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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圖書館系統 APP 之設計、開發及應用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ibrary Mobile APP 

李春雄a    李詠騏b 

摘要 

由於學校是學習知識的重要基地，負有推行教育、培育人才之重責大任。因此，為了彌補學校正

規教育中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每一個大專院校都會設置圖書館及購置大量的圖書，以便讓學生在課

餘時間來閱讀。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無線網路及行動載具的普及，目前大部分學生都已經習慣利用手機或平版

電腦來閱讀，但是，目前大部份的傳統圖書館卻沒有提供「電子書」讓學生可以利用行動載具來進行

「行動閱讀」的機制。 

有鑑於此，在本論文中，將實際開發一套可以讓學生利用「行動載具」來進行「行動閱讀及學習」

的行動圖書館之管理系統 APP，並將現有的教學資源進行「整合再運用」，以便讓更多學習者得以分享。 

關鍵字：行動圖書館、數位學習、行動學習、行動載具、電子書 

ABSTRACT 

Because the school is to learn an important base, which b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tal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on the formal school education, each of the institutions will be set up libraries and the purchase of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so that students in their spare time to read. 

With the popularity of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reless network and mobile carrier, now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using a mobile phone or tablet to read, but at present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library does not provide "electronic" let students can use the vehicle for action "mobile reading" 
mechanism. 

For this reason, in this paper,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a set that allows students to use "Mobile carrier," 
to "mobile reading and learning" action of the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APP, and the existing teaching 
resources "re-integration use ", so that more learners to share. 

Keywords: m-Library, e-Learning, m-Learning, Mobile Devices, e-Book 

 

1.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們都知道：「知識就是力量」，但是，我們

要如何獲取「知識」，才能擁有「力量」呢？其實

答案很簡單，那就是要透過「學習」。但是，在資

訊科技及通訊網路進步的時代裡，我們要如何「有

效學習」呢？其實只要透過「無線網路、行動載

具及數位內容」，就可以隨時隨地來進行學習，也

                                                 
a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助理教授，Email:Leech@gcloud.csu.edu.tw 
b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理系助理教授，Email: yeongchyi@gcloud.csu.edu.tw 

就是所謂的「行動學習(m-Learning)」。 

既然「行動學習」可以帶給我們「知識」，進

而產生「力量」，那我們就必須要再探討其原因。

其主要原因就在「行動學習」環境中，老師和學

生不必在同一時間、地點出現，而是透過老師事

先將數位教材上傳到「雲端學習平台(亦稱為數位

學習系統」上，以讓學生隨時可上網閱讀教材。 

由於「數位學習系統」可以讓學生在課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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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數位教材、線上測驗、繳交作業及參與師生

互動的學習環境，這種學習模式可以彌補課堂教

室上課時間不夠的問題，其好處就是可以讓學生

獲得更多的資源。因此，學生可以跟老師進行同

步與非同步的互動、閱讀及取得線上數位教材、

筆記或大綱等等，這些都是數位學習平台帶給學

生的「加值服務」。 

綜合上述，本論文研究歸納以下三項目的： 

1.製作影音及動畫「數位教材」，並上傳到 YouTube。 

2.開發「行動教材 APP」整合已經上傳到 YouTube
的教材。 

3.開發一套「行動圖書館之管理系統 APP」來讓

學生可以下載、安裝、查詢及行動閱讀的功能。 

2.文獻探討 

行動裝置的應用與普及是未來的趨勢，而且

現在的行動裝置越來越便宜、普遍以及易於個人

化。目前可以普遍發現：人手一機(智慧型手機)時
代來臨、手機(載具)功能愈來愈多、運算能力愈來

愈強、行動上網人口快速增長、無線網路(Wi-Fi、
3G)環境成熟並逐漸普及，網路資源「隨處可得」、

上網模式的改變、出版模式的改變、閱讀行為的

改變和數位閱讀的風氣也逐漸形成。也因為行動

裝置所帶來的改變使得人們在使用的習慣也漸漸

由桌上型電腦轉變至行動裝置，許多的行動裝置

也相繼的推出，也因為這些行動裝置的推出，使

得許多機關團體可以更進一步的提供服務，帶給

使用者更便利與更優質的服務。在本論文中，將

探討與「行動圖書館」相關的文獻，分別有：行

動圖書館 (mobile library)，數位學習(e-Learning)，
行動學習(m-Learning)，行動載具(Mobile Devices)，
電子書(e-Book)。 

2.1 行動圖書館 (mobile library) 

