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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鄉鎮圖書館推廣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現況調查」問卷： 
圖書館參與部份 

 

 
 

 
 

              ，您好： 
 

我是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林書廷，目前正從事碩士論文

研究，研究主題為「鄉鎮圖書館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研究對象的選擇以

九十三年度台灣地區營運績優公共圖書館評選為卓越獎及特別獎的鄉鎮圖書館，

針對得獎之鄉鎮圖書館施以問卷調查，問卷隨函所附。 
 
本問卷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瞭解您對於鄉鎮圖書館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看

法，希望藉由本研究結果，整理並歸納出鄉鎮圖書館參與社區總體營造之模式與

策略，以期作為未來其他鄉鎮圖書館參與社區總體營造時之參考。 
 
您的意見對本研究至為重要，深盼您可以撥些時間填答本問卷，本問卷內容

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您的個人資料會絕對守密，據研究結果撰寫完成之論文，將

作為此次調查之謝禮，十分感謝您的參與！ 
 

請將填好之問卷於 11月 14日前回寄，感謝您的協助。 
 
祝您      平安 健康 快樂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論文指導教授：蔡明月 博士        

碩士班研究生：林書廷            

  聯絡電話：(02)82374159；0953621687  

  E-mail ：92155009@nccu.edu.tw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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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圖書館推廣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現況調查」問卷： 
圖書館參與部份 

 

基本資料   

 
※ 圖書館名稱：                       

 

※ 館長姓名：                           
 

※ e-mail：                    
 

※ 電話：                             
 

※ 如本問卷回收後，需輔以電話訪談，以釐清問項填答內容，您可接受訪談時間： 

 可接受訪談時間： 

※ 星期一 ~ 星期五：                                    
 

※ 星期六：         
 

※ 星期日：          

 訪談方式： 

（1） □（勾選）請使用 e-mail詢問，勿電訪 
 

（2） □（勾選）e-mail或電訪皆可來詢 
 

（3） □（勾選）電訪 

※ □（勾選）本問卷請直接採電訪方式調查 

（請將回條寄回，留下問卷部分待訪） 

 可接受訪談時間： 

※ 星期一 ~ 星期五：                                    
 

※ 星期六：         
 

※ 星期日：         
 

※ 隨函所附之「社區工作者」及「文史工作者」問卷： 

 
□（勾選）我願意代為轉交給相關人員。 
 

□（勾選）我不便轉交給相關人員（將填妥之問卷與這兩份未填問卷同時寄回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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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圖書館推廣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現況調查」問卷： 

圖書館參與部份 
 
● 以下所有問項都可複選。 
● 填答過程中有任何問題，請來信或來電詢問。 

 
第一部份 社區認識 

 
一、貴館所在社區，有哪些「公共問題」待解決？ 
1.□生態環境  2.□經濟發展  3.□公共建設  4.□社會福利  5.□文化古蹟 

6.□學童教育  7.□衛生      8.□治安      9.□貧窮      10.□其他        

11.補充說明：                                   

 
二、承上題，請問貴館是否有能力改善上述所提之社區問題？ 
1.□很難去改變   

2.□猶有改善空間， 

請您列出可改善之項目：                                       

圖書館可採取的行動是：                         
3.補充說明：                                

 

三、請問貴館對所服務社區的基本資料了解多少？ 
1.地理區位：(1)□非常清楚 （2）□普通瞭解 （3）□完全沒概念 

2.人口資料：包括年齡層、教育程度、男女比例等等 

(1)□非常清楚 （2）□普通瞭解 （3）□完全沒概念 

3.經濟活動：(1)□非常清楚 （2）□普通瞭解 （3）□完全沒概念 

4.社區發展：(1)□非常清楚 （2）□普通瞭解 （3）□完全沒概念 

5.補充說明：                                                      
 

四、請問貴館是否曾經調查過「社區需求」，以作為設計圖書館的服務與活動的參考？ 
1.□沒有   

2.□有，如何獲取所需資訊： 

（1）□問卷調查 （2）□文獻分析 （3）□訪問居民 （4）□其他            
3.補充說明：                                                               
 

五、請問貴館目前利用哪些社區資源，從事圖書館經營？ 
1.□自然環境，例如                   2.□人力資源，例如                   

3.□財力資源，例如                   4.□組織資源，例如                   

5.□文化古蹟，例如                   6.□特殊建築，例如                   

7.□特色產業，例如                   8.□社區媒體，例如                   

9.□其他                   
10.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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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請問您圖書館與社區資源結合的可行方法： 
1.□建立社區分工合作模式        2.□動員社區中熱心之非營利團體  

