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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時代的趨勢潮流，使用者的需求、組織的任務角色，可能產生調整或改變，公

共圖書館也不例外，因此，本文的目的在觀察公共圖書館發展以來，與社區互動的角

色任務，又公共圖書館在未來可致力發展的目標。 

 

 

關鍵詞（Keywords）：角色轉變（Role Transition）；公共圖書社館與社區（Public Library 

and Communities）；社區互動（Community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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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為符合時代趨勢、潮流脈動，不管是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其功能任務在大環

境變動下，可能面臨著調整或改變的狀況。在學者阮甘納桑的圖書館五律中提到：「圖

書館是成長的有機體」，從這一點看來，圖書館也不例外，一本接著一本的「公共圖

書館創新經營」、「二十一世紀公共圖書館新論」、「圖書館的角色定位」、「公共圖書館

新定義」…等，探討著圖書館應面對的新課題。圖書館依其單位及目標分屬各層級，

依臺灣《圖書館法》中將圖書館分為五大類，其中以公共圖書館使用對象之年齡層最

為廣泛，以服務當地社區民為主要對象，其行銷手法、活動推廣往往是五類中最為活

躍的類型。因此在整個世代轉變、交替，直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公共圖書館為自己

做了不同的定位。本文將探討公共圖書館對社區所支援的服務，在歷經幾世紀來，其

角色及任務的轉變，與公共圖書館在未來可朝哪些方向努力。 

 

貳、 公共圖書館的起源與意義 

美國圖書館學家席拉（Jesse H. Shera）表示，若想了解圖書館的功能和角色，可

藉由探討圖書館角色演變的歷史過程加以分析歸納，了解公共圖書館的起源與意義，

能使我們更貼近圖書館服務的核心價值（引自於湯于賢，2007）。 

 

一、   起源 

說到公共圖書館的起源，第一先聯想至美國，因其公共圖書館的蓬勃發展，大家

有目共睹，為其他各國學習之標竿。但根據席拉說法，公共圖書館的起源，非全來自

於美洲，歐洲亦占有重要之地位，早期在 18 世紀興起之讀書俱樂部（book club）、社

會圖書館（social libraries）等組織，變奠定了公共圖書館基礎，而後經移民人士，將

這些概念帶到美洲，促使美國發展正式的公眾閱讀組織，公共圖書館（Shera, 1972）。

盧秀菊老師提出詳細的解說，英國議會早在 1850 年通過《公共圖書館法案（Public 

Library Act）》，為世界最早的公共圖書館法案，准許地方議會組織圖書館，並以地方

稅收維持，但能自由運用之經費預算有其限制，第一座公共圖書館設立於曼徹斯特。

美國方面，在其獨立後，圖書館發展受到了歐洲的刺激，組織模式受到了直接影響，

而歐洲圖書館豐富的收藏內容，讓美國人深受啟發，此為間接影響，公共圖書館取之

於民，用之於民的模式，是美國本土的全新嘗試，為現今的服務型態立下基礎（盧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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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2005）。不久後，於 1854 年波士頓公共圖書館（Boston PubIic Library）成立，被

認為是美國現代公共圖書館發展的重要指標，為第一個經由議會通過法案而成立的市

立圖書館，其經費是由稅收支持，成立的主要宗旨在支持波士頓的成人繼續教育（盧

秀菊，1999）。 

 

二、 意義 

圖書館早期成立的目的在於提供教育的機會和資源，從英國在 17、18 世紀 

成立許多功能類似公共圖書館的各種類型圖書館來說，教區圖書館（Parish Library）

以支援教師的繼續教育為宗旨，館藏多數為神學書籍，又以宗教訓示和啟示心靈的讀

物為主，可見導正社會風氣和教育民眾的意味濃厚；而由讀書俱樂部轉變而來的會員

圖書館（Subscription Library），是社區中讀書人士以「學術研討會」、「讀書會」為基

礎，建立給會員使用的圖書館，並採取會費模式經營，館藏則以學術性質書籍為主

（Johnson,1974/尹定國譯，1983）。美國早期公共圖書館的首要任務是為未受過正規

教育，但想要自我學習的人士提供服務，其理念是人類透過教育將可自我提昇面更加

完美，對於美國公共圖書館發展具重大影響力的人物 Edward Everett 及 George 

Ticknor，亦提出對於公共圖書館的期望，希望藉由此機構的設置能擴大教育機會（盧

秀菊，1999）。 

 

