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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目次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使用者習慣的改變，公共

圖書館空間規劃及閱讀氛圍營造亦應有所調

整。然囿於經費的限制，在無法增建新館的

前提下，如何透過重新規劃現有軟硬體設備

與內外部裝潢，達到營造閱讀新氣象的目標，

是公共圖書館應思考與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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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使用者習慣的改變，公共圖書館囿於經費與

空間的限制，在無法增建新館的前提下，透過重新規劃現有軟硬體

設備與內外部裝潢，亦能達到改善環境氛圍，營造閱讀新氣象的目

標。本期館訊以「公共圖書館空間規劃與改造」為主題，邀請圖書

資訊學領域學者與工作者分享相關研究與經驗，進而提供值得效法

的見解。 

本期專題論述，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設計系吳可久副教授《 

數位時代趨勢下公共圖書館建築轉型》一文，闡述數位時代中，圖

書館從傳統靜態閱讀的場所轉換為動態、資訊科技服務導向的人機

介面空間，新科技促使圖書館建築轉型為智慧建築。全文從書、人

及建築三個面向分別闡述館藏、使用者與空間的關係。東海大學建

築系陳格理教授《假如公共圖書館像百貨公司：Almere 圖書館的

啟示》一文，以荷蘭公共圖書館 Almere 的空間規劃為例，探討其以

書店的展示性與百貨公司的空間型態設計突顯出圖書館的特色與吸

引力，全文從圖書館內標示、書架安排與設備擺置的創意，到空間

意象與閱讀氛圍的營造，提供國內有意空間改造的公共圖書館一個

突破、前瞻且落實的典範。臺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李英豪主任

《公共圖書館整建之用後評估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為

例》一文，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為研究對象，分析從整

建規劃、落實到使用的歷程，並探討空間重劃後的使用情形以及滿

意度調查的結果，提出具體的建議。 

在本期特載中，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李柏如副研究員

《芬蘭的成人教育背景及圖書館等教育環境現狀》一文，體現公共

圖書館在相關教育的資源與人力對芬蘭成人教育與資訊通訊科技

（ICT）教育發展的諸多支持，進而影響到公共圖書館在國家政策

的定位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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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趨勢下公共圖書館建築轉型 

Digital-Age Trends Transformed the Public Library 

Building 

 

吳可久 

Ko-Chiu Wu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互動媒體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active Media Desig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mail: kochiuwu@ntut.edu.tw 

 

【摘要】 
  數位時代趨勢下，新科技促使圖書館建築轉型為智慧建築。因應圖書

館服務需求，尊重不同族群特質，利用數位科技，提供多樣化服務，從而

增加讀者新的體驗，圖書館才有存在的價值，圖書館建築才有新的定位。

本文從書、人、建築三個面向，討論書籍排列與尋書、遠距典藏與後設資

料、主題分類與社會性標籤、多元讀者與人機介面、身分識別與彈性服務、

智慧建築與管理等意涵，以探討現階段圖書館建築可能之轉型方向。 

 

【Abstract】 
  Chasing the trends of the digital age, new technologies transform the library 

building into the intellect architecture. The modern library have to respond to 

different conditions, such as demand for library services,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versification of service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readers to have a new library 

experience, thus the existence value of library services could be demonstrated. The 

library building could be a new positioning for services. While books, people, and 

building were three perspectiv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topics as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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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ngement and way-finding, distance-collection and metadata, subject 

classification and social tagging, multiple-disciplined readers and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identification with flexible services, intelligent building and management, 

were explored for understanding of shifting directions of the ongoing library 

building. 

關鍵詞：圖書館服務、智慧建築、建築規劃 

Keywords : Library service,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Building planning 

 

壹、 前言 

數位時代中公共圖書館配合讀者使用需求，紛紛採用新的數位科技來

服務讀者，也促使圖書館建築與內部空間改變，其典範從靜態閱讀之場所

轉型為動態、資訊科技服務導向的人機介面空間（吳可久，2008）。數位

時代下此種新的公共圖書館空間典範，仍植根於傳統的讀者使用行為、館

員管理模式，然而卻在逐漸使用中轉化蛻變出新的圖書館空間發展方向，

試分成書、人、建築三面向陳述之。 

貳、 「書」籍之典藏與運用 

  圖書館顧名思義就是藏書的場所，會因為藏書需要而將圖書集中典藏，

由於過去書籍貴重，一般人買不起、讀不全整套書籍，因此將其集中置放

典藏，讓全民所共享，其著眼點是控制、接觸書籍的權利。由政府在資訊

平衡與知識普及觀點下，普遍設置公共圖書館來教育民眾、服務公民。 

  然而上述公共圖書館之傳統設置目的，在數位科技及網際網路發展後，

面臨巨大之挑戰，當書籍的內容可以輕易在網路中尋找到，人們可以隨時

無遠弗屆的自我探詢，而不需要中間館員階層之管理，使得圖書館之定位

需要重新被思考。 

  數位科技所帶來之特性是實體書籍與資訊內容的剝離，資訊內容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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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列印在紙本上供人閱覽。由於紙本是實體，除非複製傳播，否則要接

觸資訊需要讀者親手翻閱書籍。翻閱書籍有搜尋、瀏覽與閱讀等不同作法，

每一種作法隨讀者對於書籍中所包含資訊之利用方式，例如：了解書中資

訊之速度、可及性、強度及理解性而有所變化。東京大學圖書館之書架旁

安置閱覽桌，便是供讀者閱讀紙本資料之傳統理想的閱覽方式（圖 1）。 

 

 

 

 

 

 

 

圖 1  東京大學圖書館之紙本傳統閱覽家具配置 

  「搜尋」書籍，只是需要了解這一本書有無相關資訊，因此讀者操作

速度快、不需要深入理解，但在蒐尋過程中需要面對大量之書籍，從中間

挑選合適的書籍。在早期傳統圖書館，是將「同一類」書籍集中放置，以

節省讀者尋書之時間與精力。隨著書籍大量增加，導致沒有足夠之藏書空

間及管理方便，而發展出「閉架典藏」之方式，只容許館員從封閉性的書

庫抽取書籍，經由流通櫃臺外借給讀者。在閉架典藏的模式中，讀者只能

藉由館員預先編好之書籍編目資料，透過他人重重理解後之「限制觀點」，

蒐尋自己所需要之書籍。為了改善上述現象，近代發展出「模矩化開架典

藏」方式，即藉由複層建築結構，將圖書館書架配合單元化結構模矩方式，

在同一樓層製作出相同大小之單元藏書空間，讀者可以親自走到書架邊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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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及翻閱書籍。此一模矩空間有相同寬度的走道及書架，不致浪費走道空

間。如工業生產般之效率，提供讀者在迷宮般之空間，由預先安排好之索

書號走動尋書。在此特殊前提下，圖書館尋路行為才成為研究課題。臺北

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採用模矩化空間結合結構、書架配置、採光照明，可

提供讀者標準化尋書及閱讀環境（圖 2）。 

 

 

 

 

 

 

 

圖 2  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之模矩化閱覽空間 

        數位科技對於上述因應讀者搜尋書籍，發展出適合當代使用及管理的

圖書館空間，提供新的可能發展機會。此機會要因存於「付予讀者與館員

重新謀合解釋後設資料（metadata）之權利。」 

一、「同一類」與「無序」之書籍排列與尋書（尋路）之媒介技術 

現有圖書館書籍排列以同一類書籍群組之觀念，促使讀者能方便蒐尋

書籍。然而數位科技之引進，促發書籍之排列與典藏方式，可依照讀者不

同之蒐尋需求，而重新分類排列之可能性。例如，無線射頻（RFID）標籤

之應用，過去因為讀者胡亂置書，導致館員需要定期依照書背之索書號來

「順架」的情況。藉由超高頻 RFID 標籤掃描器，可以掃描十餘公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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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標籤，因此只要在此範圍內無序的排列書籍，都可藉由掃描器找到，

「順架」可以轉變為「順區」，此即數位科技所帶來之便利。然而，RFID

掃描器不僅貴且稀少，現在只有館員使用，不符經濟效益，且 RFID 之頻

寬有限，標籤能夠存錄之資訊容量，亦往往只有數 KB 容量，其實是不符

讀者使用效益，只能做到最基本之管理書籍。現今智慧型手機及影像辨識

技術之開發，使得讀者個體握有嶄新的技術，來對抗被分割成一個一個技

術本位堡壘的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快找尋所需之書籍。每一臺智慧手機

都有攝影裝置，可供辨識從 QR code、影像辨識，到結合現場場景之擴增

實境技術，而且相關技術可以寫成能上架傳銷買賣的商用程式（APP）。

因此或許未來在科技電影中，可以看到讀者輸入想要找書之條件後，拿智

慧型手機掃描圖書館內部環境，進行空間影像辨識後，結合擴增實境，在

手機上的圖書館實景空間圖像會浮現出不同符合查詢條件之圖符（ICON）

與區位，在點選圖符時會呈現書籍之介紹（不見得是館員之編目，有可能

是其他讀者之推薦），方便讀者尋書。  

二、遠距典藏、後設資料與書籍如何在圖書館地圖中呈現區位 

  上述尋書場景其實設定在一個前提條件，即每一本書之區位是存在一

個虛擬圖書館中，每一本實體書之位置需要能被隨時定位，此時圖書館之

管理書籍能力及技術就相當重要。鑑於現在圖書館能夠知道書籍區位之程

度，只有在自動化資訊系統內標註出借與否，例如以文字標註應存放在三

樓人社區第 19 排，雖然相當符合現階段圖書館之需求，其實相對數位技

術而言，是相當落伍的。現在智慧手機定位技術在數十公尺範圍內，RFID

之定位技術適用在數公尺範圍內，未來數位新技術之開展必然能夠突破現

狀，突破之重點在於書籍之精準定位。對於現有藏書定位技術之應用，仍

推 RFID 結合物流技術，在遠距典藏書籍之適用（Nitecki, 2001）。鑑於大

量典藏書籍之借閱次數少，少量熱門書籍借閱次數多之現象，將部分罕用

書籍存放於他處，讀者透過自動化系統找書，若需要再從他處將書籍實體

運回本館供借閱，此種遠距閉架典藏方式，因不需考慮讀者親自到架上蒐

尋，便可改用將「相同尺寸」大小書籍存放於同一書箱之儲放方式，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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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偵測書籍區位運回，以節省存放空間。現存 RFID 藏書技術有美國半

自動化書庫（如紐約公共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之聯合藏

書）、日本全自動化書庫（ASRS，如關西國會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

則刻正進行專案建設 RFID 遠距藏書。 隨著書籍精準定位技術之發展及達

到經濟效益，尋書將有另一番操作面貌。 

三、主題式藏書與尋書新規則之設定 

  RFID 遠距閉架典藏方式打破過去藏書需要依照主題分類及索書號來

「排架」之觀念。此種方式一方面犧牲讀者可直接瀏覽書籍內容之權利，

另一方面也重新引發新觀點，即書籍之典藏可依照書籍之不同特質。例如

書籍大小、資訊蘊含量、媒材特性、使用閱覽科技之方式，重新設定後設

資料之規則，並利用數位科技定位書籍方式來集中或混合典藏。過去因讀

者找書需要仰賴「主題」，主要將一本書之內容，經由圖書館方進行編目，

將書籍中主要觀念濃縮為書目或後設資料，讀者藉此查找書目資料，或直

接蒐尋、瀏覽。為管理方便起見，圖書館中需要依照參考書、當期期刊、

過期期刊裝訂本、一般書籍、藝術類書籍、多媒體影音、線上書等，來設

定不同之使用空間分區典藏相關資料，因此讀者針對同一個主題題材蒐尋

時，常常片段地在書籍、期刊、多媒體影音分別尋找所需資料，極為不便

且時常有所遺漏，現有編目也無法呈現該類主題合適之知識架構。當新的

觀點如熱門、推薦與否、媒體、資訊特質與蘊含量（雜誌或學術刊物），

被引入典藏規則，例如將熱門書籍、光碟、電子書整合熱門主題放在開架

或陳列，而不熱門書籍但具有長尾效應者自動流入第二線開架等系統性作

業，將引發新的讀者尋書規則。利用數位科技從新挑戰後設資訊之整合性，

將可以跨領域、跨媒材、跨實體，讓讀者從新審視知識架構，則提供圖書

館發展之新契機。由於無人可以全面掌握可信的、傳統一路累積到現代的

所有資源，圖書館建築空間卻可以從中設計出新方式來配合新的主題閱覽

氛圍，最可能出現的是如博物館、檔案館式多元典藏於一的主題閱覽櫥窗

（視窗）書架。郝立爾與筆者設計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室空間設計

（圖 3），從陳芳明作品《風中蘆葦》、《掌中地圖》、《時間長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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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的終點》萃取展示空間意象，並結合不同媒材、數位內容、數位科技

與空間傢設，創造數位櫥窗、地投影稿紙等互動主題展示及搜尋介面。  

 

 

 

 

 

 

圖 3  國立政治大學特藏室空間及展示設計 

四、讀者自我編碼與社會性標籤之分類架構建構 

  圖書館內書籍之後設資料，如果其設定權不全限定於圖書館方，多元

管道之輸入也將導致讀者尋找書籍利用及分類編目有巨大變化。如同

Google 篩選巨量資料是從資料之使用性著手，其成長關鍵也在於使用者相

信其他使用者推薦眼光及利用。因此一個圖書館之各項資源所使用的後設

資料，將因為其圖書館讀者之利用，而變化出一個具有典藏特色的資料庫，

例如後設資料其中包括讀者推薦、書評、借閱次數，甚至其他讀者所下的

搜尋關鍵詞，從而可以組合促成新的分類架構，此時圖書館之排架，將可

以不依照傳統主題之索書號，而是聚合讀者找書之習慣自訂分類方式或是

編年排架，可以想見圖書館內部空間、讀者群聚與閱覽氛圍將有巨大之變

化。 

參、 資訊呈現與「人」的閱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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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科技的引進，促使圖書館不僅僅是提供讀者閱覽書籍的地方，更

改變圖書館成為供讀者「體驗」不同類型資訊之場域。傳統圖書館鎖定瀏

覽及閱讀書籍為主要閱覽型態，連多媒體資訊也是以定點視聽、靜坐觀賞

方式進行，因此在室內空間是以靜態座席結合書架排列方式為設計重點。

然而數位科技以動態的資訊呈現方式，改變讀者閱覽多元資訊之模式。動

態與靜態之主要差異，在於「某特定讀者專注於某一特別資訊之時間與媒

體體驗方式。」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在筆者指導下設計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原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體驗區中入口區（圖 4），以大尺度投

影展示新書及閱覽資訊，提供讀者多元且動態的資訊介面設計。（蔡承祐、

黃琇珍、黃致禎，2010） 

 

 

 

 

 

 

圖 4 大尺度投影資訊傳播介面設計（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一、 讀者對多元媒體資訊之體驗與人機介面設計 

  數位科技促使數位媒體資訊型態之典藏及利用成為重要課題。傳統書

籍尺寸有限，其大小與字體是以一人單獨閱讀及不受時間限制為主要閱覽

方式。數位科技之發展方向，卻以動態呈現資訊且結合觀賞時間限制，促

使資訊可及性高而大量快速傳播，讓讀者有效的接觸該媒體資訊。網路無

遠弗屆，但其資料長存性不高，即為例證。過去新媒體型態如電影、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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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容許多人同時欣賞，容易互相干擾，遂發展出電影院、音樂廳等建築

型態來滿足該類型媒體之樂廳需求，隨著數位典藏科技之進步，在圖書館

中也設置了多媒體區，藉由小螢幕容許一、二人或小眾靜態觀賞。然而圖

書館如果要吸引讀者利用，就必須利用數位科技來滿足讀者各種閱聽需求，

這種閱聽需求是讀者其個人在家中簡易的視聽設備所無法呈現的。換句話

說，整合各種動態媒體（如網路電視）、與周遭觀眾即時互動、大尺寸螢

幕、體感測啟動的人機介面等等設計，將開啟讀者新型態之閱讀方式。可

以想見當讀者代號「羅密歐」與「茱麗葉」在大尺寸閱覽器上、共同互動

閱讀紅樓夢時之體驗氛圍，應當與傳統圖書館中靜心閱讀紅樓夢之閱聽氛

圍，有許多差異。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設計原國立臺中圖書

館數位體驗區中二樓美術區之大投影幕之互動體驗介面（圖 5），可提供

讀者微觀美術作品之細節。 

 

 

 

 

 

 

二、 尋人或尋書之資訊典藏類型及閱讀社群之共構 

  上述體驗場景其實引出另一個圖書館建築之定位課題，亦即圖書館究

竟是典藏書的倉庫，還是「知識共創」的場所。傳統圖書館著重讀者個人

獨享書籍來內化知識，外隱的成果還是書籍，形成一個人與書間的知識存

記循環。但是知識的留存不僅僅靠「書」，還可以靠「人」與其經驗分享。

網際網路上 Facebook 開展，說明案例型思考推理、以人為中心的知識架構

圖 5 美術區大投影幕互動體驗介面設計（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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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以及個人數位圖書館的資訊科技無限發展可能性。因此圖書館要

完整的發揮所典藏書籍或資料之功效，就必須經營設定適合該圖書館之閱

讀社群。此種社群不是如傳統人際關係緊密之俱樂部，主要是依據資訊主

題之吸引性而快速聚合多元、多層次讀者之組合。此種主題吸引性單單靠

一本書靜態呈現是無法達成的，需要結合作者、傳銷活動及資訊管道、其

他相關媒材整合、在不同時點、長短時段訴求呈現。換句話說，圖書館要

懂得對其讀者宣傳其典藏之資訊特色，來促成知識共創之火花。圖 6 顯示

知識共創場域中，藉由不同資訊科技及呈現技術，可協助讀者進行各種不

同的閱讀型態及人際溝通方式。 

 

 

 

 

 

 

三、 多元社群之彈性服務與身分別辨識 

  越多元之讀者來使用圖書館，圖書館就需要提供更多元且細緻之服務

品質。傳統圖書館鎖定單一質性讀者，設定單一區域服務特定族群之方式

來服務其讀者，例如青少年區、銀髮族區，其著眼點在於無法以有限之人

力管理服務，因此分區提供特殊設備，以滿足對特定族群之服務效率需求。

其缺點是使用上沒有彈性，例如老人家帶孫兒到館內的兒童區，因兒童區

旁邊是多元文化區，若自己需使用樂齡區則必須另置遠處。依照通用設計

原則－公平性，每個人可享有相同之服務。因此如果利用數位科技來偵測

每一個讀者之狀況（Profile），進而針對讀者情形提供必要之服務，例如

圖 6 知識共創場域之場景及介面設計（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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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閱覽行為調整燈光照度、跟在身邊 RFID 隨處可坐之座椅等等，塑造

圖書館空間環境成為均質、適合所有人使用之環境，將是一個理想，圖 7

則為可提供所有人使用且符合通用設計原則之圖書館空間樣態。 

 

 

 

 

 

 

圖 7 具使用彈性之通用設計空間 （蔡承祐、黃琇珍、黃致禎，2010） 

四、 使用科技模式的慣性與讀者隱私 

  讀者接觸新的科技，或有不習慣而需要調整，此時館員需要付出相當

之心力幫助，但最重要是摸索出新的、讀者認同且館員能夠操作之模式。

現階段最常被談論的是讀者隱私課題，其重點在於讀者之唯一性不被彰顯，

而系統能確定讀者需要被服務之特質。例如利用 RFID 偵測到讀者本人，

歡迎來館走道之牆面即顯示幕出現讀者所屬社群及特殊代號，可供讀者識

別自己所需之資訊，或開放給他所願開放之社群知曉即可。此時，符碼

（ICON）設計是相當重要，且可增加有趣性的課題。 圖 8（a） 顯示為所

有不同年齡層社群所設計之圖符，以供展示介面中身分別辨識使用；圖 8

（b） 顯示原有資訊介面設計，著重來館讀者能有屬於自己之數位圖書館

資料庫與社會性標籤互動介面設計；圖 9 為現有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兒童

區入口之有趣介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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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兒童區入口現有資訊介面設計 

肆、 「建築」為人機介面 

  隨著數位科技之廣泛，圖書館建築塞滿了許多機器，除了要維持環境

舒適，還需要其他配套設備，如裝設之冷氣空調系統，還增加許多電子、

網路、消防安全設施，這些設施需要整合，才可以發揮更完整之作用。臺

灣現正推行智慧建築標章，其中系統整合、機電設施等項正是重點。然而

圖 8 (a) 代表不同年齡層之身分別辨識圖符 (b)個人圖書館介面設計 



  數位時代趨勢下公共圖書館建築轉型 

 

21 
 

智慧建築兩個面向－「偵測」、「回應」，其最終仍是回歸能反映使用者

之需求。因此將圖書館建築整合成為一個「人機介面」來服務讀者，圖書

館才可以適度滿足讀者之服務需求。然而，讓館員操作一個大的智慧建築

機器，似乎也有一點壓力與不妥，因此需要有智慧建築設施資料庫之輔助，

來協助館員操作管理圖書館建築，並加強圖書館空間之使用技能。 

伍、 結論 

  數位時代趨勢下，新科技促使圖書館建築轉型。圖書館建築之三個面

向－書、人、建築均受到影響。本文從「同一類」與「無序」之書籍排列

與尋書（尋路）之媒介技術、遠距典藏、後設資料與書籍如何在圖書館地

圖中呈現區位、主題式藏書與尋書新規則之設定、讀者自我編碼與社會性

標籤之分類架構建構、讀者對多元媒體資訊之體驗與人機介面設計、尋人

或尋書之資訊典藏類型及閱讀社群之共構、多元社群之彈性服務與身分別

辨識、使用科技模式的慣性與讀者隱私、智慧建築與人機介面等不同觀點，

探討現階段圖書館建築之可能轉型方向。 

  圖書館建築是一個有機體，因應圖書館服務需求，尊重不同人群特質，

利用數位科技，提供多樣化服務，從而增加讀者新的體驗，圖書館才有存

在的價值，圖書館建築才有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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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荷蘭的公共圖書館素以服務工作的先進和完善著稱，環境與設施的配

合是使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介紹新建完成的 Almere 公共圖書館，

其特色是將公共圖書館中類似書店的展示性進一步地與百貨公司的空間型

態相結合，營造出展示空間的趣味，吸引讀者來圖書館瀏覽和借閱圖書。 

【Abstract】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Netherlands have been well known for their wide 

range of innovative services. Their success is largely attributed to the facilities 

they have and the environments they are in. In this article the newly constructed 

Almere Library is introduced. Its uniqueness comes from displaying books in a 

bookstore-like fashion and placing the displays in a space similar to that of a 

department store. This has created an appealing display space that attracts many 

readers to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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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圖書館、書架、展示工作、百貨公司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Stacks, Exhibition, Department store 

 

