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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隨著圖書館電子資源的快速發展以及視聽科技的大量使用，圖書館人因工學

（Ergonomics）問題漸漸受到重視，在圖書館公用電腦、視聽設備、實體環境的配合規劃

上，人因工學議題的考量，逐漸成為圖書館改善讀者服務品質的重點項目之一。本文主要針

對人因工學議題加以討論，並介紹人因工學對圖書館提供舒適有效的傢俱和器械，以提高工

作效率與讀者服務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則在於分析電子資源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符

合人因工學的相關規範，及其中傢俱和器械使用人因工學的情況。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electronic resources and the extensive 

use of audio-visual technology, library ergonomic issu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the planning of public computers, audio-visual equipment,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a library, ergonomics has gradually been put into 

consideration as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brary reader services. 

This essay focuses on ergonomic issues, and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 of 

providing comfortable furniture and equipment with ergonomics to improve working 

efficiency and library reader service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essay also 

analyzes the the specifications of ergonomics for electronic resources service 

area and audio-visual multi-media center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rgonomics in the furniture and machines in thos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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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資訊革命，20 世紀或許是人類知識進步成長最快的 1 個世紀，資訊傳遞的方式從

紙本媒體進入到電腦的全數位化媒體，是非常大的進步與發展。資訊科技對圖書館產生的意

義，不僅僅是資訊載體的不同，更對圖書館服務型態與方式產生了不小的衝擊。隨著網路電

子資源的興起，歐美國家自 1960 年代開始著手資訊網路的設計，40 多年來由於電子科技的

日新月異，電子資源對圖書館館藏的影響愈來愈大，其影響的層面不僅及於資料載體的改

變，更逐漸改變圖書館的空間功能，在圖書館大量運用新興科技的同時，圖書館空間亦成為

與資訊科技關係最密切的議題之一。進入 21 世紀後，圖書館的服務方式產生了很大的變

化，其中利用資訊科技進行資訊處理並提供服務，成為圖書館的主要功能，在館舍中除原有

的圖書與期刊外，也開始充斥各種電腦及多媒體設備。因此，圖書館除需要在空間與建築

上，做出相對的改變，也需要從環境與傢俱的配置上進行人因工學設計，使讀者能更便於使

用圖書館的各式設備，並減少一些由於人因規劃不當而產生的問題。 

壹、人體工學之定義 

有關人因工學的起源，英文是 Ergonomics 或 Human Factors。Ergonomics 最早出現

於 19 世紀中葉，當時波蘭科學家 Jastrzbowski 將希臘字的 Ergon 及 Nomos 兩個字合成一

個字，Ergon 的意思是工作，而 Nomos 的意思則是法則，因此 Ergonomics 依字面直接翻

譯成中文應該是「工作法則」。西元 1949 年英國的科學家 Murrel 也以 Ergonomics 來描述

「在工作環境中探討人員與物件之間互動的科學」。1 人因工學之內容可以定義為收集與應

用有關人類的生理和心理特色。這包括人們在操作機器、工作於各種環境中的能力，並考慮

到使用者和操作員的安全、舒適和生產力。2 

人因工學的主要目的，在於為人類創造和提供產品之環境，增進人類的工作效率和生活

上的舒適程度，所以必須考慮人類的各種要求，包含人類的基本特質、性別、生理和心理特

                                                      
1  李開偉，實用人因工程學（台北市：全華，民92），頁1-2。 
2  張建成，基本設計概論（台北市：六合，民81），頁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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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理尺寸、運動，以及使用者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在辦公環境中，人因工學有助於

提供舒適有效的辦公傢俱和器械，以提高工作效率。3圖書館受 20 世紀計算機科技的衝擊，

改變了提供資訊服務的方式與形態，工作內容從日常的一般辦公事務－例如公文傳遞、海報

製作、撰寫文件，以及對讀者的技術服務、流通作業等都無法離開電腦，電腦設備儼然成為

圖書館完成每日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貳、圖書館環境需要人因工學規劃之原因 

圖書館在不斷引進電子及視聽相關設備來滿足讀者需求的同時，也期望能以電子及多媒

體資源的優點來提升服務品質，在重視新科技設備功能與用途的同時，亦不應忽略讀者的人

體特性以及操作的便利性，館舍環境與傢俱規劃要盡可能避免一些由於人因規劃不當而產生

的問題，例如肌肉痠痛、眼睛疲勞和壓力累積，這些都是因為過度依賴科技設備而產生的重

覆性壓力傷害（Repetitive Stress Injuries）。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因為個人

因素，例如姿勢不良、長時間使用，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於圖書館空間規劃上的問題，例如燈

