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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之學習共享空間創新服務滿意度 

及績效評估之探討 

王宗松* 

摘要 

在這個資訊爆炸、電子資源取得容易的數位時代，大學圖書館若只是傳

統的角色，將無法吸引學子進入圖書館學習、做研究。因此，轉型後的圖書

館有一個新的名稱：「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此學習共享空間

結合圖書館實體空間重新配置與虛擬空間資訊擷取，提供讀者「一站購足」

的資訊相關創新服務，推動自主研究與終身學習。 

    本研究的目的共計六點： 

（一）探討學習共享空間的意涵與發展現況。 

（二）探討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間環境空間使用服務滿意度。 

（三）探討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間環境設施使用服務滿意度。 

（四）探討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間藝文活動參與服務滿意度。 

（五）瞭解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頻率及停留時間為何。 

（六）分析服務滿意度與績效結果，上述研究結果做為大學圖書館學習 

共享空間未來改進之參考。 

    本研究以南部設有學習共享空間之三所大學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利用問

卷調查法進行分析研究。最後實證結果發現：（一）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

間之環境空間、環境設施、藝文活動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二）至於績效

方面，學習共享空間之環境空間、藝文活動對於績效有正向的影響；環境設

施則沒有。（三）整體來說，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間是滿意的，且在使用

過後會想再次使用。有79.9％使用者認為有了學習共享空間正向影響了學習

動機，建議每所大學若在經費許可下，都能設置學習共享空間，以提供師生

「一站購足」的學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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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Innovative Service Satisfactions and 
Achievement Assessments of "Learning 

Commons" in Digital Age 
Wang Tzong-Song 

 

Abstract 

In this digital age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and accessible electronic 

resources, university libraries will not be able to attract users to go inside to learn 

and to do research if they still play traditional roles. Therefore, traditional 

libraries need to be transformed. The transformed libraries are called "Learning 

Commons." The “Learning Commons” combines library space reconfiguration 

with virtual space information. “Learning Commons" not only supplies users 

with “one-stop" innovative information services but also promotes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s:（1）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Commo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current situations.（2）To investigate users’ 

satisfaction of the space in “Learning Commo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3）To 

discuss users’ satisfa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in “Learning 

Commo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4）To investigate users’ satisfac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activities of “Learning Commo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5）To find out users’ usage frequency and elapsed time in “Learning 

Commons.”（6）To analysis service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ment results as future 

reference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Subjects in this study include users in three university libraries equipment 

with “Learning Commons.” This research adopts questionnaire analysis. The first 

empirical result presents positive effects on users’ satisfaction of environment 

space, facilitie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second result shows that the spac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Learning Common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achievements while facilities do not. To sum up, users are satisfied with 

“Learning Commons” and are willing to make use of it for the second time. 79.9 

percent of the users believe “Learning Commons” stimulates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s. They recommend that each university sets “Learning Commons” 

under budget permission to provid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one stop 

shopping" learning service. 

 

Keywords: digital age、learning commons、satisfaction、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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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圖書館是一個收藏資訊、原始資料、資料庫並提供相關服務的地方，也

是藏書最豐富、多元且最適合閱讀的地方。對於大學的圖書館，歐美圖書館

研究者常以「教師是一校的頭腦，圖書館是一校的心臟。」來比喻圖書館在

大學教育中的重要性，希望藉由圖書館的機能來豐富大學的學術生命(楊美

華，1994)。但有鑒於電子資源發展迅速、資訊媒體形式多元化及數位化、

使用者資訊搜尋行為與態度快速改變，圖書館傳統的特色與功能已不敷需

求，圖書館唯有轉型、改變才能繼續生存。為了因應讀者對於資訊尋求與資

訊科技使用習慣的改變與需求量的增加，歐美大學圖書館提出了一種新型態

的服務模式，即所謂的「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近年

來，又稱為「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楊美華（2009）則定義

資訊共享空間係透過圖書館實體空間的重新配置和虛擬空間資訊、技術與知

識整合的服務，以及研究與學習的指導，來提供讀者一個「一站購足、一步

到位」，連續性且動態之資訊服務與合作學習的共享空間。 

    由於學習共享空間主要盛行於大學圖書館，基於數位學習共享空間為大

學圖書館未來新型態服務模式，因此，對學習共享空間的服務品質評估不但

可以用來調查圖書館是否讓使用者得到滿意的感受，也可作為使用者與圖書

館之間溝通的橋樑。本研究欲了解大學圖書館學習共享空間所提供之空間服

務是否符合大學師生之需求，探討圖書館學習共享空間使用者對圖書館的環

境空間、環境設施及藝文活動的服務滿意度與績效評估，藉此提供大學圖書

館作為改善圖書館服務品質之參考。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的意涵與發展現況。 

(二) 探討使用者對於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環境空間使用服務滿意度。 

(三) 探討使用者對於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環境設施使用服務滿意度。 

(四) 探討使用者對於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藝文活動參與服務滿意度。 

(五) 瞭解大學圖書館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頻率及停留時間為何。 

(六) 分析服務滿意度與績效結果，做為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改進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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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共享空間 

