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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圖書館是兒童獲取資訊與知識，接觸世界的公共機構。理想的兒童服務

空間不論在空間規劃、家具設備或氛圍營造，都要能呼應兒童發展特性，由空間

設計回應兒童的需求，幫助兒童在利用圖書館過程中建立閱讀興趣，獲得各種學

習體驗的機會。本研究首先分析國內外有關公共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設計的文獻，

歸納兒童服務空間規劃設計之相關原則。接著，根據文獻分析結果，編修製成「實

體環境觀察檢核表」及「觀察紀錄表」作為研究工具。選取民國98到101年間進行

圖書館空間環境改造且成果優良的八所中部地區公共圖書館作為研究對象，實地

參觀訪問圖書館，繪製平面配置圖，並對空間配置加以評析。研究結果發現公共

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設計形式可分為獨立樓層空間、獨立隔間和開放式空間三種。

此外，本研究提出10條兒童服務空間規劃與設計原則，並且提供實務規劃上可行

的做法，期能作為未來規劃設計公共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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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Public library is the place that children acquir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n Ideal 

children library can adapt to children’s need, help children exploring the world through 

reading. This study reviewed related studies to summarize several principles of children 

space design in public library, and conclude “physical environment checklist” and 

“functional area sheet” as research tools. Observations are applied in the study to 

examine eight awarded public libraries. The finding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hildren space, including independent floor space, a separate room and an open area. 

Libraries choose the most suitable type according to their size and number of floors. 

Twenty-three principles of children space and furniture design are also found out. 

Overall, these findings can be used in public library for children space design in the 

future. 

關鍵詞彙：公共圖書館、兒童空間、空間規劃 

Keyword: public library, children space, space planning 

壹、前言 

兒童時期是個體發展過程中最具可塑性的階段。公共圖書館作為開放給各發

展階段的兒童自由利用的公共設施，創造適合兒童活動與刺激學習的環境，提供

多元化的館藏與服務，幫助兒童透過閱讀更加了解自己及生活環境，增廣其知識

視野，促進學習與智力發展；激勵兒童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培養終身學習的閱讀

習慣與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在許多國家裡，公共圖書館不僅是兒童獲取資訊與

知識的地方，更是兒童參與社會，表達社會文化與未來期望的場所(Waters, 1987; 

Drotner, 2009; Oyarzun, Keller and Imhoff, 2009; Feinberg & Keller, 2010；鄭雪玫，

1993)。 

1996年美國班頓基金會(Benton Foundation)調查一般大眾對公共圖書館的態度

與看法，發現「提供兒童閱讀和其他活動」居圖書館服務榜首，有高達95%民眾認

為圖書館推展兒童服務的必要性，並且相信圖書館能提供兒童社會教育的機會（宋

雪芳，2011）。許多學者指出環境會影響兒童閱讀素養與學習，有助於兒童學習

的環境必須能帶給兒童正向感受，提供豐富可近用的資源及多元學習體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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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刺激兒童主動學習，並且讓兒童環境中與社會他人互動，一起分享資訊與學習

經驗（Miller, 1990; Sannwald, 2001; Anna, 2009 ; Morrow, 2014）。為強化公共圖書

館兒童服務工作，國外圖書館紛紛設立兒童專屬圖書館或專屬服務空間，例如智

利Santiago Public Library為不同發展階段兒童之不同需求分別設置專區 (Oyarzun, 

Keller & Imhoff, 2009)；日本建造了「國際兒童圖書館」(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曾淑賢，2003）；韓國也打造了兒童暨青少年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fo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 (The National Library for Children & 

Young Adult, 2005)。公共圖書館規劃兒童服務空間時，不論是空間規劃、家具設

備或氛圍營造，須配合兒童發展特性，使空間回應兒童需求，發揮支持兒童在館

內從事各種館藏利用及學習活動的功能（Lushington, 2008, pp.8-9; 吳可久，2013）。 

近年來，我國政府挹注大筆經費協助公共圖書館進行空間改善，民國98至101

年執行的「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改善140餘所圖書館閱讀環境；

民國102至105年持續推動「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 102-105年圖書館創新服務發展計

畫」（教育部，2013），大多數圖書館在空間改善時，都將兒童服務空間列為修

繕或改善的重點（柯皓仁，2011，頁48-49）。綜觀目前國內現況，有關整體兒童

服務空間規劃與空間配置的研究甚少，許多圖書館進行空間改造時常遭遇到因缺

乏空間規劃經驗或設計與規劃不夠細緻等困難。因此，本研究以民國98至101年已

完成空間改善之中部地區八所公共圖書館為研究對象，實地參訪圖書館兒童服務

空間，了解我國公共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規劃設計情形，並提出公共圖書館服務

兒童空間規劃設計建議。期望本研究成果可提供國內公共圖書館進行兒童服務空

間規劃之參考。 

貳、文獻分析 

  兒童是獨立的個體，在空間的使用上有其獨特性，公共圖書館規劃兒童使用

的空間時，應考量兒童發展特性與需要來進行設計。兒童服務空間的位置最好讓

兒童進入圖書館後就能輕易找到，許多文獻建議兒童空間應設於圖書館主要樓層

鄰近入口處，並與成人讀者之動線有所區隔（林金枝，1992；經濟部中央標準局，

1996；The Library Association, 1991; Lushington, 2008）。 

  英國圖書館學會出版的《兒童與青少年：圖書館學會給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指

南》中，建議圖書館應該考量兒童需求，劃分不同使用功能區域，並為五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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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提供專區，設置家庭作業和閱讀區、活動區、儲藏空間、提供家長適用館藏、

