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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下簡稱本

館）自西元2007年3月奉教育部核定成立「臺

灣學研究中心」後，為區別公共圖書館與研

究圖書館之不同服務功能與屬性，爰於同年

4月起進行閱覽、典藏及行政空間調整。調

整後之臺灣學研究中心包含五至六樓，有中

日文期刊合訂本區、西文期刊合訂本區、UMI

博碩士論文區、參考書區、臺灣學研究資料

區、日文舊籍區及非書資料區等。為推廣社

教藝文活動，本會另於四樓規劃雙和藝廊，

專供一般藝文展覽或推廣活動使用。

為強化臺灣學研究中心的各項服務機

能，並加強閒置空間之有效利用，本館爰於

西元2008年規劃進行臺灣學研究中心空間改

善計畫，經獲教育部補助相關工程經費及吳

尊賢基金會捐助款項，於西元2009年進行臺

灣學研究中心及四樓雙和藝廊空間改善工

程，並於7月17日順利完工。

貳、空間裝修改善之狀況
針對本次空間改善整體成效及各樓層裝

修情形，分述如下：

一、整體空間之裝修改善：

（一）營造入口意象，重塑服務形象：

針對4-6樓進行整體性規劃，並兼顧

個別樓層不同服務屬性，重新營造入口

意象，形塑樓層服務功能。改善後的四

樓入口區，以打造舒適的休憩與閱覽空

間為主調；五樓入口區，設計變身為多

功能特藏服務窗口；六樓則是展現專業

特色的臺灣學研究中心，以突顯本館之

悠久歷史暨臺灣學研究特色。

（二）調整服務動線，營造無礙環境：

透過各樓層服務台、資訊查詢區及各

項服務設施、家具設備之重新規劃、調

整，營造舒適的閱讀、研究氛圍，重視

無障礙環境之建立，讓讀者易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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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於館員服務及管理。

（三）改善多元空間，提昇館舍效能：

在既有之典藏、閱覽及學術研究功能

下，加強改善原有四樓雙和藝廊之展示

功能，並增設六樓特藏展示區、善用各

樓層入口處及各樓層內原有展示空間，

提供多元化之藝文展覽及特藏展示推

廣，藉由生動、活潑的行銷方式，展現

豐富的臺灣本土意象。

（四）改善電力照明，符合節能趨勢：

因應藝廊及六樓新增展區專業展示需

求，增設軌道及投射燈，並將原有投射

燈全面更換為LED燈，以改善照明效果，

並符合節能減碳之環保趨勢；另進行改

善區域電力增設、加強展場溫濕度監

控，滿足整體環境改善需求及館舍安全

維護。

（五）強化設備功能，提昇服務品質：

配合館藏數位化工程，擴大六樓資訊

查詢區之設置，加強推廣本館館藏數位化

成果；並增設多媒體放映區，以多元化影

音型態加強本館特色館藏行銷推廣，並配

合臺灣學教學合作計畫，開放為小型教學

與討論之場地。

二、各樓層之裝修改善

（一）四樓入口區及雙和藝廊：

四樓原為中文書庫區，經館藏調整

後，以典藏中日文期刊合訂本為主，服務

功能從滿足一般閱讀休閒需求，轉型為提

供學術、研究服務。而雙和藝廊，原設計

為民俗器物展示空間，為充份發揮圖書館

社教功能，辦理多元化展覽活動，變更為

藝文展覽場地使用；但因受限於空間原有

設計規劃目的，造成部份展示功能之侷限

及不便。 為改善原有空間受限問題，並彰

顯樓層服務功能及屬性，本區經整體規劃

改善後，氣象一新，詳述如下：

【入口大廳】改善前

【入口大廳】改善後

4樓調整入口區動線，遷移原有家具
設備，呈現寬闊的空間感，營造舒
適的閱讀氛圍。

意象主牆

休憩椅

資訊查詢台 展覽主題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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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軌道及投射燈

