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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理念 

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圖書館(以下簡稱系圖)，是一間空間規模相

對較小，且主要是以圖書資訊教育學為館藏發展依據的大學學系圖書館。

而無可厚非地，一間圖書館的空間規劃設計，與是否能夠提供讀者們一個

舒適，並得以迅速滿足其資訊需求的閱覽環境息息相關。因此，在綜觀期

中報告的需求評估分析後，本組與老師、助教們討論出就系圖目前的「空

間動線規劃」來著手進行改善，以期達到透過建構一個良善的閱讀場域，

落實 Cater, Allan M.所說：「The library is the heart of an university」之理念。 

 

貳、目標對象 

本次的成果報告就如之前期中專案企劃所設定的目標對象一致，是針

對臺大圖資系大學部的學生在使用系圖上，普遍較可能所遭遇到的狀況、

不便利性…等問題作為改善的依據，並進而就組內成員共同討論過後，找

出一套最適合本系系圖的解決方法。而未來系圖所欲服務之目標對象除了

為本系的教授群、助教們、博碩士學生，以及大學部學生之外，亦歡迎對

圖資領域有興趣的外系師生們一同來善加利用本系之圖書館。 

 

參、需求評估 

如之前所述，針對系圖後方右側，坐落於倒數一、三排書櫃間的那一

處自習區而言，其實不難發現到，這裡的桌椅不僅擺放位置略為尷尬(位

於書架與自習區之間)，且倘若有讀者在使用時，書架間的空隙也會被明

顯阻擋，不利於其他人在書架上找書，這是著實需要改進的一大缺失。其

二，這裡原先的走道空間就相對狹隘，除了自習的讀者極易被從旁經過的

人影響之外，亦不便於查找書籍的人臨架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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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內容規劃與設計 

自習區設立的本意應該是要提供讀者們能夠在一個以不被打擾為前提

之下的閱讀空間，但顯然地，夾雜在西文圖書書櫃中的自習區並無法符合

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們想要將自習區與西文圖書書櫃進行移櫃交換的作

業，並將該處原先的長桌區與個人閱覽區合併，讓讀者在自習時僅會受到

最低限度的影響(原本可能兩側都會受到讀者尋書的干擾，改變後僅一側

會受到較低的影響)，有利於增進系圖動線的流暢性與整體的空間感。 

 

伍、執行過程與成果展示(共四天，前三天為移櫃上架，第四天則為順架整理) 

 第一天： 

首日，我們先討論出移櫃的方式與步驟，在一切確認過後，便開始將

自習區的長桌移至兩旁，接著再把書從書架上撤下並置於長桌。由於書櫃

比想像中來得沉重許多，因此，我們費了不少力氣才完成移位。在千辛萬

苦地完成移櫃後，接下來的工作則是要再將方才撤下的書依照索書號放回

原架上，這部分雖然較耗時，但上架的過程中也發生許多有趣的事(例

如：發現一本距今百年的書籍、組員分享閱讀經驗等…)，而即便上架是

件枯燥乏味的工作，但大家通力完成也算是別有一番愜意之感。 

圖 1 第一天結束後的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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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第二天延續第一天的工作，我們一樣地先將書從架上取下，但與前一

天不同的是，第二天我們選擇夾入小紙條記錄索書號，以利於後續的上架

作業(有了第一天的經驗，我們覺得做個簡單的小標記比較不容易出錯)。

因為這次大家對於整個作業的流程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故在第二天的實際

執行上，組員們不僅較有組織性(團隊分工)，亦遠比第一天來得更有效

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兩天的移櫃工作中，我們發現到系圖的部

分書櫃其實被腐蝕的很嚴重(甚至有解體的可能)，所以可能有一定的必要

性進行後續維護與修復的工作(提供參考)。 

 

 

