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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個案背景資料 

第一節 臺北縣深坑鄉立圖書館 

一、 深坑鄉概況介紹 

深坑鄉位於臺北市東南方，北、西、南三面與臺北市之南港、文山兩

區為界，東與石碇為鄰。四週多山，大部份屬中央山脈之南港丘陵地，其

高度由 30 公尺至 500 公尺不等，景美溪流貫其中，全區地勢東高西低。

深坑在日據時期為深坑廳政府所在地，管轄範圍包括現今新店、文山、木

柵等區域，具有悠久之歷史文化。加以地理條件的限制，使深坑保留了獨

特的小城風貌，老街、古厝、茶園加上名聞遐邇的豆腐，讓深坑散發出純

樸的風貌。深坑鄉面積為 20.58 平方公里（註 1），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

人口總數為 22,563 人，其中男性 11,478 人，女性 11,085 人（註 2）。 

二、 深坑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為落實「一鄉鎮一圖書館」的政策，致力推展基層文化建設，倡道鄉

民培養讀書風氣，深坑鄉遂於民國 77 年籌建綜合辦公大樓時，規劃一樓

為鄉立圖書館，館舍面積為 977.49 平方公尺（含社教教室和電腦教室）。

綜合大樓於民國 80 年 9 月完工，81 年 1 月 1 日正式開館供民眾使用，民

國 83 年 10 月完成立案正式組織編制。深坑鄉立圖書館開放時間為平日上

午 8：30 至晚上 20：30；假日則為上午 8：30 至下午 17：00，其中值得

一提的是深坑鄉立圖書館為強化服務，因此週一仍然照常開放，不同於一

般公共圖書館固定週一休館之慣例。總計圖書館每週開館服務時間為 76
小時，也讓圖書館能更全面的推展各項服務（註 3）。 

深坑鄉立圖書館於 93 年獲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

補助，積極進行圖書館內、外部空間及營運的改善。93 年度深坑鄉立圖書

館獲得國家圖書館評鑑為營運績優圖書館，並且連續兩屆獲得「臺北縣鄉

鎮市圖書館營運績效評量」特優之成績，經營之成果有目共睹。根據民國

96 年之統計資料，深坑鄉圖書館共藏有圖書 49,401 冊、期刊 72 種、報紙

20 種，並且以地方文史和豆腐、地震資料為其主要之特色館藏（註 4）。 

深坑鄉立圖書館的館舍佔地約 977.49 坪，館舍面積雖然有限，但是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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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十分用心於圖書館內、外部空間之規劃。包括辦公室、館員工作室、單

一窗口服務台、開架式書庫、普通閱覽室、參考室、兒童閱覽室（圖 4-1）、 

 
圖 4-1 深坑鄉圖書館兒童閱覽室 

自修室暨團體欣賞影片室、文化藝廊（圖 4-2）、合訂本區等，同時在館內 

 
圖 4-2 深坑鄉圖書館文化藝廊 

館內設置好書天天交換專櫃、新到圖書專櫃、兒童英語繪本專區、地方文

史及特色館藏區（圖 4-3），提供各項服務。館舍空間採透明式玻璃區隔（圖

4-4），視野寬廣一覽無遺。另於館外設藝文研習中心（電腦教室、社教教

室）。深坑鄉圖書館在經過空間改造計畫之後，增添的軟硬體設備將館藏

資源活用化，讓圖書館朝文化生活資訊中心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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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深坑鄉圖書館地方文史及特色館藏區 

 
圖 4-4 深坑鄉圖書館採透明式玻璃區隔之館舍 

三、 深坑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文化資源 

由於深坑鄉以豆腐、竹筍、茶葉、黑猪肉等農特產品聞名全國，同時

深坑老街也早已成為著名的旅遊景點，因此豆腐等特產及老街悠久的歷史

文化也成為圖書館最重要的社區資源。因此深坑鄉立圖書館有計畫的運用

這些資源，與相關行政單位合作規劃大型的推廣活動，以行銷深坑地方之

特色。如 2007 年 6 月即舉辦了「深坑四寶文化節」，藉由與臺北縣政府、

深坑鄉公所的合作，規劃了一系列的活動，帶領民眾品嚐深坑的四項特產

－黑猪肉、綠竹筍、豆腐以及茶葉的好滋味，加上古厝、古蹟、古道、步

道等景點導覽，讓民眾能夠更深入了解深坑鄉的地方特色與文化。「四寶

文化節」活動期間自 2007 年 6 月 16 日開始至 6 月 30 日，除了在活動舉

辦前先進行了活動 LOGO 的公開徵選（圖 4-5），同時也召開記者會進行擴

大宣傳，並規畫了各式活動以行銷深坑鄉之特色，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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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2007 深坑四寶文化節海報圖樣及活動 LOGO 

表 4-1 深坑四寶文化節系列活動表 
活動名稱 內容 

深坑廟會藝術 
推展深坑文化及廟宮，內容包含各廟宮的陣頭表演及深坑街

頭踩街之行，踩街後人潮聚集於魅力舞台秀參觀開幕式 

魅力舞台秀 
由名媛士紳帶領與民眾互動，以輕鬆的方式，讓四寶美食深

植於大眾的心目中。 

四寶主題館 
針對深坑四寶設立主題館，以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等感

官統合方式，展現四寶的特色及文化。 

深坑藝文展 
藉著深坑四寶文化節所拓展的平台，將精美作品呈現在眾人

面前，更可讓民眾深入瞭解深坑簪纓之美，同時設置找茶小

棧，在補充精神食糧的同時，喝一杯道地的深坑茗茶。 

四寶.古道逍遙

遊 

安排深坑生態導覽活動及校外教學活動，搭配四寶深度探

索、體驗活動，探訪深坑鄉境內大自然秘境，攀爬層層山徑，

享受峰巒疊翠的美感。 

自然生態健行 
探索深坑自然生態之美，穿梭於世外桃源，給繁忙的現代人

一趟大自然的洗禮。 

（二） 人力資源 

深坑鄉為了推展社會教育，落實終身學習理念，並提倡鄉民休閒，調

劑身心，充實精神生活內涵。因此由圖書館積極的推動各項藝文研習班，

聘請社區內之專業藝文人士帶領民眾學習各項技藝，並且定期舉辦成果發

表。以 97 年度第一期藝文研習班為例，深坑鄉立圖書館辦理的研習班類

型如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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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深坑鄉立圖書館 97 年度第一期研習班別與授課內容 