3.□訂定社區資源管理及運用辦法  4.□志工人員普遍深入社區   

5.□建立民間團體資源轉介服務網  6.□其他         
7.補充說明：                                                      
 

七、承上題，對於圖書館利用社區資源來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您還有其他的想法或期許嗎？ 
 

 
 

 
第二部份  社區意識 

 
一、貴館所在社區，過去是否有下列曾引起全社區關注及參與的活動？ 
1.□社區清潔日  2.□社區巡禮 3.□社區慶典  4.□政治性座談會   

5.□社區尋根   6.□其他         
7.補充說明：                                                      
 

二、承上題，圖書館在這樣的活動中可以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1.□社區教育中心       2.□社區資訊服務中心   3.□社區資源調查中心  

4.□社區活動推廣中心   5.□社區文化中心        6.□其他            
7.補充說明：                                                        

 
三、您認為目前社區還需要哪些建設會使社區更好？ 
1.□托兒所    2.□幼稚園   3.□圖書館   4.□公園   5.□社區媒體  

6.□老人學苑  7.□活動中心  8.□其他         
9.補充說明：                                                      
 

四、承上題，您認為圖書館可以提供哪些服務來支援上述社區建設？ 
1.□課輔      2.□社區資訊服務 3.□社區圖書站   4.□行動書車    

5.□社區刊物 6.□社區網站      7.□社區學苑     8.□其他         
9.補充說明：                                                      
 

五、圖書館的活動之中，有哪些活動可以請社區居民參與規劃與執行？ 
1.□讀書會      2.□閱讀活動  3.□節日慶祝   4.□藝文展覽     

5.□社區刊物   6.□社區網站   7.□社區學苑   8.□社區資訊服務   

9.□圖書館建築  10.□其他         
11.補充說明：                                                      
 

六、承上題，社區居民參與圖書館活動規劃，對於「社區意識」的凝聚是否有幫助？ 
1.□有，因為：                                 



 123

2.□沒有，因為：                               
3.補充說明：                                                      
 

第三部份  社區學習 

 
一、社區中有哪些「社區媒體」，其形式為何？ 
1. □社區刊物，刊名：                      
2. □社區廣播電台，台名：                  
3. □社區電視台，台名：                   
4. □社區網站，站名：                      
5. □社區報紙，報紙名稱：                 
6. 補充說明：                                                      

 
二、承上題，舉上述的社區媒體其中一例，該媒體提供哪些社區訊息？ 

1.舉                  為例。 
2.提供：(1)□社區通訊 (2)□社區活動 (3)□社區巡禮 (4)□社區商情（如租屋、買賣資訊） 

(5)□專題報導 (6)□留言板  (7)□其他            
3.補充說明：                                                      
 

三、貴館是否藏有「地方文獻」？ 
1.□有館藏，從民國     年開始，目前是否仍繼續蒐集中：(1)□是 (2)□沒有 
2.□並且闢有專區，專區名稱：            
3.□沒有館藏，未來是否有蒐藏的打算：(1)□有 (2)□沒有 
4.蒐藏之地文獻類型：（有館藏者填答） 

(1)□圖書        (2)□照片       (3)□幻燈片           (4)□圖畫    (5)□錄音資料 
(6)□錄影資料    (7)□微縮       (8)□資料檔案         (9)□手稿   (10)□地圖 
(11)□地方志書  (12)□碑碣拓本  (13)□當地報紙、期刊  (14)□剪報資料   
(15)□古文書、契約        (16)□家譜、訃文           (17)□選舉資料   
(18)□實物、模型          (19)□電腦磁片、光碟片     (21)□私人日記、筆記 
(20)□傳單、海報、小冊子  (22)□其他           

5.補充說明：                                                      
 

四、承上題，貴館有無利用地方文獻館藏辦理相關活動？ 
1.□沒有   

2.□有，例如：            
3.是否評估過活動成效？（有辦活動者填答） 

(1) □沒有評估過 
(2) □有評估，評估方式：□問卷調查 □統計 □訪問使用者 □其他：      

評估結果？                                                        

4.補充說明：                                                                 
 

五、貴館是否有提供「社區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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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   2.□沒有 