設置廁所和盥洗設備及哺乳室。家具和設備應方面，圖書館應設有書架、櫃台、

查詢桌及公用目錄、桌子和椅子、展示設備和布告欄等家具，並且符合安全、牢

固，具有好的品質；家具有豐富色彩和創意，高度適合各年齡兒童使用。另外，

圖書館應提供圖畫書、硬頁書、視聽及電腦軟硬體、玩具和遊戲等資源，並且透

過展示書封來吸引兒童使用(The Library Association, 1991, pp.14-16)。 

  我國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公共圖書館建築設備國家標準(CNS13612)是國內歷年

來對兒童服務空間建築設備規範較為詳盡的規定，是公共圖書館規劃兒童服務空

間時重要依據（曾淑賢，2005）。表1臚列出該規範中有關兒童室的配置原則：（經

濟部中央標準局，1996） 

表1 公共圖書館建築設備國家標準－兒童室配置相關規範 

條號 條文內容 

 6.2.6.1 （兒童室）宜設於地面層鄰近入口處，並與成人讀者之動線有

所區隔。若安排在地下室或二樓，則應靠近樓梯，並與流通服

務台相近，俾流通館員可兼帶看顧。 

 6.2.6.2 兒童對安全的適應能力較差，室內之陳設、窗戶、樓梯、出入

口等，皆應注意安全。如果室內空間不夠寬廣，應避免擺設過

多家具，宜保留空間，以便利兒童走動。 

 6.2.6.3 兒童室內的空間配置應以矮書架或家具略加分隔為流通區、幼

兒區、學齡兒童區、活動區。圖畫書宜置於近入口處，以吸引

兒童讀者。幼兒區宜安排在館員視線可及之處，其空間約為學

齡兒童區的二分之一。 

 6.2.6.4 兒童室之服務台應位於適中地點，使館員能顧及全室，且方便

與讀者接觸。參考資料、目錄區及幼兒區應接近服務台，使之

成為該市的中樞地帶。 

 8.8.2.4 兒童室是圖書館最活潑的地方，其用色應該活潑且富有朝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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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號 條文內容 

 9.1.2 (3)兒童室之家具規格應適合兒童之身高體位，閱讀桌椅高度應

能做適度調整，以備不同年齡兒童使用。 

 9.1.6  (3)兒童區之家具設備為吸引兒童進入圖書館閱覽，可選擇較活

潑明亮之色彩，惟應顧及館內整體環境色彩之調和。 

 9.2.1.1 (1)常用書架分單面及雙面兩種，通常以高210公分（兒童用高

154公分）、寬90.5或94.5公分、深30或50公分為宜。 

 9.2.5 (1)一般閱覽室、兒童室宜採多人用閱覽桌，研究小間配置單人

用閱覽桌，圖書閱覽區與參考服務區得採兩者混合配置。 

 

  國際標準組織《圖書館建築空間、功能和設計的技術報告》(ISO/TR 11219: 

2012(E))指出，由於兒童通常容易發出聲音，因此兒童服務空間應與圖書館其他安

靜服務區分隔開來，最好能是一個獨立的隔間。安全性是設計時特別重要的議題。

空間設計上，必須為不同年齡層兒童，以及特殊需求兒童提供明確的分區，包含

嬰幼兒、較年幼的兒童以及學齡兒童，同時也要能歡迎成人陪伴者使用，並且設

置團體工作空間及電腦使用空間等。設備方面，應具靈活性，以利不同活動需要

做彈性調整運用；空間內的裝飾物和家具應富創造性和想像力；應設置能展示書

封的書架。其他該注意的細節包含：(1)廁所和水槽適合兒童身高；(2)提供尿布更

換檯；(3)有嬰兒車停放空間；(4)筆電閱讀區和故事區分開；(5)設有舉辦推廣活動

的空間或隔間，並配有資訊設備；(6)有白板或黑板供活動使用；(7)能展示海報或

兒童手作作品的家具或設備(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12)。 

  Sannwald(2007)建議為兒童規劃圖書館空間時，應考量六項原則：(1)吸引性，

能歡迎兒童進入使用；(2)家具符合兒童生理需要，尺寸兼顧新生兒到五年級的兒

童生理發展；(3)燈光照明能營造溫馨並鼓勵閱讀的氛圍；(4)手作區易維護，家具

與地板耐用且易清潔；(5)提供親子空間，設置親子閱讀椅或板凳等，方便家長陪

同小孩進行閱讀和其他活動；(6)提供多媒體與電子設備，為兒童規劃電腦區，讓

兒童自由地體驗數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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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shington指出兒童服務空間劃分應包含：顯而易見的入口處、兒童服務台、

