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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到數位科技發展影響，許多大學圖書館

建置學習共享空間。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圖

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及其應

用，研究目的包括：（1）探討大學圖書館學

習共享空間的意涵與要件；（2）探討學習共

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與建構其服務品質評鑑

指標；（3）探討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

指標的應用，並瞭解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

間的使用滿意度與服務成效。本研究運用服

務品質評鑑理論，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與問

卷調查法。首先，透過三場焦點團體訪談獲

得學習共享空間意涵，以及三個評鑑構面與

23 個評鑑指標，做為學習共享空間的評鑑工

具。進一步針對 N 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

間，應用指標設計問卷進行調查，探討學生

使用 N 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現況與滿意

度。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1）網路使用頻

率影響使用者進入圖書館的次數；（2）使用

者認可圖書館具有學習價值；（3）使用者認

為學習共享空間最重要的服務為舒適的環境

與館藏資源提供；（4）使用者最滿意圖書館

人員的服務態度；（5）使用者認為學習共享

空間最需改進的部分為區隔討論區與自習

區；（6）學生對學習共享空間整體滿意度有

待提升，需要改善並提升能見度。 

緒論 
大學圖書館是為教師與學生提供圖書資訊服務，

以支援大學的教學、研究、推廣、與學習等功能。

今日在網路時代，由於使用者透過全球資訊網可以

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取用到所需要的資訊，到圖

書館人數逐漸減少。因此，大學圖書館如何在新的

資訊生態中找尋並重塑自己的地位，非常重要。未

來的圖書館建築空間應能開始思考如何融入科技資

源與提供貼近使用者的新型服務，成為教師學生研

究、學習與休閒的首選去處。 

大學圖書館的顧客最重要的就是大學生，如何滿

足學生的需求值得研究。現在的學生大多是「網路

世代」的數位公民（Digital Natives），他們生長在電

腦、數位商品與網路年代，無時無刻都在接觸新的

數位事物。運用電腦與網路交友、購物、找資料，

電腦與網路已然成為「網路世代」生活的重心，也

是最重要的資訊來源。「網路世代人」具有以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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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團體行動、小組工作、目標導向、多工、實

作學習、時時連結、喜好視覺事物、愛線上互動

（吳政叡，2008a）。這些特色導致傳統的圖書館無

法像過去一樣，只提供館藏資料即可，而必須進行

更大的改變，以符合現代學生的需求。學習共享

空間（Learning Commons）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孕育

誕生。 

學習共享空間的前身來自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大約始於 1980 年代科技革命迅速發

展。當使用者習慣利用資訊科技及網路資源來獲得

與使用資訊，影響圖書館需要加入更多科技元素，

變為使用資訊技術的場所，在空間內可取用各種類

型的資源，享用充足的軟體與硬體，以促進學術的

發展。因此，歐美各國興起「資訊共享空間」新的

服務模式（Beagle, 2006）。資訊共享空間是將圖書

館實體空間與虛擬資源及服務整合，提供一個舒適

的環境與豐富的資源，讓學生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圖

書館內取得各種類型的資源，並使用研究與學習相關

的服務。例如：美國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

在 1992 年設置資訊拱廊（Information Arcade），南加

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在 1994

年也建置了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

成為大學圖書館建立資訊共享空間的開端。自此之

後全世界的大學圖書館興起風潮（吳政叡，2008b）。 

近年來又有提倡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

是將資訊共享空間概念提升，成為滿足學生需求的

圖書館空間，它在原有資訊共享空間的基礎上，進

一步加入「學習面向」的服務，擴展其資源與服務。

具體而言，除了提供討論空間、各種資源與軟硬體

設備外，更供應數位學習教材以及館員參考諮詢、

技術諮詢與學科專家的諮詢服務等，以幫助學生學

習，讓使用者可在圖書館內獲得學習上「一站購足」

的所有服務（楊美華，2009）。學習共享空間代表

著大學圖書館的創新與轉型，「共享空間」即是指

一個讓人們彼此交換意見的地方，加入學習概念並

運用在圖書館中，進一步提升為學習共享空間，讓

使用者可進行學習，並互相交流傳播知識。圖書館

擁有眾多資源與足夠的空間，是學習者們學習新知

識與產生知識偶遇的好地方，也是建置學習共享空

間的最佳選擇，此空間內聚集研究者、教師、學生

等各種使用者，提供充足的設施以及各種科技工

具，讓使用者可在學習共享空間進行各種學習與交流

活動。 

臺灣地區的大學圖書館自 2006 年，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第一個建立「SMILE 多元學習區」受到好評，

其後許多大學圖書館效法建置學習共享空間，包

含：臺灣大學、政治大學、中正大學、中山大學、

臺東大學、中興大學、臺灣海洋大學、輔仁大學、

元智大學、靜宜大學等（蘇小鳳，2011）。但鮮有對

「學習共享空間」服務現況的探討與評鑑。 

數位時代是新時代，大學圖書館正面臨轉型，學

習共享空間帶來新的機會，如何迎上數位潮流與滿

足大學生學習需求，學習共享空間成為圖書館新的

挑戰。學習共享空間是圖書館將建築、服務、資訊

科技、學生學習活動融合一體，但常花費大量經費

與人力建造。因此，需要研究與評鑑，以提升品質，

並瞭解是否達到目標，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本研

究希望藉由學習共享空間理論之探討及現況調查，

來設計學習共享空間的評鑑指標。另一方面，本研

究探討實施「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的方法

與應用，利用焦點團體訪談法進行指標建構，再針

對學習共享空間個案進行應用評鑑，以確立指標可

行性，最後提出建議。 

文獻探討 

學習共享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由資訊共享空間一詞演化而來，後

者是自 1990 年代在歐美的大學圖書館興起的一種

新型態的圖書館服務。學習共享空間是在資訊共享

空間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多的學習概念。資訊共享空

間做為新型態的大學圖書館服務，反映了資訊科技

帶給圖書館重大的轉變，知識爆炸和科技革命迫使

許多圖書館必須重新進行改造。Bailey 與 Tierney

（2008）認為資訊共享空間是一種資訊服務的傳

遞，提供學生整合的空間以取用電子資訊資源、多

媒體、紙本資源和服務。資訊共享空間是學生實施

研究和完成作業的好去處，使用者可以在同一地方

找到資源、進入各種資料庫或圖書館線上目錄、拜

訪網站並使用軟體。他們認為資訊共享空間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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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要素為實體場所、一般圖書館服務、高科技網