    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或稱資訊市集、學習共享空

間（Learning Commons）、資訊中心（Information Hub）、學習中心（Learning 

Hub）、資訊拱廊（Information Arcade）等，是現代圖書館建築的新風貌。

資訊共享空間擁有相當多樣性的定義，但這些定義皆共同描繪出一個圖書館

能夠提供「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的資訊服務，並且促進資訊素養

的形成，推動自主研究與終身學習（維基百科，2012）。 

    1990 年代後期，網路技術大幅進步，為了因應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以及讀者對資訊尋求與資訊科技使用習慣的改變與需求量的增加，歐美國家

大學圖書館興起一種所謂「資訊共享空間（information commons，簡稱 IC）」

的新興學習模式。自此之後，許多圖書館紛紛開始建構 IC，其目標不外乎

在於營造一個提供充分資源設施，以供學生可隨時自由上網擷取各種資訊的

舒適空間。提出資訊共享空間意涵之學者整理如下表 1： 

表1 資訊共享空間提出者的看法及論述 

提出者   對於「資訊共享空間」的看法及論述 

Beagle 

(1999) 

 

 

 

資訊共享空間的概念有兩個面向：一方面是指一個整合的數

位化環境，透過單一圖像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和單一搜尋引擎，使讀者能取用到最廣泛多樣的電子化

服務。另一方面則用來指一種新的實體空間，特別被設計來

組織或圍繞在上述整合之數位環境中的工作空間和資訊傳

遞。 

Bailey 

& 

Tierney 

(2002) 

資訊共享空間的概念有三個基本類型：宏觀的共享空間

(macro-Commons)，即資訊世界，特別是網路的數位資訊；

微觀的共享空間(micro-Commons)，指的是電腦或數位科

技、周邊設備、軟體和網路設備高度集中的區域；而整合的

共享空間(Integrated Commons)則是將研究、教學和學習整

合，強調數位化，並融合於圖書館資訊服務中，亦即是一種

連續、完整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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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圖書

館學會 

（2004） 

資訊共享空間有確保意見的開放存取與使用機會，其特色在

於價值觀和準則、組織、實體和通訊基礎建設、資源，以及

提升資訊共享、共有和自由的社會實踐；鼓勵人們在民主的

論述中學習、思考和參與。 

毛軍 

 (2005） 

 

 

從狹義觀點來說，資訊共享空間是一個「網路教室」或「數

位閱覽室」且配置了無線上網的空間。而廣義觀點上，具有

網絡之不同類型的圖書館，以及「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

＋(網吧)網路」，也可成為資訊共享空間的概念。 

楊美華 

 （2009） 

資訊共享空間可視為一個結合實體與虛擬空間設備，強調動

態資訊服務、資訊流通與互動學習的共享空間。在這樣的空

間中，包括電腦檢索室、討論室、寫作中心、休閒室等，使

用者可透過資訊科技的軟硬體設備，諸如電腦、掃描機、印

表機、網路設備、檢索軟體、數位處理軟體、網路搜尋引擎、

開放取用資訊等，以及館員、電腦專業人員和其他資訊服務

人員的協助與互動，來達到資源與意見的交流共享，並形成

動態之研究、教學、學習、資訊傳遞的新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楊美華，2009） 

    資訊共享空間的目的在於支援參考服務、技術諮詢與教學需求，培育讀

者資訊素養，促進讀者學習、交流、協作和研究。這樣一個空間使人們能共

享資訊資源、善用資訊科技、獲得參考諮詢、進行合作學習、提升研究能力，

進而創造新知識。亦即大學圖書館真正落實全校性「學習中心和資訊中心」

的理想，以突顯其核心價值 (倪代川、任樹懷、季穎斐，2008；楊美華，2009)。 

    總結以上研究學者論點，一般而言，資訊共享空間被認為是由實體空間

和虛擬空間所組成，他提供一個具充分資源設施的舒適空間，可讓學生在這

個空間隨時上網以及利用其他資源；而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是由精通技術的

人員所維護，為研究與創造而傳遞電子資源的一種特定空間；是現代圖書館

一種新型的服務模式，可提供「一次滿足（one stop）」讀者需求之服務，

促進資訊素養的養成以及推動研究與學習精神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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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共享空間環境及設施 

