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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以臺北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圖書館作為探討空間改造個案研究的對象，採用調查法分析使用

者的空間需求及用後滿意度。透過個案整體歷程的描述與分析，提出小學圖書館空間改造的建議有五個

面向，分別是：以使用者的需求為依歸，兼具實用性和美觀性；以功能作為空間配置的導向，考量機能

性與靈活性；掌握改造歷程各階段的內容與重點；館員應主動瞭解積極參與空間改造；瞭解使用者滿意

度作為提昇圖書館服務的參考。 

This study adopts Taipei Municipal Wanxing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nd applies 

survey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its remodeling in order to analyze users’ space requirements and 

their evaluation of the remodeling. Based on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fiv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modeling of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Libraries should keep users’ needs as the first priority 

while taking practicability and designing into account.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characteristic of 

functionality and flexibility. Libraries need to keep track of the main progress in each stage during the 

remodeling. Meanwhile, librarians should actively contribute their opinions to the process of remodeling. After 

the remodeling completes, libraries should evaluate users’ comments and enhance qualities of librar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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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小學圖書館設立於國民小學，以全校師生為主

要服務對象，配合學校教育的發展計畫，以支援教

學、引導學習、提供閱讀素材以及實施圖書館利用

教育的圖書館，其中尤以推動閱讀為主要的職責。 

閱讀是所有科目的基礎，是終身學習的根本，

而小學圖書館正是培養學童閱讀習慣、開啟閱讀興

趣、引領自我探索的重要場域。閱讀需要感性的態

度，平和的心情，才能發揮想像力遨遊書海，對於

圖書館而言，提供一個安全、親切、舒適的閱覽環

境有助於推動閱讀，更是吸引孩子前往圖書館的首

要條件。小學圖書館面對孩子們的閱讀與學習的空

間需求，在有限的經費之下，如何規劃美觀、實用、

貼近孩子的圖書館，已成為推動閱讀、協助學習的

重要課題。 

一般而言，小學圖書館歷經多年使用之後，往

往有空間不足、設備老舊、書架不敷使用等問題，

勢必面臨重新規劃與改造的議題。國內研究小學圖

書館空間改造的相關論文以需求調查、設計原則、

用後評估等面向居多(王丹怡，2007；邱子恆、李

宜樺、陳倩冬，2001；黃琳媜，2009)，但以實際

案例進行歷程探討的文獻較不常見。圖書館的空間

改造流程包括了內部分析、需求調查、資料準備、

開標施工、檢核驗收、使用推廣、成效評估等，是

一項動員多方人力的艱鉅任務，實有必要進行整體

流程的描述與分析。 

二、研究目的 

為深入探討小學圖書館空間改造，本文以臺北

市文山區萬興國民小學(以下簡稱萬興國小)為個

案分析的對象，描述改造歷程各階段的工作內容，

採用調查法以瞭解使用者的空間需求及滿意度，據

以提出實證性的做法與省思。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標有：探討小學圖書館

空間改造的原則、描述空間改造的實施歷程、分析

館員在空間改造的角色以及瞭解學童對於圖書館

空間的滿意度，期許研究結果可作為萬興國小強化

圖書館經營管理績效與提昇圖書館服務品質的依

據，並提出建議供其它學校應用的參考。 

貳、文獻分析 

圖書館進行空間改造之前，應深入瞭解圖書館

空間規劃的原則、空間配置的區域以及空間使用的

推廣，以利順利進行空間改造，以下就這三方面為

文探討。 

一、空間規劃的原則 

小學圖書館以提供教學與學習媒體資源為主

要職責，服務的對象包括學童、教師、家長、社

區民眾等，而學童是小學圖書館最主要的使用

者，空間設計應瞭解小學生的需求。孩子們是獨

立的個體而不是大人的縮小版，圖書館為孩童規

劃服務空間時應考量其認知、發展與行為上的特

質，設計出「量身訂作」的空間(邱子恆等，2001)。 

為瞭解學童對於學校圖書館的空間需求，黃琳

媜(2009)以臺北市立國語實驗小學為研究對象，分

析小學圖書館進行空間規劃應留意的事項包括：(1)