光、桌椅等規劃不當而造成的傷害4。如何改善這些問題，則有賴圖書館對於人因工學的適

切規劃。 

參、圖書館考量人因工學之目的 

圖書館考量人因工學之目的在於提供讀者舒適的公用電腦檢索與視聽多媒體環境，並且

顧及使用時的舒適度和使用者的生理、心理健康，改善工作的程序，同時亦要考量到讀者使

用時的便利性，因此傳統圖書館必須對工作空間、人因工程等規劃設計做出相對的改善，以

滿足今日數位化圖書館和資訊中心的需要。圖書館相關電腦設備運用人因工學的起因，可由

圖書館工作人員與讀者對電腦使用時間的增加，以及讀者使用環境問題兩方面進行探討。5

隨著圖書館作業（例如編目、流通系統的自動化）對電腦使用的依賴日益加深，圖書館工作

人員與讀者在電腦使用的時間亦漸有增加。圖書館工作人員在使用電腦上，平均每天花費 2
到 6 個小時6，而讀者也花費很多時間在檢索電子資源上。由於長時間使用電腦，也因此衍

生出一些有關人因工學的問題，例如手腕痠痛、眼睛疲勞、坐姿不適等問題。另外有關於工

作環境－包括電腦工作站螢幕、鍵盤、滑鼠、桌椅等項目，以及對應的環境配合方面－包括

照明、空調、噪音、傢俱設備等部份，其所衍生的問題都是圖書館在規劃科技空間環境時應

                                                      
3  同前註。 
4  Hilary Dyer, “Workstation Design for library Automation,” Program 26:2（1992）, pp.97-98. 
5  Sheau-yueh J Chao, Ching Chang, Belinda Chiang,“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a Library Ergonomics Program: Case 

Study at Queens College Librar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Electronic Library 19（February 1997）, 
pp.328. 

6  朱則剛、吳明德、林麗娟合著，視聽資料管理（台北縣：空大，民88），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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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的項目。 

肆、圖書館的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 

今日幾乎所有的圖書館都設置有線上目錄檢索系統（WebPAC），為了使這一電腦設備

能在原有的圖書館環境之中順利運行，圖書館除了要加強館藏目錄的品質外，還必須要注意

到人因工程的因素，來考量電腦工作站設置的位置與讀者使用的便利性。7圖書館的讀者可

以由圖書館的公用電腦獲得更多資料來源，而成為電腦的高度使用者，因此，電子資源公用

電腦區（WebPAC Area）須在工作站的設計上，由座椅、桌子、 鍵盤高度、照明、噪音、

空調等方面詳加規劃安排，如此讀者在使用時才能得到便利性與舒適感。8 圖書館作業對新

科技的運用日益增多，館員應針對此一問題有更實質的了解，以提供給讀者一個舒適的利用

環境。9若圖書館沒有充分考量到人因工學對本身與讀者使用科技設備的重要性，而長時間

使用這些設備，則易產生一些身體上的問題。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就在於使用這些設備

時姿勢不正確、操作時間太久、環境照明不佳等因素。10 
讀者無論在圖書館使用電子資源或視聽多媒體資料，每次都需要花費許多時間精神在檢

索資料或觀賞影片上，因此其所處的環境是否便利於讀者使用，對於讀者的身體是否會造成

不良影響，均是值得加以探討的議題。11現今圖書館大量的電腦設備，使讀者使用環境由傳

統的坐姿作業環境（Seated Workplace）轉變成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Video Display 
Terminals Work Station，簡稱 VDTS，如「圖 1」所示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12其相較於

閱覽書刊時，不論在身體的坐姿、視覺的負擔、桌椅的型式及搭配，乃至於使用環境因素如

照明、噪音、空調等均有相當大的差異，並非可以直接沿用閱覽室的環境規劃，因此圖書館

應針對電子資源公用電腦區與多媒體中心的相關工作環境，採用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所需的

人因工學規劃。 

 

                                                      
7  Donald Kenney and Lind Wilson,“Online Catalogs：Some Ergonomic Considerations,”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63

（December 1988）, pp.46-48.【轉引自陳淑娟，「資訊科技與公共圖書館內部空間規劃」（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民86年6月），頁17。】 
8  R.G.Martin,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an OPAC Workstation：an Introduction to Specifications and a Model 

Configuration,” Library Hi Tech 7:4（1989）, pp.19-27. 
9  Tina Roose,“Ergonics in the Library,”Library Journal 111（October 1986）, pp.54.【轉引自陳淑娟，「資訊科技與公共

圖書館內部空間規劃」（輔仁大學圖書資學訊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6年6月），頁17。】 
10 同前註。 
11 田國慶，「讀者使用科技設備之空間與人因探討－以醫學大學圖書館為例」（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96年），頁126-129。 
12 林久翔，「電腦工作站的文件位置與人體工學鍵盤使用效益評估」中原學報 25卷3期（民86年8月），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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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Video Display Terminals Work Station） 

資料來源：Alexis M. Herman,“Working Safely with Video Display Terminals,”U.S. Department of 
Labor 1997,＜http://www.osha.gov/Publications/osha3092.pdf＞（20 May 2010）. 