    資訊共享空間是提供網路、電腦軟硬體設備，及各種形式資源之空間、

資源和服務的有機結合體，其形式雖依所提供之服務而有不同樣貌，但基本

架構是一致的，皆由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共同構成。然而，資訊共享空間不

是資訊資源和電腦檢索室的簡單組合，也不是數位圖書館，而是圖書館綜合

性服務的平台，目的在維繫資訊之創造者和使用者的共享關係，是實體空

間、虛擬環境、組織管理和技術功能整合的有機結合體(施強，2007；楊美

華，2009）。 

    學習共享空間既是由實體空間和虛擬空間所組成，以下就將實體空間和

虛擬空間作做一介紹： 

    實體空間(The Physical Commons)：資訊共享空間的實體空間部分目的

在針對不同讀者類型、學習方式、學習目標與需求，提供配置得當、設施良

善、舒適方便的資訊共享和學習空間。由實體空間、硬體設備和服務設施等

部分組成。實際空間方面包括館舍空間、電腦教室、討論室、獨立研究室、

指導室、多媒體製作室、休閒區、藝文展覽區；硬體設備方面包括電腦、掃

瞄器、印表機、影印機、網路等；服務設施方面包括參考諮詢台、身障輔助

設施等（楊美華，2009）。 

    虛擬空間(Virtual commons)：資訊共享空間的虛擬空間由軟體、資訊資

源和虛擬環境組成。軟體包括文書軟體、多媒體處理與播放軟體、通訊軟體、

統計軟體等；資訊資源包括紙本式資源、電子資源、數位化資源、網路資源

等，且能將不同形式資源做有效整合；虛擬環境包括數位學習和各種培訓課

程，目標是在網路環境下營造支持開放存取和共同學習的虛擬空間（楊美

華，2009）。 

三、台灣地區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的建置及比較 

（一）師範大學圖書館 SMILE 多元學習區 

為了因應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師大圖書館引進國外大學圖書館正方

興未艾的 Information Commons 資訊共享空間觀念，並結合數位學習元素，

設立全國第一個 E-learning Commons 數位學習共享空間，命名為 SMILE 多

元學習區，以彰顯其整合資訊檢索（Searching）、多媒體（Multimedia）、

參考諮詢（Information）、休閒（Leisure）與數位學習（E-learning）等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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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特色。 

（二）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習開放空間 

台大圖書館與教學發展中心引進國外校園學習資源中心的概念，於

2006 年 10 月 20 日將原位於總圖書館地下一樓的自習室 D 區改造成「學

習開放空間」。 學習開放空間乃是引自國外校園「Learning Commons」

的概念，在圖書館強調安靜閱讀與自習的一般使用要求之下，另闢一個可

以自由輕聲討論的空間；這種空間又稱為「Noisy Corner」，以有別於要求

保持安靜的「Quiet Corner」。 

（三）輔仁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 

輔仁大學圖書館於2008年設立學習共享空間。有別於以往安靜的圖書

館自習環境，在學習共享空間提供一個資訊蒐集整理與知識討論交流的共

享空間，備有提供小型團體討論及簡報用之多功能團體討論室 (配有多台

電腦、投影機、螢幕)。若想在此進行小組課業討論與報告製作，共享空

間也有各種不同的設備與討論環境供本校師生使用。 

（四）中正大學圖書館ELITE數位舒活區 

中正大學圖書館在圖書資訊大樓左側地下一樓，於98年擴大整修為一

個全新、舒活、亮麗的e化自修室，設有個人研讀區、一般閱讀區、沙發

舒活慢讀區與1間討論室，全區並設有網路與視訊線供讀者上網學習。 

（五）中興大學學習共享空間興閱坊 

為了提供大學生在課堂之外，另一個多元化的自主學習及協同學習的

空間，圖書館與教務處合作，於2010年重新規劃圖書館地下室１樓之自習

室，將傳統自習空間轉型為提供多功能服務的「學習共享空間」(Learning 

Commons)：興閱坊。 

（六）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第ｅ書房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為學子打造輕閱讀學習環境於2012年5月成立

第ｅ書房。第ｅ書房乃效仿國內外共享空間概念，以圖書資訊館現有之空

間和設備，引進數位、網路及多媒體資源，打造舒適又充滿人文氣息的環

境，期能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及成效。茲就以上各館做比較，整理如表2。 

（七）大仁科技大學幸福書坊 

屏東大仁科技大學於2013年3月在圖書館成立「幸福書坊」。

這個幸福書坊是從使用者角度出發，融合美學設計及利用文創和科技相

互加值營造出的硬體空間，讓圖書館不再只是藏書樓，逐漸轉變成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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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讀者交流，並打破傳統圖書館只能安靜閱讀的迷思和間接支援教學的被

動性，強調整合且開放、隨和、共享的空間。茲就以上各館做比較，整理

如表2。 

表2  大學圖書館設有學習共享空間之比較一覽表 

四、學習共享空間之創新服務 

 創新服務係透過「創新」以及「服務」兩個較為抽象的概念所組成，也

可以說是服務創新。服務創新是指新的設想、新的技術手段轉變成新的或者

改進的服務方式，且服務創新強調用完整的服務體驗，取代呆板的產

品買賣來籠絡客戶的心，並爭取更多利潤空間。因此，服務創新的定

義為：「找到新的、或是更好的服務流程，並以此滿足顧客有待滿足的需求。」

這意謂服務創新必須先認知服務是顧客需求的解決之道，服務是達成目的之

工具，它本身並不是目的（智庫百科，2012）。 

創新服務其內容包含改變現有服務系統範圍或在操作過程和參與者產

生的改變，以及創新提供者與消費者以往消費經驗不同的服務，同時也包含

新服務與新產品的成功開發、修正和改善現有產品以及服務傳遞系統的創新

活動（胡雅芳，2011）。創新服務也可以說是因應大環境時空背景的改變，

將現有的產品組成內容及服務方式做變更，以期產品達到企業團體永續經營

及不被淘汰的歷史傳承目的（黃開華，2011）。 

圖   書   館 名   稱 啟用年 

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SMILE 多元學習區 2005 

台灣大學圖書館 學習開放空間 2006 

輔仁大學圖書館 學習共享空間 2007 

中正大學圖書館 ELITE 數位舒活區 2009 

中興大學 學習共享空間興閱坊 2010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第e書房 2012 