嬰兒、幼兒及學齡前區、家長和教師區、學齡兒童瀏覽／閱讀區，應設有電腦設

備、學習和家庭作業區、表演和活動區、多媒體設備區、手作活動區，其他空間

則有廁所、館員辦公室、館員工作站和儲藏室。其認為兒童服務空間設計應使空

間結合創意性、功能性和空間靈活性；提供兒童各種活動需要的空間，並使空間

能因應不同兒童族群更換展示或擺設。另外，空間能使家長和兒童感覺到溫暖與

友善，讓家長有機會和兒童坐在一起享受閱讀的樂趣(Lushington, 2002; Lushington, 

2008)。 

  吳可久（2013）認為兒童服務空間規劃設計的最高原則必須顧及安全性，增

進兒童社會性、培養其情緒、啟蒙其智慧與美感，並且要能夠避免意外的傷害及

疾病的傳播，空間動線的基本原則是不迂迴、不重疊，以節省大多數使用者的時

間，增進館員工作效率為主。 

  綜合而言，圖書館規劃空間時應考量兒童發展特性及滿足兒童需求，以安全

性為最高指導原則，讓兒童能安心地使用。空間配置須能讓每個兒童都能在圖書

館找到適合他們使用的地方。將幼兒區和較年長兒童空間區分開、安靜與與活動

區分離。設置安全的學齡前嬰幼兒區及親子共讀空間，讓嬰幼兒能自由探索，父

母和嬰幼兒能進行共讀學習。學齡兒童大多能自己選書進行閱讀，利用展示書架

將豐富圖案和色彩的書封呈現出來，幫助兒童瀏覽和利用館藏，提供舒適的環境

讓兒童享受閱讀樂趣；設置讓兒童做家庭作業、團體討論學習的空間；為兒童規

劃電腦使用區域，提供適合兒童的網站及電子資源。家具方面應設置不同高度的

閱覽桌椅，或者設置可以彈性調整高度的桌椅，讓兒童依個別需要選擇最適合的

高度使用。明亮活潑的色彩、樣式多元的家具與裝飾物，能增加視覺效果，也使

空間更具活潑和創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八所公共圖書館為研究對象，這八館都係於民國98至101年

接受教育部補助「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計畫」，執行閱讀環境空間改

善計畫的圖書館（參見表2）。本研究採觀察法進行。研究者實地走訪個案圖書館

觀察兒童服務空間，利用「觀察紀錄表」及「實體環境觀察檢核表」紀錄空間配

置情形。「觀察紀錄表」係參考Lushington(2008)一書附錄的圖書館功能區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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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編修設計，紀錄重點包含兒童服務空間所提供之各功能區空間配置、家具設備

尺寸、數量及材質、提供兒童使用之館藏及相關資源，以及兒童服務空間與館內

其他功能空間位置關係。「實體環境觀察檢核表」則係以Sannwald(2001)在「Checklist 

of library building design considerations」一書中針對兒童使用的環境設備提出的檢

核項目為基礎，再依本文文獻分析內容，及參考我國相關法規規範進行編修，歸

納出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規劃配置相關原則，事先擬定出檢核項目（參見附錄）。

惟進行觀察記錄時，各項空間及氛圍要素可能因個人主觀認定而有不同，是為本

研究之限制。 

表2 研究對象一覽表 

計畫年度 館別 圖書館面積

(m2) 

兒童服務空間

面積(m2) 

98 臺中市霧峰區圖書館 6777.00 151.00 

98 南投縣草屯鎮立圖書館 2057.00 117.00 

98 彰化縣秀水鄉立圖書館 750.00 106.00 

99 南投縣埔里鎮立圖書館 1265.60 400.00 

100 彰化縣竹塘鄉立圖書館 541.00 88.00 

100 臺中市清水區圖書館 2318.68 230.60 

100 彰化縣溪湖鎮立圖書館 1528.45 169.46 

100 苗栗縣獅潭鄉立圖書館 516.35 96.00 

 

研究者實地走訪研究場域觀察時，除了製作觀察紀錄外，另外繪製個案圖書

館之兒童服務空間所在樓層平面圖及兒童服務空間規劃配置圖。前者目的在了解

從圖書館入口處到兒童服務空間的動線，以及該區與其他服務區域位置的關係；

後者則幫助了解兒童服務空間中不同功能區域配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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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茲就整體空間規劃與閱讀氛圍營造兩個面向進行討論，並將觀察結果與文獻

進行對照。 

一、整體空間規劃 

  整體空間規劃方面，分別就空間區隔形式與出入口設計、動線和高架地板設

計等探討個案館兒童服務空間情形。 

（一）空間區隔形式與出入口設計 

  八所個案館的兒童服務空間和其他服務區域區隔的設計形式可歸納為三種：

獨立樓層空間、獨立隔間和開放式空間。獨立樓層空間係圖書館其中一整個樓層

規劃為兒童服務空間使用。獨立隔間和開放式空間都係將兒童服務空間與其他服

務區設置於圖書館中某樓層之一隅，差別在前者有隔間牆面設計，後者則無。 

1. 獨立樓層空間 

  草屯與埔里鎮立圖書館的兒童服務空間都設置於圖書館二樓，整個樓層空

間都作為提供兒童服務之用。兩館都以鮮艷且活潑可愛的圖案設計兒童服務空

間專屬入口。草屯圖書館以彩繪拱門牆面，埔里圖書館則係利用可愛動物圖案

及文字標示出「童書樂園」和「Children’s Room」，讓兒童知道這是屬於他們

的空間（參見圖1）。 

 
 