壹、 前言 

有蠻長一段時間，許多文章談到圖書館為什麼不能像書店一樣形塑出

特有的布置和氛圍去吸引讀者。如果圖書館可以像書店一樣，那又能否像

大賣場一樣，甚至像百貨公司一樣展現它的服務性和吸引力？從建築的角

度，個人認為最具有服務特色應是荷蘭的公共圖書館。2008-2009 年間，

有不少的文章談到荷蘭台夫特公共圖書館（Library Concept Center, DOK）

在服務上的表現，從其空間布置和設施安排上很容易看得出來，Almere 公

共圖書館在這方面則有著更進一步的表現。 

貳、 新圖書館 

Almere 是一個開發才 20 年的新城，離荷蘭阿姆斯特丹約半小時車程，

居民只有 20 多萬卻已有三個公共圖書館。2010 年 3 月 27 日新圖書館（De 

Nieuwe Bibliotheek）開幕，因為工程的延宕，這個圖書館晚了三年才啟用。

該圖書館由荷蘭 Meyer en van Schooten 建築師事務所設計，Concrete 事務

所負責室內設計，該館的建築和室內設計在 2010 年皆獲得設計大獎，並

在 2010 年底獲選為全荷蘭最佳的公共圖書館。全館收藏的圖書和影音資

料約 32 萬件（冊），特藏以新鎮開發和水資源管理資料為主。除了圖書

和影音資料外，該館亦出借電腦遊戲、閱讀器和各類的電子書，館內有 79

臺公共電腦。 

圖書館位在一個大型商業廣場的一側（圖 1），周遭是戲院、畫廊、

百貨公司和各種商店，為了配合周遭的活動及順應地勢高低的變化，建築

物一樓四周面向街道的部分皆開設商店，因此圖書館的底層是在二樓，由

入口搭電扶梯直上二樓，這種做法在荷蘭相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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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lmere 圖書館外觀 

參、 設計內容 

該館的設計工作和表現可從以下幾方面來說明： 

一、創意概念 

  這棟圖書館在規劃之初，館長 Marga Kleinenberg 女士和館員們即

認為該館的任務重在推銷館藏和服務工作，因此有一個較前瞻的想法：

公共圖書館可不可以對來館的讀者視同如來到商場的顧客。這個概念

落實在空間上，就是去強調商場中的展示工作，企圖藉此吸引讀者並

留住讀者（Pinter, 2010）。設計者依循這個理念，對商場和百貨公司

進行主題性的探訪和深入的分析，找出關鍵性的因素，導出一些設計

的想法。他們參酌荷蘭公共圖書館既有的圖書分類模式（重類別而非

索書號）（圖 2），將各類圖書（如青少年、旅遊、文化、園藝及言

情小說等）視如不同類的商品，以專櫃的概念來表現圖書館的展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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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荷蘭公共圖書館分類圖 

  館員表示，對讀者而言，公共圖書館中館藏的吸引力不在藏書量

的多少，而在如何讓讀者很容易看到和找到其所想要的圖書資料（註

一），這種方便性不是將書架和書籍整齊的安排，而是將找書和看書

的方便性與樂趣蘊藏在空間的趣味和氛圍之中，加入一些變化性，也

就是從不整齊、不規則的變化中營造出瀏覽圖書的樂趣（圖 3）。書

架區的特色可以用百貨公司展示櫃的概念來呈現，希望突顯出該館在

書籍展示方面的吸引力。展示工作在荷蘭的公共圖書館中已是常態性

的作業，但從未有一個圖書館如此的想過和強調過。 

 

 

 

 

 
圖 3  荷蘭公共圖書館不規則書架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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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表現 

  設計理念和實際條件的結合促成了這個作品的表現。由於基地前

後有近兩層樓的高差，設計師順勢將高低差在室內切分成幾個平臺

（區），如同梯田一樣曲線般的層層突起。書架以一個直線型書架和

四到五個曲線型書架形成一個單元，藉著曲線平臺和書架單元圍成不

同形式的區域，區域內的書架因藉著形式的變化，形成了一個個有特

色的主題書區（圖 4），有如百貨公司的專櫃。 

 

 

 

 

 

圖 4  荷蘭公共圖書館書架單元的安排 

  如此一來，每個主題書架都因為位置、形狀和布置的不同而呈現

出各自的特色，曲線形塑了空間的變化和韻律，平臺間的高差顯示空

間的層次和開放寬敞感。書架的錯落和走道寬窄的變化容易造成行進

間遊蕩和探險般的樂趣，讓人們在轉身和前進時常會發現一些驚喜，

空間的趣味性也就形塑出另一種吸引力。五層的平臺很自然地將讀者

由二樓帶到了三樓，在三樓又安排一個戶外的中庭（圖 5），讓先前

移換不定的空間感匯聚到一個悠閒的內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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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荷蘭公共圖書館三樓的戶外中庭 

三、書架設置 

  書架安排是影響館內景觀最重要的因素。乍看之下，曲線般的書

架似乎有些凌亂，來回的走動之後就會發覺其中是亂中有序。設計者

將曲線型書架的安排建立在群組的觀念上，群組中直線型書架都位於

外側，和窗戶之間有一個緩坡供輪椅的上下和出入各個平臺（圖 6）。 

 

 

 

 

 

 

 

圖 6  荷蘭公共圖書館書架旁的緩坡 

  由於書架的形狀變化和長短不一，配合陳列主題的設置，很難讓

人察覺到全館居然有總長 582 公尺長的書架。書架形式的變化固然有

趣，但真正讓人願意在書架間瀏覽看書，在於書架旁各種服務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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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像是於書架的端點或轉折處搭配沙發、座椅、閱覽桌或檢索臺

（圖 7），並利用桌燈突顯了閒逸、安寧和有序的室內景觀，更容易

感受到如在家看書的親切與溫馨。 

 

 

 

 

 

 

圖 7  荷蘭公共圖書館書架旁的座椅 

書架的其他特點有： 

1. 書架強調留白：書架上不放滿書籍，讓視線得以穿越書間的空隙

看到另一個空間的變化，充滿了探索般的趣味。書架的底層刻意

的抬高留出一點空間（圖 8），顯現出書架的輕巧和漂浮感，而藉

著光線的遊移，地面更有著連續與延伸的效果。 

2. 書架不求高聳：五層的高度使得書架本身不會成為空間的分隔者。 

 

 

 

 

 

圖 8  荷蘭公共圖書館書架底層的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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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書架的邊端都展示著書籍，使人們很容易隨視線的遊轉而順勢在

書架間移動。 

4. 部分書架不固定在地面：加裝輪子後書架可以隨需要變化組合和

放置方式，營造出新的展示型態（圖 9）。 

5. 普遍設置服務檯，位置就在書架間，讓讀者可以很方便的就近詢

問（圖 10）。 

 

 

 

 

 

 

 

 

 

圖 9  荷蘭公共圖書館書架不固定地面 

 

 

 

 

 

 

 

圖 10  荷蘭公共圖書館書架端的服務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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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示表現 

  書架的安排更增加了圖書展示的特色。在荷蘭，幾乎所有的公共

圖書館皆相當重視以書籍的封面來陳列圖書突顯書架的吸引力。展示

封面會佔用相當多的書架面積，在 Almere 圖書館中約佔全部書籍的九

分之一。館方亦喜歡將書籍以平疊的方式，書脊（背）朝外疊置，藉

著文字的排列人們很容易看到書名（圖 11），呈現另一種展示的趣味，

這是中文書較難做到的。 

 

 

 

 

 

圖 11  荷蘭公共圖書館橫放的書脊面 

  大型圖繪則是書架上的另一個特色。館方利用各種材質、照明和

表現方式將各種資訊主題製作成圖板放置在書架背板上（圖 12），不

但讓人容易辨識出書架的主題、類別或特色，更有美化空間的效果。 

 

 

 

 

 

圖 12  荷蘭公共圖書館大型圖繪板的作用 



  假如公共圖書館像百貨公司：Almere圖書館的啟示 

 

31 
 

五、照明安排 

  Almere 圖書館的人工照明得力於飛利浦公司的大力支持。由於曲

線形的書架不適合設置一般的燈具，該公司特別研發出一種線性且可

鑲嵌在書架頂板下的 LED 照明燈（圖 13a），不但省電且可呈曲線變

化的效果。沙發椅和閱覽桌旁的立燈，更營造出類似家中的閱讀氛圍。

頂樓沙發椅旁的大型燈具（圖 13b），除了照明外也有另一種趣味。 

 

 

 

 

 

 

六、休閒空間 

  在三樓眺望戶外大廣場的玻璃窗旁，設置了圓形的咖啡區，同時

陳列著多種報紙和休閒期刊，讓人們可以很輕鬆的一邊看報看景一邊

喝咖啡。此外，也設有二個大電視螢幕，讓人們可以隨時觀看球賽或

時勢變化，更增添休閒氛圍。 

肆、 結語 

長久以來，荷蘭的公共圖書館在布置上雖以重視展示工作而著稱，但

終究還是以既有書架的形式為主，很少觸及展示工作與空間設計的關係。

將公共圖書館與百貨公司相對照，意在公共圖書館可以從那裡學到什麼？

Almere 圖書館所呈現的是將對展示工作的重視提升到另一個可以思考、突

破和落實的層面，這樣的表現不是每一個圖書館都能做到，即使在荷蘭也

圖 13 荷蘭公共圖書館（a）流線型的書架照明（b）沙發旁誇大的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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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如此，但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此種對圖書館服務工作全方位投入的心

態，那可能是在資訊時代最欠缺的部分。 

Almere 圖書館在環境空間上的表現反映其對服務工作的態度。他們的

嘗試不是完全的成功，還有一些值得檢討之處，例如書籍的歸架工作就會

很花功夫，運書路徑甚長。從 Almere 圖書館的表現反映出該館在要求創

新和勇於挑戰各種變化的企圖，更可以清楚瞭解荷蘭對公共圖書館的重視

性。 

2012 年，在荷蘭鹿特丹近郊的 Spijkenisse 市完成了一個由 MVRDV 建

築事務所設計的公共圖書館（圖 14），綽號叫 Book Mountain 或 Pyramid 

of Books，它的緯度(51＇N)比中國大陸的黑龍江還北，卻是一個完全沒有

冷熱空調設備的節能圖書館，這種勇於嘗試和突破現況的態度是令人驚訝

和敬佩的。 

 

 

 

 

註釋 

註一：2013 年 8 月 1 日，作者與服務部經理 Frans Bergfeld 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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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Spijkenisse 市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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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整建之用後評估研究：以臺
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為例 

A Study of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 in Taipei Public 

Library Songshan Branch 

 
李英豪  
Ying-Haur Lee  
臺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 
Taipei Public Library Songshan Branch 
E-mail:hanks@email.tpml.edu.tw 
 
 

【摘要】 

  民國92年文建會編列新臺幣11.5億元，進行「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

改善計畫」；98年，教育部接續進行「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

畫」。全國各地的公共圖書館再展開第四波的空間改造工程。臺北市立圖

書館位於臺灣首善之區，近年來積極於市政計畫中編列經費，進行老舊圖

書館館舍之改造。松山分館於民國73年重建開館已近30年，自98年起即提

案爭取教育部補助款，終獲通過，於100年至101年間，以補助款及市府預

算進行整修工程，館舍空間由上而下，進行整體改造及調整。 

  本文旨在對松山分館之空間改造進行初步的用後評估，包括：（1） 

比較松山分館改造前後空間配置；（2）以觀察實質痕跡、觀察環境行為

及讀者滿意度調查問卷分析了解改造後的成效；（3）分析及歸納松山分

館改造後的問題；（4） 提出結論與建議，期能作為松山分館及日後公共

圖書館空間改造時規劃、執行及用後評估之參考。 

【Abstract】 

In 2003, CCA budgeted NT$115 million, conducted a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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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ing & Opera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In 2009,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nducted successively "Upgrading the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Facilities in the Public Library", public librarie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en expanded the fourth wave of space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Taipei Public 

Library is located in Taiwan's capital city, allocated funds in recent years to 

transform the old buildings of the library. Songshan Branch Library rebuilt in 

1984, strove for the propos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grants, and finally 

passed. From 2011 to 2012, the library implemented a comprehensive 

renovation in municipal budget and grants, from top to bottom. 

     This paper aims at evaluating the Post Occupancy of ‘Upgrading the 

Reading Environment and the Facilities in the Public Library’ in Songshan 

Branch Library , including: (1) the configuration before and after reconstruction; 

(2) essence marks observati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bservation and reader 

satisfaction survey; (3)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issues of renovation of 

Songshan Branch Library ; (4)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  

關鍵詞：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用後評估 

Keywords: Public Library, Library Refurbishment, Post Occupancy 

Evaluation(POE)  

壹、緒論 

國內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歷程自民國 66 年十二項建設「一個鄉鎮，一

間圖書館」起飛，並於 77 年加強普設鄉鎮圖書館，由 65 年的 37 所成長至

87 年的 378 所，成長了 10 倍；「九二一震災」後，災區的圖書館進行重

建的「金點子」計畫及行政院接續於 92 至 93 年推動「圖書館空間及營運

改善計畫」，全國公共圖書館增加至 493 所，對圖書館的營運觀念和空間

計畫的使用終於產生全面性的調整與改變（賴明茂，2008） 。 

過去國內公共圖書館的建築形式、空間佈局和傢俱設計，相較於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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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不僅較無特色亦顯得傳統刻板（曾淑賢，2008）。自文建會

於民國 92 年編列新臺幣 11.5 億元，提出「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

畫」，並於 92 年至 93 年間共改造 301 所公共圖書館（楊美華，2008）後，

國內公共圖書館大大改變了以往一成不變的樣貌，成為在地人的另一個大

書房：館藏佈局促進人與書本的交融，動線清楚節省讀者尋書的時間，空

間運用發揮機能服務的功能，顧客導向設計體貼舒適的設施，造景布置漫

延書香迎賓愉悅的氛圍。教育部亦制定「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98-101 年

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畫-公共圖書館活力再造計畫」，持續更新及改善各

公共圖書館的空間環境。 

依國內《公共圖書館建築設備》標準所載，圖書館建築之情形分為新

建、整建、擴建及改建四種，整建為「將現有圖書館空間加以重新規劃或

重新配置傢俱設備」而其中將圖書館的館舍空間依支援圖書館服務功能之

特性區分為機能性空間及非機能性空間，前者如讀者服務空間、行政與技

術服務空間、文教活動空間、特殊用途空間；後者如樓梯、通道、洗手間、

儲藏室及機電室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995）。 

臺北市立圖書館松山分館自民國 98 年起規劃及爭取教育部補助，並

編列相關經費，於 100 年初至 101 年底進行全館整建委託設計、經費補助

申請、計畫審查、圖說審查、施作及監工，乃至完工啟用，皆在部分開放

服務情形下進行，其中過程較之新建工程困難倍增，因需規劃工程間之銜

接，圖書之撤架、裝箱或捆綁、保存位置及空間大小、施工中之移動與否、

讀者安全之規劃，務使讀者服務不中斷。由入口門廳、2 樓與 5 樓樓層對

調、新設書庫及視聽室、7 與 8 樓的書庫集中並移往 6 樓等，垂直動線及

平面空間均大幅調整。 

筆者自民國 100 年 8 月起接任松山分館主任，自第二次圖說審查開始

全面參與松山分館改造計畫，為瞭解整建規劃時的期望是否符合計畫申請

目的、館舍改造後之使用是否符合規劃與需求、整建規劃與目前營運現況

之間是否存在差距、了解內部人員及讀者使用情形、使用問題及分析等，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36 
 

特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初步的研究與探討，以作為修改及調整家具與設備

之配置、規劃未來營運管理系統之參考，期使充分發揮圖書館服務功能，

滿足讀者資訊需求，並發揮整建經濟效能。惟限於時間倉促，內容或有疏

漏，尚祈同道見諒，並特別感謝華梵大學建築系研究所葉乃齊教授及系上

老師對筆者研究上的指導。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 圖書館空間 

  列斐伏爾（Henri Lefebrve）於 1974 年提出統合性空間理論，認為空

間是社會性的，是一種社會關係，結合物理、心靈與社會；空間的展現，

為感知的、構想的和生活的。意即空間具有複雜的特質，是能夠感知的環

境，是有意蘊的符號學抽象空間，也是人與人互動中活出其生命的仲介。

他的空間理論包括空間實踐（一個外部的、感知的環境）、空間的表徵

（藉以指引實踐的概念模型）及表徵的空間（使用者與環境間衍生的社會

關係）（王燕芬，2013；王志弘，2005 ）。空間實踐如圖書館實質環境的

各功能區域，由管理者規劃；空間的表徵為抽象的空間概念，表徵整體圖

書館的感覺，如北投分館為節能環保的綠建築圖書館，由建築師設計；表

徵的空間為使用者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其中的空間，由使用者

賦予意義，如讀者在圖書館中的各種使用行為。因此，圖書館建築實為管

理者、建築師和使用者三方面互相交互影響下的產物。 

  林詣築（2012）研究大學生對大學圖書館服務環境之偏好，發現讀者

使用實體圖書館空間時，除考慮服務及館藏外，服務環境的視覺因素較為

敏感，最重視與使用目的相關的功能設計，美感設計因素對讀者在館內的

服務體驗有極大的加分效果；對館內的社會互動則重視館員的服務態度及

館方的管理方式。所以，圖書館建築需考量空間的視覺及美感、設備與設

施的功能及設計，並輔以合宜的管理方式，維持館舍及設備的運作。 

  戴慧怡（2009）探討圖書館環境設計－人書關係與空間建構，以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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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之開架藏書空間和閱覽空間為研究範圍，整理歸納其空間基本設計準

則，分析影響兩空間品質的物理環境條件，如光環境的營造、溫溼度的控

制、色彩環境、噪音控制、環境心理學、人體工學及讀者閱讀行為與空間

環境之互動關係。在書庫與閱覽區混合式的空間配置中，宜將閱覽區分佈

在容易引入光線的建築物外圍，書庫區設於建築物中央並引入天光和人工

照明配合，尋書及閱讀須有流暢動線和人際距離的安排；在書庫和閱覽區

分離者之物理環境較易處理，但閉架式書庫需考量取書方式便利性，開架

式書庫則需考慮書籍不在定位的問題。故圖書館需仔細考量館內人與書的

關係及其動線規劃，以便利查找與閱覽。 

  賴麗香（2008）將圖書館環境脈絡分為空間脈絡、服務脈絡及結構脈

絡，認為當今複合式圖書館為實體及數位環境結合的混合環境；圖書館的

設計空間是由社群、技術、服務及內容四個面向型塑而成；不同圖書館類

型有不同的結構屬性，圖書館的服務對象屬於人口結構，反應使用者在所

屬社會的分佈情形。故圖書館需考量不同的使用者屬性，分析其使用行為。 

  賴明茂（2008）研究臺灣鄉鎮圖書館空間改造模式的決策分析，以現

場問卷及實地訪談方式調查彰化縣、雲林縣及嘉義縣鄉鎮圖書館使用者心

目中的成效及看法，並調查及分析專家督導團成員決策，檢討讀者服務與

文教活動空間需求的相對權重關係，檢驗臺灣鄉鎮圖書館空間規劃的改造

模式。公共圖書館必須依使用者的需求，規劃符合各項讀者服務及文教活

動使用的空間。 

  張瑪龍（2000）研究資訊科技對大學圖書館讀者空間與館員空間計畫

之影響，將圖書館空間分為館員使用空間、讀者使用空間、附屬空間及服

務性空間，發現從事館藏相關活動的學生影響較大，自修為主的非館藏相

關活動未受顯著的影響，圖書館整體空間仍以模距化平面規劃為主，書庫

館藏將繼續成長。故在資訊時代自修讀者使用較不受影響，惟需規劃及配

合其使用筆電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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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書館規劃與改造 

謝寶煖（1990）研究大學圖書館建築內部空間配置，分析大學圖書館

之採訪、編目、閱覽、參考、期刊和行政六項業務之功能與運作，說明各

部門關係、空間關係及動線規劃、探討自動化對空間的影響；探討大學圖

書館閱覽空間、典藏空間及館員工作空間需求之相關標準，並注意自動化

科技、人體工學及無障礙環境設計。最後以地下一層、地上五層之大學圖

書館為例規劃其內部配置之型態，可供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進行內部空

間規劃時之參考。 

俞芹芳（1990）採敘述研究法，探討公共圖書館的功能與系統、業務

機能、法規與標準及建築特性；說明公共圖書館建築設計的原則、空間設

計與安排及說明無障礙之建築設計；傢俱設計應注意的原則、配置與要求

及辦公室家具系統；環境設計應注意採光和音效的控制、顏色及指標的運

用，可作國內中小型公共圖書館擬定建築計劃書。 

林金枝（1992）研究國內鄉鎮圖書館的空間配置，探討業務機能，說

明內部空間設計通則、空間關係、各區室配置原則及內部空間面積需求，

再實地訪查各鄉鎮圖書館、繪製平面配置圖並分析，結論說明內部空間需

求與規劃原則為：掌握彈性運作空間、動線規劃流暢、無障礙設計及適應

未來發展，為公共圖書館空間配置參考之範例。 

  曾淑賢（2010）探討國內外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的模式，歸納臺灣公

共圖書館以閱讀氛圍、空間佈局、傢俱設備之特色為館舍修繕的重點，並

討論我國公共圖書館整修常見問題及整修工程在籌備階段、規劃設計階段、

工程招標階段、施工階段及驗收與保固階段的注意事項，可作國內公共圖

書館空間改造規劃時之參考原則。 

三、 用後評估 

  國立臺中圖書館委託學者進行成效評估及讀者滿意度調查，深度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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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位館長（員）及普查 5,369 位讀者。研究發現：讀者對公共圖書館館員、

服務、館藏資源、設備及空間環境等五大構面均感滿意；讀者每月到館頻

率及停留時間均有提高；讀者對兒童閱讀區、廁所及自修區（室）滿意度

最高；計畫考量讀者實際需求，主要修繕外部「入口意象」及內部「兒童

閱讀區」；讀者認為公共圖書館館員與設備重要性最高；近九成圖書館給

予計畫正面評價；「閱讀氛圍的改善」在改善後得到主要正面效果；改善

後圖書館在「服務政策」及「行政作業」有相對改變；七成左右圖書館與

建築師合作順利，部分則仍有遭遇困難及障礙（柯皓仁，2012），可作公

共圖書館進行用後評估之參考。 

  顧蕙蓉（2011）進行高雄市立圖書館楠仔坑分館用後評估研究，透過

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空間調查法來分析歸納與學校圖書館共構合作

興建之模式。結論有十四項：公共圖書館興建在校園的要領、重視圖書館

與學校的需求、考慮各項界面整合、結合學校之教學課程、考量校園總體

規劃及安全問題、重視圖書館空間動線規劃、內部空間採彈性及擴充性設

計、無障礙設計、注意照明、通風及隔音、考量使用者體驗與感受、考量

日後保養及清潔維護問題、動靜分離、用儀器量測內部物理環境及戶外可

設休閒圖書區。 

  謝建成、王丹怡（2009）進行臺北市健康國小圖書館用後評估，以師

生為對象，採實地觀察法、追蹤法(實質痕跡觀察)、半結構式訪談法、繪

圖內容分析等記錄分析師生在圖書館內活動情形，了解學生使用的經驗與

感受及國小圖書館內部空間之功能與角色，作為國民小學圖書館空間規劃

設計與使用經營與維護的參考。 

  臺北市立圖書館分別針對二所綠建築圖書館－北投分館及石牌分館進

行用後評估，針對圖書館使用者及館員進行問卷調查及分析，並整理過程

中各項資料，了解受訪者對二所分館設備設施的意見及滿意度、開館以來

所獲的效益、從規劃設計及施工過程中獲得的經驗（曾淑賢，2008；陳孟

萱，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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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家榮、楊美華（2008）進行成功大學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以使用