參、 公共圖書館的角色及任務 

分析公共圖書館的起源及意義之後，其設立目標多半以教育為主，宋建成說 

到，美國早期公共圖書館的首要任務，仍是教育的，1880 年代末期開始形成「公共

圖書館是民眾大學」，以提供平等教育機會，支援正規教育為理念（宋建成，1999）。

在歷經二至三個世紀以來，又發展出許多功能任務，所謂公共圖書館的角色與任務，

主要意指在社會中，公共圖書館被成立者，或大眾賦予的職責為何。 

 

一、 傳統指標性角色任務 

公共圖書館以免費形式，提供知識給大眾的形象為人所知，各國專家學者、 

公共圖書館協會亦提出不同見解。1994 年出版的《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第三版，很快成為公共圖書館服務的重要基本方針，宣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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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如下（毛慶禎譯，1994）： 

1. 從小強化兒童的閱讀習慣。 

2. 支援各種層級的正規教育及自我進修。 

3. 提供個人開創發展的機會。 

4. 刺激兒童及青少年的想像力及創造力。 

5. 促進對文化遺產的重視、對藝術的欣賞、對科學成就及發明的尊重。 

6. 讓表演藝術有演出的機會。 

7. 嘗試各種文化, 欣賞其間的差異。 

8. 贊助口語傳統。 

9. 確保居民能夠接觸各種社區資訊。 

10. 對地方性的企業、協會及成長團體提供適當的資訊服務。 

11. 助長資訊及電腦技能的發展。 

12. 贊助及參與各種年齡層的掃除文盲活動, 必要時，可以主動發起這類活動。 

以此國際宣言對應到臺灣，由圖書館學會發表的《圖書館事業白皮書-公共圖書

館》，探討出公共圖書館的核心功能： 

 

1. 建立適用的館藏，辦理各種推廣活動，使成為民眾的社區大學、文化活動中

心、個人學習與心靈加油站。 

2. 蒐集並保存各地方文化資源，俾傳承並發揚鄉土文化。 

3. 結合各地相關資訊，建立「文化與社教資訊服務網」，便於民眾利用網際網

路節點，獲取所需資訊。 

4. 主動服務年長、幼童與肢體障礙讀者，以達成資訊為全民共享的目標。 

5. 各地公共圖書館應與當地其他類型圖書館建立合作關係，於館藏、人力、網

路、參考及推廣等方面，相互支援，謀求資源共享。 

6. 結合當地教育文化機構、團體，倡導地方讀書風氣，推展終身教育活動。 

 

經由各國協會、白皮書制訂，可歸結出公共圖書館的基本宗旨是透過各種形式的

資源與服務來滿足個人和團體在教育、資訊和個人發展，包括娛樂和休閒等方面的需

求（毛慶禎譯，2007）。曾淑賢提到，一般而言，鄉鎮圖書館所扮演的是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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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休閒中心的角色（曾淑賢，2007），這是公共圖書館從發展以來最核心的四大

功能。 

 

細部以社區作為探討方向，可發現公共圖書館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許多

推廣項目都以社區作為主要對象，歸納各協會提出公共圖書館所應具備的任務項目，

整理出圖書館之於社區應扮演的角色： 

 

表 1 公共圖書館社區服務角色一覽表 

來源 社區服務的角色 功能歸類 

1. 社區活動中心：公共圖書館是社區居民活動、聚會、服務

的中心點。 

休閒 美國公共圖書館協

會(PLA, 1987) 

2. 社區資訊中心：公共圖書館提供社區之最新消息，其中包

括社區組織、議題與服務等消息的交換。 

資訊 

美國圖書館學會

(ALA, 1982) 