充實與課程相關、學生感興趣及適於學生閱讀之資

源，加強圖書館利用教育，以提高圖書館在學童心

目中之利用價值；(2)家具設計應考量不同年級學

生使用的特性；(3)圖書館應讓各區域空間有較均

衡的曝光率；(4)教師應提倡閱讀，並讓學童自由

探索圖書館空間；(5)提供豐富館藏資源類型，並

設置獨立的活動空間。 

一般而言，圖書館的兒童空間規劃原則包括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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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性、耐用性、功能性、安全感、溫馨感與歸屬感，

分別說明如下：(Sannwald, 2007) 

1.吸引性：兒童區的設計須能吸引孩子進來參

觀，例如 Point Loma 圖書館樓梯間是一艘老

船的造型，孩子們在這裡可以透過潛望鏡俯

瞰社區街景。 

2.耐用性：圖書館通常會規劃一些兒童創作的

課程，所以傢俱和地板須能承受孩童活動時

造成的污漬、顏料、膠水等。 

3.功能性：兒童區的空間應包括親子共讀區、

多媒體區、電子資源區，以達到多元服務的

目標。 

4.安全感：兒童區內部設計的尺寸不宜太高

大，以免造成孩子的壓迫感或威脅感，例如

降低天花板的高度、書架和傢俱的高度須考

量從新生兒到高年級學童身高的需求。 

5.溫馨感：圖書館可以透過不同明暗度的燈

光，以及造形多變化的設施，以營造舒適、

愜意、溫馨的閱讀氛圍。 

6.歸屬感：以兒童的作品作為裝飾，廣泛地運

用在表演區、展示區，容易讓孩子們有參與

感和歸屬感。  

兒童身心發展具備獨特性、成長性和探索性，

孩子們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喜歡嘗試與體驗，所以

學校圖書館在空間規劃方面，宜配合身心發展的特

質，營造吸引兒童想要進來的因素。 

二、空間配置的區域 

空間配置是人與環境互動的要素之一，具備完

整機能且動線合宜的小學圖書館，有利於學生學

習、教師使用以及館員管理。國內的小學圖書館依

規模大小，空間配置的區域不一，但大多根據「國

民小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教育部，2002)，

依功能區分為閱覽、參考、資訊檢索、期刊、視聽、

書庫、教具、教學及工作等區。 

為配合兒童探觸式學習的需要，Lushington 

(2008)建議圖書館提供兒童服務的區域至少應包

括多媒體區、說故事區、手工藝區、書庫區、服務

台、館員工作區及資料貯藏區。多媒體區提供玩

具、拼圖、音樂、影片、電腦、印表機等，可於天

花板裝置投影設備及螢幕；說故事區應準備攜帶式

的階梯、可堆疊的椅子、現代舞台的燈光、說故事

者的聚光燈等；手工藝區要考量容易清潔的地板、

可調整高度的桌子、收藏桌椅的貯藏櫃，各項擺設

要計算允許孩子移動的間距；書庫區則以體積小可

移動的書架為佳，根據活動需要將書架集中或分

散，保留運用的彈性，方便調整空間以利活動進

行。 

Loetscher (2002)則認為處於現代科技的時

代，學校圖書館之空間配置可包括五個功能概念

區，分別說明如下： 

1.數位資源區：提供網際網路、線上公用目錄、

線上參考資源、線上期刊。 

2.閱覽區：提供使用者想閱讀、想看和想聽的

館藏資料，如新書、新小說、有聲書、報紙、

流行音樂、影音資料，提供舒適的座椅、枕

頭靠墊，並鋪上地毯。 

3.珍藏區：典藏過時但珍貴的資料，如圖書

館研究、古典文學、大量的散文文學讀物、

過期雜誌、過時的參考工具書、學術研究

性專書，在此空間應提供一個安靜的研讀

區域。 

4.製作區：提供使用者寫報告、發表作品、

錄音、製作影音資料、繪圖等創作的機器

設備。 

5.教師室：提供一個區域能讓教師準備上課所

需的材料、備妥學術性雜誌及專書、線上教

學參考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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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tscher 的空間配置重視數位資源區，相當