路環境、各種常應用的軟體、協同學習的空間、整

合式環境且以圖書館為中心。 

對大學而言，教學是一項主要活動，支援教學活

動為圖書館的重要項目，但過去大學的教學著重在

上對下，很少關注學生的自主學習，現在的教學中

心觀念則從「教育（Teaching）」轉變到「學習

（Learning）」。即將資訊共享空間融入「Student 

Success」的概念，即是學習共享空間的核心。圖書

館必須跨出傳統的藩籬，與校園其他單位結合，資

訊科技專家、設備設計師、教學專家、同儕顧問、

寫作專家等，以融合圖書館內與圖書館外的所有可

能的服務。學習共享空間將圖書館服務發展成新的

服務典範，進而提高圖書館在校園內的能見度

（Schader, 2008）。 

為了配合網路世代的學習特質，幫助網路世代學

生有較好的學習效果，許多教學工作者認為應該從

傳統「教師中心」（Teacher-Centered）的學習方式，

改變為「學習者中心」（Learner-Centered）的學習方

式，Keating 與 Gabb 提及應該「從老師到學生的被

動傳遞知識方式，變成幫助學生成為一個獨立的學

習者」。網路世代學生學習所牽涉到的場所，遠超出

一般的教室，因此興起「學習空間」來取代傳統的

教室概念。「學習空間」包含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二

部份，在實體空間方面，除了傳統的教室外，圖書

館、走廊、宿舍、咖啡吧（Café）、餐廳、甚至包括

青草地等任何戶外空間都可算是學習空間。在虛擬

空間方面，任何人們可以透過網路互相交流的機制

都被包括，例如聊天軟體、虛擬電子白板、部落格、

電子郵件等，學習共享空間可說是學習空間在圖書

館的應用（Keating & Gabb, 2005, p. 2，轉引自吳政

叡，2008b，轉引頁 116）。 

Beagle（2004）發表了〈From Information Commons 

to Learning Commons〉一文引起重視學習共享空間

新觀念，他認為資訊共享空間的建設與服務需要學

校其他相關部門共同參與，而不能僅依靠圖書館，

將這些機構的空間、資訊、技術、學習、設備、人

力資源加以整合，通過機構之間的相互合作，才能

為使用者提供一個沒有時空限制，而以學習和學術

研究為主的無縫式的空間環境。 

楊美華（2009）認為，學習共享空間可視為一個

結合實體與虛擬空間設備，強調動態資訊服務、資

訊流通與互動學習的共享空間。在這樣的空間中，

包括電腦檢索室、討論室、寫作中心、休閒室等，

使用者可透過資訊科技的軟硬體設備，如電腦、掃

描機、印表機、網路設備、檢索軟體、數位處理軟

體、網路搜尋引擎、開放取用資訊等，以及館員、

電腦專業人員和其他資訊服務人員的協助與互動，

來達到資源與意見的交流共享，並形成動態之研

究、教學、學習、資訊傳遞的新模式。 

Beatty 與 White（2005）解說資訊共享空間，分為

三類，包括：電腦室（Computer Lab）、整合的服務

空間（Integrated Service Model）、資訊共享空間大樓

（Information Commons Building）。電腦室是最基本

的模型，僅提供設備與場所，較少給予相關技術支

援。整合的服務空間是由圖書館或結合其他單位共

同建置並提供服務，服務空間可大可小，皆有參考

諮詢與科技援助服務，圖書館單獨提供的資訊共享

空間服務以資訊素養教育為焦點。若結合其他單位

共同建置的則可能為學習導向服務，不僅有數位環

境，更呈現學習環境的氛圍，並額外給予教導與學

習支援。資訊共享空間大樓是最理想層級，是一個

新形態提供學生與教師資源與服務的地方，可以視

為圖書館與教育服務中心、學生服務中心、媒體中

心、語言中心、博物館、家教中心等結合而成的空

間，甚至可提供未來各種服務。 

2008 年，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調查 133 所會員圖書館有關

學習與研究共享空間，探討教學課程，虛擬資源的開

發，和空間議題的看法。該研究獲致大學圖書館學習

和研究空間的特徵如下：（1）與校園內其他單位合

作；（2）多媒體；（3）數位中心；（4）教師和學生客

製化的空間，滿足學術、訓練、安靜專注與社交的需

求；（5）分館的轉型，通常是被總館吸收，或是轉型

成為共享空間；（6）彈性且受使用者影響，已經有一

些圖書館因應使用者的意見來改變空間，讓使用者參

與的效益有別於圖書館單獨工作；（7）圖書館同時兼

具教室的功能，培養使用者各種素養的教育；（8）提

供藝術展演功能；（9）同儕指導與學習；（10）咖啡

廳與餐廳；（11）提供發表練習設施（Stuar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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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俄亥俄大學（Ohio University）是研究型、綜

合型大學，該校總圖書館奧登圖書館（Vernon R. 

Alden Library）建置學習共享空間，是大學圖書館、

電腦服務、飲食服務和大學本身協同合作之下的產

品，其任務在於提供一個現代化的學習環境，融合

資訊資源、核心科技與中心服務，用以提高學術社

群的教育和學習。此學習共享空間於 2004 年開幕，

重新打造總圖書館的二樓，占地 28,000 平方英尺。

它使圖書館有更大的能見度，增加可信度，是讓學

生學習的好地方。奧登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共由 14

項重要服務組成，包括參考和指導部門、電腦中心、

中央參考諮詢台、圖書館工作站、使用者座位和學

習空間、公共列印區、學生寫作中心、停車場入口、

報告室、圖書館利用教育實驗室、身心障礙科技室、

團體討論室、多媒體中心與咖啡廳（Schader, 2008）。 

臺灣自 2006 年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興建「SMILE

多元學習區」後，各大學圖書館興起建置學習共享

空間的風潮。蘇小鳳（2011）對臺灣各大學學習共

享空間進行深度訪談與使用調查，根據其在 2010 年

對各大學圖書館網頁調查結果，發現臺灣有 11 所大

學圖書館設置學習共享空間，分別為中正大學、中

山大學、中興大學、台東大學、政治大學、臺灣大

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海洋大學、輔仁大學、靜

宜大學與元智大學。其對 9 所大學的圖書館員進行

深度訪談，發現館員對共享空間的經營模式有所差

異，有些側重學習，有些側重設備與資源，協助學

生學習並提供一站式的服務模式是所有館員的共同

認知。並非所有學習共享空間都有與校內其他單位

合作，且合作過的學校也不全面認同此種合作關

係，這也是臺灣的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較為特

殊之處。 

輔仁大學圖書館自 2008 年建置學習共享空間，在

公博樓圖書館 1 樓、2 樓、濟時樓圖書館 2 樓等 3

處啟用。該館學習共享空間是將圖書館許多的服務

集中在一處，例如參考諮詢，視聽多媒體、線上資

料庫、資料查詢等，並加入協同學習概念，備有個

人電腦與網路、印表機、作業及報告所需的工具，

為強化語言學習，本區也提供多種語言學習與多媒

體視聽資料，與以往安靜的圖書館不同，本區希望

能營造團體學習的氛圍，故擺置多張長桌，提供多

名學生一同進行報告討論。輔仁大學圖書館營運模

式為圖書館單獨提供整合性服務的類型，未來希望

能與校內其他單位合作，共同提供整合性服務（輔

仁大學圖書館，2011）。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自 2010 年開放學習共享空

間，稱為「興悅坊」，建置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提供大

學生在課堂之外，另一個多元化的自主學習及協同

學習的空間。中興大學圖書館與教務處合作，重新

規劃圖書館地下室 1 樓的自習室，將傳統自習空間

轉型為提供多功能服務的學習共享空間。興閱坊位

於圖書館地下一樓，總面積約 200 坪。其空間配置

主要區分為 9 部分：（1）知識吧具備討論圓桌與舒

適桌椅，讀者可輕鬆進行討論，架上另擺置搶眼好

書、主題閱讀、西文輕鬆讀、大學生必讀等主題書

籍，此區可享用飲料；（2）愛學區提供電腦、掃描

器、印表機等設備，以幫助進行多媒體創作、數位

剪輯、電腦技能課程、語言學習、圖書館利用、報

告製作、網路瀏覽等；（3）思風區備有討論圓桌與

舒適桌椅，讀者可輕鬆進行討論；（4）悅讀區提供

舒適桌椅，讓讀者輕鬆閱讀，設有商業趨勢、休閒

遊憩、心靈健康、奇幻、推理、中外文學、漫畫等

數種主題書籍；（5）創藝區為作品展示區，提供小

型藝術作品展示；（6）學習諮詢室主要功能為學習

諮詢、課業輔導、團體討論的空間，每間諮詢室皆

備有玻璃白板、投影機與投影布幕；（7）發表練習

室提供玻璃白板、投影機、投影布幕、藍光播放機

及音響設備；（8）服務櫃台提供讀者問題諮詢、影

印卡購買、輔助器材借用、圖書附件借用、發表練

習室、創藝區借用申請；（9）自習室提供個人學習

者溫習作業、自習的空間（國立中興大學，2011）。 

綜上所言，學習共享空間在資訊時代成為大學圖

書館轉型方式，係在圖書館空間與資源共存共享空

間，融入「學生成功」概念，結合資訊專家與教學

專家，將圖書館內外服務整合的新服務規範。學習

共享空間意涵在於將圖書館的實體空間重新規劃，

提供完善的科技設備，並整合圖書館傳統資源與網

路數位資源，以及參考諮詢、研究與學習指導，成

為新型態的服務模式，除此之外，增加提供學習資

源與服務，與校園其他單位合作，以促進學生學習

為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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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享空間評鑑研究 