3.提供的社區資訊形式：（有提供者填答） 

（1）□紙本  （2）□電子  （3）□其他           

4.提供社區資訊管道：（有提供者填答） 

（1）□參考諮詢服務  （2）□線上公用目錄  （3）□網際網路 （4）□小冊子、折頁 

（5）□佈告欄        （6）□其他        

5.提供的社區資訊項目：（有提供者填答） 

(1)□地方背景    (2)□旅遊資訊   (3)□機構連繫資料  (4)□社區行事曆  
(5)□社區刊物    (6)□醫藥保健   (7)□法律資訊      (8)□人際關係資訊  
(9)□家事管理   (10)□求職機會  (11)□職業進修     (12)□休閒資訊   

(13)□商情資訊   (14)□氣象資訊  (15)□宗教信仰     (16)□學習資訊  
(17)□社會福利   (18)□社區問題  (19)□交通路線     (20)□鄰里資訊  
(21)□志願服務   (22)□其他           
6.社區資訊服務方式：（有提供者填答） 

(1)□文獻外借 (2)□諮詢服務 (3)□社區資料庫 (4)□網路服務 (5)□轉介服務  
(6)□代理服務 (7)□追蹤服務 (8)□其他           
7.是否曾評鑑過社區資訊服務？ 

（1）□沒有評估過 

（2）□有評估，評估方式：□問卷調查 □統計 □訪問使用者 □其他：     

評估結果？                                                       

8.您認為社區資訊服務可發揮的作用： 

(1)□個人技能和生活素質的提高           (2)□社區居民社交範圍擴大  
(3)□社區居住環境改善                   (4)□跨越資訊獲取障礙  
(5)□充分發揮社區組織的資訊提供功能     (6)□促進當地社區建設  
(7)□其他           

9.補充說明：                                                      
 

六、貴館的「圖書館推廣服務」 
1.您認為圖書館的服務地域，「應該」包含： 

（1）□圖書館所在地 （2）□圖書館鄰近社區（3）□全國（4）□全球（4）□其他：    

2.您認為圖書館「應該」可以推行哪些服務項目，使更多人使用圖書館？ 

（1）□行動書車     （2）□圖書宅急便     （3）□網路服務 

（4）□各類推廣活動，包括：藝文展覽、音樂會、讀書會、講座、圖書館利用教育、說故

事、影片欣賞等等  

（5）□其他：       

3.貴館對下列服務對象，是否有提供特別服務項目： 

(1)□一般成年人，服務內容：                          

(2)□老人，服務內容：                                

(3) □青少年，服務內容：                              
(4) □兒童，服務內容：                                
(5) □婦女，服務內容：                                
(6) □原住民，服務內容：                              



 125

(7) □身心障礙者，服務內容：                          
(8) □其他：         
4.貴館的開閉館及午休時間： 

（1）開閉館時間：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 

星期日：         

（2）午休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 

星期日：         

（3）人員編制： 

 
 
 

（4）在休息時間裡，是否有採取任何便民措施： 

□有，服務方式：□還書箱 □網路服務 □其他：      

□沒有採取其他便民措施 
5.是否曾經評估過推廣服務成果？ 

（1）□沒有評估過 

（2）□有評估，評估方式：□問卷調查 □統計 □訪問使用者 □其他：     

評估結果？                                                          

6.為使圖書館推廣服務成效顯著，您認為圖書館推廣服務「應該」做到： 
（1）□主動了解社區需求     （2）□考慮不同族群需要 （3）□城鄉均衡發展 

（4）□集思廣益，整體考量   （5）□永續發展的理念  （6）□隨時掌握時代脈動 

（7）□規劃設計以顧客為導向 （8）□擴大讀者參與層面和受益程度 

（9）□廣泛運用社區資源     （10）□建立不同風格及特色的活動  

（11）□利用新科技輔助      （12）□其他：                  

7.補充說明：                                                       
 

第四部份 社區計畫 

 
一、 貴館是否曾配合文建會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各項計畫，辦理相關活動？ 
1.□沒有   