符合時代的趨勢，學校圖書館透過數位資源服務，

從小培養兒童資訊素養，擴大學習領域，是當今小

學圖書館空間配置不可忽略的區域。 

綜合而言，小學圖書館空間配置應以支援教學

與學習為目標，提供學生閱讀、教師備課、資訊檢

索、多媒體欣賞、典藏資料、操作與展演及館員管

理的空間，並依據使用者的學習特性，妥善安排各

區域的面積、順序、區隔、動線等，以提高圖書館

的機能性及實用性。 

三、空間使用的推廣 

圖書館實施空間改造的最大目的是為了使

用，越多的使用者利用圖書館才能讓館方瞭解圖書

館環境與服務的優劣，以作為提昇品質的依據，所

以使用推廣也是整體空間改造流程的一環，是一種

回饋、省思和修正的機制。 

Woodward (2005)以行銷學觀點認為圖書館的

使用者都是顧客，顧客對於圖書館的印象有一定的

程度與物理環境有關。圖書館的建築，特別是內部

設計，能強化顧客對於圖書館產品與服務的知覺，

顧客透過眼、耳、鼻感受圖書館的整體格調與氛

圍。為充分發揮圖書館環境的效能，應定期審慎評

估館內各區域的物理環境，包括照明、擺設、動線、

使用率等，透過成人的引導、課程的安排加強推廣

各區域的使用(王丹怡，2007)。 

小學圖書館的目標顧客群是學童，圖書館應主

動創造學生進館的機會，以利推廣使用，例如可以

配合課程設計圖書資訊利用之學習活動，經常舉辦

作家有約、主題書展、圖書導讀、節慶閱讀、閱讀

認證、查資料比賽等，讓孩子感受到圖書館是一個

充實、豐富、有趣、自在的環境。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小學圖書館空間改造的歷

程，研究時程自 2009年 6月至 2010年 2月，以下

就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分別說明。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調查法為研究方法，包括圖畫調查

與問卷調查，前者實施於空間改造之前，為徴求學

童的意見，考量多數孩子較擅長以繪圖表現設計理

念，故採用圖畫調查法；後者則於完工後採用問卷

以瞭解學生們對於新館的感受和意見，因涉及比較

性題目，一年級新生並未有舊館的使用經驗，故只

針對二至六年級實施問卷調查。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萬興國小圖書館為個案研究對象，萬

興國小成立於 1987年，座落於臺北市文山區，學

校佔地 1.26公頃，全校普通班 26班，資源班 1班，

幼稚園 2班，教職員工 67人，小學部學生人數 760

人，幼稚園 60人。學校在師資結構方面，教師以

30-39歲居多，屬年輕族群；年資以 15-19 年佔多

數，顯示教師群的教學經驗豐富；學歷則以碩士學

位為多數，平均素質整齊。在家長的職業方面，以

從事商業(26％)最多，其次是服務業(19％)和軍公

教(18％)，詳如圖 1。(臺北市立萬興國民小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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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興國小圖書館隸屬於教務處設備組，編制幹

事一名，主要職責是管理圖書資料、協助推展閱讀

活動以及支援教學。圖書館建築總面積 303平方公

尺，館藏圖書約 18,000冊、期刊 30種、報紙 5種，

閱覽座位 80席。圖書館自 2006年以來，即實施階

段式、主題式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陳昭珍、簡馨

瑩、林菁、賴苑玲、陳海泓，2011)，並以臺北市

教育局的研究專案支援閱讀教學(曾品方，2010)。 

圖書館自創校時即設立，至今已 20餘年，位

於教學大樓與行政大樓的橋接位置，是學生與教

師活動的核心地區。圖書館配合每個班級每週一

堂的閱讀課，以及不定時的閱讀推廣活動，使用

率相當頻繁，但因館舍老舊，面臨天花板漏水、

地板破裂、牆壁磁磚剝落、書架不堪使用等問題，

故於 2009年申請經費，並於當年七月動工，九月

完工啟用。 

綜合而言，本研究之個案為一所都會區中型規

模的小學，教師的平均年資和學歷皆相當整齊，學

生的家庭背景以商業經營為多數，學校重視閱讀教

學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閱讀課已納入正式課程，

圖書館使用頻繁。 

肆、研究實施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實施的流程可分為準備期、發展期、推

廣期三個階段(如圖 2)，各階段的研究內容、資料

蒐集、分析方法，羅列說明如下。 

圖 1  萬興國小家長職業分析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 99年度優質學校參選資料：飛吧！萬興，資源匯聚 萬興起飛了，

臺北市萬興國民小學，2010，上網日期：2011年 6月 2日，網址： 

http://www.wnses.tp.edu.tw/editor_doc/editor_docview.asp?id={0EE90C0A-5659-4F97-8

5C4-8597B0D95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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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期 

準備期的工作內容包括需求調查、命名活

動、公開標案以及移書作業，以下依序說明。 

(一)需求調查 

小學圖書館的主角是學生，為瞭解孩子們心

目中理想圖書館的樣貌，館員利用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的上課時間，為每班學生說明講解圖書館改

