的，要讓圖書館成為集閱讀、工作、

創作、學習、休閒娛樂於一處的時尚流行

閱讀場所，在創造一個提供讀者閱讀、聚

會、討論以及發想創意的新形態圖書館同

時，也能讓圖書館像迪士尼一樣，成為全

家大小都喜愛的快樂閱讀園地。

走出新北市立圖書館，已是華燈初

上。這座 24小時不打烊的圖書館正為夜

晚的城市，點亮一盞燈，也為喧囂的城市，

創造了一個生生不息的閱讀環境。或許有

一天，這個閱讀桃花源，也能成為旅者的

朝聖之地，那將會是別有一番的況味。

▲ 新北市立圖書館的綠屋頂。 45November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