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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圖書館內外部環境規劃的良窳對於圖書館從業人員與使用者具有直接的影

響。綠建築的觀念並非僅在建築環境上植栽綠化而已，而是從環保的角度

出發，以人類健康為基礎，追求生活環境的建築設計。查詢圖書館學文獻

發現，過去對圖書館建築規劃、環境設計、空間規劃與無障礙環境、圖書

館建築噪音環境問題、資訊科技對圖書館建築環境影響、智慧型建築物等

有多方面討論及研究，然而圖書館與環保的相關文獻卻很缺乏，且圖書館

建築之優劣，左右著館藏數量、工作流程、服務品質及讀者之使用意願。

值此綠建築觀念在建築界漸受重視情況下，如何改善圖書館的服務環境品

質與迎合國際綠建築趨勢，是圖書館界亟待研究的課題。 因此本研究目

主要的在於瞭解國內外對綠建築的定義以及發展概況；並藉國內外有關圖

書館綠建築的案例，來了解綠建築觀念在圖書館建築上的應用，更深入討

論綠色圖書館的特色以推廣為國內圖書館界所使用；並且藉由訪談瞭解圖

書館從業人員、建築從業人員對綠建築、綠色圖書館的看法，對如何將綠

建築觀念應用在圖書館進行討論。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歸納國內外相

關文獻資料以探討綠建築觀念在圖書館之應用，並介紹國內外符合綠建築

特色的圖書館作案例介紹。另外利用訪談法，深入瞭解國內目前正從事綠

色圖書館計畫的圖書館員與建築從業人員，了解兩方人士對於實際運用綠

建築觀念規劃圖書館環境的理念與看法表達意見。 由研究結果發現，綠

建築是國際趨勢，綠色圖書館勢在必行。臺北市立圖書館石牌分館目前正

從事綠色圖書館規劃，為台灣地區第一個進行綠色圖書館規劃的單位，首

開國內先例；國外方面有美國鳳凰城中央圖書館等五所圖書館採用綠建築

觀念，由此可看出綠建築在圖書館的應用正逐漸受到圖書館界的注意。 

在訪談建築從業人員結果發現，建築師均表示圖書館是很適合落實綠建築

理念的大型公共設施單位，除需符合國內的綠建築指標規定外，建築師在

設計綠色圖書館會以整體空間設計為主，來強調圖書館內外環境融合；並

朝民眾實際體會以及運用展示說明綠建築的特性；主要設計概念要以綠建

築的精神出發，才能兼顧綠建築與圖書館的雙方面特性結合。 由圖書館

從業人員訪談可知，「館中有園、園中有館」是館員對綠色圖書館設計理

念的構想，另外館員對於綠色圖書館的期待是希望從環保的觀點著手，不

只是一棟建築物的產生，而是藉由綠建築的特色發揮圖書館對社會示範性

的作用，且希望是結合環保與教育的圖書館，以營造健康舒適的環境，並

藉此提倡環境教育的重要性。經由訪談結果綜合出的綠色圖書館應具備的

特性包括：綠建築觀念的融合；「館中有園、園中有館」的設計構想；結

合節約能源、資源的理念，以藉此特性規劃出綠色圖書館。 最後針對研

究結果分別對圖書館界與建築界提出建議，對於圖書館界的建議：一、加

強跨領域的整合；二、修改圖書館的相關標準；三、加強圖書館員對建築

的概念及認知；四、積極引進綠建築的觀念。對建築界的建議：一、成立

綠建築學會；二、加強對圖書館建築的認識。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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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library has direct effects on librarians and users. The 

green building concept is not simply about growing plants but also ou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ealthy building design. After reviewing library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much has been written on library architecture planning, 

interior space design,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the problem of nois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library building and intelligent building. However the 

literature about librar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s sca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ntroduce the green building concept to the library field.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as follows: 1. To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of green building and the 

status of green building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2. To use case 

studies of green libra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applying green building 

concepts in libraries; 3. To understand the views about green library from architects 

and librarian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were used as research 

methods to collect data for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 that library is 

very suitable for green architecture design. Sustainable design means doing the most 

with the least means. Longevity is a good thing. If a building can be long-lasting and 

energy-efficient, that is even better. Form interviewing with librarians and architects, 

the features of a green library should include: integration of green building concepts 

with library planning; energy-efficient; environmental greening and protection.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raised in the study: 1. To the library field (a) nee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library and architecture fields; (b) revise library 

building standards; (c) enhance librarians’ knowledge of architecture; (d) promote 

green building concepts to the library field. 2. To the architecture field (a) establish 

the green building society; (b)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library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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