者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檢視其建築空間與設施使用成效的各

種因素。研究結果說明圖書館規劃構想及特色、讀者使用情形及滿意度、

館方對圖書館的期望。文末建議建築規劃書、建築規劃設計原則及限制條

件、建築規劃小組、配合校園整體發展、評估物理環境、建立指標系統、

空間規劃及管理應有彈性、定期進行用後評估。 

  國立臺中圖書館針對 92 至 93 年進行文建會「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

改善計畫」的 301 所公共圖書館進行成效評估普查及讀者滿意度調查，普

查 300 所公共圖書館、深度訪談 64 位館員、讀者滿意度調查 6,416 位。發

現圖書館空間改善成效獲讀者認同，借閱人次及冊數皆有成長；推動親子

閱讀具成效，期刊室及兒童室使用人數大幅成長；未來應加強館藏資料豐

富適用性及即時性；空間改善符合圖書館經營訴求重點，讀者表示重要且

滿意度高；建議未來採逐年編列分期方式進行。受訪者認為改善進步最多

的是「整體環境明亮寬敞、具舒適感」、「燈光柔和適合閱讀」、「入口

動線標示清楚」等（國立臺中圖書館，2006）。 

  陳格理（1997）探討圖書館建築與用後評估研究，說明圖書館的建築

設計資料、用後評估與社會科學的差異、缺少用後評估資料的缺點、現階

段用後評估資料數量增加的原因及問題，最後提出建議拓展研究資料、加

強資料的傳播與效用。 

  林呈潢於民國 83 年 12 月進行國立中央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研究，以

讀者和館員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進行文獻探討、說明中央圖書館設計理

念與設計原則、分析圖書館周遭景觀與空間、物理環境（噪音、照明、空

調、色調、植栽及氣氛的感覺）、一般設備（林呈潢，1996）。 

  陳格理（1993）研究中原大學圖書館，進行國內最早、最詳細的圖書

館用後評估，在《大學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研究：以中原大學圖書館為例》

中，說明文獻探討、研究理念與用後評估、評估準則、研究內容及程序、

讀者問卷調查結果和分析、館員調查結果、評估與檢討、結論與建議。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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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中原大學圖書館興建計劃書、建築師的設計理念和處理手法、使用後評

估問卷、館員調查問卷等可參考，為圖書館建築用後評估最佳範例。 

參、松山分館整建之規劃與實施 

一、 基地現況： 

松山分館為民國 19 年由社區仕紳陳復禮先生捐資募書設置，為臺北

市第一所私立公共圖書館， 41 年 1 月臺北市依「臺灣省各縣市立圖書館

組織規程」規定，將松山、城北、古亭及城西四館合併成立「臺北市立圖

書館」，並以原松山圖書館為臨時總館，至 43 年 7 月止。 

現址則位於松山區八德路 4 段 688 號五至八樓，係於民國 73 年 6 月

29 日重建開館，原與自來水事業處東區分處合建，三至五樓原為自來水事

業處東區分處（101 年 2 月搬遷，五樓與松山分館二樓對調使用）一樓門

廳使用 160 平方公尺、五至八樓每層面積 356.6 平方公尺，總面積 1586.4

平方公尺（約 480 坪）。100 年 12 月至 101 年 3 月進行一、二及六至八樓

整修，緊接著於 101 年 8 至 9 月進行一及五樓整修，以提供更優質、更舒

適之閱覽環境。 

松山分館右側為松山區公所，北側八德路為施工中的捷運松山站，鄰

近松山火車站、松山市場、饒河街觀光夜市、慈祐宮及彩虹橋等，南向市

民大道旁為五分埔，故轄區內宗教人文思想濃郁，觀光旅遊與商業發達，

交通便捷，除社區民眾外，通勤族讀者為數頗眾。館藏特色為「攝影」， 

內容包括各類與攝影相關之資料逾 6,000 冊，如攝影知識、各類相機

演變及功能、攝影基礎、攝影技巧、主題攝影等，蒐藏中外專書、期刊、

攝影作品集，並提供相關資料之查詢。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42 
 

 

二、 課題探討： 

松山分館自民國 73 年重新開館使用至今已近 30 年，因地質較鬆軟、

九二一地震、西側鄰棟建物地基施作工法不良、市民大道火車地下化工程、

八德路捷運工程陸續施工而受影響，建物傾斜日漸嚴重，抽屜滑動。面臨

之課題列述如下（周志宏，2010a）： 

（一） 書庫配置失當，浪費閱讀空間，影響服務動線，更對行動不便 

          者形成障礙。書架分置於 7、8 樓北側，頭重腳輕，動線配置 

          不佳。 

（二） 書庫區設於窗邊，遮蔽漂亮的景觀，無法遠眺慈祐宮及彩虹橋 

          美景。 

（三） 閱讀空間區隔不當，未規劃活動場地，自修室空間幾佔一層樓， 

          而無法辦理正式活動。 

（四） 館舍佈置缺乏讀氛圍，不能彰顯館藏特色。 

（五） 天花板及牆壁管線、電箱老舊，配置零亂，影響觀瞻，管線暴 

          露，開關位置錯位難辨。 

（六） 牆壁、窗邊多處滲漏，廁所老舊損壞需更新。 

（七） 鐵製及木製書架老舊雜錯，有多處毀損，亟須更新。 

 

圖 1（a）民國 19 年松山分館成立（b）民國 73 年松山分館新館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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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原則： 

林白認為以往觀念中「圖書館是書的家，以書為主，強調的是藏書

容量」，而現代已轉變為「圖書館是人使用的空間，以人為本，講求的是

空間舒適和閱讀氛圍」（林白，2010），故公共圖書館須將讀者、館員、

圖書資料與傢俱設備四者作出最佳之組合，並符合《公共圖書館築設備標

準》的五大基本原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995）： 

（一） 切合服務要求：依圖書館之業務機能進行規劃設計，考量組 

                織型態、服務方式、資料處理程式及行政管理條件等，詳加 

    分析，俾利將來營運管理。 

（二） 利於未來擴展：圖書館建築之規劃設計至少應預估二十年館 

       藏發展與讀者服務之需要，同時考慮中長程發展之階段性要 

                求。 

（三） 展現歡迎氣氛：圖書館建築設計應配合當地環境，反映社區 

    的建築特色；整體設計應具開放性，以吸引讀者進入圖書館； 

    內部空間規劃與設備配置應具親近性，以利讀者使用。 

（四） 易於彈性調整：空間之規劃與傢俱設備之設計配置，務求機 

    動與彈性，俾能因應階段性發展需要而調整，以達協調、關 

    聯、活潑之空間運用原則。 

（五） 兼顧外形與功能：建築設計與佈置規劃，務必外求莊嚴美觀， 

    內求表現文化本質與知識內涵，使兩者協調配合。 

圖書館空間規劃時可依機能性空間與非機能性空間進行，並依下列

空間原則規劃及設計配置傢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995）： 

（一） 親近性：地理位置方便到達，象徵地方文化，予人親切愉悅   

    之感，適當運用外部空間和過渡空間，展現歡迎氣氛；內部 

    空間宜使讀者一目了然及規劃無障礙環境。 

（二） 便捷性：針對讀者、館員和圖書資料、考慮無障礙之動線設 

    置出入口，並避免交錯，以免互相干擾。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44 
 

（三） 組織性：公共設施儘量集中、共通之讀者服務設備配置地點 

    務應一致、全館指標系統應統一設計。 

（四） 舒適性：考量人體工學、讀者服務空間採開放式、閱覽席位 

    配置於資料典藏區內及兼顧研究及休閒之用。 

（五） 融通性：內部空間採模矩系統規劃、考量大空間設計、減少 

    固定隔間、天花板照明及地板管路納入模矩結構規劃。 

（六） 適應性：考量圖書館整體自動化及網路連線需求，可容納未 

    來館藏類型及服務之調整。 

（七） 安全性：內部空間宜開闊明朗，避免死角；逃生出口兼顧人 

    員逃生及館舍門禁安全。 

（八） 經濟性：讀者服務單一出入口以節省人力、空調及機電設備 

    配置於館舍邊緣，以增利用空間。 

McDonald（2007）彙整諸多學者意見，整理圖書館建築應考量的十

項原則，蒐錄於 IFLA Library building guidelines 一書中，包括：功能性好、

靈活適用、可及且親和、多元的運用、互動性、適宜研讀、適宜的環境空

間配置、安全安穩、效率良好及適合引進資訊科技等。 

四、實施注意事項：筆者於委託設計及施工期間擬定施工設計十項原則，

據以執行（李英豪，2011）： 

（一） 問題改善，修漏翻新； 

（二） 動線良好，進出有序； 

（三） 氛圍營造，舒活閑靜； 

（四） 色彩舒適，標示清晰； 

（五） 設計用心，規劃仔細； 

（六） 施工細心，掌握工期； 

（七） 安全第一，財物不失； 

（八） 流程管理，及時變更； 

（九） 經費運用，發揮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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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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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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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設備更新，煥然一新。 

改造前依林白所述，需注意二項抉擇（林白，2010）： 

（一） 瞭解現況：問題在哪裡？需求是什麼？ 

（二） 設定期望：圖書館的定位是什麼？要營造什麼樣的氛圍？ 

    （期望-現況=規劃設計）。現況的不良、欠缺與理想和期望 

    間的差距，要靠空間規劃及設計發揮。 

五、 松山分館空間改造前後平面配置說明： 

  參考「松山分館推動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補助專案計畫書」

（鄭靜欣，2009、周志宏，2010b）、整修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契約

書、輔導委員期初會議紀錄、設計圖審查會議紀錄、改造原則、詳

細施工圖說及預算書後，松山分館改造前後各樓層之調整說明如下： 

（一） 二樓自修室與自來水事業處東區分處對調樓層，移至五樓 

    （如圖 2），維持獨立出入口。自修座位由整層樓的 110 席 

    縮減約二分之一面積的 60 席，並於民國 102 年更新 4 人自修 

    桌 15 張、自修椅 60 張，提昇自修座位的質感；增設書庫及 

    視聽室，前者存放 2 萬餘冊出版年代較早之罕借圖書，解決 

    圖書館典藏空間不足問題，後者可提供 25-40 人之活動空間， 

    解決近 30 年來僅能在八樓兒童室角落舉辦活動的不便。 

 

 

 

 

   

書
庫 

圖 2（a）二樓改造前平面圖（b）五樓（原於二樓）改造

後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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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樓拆除隔間牆，將七、八樓的一般圖書移置於六樓（圖 

    3），由分散式改為集中式，設座位 26 席，並有書目查詢電 

    腦 1 部，方便民眾查找圖書，窗邊書櫃設座墊 20 席，使讀 

    者可就近坐擁書香。館藏特色區亦由七樓下移，置於內梯旁， 

    彩鮮明之圓弧書架吸引攝影同好，座位 3 席；北向窗邊設筆 

    記型電腦區 6 席、窗邊閱覽桌 6 席，可眺望慈祐宮及淡水河    

    岸彩虹橋，轟隆起飛的飛機身影為獨特的景觀。另將儲藏室 

    改為辦公室，以就近管理。 

 

 

 

 

  

（三） 期刊閱報區原設六樓 48 席，往上移至七樓（圖 4），以利銀 

    髮族及一般讀者進館後就近使用，座位設窗邊閱報桌 6 席及 

    休閒閱覽圓桌 8 席及沙發座 14 席，可悠閒閱讀。參考資料 

    亦由六樓搬至七樓，館員可就近協助查找資料。電腦檢索區 

    6 席由服務臺正前方移至窗邊，使動線不再受到干擾，主機 

    並置於桌面下方。服務臺及期刊架造型獨特，易於使用。  

 

 

              

（四）  

閱
覽
區 

書
庫 

書
庫 

圖 3 （a） 六樓改造前平面圖  （b）六樓改造後平面圖 

圖 4  （a）七樓改造前平面圖（b）七樓改造後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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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樓將書庫移至六樓，全室為兒童及外文圖書空間（圖 5）， 

             座位由 32 席增為 46 席，設高架地板且造型獨特之「故事城堡 

             區」－學前資料區供親子閱讀，「森林教室區」供兒童閱覽圖 

             書或親子討論功課，外文資料區集中放置。 

 

 

 

 

                 

肆、松山分館整建後之用後評估研究 

為了解使用者對松山分館改造後的使用情形，本文嘗試以觀察環境行

為、觀察實質痕跡（關華山，1987）及 102 年進行之年度讀者滿意度調查，

作為用後評估之參考資料，說明如下： 

一、 觀察環境行為：有系統的觀察讀者如何使用圖書館環境，觀察讀者

和什麼關係人，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以獲得讀者活動及支持者所需的

資料，或有關的行為規範、預期功用、新功能等。筆者於 102 年 3 月

22 日至 3 月 27 日期間，進行館內讀者使用行為觀察，於一週間上午

及下午時段分別取樣，觀察 20 位進館讀者於進館後之使用行為，紀錄

如下： 

 

 

 

  圖 5（a）八樓改造前平面圖（b）八樓改造後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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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松山分館空間改善後使用情形觀察紀錄表 

個案 性別 年齡 使用行為 觀察時間 相關理論 

1 女 40-49  

7 樓服務台借還書到 8 樓兒童外文

區，女兒做功課，媽媽看期刊離館

（桌上有留物品） 

不到半小時 

圖 書 館 教 育 功

能、兒童使用行

為 

2 男 60-69  

7 樓視聽區找資料服務臺借視聽資

料閱報桌看報紙拿 2 份等電梯時

翻新書公告離館 

半小時至 

1 小時 
圖書館休閒功能 

3 男 30-39  7 樓服務臺登記使用電腦檢索區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資訊功能 

4 男 30-39  7 樓還書離館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教育功能 

5 男 50-59  
7 樓服務臺歸還圖書期刊區站著看

報紙，瀏覽參考書、期刊用電腦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教育、休

閒、資訊功能 

6 女 10-19  5 樓自修室自修 不到半小時 青少年使用行為 

7 女 30-39  

8 樓森林教室和朋友聊天到兒童參

考區陪女兒讀書 

不到半小時 圖 書 館 教 育 功

能、兒童使用行

為 

8 男 50-59 
7 樓服務台詢問到 6 樓閱覽區閱

覽，自帶報紙 

1-2 小時 圖書館休閒功能 

9 女 20-29  

7 樓期刊區瀏覽期刊到 6 樓使用電

腦查詢館藏到 5 樓自修室自修 

半小時至 

1 小時 

圖書館休閒、資

訊功能；成人使

用行為 

10 男 60-69 7 樓瀏覽過期報紙到 6 樓找書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休閒功能 

11 男 30-39  
6 樓筆電區上網玩遊戲 半小時至 

1 小時 
圖書館資訊功能 

12 女 20-29 
6 樓窗邊閱覽區自修 半小時至 

1 小時 
成人使用行為 

13 女 30-39 
5 樓自修區自修到 7 樓公佈欄瀏覽

回 5 樓自修區自修 

半小時至 

1 小時 
成人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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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男 20-29 7 樓飲水機裝水離館 不到半小時 其他 

15 女 20-29 7 樓服務臺還書到 6 樓書架瀏覽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教育功能 

16 女 30-39 

7 樓服務臺到 8 樓兒童區找書到

6 樓書庫找書到 7 樓找視聽資料

借書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教育功能 

17 女 20-29 7 樓辦證區瀏覽到 6 樓筆電區上網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資訊功能 

18 女 20-29 
5 樓自修室自修 半小時至 

1 小時 
成人使用行為 

19 女 60-69 7 樓電腦書目查詢圓柱區看資料 1 至 2 小時 圖書館資訊功能 

20 男 40-49 7 樓服務臺借書 不到半小時 圖書館教育功能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讀者使用松山分館的行為，大致與公共圖書館的教育、資訊、文化、

休閒功能符合，而兒童、青少年、婦女、成人及銀髮族使用圖書館的主要

目的為：做功課、準備考試、陪子女上圖書館、使用電腦、看報紙雜誌、

借還圖書及視聽資料、研究及使用筆電，甚至僅是使用飲水設施而已。在

觀察讀者的時間限制及讀者實際使用時間之變數下，以不到半小時居多，

半小時至 1 小時次之。 

二、 觀察實質痕跡：有系統的注意實質圖書館環境，找尋讀者過去的活動

的遺跡，推論其發生原因？讀者實際使用的方式？對環境有何感受？

以推論圖書館讀者實際使用圖書館時有何問題。以下列舉筆者於 102

年 11 月間於松山分館進行觀察實質痕跡的類型、照片及位置圖。 

（一） 空間使用後的副產品：如使用後造成的損耗（損壞）、殘留物、 

             缺少痕跡等，以電腦檢索區桌椅使用及飲水機等使用產生較多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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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空間使用後的副產品  

（二） 順應式的使用：加入道具或除去東西、隔斷增加私密性、調整 

             實質物連接兩個空間。因松山分館日常管理得宜及清潔工作落 

             實，發生或發現此項痕跡較少，目前僅發現讀者有將背包置於 

             四人閱覽桌中間或放書於鄰座，以隔斷或連接兩個空間（座位） 

             使用之情形。. 

（三） 自我表現：個人化、認同、社團成員等，放置衣物於椅背、桌 

             上置書本或杯具以作個人使用空間之標誌，而二個痕跡在出現 

             在空間之最角落的閱讀者。 

  

 

 

 

 

圖 7  自我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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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訊息：正式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如圖書館正式的公 

             告標示、使用者（其他單位）自行張貼的事情或非法的行為等。 

  

 

 

 

 

 

 

圖 8  公共訊息 

三、讀者滿意度調查 

臺北市立圖書館每年定期辦理年度滿意度調查，102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更首次採線上問卷方式進行，本文整理及歸納開放意見中與館舍

環境相關者如下： 

  表 2 松山分館 102 年讀者滿意度調查開放性問題分析表 

開放意見內容 次數 構面內頪別 構面別 

冷氣太冷；冷氣直吹雜誌區；空調太

悶；有時太熱；非均溫；設定不均；

每天至少 30 分鐘暫時關閉空調，讓空

氣流通；自修室油漆味太臭；有時太

強有時太弱；空調溫度控制再加強；8

樓冷氣有時不冷；有時冷氣太冷；冷

氣不必太強；夏天空調太強 

13 空調 知覺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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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意見內容 次數 構面內頪別 構面別 

最上層的閱覽區燈光強度可以再加強 1 燈光 知覺構面 

筆電區插座座位不足；電腦檢索區電

腦不夠；電腦檢索區位置太邊緣；電

腦檢索區高腳椅不理想且會傷人，無

法與電腦結合；硬體設備可加強；大

型空調冷氣機旁放置座位區不太適當 

8 傢俱及設備 設計構面 

增加輕食區；廁所好臭 2 區域 設計構面 

可重新裝潢、換傢俱、加強燈光、針

對攝影主題館藏特色佈置，感覺更棒

更吸引讀者 

1 協調美 設計構面 

書架中間走道只有單向橫向一人行走

無法環繞，希望書架走道可設雙向人

行道較佳；整體圖書館空間過小；美

化後 6 樓的閱覽座位與書籍放太近，

找書時會有壓迫感(與在閱覽區讀書之

其他人相互干擾) 

5 建築美 設計構面 

自修室常有學生聊天；學生不用自修

室，佔用一般閱覽區的座位念自己的

書，要看館內的書的人反而無位可坐 

3 行為舉止 社會構面 

圖書館應該管制噪音，如手機、小孩

在館內跑步及民眾聊天對話等；開著

冷氣，窗戶也開著；沒有用筆電的人

不要佔用筆電區，以免無法使用 

4 
館方行政管

理 
社會構面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以上述 8 類館舍環境意見分析，讀者反映知覺構面中室內溫度控制不

佳者最多，次為區域照明；設計構面以電腦、筆電區及空調機設置方式、

位置、台數、功能反映較多，並有表示兒童室書架較深、建議館方提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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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區設置及注意生理方面廁所之清潔工作，美感上則對整體形象及空間壓

迫感頗為關注；社會構面上對讀者不同使用習慣對彼此照成的影響及希望

館員行政管理更努力。此外，亦有讀者表示肯定空間改造，表示圖書館

「安靜、舒適、乾淨，很令人放鬆」及「最感謝圖書館了，謝謝你讓我像

擁有一個偌大的圖書館在我家一般。」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松山分館如民國 102 年訪評委員李磊哲先生所言，先天環境上有各樓

層面積小、藏書多，為「無可救藥」的館，但把書架往窗邊靠，克服了空

間小的問題，期刊架結合夜市攤車造型，創造出結合在地文化的特色。如

何因應每層面積僅 108 坪的 4 個樓層空間，館藏量逾 10 萬冊的環境，有效

運用空間、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區圖書館，化既有空間之劣勢為優勢，

建構一創意、優質的書香環境，讓兒童樂在其中、青少年快樂閱讀、成人

終身學習、老人銀向未來，實為極大的挑戰。 

經上述說明松山分館整建前後的空間配置、觀察讀者使用行為及實質

痕跡後，再與 102 年讀者滿意度調查相比對，結論說明如下： 

1. 松山分館空間改造解決書庫配置失當、動線不佳、空間侷促、館

舍老舊、窗戶滲漏、管線零亂等問題，並有效融入地方特色。 

2. 設計家具如兒童室書架、窗邊書櫃及館藏特色區書架深度 40 公分

較深，應以 30-35 公分為宜；兒童室書架顏色較深，不符活潑且

富有朝氣之原則。 

3. 電腦檢索區每人空間不足、主機位置不佳且椅子可予調整；館藏

特色區尚不明顯；多樓層的空間動線、尋路與標示不易，易造成

混淆。 

4. 八樓外文資料區、兒童室平時使用人數較少，少數民眾因空間寛

闊而在兒童室看報紙及圖書之長期使用行為。八樓原為兒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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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兒童參考區利用率低且圖書少，故 102 年 8 月時請實習生將六

樓外文圖書及八樓兒童外文書集中放置，一則解決六樓中文書 0-1

類圖書擁塞問題；二則外文圖書集中放置；三則兒童參考書可增

加被利用機會。 

5. 六樓筆電區及窗邊閱覽桌使用人數較多。 

6. 設備使用需定期維護，管理態度會影響讀者使用行為。 

二、建議 

1. 公共圖書館空間改造應著重在建立圖書館本身的特色，優先解決

圖書館現實環境中欠缺的資源，儘速改善館舍硬體的問題；在中

長期規劃上則善用軟體和硬體，互相配合，以成為優質的社教場

所和書香學習環境，進而形塑圖書館的形象，提升公共圖書館永

續經營的服務品質。 

2. 訂製家具如書架、桌椅及沙發等設計時應參考《公共圖書館建築

設備標準》、《建築資料集成》及《圖書館傢俱與設備》(林勇，

1997)目錄等，或與現有傢俱對照，以免深度、高度或寬度在規

格上及使用上有所差異，不符使用效益。 

3. 圖書館為成長的有機體，館藏的數量及被使用情形可視趨勢預作

規劃，以符合實際需求。 

4. 館舍改造前後均應對館員及建築師進行需求確認之訪談，了解館

員使用現況之問題，適時調整，以方便改造後利用及提供服務。 

5. 可進行各項使用統計之資料分析，作為量化輔助之資料。 

6. 可建立用後評估準則，提供日後研究者及圖書館界參考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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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期 「 公共圖書館空間規劃與改造」文獻選目，蒐集主題相關之中西

文文獻。中文選目，選擇民國 90 年至 102 年發表之期刊論文與研究報告 

15 篇，依年代先後排列；西文方面則選擇西元 1980 年至 2010 年間相關期

刊論文 15 篇，依年代先後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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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700798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70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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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觀芬蘭的成人教育、資訊與通訊科技教育（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ICT）的現狀，以及圖書館如何協助成人教育

的問題。由於 1990 年後的芬蘭對外出口放緩而導至經濟情勢蕭條，為增

加國際經濟競爭力，芬蘭人開始接納資訊科技教育並視如同文化、語文

教育般的重要，進而建立在成人教育、圖書館經營理念、平等教育及民

主觀念上。 

為了推動資訊與通訊科技教育，圖書館積極的訓練專業圖書館員及

投資電子器材設備，以提升 ICT 的發展及全民資訊素養。在芬蘭政府主

導的財政補助下，成人教育課程也配合時代及社會變遷與時俱進，尤其

是在 ICT 相關的資訊、媒體、電腦等的知識及操縱技術之發展，同時也

加強 ICT 相關的教育課程與人員素質的培育，因此具有教育能力的圖書

館員成為成人 ICT 教育推展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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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adult education, information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of how libraries can assist the adult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s in Finland. Especially after 1990, Finland’s economic 

orders slump as export demand disappoints, in order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mpetitive powers, they have received the opportun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s. Such the education, together with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education, established on the management philosophy, equal opportunity 

education and democratic concept, which are the origin of adult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the libraries 

provide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and electronic devices, for enhancing ICT society 

and cultivating themselves. Under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these adult 

educations also adapt to reflection of times and to social changes, especially, 

ICT related knowledge and operative technique for information, media and 

computer. Finland enforces ICT related education aggressively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librarians with educational degrees. 

