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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同樣是以顧客為服務對象，大型商場和圖書館的不同之處，在於商場是以商品的行銷為
訴求，這就影響到服務工作與環境空間的關係，本文試著將這些特點分析出來供館方參考。
Abstract: As the same as shopping malls , libraries also view the patrons as
service objective for long time.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e objects
for sale or for pursuing the knowledge, which may reveal in the space layout and
facilities planning in service area. This article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values
and merits in the service area of shopping malls as references to librarian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library.
【關鍵詞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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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資訊快速進步和商業蓬勃發展之下，作為一個公共性的服務設施，圖書館難免不會受
到社會上其他服務性和公共性機構的影響。過去一直有學者強調圖書館應向大型書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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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書店對書籍和新資訊的服務方式，這些呼籲使得不少圖書館對書與讀者的服務有了改
變。為了拓展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性，許多學者認為館方應善於利用大型商（市）場在服務方
面的特性，特別是在人潮聚集、停車方便、易於接近和明顯易辨認等優點，而將圖書館設置
在商（市）場中。這個建議在東京、曼谷、新加坡和台北等許多城市中都廣泛的被運用，成
為公共圖書館的重要發展模式。但這仍然不夠，因為這些作法只是利用商場的環境因素來增
添圖書館的服務性，而非真正來自圖書館本身的改變。從一個更積極的角度來看，如何將大
型商場以商業利益為前導之下的作為，例如內部空間與服務工作的關係或環境佈置上的一些
優點，做為圖書館在服務工作上的參考是值得重視的。
在現代城市中，大型商場為人們提供了消費、逛選、休閒、社交等多種服務，已成為人
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活動場所。因為人們對大型商場的接觸性甚高，商場在各方
面的優點、變化和趨勢也間接影響到人們對其他公共設施的認知與要求。基於刺激消費的目
的，大型商場不斷的以引領時尚或呼應潮流做出一些吸引顧客的措施，這些觀念和做法配合
著大型商場對顧客使用行為的了解和重視，反映在商場空間的規劃與安排之中。

貳、商場與圖書館的差異分析
一、圖書館的危機
資訊化和網路化的發展影響了讀者來圖書館的利用率，這樣的變化促使圖書館界不斷的
思索應變之道。在查詢和借閱資料以外，當圖書館欲進一步提升和擴大對讀者在學習方面的
服務時，不可忽略的要考慮如何去結合讀者對社交和休閒活動的需要性，這部分正是大型商
場重要的服務特色。

二、大型商場的特性
現代化的大型商場將促銷因素與環境特徵相結合，提升商場環境的公共性和服務性，以
刺激顧客的消費行為。換言之，就是更重視與消費活動相關的各種行為，特別是帶有強烈休
閒和社交意味並會引導消費的逛選行為，這可從各個商場在不同時節對空間佈置的重視性中
察覺出來。

三、行為類比
乍看之下，商場和圖書館似乎有著明顯的差異，但在使用行為方面卻有著一些近似的雷
同性。
 在商場中的購買行為就如同讀者在圖書館中的借閱行為，都和該空間的主要服務直接
相關。購買行為之前會出現的逛選行為和讀者在借閱書籍之前的查找和瀏覽行為頗為
接近，只是前者的休閒和社交意味較濃。
 受到條件和販售物品特質的影響，大型商場較小型商場更重視逛選行為。因為逛選行
為是對顧客建立商場形象、環境特質、服務品質和商品位階的最好機會，顧客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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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因素的重視和感受，而相繼來該商場消費。不少讀者會因為館舍環境的特質
（如安靜和空調效果）而來圖書館，與圖書館服務性的關係較少。
 除了商品本身的差異之外，大型商場為了增加或刺激顧客的逛選行為，常會強調對休
閒和社交活動方面的服務性。這種行銷策略的靜態表現常以空間的佈置為主，動態的
促銷活動（如試吃、表演、簽名會等）和環境空間的關係較少。不少圖書館會利用環
境條件（如活動室）進行一些社區性的活動，這些活動較少成為吸引讀者使用圖書館
的誘因。