 

伍、人因工學在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的運用 

圖書館電子資源公用電腦區與多媒體中心工作相關的環境因素涵蓋：座椅、桌子、螢幕

高度、鍵盤高度等多項環境因素，而在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中最常見的問題分別為：1.螢幕

閃爍，導致使用者頭痛，眼花撩亂；2.不恰當的螢幕角度，造成視覺上的困難；3.固定式的

鍵盤與螢幕，造成使用者之疲勞、頸痛與背部痠痛；4.固定式的工作椅，造成使用者的背部

痠痛；5.採光或照明不當，或不良的反襯（如顏色過於鮮明的桌面或牆面配色），使得使用

者不易辨識字幕等。13在圖書館電腦及視聽設備運用人因工學方面，可由圖書館工作人員與

讀者對電腦使用的個人因素，以及傢俱設計兩方面進行探討。以下僅針對傢俱設計方面，首

先就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中讀者使用最頻繁的座椅、桌子、螢幕高度等人因工學議題加以介

紹。 

一、建構終端機顯示作業中理想的工作平台 

採用合乎人因工學的座椅 

為迎合媒體數位化的趨勢，現今圖書館幾乎都設有電子資源公用電腦區及可以呈現各種

媒體的多媒體中心，然而對於長時間使用圖書館這兩項服務的讀者而言，最常接觸到的圖書

館傢俱大概即是座椅，不論是從事閱讀、打字、觀賞影片等活動，均有可能由於身體長時間

                                                      
13 郭秋勳，「從採光､人體工學觀點談微電腦教室或工場之規劃與佈置」工業職業教育 9卷1期（民80年1月），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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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相同的固定姿勢，而造成肌肉筋骨過度的壓力累積所衍生出各式各樣的肌肉骨骼毛病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14，可能即是由於所使用的椅子不當所造成的，就使用椅子

所導致筋骨毛病的主要原因可以分為兩個因素，一是不良的長期坐姿，二是活動範圍受限導

致額外的筋肉骨骼負荷所致。15人因工學座椅設計的目標即在於解決上述兩個坐姿產生的弊

端，以降低肌肉筋骨的痠痛並提高工作時的活動能力。目前市面上到處可見標榜所謂「人因

工學設計」的座椅，其中一部份在設計上強調椅座可以前、後傾的設計，另有一部分則是設

計師認為人因工學椅必須具有許多的調整功能，才能符合各種使用者的身材，還有些製造商

則宣稱完全依照「人體計測資料」設計，幾乎不需要任何調整的裝置16，如此混亂而矛盾的

訊息，往往讓使用者不知如何選購。 

而人體計測是研究人因工程最主要的基礎資料。使事物適用於人、使用方便、不易疲

勞、避免操作上的錯誤，是研究人因工程開發產品時所追求的目標。而要使事物適於人體使

用，則人體各部分計測乃是設計時最主要的參考數據17，「表 1」為國人常用的重要人體計

測尺寸。（需配合「圖 2」國內人體計測資料庫常用的計測尺寸姿勢圖一起使用） 

表 1  國內常用的人體計測資料庫計測尺寸（單位：mm） 

 男性 女性 
量測項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1 身高 1687.73 59.75 1563.05 53.88 
2 體重 67.35 8.9 54.22 8.16 

站姿側視圖 
3 手臂伸長距離 822.11 37.62 755.1 34.97 
4 肘高 1048.77 41.28 973.44 37.6 
5 肚臍高 990.22 44.91 910.35 43.42 

站姿正視圖 
6 中指指節高 750.77 32.42 704.51 32.68 
7 肩高 1382.36 53.26 1278.86 48.35 
8 眼高 1570.01 59.26 1449.92 53.04 
9 手臂向上伸直指尖高 2103.73 84.98 1925.5 72.66 

坐姿側視圖 
10 眼睛至座面距離 785.34 30.89 731.79 30.81 
11 頭頂至座面距離 903.04 31.87 844.52 31.25 

                                                      
14 李翔詣，「人體尺寸與工作椅之設計」，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2008年10月13日， 

＜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203&p=1371 '＞（2010年5月20日）。 
15 同前註。 
16 陳世卿，「合乎人體工學的工作椅」自動化科技 88卷（民80年7月），頁113。 
17 林勇，圖書館家具與設備（台北市：漢美，民86），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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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 女性 
12 手臂向上伸直指尖至座面距離 1322.03 54.61 1211.6 46.59 
13 手肘至握拳中心距離 306 27.07 271.27 23.82 
14 膝上緣高 515.66 27.69 467.06 22.19 
15 座高 404.52 19.85 376.27 15.85 
16 座深（以膝前緣至臀後緣距離估算） 551.5 32.93 526.79 26.21 