關鍵詞：成人教育、圖書館、芬蘭、資訊與通訊科技 

Keywords: Adult education,Llibrary, Finl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壹、 前言 

 芬蘭政府積極推動成人教育，確保成人的學習機會平等，尤其在

1990 年代以後，圖書館館員發揮多方面資訊技術、各領域學科知識的長才，

都對芬蘭的經濟、國際技術競爭力有所幫助。目前，芬蘭社會本身已構築

「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 ICT）」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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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基礎（Tranakas, 2008），成人必須學習的技能包括電腦的操縱技術、

資訊解讀及應用能力，圖書館機構成為實現教育成人生活工具的一個場所。 

本文論述芬蘭成人教育的歷史及政策，提及與教育有關的圖書館功能。

至今，討論芬蘭成人教育的內容包括：成人教育發展史、其教育內容及學

習環境、其教育在現代社會的角色、其教育在北歐國家的重要性等，主要

由芬蘭文、北歐文、英文等撰著（Kruhse-Lehtonen, 2006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3 ;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s, National Center on Adult Literacy (NCAL) (2000) ; 

Townshend, 1998 ; Kurtakko, Kivinen, & Eskola, 1997 ; Parjanen, et al., 1993 ; 

Remes, 1993 ; Parjanen, 1994 ; Society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1990.1-

1995.4 ; Asplund, 1991 ; European Centre for Leisure and Education, 1989 ; 

Yli-Renko, 1988 ; Havén, & Syva ̈nperä, 1984 ; Larson, 1970 ; Danske forlag, 

1952 ; Kirjapaino Oy Liike, 1951）。芬蘭政府機構所提供的英文版統計數目

及說明也是重要的研究資料（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3 ; 

Official Statistics of Finland, 2013）。只是著重在芬蘭圖書館於成人教育推動

的角色問題之論著不多，本文從芬蘭的成人教育問題、圖書館歷史、圖書

館經營目的及社會需求下觀察其問題。 

貳、 芬蘭圖書館的歷史：成人教育的出發點 

一般認為芬蘭的圖書館運營，始於 1794 年 8 月 2 日在位於芬蘭西中部

博滕（Pohjanmaa）區的瓦薩（Vaasa）市。然而在此之前，位於設有裁判

官的法院建築裡，以會員制收費（一般人亦可付費使用）的圖書館「讀書

的館舍（Bok Societet 〔瑞典文〕）」，亦可視為圖書館的前身之一。「館舍」

書籍由會員出資購買，也可以拍賣的方式賣出，直到 1794 年起「館舍」

開始保留收藏書籍，成為永久性圖書館財產。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最高法

院法官—Olof Langenstein （1751-1833） 推薦它成為公共圖書館。於 1802

年，重視芬蘭語而且具有近代經營模式的圖書館成立，它繼承會員圖書館

的觀念，尤其著重教育及一般素養之提升。然而，1844 年因受擁護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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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勢力之政治壓制、嚴格的檢閱制度、圖書沒收等影響，導致圖書館一度

關閉。之後則改由地方政府經營，開始提供當地教育程度不足的一般市民

有平等讀書的機會，它是現在 Vaasan Kaupunginkirjasto （Vaasa City 

Library） 的前身 (Mäkinen, 2001, 2012 ; Haavisto, 1994)。 

芬蘭本來為瑞典的一州 （1155-1809），之後又受到俄羅斯政府的管轄 

（1809-1917），在俄羅斯皇帝的統治下，芬蘭只能成為具有獨自議會及政

府（有自治權） 的立憲君主國公國。在此期間，芬蘭人民開始渴望追尋自

我認同或共同區域生活圈的建立，以促進國家的獨立性與民族性。新聞、

學校、公共圖書館即在此背景下成長，人民的教育水準也開始提高。在民

主基礎下，開始建立國際政治及社會的權利地位，助長芬蘭民族的各種素

養及生活品質（Meinander， 2011； 伍裡寧，1973）。 

由於過去一百多年來，公共圖書館經營者主張資料之檢索與供眾使用

之自由化，建立了圖書館的發展能提供所有人平等獲取知識、經驗及人文

素養機會的觀念，使得芬蘭相信能其有助於提升全民教育機會及人文素養。

除此之外，自 1928 年以來，圖書館法規定圖書館任何資料的使用及借出

不得收費，也是其中一個觀念的具體實踐 （圖書館法 904/1998 第四章）。 

在教育方面，1864 年丹麥在第二次什勒斯維希戰爭（Slesvigske Krig）

失去靠近德國的三分之一領土後，激起民族主義思想，政府為試圖防止農

民社會的解體及國家的無產階級化，促使人民拋開過去社會階級中存在的

約束，逐漸成為重視人權及社會保障的國家。在此社會環境形成前，1844

年丹麥思想家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味利‧葛倫特維格（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 1783-1872）已經先一步表達出與此相似的教育

理念。他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是為國民參與社會及市民生活而預備的，故

大學課程應該注重技術能力、民族文學及歷史的訓練。他不僅擴大了國民

受教育的層級，也提升高等學校 （Folk high school ; Folkehøjskole [丹麥文]）

教育人口的資源。其基本思想概念大概分為幾個方向：一、語言的重視：

即對話訓練重於書本教育；二、平等教育觀：學生向老師學習，而老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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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學生學習的地方；三、重視與當地民眾之公共關係：當地民眾也可參

與學校的營運；四、全民領導的觀念：經驗重於資格、執照。各級學校推

動教育的共同點，包含提供多樣性學習科目、減少考試次數、促進自發性

學習、不受國家控制的教育內容等(Allchin, & Grundtvig, 1997 ; Grundtvig, 

2008 ; Thodberg, & Thyssen, 1983 ; Stabler, 1987 ; Englund, 2005)。另一位追

隨者克里斯蒂安‧米科爾森‧高比 （Christen Mikkelsen Kold, 1816-1870） 

即依此理念經營國民高等學校，然而葛倫特維格的教育目標在於改革研究

機構成為民眾教育機構，他相信研究機構能教育積極參與社會及生活的學

生。其教育模組及觀念於 1889 年由芬蘭政府接受並實施，成為現代芬蘭

青少年以及成人教育的基礎（Svane-Mikkelsen, 1997 ; Kirkegaad, 1950)。 

參、 經濟狀況的轉變及成人教育之發展 

初期的成人教育內容重視母國語言 （芬蘭語 [Suomi]）、學習民主觀念、

促進民族認同及改善農業技術等，主要以增加一般素養及生活技術為主，

而圖書館能提供與相關之印刷書籍資料。 

1980 年代以前，芬蘭主要以林業（森林佔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二）及農

業為主，雖然之後轉型至林業、農業出口國以及振興科技、技術導向的產

業經濟，但是於 1991 年蘇聯瓦解後，這些出口業陷入不振，國內經濟環

境及勞動條件有了變化。由此，芬蘭的教育、勞動政策開始優先考慮以失

業者為主的產業，其重點由林業、機械技術產業轉移至高電子科技、通信

產業，成人職業教育的社會需求觀念及實踐越來越顯著，此產業電子化也

導致了社會電子化、資訊化。 

1990 年失業率是 3.20%，1994 年失業率攀升至 16.61%，1999 年則略

降至 10.22%，之後至今維持在 10.00%以下 （IMF, 2012 ; 世界經濟のネタ

帳, 2013）。同挪威、瑞典等國，芬蘭政府為降低失業人口之比例，於

1995 年準備為期三年的國民中等教育（Adult Education Initiative），尤其注

重 30-54 歲未就業者且尚未完成中等教育之人口，加強其職業教育及訓練

的學習機會 （Rubens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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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芬蘭各年度失業率（1990-2000） 

年

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失

業

率 

3.20 6.61 11.73 16.36 16.61 15.40 14.58 12.64 11.36 10.20 9.78 

成人教育一般可歸類為職業的 （以資格、學歷、實踐性技術及知識為

主）及一般的（以興趣、素養為主的 Liberal Adult Educatio） 兩種。然而

如電腦、資訊科技等知識，因橫跨多種課程內容而無法明確歸類至職業或

一般的教育類別。從芬蘭 18 至 64 歲之人口中，與職業相關的成人教育參

加率為在 1990 年為 44%、1995 年為 43%、2000 年為 51%；與教養、休閒

有關的成人教育參加率在 1990、1995、2000 年均是 18%。以人口比率在

1980 年為為 32%、1990 年 47%、2000 年為 54%、2010 年為 58%，有顯著

的成長（Official Statistics of Finland, 2008 ; JDN, 2010）。 

目前，北歐成人教育平均參與比率為 53%，從 NORMAD 計劃的調查

顯示：北歐參與成人教育的人口比率、政府的對成人教育的財政支援率、

政府對成人教育服務的提供率高以及依市民之需求提供的成人教育服務比

率高皆是可能影響高表現的因素 (Tuijnman, & Hellström, 2001)。除此之外，

芬蘭政府把成人教育納為國家政策，積極推動其服務內容與支援學生的學

習經費，試圖將參與成人教育的比率抬高到 60%以上 (Rubenson, 2003 ; 

Antikainen, 2009)。 

因此，根據 1994 至 1998 年的 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 資料

中可發現 (OECD, 2000 ; Rubenson, 2001)，北歐四國的 16 至 65 歲參與成人

教育的人口比率，較其它歐洲 22 國來的高，其中又以芬蘭的比率最高。

此調查中使用的 Literacy 意義是，一個人的閱讀文學、報紙等讀物的能力 

(prose)；查詢及分析數據、圖表等的能力 (document)；瞭解廣告、投資等

的知識及技術 (quantitative)，使他在社會中能達到他的目標及發展他的技

術、知識及潛能 (Northern Ireland Statistics & Research Agency, 2003)。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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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為改善國民的經濟生活與國際競爭的現實問題，除了持續加強專為 55

歲以上人口安排課程外，以為未曾受過成人教育者、中小企業職員、有意

開創事業者等剩下 40%的人口開設相關課程，尤其是增加電子設備有關的

成人教育課程，包含偏遠地區使用 ICT 等電子設備作為溝通工具的遠距離

教育，亦被視為是資訊教育 (media education)的一環。 

肆、 成人教育機構 

成人教育是教育文化省成人教育及訓練部門 （Division for Adul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的管轄範圍， 

1980 年代以來，每年一百萬以上的人口接受過其提供的成人教育（2012

年為 170 萬人口）。其教育機構主要分別為：夜校（Iltakoulu：secondary 

evening schools）、市民及工人訓練班（Kansalaisopisto：civic and worker’s 

institutes）、學習中心 （Opintokeskus：study centers）、成人職業教育中

心 （Ammatillisia aikuiskoulutuskeskuksia：vocational course centers）、民

間中學（Kansanopistofolk [FHS] ：folk high schools）。芬蘭政府準備多方

面的學科課程並開放給國內所有成人參加，有些課程可依個人或團體的需

求特別安排。在一般高中、大專學校、研究所也可以用正式學籍學生接受

成人教育而取得學位。芬蘭政府的用意是希望提高國民自身的知識、技術

能力，避免因知識落差與社會產生隔閡，同時也提供參與知識、技術的工

具。教育文化省的成人教育之目標計畫在於：提供平等而實在的權利，並

積極推廣社會參與機會較少或對成人教育評價不高的族群，使其能增加教

育機會，進而接受其課程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3 ; 

Toiviainen, 2010)。 

伍、 對成人教育的支援 

芬蘭提供的成人教育是以免費為原則，政府不只希望其教育成果能擴

大就業機會及增強國際經濟的競爭力，也希望能將專業知識與技術能與現

實生活結合，使整個社會、文化的水準提高，也可以此教育作為充實退休

人士生活，或增加社交、興趣等休閒活動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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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芬蘭各年度教育預算佔 GDP 的比例（1995、2001-2010） 

年度 1995 …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GDP

% 
6.98 … 6.06 6.22 6.43 6.42 6.3 6.18 5.9 6.1 6.81 6.4 

資料來源：Public spending on education; total (% of GDP) in Finland 

(Trading Economics, 2013)  

成人教育在芬蘭的教育預算中所占比例以 2005 年為例，教育比例是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 國內生產毛額） 的 6.3%，而成人教育占教

育比例中的 16.3%，個人對教育的付出比是 GDP 的 0.1% （NationMaster, 

2012），在北歐國家中，芬蘭的比率並不是最高，然而其比率變化不大。 

歐盟各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型態各有特色，各國介入成人

教育及生涯學習 (adult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計畫的程度，以及執

行及實踐方式亦有所差異。例如，英國等保守性福利國家，成人教育政策

的需求是考量市場的要求，而不是國家主導；奧大利、法國、德國等協調

組合主義（對農業、民族、宗教等等組織體間的契約、相互作用）國家，

個人無經濟負擔能力時，才尋求國家的支援；在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不依據上述二元觀念執行，而是採市民能平等得到成人教育機會的高等國

家政策（並不是全部免費，1990 年代中期起，部分受課者負當 20%的費用；

並有獎學金制度。）（Rubenson, 2003 ; Toiviainen, 1999 ; 大橋裕太郎, 2010）， 

芬蘭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國家。 

陸、 教育媒體 

除了教育機構，芬蘭政府視各種媒體為重要的教育管道。芬蘭媒體最

主要的是印刷型式的出版品。每年出版品中，報紙330萬部（220種，一半

為每日送報報紙）；一般雜誌300種 （其一半為週刊）；專門性雜誌2,000種；

書籍13,000種 （一般及學校用書籍約佔40%，其中教科書約佔30%）



  芬蘭的成人教育背景及圖書館等教育環境現狀 

 

69 
 

（Finish Book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11 ; Statistics Finland, 2007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0），任何人都可編輯及銷售，且印刷型式刊物

仍然最受民眾的歡迎。 

電視及收音機亦為教育媒介之一：芬蘭國營電臺（Yleisradio [YLE]）

經營廣播電臺及電視臺 （電視臺 5 臺、廣播電臺 13 臺），公佈政府訊息是

一個重要工作，其在新聞、時事等議題上具有信賴度，且在教育、藝術之

發展以及青少年的教育上有所貢獻。收音機的收聽與電視的收視，對老人

及人口密度低地區的居民資訊傳播極有幫助 （Yle yhtiönä, 2012）。另有數

家民間私營電臺 (全國電視臺二臺及地方電視臺三十臺；廣播電臺六十臺)。

有線電視的普及率也高，歐州廣播節目受歡迎。電臺語言以瑞典文、芬蘭

文為主，外文的有芬蘭文字幕。增加國民之識字率。芬蘭是在 2007 年成

為全世界第一個電視系統數位化的國家。 

資訊網路也不可忽視。在芬蘭，使用資訊網路人口達86％，裝設資訊

網路設備家戶達75％，在電子郵件、網路購物、網路繳款、查尋資料等的

不可缺工具，一般人多數使用寬頻。2010年後，政府認定寬頻為電話及郵

件的基本通信服務。 

這些媒體不只提供基本成人教育教材，也提供一般素養及 ICT 相關的

技術及資訊課程資料。這些各類媒體政策尊重「表達的自由」、「獨立性」、

「自主調節」，同時為了減少司法裁判等費時及費用，媒體內容之監督責

任由媒體企業負責任 (Embassy of Finland, Tokyo, 2013)。對任何媒體、資

訊內容的疑問，圖書館即成為其參考服務窗口，館員頻繁的透過電話、電

子郵件、留言板等手段，回答問題，更進一步介紹及提供各種相關課程，

及準備視聽教材。Ask a Librarian 的服務觀念也出於此 （Libraries.fl, 

editors, n.d.）。赫爾辛基市立圖書館的 iGS （an Information Gas Station）等

也參與此服務，將問答中有趣的部份在 FM 廣播電臺 94.0 MHZ 的早上 10

時 40 分起播放 （Finland Promotion Board, n.d.）。因此，使用廣泛的資訊

知識及技術的教育，似乎是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的範圍，只是，多數教員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70 
 

及家族對現在的 ICT 問題已無法承擔其角色，必要委託專業圖書館員的教

導，及圖書館設備的使用。 

柒、 公共圖書館的教育角色 

一、 設置圖書館的基本原則 

芬蘭的圖書館以公共圖書館使用原則作為基礎，除了瑞典文學會圖書

館 （Swedish Literature Society Library） 等舊資料收藏為主的圖書館稍有

限制進出外，原則上大專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議會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或其它圖書館都開放給民眾使用，專業的圖書館員有義務為任

何人提供服務，協助民眾繼續加強素養、技能的要求。 

圖書館服務的工作一般由地方政府負責，而使用者有權與圖書館員接

觸詢問、有權利使用資訊內容及設備。各圖書館可建立對使用者的權限規

範又保有各自的彈性。公共圖書館必須雇用專業館員，負責此類服務工作。

圖書館營運的財政，包括建築物、流動圖書館汽車等硬體預算，由教育文

化資金法 (the Act on the Financing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rovision) 下

之規定融資，可受國家政府之補助 (Kekki, &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al 

and Media Division, 2001)。 

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的中央圖書館及區域圖書館）必須在與各種

圖書館（各地區公共圖書館、研究圖書館、任何教育機構圖書館等） 的合

作下、互相協助營運 （形成廣域圖書館），而在各省政府與各地方政府之

協議下交由省政府管理。圖書館資料之使用及借出（含館際互借），以免

費為原則。其它使用項目以各館、各自治區設定手續費。地方政府為顧及

發展圖書館及資訊服務品質，不斷的評估其服務內容及其經費效率。 

   上述內容可在 1998 年，國會決議、總統公布、教育部部長指示之芬

蘭圖書館法 (904/1998 ; 1078/1998) 中看出。更詳細的觀念及對將來圖書館

的任務，可參考教育文化省所發表的圖書館發展企劃 (Kekki,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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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論：學校教育與公共圖書館 

（一）經營學校圖書館的困難 

芬蘭的多數學校圖書館主要因經費及人力有限，因而很多學校不

設置圖書館。地方政府分發經費及人力至公共圖書館的經營上，再與

學校合作。由於不少學校及公共圖書館之距離不遠，以及公共圖書館

派遣流動圖書館至各學校。公共圖書館提供印刷型式及多媒體教學資

源（參考書、課外讀物；部分資源以流動圖書館提供）、場地（包括

如音樂廳、多功能資訊教室、演講聽、體育館、游泳池等設備）、專

業圖書館員的指導（如資訊網路的使用法、資料查尋技術、圖書館使

用法、閱讀方法，以及各科目的校外指導等。對低學年的學生，提供

講故事、讀書籍等服務。講授額外的課，提供閱讀書單，協助學校教

育，而教師信任圖書館員的工作內容）。 

  （二）公共圖書館員對學生教育的準備 

    1、電子、資訊教育 

公共圖書館設定學生在使用上的目標為：能對知識及文化吸收及

檢索、規劃圖書館之組織及管理如何提供學校及專科學校的資訊服務、

試圖減低城鄉教育服務差距。為此， Helsinki 市的圖書館網路 

（HelMet） 有擴大資訊服務內容及地理範圍之趨勢。在芬蘭，「2006-

2010 年間圖書館發展計劃 (Library Development Program 2006–2010 — 

The library as an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in provincial areas) 」有所規劃，

包含全國性公共圖書館網路的整理計劃，能夠解決地方居民、學生的

多種圖書館網路使用、多種資料分析、電子媒體操縱、網路資訊使用

以及準備各種教學及參考服務等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 Kekki, 2008)。圖書館員為了提供更專業的服務，除不斷的

學習、進修相關領域外，與學校合作下的教育工作也不斷的檢討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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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 

2、 人文教育  

根據芬蘭統計局調查結果，閱讀率在 1979 年時為 78.3%；1987 年

為 77.4%；1999 年為 65.8%；2009 年為 55.5%。2009 年時比 1979 年

時減少約 23% (Libraries.fi., n.d.)。 

據觀察指出青少年花費在網頁瀏覽、玩電腦遊戲等時間增加而導

致閱讀時間下降。有鑒於此，1990 年代開始，國家教育委員會安排中

小學加強母語學習，增加文學知識。2001 至 2004 年間開始加強執行

Luku : Suomi (Chapter Suomi) 計畫，試圖建立學校及圖書館之間的合

作；增加文學家的學校訪問機會；加強文章解讀及表達能力等問題，

而更重要的是受過良好母語及解讀力教育訓練的公共圖書館員，與老

師、作家、報社、出版社、地方政府等合作，參與學校的課程教學等。

在芬蘭，義務教育的規定是基於教育文化省所訂的基礎教育法 (Basic 

Education Act)，而提供實際教育則是市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1999)。學校與圖書館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

但一般成人在缺乏學校教育提供的生活協助時，芬蘭政府以成人教育

的方式彌補其基本教育，也以「繼續教育」的方式提供無法接受正規

教育的民眾另一種社會性教育。 

捌、 成人教育與公共圖書館 

一、   歐洲成人教育企劃的影響 

芬蘭政府認為，利用公共圖書館的資源實踐資訊教育，是一個提

高芬蘭教育程度及國際競爭力的方法之一 （Antikainen, 2009 ; 

Antikainen, & Huusko, 2008 ; Carlsen, 2013）。芬蘭不斷接受歐盟在經

濟和成人教育的影響，在生涯教育（(lifelong education) 政策方面，

1991 年底簽訂「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後，1993 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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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蘇格拉底教育政策 （SOCRATES Project [1993-1999]）。為了增強

歐盟的國際競爭力及雇用人口的機會，於 2000 年進入第二階段

（2000 至 2006），為了面對世界經濟及雇用機會環境之變化，多數歐

盟成人意識到吸收工作相關之知識的必要性，特別是就業環境的 ICT

化扮演經濟發展的重要角色，其操縱、應用、開發、服務等相關能力

是各行業的關鍵素養 （国際大学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センター, 2010 ; Toure, 2008 ; 資訊工業策進會, 2008）。因此，蘇格拉

