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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圖書館，改名為臺中市立圖書館大墩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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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文以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之經營實務觀點，分析圖書館所在社區特性、

館藏特性，分享辦理閱讀推廣活動經驗，並對公共圖書館之經營提供建議。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ctual managing and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of 

Dadun Cultural Center Librar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brary’s 

surrounding districts, the library’s collection, sharing our experience in promotion the 
culture of book reading an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for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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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臺中市向有文化城之美譽，民國65年名企業家何永先生於臺中市北區雙十路

捐建文化中心一座，此為臺灣文化中心之濫觴。民國68年，中央政府推動12項建

設，補助各縣市設立一座文化中心，臺中市擇地於英才路600號籌建，並於民國

72年11月12日竣工啟用，定名為「臺中市立文化中心」。此後幾經改制，民國89

年改制為臺中市文化局，惟為方便市民參與藝文活動，館舍仍使用文化中心舊稱。

民國99年12月25日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依據臺中市舊地名，定名為「臺中

市立大墩文化中心」，為直屬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所轄之二級機關。民國102年1

月1日再次因應組織修編，改制納編為文化局內部單位，定名為「臺中市政府文

化局大墩文化中心」，簡稱「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民國105年3月1日，臺中

市立圖書館正式成立，原屬大墩文化中心編制之圖書館及北屯兒童館，改納「臺

中市立圖書館」所轄分館，定名為臺中市立圖書館「大墩分館」及臺中市立圖書

館「大墩兒童分館」。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2

貳、 社區分析 

因其特殊之歷史背景，由文化局圖

書館、文化中心圖書館再演變為市立圖書館之分館，由早期肩負輔導臺中市各區

圖書館任務、著重行政管理，慢慢轉變成為以第一線服務讀者為主之圖書館分館，

其所擔負之任務因角色轉換而有所調整。圖書館本為成長之有機體(Ranganathan, 

1931)，角色及空間功能因應時代不斷演進亦為必然。本文將就大墩文化中心圖

書館之社區特性、讀者特性之分析出發，描述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擬定之閱讀推

廣策略與執行情形，以及經常辦理之閱讀推廣活動，最後綜整大墩文化中心圖書

館之特色，並提供對於公共圖書館經營之建議。 

社區分析之基礎為社區描述，而描述內容則可分為環境描述與人口描述二種；

前者包含環境的特性，諸如 經濟、交通、文化、政治等，後者則包含人口統計中

的年齡、性別、產業、教育程度等（苗蕙芬，民83）。傅彥儒(民101)則認為圖

                                                
2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自 105年 3月 1日起已改隸臺中市立圖書館（大墩分館），惟筆者係以 105

年 3月 1日前任職於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之經營經驗進行撰稿，故於文中仍稱「大墩文化中心

圖書館」，以示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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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服務的研究中，將探討空間擴展至圖書館外、探討面向擴展至資訊和閱讀行

為之外，能夠和居民生活密切結合而發現圖書館經營規劃之可能性。故透過各種

質化、量化之社區分析方式，能夠有效提供給圖書館實務經營規劃之方向。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位處於臺中市西區，依據民國105年5月該區人口統計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民105)，臺中市西區之人口年齡結構，兒童（0-12歲）約占

12.4%、青少年(13-24歲)約占15.3%、一般成人(25-54歲）約占45.5%、樂齡(55歲

以上)約占26.8%。倘以一般對於老年人口定義之65歲計，則老年人口只占西區總

人口數的12.7%，故臺中市西區在人口結構上，是屬於較為年輕之社區，以青壯

年為主。另外，以行政院主計總處(民103)之「100年臺中市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統