資料來源：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人體計測資料庫簡介及重要計測值」，2008年11月10日， 
＜http://www.iosh.gov.tw/Print.aspx?cnid=26&P=812＞（2010年5月20日）。 

 

 

圖 2  國內人體計測資料庫常用的計測尺寸姿勢圖 

（本圖中人體所標之數字即表 1 中之測量項目） 
資料來源：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人體計測資料庫簡介及重要計測值」，2008 年 11 月 10 日， 

＜http://www.iosh.gov.tw/Print.aspx?cnid=26&P=812＞（2010 年 5 月 20 日）。 
 
人因工學所須具備的設計特徵，即如何使環境來適應人及其所從事的工作，人因工學椅

的組成是取決於人坐在椅子上要做些什麼事，椅子必須能夠支持配合人去執行其特定的業

務。在一般工作環境之中從事的工作大略可以分為兩類：其一是多重業務的工作，即是指須

經常而同時執行許多業務的工作，例如：回答電話、打電腦、閱讀文件、書寫資料等工作；

其二是專門業務的工作，即是指必須高度重複動作的工作，此種工作要求人員必須在一段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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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保持一定的姿勢坐在椅子上工作。18 
圖書館讀者在多媒體中心與公用電腦區作業環境中，其所從事的工作比較傾向於專門業

務的工作，因為在此區域中的圖書館使用者，大都從事資料檢索與影片觀賞的工作，在查找

資料與觀看視聽資料的活動中，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保持一定姿勢坐在椅子上進行，依人因

工程學實驗分析發現，辦公室工作人員之所以容易背部痠痛，最主要的因素在於他們工作中

不斷地從事重複的動作，且缺乏運動，以及沒有使用適當的椅子來支撐工作的姿勢，因此能

夠提供一張適當的座椅是很重要的19。而美國 Steelcase 公司的研究也指出，人在保持坐姿

狀態下，平均每 8~10 分鐘即會變換成另一種姿勢，而這是一種人類的生理自然反應，目的

在維持血液循環的順暢，減輕疲勞的感覺20。一張理想的人因工學座椅，要能順應人體的各

種不同動作姿勢，不只是讓人坐在上面，甚至椅背也會針對人的動作而改變，因此人因工學

座椅需要有三度空間的活動彈性，才能維持人體的正確支撐21。例如：紐約公共圖書館的科

學與工業和商務分館（Science, Industry and Business Library），在其公用電腦區所提供

讀者使用的人因工學座椅，採用的是赫爾曼‧米勒（Herman Miller）公司的 Aeron 
Chairs；Aeron Chairs 於設計時，在人體測量學方面，其設計團隊於北美地區進行了大範圍

的人體測量研究（Anthropometric Studies），利用特製的儀器記錄使用者從腿彎部到前臂長

度的所有詳細資料，總共取樣了 224 位美國人及加拿大人，其實驗經由人體測量研究所蒐集

的各項資料顯示：使用者的身高和體重是選擇椅子的最重要因素。22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電腦已成為許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並普遍地存在於各行業，不

論在辦公室、家中或工作場所，可以說是不分地域和時間，甚至電腦就是工作上的重心。隨

著電腦在圖書館內愈來愈廣泛的使用，除了電腦本身與其週邊設備如印表機、掃描器等配備

外，其它非電器的相關設備，例如電腦桌、椅的設計與電腦使用環境，及其空間規畫、配

置、排線處理等各種會造成讀者使用便利上的問題，卻一直未充分受到重視。因此使用者在

享受電腦所帶來便利的同時，卻也可能受到其所帶來的傷害。依據文獻指出，長期使用電

腦，可能引起各種不良的健康效應，包括視覺機能負擔、局部肌肉骨骼負擔、工作與精神系

統負荷、輻射造成健康的危害、皮膚病變等23。有關此方面的研究與報告相當多，王錦澤等

在醫院電腦操作人員的研究中也提到，長期操作電腦者之中，大約有 83％的操作人員會感

                                                      
18 同註16，頁114。 
19 同註16，頁115-116。 
20 Steelcase, Knowledge & Design, 20 April 2010,＜http://www.steelcase.com/ap/ergonomics_knowledgedesign.aspx?f= 

20434＞（10 May 2010）. 
21 郭慶明，「辦公椅使用性在人本設計之研究」（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0年1月），頁10。 
22 Aeron Chairs, Herman Miller,10 August 2010,＜http://www.hermanmiller.com/Products/Aeron-Chairs＞（20 May 

2010） 
23 蘇啟宗，「人機界面安全衛生設計規範研究—電腦終端機工作站」（台北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生衛生研究所，民

8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委託研究報告，IOSH86-H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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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肌肉痠痛24；而由人因工學因素所引起如工作桌、工作椅、鍵盤等設計不當、重複性輸入