草屯鎮立圖書館 埔里鎮立圖書館 

圖1 草屯、埔里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入口設計 

2. 獨立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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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水、清水和獅潭圖書館的兒童服務空間和館內其他服務區域共同設置在

同一樓層，這三個館都為兒童服務空間設計了專屬的入口，並且搭配指標系統

標示「兒童閱覽室」，讓兒童知道這是屬於他們的空間。秀水圖書館以藍色馬

賽克拼貼設計拱門造型入口，與空間內的海洋世界氛圍相呼應；清水和獅潭圖

書館的兒童服務空間則用木質地板來和其他服務區域作區隔，並且分別以展示

書封的書架陳列兒童相關館藏，以及利用造型入口讓兒童可以直接看到空間裡

面，以繽紛的色彩和造型豐富的家具設備吸引兒童進入（參見圖2）。 

   

秀水鄉立圖書館 清水區圖書館 獅潭鄉立圖書館 

圖2 秀水、清水、獅潭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入口設計 

3. 開放式空間 

  霧峰、竹塘和溪湖圖書館的兒童服務空間都位於館內主要樓層，都利用高

架木板和館內其他服務區域作區隔，屬開放式空間設計（參見圖3）。使用者

在圖書館其他區域就能一覽兒童服務空間相關的空間規劃和家具設備，利用豐

富的色彩、特別造型或裝飾，以及適合兒童使用的家具設備規格，讓兒童與家

長知道這是屬於他們的空間。 

   

霧峰區圖書館 竹塘鄉立圖書館 溪湖鎮立圖書館 

圖3 霧峰、竹塘、溪湖圖書館兒童服務空間為開放式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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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三種設計方式，獨立樓層空間設計適合樓層數較多的圖書館，將不同樓

層規劃服務不同對象的使用者，此種設計較能有效避免兒童的活動音量太大影響

到圖書館其他區域。建議圖書館將兒童服務空間設置在主要樓層，並且設計活潑

童趣的入口，讓兒童一進入圖書館就能被吸引；若設置於其他樓層，也應讓兒童

一抵達該樓層時就能立即看見兒童服務空間入口。獨立隔間和開放式空間設計則

較適合樓層數較少的圖書館。獨立隔間能利用隔間牆面以減少兒童聲音干擾到圖

書館其他服務空間的音量，適合樓地板面積較大者。開放式空間的視野穿透性佳，

能使空間看起來更為寬敞，較適合圖書館樓地板面積較小者。不過，這兩種設計

因為都和圖書館其他服務空間共用同一樓層，因此空間設計時必須注重隔音，像

是在牆面設置吸音海綿，或懸吊具吸音效果的物品，以兼顧整個圖書館服務需要。 

（二）動線 

  讀者從圖書館入口進入後到兒童服務空間的動線，分別探討兒童服務空間的

設置樓層、與其他服務區域位置相鄰的關係。 

1. 設置樓層 

  八所個案館中，除了草屯和埔里圖書館的兒童服務空間設置於二樓外，其餘

六館都將兒童服務空間配置在圖書館入口層，即主要樓層（參見表3）。從文獻分

析中得知，許多學者和相關規範都建議兒童服務空間設置在圖書館主要樓層，草

屯、埔里兩館雖設置於二樓，但是兩館都在電梯和樓梯口處能明顯看到兒童服務

空間的入口，仍符合我國國家標準(CNS13612)中「…（兒童室）若安排在地下室

或二樓，則應靠近樓梯」的規範要求。 

表3 個案館兒童服務空間設置樓層 

館別 兒童服務空間設置樓層 

霧峰 主要樓層（一樓） 

草屯 二樓 

秀水 主要樓層 

竹塘 主要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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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兒童服務空間設置樓層 

清水 主要樓層（一樓） 

溪湖 主要樓層（一樓） 

獅潭 主要樓層（一樓） 

埔里 二樓 

 

2. 鄰近服務區 

  採獨立空間和開放式空間設計的圖書館，其兒童服務空間都與館內其他服

務區域配置於同一樓層，因此進一步探討兒童服務空間的鄰近服務區。從表4

來看，兒童服務空間最多的相鄰區域係圖書館入口和服務暨流通櫃台，符合

CNS13612中「（兒童室）宜設於地面層鄰近入口處……」，鄰近服務暨流通

櫃台有助於館員就近照看兒童活動情形。另外，六所個案館的兒童服務空間和

期刊及閱報區都設置在同一樓層且位置相近，可能是為了便於祖父母帶領兒童

一起利用圖書館，讓祖父母能就近使用期刊和報紙館藏時也能照顧到兒童。 

表4 兒童服務空間與其他服務區域相鄰情形 

館別 
圖書館 

入口 

服務暨 

流通櫃台 

期刊及 

閱報區 

開架 

閱覽區 

電腦及多

媒體區 

館員 

辦公室 

霧峰       

秀水   △ △   

竹塘   △ △ △ △ 

清水   △    

溪湖   △    

獅潭   △    

備註：設置於同一樓層，且與兒童服務空間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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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圖書館 

