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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跨域合作模式 

The  cross-domain collaboration model of public 

libraries 



企業的合作關係 

共同行銷Co-Marketing：當一企業對顧客行銷時，也行銷另一
非其競爭的企業，通常為短期的推銷活動，如: 二手車經銷商推銷
當地洗車廠的coupons 

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二手車商在洗車廠拍賣車子，若車
子賣出去了，二手車商會付洗車廠一筆傭金 

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如二手車商及洗車場合買鄰近的不動產，
期待五年後售出能獲利  

夥伴關係Partnership：二手車商與洗車廠在鄰近開了一家加油
站 



 

策略結盟 

What is Strategic Alliance  

 

兩個單位為了達到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的合作關係= It’s a relationship 

developed between two parties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兩個以上的機構，為分享知識與資源，以補充其不足，而建立雙
贏之夥伴關係 = A win-win partnership  

兩個公司為分享資源以承擔特定、互利的計畫而簽署的合約 = An 

agreement between two companies that have decided to share resources  to 

undertake specific,  mutually beneficial project. 

兩個機構、組織、企業，為了彼此的利益而建立的合作夥伴 = A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企業的策略聯盟 

 市場開發 

 肯德基為了在日本開設連鎖店，而與三菱集團進行策略聯盟的
合作，以利用三菱對日本市場的熟悉 

 成本或風險分散 

 多家航空公司參與星空聯盟的合作的部分原因，即是為了結合
各家公司的資源，並分攤開發新型噴射引擎的鉅額成本 

 圍堵或吸收競爭者 

 雅虎與微軟開放各自所屬的即時通軟體（MSN Messenger 與雅虎
通）互通，即是為了防堵Google的強勢進逼，並對美國線上（提
供AOL Messenger即時傳訊軟體）造成極大的競爭壓力。 

 策略聯盟：包含各種形式和各種規模，從契約協議到
股份購買、相互持股等方式 

 



結盟的方式 
水平式結盟Horizontal  

垂直式的結盟Vertical 

跨業的結盟Intersectoral 

非股權合作結盟 Non-
equity 

股權合作結盟Equity 

合資企業Joint-venture 



以結盟的機構分 

水平結盟Horizontal: 在相同產業的兩個以上單位之結盟，
e.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Sina Corp and Yahoo in order to offer 

online auction services in China;  

垂直結盟Vertical: 在供應鏈上的兩個以上之單位的結盟，
e.g. Caterpillar‘s provision of manufacturing services to Land 

Rover; 

跨業結盟Intersectoral：不在相同的產業也不在同一供應
鏈的兩個以上單位的結盟， e.g. the cooperation of Toys “R” 

Us with McDonald’sin Japan resulting in Toys “R” Us stores with 

built-in McDonald’s restaurants. 

 



以股權角度分 

非股權合作結盟Non-equity strategic alliance:  

兩家以上的公司透過契約協議，允若諾提供、製造或配送產品等服
務 

股權合作結盟Equity strategic alliance:  

  聯盟當中的各造，互相持有不定比例的股權之合作關係 

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 

兩家廠商結合本身各自的資產，建立另一家新公司  

 

 

 



資料來源: http://brianmcgovern.com/joint-ventures-strategic-alliances-and-co-marketing/ 



圖書館的非股權合作結盟 

圖書館為了減輕災害而事先建立聯盟，如遇颱風等，
圖書館的空間及館藏都受到重大損失 

LOCKSS: Lots of Copies Keep Stuff Safe 

與社區非營利性組織合作: 找附近的教會或學校，作
為臨時辦公室 

與其他營利性組織合作：如與清潔公司、除蟲消毒公
司等合作 

圖書館與社區相關單位合作，辦理各種服務 

圖書館提供場地，做為社區活動辦理場所  



圖書館的非股權合作聯盟 

非股權合作聯盟，可使圖書館以較少的經費降低危機
減輕損失 

圖書館應該定期的與社區組織及相關商家接觸，建立
各種非股權合作聯盟 

圖書館可建立一個工作小組，一起腦力激盪思考看看
社區中有哪些單位應建立合作關係，爭取支援 



合資企業/合建圖書館 

joint use/joint library 

Joint library 又稱為 Combined libraries, Dual use libraries, Co-

manage libraries，是一種很特別的圖書館合作 

Joint library 通常為不同類型的圖書館以相同的空間，服
務個別的顧客 

目前最多的joint libraries 為公共圖書館與學校圖書館合
作；公共圖書館與學術圖書館合作 



合資企業/合建圖書館 

joint use/joint library 

Joint libraries 可以只是合用空間；也可能除了合用空間
外，館藏、服務甚至預算都有重疊 

可以節省空間、提升服務品質及館藏量 

增加社區團體的合作機會 

在服務及資源上提供更多彈性 

更多創新的可能性 



合資企業/合建圖書館 

joint use/joint library 

如果未清楚定義目標及期望，也可能導致合作效果不
彰 

無法吸引及服務雙方的顧客 

學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有不同的目標：學校圖書館
需與課程連結；而公共圖書館則在滿足大眾的需求 

行政組織架構可能會有衝突； 

公共圖書館的讀者可能不願意進入學校 



Tidewater Community College and the City of Virginia Beach 

合資建立的公共圖書館/學術圖書館  



ReCAP :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股權合作聯盟 

Equity Strategic Alliance 

 
對圖書館而言，股權合作聯盟主要為企業贊助或與企
業建立夥伴關係corporate sponsorships and partnerships 

加拿大圖書館學會: A sponsorship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exchange whereby the sponsor receives the value in return for 

cash or goods or service-in-kind provided. 

圖書館與贊助商不會成為彼此的股東，財務投資通常
只有一方 

贊助商或合作夥伴因為其展現對圖書館的興趣，可以
將自己視為圖書館事業的投資者 

 



股權合作聯盟 

Equity Strategic Alliance 

 如麥當勞：Summer Reading Program 





由財團法人家樂福文教基金會提供場地， 

並由臺北市立圖書館規劃建置之「內湖智慧圖書館」 



為何要企業贊助 

 經費 Money：贊助商可以補助經費，縮小預算與經費需
求差距 

 資源 Resources：圖書館可獲得圖書、科技及其他材料 

 曝光 Exposure：圖書館可在其他活動推廣，吸引新讀者
進館 

 服務 Service rendered：企業人士可以教圖書館新科技 

 



負面影響 

 會有一些束縛– 企業通常希望好看 

 可能會衝擊到圖書館的任務、優先順序及時程 

 可能會讓圖書館是一公共財的形象受損 

 可能會約束圖書館的貢獻及挑戰智識自由 

 



訂定合約是必要的 

 圖書館對於企業贊助應訂定政策 

 也需與企業簽訂合約，清楚定義相關條件 



圖書館為何要策略聯盟 

 找尋協助者，保護圖書館的館藏及其他資產 

 為圖書館館藏及其他發展籌集資金 

 可接觸到更廣大的人群 

 分享智識及硬體資源 

 分享及共同發展技術 

 共同承擔責任以便進行更大的計畫 

 為大的投入減輕負擔 

 



敬請批評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