作業、顯示螢幕品質不良、辦公室的照明不當、身體活動受限、休息時間不足等，都可能導

致操作者身體的危害，不但影響了身體健康，同時也大幅降低了工作效率。25有鑑於此，目

前國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生衛生研究所，已有對於人體計測資料的統計和終端機顯示

工作站的整體規劃，提供了 「電腦終端機工作站安全衛生指引 」 給國人在規劃工作環境

時做參考數據，其中有針對國人體型而提出的電腦工作桌椅尺寸設計參考值，期望能依照這

些資料，訂定出設計要求及特性，並設計出可依照個人身體尺寸而進行調整的人因工學電腦

桌，以提供良好的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 
1. 坐姿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 
目前對於坐姿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主要是依據人體計測尺寸，考量到生物力學、

工作生理學等而訂定，其中早期規範著重於「直立式」的坐姿工作姿勢，此一姿勢下，肘、

膝及臀部關節約維持在 90 度，亦即三個 90 度姿勢。26然而關於電腦工作站的工作姿勢設定

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也沒有一種完美的坐姿工作姿勢存在，例如，降低座椅高度可以使下肢

得到休息，但同時也將增加上半身之負荷，同時任何一種靜態的姿勢維持一段時間之後將會

引起疲勞。因此，工作中適時改變姿勢才是減少疲勞的最佳方法。 
有時圖書館基於工作場所及經濟考量，採用固定桌面高度或坐面高度的設計，此時往往

將固定高度設定在較大尺寸值，唯可提供腳踏板以符合較小尺寸者的需求。27依據上述人因

工學原則，建議可調式與不可調式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參考值如下。 
(1)可調式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參考值 

電腦工作桌椅尺寸之建議值，主要依據人體計測尺寸，配合生物力學、工作生理學等因

素進行考量。就姿勢而言，一般顯示器的畫面上端應低於眼高，使臉朝正面稍稍向下，以減

少因抬頭造成頸部負荷。而眼睛的視線也應朝正面略為向下，以減輕眼睛之疲勞。此外，由

於人體尺寸具有很大的變異性，電腦工作站最好採取可調式的設計，且桌、椅各部份最好能

單獨調整。而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建議之可調式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參考值如「圖 3」與「表

2」所示。28 

                                                      
24 同註21，頁6。 
25 邱靖雄，「可調式電腦桌之人因工程設計與研究」（逢甲大學工業工程學系，碩士論文，民89年），頁6。 
26 勞工安生衛生研究所，「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生衛生研究所，2006年4月30日， 

＜http://www.iosh.gov.tw/data /f12/e7.htm＞，（2006年4月30日）。 
27 同前註。 
28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可調式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生衛生研究所，2010 年 11 月 10

日，＜http://www.iosh.gov.tw/Publish.aspx?cnid=26&P=819 e7.htm＞（201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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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34對於立姿下作業所操作物件與台面的高度建議範圍如「圖 6」所示。 
 

 

圖 6  立姿下作業台面的高度範圍 

資料來源：劉春榮，《人機工程學應用》（上海：人民美術，民 93），頁 92。 

 
經由觀察，國內立姿肘高人體計測值的統計，可以發現不同讀者的立姿肘高之差異性，

對於適合作業的台面高度具有相當的影響性。因此，如果可能的話，圖書館立姿電腦工作桌

面的高度應可由讀者依自己的立姿肘高自行調整，以適應不同身材的讀者；但圖書館如果由

於經費或其他環境因素的限制，而不能做此規劃時，則立姿電腦工作桌面高度應依據圖書館

主要服務讀者群體中身材較高的讀者立姿肘高，做為立姿電腦工作桌面高度的設定值，而身

材較矮小的讀者可以透過用墊子來墊高調整，以適應使用立姿電腦工作桌時的桌面高度。35 
綜合前述，就圖書館讀者使用立姿電腦工作桌面的情況而言，比較接近於精確性工作，

因從事精密作業時使用者的眼睛負荷較高36，而讀者操作公用電腦時眼睛需不斷觀看顯示器

的畫面，故圖書館在選擇立姿電腦工作桌的桌面高度標準時，宜採用從精密工業的桌面高度

標準較為適合。 

二、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因素 

圖書館電子資源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作業環境的舒適與否，不僅影響讀者對於

圖書館服務設施的觀感，更可能間接影響到讀者的身體健康，例如讀者在照明不足的燈光下

閱讀會損害視力。而圖書館環境中空調、各式機器與讀者的談話及腳步聲，會干擾到讀者的

注意力和閱讀品質。所以要減少一些足以降低使用效率的環境條件（表 4），圖書館就必須

                                                      
34 張一岑，人因工程學（台北市：揚智，民86），頁235。 
35 劉春榮，人機工程學應用（上海：人民美術，民93），頁93。 
36 同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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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照明、噪音、溫度、空調等空間環境因素做有效的控制，才能提供讀者一個舒適、安全