大仁科技大學 幸福空間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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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享空間之概念就是一個可以讀書、可以討論、可以休閒甚至處理

社交的場所，學習共享空間藉由不同的空間規劃將新資訊傳遞模式帶給圖書

館和建築界更多的想像空間：閱讀不再僅是閱讀，而是享受閱讀。這共享空

間整合了傳統圖書館、電子計算機中心、教學發展中心等單位的資源與服

務，讓學生可以在這裡舒適、順利完成整個學習或研究的過程，包括資訊的

蒐集、整理、運用，以及學習與研究成果的撰寫、製作與展示等。這樣的空

間使用構思與傳統之認為只能找資料、安靜讀書的圖書館大異其趣。因此，

本研究所探討學習共享空間之環境空間、環境設施及藝文活動均屬於一創新

服務的事例。 

五、服務滿意度 

服務滿意度是指產品售前、售中、售後以及產品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採

取的服務措施，令顧客滿意的程度指標。是提供的服務和用戶心理期望值之

間的差值（MBA智庫百科，2012）。滿意度是顧客對於產品或服務是否能滿

足其所需要與期望的評價（Kotler，2003）。本研究乃探討使用者對於圖書

館所提供整體服務的知覺，是否感到滿意，其提供之服務包括學習共享空間

的環境空間、環境設施、藝文活動所產生之滿意程度（林詣筑，2011；林鈺

雯，2006）。 

六、績效評估 

即使用者對於圖書館的使用情形及使用頻率，其中包括使用者之相關指

標，著重到館人次、網路瀏覽人次、資料庫使用人次、圖書借閱人次、館內

閱覽人次等，茲以了解圖書館內設備與資源的使用狀況，藉此檢視圖書館之

營運績效（顧敏、王怡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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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數位時代之學習共享空間創新服務滿意度及績效評估」，

針對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使用者做研究調查，提出三個學習共享空間構面：

圖書館環境空間、圖書館環境設施、藝文活動。並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研

究問題、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分析整理後，提出如圖1的研究架構圖。 

    

                                                

                                             

 

 

 

 

  

 

 

 

圖1 探討數位時代學習共享空間創新服務滿意度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將採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問卷設計是歸納、整理國內外相關之

調查研究並依照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架構整理出適合本研究之議題，再考量

大學圖書館現行學習共享空間之狀況而進行研擬問卷初稿，經與指導老師多

次討論及修改，將問卷內容設計成五大部份：「使用者對圖書館學習共享空

間的環境空間」、「使用者對圖書館學習共享空間的環境設施」、「使用者

對圖書館學習共享空間的藝文活動」、「使用者對圖書館學習共享空間的績

效評估」、「使用者個人基本資料」。問卷衡量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尺度

量表測量，依「非常不滿意」、「不滿意」、「普通」、「滿意」、「非常

滿意」5個選項，分別給予1至5分，由受試者依其主觀認知作答。其總得分

越高，表示其滿意度越高。 

本研究資料蒐集時間為2013年4月7日起至2013年4月18日止，問卷調查

活動發放方式是以紙本發放填答問卷資料，本研究共回收349份問卷，排除

問卷內容填答均為同一答案者視為無效問卷外及不符合問卷衡量方式之無

效樣本後，得到有效樣本共283份，有效回收率為81.0%。將問卷回收之後即

   外部變數 

圖書館環境空間 

 

圖書館環境設施 

 

圖書館藝文活動 

 

服務滿意度 

 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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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問卷的篩選和資料輸入的工作，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SPSS18.0進行相關

統計的分析作業，依照研究工具的編排和計分，執行不同統計方法；最後做

統整分析的結果和數據的解釋，經整理彙集各文獻資料，撰寫成本研究。 

 

肆、研究結果 

一、信度檢驗 

   測量工具的信度是測量結果測驗內容所產生的資料之穩定性和一致性程

度，常用信度檢驗方法以 SPSS 計算 Cronbach’s  α 值，檢驗問卷測量結果是

否一致可靠。問卷研究中強調問卷的準確性與精確性，以確保研究可靠性的

依據。如果測驗結果愈穩定，表示此測驗結果愈可靠，可視為測驗受機率影

響的程度。信度高的測驗，如果重複施測時，所產生的結果基本上應該是相

同的。 

    Bryman & Crmaer(1997)建議在基礎研究中，信度 α 係數應達到 0.8 以上

才可以接受，本研究共有三個構面，分別有圖書館環境空間、圖書館空間設

施、藝文α活動，如表 3 所示，問卷經過分析後各個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

數值皆介於 0.8 之間，範圍從 0.825~0.899，顯示本研究所使用之量表有很高

之信度。 

                       表 3 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 

二、效度檢驗 

    本研究使用建構效度來檢驗效度，建構效度包含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

建構效度係指測量工具的內容，即測驗是否能夠測量到理論上的構面或特質

的效度，驗證建構效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因素分析。吳明隆(2008)在書中有

研究構面 問卷對應題項 Cronbach’s α 

圖書館環境空間 1 題~14 題 0.899 

圖書館環境設施 15 題~20 題 0.825 

藝文活動 21 題~26 題 0.838 

績效評估 27 題~35 題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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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驗證因素分析適配度判斷準則，包括潛在變項的信度及個別指標變項的