入口 

服務暨 

流通櫃台 

期刊及 

閱報區 

開架 

閱覽區 

電腦及多

媒體區 

館員 

辦公室 

   △設置於同一樓層，且與兒童服務空間間隔一個服務區域 

   設置於同一樓層，且與兒童服務空間間隔兩個以上服務區域 

   與兒童服務空間設置於不同樓層 

  

（三）高架地板 

  八所個案館的兒童服務空間都設計了高架地板空間，不過，對於高架木板距

離地面的高度，國內目前尚無相關標準。本研究參考薛茂松（2013a, b）建議地板

高度不宜超過15公分來檢核各館，由表5可發現大多數館的高架木板都超過其建議

標準。另外，各館地板高低階差的地方都沒有做安全措施，像是鋪設安全軟墊或

以鮮艷色彩區隔，兒童容易因未留意而跌倒受傷。 

 

表5 個案館高架木板高度 

館別 高架木板高度(cm) 木板區域 地板前緣下設計 

霧峰 23 整體空間 鞋櫃 

草屯 17/14 漫畫書區/嬰幼兒區 鞋櫃/無 

秀水 25/8 部分區域/嬰幼兒區 鞋櫃/無 

竹塘 17 整體空間 鞋櫃 

清水 19 部分區域 鞋櫃 

溪湖 20 整體空間 鞋櫃 

獅潭 15 部分區域 鞋櫃 

埔里 樓梯夾層空間 部分區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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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八所個案館進入高架木板空間時都必須脫鞋，雖然各館都將地板前緣

下設計為鞋櫃，部分館在入口處還擺放鞋櫃讓兒童使用，但是各館仍有鞋子亂放

的情形（參見圖4）。究其原因，可能有鞋櫃容量不足、鞋子高度較高無法放進鞋

櫃裡，或是使用者未依照館方指示而隨便放置。因此，兒童服務空間鋪設高架地

板時，建議須事先考量是否要求讀者脫鞋後入內，以及脫鞋後鞋子擺放的問題。 

  

圖4 個案館高架地板與鞋子放置問題 

 

二、閱讀氛圍營造 

  兒童服務空間是活潑的地方，色彩豐富、活潑且富有朝氣，圖書館可利用布

置和裝飾物來襯托與傳遞空間氛圍。本研究從天花板、柱面、牆面和家具四個面

向分析與討論個案館閱讀氛圍營造方式。 

（一）天花板 

  個案館中有七所在天花板做了特別裝飾和設計來營造空間氛圍。天花板裝飾

可歸類為兩種（參見表6）。常見的設計是懸吊幾何造型的彩色木板，能使空間氛

圍顯得活潑有變化，此外，木板中間還可嵌入筒燈加強照明，兼負加強照明的功

能，有超過半數的個案館採用此類設計。另一種天花板的裝飾和設計則是利用各

種素材來製作不同變化的圖案或標語來懸掛，例如霧峰圖書館以正向標語來營造

鼓勵閱讀的氛圍；而埔里圖書館在照明燈管下方裝設波浪型透明隔板，及蝴蝶造

型圖案裝飾，除了兼具防止眩光的功能性外，也帶來輕鬆活潑的感受。 

表6 個案館天花板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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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裝飾 照片 

懸吊彩色造型板 

  

懸掛正向標語或

造型圖案 

  

 

（二）柱面設計 

  八所個案館中有六所的樑柱有做裝飾，從表7來看，個案館的柱面裝飾可歸納

為三種設計類型：第一種為柱面配合空間主題來彩繪或裝飾，如霧峰圖書館搭配

空間「書香迷宮」主題，將樑柱彩繪為大樹樣式，樹上有鳥類生物，再搭配周圍

盆栽擺飾，營造出叢林迷宮的氛圍；秀水圖書館搭配海底世界主題彩繪樑柱的圖

案。第二種設計係將樑柱設計為閱讀桌椅，例如草屯和竹塘圖書館都將樑柱設計

為環形閱讀座椅，秀水圖書館將樑柱裝飾為大樹，作為閱讀桌使用，營造在樹下

閱讀的氛圍。第三種設計係利用柱面張貼知識與學習素材，例如獅潭圖書館在柱

面上張貼唐詩詩句；埔里圖書館則以長頸鹿圖案融入中國圖書分類法0到9類的趣

味數來寶，利用環境刺激兒童潛移默化的學習。 

 

 

表7 個案館柱面裝飾 

柱面裝飾 照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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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面裝飾 照片及說明 

配合空間主題

彩繪圖案 
 

霧峰以「書香迷宮」主題彩繪 

 

秀水以「海底世界」主題彩繪 

將樑柱設計為

閱讀桌椅   

草屯（左）及竹塘（右）將樑

柱設計為環形閱讀座椅 

 

秀水鄉立圖書館將樑柱裝飾

為大樹，樹下設計為閱讀桌 

柱面張貼知識

與學習素材  

獅潭在柱面張貼唐詩詩句 

 

埔里張貼可愛圖案及圖書分

類法0到9類的趣味數來寶 

  

（三）牆面設計 

  八所個案館中有六所在牆面進行裝飾，從表8可以看到個案館的牆面裝飾可分

成三種：第一種是在空間牆面空白處彩繪或布置活潑可愛的圖案來營造活潑氛圍；

第二種乃利用牆面作為展示空間，像是展示兒童畫作，或張貼圖書館相關的文宣

和海報；第三種則是將牆面作為兒童學習補給站，例如放置為兒童設計的學習單，

鼓勵兒童進行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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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個案館牆面裝飾 