 第三天 

相較於前兩次，這次大家做起來可說是更加順手且輕鬆，忙碌中也不

時穿插些閒談笑罵。而在這天的實際執行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到有一本僅

以資料夾裝訂，但外殼損毀相當嚴重的書籍(架上充滿該書的外殼殘骸)，

於是我們將這本書拿到系圖櫃台給助教，希望能夠略為修復。工作的最

後，在獲得助教的同意之下，我們決定只在自習區放置一邊的座位，一方

面除了是讓讀者取書方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自習者受到干擾。 

圖 2 上架的過程 



5 
 

 

 

 

 

 第四天 

經過前三天的移櫃作業後，我們已成功完成書櫃和自習區的交換作

業，所以今天的目標就是要讀架與順架(將那些在上架過程中不小心被弄

亂順序的書籍做一個整理的動作)。順架的部分由於得要一本一本去檢查

索書號的順序，故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且相對較無趣，所幸在組員們

齊心努力的氣氛下，整個過程也變得熱絡許多。最後，確認書架整理排序

無誤後，本組的期末執行成果也算是正式告了一個段落。 

 

 

圖 3 移櫃完成圖 

圖 4 順架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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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問卷分析──系圖空間改造滿意度調查 

本次的「系圖空間改造滿意度調查」問卷是以 Google 表單來製作，

採取線上發放的方式(Facebook 臉書圖資系學生社團)，發放對象則是以圖

資系的學生為主，填寫時間為 12 月 12 日零時至 12 月 15 日零時，一共收

回有效問卷 32 份。 

在 32 份有效問卷中，其中有 7 位男性、25 位女性，分別佔 22%與

78%，男女性別比約為 1:3，大致符合圖資系學生男女比例的組成。 

圖 5 空間規劃前 圖 6 空間規劃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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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系級的角度去看，約有 70%的填答者是大三或大四的學生，其餘

25%填答者為大一或大二。博碩士生與外系生則相對較少，這樣的結果涉

及我們本身社群網站的連結運作，可能造成問卷代表性的限制。 

此外，在書架移動前後比較的概念上，我們以「您較喜歡何種空間配

置」為題，其中約 6 成(19 名)的填答者比較喜歡書架移動後的空間配置；

但出於我們意料的是，仍有約 4 成(13 名)的填答者較滿意移動前的配置。 

再者，根據系圖空間改造後的觀感調查中發現，書架移動後，票數最

高的是整體寬敞度的提升，同意票與非常同意票總計有 24 票(包含先前喜

歡移動前配置的同學)，顯見初始目標(使空間更寬敞)已達成。而自習區的

使用意願、舒適度的同意票為第二高，皆有 18 票；人為因素干擾減少的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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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5 20

自習區

展示區

休憩區

資訊區

植栽區

這裡除了做自習區以外，還可以.....

意票也得到 14 票(但該注意的是，無意見者也有 11 票之多，不同意者也佔

7 票)。不過，在系圖美觀度的部分中，是本次唯一不同意票高於同意票的

題項(高達 10 票，但同時也有 13 票的無意見票，需再好好評估檢討)。 

最後，我們對未來空間展望也做了一項簡單的調查，採複選制。結果

發現，最高選項皆得到 18 票，其中包括保留原有自習區以及規劃設計成為

3C 資訊區；而第二高的休憩區則占了 15 票(未來可能建議可放置地墊、沙

發等…)；再來是展示區得到 12 票(建議可考慮放置學生作品，結合課程規

劃等用途)；最後的植栽區僅有 2 票。 

 

0 2 4 6 8 10 12 14 16

系圖更美觀了

空間更寬敞了

舒適度提升了

自習區的使用意願上升了

受人為因素干擾的可能性下降了

書架移動後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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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建議與總結 