信度。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指潛在變項的 CR 值

是所有測量變項之信度所組成，潛在變項的 CR 值愈高，則測量變項是高度

相關構面內部變數的一致性，表示在衡量相同的潛在變項能測出潛在變項。

Hair et al. (1998)建議 CR 值須大於 0.7 以上，如表 4 顯示之本研究中潛在變

項的組成信度值分別介於 0.8767~0.9154，表示本研究的構面具有好的內部

一致性。 

    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iance Extracted，AVE)表示指標

變項的總變量中有多少是來自潛在的變異量。若 AVE 愈高，代表該潛在變

項具有愈高的信度與收斂效度。Fornell & Larcker(1981)建議 AVE 值大於 0.5

表示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如表 4 所示，本研究 AVE 範圍從 0.4443~0.5646；

空間設施、藝文活動皆大於 0.5，表示本研究中具有收斂效度。 

表 4 各構面的成份信度及平均變異抽取量 

構面名稱 組成信度(CR) 平均變異抽取量(AVE) 

圖書館環境空間 0.9154 0.4443 

圖書館空間設施 0.8767 0.5438 

藝文活動 0.8851 0.5646 

績效評估 0.8850 0.4723 

由表5可知，本研究各構面之相關係數矩陣分析，可了解構面間相關性

很高。整體而言，學習者使用大學圖書館共享空間的四個構面之間具有相當

的關聯性。而對角線的數字為各構面的AVE的平方根值，均大於各構面之相

關係數，表示本研究中AVE的平方根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5 各構面之相關系數與AVE平方根 

研究構面 環境空間 環境設施 藝文活動 績效評估 

環境空間 0.666    

環境設施 .715** 0.737   

藝文活動 .551** .477** 0.751  

績效評估 1.626 -2.713** 5.124*** 0.687 

       
       對角線是 AVE 的開根號值，非對角線為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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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表 6 得知，服務滿意度對於各構面成較高的相關性，表示服務滿意度

對各構面相關性較高，績效評估對於各構面相關性略低。 

                表6 各構面的相關系數矩陣 

 環境空間 環境設施 藝文活動 績效評估 服務滿意度 

環境空間 1 .715
**
 .551

**
 .173

**
 .947

**
 

環境設施 .715
**
 1 .477

**
 .045 .844

**
 

藝文活動 .551
**
 .477

**
    1 .319

**
 .729

**
 

績效評估  .173
**
    .045 .319

**
 1 .199

**
 

服務滿意度 .947
**
 .844

**
 .729

**
 .199

**
 1 

                   

三、平均數與標準差 

    研究構面為圖書館環境空間、圖書館環境設施、藝文活動、績效評估，

共四項研究構面，由各構面的敘述統計能得知受測者對使用大學圖書館共享

空間整體衡量構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7 所示。 

表 7 各構面平均數與標準差 

衡量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圖書館環境空間 3.816 0.7972 

圖書館環境設施 3.705 0.3998 

圖書館藝文活動 3.602 0.3539 

績效評估 3.003 0.5503 

整體構面 3.532 0.5253 

     經由表 7 各構面平均數可發現，整體構面來說，平均數為 3.532，約居

於中等程度範圍，在四項構面中，以圖書館環境空間（M=3.816）為最高，

表示受測者對於圖書館之環境空間有較高的滿意度，另外可發現四項構面中

績效評估構面略偏低，由數據得知，受測者對於使用大學圖書館之績效的衡

量有點滿意，表示吸引學習者對使用圖書館共享仍有進步的空間。另外學習

者對於使用圖書館所提供之圖書館環境設施、藝文活動有較高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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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徑路分析 

本研究採用徑路分析，驗證本研究之六個研究構面是否有達到正向顯著

關係，分析結果如下：由圖2所示，環境空間對於滿意度有正向影響；環境

空間對於績效評估有正向影響；圖書館設施對於滿意度有正向影響；藝文活

動對於滿意度有正向影響；藝文活動對於績效評估有正向影響；其中，圖書

館設施對於績效評估無正向影響。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圖 2 評估模式之徑路分析圖 

 

五、典型相關分析 

    典型相關分析研究探討：環境空間、環境設施、藝文活動與滿意度及績

效是否有顯著的關係，在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如表 8）及圖 3 中，χ1、

χ2、η1、η2 為中介變數，ρ 表典型相關係數。二個典型相關係數均達

0.05 以上的顯著水準，分別是 ρ=0.999 及 ρ=0.286。三個控制變項中與 χ1

相關較高為環境空間，其結構係數為 0.948；與 χ2 之相關較高為圖書館藝

文活動，其結構係數為 0.607。典型因素 η1 關係較密切者為滿意度，其結

構係數為 0.999；與 η2 的關係較密切者為績效評估，其結構係數為 0.979。

因而，在控制變項中的環境空間、環境設施、藝文活動(稱之為外部變數)，

表示外部變數影響滿意度且影響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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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控制變項 
（χ 變項） 