項次 班別 指導老師 教學內容 

1 日語基礎 李志強 
1. 五十音發音教學 
2. 日文初級基礎課程 
3. 簡易基礎會話 

2 日語進階 李志強 
1. 名詞、形容詞、動詞五段等等 
2. 生活日語會話 

3 
傳統民療整體

療法 
林嘉宏 

1. 十二經絡之循行與穴道走向 
2. 經絡之刮痧、拔罐、推拿法 
3. 經絡之養生、保健與醫學常識 

4 木工 DIY 高泉沐 
1. 實木小板凳、CD 收藏架 
2. 小木屋存錢筒、創意造型檯燈 
3. 油漆塗裝、砂光 

5 新娘秘書基礎 李翊姍 

1. 新娘秘書概念、認識化妝用品 
2. 粉底基本上法、修眉及畫眉練習

3. 黏貼雙眼皮及睫毛、眼影化妝練

習 

6 兒童書法 謝光信 
1. 正確的執筆方式 
2. 熟練起筆、運筆、收筆的技巧 
3. 國字裡各筆劃的佈局及粗細搭配

7 兒童捏塑 劉家芬 

1. 基礎捏塑技巧 
2. 簡單的卡通/動物功能性組合捏

塑 
3. 結合黏土製作美化環境裝飾品 

8 成人公仔捏塑 黃淑蕙 
1. 基礎捏塑技巧 
2. 可愛公仔製作 
3. 簡易傢飾 

9 油畫 郭掌從 

1. 基礎油畫、素描練習 
2. 花卉靜物寫生 
3. 風景寫生 
4. 油畫創作 

10 毛衣編織 高阿里 

1. 棒針、起針練習 
2. 紙藤手提袋或帽子 
3. 毛衣基礎編織 
4. 製圖織法介紹 
5. 各式背心、披肩等織品製作 

11 國畫 王文清 1. 國畫執筆、用筆、運筆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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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班別 指導老師 教學內容 
2. 各式用墨法：渲染法、破墨法、

拓墨法 
3. 山水畫的實作練習 

12 兒童美術 陳維霖 

利用故事及圖畫書作引導、讓孩子

在快樂中學習水彩、粉蠟筆、粉彩、

壓克力彩等基本畫法及簡單的立體

創作。 

13 拼布進階 潘淑真 

1. 六角形、梯形、貼布繡的設計與

接法（袋物） 
2. 圓形的設計與接法（背墊） 
3. 幾何圖形的設計與接法（自由創

作） 

14 吸管藝術 DIY 饒怡樺 
1. 吸管捏、壓、折、剪等基本技巧

2. 吸管編織法的基本技巧 
3. 成品製作 

15 電腦文書處理 賴瑛杰 

1. Word 基礎文件編輯技巧與應用 
2. Excel 資料建置與基礎資料計算

技巧與應用 
3. PowerPoint 基本簡報製作技巧，

互動式簡報設計技巧 

16 
電腦及網路 
基礎（一） 

賴瑛杰 
1. 電腦硬體與作業系統基礎概念 
2. 網際網路基礎概念、裝置及應用

3. 網路即時通訊、網路與資訊安

全、電子郵件、電子報、RSS 的

應用及操作 
17 

電腦及網路 
基礎（二） 

江致翰 

18 
網路應用進階

班 
賴瑛杰 

1. 利用網路進行商品拍賣教學 
2. 商品拍攝技巧及數位相片編修 
3. 部落格（blog）建置與管理 
4. 影音網站介紹與視聽檔案上傳教

學 

    深坑鄉立圖書館多年來持續舉辦藝文研習班，除了積極鼓勵民眾參與

之外，研習班的師資來源也盡量由社區內之藝文人士中遴選。圖書館並定

期為參與研習班之民眾舉行成果發表，同時也在圖書館內另闢空間展出教

師與學員之作品，成功的拉近了社區民眾與圖書館之間的距離。 

    深坑鄉立圖書館充分運用有限的空間，創造出最大的價值。環顧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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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舍空間，處處可以見到館方精心的規劃與佈置。另一方面，圖書館也努

力在扮演社區生活資訊中心的角色，透過各種推廣活動，並且用心傾聽讀

者的意見，積極改善圖書館的營運與服務，將圖書館與深坑鄉民的生活緊

密結合在一起。此外圖書館也跳脫空間的限制，將服務的範圍擴及至網際

網路，在 2007 年設立部落格（http://www.wretch.cc/blog/shenkenglib）與網

路相簿（http://www.wretch.cc/album/shenkenglib），經由網路無遠弗界的特

性，讓圖書館的服務可以更有效率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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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北縣萬里鄉立圖書館 

一、 萬里鄉概況介紹 

萬里鄉位於臺灣島的北部，東北面向東海，西南隔著五指山與臺北市

士林區及臺北縣汐止鎮接壤，西北方和金山鄉相鄰，東南方與基隆市相

連，絕大部份為山坡地地形，萬里鄉就地理環境來說是屬於背山面海的鄉

鎮，海岸線長達十一公里，狀似芭蕉扇形，東北較寬、西南較窄，野柳岬

突出於東北海上；地勢西南高、東北低。萬里鄉以其自然景觀著名，區域

內有包含野柳、翡翠灣等風景區。萬里鄉面積為 63.38 平方公里（註 5），
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數為 20,734 人，其中男性 10,697 人，女性

10,037 人（註 6）。 

二、 萬里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萬里鄉立圖書館設立於民國 78 年 9 月 15 日，位於臺北縣萬里鄉文化

商業綜合大樓四樓。民國 92 年間獲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

計畫」補助。將內部空間重新整修，圖書館內設有兒童閱覽室，視聽中心

及網際遨遊區、K 書中心、雙弧形之藝文走廊，並且設有大片觀景窗區供

民眾欣賞海景。萬里鄉立圖書館於民國 96 年度獲得「臺北縣鄉鎮市圖書

館營運績效評量」鄉組特優，在營運績效上受到相當的好評（註 7）。 

萬里鄉圖書館開放時間不分平日、假日均為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同時每週一固定為休館日，但是較特別的是在每年 6 至 8 月暑假期間，圖

