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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試圖通過對香港高校圖書館還書箱的設立和使用情況的統計以及對 RFID 技術在圖書館中運用

情況的分析，闡述了讀者服務已從半自助式服務模式走向全自助式服務模式。文中提出了影響 RFID 在圖

書館中使用的主要因素，展望了 RFID 在圖書館應用的前景。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of library book drop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related 

statistics of its usage. An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technology in library is also included in discussion. 

The topical explorations of library book drop and RFID technology are primarily intended to reveal a current 

change in the library user service from the semi-automated to the fully-automated mod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pplication of RFID in library a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The prospect of practically putting RFID technology 

in use is also further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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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圖書館還書箱的設立到 RFID 技術在圖書

館的運用，讀者服務從半自助式服務模式走向了全

自助式服務模式，這一模式的轉變不僅拓寬了讀者

服務新境，而且賦予了讀者服務新理念，真正實現

了圖書館讀者服務人性化。 

貳、還書箱在香港高校圖書館中的使用現狀 

隨著社會不斷進步、科學技術不斷發展，圖書

館服務質量也不斷得到提升。從 90 年代起，香港

八所大學圖書館紛紛為讀者設立“還書箱”，使其成

為圖書館不可或缺的輔助服務設施之一。 

一、香港 8所大學圖書館還書箱的設立 

香港 8 所高校圖書館還書箱的設置數量和投

放點一般根據各圖書館總館和分館在學校的分佈

地點來設定的。詳情請參見表一。 

表一：香港 8 所高校圖書館還書箱設立的地點、數量和使用時間表 

院校圖書館 投放地點和數量 使用時間 

香港大學 主館         3 

分館         3 

全日開放 

香港敎育學院 館外         4 

流通櫃檯     1 

開館後開放 

香港中文大學 館外         1 

主館         1 

分館         5 

全日開放 

嶺南大學 館外         1 

館內         1 

館外還書箱開館後開放 

香港理工大學 館外         1 

流通櫃檯     1 

全日開放 

香港科技大學 館外         4 全日開放 

香港城市大學 館外         1 全日開放 

香港浸會大學 館外         5 

流通櫃檯     1 

全日開放 

 

從上表可以得知： 還書箱的投放地點一般以

方便讀者為主，因此多數設於圖書館的入口附近，

既不妨礙讀者出入，同時也能讓讀者一目了然，不

需詢問即會使用。有些圖書館為了方便讀者在閉館

時間也能還書，提供了 24 小時全日開放還書箱服

務，其中浸會大學圖書館是於館外提供 5 個還書箱

24 小時服務的圖書館。 

二、還書箱的規格及使用說明 

香港 8 所大學圖書館的還書箱大部分購買於

海外，雖然規格大小各不相同，但還書箱的材質必

須具備防火、防潮、堅固耐用、輕便美觀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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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裝置還必須考慮避免圖書自高處落下時造

成的損傷，同時還得注意工作人員處理時的便利

性。 

在還書箱具體使用細節上，並不是每一種資料

都適合投入還書箱的。每所高校圖書館對此都有一

些明確的規定，一般禁止投入的資料包括：過期歸

還的圖書、非向本館所借的圖書、視聽資料、帶附

件（如光碟）一起借出的書、體積過大而無法投入

的圖書等，以免引致圖書的損傷。 

三、香港浸會大學圖書館還書箱的使用 

浸會大學圖書館非常重視讀者服務，為了提高

讀者服務質量，加快圖書的使用率，對還書箱的設

置地點、投放時間、使用效果等做了大量細緻的前

期準備工作，依讀者具體需求分別設於：善衡校

園、逸夫校園、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大樓和中醫藥大

樓，詳情請見表二。 

 

表二：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還書箱還書統計表 

年度 善衡校園 逸夫校園 流通櫃檯 
浸會大學持
續教育大樓 中醫藥大樓 總  數 

02/03 40,129 44,665 3,950 7,417 1,829 97,990 

01/02 42,677 34,337 5,940 - 1,089 84,043 

00/01 30,439 5,727 7,914 - - 44,080 

99/00 18,339 3,695 7,861 - - 29,895 

98/99 2,450 5,343 - - - 7,793 

總 數 134,034 93,767 25,665 7,417 2,918 263,801 

% 50% 36% 10% 3% 1% 100% 

 

