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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漫畫是老少咸宜的讀物，受到不同年齡層人們的喜愛，近幾年來，許多

圖書館也開始將漫畫納入館藏之列，在臺北市立圖書館以漫畫為主題館

藏，成立中崙分館後，對小學生而言，漫畫成為可以在圖書館內正當閱

讀的課外讀物。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為研究個案，透過深

入訪談到館閱讀漫畫的小學生 18 人，家長 15 人以及中崙分館的館員 5

人，藉以瞭解小學生使用中崙分館漫畫館藏的情形以及小學生閱讀漫畫

的社會學習層面分析。藉由家長的回應，反映圖書館讀者關心與重視的

議題，並藉由館員的回應，瞭解中崙分館經營的瓶頸與未來經營的方

向。 本研究結果顯示小學生課外閱讀仍以漫畫為主要讀物。小學生與家



長對於中崙分館所提供之漫畫館藏服務均抱以支持的態度，家長表示圖

書館經營漫畫館藏應更謹慎篩選過濾漫畫，以提供優質的漫畫給讀者。

另外，館員則表示漫畫圖書館的功能不僅在於提供豐富漫畫館藏讓讀者

閱讀，更應以推展漫畫教育、漫畫文化、提供豐富漫畫資訊為圖書館未

來努力的目標。  

摘要

(英) 

Comics are popular among different age-groups. In recent years, many libraries 

have started to develop their own comic collections. Specifically, comic collec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theme of collection in Taipei Public Library Zhong-Lun 

Branch. With the rich comic collections in Taipei Public Library Zhong-Lun 

Branch, much attention of elementary students has been drawn to the librar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students’ utilization of the comic library,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interviewing elementary students, parents and librarians. From the 

study, eighteen elementary students, fifteen parents and five librarians were 

interviewed.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 process, full comprehension of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utilization, management, and responses toward the comic 

collection at Zhong-Lun Branch were assessed.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reveal 

that comics are still the primary resources for after-school reading activity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Students and parents were both satisfied with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Zhong-Lun Branch. However, most parent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selection and screen process among all comic collections to provide quality 

reading to readers. Strict rating and indication of the grading levels were 

suggest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comic library is not only to 

provide plenty collection of comic books, but also to extend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comics. From this perspective, more effort for promoting 

knowledge and background history of comics should be invested and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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