計」，臺中市西區生產總額最高之產業為「批發業」，其次為「金融中介業」，

顯示西區是以商務金融為主要產業之社區。此一社區產業特性也反映在大墩文化

中心圖書館讀者的借閱類別上，以企管、商務類別的書籍為熱門的借閱主題。 

在地理位置上，大墩文化中心西邊毗鄰國立臺灣美術館，北邊則連結草悟道、

市民廣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往南連結美術園道，往東數百公尺即為國立臺

中教育大學，週遭各級學校則有十數所，路程2公里內亦有臺中市立圖書館西區

分館、臺中市立圖書館中區分館及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無論是文教設施或是圖

書資訊資源皆相當豐沛，向為臺中市文教首善區域。自誠品綠園道、草悟廣場向

南延伸至美術園道，近年來亦發展為文創產業的縱向廊道，沿線文創店舖、市集

林立，大墩文化中心位於此文創廊道上，亦適宜結合區域特性，擬訂閱讀推廣策

略，發展圖書館服務特色。 

綜上，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所在社區具有較為年輕、活力之特性，同

時因社區內文教場館匯聚，在文化教育之推廣上具有聚集效應之優勢，大墩文化

中心自身亦為臺中市重要美術展覽、藝文推廣重鎮，擁有大量人流，相當有利於

進行各項閱讀推廣活動。在這樣的社區特性背景下，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宜在既

有基礎上，發展更為優質之特色館藏並進行推廣，以符合大墩文化中心讀者之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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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館藏分析 

Futas(1995)認為，無論是為了圖書館的長遠規劃或年度工作計畫，必須收集

可支持決策的相關資訊，也因此館藏發展需收集來自圖書館與讀者社群兩個管道

的資訊。以下將就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自身館藏結構與讀者借閱取向，說明大墩

文化中心圖書館如何進行選書決策。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之館藏地分為本館、圖書巡迴車及兒童館，館藏統計至

民國104年12月31日止，總館藏圖書冊數37萬1,210冊、期刊331種（含自購及贈

閱）、報紙19種、視聽資料7,061種。 

 

表1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館藏統計 

 
本館 圖書巡迴車 兒童館 合計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中文 外文 總計 

圖書 

（冊數） 
275,002 27,633 16,624 1,160 36,265 7,115 327,891 35,908 363,799 

期刊 

（種數） 
324 7 13 0 17 0 324 7 331 

報紙 

（種數） 
17 2 0 0 5 0 17 2 19 

視聽資料

（種數） 
6,564 180 35 0 282 0 6,881 180 7,061 

總計 281,907 27,822 16,672 1,160 36,569 7,115 335,113 36,097 371,210 

註：1.巡迴車及兒童館所訂期刊報紙與本館相同，故總種數不予加總。 

2.統計截止日期：民國 104年 12月 31日。 

為利於發展館藏，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自民國103年起成立選書小組，選書

小組委員採一年一聘方式，透過選書小組機制探討館藏發展，藉由相關議題討論，

以提升館藏質量。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以「兒童英語」及「生活美學」為特色館

藏，「兒童英語」係奠基於自身擁有近3萬冊兒童英語童書，在此優勢條件下，

志工隊亦招募具有英語專長之志工，成立英語組，負責規劃與推廣英語館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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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文化中心每年辦理約200場次之英語說故事活動，占全年說故事活動的三分之

二場次以上，兒童英語推廣活動已成為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顯著的特色。另外，

因大墩文化中心位處國立臺灣美術館、草悟道、美術園道的軸心，環境極具藝術

及文化氣息，自身亦為臺中市重要展覽場所，故藝術類書籍亦為大墩文化中心圖

書館重要的館藏發展類別與特色，同時考量大眾之閱讀需求，另以「生活美學」

為特色館藏，以提升讀者生活品質及美學素養。 

選書小組成立之宗旨為促進館藏均衡、永續發展，妥善運用經費提升質與量，

確保能夠滿足讀者需求。故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所遴選之選書小組成員包含鄰近

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教授（館藏發展專家）、美術學系教授（審核生活美學特色館

藏）、鄰近國中、小閱讀推廣種子教師及英語說故事老師(審核兒童英語特色館

藏)等，以兼顧館藏發展、特色館藏及在地特色的選書需求。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現有童書館藏約有12萬冊（含兒童館童書館藏），約