參、對照說明
基本上，圖書館和大型商場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性質與條件，但兩者皆以其所收藏或陳設
的物件來吸引人們，只是物件的本質有所差異。圖書館強調服務性，商場以銷售商品、追求
利潤為主；前者較保守、靜態，後者較時新且機動，使得空間的安排與佈置上有所不同。圖
書館方面對商場特色的瞭解和參考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內部空間規劃安排
 區位劃分：就單一樓層而言，大型商場的面積常較圖書館來得大。在這樣的空間中，
如何讓顧客容易瞭解商品的位置且方便接近，商品區位的劃分是重要的因素。在區位
劃分之前，各種商品的歸類亦非常重要，這不但要合於該物件的使用性質，更要合於
顧客的生活認知，這種認知會隨時間、季節、地區而稍有不同，其中的學問很大。在
圖書館中似乎沒有這樣的作法，仔細的觀察一下，就會發現一些圖書館並沒有充分的
顧及到使用者的方便性，例如將期刊依照筆劃（字母）順序來展示，而非依刊物的類
別來放置，有哪一個商場會以商品名稱的筆劃順序來安排商品的位置？許多商場會依
顧客的特質（如年齡或性別）將一些商品集中安排，以吸引該群顧客的光臨和方便逛
選。國內公共圖書館除了兒童區之外，這方面的工作似乎做得比較少。
商場中的商品在形式、色澤上較容易區分，遠看即可略知其類別。圖書館的書籍很難
由外型上來區分，因而影響到辨識的方便性。除了利用書架封板或標示的顏色來區分
書籍的類別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式來增加書籍資料的辨識性和吸引力。因為對便
捷、辨識和效率上的重視，大型商場中物架的排列幾乎都是行列式的，一些圖書館將
書架做斜向或曲線型的安排，為閱覽空間創造出更多的特色和趣味（圖 1）
。
 走道：走道系統的安排是大型商場中非常重要的規劃工作。走道系統會依展示區的規
模做成格子狀的安排，並將出入口和電扶梯、收銀台的位置連成主要的動線。主要走
道會比次要走道寬許多，讓顧客容易辨認。最窄的走道（常是櫃架間的走道）寬度也
能容納兩輛手推車的交互通過（圖 2），對基本寬度的遵守是考量到顧客在逛選時的方
便性。相較之下，不少圖書館對書架間最小寬度的漠視（常低於 90 公分）已經失去對
肢障者（使用輪椅）應有的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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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瑞典 Malmo 公共圖書館

圖 2 大商場的架間通道

 對入口處的重視和利用：大型商場都會刻意凸顯主要入口的位置和形象、以吸引顧客
入內。在形象上，商場會特別重視宣傳物的設置，如大型海報、看板、條幅、電視
牆、跑馬燈、旗幟、氣球門或新產品的展示（或活動）來吸引人們的注意。相較之
下，很少圖書館會在入口處的外牆上裝設大型的看板或展示架（圖 3），反倒是常在大
廳前的過道處張貼海報；館方如能將臨道路的外牆面設置成海報牆或櫥窗（新書展
示）
，將會有不錯的宣傳作用（圖 4）
。

圖 3 廣州兒童圖書館

圖 4 埔里鎮公共圖書館

二、服務設備
 燈光照明：不論在櫃架或走道上，幾乎所有的大型商場都會有明亮的燈具照明，因為
顧及安全、空調和櫃架佈置的因素，商場較不重視引進窗外的自然光。因為需要長時
間使用燈光照明，燈具的安排和節能性成為設施安排上重要的考慮。吊掛的燈具幾乎
都設在走道的上方，使商品的照明盡可能的明亮、清楚、舒服，全樓層的照明幾乎都
是同一水準；近牆邊或有特殊需求的櫃架，也會以輔助燈具加強展示效果（圖 5）
。
 空調服務：一般而言，商場的樓板都特別高，冷氣的消耗比較大，設計時就會特別注
意出風和回風口的位置，避免造成各處溫度的不均勻。在一些較特殊的區位，如冷藏
食品區就會特別加強該區域溫度的調節性，也會用玻璃牆來區隔麵包烤製區熱氣的外
流，凡此種種皆欲使顧客和商品都能得到最適當的照顧。在許多大型圖書館中，空調
設備所產生的噪音和溫度不均勻的現象則甚為普遍。
－4－

向大型商場學習：對圖書館服務空間的關注 頁 1~7

 櫃架：放置物品的櫃架是商場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家具。在商場中，金屬櫃架上的置
物板不但易於調整位置，板面更是以外高內低的方式固定著，以防地震時的搖晃造成
瓶瓶罐罐朝外滑落。在大型商場的主要走道旁或陳列架間常放置著活動式的展示檯
（櫃），擺放著一些促銷或廣告性的商品，藉以吸引顧客的目光，不少圖書館已經開始
重視這種工作了（圖 6）
。