上圖的內容原本為我們預定所要執行的期中企劃項目，然而，由於在

時間、人力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我們最終和老師、助教們討論並選

擇了當中最為複雜的一項工作─移櫃換位，來著手進行系圖空間概念的再

設計。無可厚非地，雖然就整體的工作項目來看，其實我們這組的工作量

看似並不算太多，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顯然不是！當我們真的開始執行

後，不免深深地體悟到，原來這是一項多麼費時費力又費腦的工作！ 

除此之外，就整個期中的專案企劃書，一直到期末的實際操作下來，

我們認為自己無論是基於什麼樣的面向，以致於獲得了些什麼，但回歸本

質，至少我們都對於這個與我們科系息息相關的圖書館實務範疇，有了更

深的層層體會。最後，根據本次問卷調查中的結果顯示，就圖資系系圖在

未來的空間展望設計上，「資訊區」跟「自習區」的規劃設計似乎都是能夠

考慮的做法之一(問卷票數相對其他題項獲得較高的支持力)，而這也是我

們透過此次成果報告所了解到的需求，故提供給系圖在未來發展上的一個

參考建議。 

 



10 
 

捌、附錄一─個人心得 

圖資二 B03106023 張羽萱： 

從觀察系圖、找出系圖可以美化、改造的空間，到企劃的擬定、實施這個

計畫還有撰寫最後的成果報告。這一整個過程中，給了我一個好好觀察系圖的

機會，也覺得自己好像變成了一個空間設計師。我們觀察到許多系圖可以改變

的地方，也擬定了許多改變的想法，雖然最後我們無法實行所有的部分，但我

們仍在過程中得到許多收穫。其中，讓我有最大啟發的，是改造過後和同學的

一段對話。 

問卷調查的結果，有人對於書架及自習區的移動不是特別滿意。但我想，

每個人的角度及想法本就不盡相同，每一個措施、改變都會有人喜歡，也有人

不喜歡。我們只能盡量傾聽使用者的需求，在可能的範圍之下滿足其需求。倘

若將來作為一個圖書館館員，我們應該也只能以大多數人的意見為指標。那

麼，少數人的需求怎麼辦？我想應該能設置一些服務提供給特定需求的讀者。 

圖資三 B02106020 游子賢： 

我們這組的實務抽到的是空間概念再設計，一開始確實是相當苦惱，畢竟

系圖能改變的幅度不大，限制也很多。後來經過實地考察後，終於在期中完成

一份聲明企劃。也經過老師與助教的一些可行性討論後，局部實施企劃內容，

所以移動系圖後方的書架，讓原本的自習區不要再處於那麼尷尬的位置。 在

移動書架的時候，真的是很無趣啊，而且還要按照順序的把書搬下來。更要小

心一次不可以搬太多，不然有可能會導致書本滑落，更可怕的話還有可能受

傷。搬完書後，就要推移動書架，只能說，書架真的超重啊，還好我們這組有

柏宣跟岱軒這兩個壯丁，要不然我這麼廢，加上其他組員都是女生，書架一定

搬不動。 搬完還蠻滿意的，不過問卷調查顯示好像還是有些人不滿意，有點

小失望哈哈。但是似乎大家對這塊空出來的區域，其未來可運用的方向都還蠻

正面的，系圖可以參考參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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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三 B02106025 李柏宣： 