1. 充實文化：提供聚會場所，以應社會或各種文化活動之

需，以充實當地社區文化生活，提高文化水準。 

文化 

1. 確保居民能夠接觸各種社區資訊。 資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1994) 2. 對地方性的企業、協會及成長團體提供適當的資訊服務。 資訊 

1. 建立適用的館藏，辦理各種推廣活動，使成為民眾的社區

大學、文化活動中心、個人學習與心靈加油站。 

教育 

2. 蒐集並保存各地方文化資源，俾傳承並發揚鄉土文化。 文化 

中國圖書館學會

(2000) 

3. 結合當地教育文化機構、團體，倡導地方讀書風氣，推展

終身教育活動。 

教育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由統整的表格內容可看出，公共圖書館的任務指標跟社區息息相關，且涵蓋了資

訊、文化、教育、休閒四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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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社區與公共圖書館的關係建立 

圖書館的活動舞台正向社區以及家庭延伸，與社區結成緊密的聯繫，成為社區服

務的一環（吳建中，2002）。尤其隨著社會脈動、讀者多元化的資訊需求、配合政府

社區總體營造等環境，及社區特性來蒐集特色資料、提供資訊、辦理活動，已經與社

區居民生活建立密不可分的關係；更由於終身學習社會的來臨，遍佈於全省各個社區

的公共圖書館，更成為社區的文化中心、學習中心及資訊中心（曾淑賢、陳麗君、李

嫣紅、王佩玲，1999）。公共圖書館立基於四大功能，以此探討社區與公共圖書館關

係連結。 

 

(一) 社區資訊中心 

社區的成員，無論是兒童還是老年人，基於人都有的好奇心，對學習、對專 

業、對日常生活的需求，需要獲得各種各樣的訊息和知識，以及各種關於人的活動紀

錄，圖書館的任務就是根據這些需求，向每一個社區居民提供最合適的訊息和知識（吳

建中，2002）。以細部需求來說明，顏淑芬在研究結果中說到，社區資訊中心須確保

提供能滿足社區居民需求的資訊，特別是求職、教育、醫療等個人生存及發展密切相

關的資訊，以協助縮小因無法取得上述重要資訊所形成的資訊落差（顏淑芬，1999）。 

 

(二) 社區文化中心 

現代化公共圖書館成為社區文化中心已是必然的趨勢，公共圖書館利用其人員、

設備及圖書資料，進行文化的保存、承傳與推廣，邀請社區耆老和地方上生活技藝的

專家師傅，舉辦演講、展覽、音樂欣賞、藝文研習等各項文化活動，不但使社區居民

正視傳統文化之可貴，更可激發民眾珍惜社區文化資源，並發揚光大的共識（吳美清，

1997）。 

 

(三) 社區教育中心 

文建會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教育部推行「終身學習」概念，促使公共圖 

書館逐漸成為民眾終身學習的重要據點，與社區教育的主流機構；尤其面對資訊社會

的衝擊，基於網路所帶來的方便性，讓公共圖書館更成為社區的網路學習中心，藉以

縮短城鄉數位落差（林勤敏，2004）。網際網路的發達，其潛在危機是城鄉間數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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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情形，公共圖書館除提供社區居民基本資訊素養之教育及訓練機會之外，亦須提

供設備館藏及館內專業人員，可讓處於不利境地的資訊弱勢者，提高其職業競爭力與

個人教育發展的素養訓練（顏淑芬，1999）。 

 

(四) 社區休閒中心 

在汲汲營營的生活中，有時需要一個場所來調劑一整天的緊繃情緒，公共圖 

書館也被賦予了休閒功能，根據湯于賢的研究指出，民眾基於心理動機、生理動機、

外部動機，對於公共圖書館的需求已不只是借還書，而是將圖書館視為日常生活中的

休閒場所之一。除了打發多餘時間，民眾也從休閒活動中得到增進知識、自我學習上

的效益，或是從圖書館資源中獲取休閒的相關資訊（湯于賢，2008）。 

 