2.□有，曾配合： 

（1）□「社區藝文發展計畫」，活動名稱：         ，時間：     

（2）□「社區文化再造計畫」，活動名稱：         ，時間：     

（3）□「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活動名稱：         ，時間：     

（4）□「文化產業之發展與振興計畫」，活動名稱：      ，時間：     

（5）□「推動生活文化發展計畫」，活動名稱：        ，時間：     

（6）□「社區營造創意心點子計畫」，活動名稱：       ，時間：     
3.補充說明：                                                                       
 

二、 您認為圖書館在社區總體營造中可以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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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區營造所需書刊資料的提供者    2.□各項社區事務推動的資訊仲介者  

3.□各社區之資料製作與整理的教導者  4.□各社區營造成果的匯集與傳布者   

5.□社區內各圖書資源的調查整合者   6.□社區各種圖書推廣活動的設計者   

7.□各社區圖書與資訊中心的催生者    8.□各社區圖書資訊學專才的養成者   

9.□文化空間供應者                  10□.其他：                
11.補充說明：                                                        
 

三、 您認為圖書館可以提供哪些服務來配合社區總體營造？ 
1.□社區讀書會    2.□閱讀活動      3.□社區網站    4.□社區資訊轉介服務   

5.□社區文化導覽 6.□地方文獻服務  8.□其他                     
9.補充說明：                                                      
 
四、請問您認為圖書館參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助益為何？ 
1.□有助於圖書館瞭解民眾的學習需求     2.□有助於民眾瞭解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內容   

3.□有助於民眾參與圖書館所辦的各項活動 4.□有助於得到各項社區資源的支持  

5.□有助於圖書館各項服務和活動的安排   6.□可提昇圖書館形象 

7.□其他         
9.補充說明：                                                      
 

五、 行政院將社區總體營造理念落實於整體施政計畫，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
列入子項「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貴館是否有參與該計畫？ 
1.□沒有   

2.□有，參與的部份是：                                      
 

六、 目前圖書館參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情形？對於社區總體營造的期許或展望？ 
 
 
 
 

 
 

七、 貴館配合「愛鄉讀鄉—公共圖書館推動閱讀計畫」辦理的活動？ 
 

活動名稱與時間：  
 
 

 
八、 貴館配合「重建區公共圖書館經營管理金點子計畫」、「公共圖書館空間及營運改善計畫」

申請的相關計畫及辦理的相關活動？ 
 
計畫名稱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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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與時間： 
 

 
九、 除了以上所提各計畫，貴館曾經或目前還配合哪些計畫是圖書館結合社區共同辦理的？ 

 
 
 

 
十、 請問您對於下列圖書館服務如與社區總體營造相結合，有何展望或期許？ 
 

1. 社區資訊服務： 
 
 
 
2. 地方文獻服務： 
 
 
 
3. 圖書館推廣服務： 
 
 
 

 
十一、請列舉您所知道的鄉鎮圖書館中，有哪些社區總體營造做得還不錯？ 

 
 

 
十二、為使本研究的進行可以更為全面和完整，請推薦一位社區工作者和一位文史工作者，以

作為本研究不同調查面向的受調者。 

1. 社區工作者： 

※姓名：          
※Tel：          
※e-mail：                      
※地址：                      

2. 文史工作者： 

※姓名：          
※Tel：          
※e-mail：               
※地址：               

※若您對本論文研究有任何建議，敬請不吝賜教，並將您的寶貴意見填寫於下，感謝您！ 
 

 
 
 

※問卷到此結束，感恩您耐心填答，如您有相關文件願意提供，請隨問卷一併寄回，或提供領取

方式，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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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鄉鎮圖書館推廣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現況調查」問卷： 
社區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參與部份 

 
 
 
敬啟者： 
 

您好，我是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研究生林書廷，目前正從事碩士論

文研究，研究主題為「鄉鎮圖書館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本問卷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瞭解您對於鄉鎮圖書館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看法，希望藉由本研究結果，整

理並歸納出鄉鎮圖書館參與社區總體營造之模式與策略，以期作為未來其他鄉鎮圖書

館參與社區總體營造時之參考。 
 

您的意見對本研究至為重要，深盼您可以撥些時間填答本問卷，問卷內容如附件，

本問卷內容僅供學術研究，您的個人資料絕對守密，十分感謝您的參與！ 
 

請將填好之問卷於 11月 14日前回寄，感謝您的協助。 
 
祝您      平安 健康 快樂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論文指導教授：蔡明月 博士        

碩士班研究生：林書廷            

  聯絡電話：(02)82374159；0953621687  

  E-mail ：92155009@nccu.edu.tw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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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圖書館推廣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現況調查」問卷： 
社區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參與部份 