從上表可知，各還書箱啟用至今，通過還書

箱還的書呈上升趨勢，占全館總還書率 45%，可見

其使用已被廣大讀者普遍接受。 

四、還書箱設立的重要性 

還書箱既是全方位服務于讀者服務的一種人

性化體現，也是提高圖書館與讀者之間的親和力，

它不僅遵循了「方便讀者」的服務原則，同時培養

了讀者自我服務意識。 

(一)遵循「方便讀者」服務原則 

圖書館服務有五大原則：開放原則、方便原

則、平等原則、創新原則和滿意原則。為讀者提供

「簡便」、「便利」的服務是圖書館方便讀者的原

則。無論從它的投放地點、投放數量還是使用時間

等方面都體現了方便讀者的特性。 

(二)培養讀者自我服務意識 

還書箱的使用是讀者自助服務的一個雛形。

讀者通過使用還書箱，已經從完全被動接受服務轉

變成主動參與自我服務，讀者可以根據自己圖書借

期的長短，對書利用的需求程度，靈活、機動地選

擇還書地點，無形中培養了讀者自我服務的意識。

為在圖書館完全實現讀者自助式服務打下了良好

基礎。 

(三)減輕讀者負擔 

還書箱的使用體現了圖書館人性化服務，為

讀者歸還圖書提供了極大的自由空間。讀者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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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自己的空閒時間歸還圖書，完全免除了攜書往返

的煩惱，有助減輕讀者經濟和體力的負擔。同時還

書箱大大縮短了讀者在借閱台排隊等候的時間，分

散了高峰時期大量集中的人流量，讓讀者不再把還

書服務鎖定在一個目標上。 

(四)提高圖書流通率 

由於方便讀者及時歸還圖書，加快了圖書還

書率，從而增加了圖書流通率，使讀者能有更多的

選擇機會，重要的是讓圖書館圖書流通走上了一條

良性迴圈軌道，吸引了更多讀者使用圖書館資源。 

參、RFID 與圖書館 

RFID是英文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的

縮寫，即射頻識別技術。RFID 最早出現於 20 世紀

80 年代。由於大型積體電路技術的成熟，射頻識

別系統的體積大大縮小，因此在進入實用化階段以

後發展十分迅速。由於圖書館的應用環境相對穩

定，RFID 技術能夠在這裏得到充分的展示，所以

人們十分關注 RFID 在圖書館中運用的前景。 

一、RFID 概念 

(一)什麼是 RFID？ 

RFID 是利用了電子標籤和讀寫器之間的非接

觸方式進行自動識別目標物件，並獲取相關資料的

一種技術。 

(二)RFID 的主要組成部分 

RFID 系統主要有電子標籤、 讀寫器和資料管

理系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 

1.電子標籤：電子標籤是附著在待識別物體

的表面，相當於條碼技術中的條碼號，用

來存儲需要的識別傳輸的資訊，它能夠自

動或在外力的作用下，把存儲的資訊主動

發射出去。標籤一般由線圈、天線、記憶

體與控制系統的低電積體電路組成。 

2.讀寫器：是用來讀電子標籤中的資訊，讀

寫器通過網路和其他電腦或系統通訊，從

而完成對電子標籤的資訊獲取、解釋以及

資料管理。 

3.資料管理系統：主要完成資料資訊的存儲

及管理，資料管理系統可以由簡單的小型

資料庫擔當，也可以集成了 RFID 管理模組

的大型 ERP 資料庫管理軟體。 

二、RFID 在圖書館使用的優越性 

與傳統自動識別系統條碼相比，RFID 是一項

易於操控，簡單實用且特別適合用於自動化控制的

技術，RFID 技術具有很多明顯優勢： 

(一)大容量資料庫存儲性 

每個標籤的記憶體容量可以從幾個位元到幾

千個位元。圖書館的書目資訊、圖書存放的方位資

訊和安全控制資訊等都可以保存在 RFID 的標籤

上。 

(二)資料使用的重複性 

RFID 標籤上存儲的資料可以根據圖書館工作

的需求不限次數地重寫、新增、修改或刪除，標籤

內容可以動態改變，更改自如。 

(三)資訊閱讀的方便性 

由於 RFID 具有非接觸型識讀能力，識讀距離

可以從幾十釐米到幾米，或更大，工作距離長，沒

有任何位置和方向的限制，可以多方位識讀，因

此，只要在無線電波範圍內，RFID 標籤可以粘貼

在書的任何一個位置上。 

(四)資料的安全性 

RFID 的標籤在讀取時具有加密保護措施，標

籤上的資料在沒有合適的設備和軟體註冊代碼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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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是不能閱讀和複製的，因此偽造標籤的機會很

小。 

(五)同時讀取多個標籤資料 

RFID 的讀寫器通過接收到的附加資訊如：錯

誤校驗資訊等來控制資料流程的發送，一旦到達讀

寫器的資訊被正確的接收以後，讀寫器便決定是否

需要發射機發送信號，使用這個「命令回應協議」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很小的空間同時閱讀多個標