學習共享空間的建置與維護需要花費相當大的支

出，因此使用與研究十分重要，評鑑尤其重要，必

須定期的實施，以瞭解學習共享空間的進展。Beagle

（2006）提到資訊共享空間評鑑目的有三，第一是

提供圖書館瞭解資訊共享空間服務的有效性。第

二，藉著評鑑結果可讓使用者決定是否使用資訊共

享空間的各項服務，以及他們為資訊共享空間服務

願意提供的金錢或時間程度。第三，做為管理高層

或政府決定是否繼續支持資訊共享空間發展的依

據。Beagle（2006）將學習共享空間的評鑑分為二

種：總結性（Summative）評鑑與形成性（Formative）

評鑑。正式的評鑑可以有多種方法，包含焦點團體、

使用性調查、問卷調查、及服務品質評鑑等。 

Parasuraman, Zeithaml 與 Berry（1988）提出服務

品質評鑑理論，無異是服務品質為「在傳遞服務過

程中，服務提供者和顧客互動中所產生的服務差異

程度」。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程度，進而影響其

消費意願，圖書館為服務性質，應注重服務品質的

提供，創造出更大的圖書館存在價值（林鈺雯，

2007）。 

國外參考服務品質評鑑而應用在圖書館的研究，

多以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ARL）的 LibQUAL+為

主，其三構面 22 項指標，較廣泛被使用。三大構面

為服務的影響（ Service Affect）、資訊的控制

（Information Control）及圖書館實體環境（Library as 

Place）。問卷調查測量讀者對這些指標的最低服務

（Minimum Service）、期望服務（Desired Service）

與感受服務（Perceived Service），希望藉此來評鑑圖

書館的服務品質，以讓使用者能得到更好的服務（林

鈺雯，2007）。 

上海師範大學建置信息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為評鑑服務質量和服務效果，研究者們

將 LibQUAL+做修正，設計新的調查問卷。於 2009

年 5 月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主要以 LibQUAL+為基

礎調查指標，針對信息共享空間的實際情況做出修

改，最後形成 3 層面 19 個指標。調查結果發現，共

享空間的使用者仍以大學生為主，而使用者幾乎各

個學院都有。使用方面，發現有 10%的填答者每天

都使用信息共享空間，44%每周都會使用。使用者

瞭解信息共享空間各項服務的管道，大部分的人都

選擇自己摸索，其次為詢問館員。最經常使用的服

務或設施第一名為自修，其次為使用電腦。第三部

分為重要性和滿意度調查，評鑑結果在環境層面，

大部分的人肯定信息共享空間為環境優美的地方，

但卻認為其討論效果不彰；服務層面，大多滿意館

員的服務態度，但重要性卻都不是太高，而個別化

服務的重要性和滿意度都很低落；信息控制層面，

可發現使用者對討論室的使用及電腦之外的硬體設

備不滿意（劉曉霞、胡振華、杜慧平、張威，2010）。 

上海師範大學建置信息共享空間指標僅將

LibQUAL+原有的 22 指標修改而成 19 指標，無法

呈現符合學習共享空間的特色。由於 LibQUAL+主

要提供實體圖書館服務品質評鑑，不符學習共享空

間服務品質評鑑需求，因此需要專指的學習共享空

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的研究及其應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評鑑服

務品質評鑑指標及其應用。主要目的如下：（1）探

討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的意涵與要件；（2）探

討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與建構其服務品質評

鑑指標；（3）探討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

的應用，並瞭解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間的使用滿

意度與服務成效。本論文使用焦點團體法與問卷調

查法。首先，應用文獻分析研擬學習共享空間服務

品質評鑑指標草案；其次，利用焦點團體訪談法，

邀請使用的學生群、館員與專家進行訪談以建構與

修正指標；其次，依據焦點團體訪談獲得的學習共

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設計問卷。最後，選取一

所建置學習共享空間大學圖書館，針對使用過後的

使用者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學習共享空間使用情

形與探討指標應用可行性。 

焦點團體訪談法 

本研究先參考習共享空間相關文獻建立評鑑指標

草案，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法邀請使用者與館員參加

焦點團體訪談以確認評鑑指標與設計問卷。研究者

邀請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生與館員進行焦點團體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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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以探討此評鑑指標是否周全，蒐集各方建議幫

助評鑑指標與問卷的設計，並對可能產生的回答偏

誤進行瞭解，以增進評鑑指標之可行性。本研究參

考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建立的 LibQUAL+指標、

Beagle（2006）提出的改良自 LibQUAL+但適用於

資訊共享空間的指標、上海師範大學的信息共享空

間個案等參考資料等相關文獻建構「學習共享空間

服務品質評鑑指標草案」。 

本研究共進行三場焦點團體訪談，於 2012 年 2 月

間實施。第一場邀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與

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8 位研究生，第

二場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主任與 3 位

館員參加，第三場邀請政治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主

任與 2 位館員參加。本研究將焦點訪談作成紀錄，

建構「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並請二位

學習共享空間服務研究的圖書資訊學教師審訂。綜

合二位專家的意見，修訂指標與設計問卷，問卷經

過焦點團體成員前測正式實施調查。 

問卷調查法 

本論文運用問卷調查法進行學習共享空間評鑑，

希望能透過問卷瞭解本服務品質指標的應用可行

性，以及使用者對學習共享空間的使用情形與滿意

程度，做為未來建置學習共享空間的參考。本研究

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選擇具有使用過大學圖書館學

習共享空間經驗之使用者為主要研究對象，選取臺

灣一所實施學習共享空間著有聲譽的 N 大學圖書館

（簡稱 N 大）作為問卷調查對象。研究者首先獲得

該館館長同意進行研究，再親自造訪 N 大學圖書館

發放問卷，先與館員表達來意，並詢問如何實施問

卷調查，選擇合適的時間當場發放與回收。 

問卷設計內容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

料；第二部分為大學生學習需求，以學習過程所需

要的協助與使用圖書館的目的為主；第三部分為使

用調查，主要針對使用頻率、使用內容與使用方式

進行調查；第四部分為使用滿意度調查，以學習共

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作為測量滿意度與服務意

見調查；第五部分為開放性問題。 

研究者於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親自造訪

N 大學圖書館發放問卷，針對使用過該圖書館學習

共享空間的使用者，在其使用過圖書館學習共享空

間離開時進行調查，回收問卷 145 份，有效問卷 141

份。將有效問卷編碼後，輸入電腦，利用 SPSS 進

行資料處理，統計分數、百分比等描述性數據，將

問卷前四部分調查進行統計，並分析受測者對於學

習共享空間的重要性、滿意度的看法，以及二者的

差異，最後進行整體性的評鑑與綜合分析。 

焦點團體訪談建構學習共享空間評鑑指標 

本研究設計的焦點團體訪談大綱參考若干文獻，

包括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的 LibQUAL+（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2012）、Beagle（2006）的改良

自 LibQUAL+的資訊共享空間的指標、上海師範大

學的信息共享空間個案（劉曉霞等，2010），設計本

研究指標草案如表 1。 

 

表 1 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指標草案 
構面 指標 參考文獻 

A. 實體學習空間 A1. 提供舒適且吸引人的環境 ARL（2012）、Beagle（2005）、
劉曉霞等（2010） 

A2. 啟發學習與討論的氛圍 ARL（2012）、Beagle（2005）、
劉曉霞等（2010） 

A3. 可幫助我共同合作與互相學習 ARL（2012）、Beagle（2005） 
A4. 足夠且完善的多媒體播放器材、電腦及其他硬體設備 ARL（2012）、Beagle（2005）、

劉曉霞等（2010） 
A5. 各種設備皆容易使用 ARL（2012）, Beagle（2005） 
A6. 清楚說明設備的使用方式 ARL（2012）,Beagle（2005） 
A7. 足夠的討論空間（小型／團體）與獨立學習空間，且