占總館藏量的三分之一，童書之借閱量近年更達整體借閱量的二分之一，亦即外

借的圖書中，每二本便有一本為童書，顯示童書借閱需求量高。在館藏發展實務

上，必定會考慮讀者實際借閱需求，並調整各類書籍購買比例，惟如何保持既有

館藏特色優勢，並兼顧館藏之均衡發展，為館藏發展一大課題。以大墩文化中心

圖書館為例，童書館藏占整體館藏約三分之一，借閱需求更達二分之一，就必須

考慮讀者從孩童走向青少年，其閱讀資源上是否可良好銜接。 

近年來由於各公共圖書館普設青少年閱讀專區，使得圖書館在進行館藏採

購時，得以再檢示其青少年閱讀資源是否可以滿足讀者所需。再者，大墩文化中

心之童書館藏中，有近四分之一係為英語童書館藏，相較中文童書而言，英文童

書適讀年齡對臺灣讀者而言相對較寬，對臺灣青少年而言，許多英語童書亦是適

合青少年閱讀之書籍，此一館藏結構特色，亦有利於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擴展青

少年閱讀推廣範疇。 

肆、 閱讀推廣活動辦理情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94年公共圖書館宣言指出：公共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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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私的服務，不因年齡、種族、性別、信仰、國籍、語文及社會地位而有差異(毛

慶禎，民90)。是以，公共圖書館應致力於推廣其所蒐集之各類館藏給所在社區

之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種族、不分國籍、亦不分社經地位。然而，公共

圖書館經費、資源有限，是以現今國內各公共圖書館，大多致力於建立特色館藏，

並透過圖書通閱之方式，達成圖書資源共享之目的。也因此，在閱讀推廣上，仍

應視各公共圖書館社區特性、館藏特色，因地制宜規劃閱讀推廣活動，以達館藏

資源推廣目的。以下將就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親子閱讀、視聽館藏推廣、圖書巡

迴車閱讀推廣及分齡分眾之閱讀推廣辦理情形進行說明。 

一、 親子閱讀為閱讀推廣主軸 

近年來各縣市政府皆致力於普設公共圖書館，同時透過物流方式進行通閱服

務，在此條件下，各公共圖書館發展特色館藏，並透過通閱服務共享館藏資源，

成為各縣市進行整體館藏發展之主要作法。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童書館藏占總館

藏約三分之一，利於進行親子閱讀推廣活動，在民國103至104年間，大墩文化中

心圖書館每年主辦近600場次閱讀推廣活動，參與人次每年達7萬人次，其中適合

親子共同參與之說故事活動每年即達300場次，可謂為閱讀推廣活動之主軸。說

故事活動中，英語說故事活動即占200場次以上，搭配近3萬冊豐富之兒童英語館

藏，使得兒童英語閱讀推廣極具成效，帶著孩子到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聽英語說

故事，已是許多家長每星期必進行的親子活動。而為符合家長期待，大墩文化中

心圖書館除於志工隊成立英語組，培訓英語說故事志工外，亦時常邀請優質英語

故事師資，到館辦理故事營等活動，同時改善說故事活動內容，結合戲劇演出、

舞蹈、帶動唱等，豐富說故事活動之內容，提升親子參與活動意願；同時，亦邀

請說故事老師辦理親子教育講座等，教導年青家長，如何透過繪本、遊戲與自己

的孩子互動，希望透過結合家長的力量，共同提升下一代的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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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英語故事營：小小演說家活動 

二、 視聽館藏推廣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近年積極購置視聽館藏，每年編列之視聽館藏採購預算