造計畫，並蒐集國內外相關圖書館的照片，在課

堂上以投影片和孩子們討論設計的概念，並請每

位小朋友畫出和簡短說明夢想中的圖書館。 

課程實施的對象為全校小學部學生 760 位，

回收 662幅圖畫，回收率 87%。為統整圖畫調查

的內容，本研究運用主題編碼表進行分析，編碼

表分為設備、色系、空間配置三大構面，各構面

之下包含 4到 10個不等的類目，各幅圖依據實際

內容，歸入各類目。分析發現，在設備方面，以

閱覽桌椅、書架、電腦為多數；在色系方面，多

數孩子用色繽紛，尤其是書架上的書，五顏六色，

相當豐富；在空間配置上，以閱覽區、書庫區、

電腦區最多，有些圖畫展現出內部空間高、低變

化，或是包含多樓層(如圖 3)。

圖 2  空間改造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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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孩子於簡要說明處表示希望圖書館是閱

讀的秘密基地，可以和好朋友三三兩兩作伴，一起

分享故事的情節或談談心事。 

小學圖書館服務對象除了學生之外，也不能忽

視教師的需求，本研究主要透過正式的審圖會議及

非正式的口頭溝通取得教師的空間需求。整體而

言，教師最關心的是圖書館內學生動線、閱覽座

位、電腦網路、環境的安全與維護等問題，至於研

究小間或教材準備室，需求並不明顯，其中有一位

教師明白表示：圖書館主要是留給學生閱讀，要優

先考量孩子們的需求。 

(二)圖書館命名活動 

為營造全校師生的參與感及鼓勵小朋友創

作，學校舉辦徴求圖書館命名及標誌活動，活動期

間約一個多月，共有 62件投稿，先由評審老師擇

取優良作品三件，接著進行全校師生票選，票選結

果由五年級翁綵瑄同學的「書窩」勝出，設計的理

念為圖書室是可以讓我和朋友一起窩在其中，自由

自在享受閱讀的樂趣，如圖 4。 

 

 

 

 

 

圖 3  孩子心目中理想的圖書館 

圖 4  圖書館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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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公開徴求圖書館命名與標誌，可以營造圖