能很方便的使用 
ARL（2012）、Beagle（2005）、
劉曉霞等（2010） 

A8. 此區域的空間配置得當 ARL（2012）、 Beagle（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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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指標草案（續） 
構面 指標 參考文獻 

B. 多媒體與資源

提供 
B1. 提供的電腦備有軟體且足夠我使用 ARL（2012）、Beagle（2005）、

劉曉霞等（2010） 
B2. 網路速度通暢不阻塞 自行設計 
B3. 實體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包含圖書、期刊、視聽多

媒體資料等） 
ARL（2012）、Beagle（2005）、
劉曉霞等（2010） 

B4. 電子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包含資料庫、電子書、電

子期刊、線上數位課程等） 
ARL（2012）、Beagle（2005）、
劉曉霞等（2010） 

B5. 資訊檢索系統易於使用，我能自己快速的找到所需資源 ARL（2012）、Beagle（2005） 
C. 整合服務 C1. 服務人員有能力幫助我解決資訊設備與技術問題 楊美華（2009） 

C2. 服務人員可提供我適當的資訊指導服務（例如：圖書

館網站與資料庫檢索指導） 
楊美華（2009） 

C3. 教學顧問可提供適當的學習與研究協助 楊美華（2009） 
C4. 服務人員有禮貌且服務親切 ARL（2012）、 Beagle（2005） 
C5. 服務人員的回答適當且值得信賴 ARL（2012）、Beagle（2005） 

 

本研究在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第一個詢問參與者問

題：「請問您如何界定學習共享空間之定義與內涵？」

獲得受訪者對於學習共享空間之定義如下：「係指圖

書館將實體空間重新配置，結合數位環境的虛擬資

訊、功能完善的電腦硬體設備、豐富的軟體與各種類

型的實體與虛擬圖書館資源，並由優秀的資訊服務館

員、資訊技術人員與學科專家合作提供學習與研究指

導，提供使用者獲得「一站購足」的資訊服務與共同

學習空間，此外，更增加許多學習資源，與校園其他

單位合作，以滿足學生多元學習需求」。 

本研究獲致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組成要件包括：

（1）實體的學習共享空間：包含環境氛圍、學習空

間配置、休閒與社交空間、資訊硬體設備與說明等；

（2）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包含電腦軟體、紙本資

源、電子資源等；（3）圖書資訊整合服務：圖書館人

員與資訊助理的資訊設備與軟體使用指導、參考諮詢

服務與解決資訊技術問題等服務等。學習共享空間的

功能在於讓圖書館成為使用者學習與研究的最佳去

處，整合四散的資源，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服務，成為

使用者「一站購足」的資訊服務與合作學習共享空間。 

經過三場焦點團體訪談修正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

評鑑指標：實體學習共享空間、資訊軟體與電子資

源、圖書資訊整合服務三構面，及其定義如下：（1）

實體學習共享空間：意指實體環境氛圍、學習空間

配置、休閒與社交空間、硬體設備與說明等。（2）

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意指電腦與媒體軟體、紙本

資源、電子資源等。（3）圖書資訊整合服務：意指

圖書館人員與資訊助理的資訊設備與軟體使用指

導、參考諮詢服務、與解決資訊技術問題等服務。

經過三次焦點團體討論，並經由二位學者專家建議

後，修正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構面與指標共

三構面 23 項指標如表 2。 

 

表 2 修正後的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 
構面 修正前指標 修正後指標 

實體學習共享空間 1. 提供舒適且吸引人的環境 1. 提供舒適且吸引人的環境 
2. 啟發學習與討論的氛圍 2. 營造學習的氛圍 
3. 可幫助我共同合作與互相學習 3. 可幫助我與他人共同合作與互相學習 
4. 足夠且完善的多媒體播放器材、電腦及

其他硬體設備 
4. 足夠且完善的多媒體播放器材、電腦及

其他硬體設備 
5. 各種設備皆容易使用 5. 各種設備皆容易使用 
6. 清楚說明設備的使用方式 6. 清楚說明空間與設備的使用方式 
7. 足夠的討論空間（小型／團體）與獨立

學習空間，且能很方便的使用 
7. 提供足夠的討論空間 

8. 此區域的空間配置得當 8. 此區域的空間配置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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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修正後的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續） 
構面 修正前指標 修正後指標 

  9. 此區能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 
10. 此區域能滿足我與同學社交的需求 
11. 此區域可依同學活動需求，區隔安靜

學習空間與熱鬧活動空間 
12. 此區域的位置安排在交通方便且學生

喜歡的地方 
13. 此區域讓同學易於使用自已的電腦或

行動載具 
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 

 
9. 提供的電腦備有軟體且足夠我使用 14. 提供的電腦備有文書處理軟體且足夠

我使用 
10. 網路速度（無線／有線）通暢不阻塞 15. 網路速度（無線／有線）通暢不壅塞 
11. 實體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包含圖

書、期刊、視聽多媒體資料等） 
16. 本空間提供的實體館藏能滿足我的需

求，例如：圖書、期刊、報紙、多媒

體資源等 
12. 電子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包含資料

庫、電子書、電子期刊、線上數位課

程等） 

17. 本空間提供的電子館藏能滿足我的需

求，例如：資料庫、電子期刊、線上

數位課程、考古題、電子書等 
13. 資訊檢索系統易於使用，我能自己快

速的找到所需資源 
18. 本空間提供給我的資訊檢索工具（例

如圖書館網站、資料庫等）易於使用，

我能快速找到所需資源 
圖書資訊整合服務 

 
14. 服務人員有能力幫助我解決資訊設備

與技術問題 
19. 服務人員有能力幫助我解決資訊設

備、軟體使用與技術問題 
15. 服務人員可提供我適當的資訊指導服

務（例如：圖書館網站與資料庫檢索

指導） 

20. 服務人員可提供我適當的資訊利用指

導（例如：圖書館網站與資料庫檢索

指導） 
16. 同儕指導可提供適當的學習與研究協

助 
21. 同儕指導（例如：學科小老師）可提

供適當的學習與研究協助 
17. 服務人員有禮貌且服務親切 22. 服務人員有禮貌且服務親切 
18. 服務人員的回答適當且值得信賴 23. 服務人員的回答適當且值得信賴 

 

有關服務品質滿意度的測量工具，經焦點團體訪談

討論，焦點團體參與者同意評鑑測量工具採用釋「重

要性」與「滿意度」，重要性為個人對設施或服務的

需求程度，滿意度則為個人對現狀的感受，並以李克

特（Likert Scale）五等制量表較適合大學學生填答。 

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
評鑑調查分析 
本研究依據焦點團體訪談建構學習共享空間服務

品質指標，設計「學習共享空間服務使用評鑑調查」

問卷，調查對象為使用過 N 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

間的使用者，調查該館學生使用現狀與滿意度，以

為改善參考，並確認指標之可行性。本研究調查時

間在 2012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間，共回收有效

問卷 141 份。 

基本資料 

本研究受測者共 141 人，男生 48 人，佔 34%；女

生 93 人，66%；大學生共 102 人，佔 72.3%；碩士

生以上 39 人，佔 27.3%。其中大一新生 29 人，佔

20.6%；大二生 35 人，佔 24.8%；大三生 25 人，佔

17.7%；大四生 13 人，佔 9.2%；碩一生 19 人，佔

13.5%；碩二生 14 人，佔 9.9%；碩三及以上受測者

6 人，佔 4.3%。可發現女生多於男生；大學生遠多

於碩士生，最多為大二與大一新生，佔 40%，大三

生的比率也約達到 20%，然而大四生以上的比例則

降低許多，最少的為碩三及以上的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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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調查受測者進入圖書館的頻率，發現最多