的使用環境。以下就影響讀者使用終端機顯示作業的照明、噪音、溫度、空調等環境因素進

行探討。 

表 4  足以降低作業表現的環境條件 

環境因素 條件 工作任務 影響程度 
熱（溫度） 空氣溫度 27 度 閱讀 速度與理解程度降低 
冷（溫度） 空氣溫度 13 度 競走 降低到達目標時間 
光線昏暗 7-10 英呎/燭光（ft-c） 閱讀 7 號英文字體書報 速度降低 
眩光  分辨 5 種不同亮度的訊號 錯誤增加 

噪音-間歇性 95 分貝 1 秒鐘 
65-95 分貝之間不等 

分辨卡片對錯的不同 
記錄數字 

失誤增加 
工作速度變異度上升 

噪音-語言交談的干擾 70 分貝（600-
4800Hz） 

3 英呎（0.9 公尺） 
之外交談與打電話 

理解降低 

資料來源：張一岑，《人因工程學》（台北市：揚智，民 86），頁 479。 

 
 照明 

圖書館照明是影響讀者心理與生理狀況較顯著的環境因素之一，而圖書館電子資源公用

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的照明標準，不同於一般閱覽室所適用的照明標準37，因讀者使用

電腦顯示器時，眼睛經常需要在較暗的螢幕與較明亮的其他文件之間遊走，所以接觸的對比

範圍遠較一般書本閱覽時為大。此時必須降低室內的照度，以避免顯示器與其他文件的明視

對比超過 1：10 38，但照明水準降低後，則會造成閱讀上的不便，因此選擇適當的照明亮度

是一項頗受爭議的問題。據歐洲學者的研究，建議操作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的照明水準：在

必須交互閱讀印刷品與操作電腦時，室內照明宜設定於 300 lux；在操作電腦時間較多而閱

讀印刷品時間較少時，室內照明宜設定於 400 ~ 500 lux 之間；在從事數據輸入工作時，室

內照明宜設定於 500~700 lux 之間。39 
而美國職業安全局（NIOSH）對於操作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照明水準的建議為：照明光

源的光線投射應該透過導引，以避免直接照射到使用者的眼睛與操作中的螢幕，且光源的亮

度要能滿足使用者觀看螢幕與閱讀文字的需要，同時也要避免太強的照度所引起的眼睛不適

與螢幕眩光的產生。人工光源的光線照射方向應儘量避免直接照射，以造成眩光的發生，另

一方面對於由窗戶照入的自然光源，因光線照射角低，容易在螢幕上產生眩光，因此最好能

使用如百葉窗等加以遮蔽，其他在螢幕四周使用的工作燈也要特別注意其光線的強度，過高

                                                      
37 目前公共圖書館建築設備國家標準之照明，機能性空間僅區分為一般照明323~377lux與桌上照明538~807lux。 
38 明視對比是指物體與背景的對比直接影響物體的偵測與辨識。 
39 同註34，頁49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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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度亦容易使螢幕產生嚴重的眩光。40終端機作業環境下合適的照明亮度可避免眼睛疲

勞，因此必須要妥善安排光源照度的強度、對比、直接和反射出的眩光等三個照明的基本因

素。考慮到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的顯示器畫面所需的照明問題，不同於一般閱覽室

的照明需求，在終端機的環境中，眩光與對比會嚴重影響讀者的使用效率，故規劃照明時要

避免有直射螢幕畫面的光源與對比太過強烈的工作桌桌面。 
噪音 

噪音一直以來都是圖書館管理中的一個嚴重問題，而現今圖書館為因應圖書館自動化的

需求與更多的服務項目，不斷引進新的機械設備，更使得噪音問題必須特別重視。美國職業

安全衛生總署（OSHA）的規範中指出，如在 85dB 以上的環境中連續待 8 小時（含 8 小

時）以上，會對讀者的聽力造成傷害。而目前圖書館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的噪音來

源之中，並沒有任何設備可以達到如此高之音量，即便加上讀者的談話聲也很難到達此一標

準，但圖書館仍然不能輕忽音量較小的噪音來源所造成讀者使用效率的問題，公用電腦區的

印表機噪音音量約 80dB，而 80dB 對讀者健康的影響包括疲勞、耳鳴、頭痛與精神壓力等
41，因此，如何防治此噪音來源亦值得圖書館加以重視。因應措施包括：從空間方面增加獨

立使用空間，以及裝置隔音板等。以新館舍而言，事前的空間規劃是非常重要的，噪音問題

不只是圖書館形象問題，噪音更可能對讀者的使用造成影響，因此圖書館應落實噪音的管制

與預防，以維護圖書館內環境的安寧。 
溫度控制與空調品質 

現代圖書館建築物大多採密閉式設計。這種設計往往使得室內的空氣污染物容易累積，

造成空氣品質的惡化，影響讀者健康。這些問題包括頭痛、眼睛、鼻子及喉嚨的刺激、發

炎，皮膚乾燥，昏睡和嘔吐，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疲倦等症狀。而空調是任何一棟建築物為