之80%以上用以購買公播版館藏影片，目的為提供假日影片欣賞活動及供民眾利

用視聽欣賞區設備進行觀賞。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每年辦理假日影片欣賞活動約

150場次，約近8,000人次參加，從影片放映活動參與者的回饋及人數統計中，發

現一般商業流行類型之電影不見得吸引較多民眾觀賞，反而是較少於電影院放映

之藝文片、經典老片較獲讀者之青睞，也往往吸引較多讀者前來觀賞，這或許是

因為商業流行類型之影片經常於有線電視或各種網路影片播放平台播映，而藝文、

經典老片只能在圖書館看見，故吸引較多讀者前來觀影，此現象與圖書借閱形成

有趣之對比，一般圖書借閱仍以熱門借閱排行榜書籍為借閱大宗，而圖書館之影

片放映，有時較為冷門或經典老片，反倒能吸引讀者。 

惟在進行影片公開播映時，選擇影片有時尚須考量地方民情作為選片依據，

以大墩文化中心為例，雖為避免爭議，播放影片會避免選擇限制級影片，然部分

國際影展得獎影片雖非限制級，影片畫面因劇情需要會有人體裸露畫面，此部分

影片進行公開放映時亦常成為民眾爭議點，又或者放映紀錄片時，部分紀錄片以

方言（如閩南語）發音，然而卻沒有字幕，亦容易形成不懂方言民眾之抗議。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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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進行影片公開放映時，建議仍應考量地方民情，如有必要，選片前先

請館員先行審視影片內容，以避免爭議產生。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假日影片欣賞活動每星期六、日共辦理三場次，惟影片

之選擇，較少針對兒童進行選片及公開放映。自民國103年4月起，為使兒童也能

觀賞優質影片，兒童室選擇一般國小不上課之星期三下午，辦理「下課電影院」

影片欣賞活動，影片主要以兒童喜歡之動畫影片為主。推廣初期每場次約10名孩

童觀賞，經二年多推廣，目前平均每場次提升到有20多人觀賞，暑假期間，更超

過50人以上觀賞，顯見兒童影片欣賞活動，已逐漸養成學童及家長到館觀賞之習

慣。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視聽館藏之推廣，以公開播映為主，提供借閱為輔，透

過影片公開播映，增加優質影片曝光度，亦增加推廣活動之多元性。常有讀者回

饋，雖公開播映過後之館藏影片會放置於視聽欣賞區供民眾借閱觀看，但許多讀

者仍喜歡公開播映之形式，在如同電影院般之視聽放映室觀賞影片，眾樂樂之樂

趣會吸引他們接觸視聽館藏，此部分對於樂齡讀者有特別的吸引力。 

三、 圖書巡迴車閱讀推廣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之圖書巡迴車每次最多可載運約4,000冊之圖書，每學

年於9所學校進行駐點服務3

                                                
3 臺中市立圖書館目前共有 6部圖書巡迴車，分別由 6間分館營運，各自負責不同之駐點區域，

6駐點區域已含括全臺中市各區。而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因地處原臺中市中心，故駐點區域範

圍以縣市合併前原臺中市 8區為駐點服務區域。 

，駐點學校為臺中市西區、中區、東區、北區、南區、

西屯區、北屯區、南屯區等8區路程2公里內沒有公共圖書館之小學，區域內符合

資格之小學約有18所，故目前為每2學年為1輪進行駐點服務。前往小學進行駐點

服務時，除服務學校師生，亦接受鄰近居民預約取書、借還書、辦證等服務，故

亦可視為通閱服務延伸之一環。另外，每年在9月至10月小學新生入學時，亦固

定於駐點學校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說故事活動及新生辦證等活動，每年約可增

加1,000張左右之新生辦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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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書巡迴車至駐點小學服務情況 