在十幾年前，行動圖書館是指利用各式交通

工具加上相關配備，儘可能地把圖書館服務傳遞

到偏遠地區甚至窮鄉僻壤。而今，根據蕭揚喬學

者(2011)將行動圖書館（Mobile Library）定義為利

用行動裝載工具提供全天候開放之圖書館分館服

務。也因為如此，行動圖書館一直被視為拓展文

教服務至交通不便地區及關懷弱勢讀者的優先策

略。 

後來隨著電腦運用的普及與網際網路的蓬勃

發展，資訊可以藉由電子化的方式存取，而且資

料來源豐富，網路資料以倍數的速度成長，讀者

可以不受任何時間、地點的限制，立即使用隨身

的行動載具或是行動裝置查尋、瀏覽，並利用圖

書館資訊，連結即時的遠距服務，到達無所不在

的圖書館學習環境。 

隨著行動通訊技術躍進，行動上網已是不可

擋的趨勢，為了滿足甚至超出使用者的需求，資

訊先進國家的一些圖書館追求「維持性創新」

（Sustaining Innovation），亟思如何運用 ICT 強
化經營體質、擴大營運規模、提升行動化的服務

品質，以取悅讀者(王美玉，2009)。 

也因為智慧型手機已經成為大學生和研究生

在尋找、使用、分享和資訊做連結的最為重要的

元素，在校內圖書館同時利用行動裝置來提供服

務內容與資料的蒐尋變成很重要而普遍的事情。 

2.2 數位學習(e-Learning) 

當提到數位學習時，最常被引用的是美國教

育訓練發展協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所做的定義：「學習者應用數位

媒介學習的過程，數位媒介包括網際網路、企業

網路、電腦、衛星廣播、錄音帶、錄影帶、互動

式電視及光碟等。應用的範圍包括網路化學習、

電腦化學習、虛擬教室及數位合作」。強調在學習

過程中數位工具與電子化設備所佔的重要性。而

鄒景平(2003)也提到美國高科技網路公司思科

( Cisco Systems )對數位學習做了以下的定義：「為

學習是透過網際網路，即時傳遞各種資訊及知識

給所需要的人。包含有正式的訓練及課程，也包

含資訊的傳遞及網路上的互動，知識管理及績效

管理亦在其範圍之中。」這個定義較常被用在企

業學習的應用上。 

數位學習的範圍很廣，定義也相當多，「數位

學習國家型科技」對「數位學習」的定義是：以

數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路，取得數位教材，

進行線上或離線之學習活動；而數位學習所指的

產業包括數位學習工具(載具及輔具)研發、數位

學習網路環境建置、數位教材內容開發、以及數

位學習活動的設計等(蕭煒彤，2003)。 

2.3 行動載具(Mobile Devices) 

行動學習的廣義定義，是學習者可以在任何

時間、地點、任何裝置上接受學習，稱為行動學

習（Chabra ＆ Figueiredo, 2002）。但更進一步來

說，行動學習是使用行動設備讓學習者可以在不

受時空限制之下進行學習行為，如 PDA 或手機

等等行動設備，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有學習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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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但不包括筆記型電腦。行動學習與數位學習

都是將資訊科技融入於教學活動中，都不受時空

的差異性的限制，透過數位化的教材輔助教學，

但教學媒體和學習輔具的改變，使得行動學習與

數位學習仍存在許多的差異性。因此對於行動載

具帶來的影響，必須重新考量 教學活動的設計

（蘇麗華，民 92；張君豪、楊淑卿、劉一凡，民 
93）。 因此，Magerkurth & Tandler（2002）表示，

PDA 因為螢幕大小的限制，能呈現 的資訊有限。

在呈現資訊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再加上資訊分享

不易的情況，則透過 PDA 進行包含了資訊交換

活動之合作學習將有可能因為上述問題而造成負

面影響。 

2.4 電子書(e-Book) 

何謂電子書？查看文獻，發現許多人由不同

的角度為電子書下定義。比較簡單的說法是「圖

書的電子化」或「以電子形式來存放內容，讀者

可以使用電腦或 PDA 透過閱讀器來瀏覽的書本」。

知名的網路字典 Online Dictionar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則將電子書（electronic book）
定義為：特定類型的電子化文字，是傳統紙本圖

書的數位化版本。設計於個人電腦或電子書閱讀

器上閱讀。其同義詞為：digital book、e-book 及

online book 根據國際新興科技發展趨勢。 

經資料整理，本研究將電子書定義為：電子

形式的非連續性單行本的圖書資源，需利用特定

設備（如：電腦、PDA）存取閱讀，可透過網路

線上閱讀或是下載至閱讀設備使用等，皆可稱之

為電子書（黃彩媚，2008）。 

2.5 行動學習(m-Learning) 