提供使用者一個舒適的工作環境時，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就圖書館空調系統而言，除了

要提供使用者舒適的溫度與濕度外，對於各類資料包括書籍與非書資料之維護與保存亦是關

鍵的因素之一。此外，在視聽多媒體中心與公用電腦區這兩個圖書館機器設備密度最高的場

所內，空調設施控制良窳更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因為空調系統所控制的溫、濕度與除塵

等功能對於電器的使用壽命、正常運作與保存條件都有直接的影響。42  
綜合前述，藉由人因工學有關電腦使用、照明、空調、噪音等因素之分析，反映圖書館

實體環境之規劃與佈置及讀者使用之相關議題，對於提昇圖書館科技設備服務層面而言實為

重要，而這方面的研究，有待持續性的探索。圖書館必須維持一個讀者、紙本館藏與科技設

備可以共處的環境，紙本館藏與科技設備的維護固然重要，但讀者的反應更能彰顯圖書館的

核心價值，因為圖書館是一服務機構，要能吸引讀者的使用，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40 U.S. Department of Lab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Working Safely withVideo Display 

Terminals（American：OSHA,1997）,p.6. 
41 同註34，頁322.。 
42 陳格理，「資訊科技對圖書館內建築影響初探」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53期（民83年12月），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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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書館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之人因工學問題討論 

由於館藏資料數位化以及視聽科技的使用，電腦與視聽多媒體已成為圖書館中不可或缺

的一環，然而，隨之而來的是操作終端機作業（VDT）所產生的視覺與肌肉骨骼上的不舒適

與疼痛，尤其是頭部與頸部的肌肉痠痛。在擁有豐富電子資源的現代圖書館中，讀者可以透

過公用電腦獲取所需資料來源，而成為電腦終端機的高度使用者43，因此，圖書館人因工學

問題漸漸受到重視，對於圖書館檢索電腦、視聽設備、實體環境的配合規劃上，人因工學議

題的考量，逐漸成為圖書館改善讀者服務品質的重點項目之一。44 
在圖書館的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上，針對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在規劃讀者個人

空間方面，應提供給每一席位包括終端機、主機、印表機以及椅子等，所需的空間至少需要 
2.787 平方公尺（30 平方呎）的空間45，若考慮到讀者操作電腦及週邊設備，則每一檢索電

腦座席整體面積應加大為 2.8~3.3 平方公尺。46然而在館舍空間的實際規劃上，受限於圖書

館空間大小與讀者使用需求等因素，在空間與設備數量的取捨上將造成相當的困擾，對於圖

書館在空間與設備數量的安排上，必須考量圖書館本身的需求與情況，作為依據。此外，電

子資源公用電腦區提供大量的電腦終端設備，以供讀者查詢、瀏覽電子館藏之用，而設備之

使用環境均為坐姿操作的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依據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IOSH）之研究報告指出，電腦檢索席之電腦桌高度設定，對於讀者觀看顯示畫面的舒適

度與視聽疲勞有相當的關聯性。47但目前圖書館所採用的電腦桌多為不可調之固定高度樣

式，對於少部分身高較高的讀者，可能有不適用的情形。同時，視聽多媒體中心也有類似的

現象，值得注意。 
就環境照明而言，目前較新規劃之圖書館館舍，其環境照明亮度多經過詳細之規劃，以

符合電腦及視聽作業環境之需要，而所採用的照明光源，多以人工光源為主並兼用部份自然

光源，在照明的色溫方面，圖書館多選擇暖色調的色溫，藉以營造溫暖而寧靜的感覺。在視

聽多媒體中心部份，讀者閱聽席位區的環境照明，應較一般閱覽室的照明亮度來得低一些，

以減少因環境照明強度過高，而造成螢幕顯示畫面的影像對比下降所引起的讀者眼睛疲勞問

                                                      
43 Judith A, Mansfield, Thomas J, Armstrong, “Library of Congress Workplace Ergonomics Program,” 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 Journal 58：2（February 1997）,＜http://proquest.umi.com/pqdweb?index=3&did=11193566& 
SrchMode=1&sid=9&Fmt=4&VInst=PROD&VType=PQD&RQT=309&VName=PQD&TS=1178616390&clientId=29550
＞（3 May 2007）. 

44 Sheau-yueh J Chao, Ching Chang, Belinda Chiang, “Planning andIimplementing a library ergonomics program: Case 
study at Queens College Librar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Electronic Library 19:5（2001）,＜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index=1&did=208405941&SrchMode=1&sid=1&Fmt=4&VInst=PROD&VType=PQD&
RQT=309&VName=PQD&TS=1178616766&clientId=29550＞（3 May 2007）. 