底 教 育 政 策 的 制 訂 計 劃 中 設 立 葛 倫 特 維 格 計 劃 （Grundtvig 

Programme ，2007 年由終身學習計劃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 

[2007 至 2013]） 取代]），加強就職教育及訓練，把職業及教育更國際

化。資訊的國際化促使人口移動，對社會有自發性的影響，具體促進

了各階層、各職業、各地區/國家的流動、溝通、合作。此社會變遷影

響了所有的教育機構及圖書館的經營或服務形態 (OeAD-GmbH, n.d. ; 

European Commission. Education & Training, 2011 ; Korkala, 2010)。 

二、 以圖書館為學習機構及其企劃 

根據教育文化省 2011 年的公共圖書館資料統計，芬蘭人參訪圖

書館平均每年每人 10 人次，其使用率比歐洲國家高兩倍，每年平均

借閱圖書冊數超過 20 冊/種，總借書量為約一億冊/種，圖書館利用數

約 5,300 萬人次，圖書館之網路利用次數為 5,700 萬次（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ivision for Cultural Policy, n.d.）。此高使用率

的現象反映出過去芬蘭人對學校及圖書館之利用習慣與其之間的合作

關係發揮一定的成效，因此芬蘭教育文化省認定圖書館是重要教育機

構之一，而積極補助及促進其學習與教育的功能。 

在此略看過去的圖書館發展政策，在 2001 年的「圖書館政策計

劃 （Library Policy Program）」中提及：建立讓讀者容易接近、使用的

圖書館對社會發展是很重要的；開放給所有全民使用是表現民主主義

不可缺的一部分；圖書館能提供繼承文化遺產及多文化主義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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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要促進 IT [ICT] 工具的讀寫能力 (media literacy)。 

接著從 2003 年起，教育文化省提出「圖書館策略（Library 

Strategy），2010； 「 圖 書 館 發 展 計 劃 （Library Development 

Program） ，2006 至 2010；「芬蘭公共圖書館策略（Finnish Public 

Library Policy），2015 等計畫皆規劃圖書館在社會中階段性的發展策

略，其指出圖書館對獲取知識與文化等資訊服務所作的保證以及各地

區圖書館的角色，除此之外，亦包含圖書館營運的規定、政府籌金的

基礎觀念，並指出圖書館將來在教育上的規劃問題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2003 ; Kekki, 2006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2009)。  

2003 年所撰寫的「圖書館戰略」指出：圖書館必須提供整合地方、

廣域、國家的資訊給讀者；使國民有平等的檢索資訊，地方及中央政

府要將圖書館經營政策明確具體化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芬蘭政府期待高標準的教育水準

及解除不平等的區域社會的文化差距，視圖書館是能對在此類問題貢

獻的重要國家資產。同一年，教育文化省也對文獻館、博物館等文化

資產的數位化也納入為資訊提供的一部分，以 Culture in Knowledge 

Society, Strategy 2010 and Action 之名準備應用教育方面的初步方針 

(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 & Hongisto, n.d.)。 

2006 年的圖書館發展計劃說明以 2010 年為目標的圖書館發展計

畫程序：1、市民有在專業輔導下接觸資訊、教育、文化、生活技術

等平等權利；2、品質及信賴是圖書館服務的特色，其特色與讀者可

更新技巧、多樣化資料、多通路化服務；3、 受過大專教育的圖書館

員增加，而他們繼續接收補充教育；4、圖書館會在綜合服務中心的

立場推廣福利，而以特殊化地方圖書館以及移動圖書館的手段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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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5、 圖書館的擴大工作及增加品質的要求是被考慮為資源應用，

圖書館的經營前提是容易改變的 (Kekki, 2006)。 

「芬蘭公共圖書館策略, 2015」評估公供圖書館的方向及目標，

作為財政使用的依據。此策略特別強調任何年齡、任何社會人士的傳

媒、資訊的素養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1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 ; Wigell-Ryynanen, 2012)。這些政策意味著圖書館負責

組織都市及地方統合資訊中心，也表示公共圖書館是文化、資訊、活

動中心。居民的生活方式、社會的結構、科技的發展方向等隨著時代

變化，因而居民必須有效取得相關資訊。圖書館及圖書館員的角色應

該能夠滿足如此需求的服務工作。 

如此，芬蘭的圖書館策略並不提及圖書等資料如何收藏，但重視

圖書館能否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能平等的、足夠品質的提供讀者服

務作為首要工作。而其圖書館服務從上提的策略可知，ICT 在一般生

活中的應用，就是以圖書館為教育機構，圖書館員為教育者，促進對

市民的電腦素養 (computer literacy) 、媒體素養 ／傳媒素養 (media 

literacy) 的教育 (Potter, 1998)，特別是後者，解讀資訊媒體內容而抽取

必要的資訊，判斷其內容之價值並活用必要的資訊教育，發展至重視

資訊活用能力的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此觀念出現時，芬

蘭教育文化省把此素養當作非正規學校所安排的一門課，卻是現代市

民在生活中所需要的素養。【目前，芬蘭一般使用傳體素養之語，而

在 Helsinki 大學的教員教育系（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設

立媒體教育研究中心(Media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反應實際社會

的 ICT 環境及媒體教育 (Helsinki University, 2006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1)。】 

三、 圖書館提供的電腦操作教育 

專對五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的媒體素養教育為目的所提供的 Senior 

Surf 的計劃，是一種教育網路及行動電話的使用法。是教育文化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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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的方案之一 （基本觀念來自歐盟法案） 

(European Union legislation, 2005)，其出發點是提供他們電腦操作教育，

除了解除寂寞、孤獨、憂鬱及認知壓力外，讓他們吸收社會的資訊及

資源而促進健康的老人社會。其教育包括電腦的操作法，電子郵件及

社會性網路的互聯網應用服務 （SNS：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的

使用，以及網路購物、銀行業物、行政業務，教學平臺相關的網路等

基本操作法為基礎。此方案在 Sonera 及 Nokia 等資訊通信及行動電話

公司等協助下，由圖書館主持及提供此素養教育 (Tuula, 2004)。這正

如美國明尼蘇達州的 Senior Surf Days，根據在 1965 年成立的 Older 

American Act 下，於 1973 年成立的 The Metropolitan Area Agency on 

Aging 的五十歲以上的人口為對象，其著眼於提供及使用知識資源，

教育場所是圖書館、老人院、老人公寓等地教導電腦及網路教育 

(Metropolitan Area Agency of Aging, n.d. ; Senior Surf Days, n.d.)。2004

年起，美國加州舊金山的 Senior Surf 也提供任何電腦相關操縱訓練相

似，只是美國是由具有廣汎電子專業的義工，以收費方式提供個人家

教方式至教室教育，其對像是退休及低收入人口 (Senior Surf, n.d.)。

芬蘭是以國家的政策、經費，提供全民性平等教育機會，與義務教育

相同，視為現代生活最低限度必須技術與知識。提供如此服務的圖書

館也增加中，而政府也瞭解圖書館所負責的擴充及教育業務會增加，

但願能順利進行 (Finish Library Association, n.d.)。 

四、 圖書館提供的電腦操作教育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的觀念並不是有特殊性內容，但是其企

劃在國民教育上是重要的。在北歐國家或芬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口多少使用電腦及網路。可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沒接觸網路，一半

的老年（五十至六十歲左右以上）的人口不熟悉電腦。Tampere 圖書

館針對此族群提供 Netti Nysse （流動網際網路車）的服務，也積極推

廣到圖書館學習電腦操作法及使用網路資訊法。現代人更需要操作電

腦及學習周邊設備的相關知識，而面對資訊社會中的多樣化、多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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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應附新舊設備之間的觀念差別。現代溝通型式、文化資訊、生

活狀況的手段的變化，與傳統溝通等方式不同。現代人必須能具有基

本甚至專業的電腦操作技術，及資訊的應用及瞭解能力，才能因應資

訊社會中改變而生活。 

圖書館並非是正規教育場所，然而由專業館員照顧一般上班族及

退休成人教育的相關工作，是繼承著北歐圖書館設置之觀念及全民教

育之傳統，企圖減少成人在資訊社會環境中產生對電腦的挫折。館員

可協助他們操縱電子郵件、社群互動平台、網路電話等為基礎，解決

基本的網路人際關係，文書處理、圖片編輯技巧又可整理個人的資訊。

除此之外，館員也積極接觸各領域學科，滿足各種需求。館員可從主

題查詢的指導中，讓他們發現資訊之豐富性，解決生活方式的方便性。

因此，圖書館是提供傳統資料及科技資訊環境的，協助成人生活的多

功能場所 (Van Dijk, 2005 & Harju, 2009)。 

圖書館的工作是期望這些成人及鄉村人口，除可利用收音機、電

視機、電話、出版物等資訊，也除了考慮為工作或私事忙碌、身體不

方便等人口執行家庭訪問式教育外，圖書館為推動區域學習指導中心

及社群互動平臺之角色，讓他們熟悉電子設備及操作，取得更多生活

必需的對話資訊，這使讀寫聽等傳統素養內容增加電腦、資訊、媒體

等現代社會必需擁有的素養。而成人 ICT 教育必需從電腦素養走進資

訊、媒體素養等可應用、可提供、可對話的素養 (Gwyer, Stubbings, & 

Walton, (ed.), 2012 ; Mäkinen, (ed.), 2001)。 

玖、 小結 

此論文概觀芬蘭的成人教育、資訊教育的現狀，以及圖書館如何

協助成人教育的問題。 

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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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對成人教育歷史、傳統教育的重視，以及因應資訊科技的發

展、經濟與雇用狀態的變化等，建置成人在圖書館等教育機構的學習

環境，從印刷型式典藏資源中閱讀資料，發展出過去正規教育未能滿

足的資訊教育需求，使得國家在國際經濟環境中提升爭力。這些觀念

的實踐，都源自於圖書館的經營理念、平等教育及民主觀念上。 

二、圖書館的設備及館員 

  為了推動電腦資訊、知識與技術的學習，圖書館積極的培育專業

圖書館員，以及購置電子設備、流動圖書館設施、課程等資源，扮演

教育機關的角色，進而推動資訊社會之發展。政府階段性發展圖書館

事業，促進 ICT 發展及全民素養的提升。特別是使成人從生活所須的

基本電子設備操作，進而能學習、增加工作機會的 ICT 知識及技能。

不過，與就業無關的教育，如語言、手工藝、音樂等課程也並不被忽

視 

三、政府的補助 

  政府對資訓教育的政策推動及財政補助主要基於雇用人口及國際

經濟力的增強。其財政補助由政府主導，而其課程也配合成人之需求。

如此的補助基於憲法的平等觀念，任何人都可有受成人教育之權利。 

四、素養學習的手段 

  一般民眾的學習需求是依時代及社會變遷而變化，資訊 

(information)、媒體 (media)、技術 (computer) 等的知識及操作技術。

現在的圖書館教育中，傳統圖書館的使用法、文獻使用法、資訊管理

等基本教育中，第三者成為圖書館最重要的教育項目。 

五、目標 

  芬蘭為培育 ICT 教育相關的課程人力而努力，ICT 是資訊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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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經濟競爭力的推動以極擁有平等社會生活的權利之提升是政府

重要的課題。為此，具有教育學的圖書館員的責任及能力是重要且不

可或缺的。 

（部分資料來自2012年於芬蘭舉辦IFLA年會期間之公共圖書館採訪記

錄，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赴會機會。) 

參考書目 

1. Allchin, A.M., & Grundtvig, N.F.S. (1997). An introduction to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 :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 Antikainen, A. & Huusko, A. (2008).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participation in adult education: the case of Finland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5(2), 119-129. 

3. Antikainen, A. (2009). Participation, welfare regime, and life history. 

Lifelong Learning in Europe, 14(2), 83-91. 

4. Asplund, R. (1991).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 a 

survey of theor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inland. 

Helsinki : ETLA. 

5. Carlsen, A. (2013). Grundtvig and EU - From N.F.S. Grundtvig to the 

Grundtvig programme in Socrates 2,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Adult resources (2013-05-17). Retrieved May 30, 2013 from 

http://www.eaea.org/index.php?k=12245 

6.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s, National Center on Adult 

Literacy (NCAL). (2000). Learning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Paris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中譯本: 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編 : 任仲偉、曲囡囡譯 (2009). 學會跨越數位鴻溝 = 

Learning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北京市 : 教育科學出版社). 

7. Danske forlag. (1952). Scandinavian adult education: Denmark, Finland,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80 
 

Norway, Sweden. Copenhagen : Danske forlag. 

8. Embassy of Finland, Tokyo. (2013). Media. Retrieved April 21, 2013 from 

http://www.finland.or.jp/public/default.aspx?nodeid=46053&contentlan=2

&culture=en-US 

9. Englund, L. A. (2005). A living education : an approach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sis (Ph.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0.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Adult. (2013.04.02). Finnish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Retrieved April 1, 2013 from http://www. 

eaea.org/index.php?k=118449 

11. European Centre for Leisure and Education. (1989). Adult education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Prague : European Centre for Leisure and Education. 

12. European Commission. Education & Training. (2011). The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Retrieved April 20, 2013 from http://ec.europa.eu/education/lifelong-

learning-programme/doc78_en.htm 

13. European Union (EU) legislation. (2005). eEurope - 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 Retrieved March 30, 2013 from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information_society/strategies/l242

21_en.htm 

14. Finish Book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11). Sales of Books in Finland, 

Reading instructions for statistics, Statistics of 2011. Retrieved April 21, 

2013 from http://tilastointi.kustantajat.fi/PublicReporting/Yearly.aspx? 

language=ENG 

15. Finish Library Association. (n.d.). Finish Library Association. Retrieved 

April 30, 2013 from 

http://kirjastoseura.kaapeli.fi/etusivu/seura/international/english 

16. Finland Promotion Board. (n.d.). Library 10 - in tune with the times. 

Retrieved April 22, 2013 from http://finland.fi/public/default.aspx? 

contentid=160103&contentlan=2&culture 

17.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3?). Division for Adult 



  芬蘭的成人教育背景及圖書館等教育環境現狀 

 

81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trieved March 20, 2013 from http://www. 

minedu.fi/OPM/Ministerioe_ja_hallinnonala/osastot_ja_yksikoet/aikuiskou

lutuspolitiikan_yksikko/?lang=en 

18.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1999). Basic Education Act, 

628/1998 (Amendments up to 1136/2004), Retrieved April 10, 2013 from 

http://host.uniroma3.it/progetti/cedir/cedir/Lex-doc/Fi_Bas_Ed-98-04.pdf 

19. Grundtvig, N.F.S. ; Bradley, S. A. J. (tr. from the Danish and ed.). (2008). 

A life recalled : an anthology of biographical source-texts. Aarhus :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 Gwyer, R., Stubbings, R., & Walton, G. (ed.). (2012). The road to 

information literacy : librarians as facilitators of learning (IFLA 

publications ; 157). Berlin ; Boston : De Gruyter Saur.  

21. Haavisto, T. (1994). The Finnish library - a dynamic 200-year-old. 

Scandinavian Public Library Quarterly, 27(3), 7-9. 

22. Harju, E. (2009). Life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 Is it easy, fun and free, 

and what does the library have to do with it? Scandinavian Library 

Quarterly, 42(3) Retrieved March 30, 2013 from http://slq.nu/?article 

=finland-life-in-an-information-society-is-it-easy-fun-and-free-and-what-

does-the-library-have-to-do-with-it 

23. Havén, H., & Syva ̈npera ̈, R. (1984). Participation in adult education 1980. 

Helsinki : Tilastokeskus : Myy Valtion painatuskeskus. 

24. Helsinki University. (2006). Media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Media 

Education. Retrieved May 20, 2013 from http://blogs.helsinki.fi/ 

mediakasvatus/?page_id=321 

25. Hoechsmann, M., & Poyntz, S. R. (2012). Media literacies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lden, MA : Wiley-Blackwell. 

26. IMF. (2012). People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2. Retrieved   (http://www.imf.org/external 

/pubs/ft/weo/2012/02/weodata/weoseladv.aspx?a=&c=172&s=LUR) 

27. JDN：海外リポート[取材]. (2010.03). 生涯學び續ける「知識社會」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lms01.harvard.edu:80/F/UUPJRNEDN8779YS849XKUH8GML1JKGJJNLN6QEP16UC7PS93RS-38842?func=service&doc_number=013138133&line_number=0019&service_type=TAG%22);
javascript:open_window(%22http://lms01.harvard.edu:80/F/UUPJRNEDN8779YS849XKUH8GML1JKGJJNLN6QEP16UC7PS93RS-38842?func=service&doc_number=013138133&line_number=0019&service_type=TAG%22);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82 
 

實現のために : フィンランド成人教育 (フィンランド學びのデザイ

ン ; 第5回 (3)) 東京 : JDN. Retrieved April 3, 2013 from http://www. 

japandesign.ne.jp/HTM/REPORT/finland_manabi/05/index3.html 

28. Kekki, K. (2006). “Library program, vision 2010,” Library Development 

Program, 2006-2010 : The library as an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for rural 

and urban areas. Helsinki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ISBN 952-485-236-5 (pdf)), 5. Retrieved April 22, 2013 from 

http://www.minedu.fi/OPM/Kirjastot/linjaukset_ja_hankkeet/?lang=en 

29. Kekki, K. (n.d). Library development program, 2006-2010. Retrieved April 

15, 2013 from www.minedu.fi/OPM/Kirjastot/linjaukset-ja-hankkeet/?lang 

30. Kekki, K., &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al and Media Division. (2001.7). 

Public Libraries in Finland – Gateways to Knowledge and Culture, chapter 

7, p. 18. Retrieved April 22, 2013 from http://www.minedu.fi/export/sites 

/default/OPM/Julkaisut/1999/liitteet/public_libraries.pdf?lang=en 

31. Kirjapaino Oy Liike (1951). Adult education in Finland, 1951; a survey. 

Helsinki : Kirjapaino Oy Liike. 

32. Kirkegaad, P. (1950).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Denmark. [Translation: 

Harriet Oppenhejm; adapted by Carl Thomsen]. Copenhagen : Danske 

selskab. 

33. Kjell Rubenson, K. (2003). Adult education and cohesion. Lifelong 

learning in Europe, 8(1), 23-31. 

34. Korkala, S. (2010). Networks help to mak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ore international, FAKTAA : fact and figure (3/2010). Retrieved 

April 21, 2013 from http://www.cimo.fi/instancedata/prime_product_ 

julkaisu/cimo/embeds/cimowwwstructure/19380_Faktaa_1B_2010.pdf 

35. Kruhse-Lehtonen, U. (2006).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Finland. Helsinki : Helsinki School of Economics. 

36. Kurtakko, K., Kivinen, O. & Eskola, J. (eds.). (1997). Adult education 

without barriers :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in European context. 



  芬蘭的成人教育背景及圖書館等教育環境現狀 

 

83 
 

Rovaniemi : University of Lapland, Faculty of Education. 

37. Larson, D. G. (1970). A comparison of the spread of the folk high school 

idea in Denmark, Finland, Norway,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38. Libraries.fi. (n.d.). Finnish Public Library Statistics. Retrieved April 10, 

2013 from http://tilastot.kirjastot.fi/en-GB/ 

39. Libraries.fl, editors. (n.d.). About Ask a Librarian. Retrieved April 22, 2013 

from http://www.libraries.fi/en-GB/ask/ 

40. Mäkinen, I. (2012). Chronology of Finnish Library History. Imagine and 

explore — Finnish Libraries Now! 2012. Retrieved April 6, 2013 from 

http://now.libraries.fi/chronology.html 

41. Mäkinen, I. (ed.). (2001). Finnish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from Finnish). Tampere : Tampere University 

Press. 

42. Mäkinen, I. (ed.), & Vuosisata, K. (English tr.). (2001). Finnish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Tampere : Tampere University Press. 

43. Meinander, H. (2011). A history of Finland (translated from the Swedish by 

Tom Geddes).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4. Metropolitan Area Agency of Aging. (n.d.). Finding help : Senior Surf 

Days. Retrieved May 3, 2013 from http://www.tcaging.org/index.html 

45.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0). Finnish Public Library 

Statistics. Retrieved April 20, 2013 from http://tilastot.kirjastot.fi/en-

gb/basicstatistics.aspx?AreaKey=Y2010T1N1 

46.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 Kekki, K. (2008). Library 

development Program, 2006-2010 : The library as an integrated service 

center for rural and urban areas. Retrieved April 15, 2013 from http:// 

librarynext.files.wordpress.com/2008/05/librarydevelopmentprogram.pdf 

47.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2003). Library Strategy 2010.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84 
 

Helsinki :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Retrieved April 15, 

2013 from http://www.minedu.fi/export/sites/default/OPM/Julkaisut/2003 

/liitteet/opm_98_kseng.pdf 

48.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epartment for Cultural, Sport and 

Youth Policy, Culture and Media Division. (2009). Finnish Public Library 

Policy 2015 (ISBN 078-952-485-741-3 (pdf)). Retrieved April 15, 2013 

from http://www.minedu.fi/export/sites/default/OPM/Julkaisut/2009/liitteet 

/opm31.pdf 

49.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Division for Cultural Policy. (n.d.) 

Finish Public Libraries Statistics. Retrieved April 15, 2013 from 

http://tilastot.kirjastot.fi/en-GB/ 

50.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1). Quality recommendation for 

public libraries. Retrieved March 30, 2013 from http://www.okm.fi/OPM 

/Julkaisut/2010/Yleisten_kirjastojen_laatusuositus.html?lang=en 

51.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1).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utlines library policy : Finnish Public Library Policy 2015. 

Retrieved April 19, 2013 from http://www.minedu.fi/OPM/Kirjastot/ 

linjaukset_ja_hankkeet/index.html?lang=en 

52.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3). Statistics on Municipal Public 

Libraries. Retrieved April 1, 2013, from http://www.minedu.fi/OPM/ 

Kirjastot/tilastot/?lang=en 

53.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9). Finish Public Library Policy, 2015 : 

National Strategic area of focus. Retrieve March 30, 2013 from http:// 

www.minedu.fi/OPM/Kirjastot/linjaukset_ja_hankkeet/index.html?lang=en 

54. Mongabay. (1988). Finland-adult education. Retrieved March 20, 2013 

from http://www.mongabay.com/history/finland/finland-

adult_education.html 

55. 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 & Hongisto, V. (ed.). (n.d.). Finland, 24-30. 

Retrieved April 21, 2013 from http://www.minervaeurope.org/publications/ 



  芬蘭的成人教育背景及圖書館等教育環境現狀 

 

85 
 

globalreport/globalrepdf03/finland.pdf 

56. NationMaster. (2012). Education Statistics, Education spending (% of GDP) 

(most recent) by country (2012) Retrieved April 20, 2013 from http:// 

www.nationmaster.com/graph/edu_edu_spe-education-spending-of-gdp 

57. Northern Ireland Statistics & Research Agency, (2003). Adult research 

survey. Retrieved April 7, 2013 from 

http://www.csu.nisra.gov.uk/survey.asp16.htm  

58. OeAD-GmbH. (n.d.). Lifelong Learning : Grundtvig -- adult education. 

Retrieved May 30, 2013 from http://www.oead.at/index.php?id=96&L=1 

59. OECD. (2000).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ris : OECD. 

60. Official Statistics of Finland (OSF). (2008). Adult education survey [e-

publication]. Helsinki: Statistics Finland. Retrieved April 3, 2013 from 

http://tilastokeskus.fi/til/aku/kuv_en.html. 

61. Official Statistics of Finland [e-publication]. (2013). Helsinki: Advisory 

Board of OSF. Retrieved April 6, 2013, from 

http://www.stat.fi/meta/svt/index_en.html 

62.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3). 