行動學習，是一種充分利用可攜技術的學習

方式。換句話說，行動學習超越了一般可攜帶裝

置的限制，使得學習者不受時間、地點的限制，

以享受學習所帶來的便利性、立即性及適宜性。

而且行動學習，強調自主性學習及終身學習的重

要性。 

更進一步來說，行動學習是使用行動設備讓

學習者可以在不受時空限制之下進行學習行為，

如智慧型手機行動設備，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有

學習的經驗，但不包括筆記型電腦。 

行動學習與數位學習都是將資訊科技融入於

教學活動中，都不受時空的差異性的限制，透過

數位化的教材輔助教學，但教學媒體和學習輔具

的改變，使得行動學習與數位學習仍存在許多的

差異性。因此對於行動載具帶來的影響，必須重

新考量教學活動的設計(施文奇，2009)。 

我們都知道，不管是「數位學習」或「行動

學習」重點都在「學習」，但是，如何讓學習有效

的學習呢？那就必須著重於「學習內容的設計」。

因此，國外 e-Learning 廠商 OnPoint Digital 的執

行長 Robert Gad 提出，行動學習的內容可分成 7
個層次。如圖一所示。

 
【七個層次】 

 

資料來源：Robert Gad,CEO of OnPoint Digital 
圖 1 行動學習的內容 7 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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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第一層：是指提供「一般文字簡訊」功能。 

2.第二層：是指提供「互動式簡訊」功能。 

3.第三層：是指結合「語音的投票或回應系

統」功能。 

4.第四層：是指透過「行動載具」提供參考資

料。例如PDF、簡報檔案等； 

5.第五層：是指具有「教學設計及學習元件」

功能。 

6.第六層：是指包含「影音、動畫」等更豐富

的媒體； 

7.第七層：是指可以「與環境結合的感知內

容」功能。例如擴增實境、GPS定位資訊等

等。 

基本手機：可以做到 Level 1 至 Level 3 的內

容傳遞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可以達到 Level 4
至 Level 7 整合多媒體及感知內容。因此，在開始

進行「行動學習內容」的設計之前，必須先瞭解

使用「載具」等級，再來決定數位內容的種類。 

綜合上述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所開發的「行

動圖書館之管理系統 APP」優勢至少達到行動學

習內容的第六個層次，以提供豐富「影音、動畫」

數位教材媒體讓學習者透過行動載具來進行無所

不在的學習。 

3.系統分析 

任何資訊系統的開發都必須要經過一連串完

整的規劃及分析，在本研究中也不例外。因此，

在本論文中，先繪製資料流程圖，再進行資料庫

設計。 

3.1 繪製資料流程圖 

基本上，在資料流程圖可分為「高層次圖」

與「低層次圖」兩種。其中，「高層次圖」又可區

分為兩種： 

1.系統環境圖：第零階（Level-0 Diagram），

又稱為「概圖」。如圖2所示。 

2.主要功能圖：第1階（Level-1 Diagram）。如

圖3所示。 

 

(一) 系統環境圖 

 
圖 2  行動圖書館的系統環境圖(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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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功能圖 

查詢資料

書籍資料 經銷商資料

書籍資訊

管理者

 3.0
書籍分類管理

子系統

出版商檔 書籍分類檔

1.0
出版社管理

子系統

2.0
書籍管理

子系統

書籍檔

 5.0
圖書查詢

子系統

讀者

出版商資料

書籍資料

出版商資料

書籍分類 資料
書籍資料出版商資料

出版商資料

書籍分類 資料

書籍分類 資料

 4.0
讀者管理

子系統

讀者資料檔

讀者資料

讀者資料

讀者資料

書籍查詢

借閱記錄檔匯入

匯出

 
圖 3  行動圖書館的主要功能圖 

 
3.2 資料庫設計 

在開發資料庫系統時，首要的工作是先做資

料庫的分析，在做資料庫分析工作時，需要先與

使用者進行需求訪談的作業，藉著訪談的過程來

了解使用者對資料庫的需求，以便讓系統設計者

來設計企業所需要的資料庫。如圖 4 所示： 

圖 4 資料庫設計的程序 

蒐集系統需求 

「概念」資料模型 

「邏輯」資料模型 

「實體」資料模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資料庫 

產出：情境描述 

產出：實體關係圖(ERD) 

產出：資料庫關聯表(Table) 

產出：真正的記錄 

與
資
料
庫
無
關 

與
資
料
庫
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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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蒐集系統需求 