4樓雙和藝廊改善後實景

新服務櫃台

1.形塑入口大廳意象，營造舒適閱讀氛圍：

(1)改善入口區動線：將原有橫置於大廳之

資訊查詢台移除，改於左側柱面設置環

柱資訊查詢台（含：無障礙查詢台），

另於兩側設立休憩倚，透過動線的淨

空，呈現寬闊的空間感，並藉由適當的

家具擺設，巧妙的區隔右側藝廊與左側

閱覽區不同的服務屬性，兼顧空間之調

和感。

(2)營造入口新意象：配合雙和藝廊門面改

善，於入口大廳端牆處新設意象主牆，

兼具館藏展示功能。
2.強化藝廊多元功能，打造專業展覽空間：

(1)改善四樓雙和藝廊入口門面，設置簡潔

明朗之意象牆及展覽主題牆，強化藝廊

意象，透過門面的美化，達到聚焦讀者

視線、提高展覽能見度之目的。

(2)調整出入口大門位置，改善藝廊入口動

線，並於入口區設置導覽服務櫃台，提

升服務品質。

(3)更新原有展櫃推拉式、易磨損之玻璃門

片，改為固定式玻璃櫥窗，兩側增設開

啟式門片，加裝按鍵式把手，改善櫥窗

之密合度，並提昇布展之便利性。

(4)改善展櫃及展牆之掛畫軌道結構與掛

勾，強化承重力，加強展覽安全性。

(5)因應藝廊專業展示需求，增設軌道及投

射燈，原有投射燈全面更換為LED燈，以

符合節能減碳之環保趨勢。

(6)增設休憩椅及儲藏室，活化空間利用。

(7)藉由牆面壁布與展示櫃體美化等，調和

藝廊整體空間色調，凝聚展品視覺焦

點，加強展覽效果。

（二）五樓入口區：

五樓主要典藏一般臺灣學研究期刊
及參考書，並提供特藏調閱服務。原入口
區放置資訊查詢臺，與後方之特藏展覽室
以玻璃隔屏隔開，未能兼顧特藏展覽參觀
動線之流暢性；服務台所設位置亦不夠明

原有4045教室服務台 改善後之展牆

舊服務櫃台按鍵式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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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後5樓入口區全景

顯，與入口區距離稍遠，造成服務及管理
上的不便。經本次改善後，明顯可見下列
成效：

1.增設多元設施，建立多功能服務窗口：

(1)移除入口區與特展室中間之玻璃隔屏，

將門禁系統往外遷移至入口處，除動線

無礙外，並便利館藏資料之安全管理。

(2)服務櫃台移至入口區，並增設舊籍閱覽

席位，兼顧服務與管理之便利性。

(3)原資訊查詢台（含：無障礙查詢台）及

置物櫃，配合服務櫃台之調整，移設至

入口區右側牆面；並增設新書展示櫃，

充份運用入口空間，同時滿足讀者不同

需求。

2.增設入口大廳主牆，營造臺灣學意象：

配合樓層之臺灣學研究屬性，於入口

大廳端牆處新設意象主牆，藉由富含臺灣

元素之竹材、紅磚面材等整體材料及燈光

的運用，並搭配珍貴舊藏臺灣資料大圖展

示，以加強「臺灣意象」的呈現。

（三）六樓閱覽區：

六樓臺灣學研究中心主要提供臺灣
研究文獻、日治時期舊籍及微捲、地圖等
非書資料的典藏及閱覽服務；入口處則搭
設臨時展區，定期規劃辦理館藏臺灣學研
究書展，以行銷推廣本館特色館藏。多元
化的服務措施雖大幅擴充了本樓層的臺灣
學研究功能，但在缺乏整體性規劃的情況
下，造成部份空間未能有效運用。為充份
彰顯本樓層臺灣學研究特色及服務功能，
並加強閒置空間之有效利用，經重新規劃
裝修後，確實呈現令人耳目一新的視覺印
象：

改善前5樓入口區全景
入口大廳主牆 資訊查詢台 增設新書展示櫃

增設舊籍閱覽席位

5樓改善後各區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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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放映區

1.改善入口大廳設置，重塑臺灣學研究意

象：

配合樓層之臺灣學研究屬性，於入口
大廳端牆處新設意象主牆，藉由富含臺灣元
素之竹材、紅磚面材等整體材料及燈光的運
用，並搭配珍貴舊藏臺灣資料大圖展示，呈
現「臺灣意象」氛圍。
2.增設特藏展示區域，活化館舍空間運用：

