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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藉由回顧社區總體營造的興起與實施，省思我國公共圖書館與社會

發展的關係，近一步探討應該如何定位在社區中的角色，結合社區資源為

社區提供適切的服務，以符合社會期望，促進社會進步。其中，採歷史研



究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研究問題有以下五方面： 一、 社區發展的意義、

理念與我國社區發展的情形。 二、 我國社區總體營造的實施。 三、 公共

圖書館與社區關係的經營。 四、 我國公共圖書館在現代社區中應該發揮

的功能。 五、 公共圖書館應該如何參與社區總體營造成為有力的資源。 

本研究的具體論如下： 一、 社區總體營造的推行，有其成效不彰之處。

在這之中，公共圖書館可以透過教育、文化、資訊與休閒等四大功能的發

揮，整合社區資訊、深化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建立教育的管道、引導民

眾自我學習等，彌補總體意涵的不足。 二、 社區總體營造，不能偏離

「自發性」的原則，專家的參與、政府的介入，都應視其需要，從「總

體」的層面，考慮各方面的可行性，適時的合作給予居民專業的指導，避

免過度膨脹專業權威，主導社區事務的推展，如此才能培養居民自主經營

的能力。 三、 公共圖書館的經營應朝向社區化思考。 四、 公共圖書館參

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在於突顯參與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從中找到圖書

館事業發展的方向。 五、 公共圖書館參與社區營造的策略，有四個部

分，分別是社區的認識、建立互動機制、社區資源的整合與社區評鑑。 

針對研究結果，本論文提出幾個建議，未來公共圖書館應該積極參與社區

的事務、投入社會發展的研究、確實檢討與執行各項公共圖書館的服務、

擴大圖書館服務的層面與落實評鑑制度與精神。  

摘要

(英) 

In this research we want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blic librar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review of Integrat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 Moreover, the identification of public library in community and the library 

services are also being expressed. The main topics of the research include five parts. 

Describing the notion of Integrated Community Development；How keep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public libraries and communities；What’s the function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communities；How the public libraries can be in the Integrat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 the system of the public 

library was well-established in Taiwan. However, according to records, less than 

one-tenth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community served these libraries have registered 

as library users. The public library should be involved in community to figure out 

what people really need.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tegrat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e public librarianship will find direction for future. We want to 

present the strategy fitting betwee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library 

development. It help libraries make a long-range planning to community. They 

include four parts：Community Identity；Community Dialogue；Community 

Collaboration；Community Evaluation.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to public libraries 

and postgraduates were also been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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