Beyond Rhetoric: Adult Learning Policies and Practices. Paris : OECD 

Publishing.. 

6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 OECD. 

Reviews of Tertiary Education: Finland 2009. Paris : OECD Publishing. 

64. Parjanen, M. (ed.). (1994). Outside the Golden Gate : prospects and 

comparisons in Finnish adult higher education. Tampere : University of 

Tampere, Institute for Extension Studies. 

65. Parjanen, M., et al. (1993). Values and policies in adult higher education. 

Tampere : University of Tampere, Institute for Extension Studies. 

66. Potter, W, J. (1998). Media literacy.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67. Remes, P. (1993). Future readiness in vocational adult education. 

Jyva ̈skyla ̈ : Kasvatustieteiden tutkimuslaitos. 

http://www.oead.at/go_international/lifelong_learning/EN/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86 
 

68. Rubenson, K. (2001) The Nordic model of adult education. Retrieved April 

8, 2013 from http://ciljneskupine.naspletu.com/kjell.html 

69. Rubenson, K. (2003). Adult education and cohesion. Lifelong learning in 

Europe, 8 (1), 23-31. 

70. Senior Surf Days. (n.d.). Senior Surf Days : internet classes of seniors. 

Retrieved May 3, 2013 from http://www.tcaging.org/downloads/ssdhost. 

pdf 

71. Senior Surf. (n.d.). Senior Surf : computer education for lifelong learners. 

Retrieved May 3, 2013 from http://www.senior-surf.org/home/index.php 

72. Society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1990.1-1995.4). LEIF : life and 

education in Finland. (6 vol.).  Helsinki : Society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73. Stabler, E. (1987). Founders : innovators in education, 1830-1980. 

Edmonton, Alta. :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74. Statistics Finland. (2007), Finland 1917-2007 : books in Finland : a 

success story. Retrieved March 20, 2013 from 

http://www.stat.fi/tup/suomi90/huhtikuu_en.html 

75. Svane-Mikkelsen, J. (1997).
 
The library system in Denmark. Copenhagen : 

Royal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76. Thodberg, C., & Thyssen, A. P. (ed.) ; Broadbridge E. (tr. from the 

Danish) ; Grundtvig, N.F.S. (renewal). (1983). Grundtvig’s vision of man 

and people, education and the church, in relation to world issues today. 

Copenhagen : Det Danske Selskab.  

77. Toiviainen, T. (1999). Adult education in Finland: the roo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ome future prospects, Finnish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ed., [Helsinki] : Vapaan sivistystyon osaaminen ja pateryys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in Non-Formal Adult Education]. Retrieved April 20, 

2013 from http://www.vsop-ohjelma.fi/index_en.php?k=3118 

78. Toiviainen, T. (2010). Histoy : adult education in Finland : the roo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ome future prospects. Retrieved March 21, 2013 



  芬蘭的成人教育背景及圖書館等教育環境現狀 

 

87 
 

from http://www.vsy.fi/en.php?k=10896 

79. Toure, K. (2008). Therese Mungah Shalo Tchombe. T. Karsenti (ed.), ICT 

and changing mindsets in education [electronic resource] = Repenser 

l'éducation à l'aide des TIC. Bamenda, Cameroon : Langaa RPCIG. 

80. Townshend, J. (prepared) (1998). Under one roof :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s and community services in OECD countries. Paris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81. Trading Economics. (2013). Public spending on education; total (% of 

GDP) in Finland. Retrieved April 20, 2013 from http://www. 

tradingeconomics.com/finland/public-spending-on-education-total-percent-

of-gdp-wb-data.html 

82. Tranakas, P. (2008). ICT & democracy. [Seattle, WA] : Dude & Good. 

83. Tuijnman, A., & Hellström, Z. (ed.). (2001). Curious minds : Nordic adult 

education compared.  Copenhagen :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84. Tuula, H. (2004). If you have a problem – ask the library. Life learning in 

Europe, 9(3), 170-175. 

85. Van Dijk, J. A. G. M. (2005). The deepening divide : 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Pub. 

86. Vapaan sivistystyön osaaminen ja pätevyys. (n.d.).Finnish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FAEA. Retrieved May 30, 2013 from http://www.vsop-

ohjelma.fi/index_en.php 

87. Wigell-Ryynanen, B. (2012). Lifelong reading, IFLA 2012 (108-Libraries 

for literacy : linking generations, empowering communities –literacy and 

reading). 2. Retrieved March 20, 2013 from http://conference.ifla.org/past 

/ifla78/108-ryynanen-en.pdf 

88. Wordpress. (n.d.). Iltakoulury : Tampereen yliopiston politiikan 

tutkimuksen opiskeluat. Retrieved April 20, 2013 from http://iltakoulu.org 

89. Yle yhtiönä. (2012). This is Yle. Retrieved April 21, 2013 from http:// 

yle.fi/yleisradio/about-yle/this-is-yle 

90. Yli-Renko, K. (1988). Assessing foreign language training needs of adults :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88 
 

a case study from Finland.  Helsinki : Dept.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91. みずほ情報總研.  (2011). フィンランドにおけるICTの活用による生

涯學習支援. Retrieved March 10, 2013 from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a_menu/education/detail/__icsFiles/afiel

dfile/2011/07/29/1308856_8.pdf 

92. 大橋裕太郎. (2010). 「生涯學習としての情報教育」を支えるフィン

ランドの圖書館の特徴. メディア教育研究 (Journal of Multimedia 

Education Research), 6(2), 1-13. Retrieved April 10, 2013 from  

http://www.code.ouj.ac.jp/wp-content/uploads/gencho_10330.pdf 

93. 世界經濟のネタ帳 (2013). フィンランドの人口・雇用・失業率の推

移 (http://ecodb.net/country/FI/imf_persons.html#lur) 

94. 伍裡寧, 約翰．亨 (Wuorinen, Jonh H.) 著 ; 武漢大學《芬蘭史》翻譯組

譯 (1973). 芬蘭史 [A history of Finland / by John H. Wuorinen. -- New 

York, Published for Ameri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武漢市 : 人民出版社. 

95. 国際大学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センター.  (2010). 未來

を創る情報通信政策 : 世界に學ぶ日本の針路 = ICT policies for the 

emerging information society : implications for Japan from around the 

world. 東京 : NTT出版。 

96. 資訊工業策進會. (2008). ICT平臺事業應用大未來 = The insightful 

prospect of ICT platform business. 臺北市 : 工業局出版. 

 

 

 

 

 

 

 



  新書介紹 

 

89 
 

 

新書介紹 
 

New Acquisition 

 

任秀貞、謝欣樺 

Hsiu-Chen Jen, Hsing-Hua Hsieh 

臺北市立圖書館採編課 

Librarians, Acquisition & Cataloging Section 

Taipei Public Library 

 

 

書名： 看見孩子的亮點：阿德勒鼓勵原則在 

             家庭及學校中的運用 

編著者：張英熙著  

版本項：初版  

出版項：臺北市 ：張老師文化，2013 

面數高廣：302 面：表；21 公分  

叢書名：教育輔導系列；108 

價格等：9789576938085 （平裝）： NT$350 

分類號：528.2 

 

內容介紹： 
 

每位父母及教師們，都希望孩子們長大後能成為獨立有用的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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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鼓勵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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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介紹阿德勒心理學的鼓勵概念，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介紹鼓勵

的理論基礎，第二篇說明鼓勵的應用，第三篇闡明學習鼓勵的歷程。以五

種鼓勵語法做為學習鼓勵的焦點，包括：肯定特質與能力、指出貢獻與感

謝、看重努力與進步、表示信心及傳達接納認可。目標是使學習者了解鼓

勵的觀念，熟悉鼓勵的用語，循序漸進地於生活中反覆練習、運用，最終

內化鼓勵的態度與信念，成為一名「鼓勵者」。善於鼓勵的人有種獨特的

能力，可以在每個人身上看見美善的本質，並以言語和行動反映出對方內

在的美好。孩子需要鼓勵，然而最需要鼓勵的孩子，往往最難得到鼓勵；

父母、師長要先成為一面明鏡，才好映照出孩子美善的心。 

  作者張英熙教授將阿德勒學派的核心意旨，以淺白的語言說明其意，

書中引用許多生活化的故事及實例說明鼓勵的原則、策略及做法，理論與

實踐並行，發人深省，是一本父母、老師不可不讀、不可不知、不可不學

的好書。 

書名：這才是你的世界：知道，才會快樂 

            = This world of yours  

編著者：李乃義著 

版本項：初版 

出版項：臺北縣新店市 : 李茲文化，2008 

面數高廣：356，【1】面：圖， 表；22 公分 

價格等：9789868370913（平裝）： NT$300 

 

內容介紹： 

本書係作者李乃義先生以百科全書般的知識為基礎，用寫家書的方式，

把自然的現象和人的現象連貫起來，做成一個整體宏觀陳述的書。它代表

了一個十分超前的當代世界觀和人生觀，也是一個智慧愛好者給他兩個寶

貝女兒的處世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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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分為六章，序章從作者自己故事講起，指出世界上的人主要分為

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兩類而已；前者可能會度過快樂的人生，而後者比

較難。第一章，宇宙的故事，從 140 億年前宇宙大爆炸說到 50 億年前我

們這個太陽系的形成為止。第二章，地球的傳奇，從 50 億年前的地球上

的誕生，理清 40 億年前開始的生命，以及演化的本質，到大約一千萬年

演化出人類為止。第三章，「人」的現象，敘述一千萬年來的人類演化與

擴散，直到大約 15 萬年前，人類共同祖先「智人」發生為止。第四章，

講述晚近一萬年農業技術發明以來的各地先祖們的事蹟，串出人類歷史的

全局輪廓。尾章「快樂就是文化」，闡述越知道，越有益，要勤學勤問，

才不至於失去選擇的自由。 

本書把天底下林林總總的知識與歷史，做了一遍脈絡的總結，其中有

文史、生物、理化、人生等跨領域的知識，用書信體的方式，把大道理輕

鬆的帶出。豐富的內涵，流暢的文筆，從人文現象到自然現象連貫起來做

出宏觀陳述。是一本能快速補充知識，啟發閱讀興趣，讓你找到文化快樂

的好書。 

書名：築境．築命．築心：建築師的建築修行， 

   讓我們身心和諧的空間實踐 

編著者 ：王淳隆著 

版本項：初版 

出版項：臺北市： 商周， 2013 

面數高廣：203 面：部分彩圖； 22 公分 

叢書名： 做自己的建築師 ；7 

價格等：9789862723869 （平裝）：NT$360 

 

內容介紹： 

人類從有文明以來，日夜生活在建築物裡，建築物早已成為文明的一

部分。建築空間限制了我們，也讓我們產生空間認同。建築環境與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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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息息相關，包括構造體、通風、溫度、濕度、聲音、光線、給水、排

水、電氣、瓦斯、用品、家具等。建築物中肉眼或身體不易感知的細微因

素也日夜影響我們，如微塵、蟲蟎、電場、磁場、微波與力場等。建築物

如果没有人居住，就跟土石一樣屬於自然的一部分，但只要我們生活在其

中，必然會形成一種循環生態鏈。如何利用前面所提的各種因素來轉化建

築空間與我們的關係，將負面的質素轉變為正面的能量，利用建築物讓我

們身心更加圓滿和諧，是本書討論的重點。  

作者王淳隆是一位資深建築師，修學佛法多年，將設計教學經驗融合

自己的體驗，及將建築專業融會在佛理之中，悟出人生修養之道，寫成本

書。從建築各種基本元素、建築空間與修身養心、感官與建築合諧、到心、

氣、脈、身、境的空間實驗，娓娓道來，引用建築相關環境科學的各種知

識，以環境心理學的知覺、記憶與地方經驗，來分析真實住居經驗，並以

自己成長作為述說的參考軸線，深深牽動讀者的共同經驗。 

本書可說是作者畢生透過建築的修行、體悟與實踐。書中充滿了建築

實踐經驗與佛學智慧的訊息，期待讀者透過本書達成養生、養命、養心，

開啟未來人類建築的新方向，守護一切生命邁向幸福大覺。 

題名：我可能不會變瘦【錄影資料】 

資料類型：數位影音光碟（DVD） 

出版項：臺北市：飛行國際發行，2010 

面數高廣：1 張 DVD：有聲，彩色 ;；4 3/4 吋 

英文題名：Chubby Drums 

一般註：荷蘭語發音，中文字幕 

一般註：普遍級影片 

分類號：987.83 5121 

 

內容介紹： 

住在圓滾滾村的卓姆，每年都是該村夏季競賽的冠軍，所向無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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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住在喜好美食的圓滾滾村，再加上廚師父親的好手藝，胖胖的卓姆一直

都過著樂觀快樂的生活。在夏季運動會後，卓姆的父親得到可以經營一家

餐廳的邀約，由於可以脫離擺熱狗攤過日的生活，於是卓姆一家就決定接

手餐廳的經營。卓姆的父親一直想擁有一家餐廳，又剛好有機會可以接手

經營一家餐廳，全家興奮的搬到了瘦巴巴村這個新的地方。但是，這個村

子的人跟圓滾滾村可是大大不同。 

瘦巴巴村的大家標榜健康、健身運動、高纖素食，超市找不到肉類，

大家很少外食，為了維持體態，大家都吃得很少。這個鎮的型態讓卓姆父

親的餐廳門可羅雀，幾乎都沒有人來用餐。而在學校的卓姆也常被嘲笑是

小胖子，但卓姆的樂觀態度幫助他面對，並且交到朋友。有天，卓姆遇到

了美麗苗條的葛蕾絲，深深被她吸引，並在偶然的情況下，發現了葛蕾絲

的另一面，而這也成了兩人的秘密。 

但是好景不常，葛蕾絲和卓姆的秘密被同學發現了，同學恐嚇將事情

告知葛蕾絲的母親，深怕被嚴格母親責罵的葛蕾絲，被迫放棄與卓姆的友

誼，葛蕾絲的舉動讓卓姆非常傷心與失望。另外，卓姆的父親為了配合村

子的飲食習慣，做了他不喜歡的料理，也讓他到了極限，再加上餐廳的生

意並不是太好，有可能被收回經營權，他決定在夏季運動會擺出熱狗攤孤

注一擲。到底，卓姆一家的未來會如何呢？ 

題名：傳奇 42號【錄影資料】 

資料類型：數位影音光碟（DVD） 

出版項：臺北市：得利影視總代理，2013 

面數高廣：1張 DVD：有聲，彩色；4 3/4吋 

原題名: 42 

一般註：英、泰、葡語發音，英文、中文、 

    泰文、葡文、韓文字幕 

一般註：保護級影片 

分類號：791.437 H474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94 
 

內容介紹： 

二次大戰剛結束後，美國贏得勝利，各行各業都回歸正軌，看起來一

切都很好，但那仍是有種族歧視的年代。有色人種不能和白種人平起平坐，

看電影看球賽得分開坐，坐車也要坐後方，洗手間分開使用。打棒球都不

能一起打，各自打各自的聯盟。 

這時，紐約布魯克林隊的老闆布蘭奇瑞基決定簽下傑基羅賓森這位年

輕的黑人球員，布蘭奇的決定在當時膚色立場鮮明的大聯盟投下震憾彈。

除了球團幹部的反對，隊中的白人球員也幾乎都無法接受，甚至聯盟裡別

的球隊都有微詞。而傑基羅賓森更滿是疑惑。但是可以在大聯盟上場打球，

對羅賓森而言，機會實屬難得。 球場上的羅賓森，除了得努力打球幫球隊

贏球外，還得面對白人觀眾的揶揄噓聲，警察驅逐出場、裁判的故意錯判、

敵隊教練的冷嘲熱諷、各式的恐嚇信等，甚或是球迷的包圍鬧事。而球隊

也曾因為他，被旅館拒絕入住。這種種的羞辱，有時讓羅賓森差點無法承

受。羅賓森也曾反問老闆布蘭奇瑞基，可以體會他在球場上的感受嗎？布

蘭奇告訴他：因為自己沒有受過那種對待，所以不能體會他的感受，但是

在球場打球的是你，你可以感受到，不上場打球，別人不會說是制度不公

平，而是你自己放棄，你只能以你在球場的表現來證明。 

傑基羅賓森的努力，也讓隊友感受到，隊友從冷陌到支持，全隊同心

協力拿下世界大賽冠軍。傑基羅賓森以實力證明，並突破了球場上的限制，

自他之後，陸續有黑人球員進入大聯盟，而他本人也榮登棒球名人堂，名

留青史。 

題名：腰瘦食堂【錄影資料】 

資料類型：數位影音光碟（DVD） 

出版項：臺北市：飛行國際發行，2013 

面數高廣：1張 DVD：有聲，彩色；4 3/4吋 

日文題名：体脂肪計タニタの社員食堂 

一般註：日語發音，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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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註：普遍級影片 

分類號：987.83 4746 

內容介紹： 

TANITA 公司開發出全世界第一個體脂計，以製作健康器材為主，並

積極發展公司業務。但在新產品即將推出之際，一向決斷力十足的社長卻

忽然病倒了，所有新產品行銷的重責大任，一下子掉在副社長－也就是社

長的兒子幸之助手中。 

生性較為優柔寡斷的幸之助，好不容易想了個利用員工減肥的專案來

推銷新的產品，但在會議上被父親的左右手也就是公司老臣批評。為了要

達成目標，幸之助找來了高中同學菜菜子來幫忙。高中時代的菜菜子跟幸

之助是火車便當同好會的成員，體型都屬於中廣型。但許久不見的菜菜子

已經變得苗條，且成為營養師了。 

幸之助決定聘請菜菜子管理公司的員工食堂，不用斷食及挨餓的方式

來讓員工減重，並將此置成海報宣傳，並放於網頁來吸引一般大眾的注意，

用以進行新產品的廣告及促銷。剛開始時，不擅長廚藝的菜菜子也受到廚

房員工的質疑，但她設計出活潑多樣的低卡套餐，除了讓參與減重的員工

體重體脂有降低外，一般的員工也因食堂伙食兼顧口味及健康，而讚譽有

佳。除了成功收服廚房人心外，菜菜子更讓減重員工在頂樓種菜兼運動，

希望藉著正常飲食及規律運動來達成目標。 

         除了美食的誘惑外，各種問題層出不窮，也常會讓人措手不及，參與

減重的員工，因為工作壓力、家庭或交友等問題而向高卡路里美食投降，

這種種都超過菜菜子的預估，甚至最後發生了減重員工差點跳樓的事件。

在公司風風雨雨之時，生病住院中的社長忽然出現，並停止幸之助所做的

企劃行銷案。看起來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面對此種情況的菜菜子該

何去何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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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圖書館大事記 
（102年 10月至 102年 12月） 

Chronicle of the Taipei Public Library 

 

編輯委員會 

Editor Board 

 

102.10.01 推廣課暨各閱覽單位辦理「遇見科學新視界─科普好書」主題書展，於總館及

各分館展出。(102.10.01-31) 

諮詢服務課於總館 1 樓主題書展區辦理「健康養生好過冬」熱門主題書展，計

609 人次參加。(102.10.01-11.30) 

諮詢服務課多元文化資料中心辦理「繪本帶讀暨ㄅㄆㄇ注音班」新移民研習

班，共 9 場，計 78 人次參加。(102.10.01-11.26) 

諮詢服務課多元文化資料中心辦理「發現印度藝術之美主題書展」，計 95 人

次參加。(102.10.01-31) 

總館小小世界辦理辦理每月選書專區「Let’s Halloween」，計 3,912 人次參

加。(102.10.01-31) 

總館兒童室辦理「綠化生活」圖書展，計 5,406 人次參加。(102.10.01-11.30) 

總館兒童室辦理「地球好熱好熱～」圖書展，計 2,170 人次參加。(102.10.01-

31) 

士林分館辦理「悅讀人生」青少年優質好書展覽，計 450 人次參加。

(102.10.01-31) 

士林分館辦理「投資名人大集合」財經主題書展，計 670 人次參加。

(102.10.01-11.14) 

士林分館辦理「八芝蘭愛閱交享樂」圖書閱讀心得徵文比賽，計 35 人次參

加。(102.10.01-31) 

力行分館辦理「戀戀臺灣文學－方梓、廖宏基、羅智成」文學作品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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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人次參觀。(102.10.01-31) 

三民分館舉辦「癸巳年點畫書法聯展」，計 23 人次參加。(102.10.01、02) 

三民分館辦理「三民假日電影院」，共 18 場，計 326 人次參加。(102.10.01-

12.29) 

三民分館辦理「樂齡讀書會－電影欣賞共讀會」，共 9 場，計 235 人次參

加。(102.10.01-11.26)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活動－Android 平板電腦研習」，共

2 場，計 69 人次參加。(102.10.01、08)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搶救記憶關懷失智書展」，計 1,070 人次參加。

(102.10.01-12.31)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伊是咱的寶貝創作聯展」，計 1,080 人次參加。

(102.10.01-12.31) 

大同分館辦理－「有愛無礙～聽障閱讀推廣活動：閱讀我最行」，計 92 人次

參加。(102.10.01-31) 

大安分館辦理「愛閱自助摸彩樂」自助借書摸彩活動，計 640 人參加。

(102.10.01-12.31) 

大安分館辦理「少年 R 的閱讀挑戰」青少年讀者閱讀活動，計 6 人參加。

(102.10.01-12.31) 

大安分館辦理「快樂旅遊行」成人主題書展，計 812 人次參加。(102.10.01-

12.31) 

大安分館辦理「我家的超級阿公阿嬤」兒童主題書展，計 327 人次參加。

(102.10.01-31) 

內湖分館辦理「自助借書好禮抽」活動，計 750 人次參加。(102.10.01-31) 

內湖分館辦理「想像‧創意＠無字書－『無字"添"書』主題書展」，計 700 人

次參加。(102.10.01-31) 

六合分館辦理「青少年『作伙』來辦證—青少年辦證贈好禮」，計 3 人參

加。(102.10.01-12.31) 

天母分館辦理「Young Adult’s 青少年閱讀俱樂部」系列活動主題書展，計

1,249 人次參加。(102.10.01-12.31) 

木柵分館舉辦「幸福法律輕鬆學：龍與鷹的摶鬥－移民美國法律史」主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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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02.10.01-31)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臺灣國家公園」館藏特色書展，計 1,244 人次參

加。(102.10.01-12.31)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美麗之島福爾摩沙─臺灣歷史與文化」主題書

展，計 1,250 人次參加。(102.10.01-12.31) 

民生分館辦理「環保樂活」主題書展，計 350 人次參加。(102.10.01-31) 

永建分館舉辦「樂齡辦證挑好禮借好書」系列活動，辦理「銀髮保健」主題

書展，計 400 人次參加。(102.10.01-30) 

西園分館辦理一年四季保健康活動「健康講座馬拉松」系列講座」，計 79 人

次參加。(102.10.06-20) 

西園分館辦理一年四季保健康活動「自我保健」主題書展，計 187 人次參

加。(102.10.01-31) 

西園分館辦理一年四季保健康活動「圖書館印象」兒童繪畫活動，計 24 人次

參加。(102.10.01-31) 

東園分館辦理「借書自助摸彩樂」活動，計 741 人次參加。(102.10.01-12.31) 

東園分館辦理「天文繪本」主題書展。(102.10.01-31) 

松山分館辦理第二屆「我愛松山」攝影比賽「看照片在說話」活動。

(102.10.01-15) 

松山分館辦理「戀戀松山主題書展暨有獎徵答」活動，計 294 人次參加。

(102.10.01-31) 