牆面設計方式 照片 

彩繪或張貼活

潑可愛的圖案 

  

利用牆面作為

展示空間 

  

牆面作為兒童

學習補給站 

 

  

  整體來說，兒童服務空間內以活潑可愛的圖案裝飾，不論是天花板、柱面或

牆面的特殊裝飾或圖案，都能讓空間看起來富有變化，營造出兒童服務空間閱讀

和活潑的氛圍。 

（四）家具 

1. 色彩與造型 

  從文獻分析得知，兒童服務空間利用色彩鮮艷、特殊造型的家具，不僅讓空

間更具創意，還能增添趣味性。本研究許多個案館不論是在書架或閱讀桌椅，都

使用多種顏色組合，讓空間色彩豐富多元（參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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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利用家具色彩營造空間氛圍 

  沙發材質座椅讓人比較想去使用，能帶給人舒適的感覺，本研究個案館大多

也都有設置沙發或柔軟材質的閱讀座椅讓讀者使用。特殊造型的家具，或者家具

上彩繪造型圖案，都能吸引兒童目光，例如埔里圖書館的火車造型閱讀椅、霧峰

圖書館的蘋果造型閱讀椅、清水圖書館不規則形狀的軟墊造型座椅、獅潭圖書館

的大象造型書架等，都讓空間更有創意感（參見圖6）。 

 

圖6 利用造型家具營造空間氛圍 

2. 規格尺寸 

  家具尺寸須符合兒童身高，並且顧及不同年齡層兒童。依我國公共圖書館建

築設備國家標準規範，兒童用書架高度以不超過154公分為宜。從表9來看，霧峰、

秀水及清水三館圖書館的書架高度全部皆低於154公分，符合規範要求；草屯、竹

塘、溪湖、獅潭及埔里五館的兒童服務空間內大部分書架符合規範標準，但是都

有少數幾組書架高度較高，不便於兒童使用。嬰幼兒區書架方面，依我國兒童生

長曲線百分位圖得知五歲幼兒身高百分位五十者，女孩與男孩分別為109及110公

分（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2），再參考林勇（1997）人體身高與家具規格

概算比，個體眼視線高度為身高x0.92、可存取物品最高點為身高x1.17，換算後發

現，110公分幼兒眼視線高度為101.2公分，可存取物品最高點為128.7公分。個案

館中，清水和溪湖二館的嬰幼兒閱讀區書架高度皆為超過幼兒可存取物品最高點，

館藏若放置於較高層的書架上，嬰幼兒恐難以自由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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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個案館書架高度 

館別 

嬰幼兒閱讀區 

書架高度(cm) 

兒童書區書架高度(cm) 

最低 最高 

霧峰 50 81 118 

草屯 40 121 198 

秀水 54 37 114 

竹塘 75 75 220 

清水 153 119.5 153 

溪湖 152 92 188 

獅潭 67 75 210 

埔里 46~76 90 155 

 

  閱讀桌、椅方面，本研究以我國教育部統計處公布之102學年度六歲至12歲男

女學童身高及體重平均值，再對照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課桌椅規格」，找出12歲

以下兒童適用桌高為70.7公分以下，適用椅高為39.9公分以下。從表10來看，大部

分圖書館係以提供固定式高度的閱讀桌椅為主，多數館都能提供兩種以上不同高

度供兒童選用。個案館的閱讀桌高範圍從45至75公分不等；座椅高度大部分介於

25到39公分的區間內。由於本研究取用的身高係以平均身高為標準，但是兒童在

學齡階段生理發展的身高差異較大，部分個案館的桌椅高度雖然低於或超過本研

究取用的桌高和椅高標準，但仍能適合部分身高發展較慢或較快的兒童使用。 

表10 個案館閱覽桌、椅高度 

館別 

閱覽桌高（cm） 閱覽座椅高（cm） 

固定高度 可調整高度 固定高度 可調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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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別 

閱覽桌高（cm） 閱覽座椅高（cm） 

固定高度 可調整高度 固定高度 可調整高度 

霧峰 55、61 - 25、35、38、45 34~47 

草屯 45、65、70、74 - 30、44 - 

秀水 - 48~70 26 - 

竹塘 - 48~70 26 - 

清水 54、70 - 
25、26、27、28、

39、45、46、47 
- 

溪湖 51、52、73 - 26、32、37、39 - 

獅潭 62、75 - 32 35~45 

埔里 45、54、69、73 - 

30、35、36、44、 

23、48 

- 

  

3. 安全性 

  本研究檢視個案館兒童服務空間的書架和閱覽桌椅之邊、角設計是否顧及安

全性。家具邊、角的處理以圓角設計最理想，如無法以圓角設計則應在尖銳邊、

角處加裝防撞材質，像是防撞護角或以軟墊包覆以避免危險。分析個案館家具的

邊、角處理方式，歸納為以圓角設計、尖銳邊或尖銳角處加裝防撞材質、以鈍角

設計、以及仍有尖銳邊或尖銳角四種情況，以下分別就書架、閱覽桌和閱覽座椅

的邊角設計整理分析。 

(1) 書架邊角設計 

從表11來看，圖書館在書架邊角的設計可歸納為四種。第一種為霧峰區圖

書館的書架皆以圓角處理，是最為安全且理想的設計方式。第二種是書架的尖

銳邊角處以包覆防撞軟墊，或加裝防撞角來避免兒童受傷，此種方式適用於圖

書館經費不足無法專門訂製圓角家具者。第三種是書架邊角採鈍角設計，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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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尖銳角直接帶來傷害，不過，由於圖書館書架大多為木製或鋼製，兒童不