籤，因此 RFID 工作站一次可以閱讀多本圖書，從

而支援快速辦理圖書借閱手續，並能防止「欺騙問

題」產生。 

肆、RFID 技術在圖書館中的應用 

由於 RFID 技術可以提供迅速、準確地進行資

料獲取與輸入的有效手段，應用領域比較廣泛，可

被應用於生產製造、商業供應鏈與物流管理、公共

交通管理與城市規劃、商品防偽、身份識別和防

偽、門禁和防盜、軍事以及圖書館管理與文檔追

蹤。RFID 技術在圖書館中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以下

幾個方面： 

一、圖書館讀者服務模式的轉變 

圖書館讀者服務模式隨著科學技術的不斷進

步而不斷發生改變，每次改變都會推動圖書館讀者

服務向前邁進一大步。 

(一)從被動接受服務→半自助式服務 

80 年代以後，為了便於讀者瞭解館藏、利用

館藏，提高圖書使用率，各類型圖書館先後為讀者

提供了開架借閱讀者服務。90 年代以後，凡採用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的圖書館，都實現了利用電腦借

還圖書、查詢、統計、讀者管理和書目管理等工作。

香港各高校圖書館在利用電腦進行讀者服務的同

時，先後使用了還書箱作為讀者服務的輔助工具，

小小還書箱的設立，為讀者提供了一個半自助式服

務的機會，讀者一旦把書投入還書箱就是主動參與

了圖書館半自助式服務，而不再是完全處於被動接

受服務的狀態中。 

(二)從自助借書機→高效全自助式服務 

自助借書機盛行於 90 年代。當時，在美國、

加拿大和英國等國許多圖書館都陸續啟動了自助

借書系統。就圖書館類型來說，以大學圖書館居

多，其次是公共圖書館。 

自助借書機主要是將借書作業交給讀者自行

來操作。讀者只要按照自助借書機上的使用說明來

操作，便可獨立完成整個借書程式。此項操作雖然

簡單，但含義卻很深刻，它不僅擴大了讀者自主

權，而且保護了讀者借閱圖書的私密性，減少讀者

在借閱台集中等候排隊時間，同時也減輕了館員大

量借還書工作的體力負擔，使其有更多的時間從事

圖書館其他重要工作。 

先進的射頻識別技術讓圖書館實現了人性化

高效全自助式讀者服務，它不僅吸收了自助借書機

的優點，同時實現了讀者全自助式服務。還書時讀

者只需把圖書投入裝有 RFID 自動還書箱，還書箱

便會自動及時地辦理歸還書手續，讀者隨即便可取

到印表機列印的還書記錄收據，避免因錯漏還書所

引起的讀者和工作人員之間的爭執或糾紛。借書手

續更為簡單，讀者可自行辦理借書手續，無須工作

人員參與，RFID 工作臺一次可以閱讀多本圖書記

錄，圖書的消磁和上磁工作在辦理借還書手續時一

併解決。 

二、圖書館書庫管理工作的轉變 

全新的RFID技術在快速處理圖書借閱資料的

同時，對圖書能進行防盜保護，並使館藏實現了高

效管理，大大降低了管理所需的人工成本，提高了

讀者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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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動分類 