 

基本資料   

 
※ 姓名：                                 
※ 工作團體名稱：                           
※ e-mail：                        
※ 電話：                                 

※ 如本問卷回收後，需輔以電話訪談，以釐清問項填答內容，您可接受訪談時間： 

 可接受訪談時間： 

※ 星期一 ~ 星期五：                                    
 

※ 星期六：         
 

※ 星期日：         

 訪談方式： 

（4） □（勾選）請使用 e-mail詢問，勿電訪 
 

（5） □（勾選）e-mail或電訪皆可來詢 
 

（6） □（勾選）電訪 

※ □（勾選）本問卷請直接採電訪方式調查 

（請將回條寄回，留下問卷部分待訪） 

 可接受訪談時間： 

※ 星期一 ~ 星期五：                                    
 

※ 星期六：         
 

※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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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圖書館推廣服務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現況調查」問卷： 
社區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參與部份 

 
● 以下所有問項都可複選。 
● 填答過程中有任何問題，請來信或來電詢問。 

 
第一部份 社區認識 

 
一、社區中有哪些「公共問題」待解決？ 
1.□生態環境    2.□經濟發展  3.□公共建設  4.□社會福利  5.□文化古蹟 

6.□學童教育    7.□衛生      8.□治安      9.□貧窮      10.□其他        

11.補充說明：                                   

 
二、社區民眾可以直接透過哪些單位瞭解社區問題？ 
 

 
 
三、您認為圖書館可以採取什麼行動來改善社區問題？ 
 

 
 
四、採取什麼樣的行動挖掘社區特色，最為迅速而有效率？ 

 
 
 

 
五、社區是否曾經做過社區資源調查？調查資料存放在何處？ 
 

 
 
六、社區中是否有建立「社區資源資料庫」？資料庫名稱？由誰來維護資料庫內容？ 
 

 
 
七、您認為圖書館與社區資源結合的可行方法： 
1.□建立社區分工合作模式        2.□動員社區中熱心之非營利團體  

3.□訂定社區資源管理及運用辦法  4.□使志工人員普遍深入社區   

5.□建立民間團體資源轉介服務網  6.□其他         
7.補充說明：                                                      
 

第二部份  社區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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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去是否有引起全社區關注及參與的活動？ 
1.□社區清潔日  2.□社區巡禮 3.□社區慶典  4.□政治性座談會  5.□社區尋根  

6.□其他         
7.補充說明：                                                      
 

二、如何動員大量社區民眾參與社區活動？ 
 

 
 

 
三、承上題，您認為圖書館在這樣的活動中可以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1.□社區教育中心       2.□社區資訊服務中心   3.□社區資源調查中心  

4.□社區活動推廣中心   5.□社區文化中心        6.□其他            
7.補充說明：                                                        
 

四、您認為目前社區還需要哪些建設會使社區更好？ 
1.□托兒所    2.□幼稚園   3.□圖書館   4.□公園   5.□社區媒體  

6.□老人學苑  7.□活動中心  8.□其他         
9.補充說明：                                                      
 

五、承上題，您認為圖書館可以提供哪些服務來支援上述社區建設？ 
1.□課輔      2.□社區資訊服務 3.□社區圖書站   4.□行動書車    

5.□社區刊物 6.□社區網站      7.□社區學苑     8.□其他         
9.補充說明：                                                      
 

六、您認為圖書館應如何利用各項活動推行「社區總體營造」，以建立全民生命共同體的共識？

您願意利用圖書館活動來宣導社區總體營造嗎？ 
 

 
 
七、您認為圖書館可以辦理何種形式的活動來營造和諧社區？ 
 

 
 
八、社區民眾參與圖書館活動規劃，對於「社區意識」的凝聚是否有幫助？為什麼？ 
 

 
 

九、您在圖書館參與建立社區文化、凝聚社區意識這方面還有什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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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社區學習 

 
一、社區中有哪些「社區媒體」，其形式為何？ 
1. □社區刊物，刊名：                    
2. □社區廣播電台，台名：                
3. □社區電視台，台名：                
4. □社區網站，站名：                   
5. □社區報紙，報紙名稱：                 
6. 補充說明：                                                      

 
二、您認為圖書館的服務地域，「應該」包含： 
（1）□圖書館所在地 （2）□圖書館鄰近社區（3）□全國（4）□全球（4）□其他：      

 