小心用力撞到時仍有潛在危險性。最後，第四種則是書架有尖銳角和尖銳邊未

做處理，本研究有五所個案館的書架都還暴露尖銳邊角，兒童可能因不小心撞

到而受傷，建議應予以改善。 

表11 個案館書架安全性設計情形 

書架邊角設計 照片 

書架以圓角設計 

 

於尖銳邊角加裝防撞軟

墊或加設防撞角 

  

書架以鈍角設計，用力

撞到時仍有潛在危險性 

  

尖銳邊角未做處理，潛

伏危險性 

  

 

 (2) 閱覽桌椅之邊角設計 

本研究整理發現，個案館提供給兒童使用的閱覽椅大部分皆以圓角設計，

少數有尖銳角的座椅也以軟墊包覆；另外，半數以上圖書館提供給兒童使用的

閱讀桌採圓角設計，能顧及兒童使用的安全性（參見圖7），不過仍有少數圖書

館閱覽桌之尖銳邊角則未做任何處理，還有部分老舊桌子的桌角已經損壞，損

壞的尖稅角也可能造成兒童受傷（參見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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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以圓角設計的閱覽桌椅 

  

圖8 有尖銳邊角的閱覽桌 

  整體來說，兒童服務空間的家具設備，選用色彩鮮豔豐富，富有不同造型變

化的家具，能增添空間活潑和創意感，帶給兒童視覺驚喜，進而有助於激發他們

的好奇心和喜歡探索的天性。家具規格尺寸面，不同年齡兒童身材發展的差異，

對家具高度有不同需求，圖書館以設置可調整高度式的桌椅最理想，若採固定高

度式的家具，也要提供多種不同高度讓兒童能依自身需要來選擇使用。家具安全

性方面，本研究顯示書架的安全性最容易被忽略，超過半數個案館的書架還有尖

銳邊角未做妥善處理，而部分圖書館使用老舊的閱覽桌時，也容易忽略損壞的尖

銳角，讓空間存在潛在危險。提供給兒童使用的家具應以圓角設計，或在所有尖

銳邊角做適當處理，像是利用大面積安全軟墊包覆，或加裝安全防護角，讓兒童

能安心在空間內進行各項活動。 

伍、結論 

  公共圖書館是建立兒童終身學習習慣、培養兒童與他人互動能力的地方，圖

書館為所有兒童提供服務，依兒童年齡與發展特性及需求設立服務空間，為他們

提供一個適合學習的環境。圖書館規劃空間時應考量兒童發展特性及滿足兒童需

求，以安全性為最高指導原則，讓兒童能安心地使用。利用創意造型入口或空間

主題來吸引兒童進入，營造出空間的獨特性。家具方面，兒童身高隨年齡成長而

逐年增加，應設置不同高度的閱覽桌椅，或者設置可以彈性調整高度的桌椅，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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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依個別需要選擇最適合的高度使用。明亮活潑的色彩、樣式多元的家具與裝

飾物，能增加視覺效果，也使空間更具活潑和創意。 

  歸納本研究八所個案圖書館的兒童服務空間設計，在整體空間規劃上，入口

處都做了一些巧思設計，像是以彩繪、造型入口門，或利用大面積圖書展示牆面

營造活潑童趣的氣氛，讓空間具有吸引性。動線上大多將兒童服務空間設置於主

要樓層，非設置於主要樓層的圖書館，也空間的入口靠近樓梯，讓使用者容易找

到。不過，地板高度與安全性方面，有半數個案館在空間內設置不同高度的地板

作為不同功能區的區分，但是在高低階差的地方都缺少安全措施，未鋪設地毯或

安全軟墊，也未使用明顯顏色差異幫助兒童分辨，可能容易造成兒童跌倒受傷等

危險。無障礙近用也是個案館都未能顧及的面向，像是高架地板都沒有增設無障

礙坡道或輪椅昇降台。不過，無障礙空間設計非本研究探討重點，因此本文未進

一步分析和討論無障礙設計相關議題。 

  八所個案館氛圍營造方面，八館都選用活潑色彩和有創意式樣的家具來營造

視覺驚喜，天花板、柱面、牆面也都加以設計，營造出空間的趣味性。然而，家

具安全性則係容易被大多數圖書館忽略的原則，超過半數的個案館之書架或閱讀

讀桌都未能將尖銳角和尖銳邊做妥適處理，空間存在潛在危險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兒童服務空間的整體空間、家具設備和功能區劃分三面

向，歸納出23項規劃設計原則。 

一、整體空間規劃原則 

1. 空間能提供無障礙近用。 

2. 館員能以視線掌控整個兒童服務空間。 

3. 地板以同樣高度設計，避免兒童受傷。 

4. 整體環境具有吸引，讓兒童想去使用。 

5. 空間設計能強化隔音，避免對圖書館其他空間造成干擾。 

二、家具設備原則 

6. 家具以圓角設計，或去除尖銳角及尖銳邊。 



 