書館週二至週五開放時間延長至晚間 20：00。根據民國 96 年之統計資料，

萬里鄉圖書館共藏有圖書 40,533 冊、期刊 53 種、報紙 15 種（註 8）。為

了配合萬里地區的觀光、休閒特色，圖書館也建立以旅遊類書籍為主的特

色館藏。萬里鄉圖書館也特別用心在圖書館空間的改造上，在館舍的設計

上充分與地方之自然特色景觀結合，發展出獨有之特色。 

萬里鄉立圖書館館舍面積只有 250 坪，可運用的空間十分有限，但是

實際進到圖書館內，卻絲毫感覺不到空間侷促所帶來的壓迫感，取而代之

的是應用規劃巧思所帶來的明亮空間與輕鬆、舒服的氛圍。扇形服務台與

後方較低矮的書架設計（圖 4-6），充分利用圖書館外優美的自然景色，為

圖書館帶來開闊的視覺效果，而弧形書架的設計（圖 4-7），除了有效運用

空間之外，也結合圖書館外之海景，營造海浪、海灣之形象，對於圖書館

內部氣氛的經營有相當大的加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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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萬里鄉圖書館扇形服務台 

 
圖 4-7 萬里鄉圖書館弧形書架 

三、 萬里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自然資源 

萬里鄉圖書館最大的特點在於充分運用圖書館所在地之自然環境特

色，進行空間的規劃。萬里鄉本身的地理環境具有背山面海的特色，而圖

書館所在之文化商業綜合大樓也恰巧座落於這樣的環境之中。民國 92 年，

圖書館在爭取到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之補助後，即

著手進行圖書館空間的改善。由於圖書館前方即面向港口，具有良好的視

野，因此在圖書館內規劃「觀海區」（圖 4-8），並在館內設置咖啡機供讀

者利用（圖 4-9）。藉由海景與咖啡的結合，強化圖書館的休閒氣息，不僅

符合萬里當地的休閒旅遊特色，也可藉此達到吸引讀者的目的。萬里鄉圖

書館成功運用圖書館週邊的自然資源，規劃海景、書香、咖啡香、網際遨

遊區等特色區域，成為圖書館的最佳行銷賣點，也成功達到吸引讀者之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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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萬里鄉圖書館觀海區 

 
圖 4-9 萬里鄉圖書館內之咖啡機 

萬里鄉圖書館對於空間規劃的巧思也展現在館藏配置方面，為省卻讀

者尋找書籍所耗費之時間，並且便利讀者充份利用館藏資源，圖書館特別

結合館內之特色館藏，將書籍分類設置專區，包括有名人書籍閱讀區與旅

遊書籍專區等。圖書館在觀海區處，設置名人書籍閱讀區（圖 4-10）。共 

 
圖 4-10 萬里鄉圖書館名人書籍閱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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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趙寧、李敖、于美人、吳淡如、張曼娟、曹又方、廖輝英、吳念真、苦

苓、張曉風等名人書籍專區，提供讀者選書的便利性，讀者也可一邊閱讀

名人書籍，一邊欣賞海景或飲用咖啡。此外由於萬里鄉內多處景點為北海

岸旅遊勝地，除了圖書館的建築風格充分展現知性和休閒的氛圍之外，圖

書館也蒐集了國內外各類旅遊書籍、資料以供讀者參考，同時也成為圖書

館的特色館藏（圖 4-11）。 

 
圖 4-11 萬里鄉圖書館旅遊書籍專區 

萬里鄉圖書館充分利用館內有限的空間，在館內規劃藝文走廊，並定

期安排展覽活動（圖 4-12）。藝文走廊設計為雙弧形，與柔和溫馨的燈光

相互映照，脫離制式展覽的疏離感，讓藝術品和民眾能有更親切的互動，

更是萬里鄉鄉民及北海岸地區藝術家創作展示的舞台。每三個月更換一次

的主題展覽，活動性質以在地性、藝文性及創作性之動靜態展覽為原則，

邀請社區內之藝文人士舉辦展覽。特別是和萬里鄉轄內的學校合作，在每

年暑假期間固定在藝文走廊舉辦師生作品成果展，結合社區內之藝文資

源，成功推動全鄉的文化藝術氣息，並提昇鄉民的休閒生活品質。 

 
圖 4-12 萬里鄉圖書館藝文走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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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機構資源 

萬里鄉圖書館為培養從小紮根的閱讀習慣，因此積極從事閱讀推廣活

動，除規劃兒童閱覽室之外，同時與社區內之學校建立合作關係，使閱讀

深耕於學校。藉由於鄰近之大鵬國小、崁腳國小、大坪國小、野柳國小等

合作舉辦「媽媽說故事活動，提倡兒童閱讀運動，以豐富兒童的閱讀世界。

另為鼓勵鄉內國中及各國小學生閱讀，圖書館特別製作文化學習護照，發

予學生做為閱讀時之記錄，並給予表現良好之學生適當獎勵。籍由閱讀活

動的推廣，學生從小養成閱讀的好習慣，並進一步影響他人，從而建立一

書香社會，並達成讀萬卷書，行「萬里」路的目標。 

除了兒童閱讀的推廣之外，萬里鄉圖書館也舉辦各類藝文活動，其中

為縮短城鄉之數位落差，萬里鄉圖書館除了在館內規劃設備新穎之電腦視

聽中心，同時特別與康寧醫護暨管理專科學校合作辦理電腦研習活動。透

過與康寧專校志工團隊的共同努力，充分利用社會教育資源，首先由學生

志工團隊針對圖書館之故事媽媽及義工進行培訓，再由培訓後之故事媽媽

及義工來輔導教學並推廣至全鄉鄉民，使萬里鄉圖書館成為北海岸地區的

資訊教育中心。 

萬里鄉圖書館除了改造館舍空間與自然環境結合之外，也積極與社區

內的各機關團體合作。在館內規劃「藝文走廊」，展出社區內學校學生或

其他民眾之藝術作品，透過這種方式與強化與民眾之間的互動，並且充分

的運用社區內之各項資源。雖然圖書館的空間並不大，但在有效的運用之

下，使圖書館不僅拉近了與民眾之間的距離，也發展出獨一無二的特色，

讓圖書館的經營效益發揮的淋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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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北縣新店市立圖書館 