在本階段的產出為：情境描述 

1. 情境 1：每一家「出版社」可以出版多本「書

籍」。 
2. 情境 2：每一本「書籍」僅得由一家「出版

社」來出版。 
3. 情境 3：每一種「書籍分類」可以包含多種

「書籍」。 
4. 情境 4：每一本「書籍」只能歸屬於某一種

「書籍分類」。 
5. 情境 5：每一位「讀者」可以同時借閱多本

「書籍」。 
6. 情境 6：每一本「書籍」也可以同時被多位

「讀者」借閱。 
第二階段：「概念」資料模型 

在本階段的產出為：將「情境描述」轉換成

「實體關係圖(ERD)」 

在「行動圖書館」中，其實體有四個分別為

「出版社」、「書籍」、「書籍分類」及「讀者」，因

此，在進行資料庫設計時，必須要建立「實體」

與「實體」之間的關聯性。如圖 5 所示。

 
圖 5 行動圖書館之實體關係圖 

第三階段：「邏輯」資料模型 

在本階段的產出為：將「ERD」轉換成「資

料庫關聯表(Table)」 

在繪製「行動圖書館之 ER 圖」之後，我們

必須要再轉換成可以儲存資料的「資料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轉換資料表 

出版社資料表(出版社編號, 出版社名稱, DNS) 

書籍資料表(書號,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定價, 出版社編號, 分類代號, 官方網站) 

書籍分類表(分類代號, 分類名稱) 

借閱記錄表(書號, 帳號, 書籤, 日期) 

讀者資料表(帳號, 密碼, 姓名) 

【建立的資料庫關聯圖】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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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行動圖書館之資料庫關聯圖 

 

第四階段：「實體」資料模型 

在本階段的產出為：真正的記錄) 

4. 行動圖書館系統實作與展示 

由於本論文設計的行動圖書館系統必須要透

過行動載具來使用，因此，必須要設計不同的螢

幕解析度的直向與橫向之版面配置。在本論文中，

每一位讀者可以透過「行動圖書館系統」來查詢

圖書、加入書籤、移除書籤、行動閱讀。如圖 7 所

示。 

【說明】在本論文中，全部的行動教材事先

已經上傳到 YouTube，因此，讀者可以從 Google 
Play 中的「資訊小學堂」來下載相關的教材。讀

者可以從「行動圖書館系統」或直接來Google Play
中的「資訊小學堂」來下載相關的教材，在本行

動教材中，筆者事先完成以下六門課程的行動教

材。如圖 8 所示。 

當學生順利的下載及安裝行動教材 App 之後，

學生就可以看到「六門行動教材」並且各行動教

材大部份都有提供兩個版本的教材「影音授課版

及動畫版」，學生可以依照個人的需求來閱讀。其

操作步驟如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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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向設計 橫向設計 

  

  
圖 7 圖書查詢子系統圖 

「Play 商店 App」輸入「資訊小學

堂」 

下載及安裝 

 

 

圖 8 下載及安裝行動教材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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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小學堂之啟動頁 六門課程名稱 

 
 

 

課程—目錄 提供兩種閱讀模式 各章節的單元名稱 

 
 

 

影音授課版 動畫版 

 

 

圖 9 影音授課版及動畫版 App 教材 

「數位學習」課程 

「系統分析」課程 

「資料庫系統」課程 

「程式設計」課程 

「計算機概論」課程 

「資料結構」課程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八期  105.09 

 220

 

在圖 9 行動教材 App 中，是由研究者主持的

實驗室及研究團隊利用兩年時間，利用 ADDIE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的系統化設計模式，來開發出高品質

的數位教材，以期提升數位學習的成效。其李春

雄老師的 myebook 數位學習實驗室海報及

ADDIE 開發步驟流程圖。如圖 10 及圖 11 所示。

 

【計畫主持人】李春雄  博士                 負責腳本撰寫與整合 

 

圖 10 myebook 數位學習實驗室海報 

【ADDIE 開發步驟】  

 

圖 11 ADDIE 開發步驟 

5.結論與建議 

在本研究中，實際開發一套「行動圖書館之

管理系統 APP」可以讓學生利用「行動載具」來

進行「行動閱讀及學習」以達到無所不在的學習

情境。  

5.1 研究結論 

在本論文撰寫中，利用 B4A 程式來連結

SQLite 資料庫，進而開發出一套可以讓讀者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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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圖書館系統 APP」，提供讀者查詢、行動閱

讀及加入書籤等學習活動，以便讓讀者可以利用

個人的「行動載具」在任何時間及地點都可以進

行學習，進行提供學習者更好的學習機會及環境。 

5.2 研究建議 

雖然，本論文「行動圖書館系統 APP」，可以

讓學習者進行行動閱讀及學習，但是，授課老師

卻無法來此 APP 來進一步分析每一位學習者的

學習情況，因此，未來希望再增加以下的功能： 

1. 記錄每一位學習者的「學習歷程記錄」。 

例如：閱讀那一門課程、章節、單元及閱讀時

間。 

2. 將「學習歷程記錄」定時傳送到「遠端的資

料庫」。 

例如：將 SQLite 本機端的資料庫傳送到 SQL 

Server。 

3. 統計及分析每一位學習者的「學習歷程記

錄」，以便讓讀者個人自己了解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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