典型因素 
χ1 

 
χ2 

效標變項 
（Y 變項） 

典型因素 
η1 

 
η2 

圖書館 
環境空間 

0.948 -0.072 滿意度 0.999 -0.005 

圖書館 
環境設施 

0.836 -0.416  

圖書館 
藝文活動 

0.730 0.607 績效評估 0.204 0.979 

解釋變 
異量 

70.855% 70.988% 
解釋變 
異量 

52.078% 51.981% 

重疊量 1.494 18.223 重疊量 47.922 3.928 

   ρ2 0.998 0.082 

   ρ 0.999*** 0.286*** 

 

 

 

圖 3 典型相關分析徑路圖 

 
 
 
 
 



現代桃花源學刊  民 102 年 12 月  第三期  頁 100-129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三期                                                                        115 

六、績效分析 

（一）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天數方面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天數分為五個選項，受測者大部分使用天

數為每週 2~4 天為最多，樣本為 112 位，比率為 39.6%；每天為 37 位樣本，

占全部比率 13.1%；每週一天為 57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20.1%；每兩週

一天為 52 位樣本，比率為 18.4%；很少使用為 25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8.8%。如表 9 所示： 

表 9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天數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天數 

每天 37 13.1% 

每週 2~4 天 112 39.6% 

每週一天 57 20.1% 

每兩週一天 52 18.4% 

很少使用 25 8.8% 

                           

（二）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停留時間方面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停留時間分為五個選項，受測者大部分停

留時間為 1~2 小時為最多樣本為 140 位，比率為 49.5%；停留時間 1 小時

內為 71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 25.1%；停留時間 2~3 小時為 47 位樣本，占

全部比率為 16.6%；停留時間 3~4 小時為 16 位樣本，比率為 5.7%；停留

時間 4 小時以上為 9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3.2%。如表 10 所示： 

表 10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停留時間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停留時間 

1 小時內 71 25.1% 

1~2 小時 140 49.5% 

2~3 小時 47 16.6% 

3~4 小時 16 5.7% 

4 小時以上 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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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學習共享空間的展覽活動方面 

本研究將參加學習共享空間的展覽活動分為五個選項，受測者大部分

參加學習共享空間的展覽活動為偶爾參加為最多，樣本為 120 位，比率為

42.4%；每次都參加為 17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 6.0%；大部份會參加為 49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17.3%；有空就參加為 51 位樣本，比率為 18.0%；

從未參加過為 46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16.3%。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參加學習共享空間的展演活動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參加學習共享空間

的展演活動 

每次都參加 17 6.0% 

大部份會參加 49 17.3% 

有空就參加 51 18.0% 

偶爾參加 120 42.4% 

從未參加過 46 16.3% 

 

（四）使用學習共享空間閱讀新書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閱讀新書分為五個選項，受測者大部分使

用學習共享空閱讀新書為很少使用為最多樣本為 103 位，比率為 36.4%；

每天為 6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 2.1%；每週 2~4 天為 60 位樣本，占全部比

率為 21.2%；每週一天為 68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24.0%；每兩週一天為

46 位樣本，比率為 16.3%。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閱讀新書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閱讀新書 

每天 6 2.1% 

每週 2~4 天 60 21.2% 

每週一天 68 24.0% 

每兩週一天 46 16.3% 

很少使用 103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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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共享空間的電腦使用率方面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電腦使用率分為五個選項，受測者大部

分使用電腦天數為每週 2~4 天為最多樣本為 111 位，比率為 39.2%；每天

使用為 42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 14.8%；每週一天為 56 位樣本，占全部比

率為 19.8%；每兩週一天為 40 位樣本，比率為 14.1%；很少使用為 34 位

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12.0%。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學習共享空間的電腦使用率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學習共享空間的電

腦使用率 

每天 42 14.8% 

每週 2~4 天 111 39.2% 

每週一天 56 19.8% 

每兩週一天 40 14.1% 

很少使用 34 12.0% 

（六）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小組討論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小組討論天數分為五個選項，受測者大部

分使用天數為很少使用為最多，樣本為 126 位，比率為 44.5%；每天使用

為 3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 1.1%；每週 2~4 天為 60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21.2%；每週一天為 57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20.1%；每兩週一天為 37

位樣本，比率為 13.1%。如表 14 所示： 

表 14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小組討論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小組討論 

 

每天 3 1.1% 

每週 2~4 天 60 21.2% 

每週一天 57 20.1% 

每兩週一天 37 13.1% 

很少使用 126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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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學習共享空間自修及寫作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自修及寫作分為五個選項受測者大部分

使用天數為很少使用為最多，樣本為 130 位，比率為 45.9%；每天使用為

10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 3.5%；每週 2~4 天為 57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20.1%；每週一天為 58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20.5%；每兩週一天為 28

位樣本，比率為 9.9%。如表 15 所示： 

表 15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自修及寫作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自修及寫作 

 

每天 10 3.5% 

每週 2~4 天 57 20.1% 

每週一天 58 20.5% 

每兩週一天 28 9.9% 

很少使用 130 45.9% 

 

