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115 

狀

態 
NC093FJU00448015 

助

教

查

核 

 

索

書

號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圖書資訊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91106122  

研

究

生

(中) 

蘇盈甄 

研

究

生

(英) 

YING-CHEN SU 

論

文

名

稱

(中) 

公共圖書館學齡前兒童及家長服務之調查研究 



論

文

名

稱

(英) 

The Survey Research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Preschool Childrenand Their 

Parents.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蘇諼 

指

導

教

授

(英)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檔

案

說

明 

 

電

子

全

文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93 

出

版

年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公共圖書館 學齡前兒童 家長 兒童圖書館員 



(中) 

關

鍵

字

(英) 

Public Library Preschool Children Parents Children’s Librarian 

摘

要

(中) 

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讀者服務的水準提升，但多偏重成人讀者的服務，對

兒童的服務仍顯不足，尤以學齡前兒童最受到忽視。然而，學齡前兒童是

最富可塑性和模仿性的階段，是往後各階段發展的重要基礎，培養幼兒早

期閱讀的能力，已成為世界各先進國家努力的方向。父母在兒童成長過程

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對學齡前兒童極具影響力，公共圖書館若能滿

足家長的需求，提供其所需資訊，提昇家長使用圖書館的意願，進而喜歡

上圖書館，相信學齡前兒童必能受到家長的潛移默化，從小培養閱讀及使

用圖書館的習慣。 本研究為初探性之研究，目的為瞭解國內公共圖書館學

齡前兒童及家長服務之現況，以及兒童圖書館員對目前及未來國內公共圖

書館學齡前兒童及家長服務之相關意見與看法。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

法，依據國家圖書館之線上版「臺閩地區圖書館暨資料單位名錄」所統計

之資料，以縣（市）級以上政府所設置之公立公共圖書館之總館為主要研

究對象，合計為 29 所公共圖書館，得有效問卷 26 份。 本研究結果包括：

一、人力資源問題仍是公共圖書館提供兒童服務的主要困難；二、學齡前

兒童及家長不常使用公共圖書館的因素仍以缺乏瞭解為主；三、兒童室對

學齡前兒童及其家長服務的重視程度不及學齡兒童；四、公共圖書館兒童

室普遍存在活動空間不足的問題。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對於公共圖書館未

來推動學齡前兒童及其家長服務提出幾項建議：一、重視兒童圖書館員的

培訓；二、依情形分齡辦理活動；三、加強與其他機構團體的合作關係；

四、加強公共圖書館對弱勢兒童的服務；五、招募志工舒緩經費及人員短

缺問題；六、加強圖書館兒童服務的宣導與推廣。  

摘

要

(英)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Taiwan provide various kinds of services for adult 

populations. However, the service for children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The 

preschool children group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neglected among the groups 

underserved in public libra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for the study is questionnaire survey. Between Nov.23.2004 

and Jan.31.2005, 29 questionnaires were mailed to children’s librarian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aiwan. According to data collected from 26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human resource problem is still 

the main problem of children’s service department in public libraries; (2) the major 

reason for not utilizing public library services by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is lack of understanding; (3) the children’s department pays much more attention to 

school-age children than preschool children.; (4) most public libraries claim that 

more space is needed for setting up activities for pre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he 

researche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public libraries concerning the ways of 

improving service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1)children’s librarians 

need more in-service training; (2) preschool children programs should be designed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3) public libraries can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4) public libraries provide special services for disadvantaged children; 

(5) recruit volunteers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to support children’s services; (6) 

enhance the promotion programs of library’s children services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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