按照傳統圖書上架步驟，圖書館在每本圖書歸

還以後必須經過分類、排號、上架等程式，有了

RFID 圖書分類工作站，系統就可以對圖書進行自

動分類，只要把圖書放在分類墊上，經由電腦閱讀

書上的標籤，就會立即把分類的資訊顯示在螢幕

上，然後由分類工作站通過傳送帶把經過分類的圖

書送進各個分隔間，由此完成整個圖書的分類工

作。分類工作站的運行，將節約分類工作人力的投

入。 

(二)高速清點館藏 

館藏清點工作是圖書館每年必做的一項基本

工作，它耗時、耗力。RFID 技術為圖書館工作人

員提供了一種既輕便又能快速準確地對圖書資料

進行清點的手持讀取器。工作人員只需將讀取器掃

過圖書，系統就會讀到每個標籤上的資料資料，由

於一次可以讀取數個 RFID 標籤記錄，清點速度非

常快，提高了工作效率。 

(三)追蹤圖書方位 

隨著人們對知識求索欲望的上升，讀者對圖書

館服務滿意度的期望值也在不斷上升。在圖書館推

廣滿意服務已經落實在具體工作細節上。其中尋找

錯架亂架圖書是一件讓讀者和工作人員非常棘手

的事。有時有些讀者急需一本書，但恰巧此書不在

架上，儘管工作人員想盡辦法幫助尋找但仍不見蹤

影，這就讓讀者產生了不滿意情緒。RFID 利用無

線電波感應技術，查找者只需手持讀取器對書架上

的書進行掃描搜索，很快就可以從浩如煙海的圖書

中準確鎖定目標，無論是讀者有意藏書還是無意放

錯了位置，都能讓求書心切者滿意而歸。 

伍、影響 RFID 在圖書館中運用的主要因

素 

儘管RFID技術已經逐漸被一些應用領域廣泛

使用，在圖書館也有著良好的應用前景，但此技術

尚未在香港高校圖書館得到普遍使用，主要制約因

素如下： 

一、標準不統一 

標準不統一是制約 RFID 發展的首要因素。目

前製作 RFID 標籤的公司比較多，但每家公司的標

籤都有自己的製作標準，沒有統一的制定標準。製

作者都明白每個RFID標籤中都有一個唯一的識別

碼。如果它的資料格式有很多種並且互不相容，那

麼使用不同標準的RFID圖書館的圖書彼此之間就

無法相互通用，這對開展館際互借等讀者服務很不

利，這是實現圖書館資源分享的一大障礙。 

二、昂貴的價格 

目前 RFID 系統價格很高。無線手提閱讀器

4,500 美元、電子標籤 0.8 美元、讀者自助服務台

20,000 美元、自助還書箱 2,500 美元。尤其是電子

標籤的價格，雖然已由原先的 1 美元降到 0.8 美

元，如果要讓每本書都貼上電子標籤，至少要降到

0.5 美元以下，要實現這個目標至少還需要較長的

一段時間。對於講究投資回報和成本效益的香港高

校圖書館來說，這些成本加起來實在是太可觀了，

儘管最近幾年他們一直在對RFID在圖書館的應用

進行多方考察、研究，但到目前為止還未決定使用

它。 

三、安全問題 

電子標籤的標準尺寸一般為 1.8 英寸 × 2 英

寸，厚度為 500 微米，因此無論把它粘貼在圖書的

哪個方位都無法做到安全隱藏，一旦受到利器損

106 



從還書箱的設立看 RFID 技術在圖書館中的應用 

傷，其防盜效用便會消失殆盡。 

四、有限的壽命 

電子標籤可分為：有源電子標籤和無源電子標

籤。有源電子標籤內裝有電池，一般有較遠的閱讀

距離，但電池的壽命有限。隨著標籤內電池的消

耗，資料傳輸的距離會越來越短，一般只有 3-10

年的使用時間。 

無源電子標籤內無電池，使用壽命期長，但

相比有源電子標籤來說，無源電子標籤在閱讀距離

及適應物體運動方位、速度等方面有著明顯的限

制。 

陸、對 RFID 的展望 

RFID 技術比傳統條碼技術更先進、應用更廣

泛，其優越性是顯而易見的，但由於其高昂的營運

成本令大多數圖書館望而卻步，我們希望 RFID 製

造商能對以下幾個方面進行改進： 

一、統一標準 

統一電子標籤標準是RFID技術普及推廣迫切

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令人可喜的是：中國國家標

準化管理委員會日前在北京宣佈，正式成立「電子

標籤」國家標準工作組，負責起草、制定中國有關

「電子標籤」多項國家標準，是其既具有中國的自

主知識產權，同時和目前國際的相關標準互通相

容，促進中國的「電子標籤」發展納入標準化、規

範化的軌道。 

二、降低價格 

電子標籤的普及在於其價格的降低，全球各有

關射頻識別行業的廠商都在力圖降低電子標籤的

價格。美國加州的 ALIEN 公司宣稱：使電子標籤

的價格降到 0.5 美元是 ALIEN 公司的目標。日本

將在 2004 年度就實現降低電子標籤價格目標開始

實施「反響工程」。「反響工程」的目的就在於將電

子標籤的單價減低到 5 日元以下。他們將召集約

100 家相關企業組成聯盟，開發可生產低成本的電

子標籤的技術。 

三、提高技術水平 

標準的制定和不斷降低的標籤價格使很多人

趨於將RFID引入一個廣闊的應用市場。但對RFID

技術的支援卻需要不斷提高。圖書館對電子標籤的

要求，尤其需要技術保證和安全保護。希望將來的

RFID 技術能對 RFID 電子標籤所附著的圖書進行

全方位追蹤，沒有電池使用壽命的限制，沒有資料

傳輸距離等方面的限制。 

四、提高安全保護級別 

目前金屬類物品是影響所有射頻識別系統的

又一障礙。電子標籤除了力爭避免讓利器損壞以

外，還必須在金屬等特殊材質物品的干擾環境下做

到有效的規避，並提供保護電子標籤資訊不被非法

使用的措施，這樣才能保護圖書館圖書的安全。 

柒、結語 

RFID 技術是一門綜合技術，它的普及應用程

度不僅取決於它的技術成熟程度，而且取決於它的

合理價位，一旦 RFID 技術能在圖書館推廣應用，

必將把圖書館讀者服務推上一個嶄新的臺階，使圖

書館邁向新紀元。 

 

(收稿日期：2005 年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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