（八）使用學習共享空間ｅ化服務及網路學習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e 化服務及網路學習分為五個選項，受測

者大部分使用天數為很少使用為最多，樣本為 142 位，比率為 50.2%；每

天使用為 8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 2.8%；每週 2~4 天為 44 位樣本，占全部

比率為 15.5%；每週一天為 50 位樣本，占全部比率為 17.7%；每兩週一天

為 39 位樣本，比率為 13.8%。如表 16 所示： 

表 16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e 化服務及網路學習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 

e 化服務及網路學習 

每天 8 2.8% 

每週 2~4 天 44 15.5% 

每週一天 50 17.7% 

每兩週一天 39 13.8% 

很少使用 142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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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使用學習共享空間是否正向影響學習動機 

本研究將使用學習共享空間是否正向影響學習動機區分為三個選

項。受測者大部分「是」的樣本最多，為 226 位，比率為 79.9%；答「否」

無影響的樣本 42 位，占全部比率 14.8%；答「其他」的樣本為 15 位，比

率為 5.3%。表 17 所示： 

表 17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是否影響正向的學習動機 

項目名稱 詳細內容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學習共享空間是

否正向影響學習動機 

是 226 79.9% 

否 42 14.8% 

其他 15 5.3%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數位時代之學習共享空間創新服務滿意度及績效評

估，以大學圖書館學習共享空間的使用者為對象，從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環

境空間、圖書館環境設施、藝文活動來探討使用者在使用後的滿意度及績效

評估，經由問卷調查，將所得資料透過統計分析加以歸納、分析結果作結論，

提出下列研究結論及建議： 

一、結論 

（一）學習共享空間之「環境空間」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推論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對於新型態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環境空間的

環境乾淨舒適、學習氛圍及區隔出安靜學習與熱鬧討論空間等滿意。 

（二）學習共享空間之「環境空間」對於使用者使用圖書館的「績效評估」

有正向影響。推論可能是因為閱使用者對於新型態圖書館學習共享空

間環境空間的使用順暢、有效率及方便等因素，因此願意常來使用並

停留較久時間使用。 

（三）學習共享空間之「圖書館環境設施」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

影響，推論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對於新型態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環境設

施的無線網路、電腦設備、桌椅高度、完善的多媒體設備及電源插座

數的使用上等感到滿意。 



數位時代之學習共享空間創新服務 

滿意度及績效評估之探討 

                                                                  

現代桃花源學刊  第三期                                                                        120 

（四）學習共享空間之「圖書館環境設施」對於使用者使用圖書館的「績效

評估」無顯著影響。推論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在考慮是否要到學習共享

空間學習研究時，環境設施並不是他們考慮的因素。 

（五）學習共享空間之「藝文活動」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推論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對於新型態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藝文活動的

展覽、表演的資訊取得容易且具有可看性及有助於改變氛圍感到滿

意。 

（六）學習共享空間之「藝文活動」對於使用者使用圖書館的「績效評估」

有正向影響。推論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對於新型態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

的藝文活動資訊取得容易、具有可看性且能有效改善館內氛圍等因

素，因此願意常來使用並停留較久時間使用。 

（七）學習共享空間之環境空間、環境設施、藝文活動與滿意度及績效有顯

著關係。推論可能是因為使用者對於新型態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不管

在環境空間、空間設施、藝文活動三方面都呈現滿意狀態，而且在使

用頻率上，在使用過後滿意後會想再一次到此空間使用並延長使用時

間。 

二、建議 

    由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提供未來大學圖書館作為改善圖書館

學習共享空間規劃、設置、改建之參考。 

    由研究結果得知，閱聽人對於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環境空間、圖書館環

境設施、藝文活動的滿意度皆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代表閱聽人對於圖書館學

習共享空間的創新設置感到新鮮、好奇及享受。 

    在環境空間中「區隔安靜學習空間與熱鬧活動空間」較為閱聽人感到不

滿意，建議往後欲在圖書館設置學習共享空間的主事者能將此一空間做更顯

著的區隔，若是設有討論空間則建議加強隔音設備，以阻絕不必要的噪音影

響。 

    整體來說，使用者對於學習共享空間是滿意的，而且有 79.9％使用者認

為有了學習共享空間正向影響了學習動機。由此可知，學習共享空間確實發

揮整合服務的效果，一次滿足使用者大部分的使用需求。這個具有創新服務

的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是受歡迎的，若在經費許可下，建議每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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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設置學習共享空間，希望因為有此一創新空間，能成為吸引學生到圖書

館的最主要原因，讓學生愛上學習、享受學習及樂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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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正式問卷 

 

本問卷分成三大部分：（一）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服務滿意度；（二）

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績效；（三）個人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親愛的使用者： 

    您好！ 

    本問卷主要在探討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之服務滿意度與其績效，了

解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之環境空間、環境設施與藝文活動是否滿足您的需

求，作為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懇請您撥冗來填寫本問

卷，您的意見對於改善學校圖書館之學習共享空間意義甚大。請您根據使用

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的實際情況，將□中的數字圈起來或打。問卷內容僅

供學術研究，並做整體分析之用，絕不會對外公佈或作為其他用途，敬請安

心作答。 
    敬祝  
健康快樂！諸事順利！ 

                                   大仁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 

                                                       王宗松   

         評量項目 

（說明）：每一題只能圈選一個答案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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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之環境空間 