一、 新店市概況介紹 

新店市位居臺北縣南端臺北盆地東南隅，東鄰石碇鄉，西界中和市，

南銜烏來鄉，北與景美、木柵為界。新店市轄內山脈綿延，地勢南高北低

屬臺灣北部雪山山脈分支之丘陵地帶，山巒疊起，地勢陡峻，自南邊海拔

一千公尺之大桶山向北逐漸降低，以迄臺北盆地邊緣，河流源自於烏來之

拳頭山南勢溪與發源於宜蘭縣坪林之北勢溪匯集成為新店溪。新店市內藝

文活動盛行，朝文化休閒的新都市的發展方向邁進。碧潭風景區是新店市

轄內著名之景點，文山包種茶為新店地區之特產，茶葉品質極佳（註 9）。
新店市面積為 120.23 平方公里，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數為 290,768
人，其中男性 143,448 人，女性 147,320 人（註 10）。 

二、 新店市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新店市為響應政府「一鄉鎮一圖書館」政策，致力推行基層文

化建設，提昇民眾生活品質為目標，於民國 74 年逕自籌經費伍佰

萬元，並向縣政府爭取補助款壹仟伍佰萬元，規劃興建一座多功能

多目標的文化大樓 (一樓及地下一樓為藝文展覽廳，二樓為兒童館

及自修室，三樓為綜合性圖書館，四樓為會議室及行政室，五樓為

演藝廳 )，建地面積為 638.9 平方公尺，於民國 76 年 10 月 25 日正

式開館啟用並供民眾使用。民國 92 年 6 月爭取行政院「公共圖書館空

間及營運改善」經費新台幣 1,270 萬元專款專用於總館、北新、碧潭、中

央、日興、仁愛、寶興等分館及中正閱覽室空間改善工程，至民國 93 年 4
月各館空間營運改善完成，並規劃館藏特色。民國 93 年 9 月配合爭取文

建會經費將青潭閱覽室改為青潭文物典藏室，作為文史館文物典藏之處所

（註 11）。新店圖書館目前藏有圖書 178,598 冊、期刊 215 種、報紙 89 種

（註 12），並且充分與社區結合，積極運用各項社區資源，推展圖書館之

各項業務。 

新店市立圖書館除總館外，另外於新店市區內設有 14 處分館、閱覽

室及文史館，各館之基本資料如表 4-3（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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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新店市立圖書館總館及各分館資料 
圖書館 館藏特色 館藏量 

圖書館總館 綜合 41,105 冊 

新店市文史館 
清朝、日治、民國時期，本市先民

所使用之古物 
620 餘件 

中央圖書分館 綜合 10,895 冊 
碧潭圖書分館 觀光、休閒 11,521 冊 
日興圖書分館 宗教 10,845 冊 
寶興圖書分館 綜合 15,652 冊 
北新圖書分館 親職 10,783 冊 
仁愛圖書分館 婦幼 15,350 冊 
百忍圖書分館 綜合 10,252 冊 
三民圖書分館 兒童、青少年、網路資訊 13,588 冊 
德安閱覽室 綜合 6,553 冊 
大鵬閱覽室 綜合 5,912 冊 
龜山閱覽室 綜合 6,582 冊 
福民閱覽室 閱覽、自修 － 
中正閱覽室 閱覽、自修 － 

 

三、 新店市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機構資源 

新店市立圖書館於民國 96 年度獲得「臺北縣鄉鎮市圖書館營運績效

評量」市鎮組特優，充分與社區互動，積極運用社區資源，推動行動書車、

書香商店等服務。新店市圖書館改裝民間企業贊助的廂型車為「行動圖書

館」，目前行動圖書車巡迴新店市 13 個點，對象包括學校、社區、企業機

關，如表 4-4（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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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新店市立圖書館行動圖書館服務據點 
星期 服務地點 時間 

星期二 
安坑國小 上午 09：00~11：30 
屈尺國小 中午 12：00~13：30 
花園新城 下午 14：00~16：00 

星期三 
雙城國小 上午 09：00~11：00 
臺北小城 中午 11：30~13：30 

安和里義工服務處 下午 14：00~16：00 

星期四 
柴埕里辦公處 上午 09：00~11：30 

神腦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中午 12：00~13：30 
新和國小 下午 14：00~15：30 

星期五 
青潭國小 上午 09：00~11：30 

玫瑰社區福德宮廣場 下午 14：00~16：30 

星期六 
伴吾別墅社區 上午 09：00~11：30 

達觀會館 下午 14：00~16：30 

除了行動圖書館之外，新店圖書館也積極與社區內之商家合作，推行

書香商店的設立，在商店內擺放圖書館汰舊且已完成報廢手續的過期書刊

或雜誌，再透過館方不定期的更換圖書、活動資料與文宣。目前加入新店

市立圖書館的書香商店共有 44 家，書香商店也提供許多優惠給予讀者，

透過這樣的方式，以達到與民眾的交流與互動。而圖書館為感謝店家配合

推動閱讀活動，只要加入書香商店，即會由新店市公所頒給感謝狀，並於

圖書館專屬的網站上製作介紹該店家的網頁。藉由行動圖書館與書香商店

也讓圖書館將閱讀推廣到新店市的大街小巷。 

（二） 人力資源 

志工也是新店市立圖書館相當重要的社區資源，圖書館有計畫的招募

社區中的熱心人士，並且加以培訓，組成志工團體，成為圖書館最有力的

幫手。新店市立圖書館目前共有 85 位志工，依工作性質可以分為三種類

型： 
1. 文化志工：負責館內各項藝文展覽之解說導覽工作，由社區內之藝

文人士協助進行相關培訓工作。 
2. 文史志工：協助新店市文史館內各項文物之解說導覽工作，培訓工

作則委由臺北縣文史學會協助。 
3. 推廣志工：協助圖書館內的各項業務，包括流通、上架等。 

此外，新店市立圖書館致力於新店市文史資料的保存，因此也規劃要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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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志工團隊，希望能夠透過影像來記錄新店市的好山好水。新店市立圖