城中分館辦理「人權教育」主題書展，計 390 人次參加。(102.10.01-31) 

城中分館辦理「愛在繪本閱讀裡」系列講座繪本真善美－珍愛友情活動，計

31 人參加。 

城中分館辦理歡樂自助抽獎樂活動，計 430 人次參加。(102.10.01-12.31) 

城中分館辦理「青春辦證響叮噹」活動，計 52 人參加。(102.10.01-12.31) 

景美分館辦理「敎知識‧育品格」主題書展，計 1,050 人次參加。(102.10.01-

12.31) 

景美分館辦理「敎知識‧育品格」好書推薦活動，計 160 人次參加。

(102.10.01-12.31) 

景美分館辦理「學校教育特選書展」，計 1,050 人次參加。(102.10.0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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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新分館舉辦「偶像劇大車拼」主題書展，計 710 人次參加。(102.10.01-

12.31) 

景新分館舉辦「閱讀解放心自由」創作繪本展，計 470 人次參加。(102.10.01-

11.23) 

景新分館舉辦「文山樂齡失智症宣導講座」，由吳孟樺先生主講，計 26 人參

加。 

萬芳民眾閱覽室舉辦「贈書交享閱」萬芳讀者贈書典藏特展，計 366 人次參

加。(102.10.01-12.31)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銀采乍現俱樂部」系列活動，共 57 場，計 1,201

人次參加。(102.10.01-12.10) 

稻香分館辦理「農業有機，園滿人生」主題書展，計 45 人次參加；主題書展

有獎徵答計 4 人參加。(102.10.01-20) 

稻香分館辦理日文研習班，共 13 場，計 133 人次參加。(102.10.01-12.31) 

龍安民眾閱覽室辦理「精彩書香─拍攝高手主題書展」，共 368 人參加。

(102.10.01-31) 

舊莊分館舉辦「吾愛吾老．閱讀不老」樂齡好書展。(102.10.01-12.31) 

文山分館辦理  102 年「我愛繪本二重奏」─「愛．關懷」主題書展。

(102.10.01-15)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花樣讀書會不會」研習班，共 3 場，計 49 人次參加。

(102.10.01、08) 

清江分館辦理「人權大步走－兩公約施行」主題書展，計 150 人次參加。

(102.10.01-31) 

道藩分館辦理「文學妙聽聞‧作家抱報系列書展：鄭順聰：小說選」，計 420

人次參加。(102.10.01-31) 

道藩分館辦理館藏特色主題「中國文學」書展，計 382 人次參加。(102.10.01-

31) 

道藩分館辦理駐館作家手稿展，計 619 人次參加。(102.10.01-12.31) 

102.10.02 內湖三軍總醫院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正式啟用，總館閱覽典藏課舉行辦證

活動，並由資訊室安裝相關設備。(102.10.02-09)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讀書會－英語新聞共讀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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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1 場，計 282 人次參加。(102.10.02-12.11)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 102 年夏季系列課程：初級日語班」，計 34 人參

加。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 102 年夏季系列課程：中醫體質養生」，計 34 人參

加。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木棉花兒童讀書會，計 59 人次參加。(102.10.02-

12.11) 

稻香分館辦理成人讀書會，共 13 場，計 101 人次參加。(102.10.02-12.25) 

稻香分館辦理 102 年插花研習班，共 13 場，計 57 人次參加。(102.10.02-

12.25) 

稻香分館辦理 102 年親子讀經班秋季班，共 13 場，計 716 人次參加。

(102.10.02-12.25)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銀氧活力操」研習班，共 7 場，計 81 人次參加。

(102.10.02-12.25) 

102.10.03 資訊室辦理「新版館藏查詢系統及行動版網頁前台操作說明」館員教育訓練

課程，共 4 場，計 164 人參加。(102.10.03-15) 

102.10.04 中山分館辦理「理財投資發現搖錢樹讀書會」，共 2 場，計 21 人次參加。

(102.10.04、11) 

三民分館辦理「漁樵詩詞吟唱班」共 12 場，計 169 人次參加。(102.10.04-

12.27)。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活動－敦煌經絡養生操研習班」，

共 4 場，計 165 人次參加。(102.10.04-25)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活動－書法楷書研習班」，共 4

場，計 57 人次參加。(102.10.04-25) 

天母分館辦理第二梯次「電腦練習班：輕鬆學電腦，上網好 Easy」，共 13

場，計 297 人次參加。(102.10.04-12.27) 

城中分館辦理「愛在繪本閱讀裡」系列講座：繪本真善美－自我追尋活動，

計 30 人參加。 

秘書室辦理 102 年度採購法概要講習，計 38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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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5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陳淳麗、陳超明主講「破解英文測

驗」，計 22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美國德州健康與科學大學說明會」留學輔

導，計 12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古典音樂欣賞講座：歌劇的多重面向」，計 95 人參加。 

舊莊分館辦理新書導讀會「煮一杯咖啡需要多少水：生活事物背後的虛擬

水」，由徐文彥老師主講，計 18 人參加。 

天母分館與公視合作辦理「公視假日電影院」，共 4 場，計 34 人次參加。

(102.10.05-26) 

北投分館辦理喜閱「兒童電子書」利用教育，計 10 人參加。 

吉利分館辦理「萬聖節」主題書展，計 325 人次參加。(102.10.05-31) 

西湖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的閱讀之門及培養小小愛書

人講座，共 2 場，計 186 人次參加。 

延平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育閱讀小達人講座，計 52 人參加。 

松山分館辦理光與影的對話攝影師講座：【陳蒼榜-動物攝影】、【陳蒼榜-運

動攝影】，共 2 場，計 37 人次參加。(102.10.05、19) 

文山分館辦理 102 年「我愛繪本二重奏─環保篇」導讀講座，主題「手護地求

做環保」，由林玉珮老師主講，計 27 人參加；主題「愛地球的幸福魔法─共

讀綠繪本」，由林貞美老師主講，計 10 人參加。(102.10.05、06) 

東湖分館辦理辦理市民生活講座「美國波士頓的意境」，計 19 人參加。 

東湖分館辦理「民間環境教育講座」，共 2 場，計 63 人次參加。(102.10.05、

27) 

啟明分館與黃英雄老師合辦「用心看電影：為視障朋友重塑電影活動」，共

26 場，計 1,150 人次參加。(102.10.05-12.28) 

啟明分館與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合辦「視障兒童英文才藝 

課程小班（初階）」活動，共 13 場，計 46 人次參加；「視障兒童英文 

才藝課程大班（進階）」活動，共 13 場，計 61 人次參加；「視障生珠 

心算才藝課程」活動，共 16 場，計 125 人次參加。(102.10.05-12.28) 

102.10.06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育閱讀小達人講座，共 93 人參加。 

木柵分館舉辦市民生活講座「從影像看見文山區」活動，由高傳棋先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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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計 27 人參加。 

民生分館辦理「環保繪本導讀暨 DIY 活動－資源回收再利用環保樂趣 FUN」

研習活動，共 3 場，計 46 人次參加。(102.10.06、13) 

永建分館辦理「好時光假日電影院」活動，計 79 人次參加。(102.10.06-12.22) 

延平分館辦理市民生活講座「消除痠痛 DIY 和寶貝您的關節」，計 33 人參

加。 

長安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計 23 人參加。 

景新分館舉辦「偶像劇大車拼」電影欣賞，共 7 場，計 181 人次參加。

(102.10.06-12.29) 

稻香分館辦理第 23 期熊寶貝英閱會，共 10 場，計 79 人次參加。(102.10.06-

12.08) 

文山分館辦理「英文學習研習班」，共 7 場，計 153 人次參加。(102.10.06-

12.01) 

102.10.07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居家生活園藝」，由張滋佳老

師主講，共 7 場，計 262 人次參加。(102.10.07-11.18)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哈啦生活美語基礎課」，由胡

翰音老師主講，共 10 場，計 244 人次參加。(102.10.07-12.09)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讀書會－英語故事書共讀」，共 8

場，計 145 人次參加。(102.10.07-11.27)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如何看懂書法」，共 5 場，

計 75 人次參加。(102.10.07-31)。 

新加坡淡馬錫理工學院計 44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0.08 諮詢服務課辦理館員教育訓練「常用資料庫介紹：大英百科全書套裝、Artstor 

Digital Library、Naxos 拿索斯‧線上音樂圖書館」，計 10 人參加。 

中山分館辦理「樂齡『心』鮮人同好會」第四期感官系列，共 4 場，計 51 人

次參加。 (102.10.08-11.26) 

景新分館舉辦「樂齡重陽敬老懷舊影展」，共 4 場，計 105 人次參加。(102. 

10.08-10.18) 

102.10.09 三民分館志工陳錦蓉、啟明分館志工李紅綢榮獲「臺北市政府 102 年度優良

長青志願服務人員松鶴獎」；道藩分館志工何根裕、永春分館志工李鼎衡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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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臺北市政府 102 年度優良長青志願服務人員松柏獎」。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研習－重陽節摺紙活動」計 16 人參

加。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研習－粉彩輕鬆畫研習班」，共 4

場，計 143 人次參加。(102.10.09-30) 

基隆市環保局計 5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吉利分館辦理「橘子電影院」影片欣賞活動，共 6 場，計 71 人次參加。

(102.10.09-12.25) 

102.10.11 蘇格蘭議會訪華團計4人至總館參訪。 

士林分館辦理「自助借書送好禮」自助借書機活動，計900人次參加。

(102.10.11-12.31) 

景美分館辦理「認識新朋友‧借書機助您閱讀愈Pro」抽獎活動，計344

人次參加。(102.10.11-12.31) 

102.10.12 推廣課辦理吳大猷科學沙龍講座「閱讀數學」，計 62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共 94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共 70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 102 年度青少年閱讀講座，共 6 場，計 124 人參加。(102.10.12-

12.21) 

視聽室辦理「表演藝術同樂會：俄羅斯芭蕾世紀」，計 45 人參加。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英閱人青少年英文讀書會，計 27 人次參加。

(102.10.12-12.13) 

景美分館辦理「Fun 輕鬆電影院－秋天影展」，共 4 場，計 37 人次參加。

(102.10.12-11.23) 

文山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計 28 人參加。 

啟明分館辦理「明盲讀書會」視障閱讀活動，共 6 場，計 105 人次參加。

(102.10.12-12.21) 

道藩分館辦理駐館作家講座，邀請鄭順聰先生主講「MTV 的文學：我青春期

的西洋搖滾芭樂歌」，計 8 人參加。 

102.10.13 推廣課辦理林老師說故事團隊「繪本裡的美學」研習課程，計 49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Y17 青少年影展：狼的孩子雨和雪」電影導讀講座，計 33 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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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舊莊分館辦理市民生活講座「譜出生命的樂章：退休生涯規劃」，由實踐大

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助理教授朱芬郁主講，計 40 人參加。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研習－重陽節造型汽球教學活

動」，計 22 人參加。 

木柵分館舉辦「幸福法律輕鬆學」系列講座「龍與鷹的搏鬥－華人移民美國

的血淚史」，由邱彰博士主講，計 26 人參加。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銀氧活力講座，計 13 人參加。 

民生分館辦理「心靈教育讀書會」，共 2 場，計 20 人次參加。(102. 10.13、

11.14) 

松山分館播放「102 年度失智症主題電影『昨日的記憶』」，計 8 人參加。 

長安分館辦理「公視假日電影院－城市風裡的光」，計 4 人參加。 

景新分館舉辦「景新分館假日電影院－英雄月」，共 2 場，計 67 人次參加。

(102.10.13、27) 

稻香分館辦理假日電影院，共 6 場，計 43 人次參加。(102.10.13-12.22) 

文山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計 49 人參

加。 

102.10.14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研習－健口操教學活動」，計 25 人

參加。 

採編課收到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 102 年交流圖書，共計 31 種 31 冊。 

102.10.15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居家復健運動」，由邱雅君老

師主講，共 6 場，計 225 人次參加。(102.10.15-11.19) 

三民分館辦理「形意美學創作展」，計 240 人次參加。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研習－資訊志工培訓班」，共 3

場，計 88 人次參加。(102.10.15-29) 

吉利分館辦理「可愛大貓熊」館藏特色書展，計 695 人次參加。(102.10.15-

11.30) 

松山分館成立松香讀書會（第一期），共 3 場，計 8 人次參加。(102.10.15-

12.17) 

城中分館辦理「繪本封面入選」主題展，計 360 人次參加。(102.10.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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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新分館舉辦「人權教育主題書展」，計 450 人次參加。(102.10.15-11.15) 

文山分館辦理「我愛繪本二重奏－i 繪本集點讚」，計 144 人參加。 

102.10.16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活力健康操」，由邱柏豪老師

主講，共 7 場，計 219 人次參加。(102.10.16-11.27) 

諮詢服務課辦理館員教育訓練「常用資料庫介紹：餐飲文化暨管理資料庫、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即時報紙新聞標題索引資料庫」，計 10

人參加。 

102.10.17 總館閱覽典藏課辦理第 2 期教育訓練課程「館員面對讀者之服務策略」，計

27 人次參加。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生活法律面面觀」，由林金榮

老師主講，共 3 場，計 78 人次參加。(102.10.17-31)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讀書會」，共 6 場，計 59 人次參

加。(102.10.17-11.28)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愛滋反毒防治宣導」，計 15

人參加。 

景新分館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交通安全講座」，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北投分局主講，計 6 人參加。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計思考工作營計 9 人至萬芳民眾閱覽室參訪。 

102.10.18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鬥陣來學臺語」，由東俊卿老

師主講，共 6 場，計 137 人次參加。(102.10.18-11.22)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攝影基礎課」，由施信鋒老師

主講，共 6 場，計 181 人次參加。(102.10.18-11.22) 

士林分館辦理「八芝蘭愛閱交享樂」作家與青少年對談講座，計 150 人參

加。 

主婦聯盟台中分會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連江縣環保局計 2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0.19 推廣課辦理「每月一書講座：媽媽做自己，孩子就能做自己」，由本書作

者黃淑文女士主講，計 163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辦理「知識ｅ指通～圖書館利用教育」，共 3 場，計 47 人次參

加。(10.1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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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服務課美國資料中心辦理「電影與文學中的美國城市印象」系列講座，

共 3 場，計 144 人次參加。(102.10.19-12.21) 

私立淡江大學成人推廣部計 21 人至總館參訪。 

舊莊分館舉辦「水資源電影賞析講座：美味代價」，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劉

欣維老師主講，計 19 人參加。 

三民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育閱讀小達人講座，共 2 場，計 38

人參加。(102.10.19、27) 

西湖分館辦理西湖愛樂賞析講座：消失中的臺灣民謠，由簡上仁老師主講，

計 47 人參加。 

城中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計 75 人參加。 

東湖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計 75 人參

加。 

東湖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計 78 人參加。 

清江分館辦理「樂齡健康動咖久」健康講座，計 15 人參加。 

102.10.20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食在安心」，由江守山主講，計 89 人

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日本研究所留學說明會」留學輔導，計 19 人

參加。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伊是咱的寶貝創作聯展：從素描到彩繪之路」講

座，計 25 人參加。 

北投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的閱讀之門講座，計 20 人參

加。 

北投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計 22 人參加。 

西湖分館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合辦「102 年度失智症主題電影『昨日的記憶』

賞析講座」，計 50 人參加。 

東園分館舉辦館藏特色講座「秋季星空遊覽」講座，由吳雪瑞老師主講，計

32 人參加。 

建成分館辦理「創意科學童玩 DIY」活動，計 38 人參加。 

稻香分館辦理第 25 期電腦研習班，共 51 場，計 711 人次參加。(102.10.20-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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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1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銀髮族均衡飲食教室」，計 5

人參加。 

上海圖書館計 3 人至總館及北投分館參訪。 

102.10.22 推廣課辦理林老師說故事團隊「秋高氣爽富陽行」聯誼活動，計 28 人參加。 

中崙分館至敦化國小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共 4 場，計 111 人參加。 

(102.10.22-24)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幸福密碼」讀書會，共 10 場，計 162 人次參加。 

(102.10.22-12.24) 

102.10.23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計 118 人參

加。 

資訊室辦理 102 年第 2 次「資訊業務作業說明」館員教育訓練，計 15 人參

加。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計 50 人至總館參訪。 

102.10.24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Android 平板電腦課」，由吳淑

敬老師主講，共 4 場，計 123 人次參加。(102.10.24-11.21)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秋季課程「Android 平板電腦課」，由吳淑

敬老師主講，共 4 場，計 123 人次參加。(102.10.24-11.21)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減鹽保鈣均衡營養」，計 21

人參加。 

木柵分館與法律扶助基金會臺北分會合辦「駐館律師諮詢」活動，共 5 場，

計 43 人次參加。(102.10.24-12.26) 

延平分館辦理「延平分館日文歌謠讀書會第二期」，共 8 場，計 169 人次參

加。(102.10.24-11.28) 

102.10.25 資訊室辦理「線上公用目錄更新及行動版網頁建置案」完成驗收。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義大利設計類科留學輔導」留學輔導，計 3

人參加。 

中山分館辦理書庫區走道、兒童閱覽區、服務臺及入口處等照度改善工程。 

長安分館辦理「臺北文獻會講座－臺北樟腦廠前世今生」，計 34 人參加。 

臺北文獻會志工團計 15 人至長安分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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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辦理 102 年度消防講習，計 50 人參加。 

萬芳民眾閱覽室舉辦「美好居家生活提案」家政類主題書展，計 112 人次參

加。(102.10.25-11.10) 

文山分館辦理「Monthly 閱讀品茶趣─駐館茶師系列活動」，10 月主題為「舒

眠健康茶」，由尤次雄老師主講，計 26 人參加；11 月主題為「茶山生態

（一）」，由蔡奕哲老師主講，計 43 人參加；12 月主題為「茶山生態

（二）」，由蔡奕哲老師主講，計 33 人參加。(102.10.25-12.27) 

102.10.26 視聽室辦理「表演藝術同樂會：他們在島嶼寫作－如霧起時」，計 12 人參

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日本留學經驗談」留學講座，計 8 人參加。 

文山分館辦理「影像語文班」，共 3 場，計 14 人次參加。(102.10.26-12.21) 

102.10.27 推廣課辦理李科永紀念圖書館開館啟用典禮，計 160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電影賞析講座：三個傻瓜」，共 120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美國資料中心辦理美國文化講座「麥克爺爺說故事時間」，計 80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NGO, Go! Go! Go! 申請英美 NGO 課程比較暨

就業市場分析」留學講座，計 10 人參加。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辦理開幕影展，共 2 場，計 70 人次參加。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辦理｢臺灣印象－李太元油畫展｣。(102.10.27-12.01) 

三民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計 37 人參

加。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辦理｢在閱讀世界裡探索｣閱讀推廣書展。 

(102.10.27-11.30) 

102.10.28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銀髮樂動」，計 26 人參加。 

世界華人建築師協會計 7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秘書室辦理 102 年度財產管理講習，計 30 人參加。 

102.10.29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正確藥報你知」，計 20 人參

加。 

西園分館館舍修繕─電梯更新工程(102.10.29-10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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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0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秋、冬系列課程：中醫經絡與藥膳」，共 8 場，

計 304 人次參加。(102.10.30-12.25) 

臺北市立弘愛服務中心計 15 人至城中分館參訪。 

102.10.31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秋、冬季系列課程：養生運動研習班」 活動，共 6

場，計 210 人次參加。(102.10.31-12.26) 

太陽圖書館暨節能展示館參與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02 年度「臺北市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優良示範單位評比」，獲頒第 1 名「太陽能金獎」。 

102.11.01 推廣課暨各閱覽單位辦理「村上春樹作品暨日本文學」主題書展。(102.11.01-

30) 

總館閱覽典藏課 1 樓主題展示區辦理「2013 年國際交流書展覽(美國、英國、

紐西蘭)」書展，計 6,912 人次參加。(102.11.01-30) 

總館小小世界辦理每月選書每月選書「穿上芭蕾舞鞋」，計 3,178 人次參加。

(102.11.01-30)  

本館新版館藏查詢系統正式啟用，讀者可於該系統中進行線上辦證，讀者於

線上辦證後，須持證明文件到館領證。 

諮詢服務課多元文化資料中心辦理「八國語言樣樣通:工具書展」，計 155 人

次參加。 

松山車站 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位於松山火車站地下 1 樓旅客服務中心旁舉

行揭幕儀式，並辦理「書中自有黃金屋」活動。(102.11.01-30) 

士林分館辦理「名人傳記」青少年優質好書展覽，計 480 人次參加。

(102.11.01-30) 

三民分館辦理「中華亞細亞藝文協會年度展」，計 300 人次參加。(102.11.01-

15) 

三興分館辦理「四季館特展－冬季」，計 360 人次參加。(102.11.01-30)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秋、冬系列課程：旅遊英語會話」，共 8 場，計

246 人次參加。(102.11.01-12.27) 

大同分館辦理「美國節慶活動之感恩節 Thanksgiving Day：美國節慶文化」書

展，計 120 人次參加。 

大同分館辦理「舞台劇大師－李國修紀念展」，計 400 人次參加。(102.11.0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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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分館舉辦「飛天遁地任我行」兒童主題書展，計 563 人次參加。

(102.11.01-31) 

六合分館於 5 樓主題書展區辦理「四季饗宴之冬食」飲食文化主題書展。

(102.11.01-30) 

中華大學光機電與材料學系計 35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永明民閱於 7 樓主題書展區辦理「公職、證照不是夢－國家考試讀書法主題

書展」。(102.11.01-30) 

永建分館辦理「考試與銓敘」主題書展，計 600 人次參加。(102.11.01-12.23) 

永建分館舉辦「樂齡辦證挑好禮借好書」系列活動，辦理「休閒旅遊」主題

書展，計 800 人次參加。 (102.11.01-12.31) 

西湖分館辦理「青少年借閱抽抽樂」活動，計 51 人次參加。(102.11.01-12.31)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成立｢週三童趣電影院｣，共 8 場，計 113 人次參加。

(102.11.06-12.25)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成立｢彩繪週末電影院｣，共 9 場，計 135 人次參加。。

(102.11.02-12.28) 

城中分館舉辦家政不藏私系列活動「布可思議」主題書展，總計 560 人次參

加。(102.11.01-30) 

建成分館辦理「老照片裡的故事」主題書展，計 85 人次參加。(102.11.01-30) 

柳鄉民眾閱覽室舉辦「來悅讀找查」查資料活動，計 83 人參加。 

(102.11.01-30) 

景美分館辦理「人權兩公約暨人權教育」主題書展，計 320 人次參加。

(102.11.01-30) 

葫蘆堵分館辦理「遠離假食物、追求真健康」館藏特色書展。(102.11.01-30)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呷好顧健康的銀髮料理」講座，邀請巢佳苓女士

主講，計 44 人參加。 

稻香分館辦理「用這本書謝謝你！」感恩節特別活動，計 8 人次參加。

(102.11.01-11.30) 

文山分館辦理「愛地球的幸福魔法」主題書展。(102.11.01-30) 

道藩分館辦理「文學妙聽聞‧作家抱報系列書展：電影小說選」，計 9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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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加。(102.11.01-12.31) 

道藩分館辦理「男女大不同」主題書展，計 399 人次參加。(102.11.01-30) 

102.11.02 推廣課辦理「每月一書講座：給自己的 10 堂外語課」，由本書作者褚士

瑩主講，計 321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北歐留學不花錢」留學輔導，計 8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留美理科經驗分享」留學輔導，計 8 人參