為一週 1~3 次，其次為每天進館與一月 1~3 次入館。

一週 1~3 次的受測者共 82 人，佔 58.2；每天進館的

受測者有 28 人，佔 19.9%；一月 1~3 次的受測者有

28 人，佔 19.9%。而在調查中第一次來圖書館的受

測者是最少的，僅 1 位，佔 0.4%。使用者逐漸改變

搜尋資訊的方式，傳統圖書館為主要的資訊來源，

現在學生則以網路為主。有關學生使用網路時數，

大部分受測者一天使用網路的時數約在 4~6 小時

內，共有 41 人（29.1%）；其次為一天使用 1~3 小時，

共 66 人（46.8%）；再者為 7~9 小時，共 16 人，佔

11.3%。僅 2 人數天使用網路一次，佔 1.4%。 

圖書館使用情形 

本研究探討學生利用圖書館的原因，本題為複選

題，詳見表 3。發現 141 位受測者中，最多為了使

用紙本資源而利用圖書館（包含借還書與在館內使

用資源等），120 人（85.1%）選擇；其次為安靜 

自習，共 115 人（81.6%）；使用多媒體與電子資源

也多，70 人（49.6%）。無人選擇是社交活動；同儕

指導服務也僅 4 人（2.8%）選擇，顯示受測者仍

以傳統圖書館使用方式為主，主要為自我讀書學習

型態。 

有關圖書館對學生學習上的價值，多數同學認同

圖書館為學生在教室外最佳的學習空間，有 126

（89.4%）同意圖書館的學習價值，認為圖書館是

他們除了教室講課方式之外，最合適的學習空間。

有關圖書館提供多種主題與類型的學習指導，本

研究調查了受測者最想要哪一種學習指導，做為

圖書館參考，本題為複選題，詳見表 4。受測者以

語言學習、各系專業科目、撰寫報告與發表的技

巧、資料庫使用、論文寫作、電腦軟體等需求最多，

皆佔 40%以上，其中尤以語言學習最多受測者選擇，

有 82 人（58.2%）；較少的則為學習方法，共 40 人

（28.4%）。 

 
表 3 圖書館使用原因頻率分析表（複選題）N=141 

項目 （%） 
使用紙本資源 120（85.1%） 
安靜自習 115（81.6%） 
使用多媒體與電子資源 70（49.6%） 
休息 55（39%） 
使用電腦與其他科技設備 52（36.9%） 
休閒娛樂 39（27.7%） 
小組討論 8（5.7%） 
同儕指導（學生小老師） 4（2.8%） 
其他 3（2.1%） 
社交活動 0（0%） 
 

表 4 學習指導需求分析表（複選題） 
項目 （%） 

語言學習 82（58.2%） 
各系專業科目 75（53.2%） 
撰寫報告與發表的技巧 73（51.8%） 
資料庫使用 68（48.2%） 
論文寫作 60（42.6%） 
電腦軟體 59（41.8%） 
學習方法 40（28.4%） 
其他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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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指導是國外學習共享空間的重要服務，本調

查想得知我國的大學生與國外是否一樣認為同儕指

導重要。本研究的同儕指導意指由學長姐或成績較

優秀的同學，專門負責某一學科，以一對一或一對

多等教學方式教導有需求的同學，期能幫助學生學

習，促進學業進步。調查顯示，有 97 人（68.8%）

受測者推薦圖書館或學校可以提供同儕指導；但有

36 人（25.5%）受測者不認同學校或圖書館有需要

提供同儕指導服務。 

除了教室內教師對多數學生，以一對多的學習指

導方式，圖書館提供學習指導的優勢在於可因應個

人需求而有多種變化方式，包含一對一教學諮詢、

小團體指導法、大團體指導法與電腦輔助指導法。

本研究調查學生較喜愛哪一種教學提供方式，本題

為複選題，詳見表 5。發現 141 位受測者中，有 72

人（51.1%）選擇小團體指導法，也就是 1 對 2-5 人

的指導法；其次為 1 對 1 教學諮詢，共 49 人（34.8%）；

第三為電腦輔助指導法，9 人（6.4%）。最少人選擇 

的是大團體指導法，7 人（5%）。小團體指導法仍是

受測者最喜愛的教學指導方式。 

學習共享空間使用 

本研究調查學生利用學習共享空間的現況，包含

進入學習共享空間的頻率、每次停留的時間、如何

知道學習共享空間的存在、最常用的服務與設施、

最喜愛的服務與設施、最不喜愛的服務與設施與使

用學習共享空間的目的。 

有關學生利用學習共享空間的頻率，詳見表 6。一週

1~3 次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人最多，有 52 人（36.9%）；

其次為一月 1~3 次，有 44 人（31.2%），兩者相差甚小。

而每天來的受測者最少，僅5（3.5%）人。顯示學習共享

空間的許多受測者至少每個月會來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有關學生每次利用學習共享空間的停留時間，詳

見表 7。發現最多人停留時間在 1~3 小時內，有 74

人（52.5%）；其次為 1 小時內，共 45 人（31.9%）；

較少人停留多於 5 小時。 

 
表 5 喜愛教學提供方式需求分析表（複選題） 

項目 （%） 
小團體指導法（1 對 2-5 人） 72（51.1%） 
一對一教學諮詢 49（34.8%） 
電腦輔助指導法（線上課程） 9（6.4%） 
大團體指導法（1 對 6 人以上） 7（5%） 
其他 1（0.7%） 
未填答 3（2.1%） 
小計 141 
 

表 6 學習共享空間使用頻率分析表 
項目 （%） 

一週 1~3 次 52（36.9%） 
一月 1~3 次 44（31.2%） 
一學期 1~3 次 22（15.6%） 
第一次使用 18（12.8%） 
每天 5（3.5%） 
未填答 0（0%） 
小計 141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40（1）：101 – 121（民一○三年四月）  111 

表 7 學習共享空間停留時間分析表 
項目 （%） 

1~3 小時 74（52.5%） 
1 小時內 45（31.9%） 
3~5 小時 12（8.5%） 
多於 5 小時 8（5.7%） 
未填答 2（1.4%） 
小計 141 

 

(一) 得知管道 

有關學生如何知道學習共享空間的存在，詳見表

8。有 92 人（65.2%）受測者是透過漫遊圖書館而得

知；其次為同學介紹，21 人（14.9%）；沒有人透過

諮詢館員而得知。漫遊圖書館為最多人得知學習共

享空間存在的管道，可見學習共享空間位置的重要

性，最好位在圖書館入口處或較顯眼的地方，但同

學很少透過圖書館的宣傳，未來仍建議加強宣傳。 

(二) 使用目的 

本研究調查學生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原因，期能

瞭解學習共享空間是否滿足學習者的需求，詳見 

表 9。有 98 人（69.5%）選擇了舒適的環境；其次

為休閒娛樂功能，70 人（49.6%）；第三為在課堂間

休憩，有 56 人（39.7%）。而較少人選擇快速的網路

連結及與他人討論共同學習。由此可見，將環境重

新建置，是學習共享空間重要的條件，而新增加的

休閒娛樂功能，則是與傳統大學圖書館最大的不同

之處，卻也是新型態的學習共享空間的重要服務，

除此之外，過去讀者使用圖書館的目的大都在於尋

找紙本資源，然而現在受測者卻會選擇學習共享空

間做為課堂之間休息的去處。 

 
 

表 8 學習共享空間得知管道分析表 
項目 （%） 

漫遊圖書館 92（65.2%） 
同學介紹 21（14.9%） 
圖書館宣傳 19（13.5%） 
其他 7（5%） 
諮詢館員 0（0%） 
未填答 2（1.4%） 
小計 141 
 

表 9 學習共享空間使用目的分析表 
項目 （%） 

舒適的環境 98（69.5%） 
休閒娛樂 70（49.6%） 
在課堂間休憩 56（39.7%） 
得到圖書館的學習與研究協助 45（31.9%） 
使用電腦資訊軟體 34（24.1%） 
使用資訊科技設備 20（14.2%） 
快速的網路連結 17（12.1%） 
與他人討論與共同學習 20（14.2%） 
其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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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施與服務的使用 