書館在志工的經營上不遺餘力，除了提供相關的培訓工作之外，圖書館也

經常為志工舉辦活動，例如出遊、志工成果展等，以凝聚志工之向心力，

也讓志工成為新店市立圖書館最重要的資源。 

新店市藝文風氣盛行，社區內有許多知名之藝文人士，因此圖書館

內也設置有展覽室，除了提供社區內之藝文人士一個展出作品的空間之

外，圖書館也經常邀請知名之藝術家前來舉辦展覽，以民國 97 年度為例，

各項展覽之檔期安排如表 4-5（註 15）： 

表 4-5 97 年度新店市立圖書館展覽檔期 
編號 展出時間 展出內容 展出地點 

1 3/6－4/6 林筠師生聯展 第二展覽室 
2 3/8－3/21 佛教文物之美展 第一展覽室 
3 3/25－4/25 張宗紳詩書畫展 第一展覽室 
4 4/10－4/27 卓秀聰八十彩墨畫展 第二展覽室 
5 4/29－5/18 邱鍚勳柏油畫展 第一展覽室 
6 5/22－6/7 程月珠工筆彩墨展 第二展覽室 
7 6/12－6/29 志工成果展 第二展覽室 
8 6/12－6/29 李正輝油畫展 第一展覽室 
9 7/3－7/20 才藝班春/秋季成果展 第一、二展覽室

10 7/24－8/10 弘揚固有歴史倫理道德文化書畫展 第二展覽室 
11 7/24－8/10 寂光、微塵（蕭碩舉） 第一展覽室 
12 8/14－9/7 2008 百位藝術家聯展 第一、二展覽室

13 9/11－9/28 攝影比賽優勝作品展 第一展覽室 
14 10/2－10/19 蔡元桓創作個展 第一展覽室 
15 10/2－10/19 許永國窗花銅爐個展 第二展覽室 
16 10/23－11/9 余素君油畫展 第二展覽室 
17 10/23－11/9 口足畫家聯展 第一展覽室 
18 11/13－11/30 山岳攝影協會 第一、二展覽室

19 12/4－12/21 悠遊書海大書創作展 第一、二展覽室

20 12/25－1/11 楊信弘水彩半世紀甲子個展 第一、二展覽室

其中「百位藝術家聯展」為每年固定舉辦之展覽，展出之對象以圖書館所

整理之社區藝文人士名冊為主，在舉辦展覽的同時，也讓圖書館與社區內

之藝文人士保持聯繫，更新藝文人士名冊，做為未來圖書館辦理活動之參

考。新店市內擁有豐富的藝術、文化資源，而圖書館也懂得善用這些資源，

也讓圖書館在陶冶民眾心靈的功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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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宜蘭縣南澳鄉立圖書館 

一、 南澳鄉概況介紹 

    宜蘭縣南澳鄉位於宜蘭縣東南方，由於位處蘇澳南方，因此被稱為南

澳，境內多高山及溪流，其中東澳溪、大南澳溪、和平溪等河川中上游山

地，為南澳群泰雅族人的原居地，而河川下游及出海口處所沖積而成的三

角洲平原，則成為泰雅族人建立聚落之所在，因此南澳鄉居民的組成以泰

雅族原住民為主，另外還有部分漢人、噶瑪蘭及平埔族人。南澳鄉為宜蘭

縣境內面積最大的鄉鎮，面積有 740.65 平方公里，同時也是人口密度最小

的地區（註 16）。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南澳鄉人口總數為 5,820 人，其

中男性 3,110 人，女性 2,710 人（註 17）。 

二、 南澳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南澳鄉立圖書館之館舍於民國 85 年 6 月配合鄉公所行政大樓動工興

建，於民國 86 年 6 月正式開館服務地方民眾。南澳鄉立圖書館為服務民

眾，因此每週開館七天，除國定假日外，幾乎是全年無休，提供民眾更全

面的服務，也使南澳鄉立圖書館的圖書借閱率在宜蘭縣的 12 所鄉鎮圖書

館中總能名列前茅（註 18）。 

    南澳鄉立圖書館經營的用心程度，可以從圖書館空間的改善上感受的

到。南澳鄉立圖書館在民國 92 年爭取到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

改善計畫」補助 200 萬元，改善原本圖書館刻板、冰冷的設備與氣氛。改

善後的圖書館，閱讀環境清雅寧靜，且融入了濃厚的藝文氣息及泰雅原住

民傳統風味，同時以原住民資料作為圖書館的特色館藏，使圖書館的進館

人次明顯成長，成為一般民眾最佳的休閒場所。 

    由於南澳鄉地處偏遠，青壯年人口大多在外地工作，為照顧學童，因

此圖書館特別用心於兒童的服務。圖書館空間雖然不大，但是從兒童閱覽

室（圖 4-13）及電腦教室（圖 4-14）等空間的設計規劃，就能夠感受的到

圖書館對於兒童服務的用心經營。為縮短城鄉數位落差而闢建的電腦教室

和兼具閱覽與視聽功能的兒童閱覽室，均成為學童流連忘返的地方，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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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將利用圖書館當成一種習慣，讓圖書館成為這個偏遠原鄉重要的學習

中心。 

 
圖 4-13 南澳鄉圖書館兒童閱覽室 

 
圖 4-14 南澳鄉圖書館電腦教室 

三、 南澳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文化資源 

南澳鄉居民以泰雅族原住民為主，因此原住民文化成為圖書館非常重

要的資源。圖書館與南澳鄉的泰雅文化產業結合，館內處處可以見到濃厚

的原住民風情，呈現出一種不同於一般圖書館的風味。例如兒童閱覽室內

的小木屋（圖 4-15）、木製標示牌及木雕、盆栽擺設（圖 4-16），還有館外

的綠色走廊（圖 4-17），將原鄉的自然風貌徹底的融入圖書館的建築之中，

也成為南澳鄉圖書館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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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南澳鄉圖書館原住民小木屋 