原本以為館員這個工作跟體力沒有什麼關聯，基本上是男女生皆適宜，體

力或是力量在這個世界都只是花拳繡腿，直到這次搬了書架，我相當慶幸我平

時有運動的習慣，才能順利的完成這次的任務。 

雖然說力量相當重要，但計畫是這次工作成功的最大的因素，先規劃好將

書下架，還不能打亂其順序，以便日後上架時才能減少錯誤率，當把書下完

後，就是力量的考驗了，這些書真得超乎我想像的重，而且書櫃又年久失修，

移動時會搖搖晃晃又會發出怪聲，真的很擔心當時頭頂上的安全，很怕隨時會

有東西掉下來，安全問題也是這次任務一個相當重要的考量點，畢竟一個書櫃

或是一排的書都不輕，被打到後果不堪設想。 

這次的工作，團隊合作真的相當重要，大家要一起出力，並且角度也要正

確，才能讓沉重的書櫃能有所移動，其他夥伴也要注意正在出力的人的頭頂，

以防任何的驚喜從天而降。 

圖資三 B02106048 胡岱軒： 「想做的事情太多；能做到的太少！」 

綜觀這一連串自概念發想、反覆討論、提出企劃案，到最終的實際執行與

撰寫成果報告下來，其實我個人認為透過本次的實務執行，除了讓我自己對於

這間平常和我的大學生活密不可分的系圖有了更為透徹的了解之外，更重要的

是，它使我理解到要怎麼在「客觀的存在問題」與「既有的解決能力」間取得

一個平衡點，進而跳脫所謂的「理想」思維，多增添一份「實際」的考量！ 

再者，相較於我們期中企劃案想要面面俱到的鴻圖大志，到了期末要執行

時，卻不難發覺到很多事情總是在時間與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變得窒礙難

行，但無庸置疑地，該如何去妥善地規劃工作內容，進而適當地分配時間、分

工合作，以提升整體效率，我覺得這不僅是怎麼成功完成這一份「系圖空間概

念再設計」實務作業的關鍵之處，更是未來當我們真正踏入職場後，所更需要

培養與具備的核心能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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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三 B02106054 陳品臻： 

我們這組的的主題為系圖空間再改造，一開始討論時組員們有些困惑，不

知如何下手，不過代入系圖使用者的觀點來思考，很快地便冒出些改善的想

法，經過幾次討論和與助教確認後，就確定了我們所要規劃改善的內容。期中

企劃書提出了許多改善空間的方案，我們這組的內容是移動夾在西文櫃中間的

自習區，使讀者能更便利使用。 

我所負責的部分是替辛苦工作的組員們拍攝影片和照片，偶爾幫忙書籍上

架，工作相對輕鬆，但我也很認真地捕捉大家工作的身影，不過過程中有些失

誤，感謝剪片的組員提醒我拍攝時的技巧與方法，也在拍攝的過程的學習了許

多。移櫃的過程中，實際行動才發現書櫃其實重得難以移動，拍攝時看大家賣

力揮汗的移動書櫃，以及上架時互相幫助的團隊合作，就覺得組員們真的很用

心在實行這次空間改造的企劃內容，除了為了本組的學分，也為了使讀者能使

用更友善的環境，每次結束後大家拍團照時，都有種完成任務的美好感。 

圖資三 B02106055 歐陽萱： 

我們這組的題目是「系圖空間概念再設計」，在期中討論時我們對於新書

展示區、閱報區、兒讀區和自習區長桌等區域都有一些想法與規劃，但鑑於時

間的關係，我們在實行上只移動了西文圖書書櫃和自習長桌的位置。因為西文

圖書書櫃和長桌之間的距離有些狹窄，我們認為若是交換其位置能減低在此閱

讀、找書時所受到的打擾；而在實際改變位置後，為了將干擾降至最低，所以

我們選擇僅擺放長桌的一邊椅子，另一邊則完全給予找尋書本的讀者使用。 

真正實行移櫃時也遇到許多當初計畫時沒有預料到的事情，像是因為書櫃

老舊，導致移櫃的同時也會擔心書櫃本身的結構解體；另外，其實也有擔心過

移櫃之後效果不如預期，但在整體空間寬敞、舒適度的考量上，我們仍是認為

將之交換是較好的選擇。雖然移櫃、搬書、上架及順架的過程有點無趣，但是

組員共同努力完成目標、互相合作幫助，也讓這次的企劃能夠順利完成。 



13 
 

玖、附錄二─工作分配表 

 

名字 工作內容 

張羽萱 1. 剪輯影片 

2. 製作報告投影片 

游子賢 1. 設計問卷 

2. 撰寫問卷分析 

李柏宣 1. 撰寫結論 

2. 上台報告 

胡岱軒 1. 統籌分配工作 

2. 撰寫實施理念、目標對象、需求評估、規劃設計 

3. 統整與校正書面報告 

4. 上台報告 

陳品臻 1. 撰寫實際執行過程(前兩天) 

2. 拍攝影片、照片 

歐陽萱 1. 撰寫實際執行過程(後兩天) 

2. 拍攝影片、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