三、您認為圖書館「應該」可以推行哪些服務項目，使更多人使用圖書館？ 
（1）□行動書車     （2）□圖書宅急便     （3）□網路服務 

（4）□各類推廣活動，包括藝文展覽、音樂會、讀書會、講座、圖書館利用教育、說故事、

影片欣賞等等  

（5）□其他：       

 
四、為使圖書館推廣服務成效顯著，您認為圖書館推廣服務「應該」做到： 
（1）□主動了解社區需求     （2）□考慮不同族群需要 （3）□城鄉均衡發展 

（4）□集思廣益，整體考量   （5）□永續發展的理念  （6）□隨時掌握時代脈動 

（7）□規劃設計以顧客為導向 （8）□擴大讀者參與層面和受益程度 

（9）□廣泛運用社區資源     （10）□建立不同風格及特色的活動  

（11）□利用新科技輔助      （12）□其他：                  

 
五、您認為應如何鼓勵社區民眾參加圖書館所辦理的各項活動呢？ 
 

 
 

六、您認為圖書館可以辦理什麼類形的活動來增進社區情誼？ 
 

 
 

七、從圖書館的教育目標來看，您認為圖書館員是否應該具備「社區總體營造」能力？原因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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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您認為圖書館辦理什麼樣的活動最容易切入社區總體營造「造人」的核心？ 
 

 
 

 
第四部份 社區總體營造 

 
一、您認為圖書館在社區總體營造中可以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1.□社區營造所需書刊資料的提供者     2.□各項社區事務推動的資訊仲介者  

3.□各社區之資料製作與整理的教導者   4.□各社區營造成果的匯集與傳布者   

5.□社區內各圖書資源的調查整合者    6.□社區各種圖書推廣活動的設計者   

7.□各社區圖書與資訊中心的催生者     8.□各社區圖書資訊學專才的養成者   

9.□文化空間供應者                   10□.其他：       
11.補充說明：                                                      
 
二、目前社區中的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策略為何？如何培育社造人才？ 
 

 
 

 
三、是否有單位定期對社區營造工作辦理評鑑？辦理方式為何？ 
 

 
 

 
四、請您敘述對社區總體營造的期許與展望。 
 

 
 

 
五、對於鄉鎮圖書館參與社區總體營造，您是否還有其他的想法？請說明之。                  
 

 
 

※若您對本論文研究有任何建議，敬請不吝賜教，並將您的寶貴意見填寫於下，感謝您！ 
 

 
 

※問卷到此結束，感恩您耐心填答，如您有相關文件願意提供，請隨問卷一併寄回，或提供領取

方式，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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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鄉鎮圖書館結合社區總體營造之研究 

訪談問題綱要 
 

(一) 請問您是否了解貴館所在社區之中有哪些公共問題待解決？  
例如：生態環境、經濟發展、公共建設、文化沒落….. 

 
(二) 請問社區民眾的社區總體營造需求有哪些？ 

例如：環境保護需求、地方產業發展需求、文化資產保存需求、社區景觀改善需求….. 
 
(三) 社區中有哪些社區總體營造計畫？是否有計畫配合文建會文化藝術角度切入的社區總

體營造？ 
例如配合「社區藝文發展計畫」、「社區文化再造計畫」、「社區環境改造計畫」、「文化產

業之發展與振興計畫」、「推動生活文化發展計畫」等計畫所推計畫。 

 
(四) 社區中有哪些符合社區特色的文化活動或藝術活動？ 

例如：白河蓮花節、金門珠山燈節、六重溪平埔文化節….. 
 
(五) 請問您圖書館參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因緣，如何開始規劃？目前圖書館參與社區總體營造

的情形？  
 
(六) 您認為圖書館參與社區總體營造應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對圖書館有何期許？還可以提

供哪些服務來配合社區總體營造？  
例如：社區讀書會、閱讀推廣、地方藝文網站設計、社區資訊服務、社區文化導覽….. 

 
(七) 您認為圖書館參與社區總體營造可善加運用的社區資源有哪些？ 

例如：自然環境、人力、物力、財力、組織….. 
 
(八) 請問您對於社區總體營造有何理念與想法？尤其在您所服務社區中的推動，是否還有需

要加強的地方？ 
 
(九) 請問您目前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方面的困難與阻礙？如何排除困難？ 
 
(十) 請問您對本次訪談內容是否有補充說明或建議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