 
圖 4-16 南澳鄉圖書館木製標示牌及木雕擺設 

 
圖 4-17 南澳鄉圖書館綠色走廊 

    南澳鄉立圖書館保存原住民文化的用心也展現在圖書館的館藏特色

上。為配合一鄉鎮一特色的概念，因此圖書館努力蒐集原住民資料，在館

內設立「泰雅圖書區」（圖 4-18），在長久以來辛苦的經營之下，已經成為

質量兼具的特色館藏，不僅成為研究原住民文化的重要資源，也吸引更多

不同族群的使用者前來利用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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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南澳鄉圖書館泰雅圖書區 

（二） 機構資源 

南澳鄉立圖書館為了推廣圖書館利用教育，每年都規劃了多項活動，

特別是在兒童閱讀及縮短城鄉差距方面，圖書館更是用心經營，舉辦了包

括婦女數位研習營、泰雅書籍介紹、親子心靈成長讀書會等活動，由圖書

館邀請南澳當地的講師授課，並深入社區邀請民眾踴躍參與圖書館的各項

活動。另一方面，圖書館考量到南澳鄉面積廣大，且多屬山區地形，交通

不便，因此也主動與各學校合作，舉辦圖書館利用教育－醜小鴨劇團活

動，由館員親自到各學校，採用生動活潑的方式，讓學童從遊戲中親近圖

書館，學習圖書館資源的運用，以提昇利用圖書館資源的效益，也讓圖書

館的服務不只侷限在有限的館舍空間內，更能真正的深入社區，與民眾互

動。 

    空間改善完成之後的南澳鄉立圖書館，以泰雅原住民的文化特色為

主，將圖書館有限的空間作了最有效的發揮，也讓圖書館的氣氛更加溫

馨，提供讀者舒適的閱讀環境。另一方面，圖書館也用心於各項服務上，

深入瞭解社區之需求，規劃適合民眾之活動，並且真正跨出圖書館的範

圍，走入社區，真正讓圖書館成為社區重要的學習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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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宜蘭縣宜蘭市立圖書館 

一、 宜蘭市概況介紹 

    宜蘭市位於蘭陽平原中央，東通壯圍鄉，西接員山鄉，南臨蘭陽溪與

五結鄉相對，北接礁溪鄉。宜蘭市為宜蘭縣內唯一的縣轄市，為縣治所在

地，更是宜蘭縣的政經、文教中心。宜蘭市早於清代即陸續進行開發，因

此宜蘭市境內擁有大量的古蹟及豐富的文化資源。此外新世紀的宜蘭市也

努力的拓展城市外交，配合國際童玩節等活動，積極與國外進行交流，為

宜蘭市爭取到更多國際的資源，提昇國際形象（註 19）。宜蘭市人口佔全

縣人口總數約 20%，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數為 96,152 人，其中

男性 47,585 人，女性 48,567 人（註 20）。 

二、 宜蘭市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21 世紀的公共圖書館，其服務領域應該是多元、創意的文化環境，更

是營造文化、追求願景的心靈活化工程。宜蘭市立圖書館秉持著這樣的理

念來規劃一個讓品味與閱讀共鳴的溫馨氛圍。以文化、藝術、休閒、知性

的經營概念來陳設圖書館內外的空間佈局與設計圖書館之識別標誌（圖

4-19）（註 21）。 

 
圖 4-19 宜蘭市圖書館識別標誌 

    宜蘭市立圖書館為一棟地下一層、地上三層的建築，館舍內外的每寸

空間都經過詳細的規劃。地下室為藝術展覽空間，提供民眾一個接近藝術

的機會（圖 4-20）。一樓則為兒童讀物及閱報雜誌區，除一般兒童讀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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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宜蘭市圖書館地下室展覽廳 

外，也擺放了由國外姊妹市捐贈之兒童外文讀物，搭配文物擺設，提供親

子一個親切、休閒的閱讀空間（圖 4-21）。二樓為開放式書庫，運用竹子 

 
圖 4-21 兒童讀物及報紙期刊區 

將原本單調的書架變的創意十足（圖 4-22），並且結合農具（圖 4-23）及 

 
圖 4-22 宜蘭市圖書館竹製書架 



65 
 

 
圖 4-23 宜蘭市圖書館農具擺設 

古地圖導覽（圖 4-24），把書庫徹底融入蘭陽平原獨特的風情之中。圖書 

 
圖 4-24 宜蘭市圖書館古地圖導覽 

館的三樓則為成人英文閱讀和視聽資料專區（圖 4-25）及館藏的特色－音

樂圖書館（圖 4-26），結合音樂工作舉辦相關研習活動，成為最適合音樂

交流之場所。 

 
圖 4-25 宜蘭市圖書館成人閱讀及視聽資料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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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音樂圖書館 

除了館內的佈置之外，館外也經過精心的規劃，包括古石碑及相關文物的

擺設，都讓人感受到圖書館與地方文化結合之用心。 

三、 宜蘭市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宜蘭市立圖書館在社區內機構資源的運用上有非常好的成效，包括學

校、商家、政府機關，甚至於國際間資源的交流等，都是宜蘭市立圖書館

積極運用的項目。 

宜蘭市立圖書館與鄰近學校的合作關係相當密切，圖書館除了配合學

校的課程提供場地給予學校利用之外，在館長努力的經營之下，圖書館也

成為學童放學後最佳的休閒場所。每到放學時間，就可看到館長站在圖書

館門口親切的迎接準備進到圖書館來的學童（圖 4-27），經過長久的經營，

早已讓民眾習慣利用圖書館，圖書館也成功博得民眾之認同。 

 
圖 4-27 宜蘭市圖書館成為學童最佳的課後休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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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長及上級單位的支持之下，圖書館也規劃了許多的活動，例如閱

讀宜蘭、讀書會等活動，並且規劃市長及夫人親自參與活動，不僅成功吸

引民眾的參與，對於圖書館及公所形象的提昇更有正面的效益。此外與社

區內的店家合作也是圖書館經營的重點項目之一，例如由餐廳贊助寫生比

賽，將比賽之作品授權店家印製成餐盒，對於圖書館及社區的行銷都有相

當大的幫助。 

    國際交流是宜蘭市立圖書館最具特色的資源運用方式，透過姊妹市的

贊助，為圖書館帶來許多資源上的協助，例如來自美國堪薩斯州的姊妹市

黎霧市，每年固定捐助 5000 美元的購書經費給予宜蘭市立圖書館，對於

圖書館的經營有相當大的幫助，此外宜蘭縣每年舉辦的國際童玩節，也為

圖書館提供了許多國際交流的機會。（圖 4-28） 

 
圖 4-28 宜蘭市圖書館國際交流成果剪影 

    宜蘭市立圖書館在館長的經營策略之下，十分重視社區資源的運用，

不論是利用地方的文化資源來營造圖書館之特色，或是與上級單位、社區

內各機關團體的合作，甚至是經由國際交流的方式為圖書館帶來的資源，

都為圖書館的營運帶來正面的效益，也促進民眾對於圖書館的認同感，足

以做為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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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宜蘭縣壯圍鄉立圖書館 