23 

7. 家具選用活潑色彩、式樣具創意，能創造視覺驚喜。 

8. 家具尺寸應適合兒童身高。提供不同高度的閱覽桌椅，或提供可彈性調整高度

的閱覽桌椅。 

三、功能區劃原則 

9. 劃分不同功能使用空間，提供分齡分眾空間。 

10. 設置學齡前嬰幼兒閱讀區，空間應具安全性。 

11. 提供親子共讀空間，設置大尺寸座椅，讓家長和兒童進行親子共讀。 

12. 設置凹洞或閱讀角落，讓兒童能自由進出使用，並讓館員能容易照看。 

13. 提供閱讀和書寫空間，讓兒童有做家庭作業的地方。 

14. 提供兒童團體學習與討論的地方。 

15. 設置活動空間，利用可移動式家具讓空間能彈性使用。 

16. 活動區應容易清潔維護。 

17. 活動空間與安靜閱讀區分開。 

18. 設置兒童專用電腦區，提供適合兒童的電子資源。 

19. 設置個人或團體多媒體影音欣賞空間。 

20. 設置展示區，展示圖書書封或兒童手作作品。 

21. 兒童服務空間附近設置兒童廁所或親子廁所，設備符合兒童身高使用。 

22. 設置哺（集）乳室，依法規規範提供相關設備。 

23. 設置服務暨流通櫃台，櫃台高度應適合兒童身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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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實體環境觀察檢核項目 

類別 檢核項目 

整體空間 

1. 兒童服務空間能提供無障礙近用。 

2. 館員能以視線掌控整個兒童服務空間。 

3. 地板為同樣高度，能避免兒童受傷。 

4. 入口有特殊造型設計，能營造空間獨特性。 

5. 環境具有吸引力，讓兒童想去使用。 

6. 兒童服務空間的設計能強化隔音，避免對圖書館其他空間造成

干擾。 

家具設備 

7. 家具以圓角設計，或者去除尖銳角和尖銳邊。 

8. 家具選用活潑色彩、式樣具創意，能創造視覺驚喜。 

9. 家具尺寸適合兒童使用： 

(1) 書架高度為154公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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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核項目 

(2) 館員服務台（流通櫃台）高度為85公分。 

(3) 閱覽桌高度為70.7公分以下。 

(4) 閱覽椅高度為39.9公分以下。 

10. 家具可彈性調整高度。 

11. 家具提供不同高度供兒童依身高需要選擇使用。 

學齡前嬰幼

兒閱讀區 

12. 設有學齡前嬰幼兒閱讀區（或空間） 

13. 學齡前嬰幼兒區內地面平坦，嬰幼兒能自由爬行。 

14. 地面以上至120公分以下牆面和家具採防撞材質或以軟墊包

覆。 

15. 提供大尺寸的椅子讓家長和兒童進行親子共讀。 

閱讀／ 

閱覽區 

16. 設有閱讀／閱覽區（或空間）。 

17. 設有凹室或閱讀角落。 

18. 承17，如設有凹室或閱讀角落，兒童能自由進出使用。 

19. 承17，如設有凹室或閱讀角落，館員能容易照看到兒童活動

情形。 

20. 提供兒童做家庭作業的地方。 

21. 提供兒童團體學習或討論的地方。 

活動區 

22. 設有活動區（或空間）。 

23. 活動區與安靜區分開。 

24. 活動區能避免對圖書館其他功能造成干擾。 

25. 活動區的家具能彈性調整（例如避免使用固定式家具、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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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核項目 

裝有輪子可方便移動等）。 

26. 活動區容易清潔。 

電腦及視聽

多媒體區 

27. 設有兒童專用電腦。 

28. 電腦可供兒童查詢館藏目錄。 

29. 提供兒童適合之電子資源（如電子書、電子資料庫、兒童網

站等）。 

30. 提供視聽多媒體資料及設備。 

31. 設有個人或團體欣賞空間，讓兒童能自己或和朋友一起觀賞。 

32. 視聽資料和設備有足夠的典藏空間。 

展示區 

33. 設有展示區（或空間）。 

34. 能展示圖書書封，幫助兒童容易瀏覽館藏。 

35. 有空間展示兒童創作的作品。 

廁所 

36. 設有兒童廁所或親子廁所。 

37. 兒童廁所或親子廁所位於兒童服務空間內或附近。 

38. 兒童廁所或親子廁所內設有嬰兒用尿布檯。 

39. 以下設備適合兒童身材高度使用： 

(1) 坐式便器座位高度為30至35公分範圍內。 

(2) 小便器接尿口高度為34至36公分範圍內。 

(3) 洗面盆之檯面高度為60公分以下。 

哺（集）乳室 

40. 設有哺（集）乳室。 

41. 承40，如有設置哺（集）乳室，是否有以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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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檢核項目 

(1) 靠背椅。 

(2) 有蓋垃圾桶。 

(3) 電源設備。 

(4) 可由內部上鎖之門。 

(5) 緊急求救鈴或其他求救設施。 

(6) 洗手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