有關學習共享空間多類型的設施與服務使用，本題

為複選題，詳見表 10。最多人常使用為自習空間，有

78 人（55.3%）；其次為電腦設備，有 75 人（53.2%）；

第三為視聽設備，有 76 人（53.9%）；紙本資源，78

人（51.8%）。較少使用開放式討論空間與團體討論室。 

有關學生最喜愛使用的設施與服務，本題為複選

題，詳見表 11。受測者最喜愛使用的為視聽設備， 

 

有 85 人（60.3%）；其次為多媒體資源、紙本資源與

自習空間，都超過 40%的人喜愛，但電腦設備的喜

愛程度不高，建議改善。 

學生最不喜愛的設施與服務則代表圖書館應改進

的部分，本題為複選題，詳見表 12。開放式討論空

間與團體討論室二者被選為最應改進的設施，51 人

（36.2%）；第三為電腦設備，31 人（22%）。 

 

表 10 最常使用的設施與服務分析表（複選題）N=141 
項目 （%） 

自習空間 78（55.3%） 
電腦設備 75（53.2%） 
視聽設備 76（53.9%） 
紙本資源 73（51.8%） 
多媒體資源 49（34.8%） 
電子資源 30（21.3%） 
開放式討論空間 16（11.3%） 
團體討論室 9（6.4%） 
其他 0（0%） 
 

表 11 最喜愛的設施與服務分析表（複選題）N=141 
項目 N（%） 

視聽設備 85（60.3%） 
多媒體資源 63（44.7%） 
紙本資源 63（44.7%） 
自習空間 61（43.3%） 
電腦設備 50（35.5%） 
電子資源 46（32.6%） 
團體討論室 9（6.4%） 
開放式討論空間 12（8.5%） 
其他 1（0.7%） 
 

表 12 最不喜愛的設施與服務分析表（複選題）N=141 
項目 （%） 

開放式討論空間 51（36.2%） 
團體討論室 51（36.2%） 
電腦設備 31（22%） 
自習空間 23（16.3%） 
紙本資源 22（15.6%） 
電子資源 27（19.1%） 
視聽設備 12（8.5%） 
多媒體資源 7（5%） 
其他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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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享空間使用滿意度 

有關學生對學習共享空間使用滿意度，本研究利

用學習共享空間服務品質評鑑指標來進行滿意度評

鑑，分為三構面 23 個指標，受測者分別從「重要性」

與「滿意度」兩個觀點回答。研究者分別分析各構

面重要性與滿意度之分數，並以重要性與滿意度之

間的落差判斷學習共享空間目前好的服務，以及須

改進的部分。首先進行各構面與指標的統計分析，

再探討整體滿意度。測量量表以李克特（Likert Scale）

五等量表填答，滿分為 5 分，依次排列，1 分為最

低分，一般而言，4 分以上表示表現良好，而不滿 3

分的指標則表示亟需改善。 

在構面與指標分析，首先以信度分析計算該題項之

內部一致性係數（coefficient internal consistency），採

用 Cronbach’s α 係數做為信度指標，高於 0.7 時可

屬於高信度值，本研究進行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係數皆在 0.7 之上，表示本研究三構面之信度良好。

接下來將進行各構面重要性與滿意度之平均數與其

中落差來分析各構面之服務滿意度。 

(一) 實體學習共享空間 

N 大學圖書館的實體學習共享空間構面重要性平

均分數為 4.10，滿意度為 3.65，落差為-0.45，可見

受測者對實體學習共享空間，覺得重要但不夠滿

意，受測者的滿意度皆未達到重要性的水準，其間

的落差皆為負分，詳見表 13。重要性分數最高表示

受測者較期待的服務前三名為「A1.提供舒適且吸引

人的環境」，「A5.各種設備皆容易使用」，「A6.清楚

說明空間與設備的使用方式」，由此可知環境的舒適

與設備是受測者相當重視。而滿意度最高的指標為

「A1.提供舒適且吸引人的環境」和「A12.此區域的

位置安排在交通方便且學生喜歡到的地方」，N 大學

圖書館的學習共享空間位於圖書館二樓，且與其他

樓層相比，環境重新設計規劃，因而較符合受測者

的需求。 

從重要性與滿意度的落差來分析，在實體構面中

表現較好的為「A9.此區能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

求」，以及「A10.此區域能滿足我與同學社交的需

求」，然而此二指標的重要性分數也是相對較低

的，但仍可推測 N 大的學習共享空間具備社交與休

閒功能。而較需要加強的指標為「A11.此區域可依

同學活動需求，區隔安靜學習空間與熱鬧活動空

間」與「A6.清楚說明空間與設備的使用方式」，

「A5.各種設備皆容易使用」。事實上 N 大的學習

共享空間在閱報區與自習空間並未區隔，且團體討

論室也未完全獨立，但是 A11 的重要性相對而言也

不高，因此要如何重新規劃，需再由館方深入瞭

解。而關於清楚說明使用方式是可立即改善的部分

提供參考。

 

表 13 實體學習共享空間構面滿意度摘要表 N=141 
A.實體學習共享空間 

指標 重要性 滿意度 落差 
（滿意度－重要性） 

A1.提供舒適且吸引人的環境 4.60 4.06 -0.54 
A2.營造學習的氛圍 4.28 3.84 -0.44 
A3.可幫助我與他人共同合作與互相學習 3.51 3.25 -0.26 
A4.足夠且完善的多媒體播放器材、電腦及其他硬體設備 4.31 3.80 -0.51 
A5.各種設備皆容易使用 4.41 3.75 -0.66 
A6.清楚說明空間與設備的使用方式 4.41 3.70 -0.71 
A7.提供足夠的討論空間 3.93 3.28 -0.65 
A8.此區域的空間配置得當 4.23 3.74 -0.49 
A9.此區能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 3.96 3.89 -0.07 
A10.此區域能滿足我與同學社交的需求 3.17 3.07 -0.1 
A11.此區域可依同學活動需求，區隔安靜學習空間與熱鬧活動空間 3.95 3.23 -0.72 
A12.此區域的位置安排在交通方便且學生喜歡到的地方 4.31 4.06 -0.25 
A13.此區域讓同學易於使用自已的電腦或行動載具 4.26 3.77 -0.49 
構面平均值 4.10 3.65 -0.45 
Cronbach’s α值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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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 

在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構面的調查，整體構面重

要性平均分數為 4.37，滿意度為 3.76，其落差為

-0.61，可見 N 大的學生在資訊資源構面仍覺得需要

改進，詳見表 14。發現受測者的滿意度皆未達到重

要性的水準，其間的落差皆為負分，重要性分數最

高的前三項為「B3.本空間提供的實體館藏能滿足我

的需求」，「B5.本空間提供給我的資訊檢索工具易於

使用，我能快速找到所需資源」，「B2.網路速度通暢

不壅塞」。滿意度分數最高的也為「B3.本空間提供

的實體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N 大學圖書館在學習 

共享空間所設置的實體館藏多為報紙、紙本雜誌、

多媒體資源等，由此可知受測者對圖書館的需求仍

著重在實體館藏部分，但不僅只有圖書與期刊，也

增加對休閒性資源的需求。 

從重要性與滿意度的落差來分析，較需要加強的

指標為「B2.網路速度（無線／有線）通暢不壅塞」

與「B4.本空間提供的電子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

整體而言 N 大的受測者認為在軟體與資源構面，各

部份都有需要改進的空間。 

 

表 14 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構面滿意度摘要表 N=141 
B.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 

指標 重要性 滿意度 
落差 

（滿意度－重要性） 
B1. 提供的電腦備有文書處理軟體且足夠我使用 4.17 3.65 -0.52 
B2. 網路速度（無線／有線）通暢不壅塞 4.39 3.72 -0.67 
B3. 本空間提供的實體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例如：圖書、期刊、

報紙、多媒體資源等 
4.51 3.89 -0.62 

B4. 本空間提供的電子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例如：資料庫、電子

期刊、線上數位課程、考古題、電子書等 
4.35 3.72 -0.63 

B5. 本空間提供給我的資訊檢索工具（例如圖書館網站、資料庫等）

易於使用，我能快速找到所需資源 
4.43 3.83 -0.6 

構面平均值 4.37 3.76 -0.61 
Cronbach’s α值 0.737 

 

(三) 圖書資訊整合服務 

在圖書資訊整合服務構面方面，整體構面重要性

平均分數為 4.15，滿意度為 3.74，其落差為-0.41，

可見 N 大學圖書館受測者在整合服務構面仍覺得

需要改進，詳見表 15。可發現受測者的滿意度皆

未達到重要性的水準，其間的落差皆為負分，顯示

N 大學圖書館在圖書資訊整合服務方面仍須加

強，重要性分數最高的為「C1.服務人員有能力幫

助我解決資訊設備、軟體使用與技術問題」，「C2.