一、 壯圍鄉概況介紹 

    宜蘭縣壯圍鄉位於蘭陽平原上，恰處於蘭陽平原原海岸中心，地勢平

坦且土壤肥沃，因此壯圍鄉長久以來以農漁業作為主要產業。全鄉大致可

分為三大生產區，包括臨近宜蘭市、礁溪鄉的稻米生產區；沿蘭陽溪畔北

岸的新南、美福蔬菜區以及臨海養殖區。其中新南、美福蔬菜區每年生產

的哈密瓜更是遠近馳名，更使壯圍鄉具有「哈密瓜故鄉」的美名，民風淳

樸、瀰漫著濃厚的鄉土文化風味，更成為壯圍鄉最具特色的地方（註 22）。
壯圍鄉人口數不多，至民國 97 年 5 月為止，人口總計有 25,093 人，其中

男性 13,281 人，女性 11,812 人（註 23）。 

二、 壯圍鄉立圖書館發展概況 

    壯圍鄉立圖書館於民國 81 年正式開放使用，並且在民國 92 年爭取到

文建會「公共圖書館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之補助，於民國 93 年完成空

間改造，在這段期間，壯圍鄉立圖書館的營運績效屢受肯定，分別於民國

87 年被評為「全國績優圖書館」、民國 92 年為「全國圖書館經營特優館」

及民國 93 年被遴選為「公共圖書館空間改善東區示範館」，營運績效受到

普遍肯定。 

    壯圍鄉立圖書館期許自己能夠成為壯圍鄉的文化地標，且讓民眾感受

到圖書館就如同鄉民的好鄰居一般，因此著手進行空間改善，全面調整建

築空間。於民國 93 年重新啟用後，帶給鄉民煥然一新的感受，將圖書館

原本有限的空間發揮最大的效用，也讓圖書館更加貼近民眾。在圖書館整

體空間的改造中，最特別的就是書庫的設計（圖 4-29），「非」字型書架的

設計，讓圖書館宛如誠品書店一般，讓讀者能夠舒適、自在的閱讀，搭配

館內擺設的各項文物、農具（圖 4-30），讓圖書館呈現出悠閒、簡約的氛

圍（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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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壯圍鄉立圖書館「非」字型書庫 

 
圖 4-30 壯圍鄉立圖書館之擺設 

三、 壯圍鄉立圖書館社區資源運用情形 

（一） 人力資源 

尋求志工的協助是壯圍鄉圖書館解決人力不足問題最好的辦法，壯圍

鄉圖書館目前志工人數共有 37 人，均由社區內的熱心人士協助，圖書館

的志工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與鄉內學校合作遴選的小義工，協助圖書

館的各項業務；第二種是書香媽媽，負責協助圖書館說故事活動等推廣活

動的進行；第三種義工是館長的智囊團，作為館長的諮詢對象，為館長提

供館務發展之建議。有了義工的協助，為圖書館活動的推廣帶來相當大的

幫助。 

（二） 機構資源 

壯圍鄉以農業為主，鄉內工、商業並不發達，因此經費資源並不充裕。

以民國 96 年度為例，壯圍鄉圖書館只編列了 7000 元的活動經費，面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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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狀況，社區資源的運用成為支持圖書館營運的重要方式。因此民國 96
年度壯圍鄉圖書館在只有 7000 元活動經費的情況下，全年度仍然辦理了

42 場文化推廣活動，足見壯圍鄉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的積極程度。 

壯圍鄉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辦理推廣活動的方式，主要是尋求社區內

之團體如獅子會、婦女會等單位的贊助，合作舉辦圖書館利用推廣活動。

或者是搭其他單位舉辦活動的順風車，例如學校運動會，與學校協商，讓

圖書館能夠設攤舉辦書展或其他活動。透過其他單位在經費上的支援，使

圖書館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仍然能順利辦理多項活動，在鄉內推廣圖書

館的各項服務。 

    認養制度是壯圍鄉圖書館獨特的經營方式，同樣受限於經費資源的不

足，因此圖書館沒有能力添購太多新書及期刊，因此壯圍鄉圖書館便採用

期刊認養制度，號召壯圍鄉內的熱心人士與團體認捐期刊的購買經費，讓

圖書館能夠常保資料的更新（圖 4-31）。此外不只是期刊的認養，甚至連 

 
圖 4-31 壯圍鄉立圖書館期刊認養 

館內的各項佈置也是社區可以認養的項目，例如兒童閱覽室內的成語或英

語教學海報（圖 4-32）等，透過社區的認養，不只可以為圖書館節省許多

經費的支出，也可以為社區內的熱心店家或團體達到宣傳的效益，讓圖書

館與社區得到雙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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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壯圍鄉立圖書館海報認養 

    壯圍鄉圖書館在鄉土文化的保存工作上，也與社區有密切的合作關

係。圖書館廣邀社區耆老協助圖書館進行鄉土文化的教學，也和社區合作

進行鄉土文化的保存工作。壯圍鄉圖書館與社區的互動頻繁，除館長積極

參與社區內的各項活動之外，圖書館也經常協助社區舉辦各項活動，不僅

有利於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也將圖書館的活力帶進社區，為社區注入一

股活水。 

    最後將六所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情形整理如表 4-6，根據各館運用

社區資源之方式，大致將鄉鎮圖書館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歸納如下： 
1. 文化資源：各地區的風土民情不同，因此所產生的文化資源也不盡相