圖書巡迴車因行動圖書館之特性，亦增加跨界合作閱讀推廣之可能性。大墩

文化中心圖書館自民國102年3月起與法務部矯正署合作進行書香推廣服務，服務

對象包含臺中戒治所、臺中監獄及臺中女子監獄的收容人。 

每月最後一個週三下午，大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皆前往臺中戒治所，提供

書籍借閱及辦理閱讀推廣活動。臺中戒治所收容對象為11至17歲、中輟學業之少

年，這些收容少年原本大多對圖書不感興趣，經由圖書巡迴車每月至戒治所進行

服務，現今收容少年反而很期待每月圖書巡迴車的到來，部分收容少年甚至主動

提供想要閱讀之書單，請館員協助於次回圖書巡迴車到訪時，能夠帶來希望閱讀

之書籍。收容少年所開立之書單，許多是和將來的職涯發展有關，例如有少年希

望將來能夠從事室內裝修相關之工作，故希望圖書巡迴車能夠帶來相關書籍提供

閱讀。從收容少年渴望得到知識的需求上，也激勵了在圖書巡迴車上服務的館員

及志工，確實感受到圖書館發揮社會教育功能，而這樣的影響力是越過監獄圍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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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圖書館與矯正機關合作進行書香推廣，大墩文化中心圖書巡迴車為臺中

市首例。而臺中監獄、臺中女子監獄因收容人係成人，在戒護需求上較為嚴格，

目前尚無法讓收容人自由進出圖書巡迴車借閱書籍，其替代方式是以辦理團體借

書證方式，每月由館方人員挑選500冊圖書及250冊期刊，由獄方人員至大墩文化

中心圖書館取書供收容人借閱。 

圖3 臺中戒治所收容少年至圖書巡迴車上借閱圖書情況 

圖書巡迴車的行動特性，提供了公共圖書館跨界合作更多可能性，妥善規劃

與運用，將大幅增加圖書館閱讀推廣之範疇。 

四、 分齡分眾推廣閱讀 

分齡分眾進行閱讀推廣、為不同對象族群成立閱讀專區，為近幾年公共圖書

館發展趨勢，亦為各公共圖書館進行閱讀空間改善之主要部分。為使所有年齡層

讀者皆能享有公共圖書館的資源，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除了設置各年齡專屬之閱

讀專區外，亦分齡辦理各項閱讀推廣活動，期望吸引各年齡層讀者皆能進館使用

圖書館館藏。從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民國102至104年館藏借閱統計分析，發現約

有半數集中於兒童書的借閱，顯示兒童館藏、親子閱讀推廣已具有相當良好之基

礎。展望未來，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除維持既有傳統特色外，更要進一步針對青

少年、樂齡、新住民等閱讀族群，有計畫地發展所需館藏及強化閱讀推廣，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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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各族群讀者皆能享受閱讀之樂趣，增長知識。 

圖4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104年好書交換活動（連續第24年辦理） 

伍、 結語 

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因其環境與功能角色之特殊性，在使用者層面及館舍管

理層面與一般公共圖書館有著些許差異，以下就筆者於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服務

期間之經驗，簡單分析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之特性，並對公共圖書館之經營提出

粗淺之建議。 

一、文化中心圖書館管理特性 

(一) 文化產業群聚效應 

文化中心圖書館相較於其他公共圖書館，有著更大的展覽及表演空間，且檔

期更換頻率高、表演活動多元，許多讀者前來文化中心圖書館，除了閱讀之外，

尚可觀賞各種主題藝術展覽、觀賞影片、參加文化活動或甚至加入藝文研習班等，

故每週數次甚至每日皆到文化中心的讀者不在少數。此外，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

位於草悟道、美術園道之軸線上，近年來該區域亦逐漸形成為文化創意市集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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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地。以上條件使得大墩文化中心圖書館相較於一般公共圖書館，有著較佳之文

化產業之群聚效應，除圖書館之讀者外，尚有其他許多文化活動參與者在同一館

舍或周圍區域參與活動，惟對於圖書館而言，如何將因群聚效應吸引而來的其他

文化活動參與者，轉化為實際參與閱讀活動之讀者，為文化中心圖書館未來經營

之一大課題。 

(二) 館舍及館藏管理層面問題 

文化中心圖書館因其歷史背景因素，過去為圖書館、展場、表演場地及藝文

研習班等共用同棟建築，同時為方便民眾參與各項藝文活動，各館舍之間有著動

線互通之特性，此一特性使得部分文化中心圖書館不易採單一窗口管理方式進行

館藏管理，間接使得館員人力調度可能受到影響；部分文化中心圖書館則因建物

條件允許，仍可透過空間改善規劃為單一窗口管理（如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二、 對公共圖書館的建議 