服務人員可提供我適當的資訊利用指導」，「C5.服

務人員的回答適當且值得信賴」，表示受測者認為

圖書館服務人員應具備資訊技術上的問題解決能

力。滿意度分數最高的為「C4.服務人員有禮貌 

且服務親切」，顯示受測者對人員的服務態度較感

滿意。 

從重要性與滿意度的落差來分析，在此構面中表現

較好的指標為「C4.服務人員有禮貌且服務親切」，而

此指標的重要性分數也相對較高，N 大學圖書館的

服務人員在態度上表現良好。而較需要加強的指標

為「C1.服務人員有能力幫助我解決資訊設備、軟體

使用與技術問題」與「C2.服務人員可提供我適當的

資訊利用指導」、「C5.服務人員的回答適當且值得信

賴」，可見 N 大學圖書館在資訊技術問題上的解決能

力較不足，但受測者卻認為其相當重要，希望在圖

書館遇到資訊設備問題時，能有專家幫忙即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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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圖書資訊整合服務構面滿意度摘要表 N=141 
C.圖書資訊整合服務 

指標 重要性 滿意度 
落差 

（滿意度－重要性） 
C1.服務人員有能力幫助我解決資訊設備、軟體使用與技術問題 4.39 3.90 -0.49 
C2.服務人員可提供我適當的資訊利用指導 4.34 3.88 -0.46 
C3.同儕指導（例如:學科小老師）可提供適當的學習與研究協助 3.39 3.00 -0.39 
C4.服務人員有禮貌且服務親切 4.26 3.98 -0.28 
C5.服務人員的回答適當且值得信賴 4.38 3.95 -0.43 
構面平均值 4.15 3.74 -0.41 
Cronbach’s α值   0.770 

 

(四) 整體滿意度分析 

N 大學圖書館的學習共享空間進行整體分析，重

要性平均分數為 4.21，滿意度為 3.72，落差為-0.49

分，結果顯示 N 大學圖書館的學生認為學習共享

空間的服務提供相當重要，但是對於目前的現況並

不滿意，仍有改進空間，詳見表 16。尤其學生認

為 B.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最重要，但也是滿意度

落差最大者。從三構面來比較，重要性最高的為

「B.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構面，較不重要的構

面為「A.實體學習空間」，可見在大幅度改善環境

與創新設計的同時，受測者對於圖書館最大的期待

仍在於提供資訊資源，因此圖書館需審慎考慮兩

者之間的平衡，以提供滿足受測者的服務。而滿

意度最高的構面為「B.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受

測者對各種類型資源的提供感到較為滿意，然而三 

構面的滿意度分數均未超過 4 分，代表皆有改善

之處。 

從滿意度與重要性的落差顯示，N 大學圖書館

學習共享空間在「C.圖書資訊整合服務」構面表

現最好，顯示在人員服務的提供較能滿足受測者

的期望。而表現最差的構面是「B.資訊軟體與電

子資源」構面，表示使用對於現階段的資源提供

仍有更多的需求，需設法改進。對學生而言，資

源提供的重要性較大，相對要求也較多，圖書館

除改變硬體，也不可捨本逐末，應持續提供優良

而需求性高的資源。三構面在重要性與滿意度的落

差表現中皆為負分，代表受測者對於現在所提供的

設施與服務都尚未達到所期待的高度，皆須要加強

改善。 

 

表 16 N 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使用滿意度調查整體摘要表 N=141 

構面 重要性 滿意度 
落差 

（滿意度－重要性） 
A.實體學習共享空間 4.10 3.65 -0.45 
B.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 4.37 3.76 -0.61 
C.圖書資訊整合服務 4.15 3.74 -0.41 
平均值 4.21 3.72 -0.49 

 

本研究參考採用 IPA 分析，又稱「重要－表現程

度分析法」（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簡稱

IPA），主要研究服務品質議題，搜集受訪者對於某

項服務的重視程度與感受程度。IPA 首先個別計算

所有題項的「重要」與「表現」的平均數，接著以

題項的「重要」與「表現」平均數繪製到二維的平

面座標上，最後以該題項的相對位置，去描述此題

項的表現情形，以提供研究者在改善服務品質上，

一個優先順序的重要資訊。一般研究會以「重要度」

作為 X 軸（也就是橫軸），以「表現度」作為 Y 軸

（也就是縱軸），接著以分割中點（通常以全部題項

的平均數，因此會以一個平均重要度，與一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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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度）讓座標平面形成四大象限，最後以四大象

限各自定義。第一象限：表示重要程度與表現程度

皆高，要點落在此象限的屬性應該繼續保持；第二

象限：表示重要程度低而表現程度高，落在此象限

內的屬性為供給過度；第三象限：表示重要程度與

表現程度皆低，落在此象限內的屬性優先順序較

低；第四象限：表示重要程度高但表現程度低，落

在此象限內的屬性為供給者應加強改善的重點。 

本研究應用 IPA 分析，以四象限圖反映出整體滿

意度調查結果，以各指標的重要性得分為橫坐標，

滿意度得分為縱座標，建立一個四象限圖，其中象

限 I 為高重要性、高滿意度，也是目前的優勢區；

象限 II 為低重要性、高滿意度，即為機會區；象限

III 為低滿意度、低重要性，即為弱勢區；象限 IV

為高重要性、低滿意度，即為威脅區。 

調查結果顯示，受測者回答多數指標都落於象限

I，包含「實體學習共享空間」構面的 9 個指標，「資

訊軟體與電子資源」構面全部 5 個指標，以及「圖

書資訊整合服務」的 4 個指標，大體而言，N 大的

學習共享空間在這些指標都符合受測者的需求，應

繼續保持。沒有指標落在象限 II，即表示受測者沒

有感受到超出他們期望的服務，可能代表館方可試

著創造一些新服務，讓受測者可感受到意外的驚

喜。象限 III 為弱勢區，包含「A3.可幫助我與他人

共同合作與互相學習」、「A10.此區域能滿足我與同

學社交的需求」與「C3.同儕指導（例如:學科小老師）

可提供適當的學習與研究協助」，此區的指標重要性

與滿意度得分皆不高，合作學習與社交需求是國外

設置學習共享空間重視的特色，而同儕指導也屬於

創新的服務，在國內都是正開始提倡的概念，此結

果顯示大部分的受測者尚未有這些概念，館方因此

可加強宣導。象限 IV 屬於威脅區表示重要但不滿

意，亟需改進，包含「A7.提供足夠的討論空間」與

「A11.此區域可依同學活動需求，區隔安靜學習空

間與熱鬧活動空間」兩個指標，N 的受測者需要更

多的討論空間，但希望討論空間能與安靜的自習空

間有所區隔。參見圖 1。 
 

 

圖 1 N 大學學習共享空間使用重要與滿意度四象限圖 

I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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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N 大學習共享空間 IPA 分析四象限圖解說表 
四象限 指標說明 