同，文化資源的運用，也使各館在空間及活動的規劃上，更具有地方

的特色。 
2. 機構資源：在圖書館經費普遍不充裕的情況之下，機構資源成為協助

圖書館營運的重要助力，尋求社區內各單位的支援，成為各鄉鎮圖書

館的重要工作項目。此外學校儼然已成為鄉鎮圖書館最重要的合作對

象，透過學校的協助，對於閱讀的推廣有更大的助益。 
3. 人力資源：鄉鎮圖書館之人力編制普遍不多，需要更多的幫手才能應

付大量的活動，因此志工與社區內的熱心人士成為圖書館最珍貴的資

源。社區內的藝文人士及耆老也成為圖書館提昇社區藝文風氣及保存

鄉土文化的重要合作夥伴。 
4. 自然資源：自然資源相較於其他社區資源，是較稀有且獨特的資產，

也是幫助鄉鎮圖書館活動規劃的利器，各館在自然資源的運用上，大

多與休閒、觀光之概念相結合，藉由寓教於樂的方式，帶領民眾認識

地方之特色，也更加能夠吸引民眾參與圖書館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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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研究個案運用社區資源之方式 
 文化資源 機構資源 人力資源 自然資源 

深坑鄉立圖書館 以深坑之特產舉

辦四寶文化節。 
尋 求 政 府 機

關、社區發展協

會、農會等單位

在資源上的協

助。 

商 請 社 區 巡 守

隊、交通隊協助

各項大型活動進

行，聘請藝文人

士擔任研習班講

師。 

以鄉內之登山步

道規劃「古道逍

遙遊」活動。 

萬里鄉立圖書館  與學校、社區發

展協會合作舉

辦推廣活動。 

招募志工協助館

務，邀請藝文人

士舉辦展覽。 

在館內設置觀海

區、在社區舉辦

生態觀察活動。 
新店市立圖書館 設立文史館，保

存新店市先民文

物。 

尋求企業、政府

機關等單位的

支援，並與學

校、社區店家、

文史學會等單

位合作舉辦活

動。 

組織專業志工團

隊，邀請藝文人

士舉辦展覽。 

結合碧潭沿岸之

風 景 區 舉 辦 活

動。 

南澳鄉立圖書館 設 置 泰 雅 特 藏

區、將原住民文

化融入館舍空間

規劃。 

尋求政府機關

在資源上的協

助，並與學校及

社區發展協會

等單位合作舉

辦活動。 

聘請教師及社區

耆老擔任研習活

動講師。 

 

宜蘭市立圖書館 將地方之特色和

文物融入空間之

佈置。 

積極與學校、公

所、社區店家、

民間社團等單

位合作，舉辦各

項活動。 

  

壯圍鄉立圖書館 與社區合作進行

鄉土文化資源的

保存。 

積極尋求與學

校、社區發展協

會、民間社團等

單位的合作機

會，使圖書館有

更充沛的資源

舉辦活動。 

招募志工協助館

務運作，號召熱

心 人 士 認 養 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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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深坑鄉公所，「話說深坑」，< http://www.shenkeng.tpc.gov.tw/s1_1.htm >
（2008 年 2 月 15 日）。 

註2 臺北縣政府，「臺北縣戶政服務網-歷年人口統計」，2008 年 5 月， 
< http://www.ris.tpc.gov.tw/_file/1392/SG/24964/D.html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3 國立臺中圖書館，「圖書館家族-臺北縣深坑鄉立圖書館」，2008 年 4
月 29 日，<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 
wsID=144&selectkind=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4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計系統」， 
＜ http://publibstat.lib.nctu.edu.tw/townstat/showtownstat.aspx?lib_no=52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5 臺北縣資訊服務站，「萬里鄉：地方簡介」，2006 年 1 月 9 日， 
<http://www.tpc.gov.tw/_file/2890/SG/20158/D40000002890000002_0.ht
ml >（2007 年 10 月 25 日）。 

註6 同註 2。 
註7 國立臺中圖書館，「圖書館家族-臺北縣萬里鄉立圖書館」，2008 年 4

月 29 日，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wsID=128
&selectkind=select_1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8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計系統」， 
＜ http://publibstat.lib.nctu.edu.tw/townstat/showtownstat.aspx?lib_no=62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9 新店市公所，「關於新店」， 
< http://www.sindian.tpc.gov.tw/releaseRedirect.do?pageID=706 >（2007
年 10 月 25 日）。 

註10 同註 2。 
註11 國立臺中圖書館，「圖書館家族-臺北縣新店市立圖書館」，2008 年 4

月 29 日，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wsID=15
1&selectkind=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12 國立臺中圖書館，「公共圖書館統計系統」， 
註13 ＜http://publibstat.lib.nctu.edu.tw/townstat/showtownstat.aspx?lib_no=44 

＞（2008 年 6 月 2 日）。 
註14 新店市立圖書館，「分館一覽」， 

< http://library.sindian.gov.tw/tw/l_aboutus2.asp >（2008 年 3 月 25 日）。 
註15 新店市立圖書館，「行動圖書館」， 

< http://library.sindian.gov.tw/tw/l_aboutus5.asp >（2008 年 3 月 25 日）。 
註16 新店市立圖書館，「展覽檔期」， 

< http://library.sindian.gov.tw/tw/l_media.asp>（2008 年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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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 宜 蘭 縣 南 澳 鄉 公 所 全 球 資 訊 網 ，「 認 識 南 澳 」， < 
http://www.nanao.e-land.gov.tw/info_index.php?nid=2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18 宜蘭縣政府主計處，「統計資訊」，< http://bgacst.e-land.gov.tw/release 

Redirect.do?unitID=115&pageID=6720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19 余佩玲主編，文化、生活、學習：10 個鄉鎮圖書館轉型生活學習中

心的真實故事（臺北市：文建會，民 95 年），頁 48-63。 
註20 宜蘭市公所全球資訊網，「世紀文化城」，< http://www.ilancity.gov.tw/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21 同註 17。 
註22 國中圖，「圖書館家族-宜蘭縣宜蘭市立圖書館」， 

<http://www.ntl.gov.tw/FamilyGroup_Look.asp?CatID=17&NewsID=38
0&selectkind=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23 宜蘭縣壯圍鄉公所，「壯圍采風」， 
<http://jhuangwei.e-land.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57&pageID
=5314 >（2008 年 6 月 27 日）。 

註24 同註 17。 
註25 同註 18，頁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