書館改裝的氛圍，強化學童的認同感，並可透過全

校型的設計創作、票選活動，讓孩子從中體驗藝

術、參與、欣賞與尊重，是一項兼具實作與教育意

義的活動。 

(三)公開標案 

為順利進行空間改造並符合法令規定，學校必

需公開標案，標案的內容包括：學校基本資料、圖

書館現況、施作期限等。館員依其職責提供館藏

量、入館平均人次、區域別及其它相關需求等，由

總務處公開徵求設計圖樣，進行開標作業，徵選建

築師等。 

(四)移書作業 

圖書館的施工期為暑假，為加速館藏資料的

搬移，開放二至五年級每位同學暑假借書 20冊，

並宣導小朋友利用暑假多多閱讀並幫忙圖書館保

管書籍，待開學後再予以歸還，期間共外借達

3,000冊，為總館藏的 17%。改造前的借書計畫雖

然實質上的功用有限，但營造全校師生借書風潮

並配合暑期閱讀作業，鼓勵孩子為圖書館工程盡

一份心力，其中的參與、付出的意義遠超過實質

效益。 

外借期結束後，即進行閉館搬移圖書計畫，

從分區、編號、打包、傳送都是由館員、教師、

家長、學生一起合作，孩子們排成人龍，一捆捆

書傳遞給一雙雙小手，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力量共

同打造圖書館。移書作業適逢盛暑，大人、孩子

們揮汗如雨，手也痠了，腿也累了，雖然疲憊但

仍能樂在其中，許多家長和學生皆表示下次還可

以再來幫忙。 

準備期主要是作為未來施工的基礎，歷時最

長、動員人力最多，尤其是管理者、使用者、設

計者之間產生互動、激盪、摩擦、凝聚共識最頻

繁的時期。透過準備期之醞釀，大家對於未來圖

書館有明確的目標與期待，自然願意攜手合作共

同打造圖書館新天地，相對地彼此亦從中獲得寶

貴的經驗，對於學生而言，將是個美好的回憶。 

二、發展期 

發展期包括室內設計、現場施作、完工驗收，

此期間內由校長、建築師、館員、教師形成一個圖

書館空間改造團隊。以下就空間設計理念、特色空

間簡介依序說明。 

(一)空間設計理念 

由建築師依校方需求提案，並透過圖書館空間

改造團隊不斷地溝通、討論，逐步獲得共識，其空

間設計的理念包括實用性、自明性、獨立性、色彩

性、空間感五方面，為文闡述如下： 

1.實用性 

空間設計配合學童的發展與能力，因應不同的

需求，部份閱覽區可彈性調度使用，充分發揮多功

能原則。施作的材質方面，宜考量以金屬烤漆、玻

璃、美耐板及木夾板結構等易於維護保養的材料與

設備，以減少維修問題。 

2.自明性 

圖書館以閱讀為主要目的，流通的空氣與亮麗

光線，皆能啟發學童學習的動機，落實閱讀教育。

故在設計上重視自然採光、空氣的流動及兼顧安全

的穿透性視野，以最大可能性的透視度，使室內、

室外的陽光與空氣連成一氣，從室外都能感受到室

內的閱讀氣氛。 

3.獨立性 

根據學童對於閱讀的秘密基地之需求，設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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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納 6-10 人的小隔間，以書架作為牆面，讓孩子

隨手取書，隨意看書。營造獨立又兼顧安全的閱讀

小空間，重視人性化的休憩閱讀環境，細緻處理人

與物之間的介面。 

4.色彩性 

考量學童的色彩心理需求，宜以明亮色彩材質

施作配合植栽佈置，利用顏色營造特色空間，以豐

富的色彩印象，創造活潑生動的快樂氛圍。地板是

圖書館最大的平面面積，考量色彩的豐富度，採用

仿石質地磚，以黑色、淺灰色交叉排列，模擬陽光

之光影效果讓地面在規律中帶有輕快的氣息，創造

出清爽的閱讀空間。 

5.空間感 

利用各具特色的書櫃區隔不同年級的閱讀屬

性，展演區域的地板具 20-60 公分逐漸升高的層

次，呈現穩定又有變化的空間感，造就空間多層次

的視覺體驗。 

(二)特色空間簡介 

重新改造的圖書館可分為書庫區、閱覽區、展

演舞台區、閣樓繪本區、教師研究區、資訊檢索區、

期刊區、櫃台區，可以提供孩子閱讀、展演、讀書

會、小組教學、資訊檢索、休閒及教師研究討論等。

為考量篇章限制，僅擇四區域之特色擇要說明如後

(如圖 5)。 

1.風車彩繪的天花板 

風車造型的天花板，部份採用鏤空設計，方便

收納管線、有助空氣流動以及減低壓迫感，六片天

花板由專業的繪本創作者，同時也是萬興國小的家

長繪製插圖，畫風柔和饒富深意，每一張圖都有小

朋友從不同的角落出現，與館內正在閱讀的學童們

相互輝映。 

2.靈活彈性的書庫區 

書庫區依分類號放置圖書，採用活動式書櫃，

可視需要靈活調整空間。咖啡色系的書櫃，在放置

不同顏色的圖書後，可以讓圖書更鮮明，吸引孩子

們的目光，以書本身的色彩作為裝飾的主軸，突顯

圖書館的本質。 

3.秘密基地的閣樓區 

閣樓區面對秀明路，運用透明玻璃攬景入內，

全面採用高架木頭地板，以高書架區隔成三區閱讀

的秘密基地，放置孩子最愛的繪本和小說，是全校

學生最喜歡的地方。孩子們總是三五成群坐在小桌

椅或木質地板上閱讀、討論，累了看看窗外的景色

或倚著欄杆小憩一下，閱讀真是一件美好的事！閣

樓區下層設計 12組儲藏櫃，放置備用教科書及待

處理的資料，充分利用空間。 

4.鋼琴造型的舞台區 

大舞台採用海島型木質地板，外形仿鋼琴流線

造型，上下兩層的階梯呈現高低不同的變化，是樓

梯也是閱讀的好座位，木質地板邊緣區巧妙改造出

鞋子收納空間。此區擺放低年級及幼稚園的圖畫

書，讓小小孩在這裡不受拘束，可以輕鬆自在的閱

讀；並設有大型螢幕，可以作為說故事活動、作家

有約、戲劇表演、電影欣賞、圖書館利用教育等活

動的最佳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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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書館平面圖及特色區域  

 