(一) 閱讀推廣活動應設計觸發閱讀動機之活動元素 

以筆者在圖書館服務之經驗，辦理活動不一定能有效提升借閱量，常常發現

部分參與活動的人，僅僅是為了參與活動而進館，不一定會借書。圖書館活動之

辦理，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閱讀風氣，倘若沒有達到這樣的目的，那麼活動亦顯

得無意義。然而，辦理什麼樣的活動能夠有效提升社區整體閱讀風氣？或者什麼

樣的活動元素可以提升閱讀風氣？公共圖書館較缺少這樣的討論，所有公共圖書

館從業人員皆是在一次一次活動的舉辦中獨自摸索，缺乏整體性策略建構及探討，

甚為可惜。其實目前公共圖書館所辦理的各項推廣活動皆能達到吸引讀者入館之

目的，故接下來最重要的是能否將這樣的能量轉為化實際閱讀風氣的提升。活動

細節的設計是其中關鍵的因素，好的活動設計可以觸發讀者借閱書籍的動機，閱

讀推廣活動的規劃者，宜在活動過程細節中多加思考，增加觸發讀者閱讀動機之

活動元素，以達閱讀推廣目的。 

(二) 落實館藏發展政策，建立館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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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許多縣市公共圖書館現已建立圖書通閱制度，在此條件下，各圖書館建

立特色館藏，即能互補彼此館藏不足之處，以達成館藏資源共享。然各館在建立

特色館藏時，除考量館藏互補性外，更重要的是長期性館藏發展政策的規劃，以

在有限購書經費底下，建立館藏特色。館藏特色應考量所在社區之特性、分析讀

者結構，並從日常性讀者推薦購書清單中，釐清館藏不足處及讀者需求，以作為

規劃館藏發展政策之參考。 

(三) 善用資訊科技及行動載具 

目前行動載具科技之發展已相當成熟，普及率亦非常高。運用行動載具便利

讀者獲取活動資訊、借閱館藏、閱讀數位化館藏內容、查詢館藏資料等，為圖書

館應有之作為。目前國內許多圖書館皆有開發 App 提供相關服務，基本功能有

查詢館藏資料、查詢與處理借閱資料等。惟尚有許多功能仍未符合讀者所需，建

議軟體開發前，應更完整進行使用者需求研究，使得科技真的能落實便利讀者所

需。 

(四) 提升館員自我價值感 

時常有第一線服務的館員聊到：「我們工作很辛苦，從購置圖書進來一直到

書被讀者借走，這中間經歷了採購、編目、上架…更別提日常性的整架、巡架、

找尋預約圖書等。讀者只覺得只不過就是借了一本書，卻不知道這麼簡單的事，

要用多少人力、花費多少時間…。」筆者認為，讀者覺得很簡單就借到他要的書，

其實是公共圖書館值得驕傲的事，表示圖書館服務做的很成功，讓民眾覺得借一

本書就跟喝一杯水一樣容易，還有比這個更值得圖書館同道欣慰的事嗎？筆者認

為，重點在於讀者對圖書館作業的陌生，相信有許多民眾想到圖書館，認為圖書

館的工作不過就是拿著一隻掃描器，向書的條碼靠近，“嗶”一聲，就借出書了。

曾有新進志工，於圖書館服務了一陣子才說：「以前來圖書館借了那麼多年的書，

總覺得圖書館工作沒什麼，實際來當了志工之後，才發現圖書館的工作沒有那麼

簡單，需要太多人努力一起去完成了…。」 

要提升圖書館員的自我價值感，很重要的部分是必須獲得讀者的肯定，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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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圖書館的作業流程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必能肯定圖書館的服務，進一步提

升館員的自我價值感。也因此，志工參與、學生志工的投入，都是讀者、民眾直

接參與圖書館實務、瞭解圖書館作業流程的管道。另外，在活動的舉辦上，一日

館員活動的辦理，也有助於達成相同的目的，獲取更多的認同，達到館員自我價

值感提升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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