圖 5 大商場的照明

圖 6 新加坡烏蘭公共圖書館

 提物籃：除了手推車之外，大型商場還會為顧客提供一些提籃，方便顧客購選少量或
輕便的商品。這種貼心的服務也曾出現在幾個公共圖書館中，在入口處入館者可取用
手提籃（圖 7），方便大量借閱的孩童或父母。
 服務櫃檯：大型商場結帳口的櫃檯都有著一個長長的檯面，好讓購物者可將提籃放在
檯面上滑行至收銀處。這樣的設施在圖書館中一時很難做到，但要做到類似的服務
性，重點在於淨空檯面（或盡量少放置東西）好讓讀者將書籍（或提籃）放在台上進
行處理，或在櫃台前加設一個桌(台)面增加了檯面的服務空間，讓讀者可以從容的處理
書籍（或將書籍放入提袋中）（圖 8）。
 標示：標示物（包括標示板和指示板）是大型商場最重要、最醒目和最直接的服務設
施。在各個重要的走道旁（出入口、電梯、電扶梯）都會有較大、較醒目的垂吊式指
示牌，特別是對商品位置的標示。標示物在色澤、尺寸和內容上的安排反映著商場對
行銷和服務工作的重視性（圖 9）。

圖 7 左營鎮立圖書館

圖 8 左營鎮立圖書館

－5－

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

第六卷第四期 / 99 年 10 月

圖 9 大商場的標示

圖 10 西雅圖公共圖書館

三、相關空間
 商店：在大型商場（同一棟建築物）外設置一般性商店，對商場和商店而言是一種彼
此互惠的工作。來商場的顧客可以藉此得到更多的消費資訊和逛選實效，這也可以出
現在大型圖書館的建築物中。因為圖書館和商場的性質不同，在圖書館旁的商店也會
和圖書館的服務性有一些關聯，如影印店或書店。
 餐廳：由於商場本身多不提供餐飲的消費（百貨公司例外），在大型商場外設置各類餐
廳已相當的普遍。因為逛選行為與餐飲活動有很高的互惠性，商場外的餐飲服務更增
加了人們來商場的意願和吸引力（圖 10）
。在圖書館內或外設置餐飲空間（服務）已是
逐漸被接受的觀念，如何利用本身的條件和需求設置餐飲服務，還有賴館方的深思與
小心的籌畫。
 休息區：在大型商場外設置休息區是服務顧客和營造形象的有利工具。許多圖書館因
為受限於底層空間的大小和佈置方式，未能設置適當的休息區，已設置這類空間的圖
書館均有不錯的反應（圖 11）
。

圖 11 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

圖 12 元智大學圖書館

 景觀：在大型商場中設置景觀性的休閒空間已是越來越普遍。不論是在地下層或是頂
層，許多和餐廳結合的景觀空間，都成功的為商場創造了另一個吸引人們前來的機
會。這種想法落實在圖書館中並不困難（圖 12），卻因為管理和維護方面的問題，導致
一些圖書館對景觀空間的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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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大型商場在空間佈置與服務上的表現，是圖書館在對書店進行觀摩學習後，另一個可以
思考和學習的對象。向書店學習，是借重以書為媒介對人的服務；以大型商場為學習對象
時，則是著重在以人為對象的服務工作。大型商場和圖書館雖然展現的物件和服務目標不
同，但商場重行銷的訴求，正可提供圖書館在服務工作上一個對比和反省的機會，讓館方有
機會認識服務工作的另一種表現。商場的空間佈置在接受新挑戰時，會不斷的進行調整和改
變。這種挑戰是圖書館所沒有的，正因為缺少這種壓力，圖書館的進步是緩慢的。
如何以大型商場所提供的服務為觀摩對象，思考圖書館在環境空間方面可以調整或加強
的部分，應是較容易的。基本上，商場的服務就是以吸引力、展示性和方便性為重點，圖書
館在這方面並非沒有做，只是做的太保守或不足，使讀者不易感受到。大型商場對顧客在消
費前的逛選行為，以及相關的社交和休閒行為的重視，皆反映在商場的環境佈置上。大型商
場對服務工作的重視，清楚的呈現在各種環境條件和設施方面，諸如區域佈置、照明、空
調、櫃架、標示和相關空間的協調和安排上，這種以行銷為重點的整體服務工作，是圖書館
最難學習的部分，卻也是最值得觀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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