整體而言，圖書館應有自己的造型語彙，豐富

的色彩，親切創意的尺度，讓使用者進入時即有一

目瞭然，會心一笑的感覺，讓孩子們耳濡目染而產

生無限的想像力及創造力，並於經濟的原則下，以

多功能使用作為設計的策略，才能充分運用得來不

易的經費，發揮最大的功效。 

三、推廣期  

圖書館於九月順利完工，以嶄新的面貌迎接孩

子們開學，許多學生都異口同聲說：圖書館好漂亮

好舒服，迫不及待四處走走看看，在閣樓上、在沙

發上隨意閱讀，或獨自看書或小聲討論，有些孩子

請爸媽一定要來參觀，圖書館成為孩子們閱讀的樂

園。 

為更有效推廣圖書館，學校首先舉辦開幕活

動，營造歡樂的氣氛，其次是實施圖書資訊利用教

育，透過適性的教學活動介紹圖書館，二者皆是為

了加強推廣各區域的使用(王丹怡，2007)，最後以

問卷調查評估成效，分別說明如下。 

(一)開幕活動 

學校於開學後的第三週舉辦「書窩」正式開幕

典禮，在簡單的師長致詞後，進行闖關活動，孩子

們到圖書館各區域向關主抽取題目、回答問題，即

可獲得紀念版的貼紙與書籤。開幕活動設計的用意

在於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圖書館的每一區都得到均

等的曝光率(黃琳媜，2009)，孩子回答問題的同時

融入隨機指導，讓他們學會利用新圖書館的基本技

能。活動當天，許多孩子以闖關印記作為榮譽的象

徵，校園瀰漫著歡樂學習、快樂書窩的氛圍。 

(二)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 

圖書館完工後實際的空間並無增加，但因運用

穿透性和層次感，許多學童感到圖書館變大了，好

像會迷路，找不到喜歡的書。為了有效引導孩子們

利用圖書館，館員設計一系列融入空間利用的圖書

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結合家長志工、社區大學的資

源，實施一至六年級不同的課程，例如書海尋寶、

幫書找回家、猜猜我是誰、分類的秘密、認識索書

號、資訊捕手、免費學英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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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效評估 

為深入瞭解孩子們對於圖書館空間改造後的

想法，以作為提昇服務品質的依據，以問卷調查全

校二至六年級的學生，共發放 625 份，回收 587

份，回收率 93.9%。調查發現圖書館改造的成效良

好，分析如下： 

1.近九成(331人，86.2%)的孩子喜歡新的圖書

館； 

2.超過半數(331人，52.6%)的學生會因新的圖

書館而更想借書或看書； 

3.有七成四(439 人)的孩子期待新圖書館的閱

讀課； 

4.四成五(265 人)的學生會告訴或邀請別人來

參觀新的圖書館； 

5.半數的孩子(331人，51.3%)會因新的圖書館

而更喜歡圖書館的活動。 

圖書館的各區環境以閣樓區(224 人，38.2%)

最受歡迎，驗證了改造前的使用者需求分析以及文

獻的觀點(黃琳媜，2009)，其次分別是舞台區(104

人，7.9%)、期刊區(81人，13.9%)、閱覽區(79人，

13.6%)，詳如圖 6。 

 

 

 

 

 

 

 

 

 

 

 

 

圖 6  圖書館各區域受歡迎程度分析圖  

 

圖書館空間改造後，學童親近圖書的態度、閱

讀的意願、借書的冊數均明顯增加，可見營造溫馨

舒適閱讀環境的重要性。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小學圖書館空間改造的歷

程，透過研究的實施，可以綜合歸納的結論與建議

包括：以使用者的需求為依歸，兼具實用性和美觀

性；以功能作為空間配置的參考，考量機能性與靈

活性；掌握改造歷程各階段的內容與重點；館員應

主動瞭解積極參與空間改造；瞭解使用者滿意度以

作為圖書館服務的參考，分別為文說明。 

一、以使用者的需求為依歸，兼具實用性

和美觀性 

本研究的空間改造根據學童的想法、教師的建

議、館員的意見以及建築師的觀點，不斷進行討

論、磨合、折衷以尋求共識。以孩子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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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是其特徵，雖有些想法較難