象限 I 優勢區 

A1.提供舒適且吸引人的環境 
A2.營造學習的氛圍 
A4.足夠且完善的多媒體播放、電腦及其他硬體設備 
A5.各種設備皆容易使用 
A6.清楚說明空間與設備的使用方式 
A8.此區域的空間配置得當 
A9.此區能滿足我休閒娛樂的需求 
A12.此區域的位置安排在交通方便且學生喜歡到的地方 
A13.此區域讓同學易於使用自已的電腦或行動載具 
B1.提供的電腦備有文書處理軟體且足夠我使用 
B2.網路速度通暢不壅塞 
B3.本空間提供的實體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 
B4.本空間提供的電子館藏能滿足我的需求 
B5.本空間提供給我的資訊檢索工具易於使用，我能快速找到所需資源 
C1.服務人員有能力幫助我解決資訊設備、軟體使用與技術問題 
C2.服務人員可提供我適當的資訊利用指導 
C4.服務人員有禮貌且服務親切 
C5.服務人員的回答適當且值得信賴 

象限 II 機會區 沒有指標 

象限 III 弱勢區 
A3.可幫助我與他人共同合作與互相學習 
A10.此區域能滿足我與同學社交的需求 
C3.同儕指導可提供適當的學習與研究協助 

象限 IV 威脅區 
A7.提供足夠的討論空間 
A11 此區域可依同學活動需求，區隔安靜學習空間與熱鬧活動空間 

 

本研究最後調查學生對學習共享空間的整體滿意

度，以非常滿意 5 分、滿意 4 分、普通 3 分、不滿

意 2 分、非常不滿意 1 分詢問。在整體滿意度的調

查結果，發現受測者大部分覺得滿意，有 96 人，佔

68.1%；其次為非常滿意，有 26 人，佔 18.4%；而

僅 2 人感到不滿意，也沒有人感到非常不滿意，平

均分數為 4.04，比起以構面與指標所得的滿意度分

數 3.69 高。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圖書館服務品質評鑑指標與

應用，經過焦點團體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獲致下

列結論。 

1. 本研究獲致大學圖書館習共享空間意涵，並且

證實學習共享空間受到大學學生喜愛。界定其

為將圖書館的實體空間重新配置，結合數位環

境的虛擬資訊、功能完善的電腦硬體設備、豐

富的軟體與各種類型的實體與虛擬圖書館資

源，並由優秀的參考館員、資訊科技技術人員

與各學科專家來提供學習與研究指導，提供受

測者「一站購足」的資訊服務與合作學習空間。

學習共享空間組成要素涵蓋：（1）實體的學習

共享空間，包含環境氛圍、學習空間配置、休

閒與社交空間、資訊硬體設備與說明等；（2）

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包含電腦軟體、紙本資

源、電子資源等；（3）圖書資訊整合服務，圖書

館人員與資訊助理的資訊設備與軟體使用指導、

參考諮詢服務與解決資訊技術問題等服務等。 

2. 本研究提出學習共享空間服務評鑑構面與指標

並證實可行性。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經過三

場焦點團體訪談獲致三構面（實體學習共享空

間、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圖書資訊整合服務）

及其 23 個指標。實體學習共享空間意指實體環

境氛圍、學習空間配置、休閒與社交空間、硬

體設備與說明等，有 13 指標。資訊軟體與電子

資源意指電腦與媒體軟體、紙本資源、電子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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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等，有 5 指標。圖書資訊整合服務意指圖書

館人員與資訊助理的資訊設備與軟體使用指

導、參考諮詢服務、與解決資訊技術問題等服

務，有 5 指標。 

3. 大學學生最常使用的學習共享空間為科技設

備，應加強改進討論空間。大學學生因為漫遊

圖書館是最多得知學習共享空間存在的管道。

學習共享空間的使用原因大多因為舒適的環

境，休閒娛樂功能，與課堂間休憩。N 大的學

生平均最常使用的設施與服務為電腦設備、視

聽設備、自習空間與紙本資源，而使用團體討

論室的受測者則非常少。 

4. 大學學生認為學習共享空間最重要的服務為舒

適的環境與資源提供。本研究發現 N 大的學生

認為重要的服務有：A1.提供舒適且吸引人的環

境、B3.本空間提供的實體館藏能滿足我的需

求、B5.本空間提供給我的資訊檢索工具易於使

用，我能快速找到所需資源。 

5. 大學學生認為學習共享空間最需改進的服務為

區隔討論區與自習區。問卷調查發現 N 大學圖

書館的同學大多不滿意下列服務：A11.此區域

可依同學活動需求，區隔安靜學習空間與熱鬧

活動空間、A6.清楚說明空間與設備的使用方

式、B2.網路速度通暢不壅塞，這些需要圖書館

重視改善。 

6. 本研究的 IPA 分析調查結果顯示，受測者回答

多數指標都落於象限 I，學習共享空間的優勢

區，表示 N 大學圖書館的學習共享空間服務良

好受到使用者重視，應該繼續保持。而有二項

指標落在威脅區，為重要程度高但滿意度低，

圖書館應該注意加強改善。 

7. 使用者對學習共享空間滿意度尚待提升，圖書

館仍應著重資源的提供。N 大的學生都認為學

習共享空間的設置相當重要，但在滿意程度上

尚有落差，資訊軟體與電子資源構面是受測者

覺得最重要的部份，但也是滿意度較差的部

份，顯示學生認為資源提供重要，相對要求也

較多。圖書館除改變硬體設施，增進多元化的

服務，也應持續提供優良而需求性高的資源。 

建議 

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 大學圖書館加強推廣學習共享空間的觀念，並

進行使用評估以求改進。調查使用原因、滿意

度時，仍可發現受測者仍希望圖書館能在資源

提供上多加改善，也希望有更多的自習座位，

而關於社交功能的調查，僅極少數的受測者認

同此功能，圖書館可以針對新興的服務空間與

設施多加推廣，尤其是針對合作學習、共同討

論與休閒社交的理念推廣，唯有讓受測者認知

到圖書館服務一直在擴展與更新，才能有效益

的達到圖書館目標。 

2. 建議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改善數位資源學習設

備與教材。由於學生表示需要，學習共享空間

應增設更多的數位學習資源與相應的設備，不

同於一般的電子資源，圖書館的檢索系統應整

合各類型的主題資源，製作主題資源導引，或

提供數位學習設備，以滿足受測者的需求。 

3. 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建議增加討論空間，並明

確區隔討論區與自習區。從使用與滿意度的調

查結果可看出，學生對於自習區的要求仍非常

高，許多都希望自習區能處於完全的安靜狀

態，因此提出討論區與自習區希望能區隔，或

散布在不同層樓。安靜自習是受測者除了利用

紙本資源外，最常使用圖書館的原因，但因為

開放式討論氛圍，許多受測者不能得到安靜自

習的空間，因此較好的辦法是透過圖書館對空

間的區隔、動線等設計，分隔討論區與自習區，

以符合不同受測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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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rning Commons representing their innovation and transition is important servic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article mainly studies on developing the service quality assessment 
indicators for Learning Commons at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re are main purposes including: (1) 
exploring the meaning and components of the Learning Commons in the Universities’ libraries; 
(2) understanding th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Commons and constructing adequate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service quality; (3) understanding the usage and users satisfaction of 
the Learning Commons in order to assess its service quality ,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 
Learning Commons of libraries. The study has formed the focus group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Commons in Taiwan, and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focus groups also agreed 
to conduct the evaluation by applying the assessment of service quality. They came up with three 
evaluation dimensions and 23 indicators of the Learning Commons. For test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dicators, the questionnaire was constructed and sent to the users of the Learning Commons 
of the N University Library.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frequency of using internet 
affects the number of physically entering to the libraries in both universities; (2) the users recognize 
the learning value of the libraries; (3) the users used the technological facilities most; (4) the most 
important services of the Learning Common include a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and sufficient 
resources; (5) the most satisfactory services are the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of the service providers; 
(6) the services need to be firstly improved include dividing the discussion space from the study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40（1）：101 – 121（民一○三年四月）  121 

space; (7) the overall satisfactory degree still requires more efforts to improve and the librar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providing resources. Finally, some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by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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