1.學習共享空間之書籍擺放清楚且容易拿取。 1 2 3 4 5 

2.學習共享空間之家具設備形狀及顏色設計宜人，周 

  遭氛圍適合學習。 
1 2 3 4 5 

3.學習共享空間之空間照明適中，光線舒適。 1 2 3 4 5 

4.學習共享空間之家具設備的軟硬度、舒適度適中。 1 2 3 4 5 

5.學習共享空間之整體環境的溫度適中。 1 2 3 4 5 

6.學習共享空間之各種設備皆清楚標示且易使用上 

  手。 
1 2 3 4 5 

7.學習共享空間之空間指引的使用方式及規則清楚  

  說明。 
1 2 3 4 5 

8.學習共享空間無法提供足夠且適宜的討論空間。 1 2 3 4 5 

9.學習共享空間之空間配置安排及動線安排適中。 1 2 3 4 5 

10.學習共享空間之布置舒適溫馨能滿足我的需要。 1 2 3 4 5 

11.學習共享空間能滿足我與他人社交的需求。 1 2 3 4 5 

12.學習共享空間提供我與他人輕聲討論與互相學習 

   的地方。 
1 2 3 4 5 

13.學習共享空間可依同學活動需求，區隔安靜學習 

   空間與熱閙活動空間。 
1 2 3 4 5 

14.學習共享空間的位置安排讓使用者可以容易注意 

   到。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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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之設施 

15.學習共享空間之無線網路暢通。 1 2 3 4 5 

16.學習共享空間所提供的電腦設備及軟體需求可以 

   滿足我。 
1 2 3 4 5 

17.學習共享空間有足夠且完善的多媒體播放器材及 

   其他硬體設備。 
1 2 3 4 5 

18.學習共享空間有足夠的電源插座且分布位置適中。 1 2 3 4 5 

19.學習共享空間的座位乾淨舒適、桌子高度適中。 1 2 3 4 5 

20.學習共享空間的影印機、掃描機方便使用且價格實 

   惠。 
1 2 3 4 5 

                  三、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之藝文活動 

21.學習共享空間之藝文活動訊息容易取得。 1 2 3 4 5 

22.學習共享空間之藝文展覽具有可看性。 1 2 3 4 5 

23.學習共享空間只要有藝文活動，我都會參加。 
1 2 3 4 5 

24.學習共享空間的藝文展覽設置，能陶冶我的藝術氣 

   息，有助改變館內氛圍。 
1 2 3 4 5 

         評量項目 

（說明）：每一題只能圈選一個答案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25.我對於學習共享空間之藝文活動的滿意程度適中。 1 2 3 4 5 

26.我對於學習共享空間整體的使用環境(如:環境空 

   間、環境設施、藝文活動) 的滿意程度適中。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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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大學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績效評估問卷調查 

27.我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天數為何？ 
□1.每天        □2.每週 2~4 天    □3.每週 1 天 

□4.每兩週 1 天  □5.很少使用 

2、28.我每次來學習共享空間所停留的時間為何？ 

□1.1 小時內     □2.1~2 小時      □3.2~3 小時 

□4.3~4 小時     □5.4 小時以上 

29.我參加學習共享空間舉辦的展演活動（如館內的藝文展覽、館外的記錄

片巡迴影展等）？ 

□1.每次都參加（100％）  □2.大部分會參加（80％）  

□3.有空就參加（50％）   □4.偶而參加（30％） □5.從未參加過（0％） 

30.我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輕閱讀區閱讀新書。 

□1.每天         □2.每週 2~4 天   □3.每週 1 天 

□4.每兩週 1 天   □5.很少使用 

31.我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電腦上網，查資料、收發 e-mail、列印資料等。 

□1.每天         □2.每週 2~4 天   □3.每週 1 天 

□4.每兩週 1 天   □5.很少使用 

32.我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討論室進行小組討論。 

□1.每天         □2.每週 2~4 天   □3.每週 1 天 

□4.每兩週 1 天   □5.很少使用 

33.我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自修及論文寫作區。 

□1.每天         □2.每週 2~4 天   □3.每週 1 天 

□4.每兩週 1 天   □5.很少使用 

34.我使用學習共享空間的 e 化服務及網路教學進行學習。 

□1.每天         □2.每週 2~4 天   □3.每週 1 天 

□4.每兩週 1 天   □5.很少使用 

35.有了學習共享空間的設置，是否正向影響了您的學習動機？ 

□1.是     □2.否     □3.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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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36.性別：   □1.男  □2.女                                  

37.年級： 

□1.大一     □2.大二    □3.大三    □4.大四    

□5.研究所   □6.其他_________ 

38.身分別：  

□1.研究生（含博士班）  □2.大學部學生     □3.其他       

39.科系別： 

□1.工學院   □2.人文社會學院  □3.數位設計學院 □4.電資學院 

□5.財金學院 □6.管理學院      □7.外語學院     □8.理學院 

   □9.商學院   □10.通識教育中心 □11.法學院      □12.其他：___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