加。 

松山分館辦理第二屆「我愛松山」攝影比賽「看照片在說話」得獎作品展。

(102.11.02-30) 

102.11.03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臺灣留美人數最多的前十州」留學輔導，計 4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如何寫出讓人印象深刻的讀書計畫（第一梯

次）留學輔導，計 10 人參加。 

內湖分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及培養小小愛

書人講座各 1 場，計 75 人次參加。 

景美分館辦理「學校教育」線上看－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介紹展，計 300

人次參加。(102.11.03-30) 

景美分館辦理「學校教育」線上看－立馬查學習單活動，計 12 人次參加。

(102.11.03-30) 

道藩分館辦理「文學的異想世界－電影賞析」，邀請黃英雄老師導賞影片，

共 2 場，計 38 人次參加。(102.11.03、12.29) 

102.11.04 推廣課辦理「兒童文學與性別教育讀書會」讀書會，共 2 場，計 26 人次參

加。(102.11.04、11) 

採編課辦理第 65 梯次好書大家讀第 1 次工作會議，確認「活動時程」、「評

委推薦名單」、「評選活動相關事宜」及「主協辦單位執行分工」等事項，

並發布徵件新聞稿。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樂齡電影賞析」，共 6 場，計 32 人次參加。

(102.11.04-12.29) 

北投區公所計 12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景新分館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成立「爺奶學平板，智慧好生活」研習課程。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1卷 3期 
 

 

112 
 

共 4 場，計 111 人次參加。(102.11.04-25) 

102.11.05 總館兒童室辦理「小品格家 VS 小小思考家」書展，計 4,998 人次參加。

(102.11.05-12.31)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世界糖尿病日宣導」，計 66

人參加。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秋、冬系列課程：家庭桌上遊戲」，共 6 場，計

130 人次參加。(102.11.05-12.10)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計 35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景新分館舉辦「文山樂齡保庇您講座－脊椎保健、痠痛預防」，由鄭雲龍先

生主講，計 49 人參加。 

102.11.06 資訊室安裝新版館藏查詢系統資料庫主機。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研習－粉彩輕鬆畫」，計 130 人參

加。 

三興分館辦理「數位視界享書香－電子資源利用課程」，計 10 人參加。

(102.11.06、13) 

102.11.07 資訊室更換網路連線用的 DNS 主機。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認識纖維肌肉痛」，計 75 人

參加。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講座－認識高血壓」計 85 人參加。 

102.11.08 三民分館辦理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樂齡研習－書法楷書研習」共 4 場，計

50 人次參加。(102.11.08-29) 

大同分館辦理「認識糖尿病與用藥安全｣講座，計 46 人參加。 

北投分館辦理「生命聚寶盆」館藏特色書展，計 180 人次參加。(102.11.08-

30) 

臺北市文化局「臺北城市生活導覽」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景新分館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成立「做自己的書-樂齡塗鴉繪本創作」研習課

程，共 6 場，計 91 人次參加。(102.11.08-12.20)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樂齡宣導講座」，計 50 人參加。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生活小藝思．繪出自已的色彩」研習班，共 8 場，計 112

人次參加。(102.11.0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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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明分館與黃鳳嬌老師合辦「黃鳳嬌古箏音樂獨奏會」，計 60 人參加。 

102.11.09 推廣課辦理吳大猷科學沙龍講座「當 Ms.颱風遇到 Mr.氣候變遷？」，計 38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由王怡云老師

主講，共 127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由王怡云老師主

講，共 114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表演藝術同樂會：相聲瓦舍－戰國廁前傳」，計 48 人參加。 

大同分館辦理「星星我的好朋友親子天文系列活動：秋季星空篇」活動，計

31 人參加。 

六合分館辦理「數位視界享書香—數位影音有聲書」研習班，計 6 人參加。 

連江縣政府計 15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道藩分館辦理駐館作家講座，邀請彭心楺小姐主講「小說與影像之間的通

道」、「從生活細節尋找故事源頭」，共 2 場，計 42 人次參加。(102.11.09-

12.14) 

102.11.10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李兆良主講「宣德金牌啟示錄：明

代開拓美洲」，計 36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美國學校申請文件輔導」留學輔導，計 38 人

參加。 

視聽室辦理「電影賞析講座：濃縮人生」，計 160 人參加。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

計 17 人參加。 

建成分館辦理「館藏特色影展」，共 2 場，計 35 人次參加。(102.11.10、24) 

102.11.11 稻香分館辦理樂齡銀髮族電腦入門班，共 8 場，計 93 人次參加。(102.11.11-

12.30) 

東湖分館辦理「減碳生活．環保永續」講座，共 2 場，計 31 人次參加。

(102.11.11、18) 

102.11.12 景新分館舉辦「文山樂齡保庇您講座－消費停看聽」，由吳秀娥女士主講，

計 22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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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13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美國運動教育交流計畫-女性培力活動經驗分

享」留學輔導，計 14 人參加。 

中崙分館至懷生國小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計 35 人參加。 

102.11.14 聯合報系 udn tv 計 2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香港彩無聖若瑟小學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1.15 諮詢服務課美國資料中心辦理「美國文化講座」：【睡在懸崖上的人】、

【蓋茨堡戰役和演講】、【感恩節的由來】、【如何與野生動物溝通：大貓

熊圓仔等野生動物的成長日記】，共 4 場，計 86 人參加。(102.11.15-12.06) 

力行分館林義烈志工榮獲「102 年度臺北市金鑽獎優良志工」。 

力行分館辦理「文學中的性別運動－同志文學」主題書展，計 1,250 人次參

觀。(102.11.15-12.15) 

力行分館辦理「百年時光－臺灣老房子」主題書展，計 1,600 人次參觀。

(102.11.15-12.15) 

臺北市文化局「臺北城市生活導覽」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民生分館辦理「親職教育」主題書展，計 350 人次參加。(102.11.15-12.19)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樂齡族不可不知的法律 Q&A」講座，邀請陳鴻琪

先生主講，計 50 人參加。 

文山分館辦理「感恩節」主題書展：有您真好。(102.11.15-12.15)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蝶古巴特基礎班」研習班，共 4 場，計 45 人次參加。

(102.11.15-12.06） 

102.11.16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潘懷宗主講「潘懷宗的慢管教

養」，計 38 人參加。 

三民分館辦理「心向、凝視、情感」臺師大研究生創作美展，計 350 人次參

加。(102.11.16-30) 

景新分館舉辦「景新分館與作家有約講座－筋骨疏疏，人就舒舒」，由簡文

仁醫師主講，計 32 人參加。 

102.11.17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育閱讀小達人講座，計 111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Y17 青少年影展：溫特的故事，泳不放棄」電影導讀講座，計

15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留學美國的注意事項」留學輔導，計 10 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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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民生分館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學會處理情緒，增進親子關係」講座，計 11

人參加。 

102.11.18 外交部計 1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1.19 採編課寄出美國西雅圖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法國里昂市

立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法國兒童中心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韓國仁川廣域市北區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40 種 40 冊。 

景新分館舉辦「文山樂齡保庇您講座-繼承知多少」，由吳秀娥女士主講，計

36 人參加。 

102.11.20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景新分館舉辦「館藏特色知多少」活動，計 29 人次參加。(102.11.20-12.20) 

東湖分館辦理 4 場樂齡「環保再生．創意生活」研習班，共計 33 人次參加。

(102.11.20-12.11） 

102.11.2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計 30 人至總館參訪。 

102.11.22 臺中市東勢區公所建設課至計 40 人北投分館參訪。 

臺北市文化局「臺北城市生活導覽」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你所不知道的葫蘆堵」講座，共 2 場，邀請宋旭

曜先生主講，計 83 人次參加。(102.11.22、12.06) 

102.11.23 視聽室辦理「表演藝術同樂會：2010 歐洲音樂會在英國牛津」，計 40 人參

加。 

諮詢服務課美國資料中心辦理美籍老師美語說故事，共 2 場，計 81 人次參

加。(102.11.23、12.14) 

天母分館與衛生局合作辦理「失智症主題電影：昨日的記憶」，計 32 人參

加。 

文山分館辦理「小飄蟲英語說故事」感恩節「因為有您（你）（妳）」說故

事活動，計 32 人參加。 

文山分館辦理「林老師說故事」感恩節「因為有您（你）（妳）」及聖誕節

「聖誕薑至，愛相隨」說故事活動，共 3 場，計 138 人次參加。(102.11.23-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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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24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留學美國－托福入學考試準備」留學輔導，

計 16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英國社會科學碩士課程：申請準備與學業挑

戰」留學輔導，計 4 人參加。 

大同分館辦理「美國節慶活動之感恩節 Thanksgiving Day：說說唱唱感恩

節」，計 41 人參加。 

長安分館辦理「公視假日電影院－俗辣英雄」，計 4 人參加。 

102.11.25 萬華分館辦理館舍整修工程。(102.11.25-103.02.28) 

102.11.26 中華太極文化協會計 3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景新分館舉辦「文山樂齡講座 睡睡平安，樂來樂健康－音樂紓壓，身心健

康」，由李宛如女士主講，計 25 人參加。 

102.11.27 採編課寄出澳洲黃金海岸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澳門中央圖書

館交流圖書，共計 8 種 8 冊；加拿大溫哥華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加拿大多倫多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蘇格蘭北拉納

克郡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1 冊；紐西蘭奧克蘭公共圖書館交流

圖書，共計 25 種 25 冊。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計 122 人參

加。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秋、冬系列課程：創意編織」，共 5 場，計 83 人

次參加。(102.11.27-12.25) 

102.11.28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親職效能團體讀書會，計 10 人參加。(102.11.28-

12.26) 

建成分館與臺北市長德康復之家合作辦理「認識圖書館」利用教育，計 8 人

參加。 

大直分館與崇德光慧經典教育台北推廣中心合辦「親子讀經班」讀書會，共 4

場，計 75 人次參加。(102.11.28-12.19) 

102.11.29 民生分館與松山少輔組合辦「愛與幸福」親職教育講座，共 2 場，計 36 人次

參加。(102.11.29、12.13) 

102.11.30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如何寫出讓人印象深刻的讀書計畫（第二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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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留學輔導，計 4 人參加。 

三興分館赴三興國小辦理「KISS BOOK 兒童圖書園遊會」，計 81 人參加。 

永建分館舉辦「公職考試圖書資訊管理類科－榜首經驗談」講座，計 34 人參

加。 

102.12.01 推廣課暨各閱覽單位辦理「第 64 梯好書大家讀」優良少年兒童讀物展。

(102.12.01-31)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鄭秀娟主講「東大一公分的卓越思

考」，計 43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 102年圖書館週「臺灣閱讀，閱讀台灣」系列活動，含主題書

展、我最愛的臺灣地點大募集及說故事等活動，共計 9,478人參加(102.12.01-

07) 

推廣課辦理林老師說故事團隊「戲說表演－小劇場的趣味談」研習課程，計

25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於總館 1 樓主題書展區辦理「世界風俗節慶」熱門主題書展，計

244 人次參加。(102.12.01-12.31)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澳洲工讀須知」留學講座，計 34 人參加。 

諮詢服務課留學資料中心辦理「英國博物館學留學經驗分享」留學輔導，計 4

人參加。 

總館小小世界辦理每月選書「Nick Sharratt」，計 3,273 人次參加。(102.12.01-

31) 

士林分館辦理「輕鬆閱讀好 easy！」青少年優質好書展覽，計 490 人次參

加。(102.12.01-31) 

中山分館播映「2013 勞工金像獎得獎作品輯」影片，計 3 人參加。 

三民分館辦理「中華藝文交流協會會聯展暨第才藝獎頒獎典禮」，計 489 人

次參加。(102.12.01-15) 

大同分館辦理｢桌遊攻略志工培訓營」，計 9 人參加。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辦理黃英雄老師電影賞析：文生去看海，計 55 人參

加。 

吉利分館辦理「溫馨聖誕」主題書展，計 577 人次參加。(102.12.01-31) 

百齡智慧圖書館辦理「多讀書‧多智慧－我是讀書智慧王」借書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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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01-31) 

龍安民眾閱覽室辦理「精彩書香─健康飲食主題書展」，共 551 人參加。

(102.12.01-31) 

文山分館辦理「Nice“圖”Meet You」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102.12.01-31)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親愛的，我把房子變大了」館藏特色書展，共 2 場，計

167 人次參加。(102.12.01-20) 

道藩分館辦理「憶～聖誕節」主題書展，計 350 人次參加。(102.12.01-31) 

102.12.02 北京自然之友計 2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綠建築發展協會計 2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第九屆我愛閱讀「環境心‧藝術情」藝術徵件活動評選結果。(102.12.02-07)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line 跳舞吧!」研習班，共 4 場，計 72 人次參加。

(102.12.02-23) 

102.12.03 景新分館舉辦「文山樂齡保庇您講座－多動腦不易老」，由柯宏勳先生主

講，計 28 人參加。 

102.12.04 諮詢服務課辦理館員教育訓練「參考服務講座：圖書館機器人設計經驗」，

計 14 人參加。 

資訊室完成 103 年度「圖書館主機及軟體系統維護案」、「圖書安全系統維

護案」、「智慧圖書館資訊相關設備維護案」、「FastBook 全自動借書站設

備維護案」、「自助借還書系統維護案」、「個人電腦暨週邊設備維護

案」、「伺服主機及網路設備維護案」、「資訊系統維護案」8 案招標。

(102.12.04-26) 

102.12.05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舉辦「102 年度志工參訪交流活動」，參訪宜蘭縣礁溪鄉

樂齡學習中心。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清心樂活」讀書會，共 5 場，計 68 人次參加。 

(102.11.14-12.05) 

102.12.06 採編課辦理第 65 梯次好書大家讀第 2 次工作會議，本梯次收件總計共 131 家

出版社、867 冊書籍參選。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剪』單玩紙藝」研習班，共 3 場，計 40 人次參加。

(102.1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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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07 推廣課辦理志工歲末交流暨感恩會，計 429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古典音樂欣賞講座：快樂的歌劇體驗－愛情靈藥」，計 110 人

參加。 

六合分館與信義幼兒園合辦『親子「樂」讀趣〜愛閱讀 傳幸福』講座，計 70

人參加。 

天母分館辦理「2013 勞工金像獎」得獎影片欣賞，計 5 人參加。 

102.12.08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陳修玲主講「減法健康術」，計 120

人參加。 

民生分館辦理 2013 年勞工金像獎影片放映，計 11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Y17 青少年影展：世界第 1 麥方」電影導讀講座，計 25 人參

加。 

文山分館辦理「英文悅讀會」，計 18 人次參加。(102.12.08-29) 

102.12.09 採編課收到上海圖書館 102 年交流圖書，共計 62 種 66 冊。 

中崙分館辦理「蔡志忠創作五十週年紀念展」。(102.12.09-31) 

102.12.10 資訊室購買條碼閱讀機 15 臺及悠遊卡讀卡機 11 臺。 

景新分館舉辦「文山樂齡講座 睡睡平安，樂來樂健康－音樂助好眠」，由陳

雪玉女士主講，計 37 人參加。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毛衣編織班」研習班，共 3 場，計 33 人次參加。 

(102.12.10-24) 

102.12.11 北投分館辦理「歡樂耶誕迎新年」主題書展，計 350 人次參加。(102.12.11-

21) 

中央電視臺至北投分館訪問拍攝。 

102.12.12 舊莊分館舉辦「年年有餘畫新春」研習班，由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劉欣維

老師主講，計 24 人參加。 

102.12.10 採編課收到美國西雅圖公共圖書館 102 年交流圖書，共計 25 種 25 冊。 

102.12.11 洪世昌館長受邀至台北電台「台北你當家」現場節目接受訪問。 

102.12.13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參加「老松國小 102 年度樂齡成果聯展表演」。 

102.12.14 推廣課辦理吳大猷科學沙龍講座「遠來度冬的貴客─黑面琵鷺」，計 43 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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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共 94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培養小小愛書人講座，共 98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表演藝術同樂會：媽媽咪呀！」，計 28 人參加。 

景美分館辦理「Fun 輕鬆電影院－冬天影展」， 共 2 場，計 18 人次參加。

(102.12.14、28) 

102.12.15 視聽室辦理「電影賞析講座：人神之間」，計 175 人參加。 

北投分館辦理市民生活講座：「走讀臺灣，親子共讀」，由張淑惠老師主

講，計 12 人參加。 

葫蘆堵分館辦理「閱讀滿溢 2013～這廂自助借書有禮」活動。(102.12.15-31) 

102.12.16 採編課收到韓國仁川廣域市市北區圖書館 102 年交流圖書，共計 85 種 85 冊。 

三民分館辦理「九八書畫創作協會聯展」，計 235 人次參加。(102.12.16-31) 

文山分館「聖誕快樂」主題書展。(102.12.16-31) 

香港天主教伍華中學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2.17 大同分館辦理「大同樂齡－秋、冬系列課程：Facebook 輕鬆學」，共 3 場，

計 69 人次參加。(102.12.17-31) 

102.12.18 韓國忠清北道天安教育支援廳計 2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2.19 本館閱覽規定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在案，並於 103 年 1 月起正式實施。 

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計 3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景新分館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成立「食在好健康」研習課程，共 2 場，計 79

人次參加。(102.12.19、26) 

102.12.20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特色課程「繪本 eye 閱團」，由鄭窈窕老師

主講，共 2 場，計 60 人次參加。(102.12.20、27) 

香港寶血會嘉靈學校計 40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辦理｢海濱植物攝影展｣。(102.12.20-31) 

東湖分館辦理樂齡「冬季食善養生」講座，計 15 人參加。 

102.12.21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上原巖主講「樂活之森－森林療法

的多元應用」，計 170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每月一書講座：WOW！多品牌成就王品」，由本書作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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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訓主講，計 103 人參加。 

大安分館辦理「駱駝駱駝不要哭」館藏特色電影賞析講座，由電影專業講評

人黃英雄老師主講，計 29 人參加。 

北投分館辦理「歡樂耶誕迎新年」林老師說故事特別活動，計 55 人參加。 

永建分館舉辦「林老師說故事年終特別活動-歡樂碎碎黏黏」活動，計 40 人參

加。 

西湖分館辦理西湖愛樂賞析講座：瘋‧人聲，由朱元雷老師主講，計 31 人參

加。 

延平分館辦理「林老師說故事聖誕聯歡節慶活動-聖誕襪子製作」，計 56 人次

參加。 

102.12.22 推廣課辦理英語志工團隊秋遊暨東區分享會，計 28 人參加。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舉辦｢愛閱分享：歡樂聖誕．故事接力棒｣活動，計 42 人參

加。 

長安分館辦理「2013 勞工金像獎」特優影片聯映會，計 6 人參加。 

102.12.23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耶誕系列課程「蝶古巴特拼貼趣」、「聖

誕節自然物創作」、「摺出專屬的聖誕禮物」、「造型氣球 DIY」，由陳宜

芬老師、邱美珍老師、楊菊韻老師、張宇文老師主講，共 4 場，計 80 人次參

加。(102.12.23-25) 

景新分館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成立「花綠樂活 DIY 志工培訓課程」。共 2

場，計 40 人次參加。(102. 12.23、30) 

102.12.24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 102 年協助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義務勞務業

務，獲頒感謝狀。 

102.12.25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科員陳郁鵑調升本館政風室主任。 

推廣課辦理「Bookstart 閱讀起步走」開啟寶寶閱讀之門講座，共 98 人參加。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計 16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2.26 採編課寄出日本橫濱市中央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40 種 41 冊；上海圖書館

交流圖書，共計 68 種 69 冊；美國邁岱郡公共圖書館交流圖書，共計 30 種 30

冊。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冬季課程「平板電腦/智慧手機一指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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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由吳淑敬老師主講，共 2 場，計 80 人次參加。(102.12.26、30) 

資訊室完成「智慧圖書館委託資訊設備建置案」2 設置地點（成德國小、松山

家商）之資訊設備驗收。 

濱松工業高等學校計 16 人至北投分館參訪。 

102.12.28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王保瑩主講「牙周病真的會要人

命」，計 59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嬰幼兒閱讀專業工作坊」，由葉嘉青老師主講，共 23 人參加。 

推廣課辦理作家與讀者有約系列講座，由蘭萱主持「脆弱的力量」，計 103

人參加。 

視聽室辦理「表演藝術同樂會：他們在島嶼寫作－化城再來人」，計 25 人參

加。 

西湖分館辦理西湖愛樂賞析講座：電影《少年托斯卡》，由鄭郁卿老師主

講，計 62 人參加。 

102.12.30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教育部辦理「102 年全國公共圖書館評鑑」中，榮獲全國直

轄市年度圖書館第 1 名、天母分館榮獲全國分館組年度圖書館之獎項；另在

「特色圖書館」的獎項中，分別由總館榮獲「數位服務特色圖書館」、北投

分館榮獲「建築空間特色圖書館」、文山分館榮獲「品質管理特色圖書

館」、中崙分館榮獲「館藏資源特色圖書館」、大同分館榮獲「讀者服務特

色圖書館」；天母分館、大同分館、北投分館、文山分館、舊莊分館、葫蘆

堵分館、景美分館、城中分館、三民分館、石牌分館、中崙分館、永建分

館、稻香分館、大安分館、景新分館、長安分館、建成分館、民生分館、清

江分館、西湖分館、啟明分館、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三興分館、永春分

館、六合分館、力行分館、東湖分館、松山分館、內湖分館、延平分館、萬

華分館、萬興分館、士林分館等 34 所分館榮獲「績優圖書館」之獎項。 

102.12.31 諮詢服務課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辦理冬季課程「蝶古巴特拼貼趣」，由陳宜芬

老師主講，計 35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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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稿啟事 
 

Contribution Bulletin Board 

一、 為充實本館館訊內容並將圖書館理念、發展現狀及未來趨勢分享關

心圖書館事業的各界人士，歡迎踴躍投稿。  

二、 本刊為豐富及深入主題之蒐羅，特別歡迎各界人士就各期主題踴躍

惠稿，各卷主題如下： 

卷期 主題 截稿日期 出刊日期 

31卷 4期 公共圖書館與顧客管理 103.03.15 103.06.15 

32卷 1期 社會性軟體應用於公共圖書館之探討 103.06.15 103.09.15 

32卷 2期 公共圖書館與績效管理 103.09.15 103.12.15 

32卷 3期 公共圖書館人力資源之探討 103.12.15 104.03.15 

三、 來稿以電腦繕打，請提供 WORD 檔，不需排版；並附中、英文篇

名、作者中英文姓名、服務機關與職稱之中英文名稱、中英文關鍵

字（2 至 5 個）、 中英文摘要（500 字內）各 1 篇，以及參考書目

（APA Style）。每篇內文以 5,000~10,000 字為宜（不含參考書目）。 

四、 本刊所載文稿，以尊重作者之意見為前提，但仍保有部分刪改權。 

五、 來稿一經刊載，致送稿酬；書面投稿若需退還稿件請先告知。 

六、 刊登於本刊之文稿，即視為著作人同意授權本刊將文稿以電子形式

刊登於本館之全球資訊網（電子資源位址：http://www.tpml.edu.tw/ 

ct.asp?xItem=1235564&ctNode=62461&mp=104021）。 

七、 來稿請以掛號寄至 10659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臺北

市立圖書 館推廣課館訊編輯收，或傳送電子檔 rubymelc@email. 

tpml.edu.tw 信箱，並 註明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

mailto:rubymelc@email.tpml.edu.tw
mailto:rubymelc@email.tpm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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