伍、 公共圖書館與社區發展新視角─生活學習中心 

公共圖書館本著此四大指標功能，與社區共同發展出良好的互動關係，但隨時

代的進步、公共圖書館營運慢慢遭遇到一些困難，例如使用率低落，針對此現象，公

共圖書館已慢慢轉型，演化出新功能、角色。在文建會於 2005 年的「鄉鎮市圖書館

轉型為地方生活學習中心計畫」推動下，台灣部份鄉鎮圖書館轉型為「生活學習中

心」，此角色所負擔的任務與原先的四大功能並不完全相同（曾淑賢，2007）。其目標

希望讓原本靜態的鄉鎮市圖書館，轉型為動態的資訊中心、安親班、書店、讀書會等，

成為地方文化藝術的據點，成為文化、藝術和文史工作者的「基地」，讓圖書館成為

未來文化發展的育成中心（薛茂松，2006）。以雲林縣古坑鄉立圖書館為例，95%人

口從事務農，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外，根本沒時間閱讀，更別提踏進圖書館，因此就算

有再豐富的農業類館藏，誰會去翻看呢？因此以「每個人都是一本好書出發」，網羅

古坑鄉更多、更豐富的無形館藏，並致力於發展從行動中學習的新概念（張國權等，

2006）。 

 

鄉鎮市圖書館轉型「生活學習中心」，應該許多人會產生不少疑惑，跟以往的圖

書館功能有何不同呢？圖書館的基本四大指標，幾乎涵蓋了社區生活所有的面向，但

其積極性卻有待加強。生活學習中心著重的核心概念在於公共圖書館必需主動出擊，

而非苦等民眾前來使用，例如雲林縣古坑鄉圖書館，結合地方產業「咖啡」，與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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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多年的咖啡商合作，將古坑鄉的咖啡推展出去，展現圖書館不只文化傳遞的一

面。另外亦徵召圖書館文化導覽員，讓辛苦徵集而來的資料、文物，透過專業的導覽

員介紹，讓民眾們更加了解，也加深圖書館與大眾的互動。 

 

陸、 未來展望 

生活學習中心是公共圖書館給自己定位的新角色，但隨著社會的演進，在未 

來，圖書館必定也需因應需求，將有更多元及明確的角色任務。 

 

一、社會責任輔導中心 

當大眾要定義一個組織機構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時，將關注到其所擔負的社 

會責任，換言之，組織特性、其對於社會的利益都將被審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社

會也因營利、非營利組織主動發起的責任而受惠。根據學者 Kramer 分析，非營利組

織在社會中應具備開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價值維護、服務提供，四種角色及功能

（台灣公益資訊中心，2001）。公共圖書館可說是非營利組織的象徵性機構，針對倡

導的任務，在越來越重視回饋的社會，可擔負起倡導及輔導的主要角色，不管營利組

織或非營利組織，都是圖書館的輔導的對象。 

 

二、資訊倫理推廣中心 

在網際網路蓬勃的發展之下，網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隨之產生的是倫理及隱

私的問題，雖然資訊取得便利，但也讓使用者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最可怕的是其強

大的優勢，容易遮掩住缺點，往往到事件發生後，才知道自己的權益已受損。自稱為

資訊守門人的圖書館，應正視資訊倫理的問題，尤其是公共圖書館，為大眾知識、資

訊的接收要道，更應致力於推動正確的觀念。 

柒、 結論與建議 

以圖書館的類型來說，屬公共圖書館服務的服務對象群最為廣泛，其影響力能

傳達到社會各階層人士，因此，公共圖書館必須重視這項特質，具有不安於現況的精

神，積極發現自己還能提供服務的面向，避免功能一成不變。加上資訊科技 web2.0

的應用日漸提升，許多圖書館亦開始思索應如何利用 web2.0 進行推廣、宣傳（王美

玉，2009）。有鑒於此，圖書館應定期檢視其任務與目標，在大範圍的角色下，勢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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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許多策略指標以達成角色任務，經由每段固定期間的檢視，對自我產生新的期

許，亦可從中發現未來可致力的方向，將對提升圖書館服務有更積極的幫助，如此一

來所擔任的角色任務可更加多元化，也更貼近服務對象的生活，發揮圖書館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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