(1)增設特色館藏展示區：於挑空區四周設

置環形展牆及展示櫃，加強特色館藏行

銷推廣，期以生動、活潑方式，拉近讀

者與資料之距離，展現豐富的臺灣本土

意象。展牆四周並增設投射燈，以加強

展示效果。

(2)增設多媒體放映區：於挑空區右側空間

增設投影機、電動螢幕、定向播放器

（避免閱覽區聲音干擾）等設備，以多

元化影音型態加強本館特色館藏行銷推

廣；並配合臺灣學教學合作計畫，開放

為小型教學與討論之場地。
3.調整服務動線，提昇管理服務品質：

(1)配合館藏數位化工程，擴大資訊查詢區

之設置，加強推廣本館館藏數位化成

果。

(2)調整原有閱覽桌改設舊籍指定閱覽席

位，俾利於閱覽服務及使用管理。

(3)微捲片櫃及拓碑櫃區進行服務動線調整

及美化，便利非書資料之服務管理，並

改善空間閱讀舒適感。

改善前6樓入口區全景

改善後6樓入口區全景

修繕後之特藏展示區域特藏展示區域修繕前之樣貌

改善後展櫥 美化微捲片櫃

增設舊籍指定閱覽席位 服務臺牆面增設布告板 新設意象主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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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多元推廣行銷活動
為展現本館多樣豐富的服務新風貌，吸

引更多學者及有興趣研究臺灣學民眾到館研

究利用，在空間裝修改善工程完成後，特於8

月9日館慶辦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其中尤以

配合樓層服務屬性、精心策劃串連的4-6樓特

展，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行銷本館特色

館藏與發展重點，最能展現豐富的臺灣本土

意象，拉近讀者與資料的距離；以期推廣臺

灣學研究成果，並吸引民眾深切認識臺灣歷

史。活動略述如下：

一、文字與非文字的交錯——臺灣
    懷舊蒐藏特展

展期：98.8.9～98.8.30  地點：4F雙和藝廊

展品由臺中縣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郭

雙富先生提供，包含當時各種圖文並茂的

廣告、申請書、證書，或是曆書、地圖、

交通時刻表及紀念章等，內容包羅萬象，

並首次展出郭理事長珍藏之陳澄波、楊三

郎、林玉山等畫家罕見於世的珍貴畫作，

每件展出作品皆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4樓空間改善後，辦理多元推廣行銷活動。　　　　　　　　「文字與非文字的交錯－臺灣懷舊蒐藏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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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巧，不成書——圖書裝訂維護   
特展

展期：98.8.1～98.11.29　地點：5F特展室&入口區

圖書，因裝訂而開始生老病死的旅

程，亦因裝訂而有了回春續命的機會。本

特展規劃展出本館裝訂室相關文物檔案、

不同時期所典藏的書籍以及圖書修護的成

果。藉由這些遺落的片段，讀者有幸一窺

裝訂的繽紛丰采。

為配合特展，另於5樓新書展示區規劃

辦理裝訂維護專題書展。

三、凡與聖的對話——館藏日治時期
宗教類書展

展期：98.8.9～98.10.11　地點：6F臺灣學研究中心

日治時期臺灣的宗教，因總督府宗教

方針的轉變，各時期有不同的發展。

本展將相關館藏分為「臺灣傳統宗

教與民間信仰」、「神道」、「日本佛

教」、「基督教與天主教」及「皇民化時

期的宗教活動」等五項，藉此呈現各個宗

教在日治時期的變遷。

於6樓辦理「凡與聖的對話－館藏日治時期宗教類書展」

於5樓辦理「無巧，不成書－圖書裝訂維護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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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嶄新登場的臺灣學研究中心，於館慶活

動期間及後續的使用調查中呈現熱烈回應，

館員及讀者對於本次空間改善成果多持正面

肯定態度，整體效益確有可觀之處：

一、為配合個別樓層不同的服務屬性，所打

造的嶄新入口意象，擴大了空間的整體

性，巧妙改善了原本制式化的區隔，以

柔和的方式，重新展現本館多樣豐富的

服務新風貌。

二、藉由空間的更新改善及活化利用，打造

舒適的閱讀空間與優質研究場域，提昇

了館舍的運用效能。

三、透過各樓層服務動線的調整暨服務櫃台

功能的加強，便利讀者及館員間的溝

通，藉以提高服務品質。

四、強化各樓層展覽空間，提供多元化之藝

文展覽及特藏展示推廣活動，藉由生

動、活潑的行銷方式，展現豐富的臺灣

本土意象，拉近讀者與資料之距離，達

到推廣臺灣學研究成果與吸引民眾認識

臺灣歷史之目的。

未來，本館將持續爭取計畫補助經費，

推動各項臺灣學研究計畫，積極辦理臺灣學

系列講座、書展、特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協助臺灣文史系所教學活動……等，加強館

藏資源的推廣行銷，期能吸引更多學者及有

興趣研究臺灣學民眾到館研究利用，擴大臺

灣學研究中心之服務效益。

4樓空間改善後實景

5樓空間改善後實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