實現，例如摩天輪圖書館、企鵝冰館、恐龍圖書館、

遊戲天堂、機器人還書等，但可取其意念，如秘密

基地、飽滿色彩、多層次空間等；教師則以閱讀課

的安排、網路建設提出空間的建議，通常較偏重實

用，對於管理、安全的需求較高。 

面對使用者多樣化需求，館員與建築師應找尋

最佳合理點，在多元觀點中謀求最大的交集，在設

計上以使用者的需求為依歸，同時兼具實用、耐

用、美觀、及容易維護。 

二、以功能作為空間配置的導向，考量機

能性與靈活性 

圖書館是學校的教學資源中心、媒體中心，尤

其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有必要提供便利、快捷的

資訊服務，如同 Loetscher (2002)即指出學校圖書

館應規劃數位資源區，以提供網際網路、線上公用

目錄查詢等服務。因此，萬興國小圖書館提供公用

電腦數量從原本四台增加至八台，並增加多媒體專

櫃，鼓勵學生查閱、檢索資訊，希望能支援學童使

用數位資源以拓展學習的範圍。 

小學圖書館的空間配置主要是以功能為導

向，但科技不斷進步、教育觀念持續更新、學習方

法多元發展，如何才是功能完備的學校圖書館，不

容易有定論。有鑑於此，萬興國小圖書館空間配置

考量現有的需求、未來的發展及文獻的見解

(Lushington, 2008)共規劃八區，各區的傢俱、設備

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為未來可能的活動空間預作準

備，例如設計滾輪、組合式、小面積、可拆除、多

功能用途等，朝向機能完整的圖書館發展。 

三、掌握改造歷程各階段的內容與重點 

本研究描述個案空間改造歷程，可分為準備

期、發展期與推廣期，綜合而言，準備期偏重使用

者需求調查、鼓勵學童參與、評估內部條件等；發

展期則需與建築師、承包商進行溝通協調，以取得

最有利的條件，進行設計、施工、監造等；推廣期

聚焦在圖書館利用的推廣、行銷、實施課程、舉辦

活動等。 

整體而言，各階段的工作內容互相依存，彼此

相繫，沒有充份的評估需求、搬移計畫就不可能順

利設計、施作，也不容易提高推廣活動的參與度。

小學圖書館面臨空間改造之際，最好能先擬定一套

完整的流程，以掌握各期的工作重點、期程及方

法。 

四、館員應主動瞭解積極參與空間改造 

小學圖書館空間改造是學校整體發展計畫的

一部份，雖然館員沒有主導的權力，但分析使用者

需求、提供使用數據、預估未來館藏成長量等，都

可能是空間設計最有價值的參考依據。準此，館員

可以在空間改造上，扮演主動瞭解、積極參與的角

色。 

在使用者需求調查方法上，可以運用觀察、訪

談、問卷、繪圖等方式，通常教師與學童的配合度

極佳，實施難度不高。面對小讀者天真的想法，童

趣的問話，館員可以鼓勵表達但不宜輕易承諾，以

免造成孩子們期望落空或是家長的誤會。館員可以

用「哦，這樣啊！」、「說說看」、「很有創意」讓小

讀者明白館員傾聽他的需要，明白他的想法，但卻

不能保證一定會實現。 

五、瞭解使用者滿意度以作為圖書館服務

的參考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使用者的滿意度，屬於用

後評估的一環，分析發現學童的滿意度很高，許多

孩子提到閣樓區光線很好，風景很漂亮，書很多，

可以看到校門口，可以和好朋友一起去；軟軟的沙

發，坐的時候就不會很硬，可以隨便坐；圖書館顏

色很多，彩色椅子很漂亮，圖書館從以前不起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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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變成了亮晶晶；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見，如

找書好複雜，我都找不到自己想看的書，雖然圖書

室比較新了，但是吵鬧聲卻增加了。 

環境用後評估可作為圖書館規劃服務的依

據，例如閣樓區受到多數學童的喜愛，可以安排說

故事、讀書會、輔導諮商、個別指導等活動；沙發

軟軟的感覺，延伸提供各式軟質的伴讀娃娃，可以

在館內擁抱也可以出借，孩子們愛不釋手；至於找

書困難的問題，則增加館內的指示牌、書架標籤，

加強類號索引、公用目錄查詢等指導，以利學童使

用。 

整體而言，萬興國小歷經圖書館空間重新改

造，對於全校師生而言是一項新事務的嘗試與體

驗，過程之中凝聚的向心力，提昇的閱讀力則是最

珍貴的資產，期望透過本文介紹，以做為其它學校

的參考。 

（收稿日期：201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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