45 William S. Dix, “Library Space Planning for New Technology,” New Jersey Libraries 22（Winter 1989）, pp. 10.  
46 H.M. Edwards, University Library Building Planning（N.J. : Scarecrow Press, 1990）, pp.108. 
47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電腦工作桌椅尺寸建議值」，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生衛生研究所，2006 年 5 月 1 日，＜

http://www.iosh.gov.tw/data/f12/e7. htm＞（200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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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48 另外，螢幕的眩光問題，無論在電子資源公用電腦區或視聽多媒體中心，有部分窗

戶並未安置窗簾或百葉窗等遮光裝置，以致有部分的戶外光線，以較低的角度照射至螢幕

上，而產生眩光現象。另一方面，圖書館所使用的 CRT 與 LCD 螢幕表面，若沒有經過抗眩

光的處理，也較容易產生眩光現象；再者，圖書館的 LCD 螢幕為避免螢幕表面的刮傷，多

貼有保護防刮片或護目鏡，這部分有讀者反應眩光相關問題亦值得注意。49 
在噪音控制方面，以其他使用者所產生的聲音最為讀者所詬病，公用電腦區的噪音來

源，可能來自於其他服務區的讀者談話聲、腳步聲，而公用電腦區之讀者使用及設備本身所

產生之噪音，亦可能干擾圖書館的其他服務空間，造成不同服務空間所產生的環境噪音易相

互干擾，因此，電子資源公用電腦區宜單獨規劃為一獨立空間，以避免環境噪音干擾問題。

另外，採用高架地板的公用電腦區，其結構為輕鋼架組成之空心架高地板，地板模塊為鑄鋁

材質，讀者行走或移動椅子時會發出不小的聲響，也是環境噪音的主要來源之一，值得注

意。在視聽多媒體中心服務區之聲音控制方面，若規劃為獨立的空間，理應可避免干擾其它

空間或受其他空間的干擾，但因動線安排的問題，如採取開架式管理，讀者在拿取視聽資料

的過程中，會穿過視聽席，而干擾到正在使用視聽資料的讀者，亦值得注意。50 
就溫度層面反應上，溫度控制要使每一個讀者都能感到舒適並且滿意，是一項很難達成

的目標，因為每一位讀者對於冷、熱的感受與喜好均不大相同，就空調的溫度控制而言，人

體適合的溫度介於 21o ~ 23 oC 之間。51 對於圖書館本身無法直接調整控制的問題值得注

意。一般空調設備之容量設計，因考量機具設備之發熱量（包含電腦、影印機、電視、飲水

機等），往往難以正確預估計算。再者，溫度的需求也與特定空間中，讀者使用人數與設備

之使用有關。圖書館對於館內的溫度控制情況，如能獨立控制，由圖書館館內自行直接調

整，較能立即反應館內對溫度控制的需求。  

柒、結論 

由於館藏資料數位化以及視聽科技的使用，電腦與視聽多媒體已成為圖書館中不可或缺

的一環。在擁有豐富電子資源的現代圖書館中，讀者可以透過公用電腦獲取所需資料來源，

而成為電腦終端機的高度使用者，然而，隨之而來的是操作終端機作業所產生的人因工學問

題。因此，在圖書館空間設置中，人因工學問題漸漸受到重視，對於圖書館檢索電腦、視聽

設備、實體環境的配合規劃上，人因工學議題的考量，亦逐漸成為圖書館改善讀者服務品質

的重點項目之一，相關環境與設備的設計宜於館舍籌劃或再造之初，即納入檢視環節詳加評

                                                      
48 Gloria Novak, “Toward a Forgiving Building : Technical Issue Relevant to New and Existing Libraries,” Library Hi Tech 

20(1987), pp.95. 
49 同註11，頁231。 
50 同註11，頁257。 
51 Hilary Dyer and Anne Morris, Human Aspects of Library Automation（Great Britain: Gower Publishing, 1990）, 

pp.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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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而圖書館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有規劃成獨立空間之必要性。就設備的使用環

境而言，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設備的使用環境均為終端機顯示作業環境

（VDTS），其操作的環境包括：使用桌椅、照明亮度、溫度控制等要求，不同於一般閱覽

環境；就未來的設備擴充而言，對規劃為獨立空間的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在增加

設備數量時，所受到的限制較少，也不易對館內其他服務空間產生排擠現象；就噪音管制而

言，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之服務區域是圖書館內設備安置最密集的場所，且在設備

的運作與讀者的使用過程中難免會產生一些聲響，例如敲擊鍵盤的音量，就十分為從事閱讀

的讀者所厭惡。因此將公用電腦區與視聽多媒體中心規劃為獨立的空間，與圖書館其他如閱

覽、典藏等服務區域作一適當的區隔，應以符合讀者需求，增進空間實用性為最佳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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