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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因推行免試升學，志工經驗常為申請學校時參考條件，也造成
圖書館青少年暑期志工一職難求的特異現象，面對沒有經驗，又只能參
與短期志工計劃的青少年，常造成館員的困擾。美國公共圖書館引入青
少年志工資源行之有年，從德州奧斯汀公共圖書館與西雅圖公共圖書館
招募暑期志工時，於網頁中對工作內容、欲完成事項與所需能力均有詳
細的敘述，國內公共圖書館僅是簡單說明。另一方面，經由針對 101 年
的 16 名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青少年暑期志工的調查可見，青少年對於
「活動支援」類別工作最感興趣，但是對「上架、讀架、排架」的圖書
館所需的基礎業務最不感興趣。本文建議未來招募青少年暑期志工時，
圖書館可以：詳盡說明工作內容、建立充份且完整的訓練課程、確實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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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志工工作成並充份鼓勵、完成專案以增進成就感，以達人盡其才的最
佳效果。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olunteers experience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when
students apply to university or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It causes a
specific phenomenon that hard to join Teenage Volunteers Summer Program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se teenage volunteers do not have any
experiences and time, librarians need to find a way to train them well in short
tim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experience in U.S. and compares current status
between U.S and Taiwan public libraries by reviewing webpage informa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6 teenage volunteers of 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we know the teenage volunteers like to do the job about
programs supporting but book shelving.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following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to make teenage volunteer programs better:
the detail job descriptions, the well planned training programs, the exact audit
work and the offers of projects within volunteers’ reach..
關鍵詞：圖書館志工、青少年志工、暑期志工計畫
Keywords: Library Volunteer, Teenage Volunteer, Volunteer Programs

壹、前言
擔任圖書館志工一直不是國內中學生規劃暑假的主流選擇，然而自
90 年代進行教育改革，採多元評量為升學管道後，學生以申請甄選入學
比例年年加增，因此只要各校招生規則上訂定有利加分的條件，就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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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爭相競逐的目標，志工服務就常被列入為加分項目。因此，每年
將近暑假時，許多家長開始為子女尋找志工服務機會，相較於常需要志
工協助的醫療院所與社服機構，許多人認為圖書館環境單純，空間良好、
工作簡單，因此積極鼓勵孩子（或自行為孩子決定）報名參加志工服務。
然而圖書館實務上志工所負責工作內容，不見得能符合家長期望，
一方面青少年志工在面對圖書館的常態型業務如讀架、排架、圖書加工
等制式且單調卻需細心處理的工作上，較難持續專注完成，連帶影響最
後成效；另一方面，圖書館青少年志工管理者於暑假二個月內需面對實
務經驗不足、情緒較易波動的青少年志工，如何帶領他們完成對圖書館
有所貢獻的專案，常讓人有不知如何著手的困擾，導致不論家長、青少
年、或是圖書館員三方期望常有落差。本文檢視部份美國公共圖書館與
國內公共圖書館招募青少年志工之概況及暑期志工的執行方式與現況，
輔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多元文化服務科青少年暑期志工的意見調查結
果進行討論，希望能提供同道參考。

貳、美國公共圖書館青少年暑期志工概況
一、青少年志工類別：
1930 年杜威（John Dewey）即開始推廣招募志工於公共圖書館服務，
當時成功的案例如明尼蘇達州的 St.Paul 公共圖書館與學校合作成立的圖
書館青年志工團，這些學生幫助指導讀者如何利用圖書館、搜尋圖書館
資源（Evans, Amodeo, Carter, & Bloomberg, 1992）。一般而言，學生志
工能為圖書館、社區與學生本身都帶來許多效益，對館員來說，當志工
在執勤協助時，可以減輕館員從事例行的業務時間，並投入到更多的專
案計劃（Gillespie, 2004）；而青少年學生志工則能在工作環境裡培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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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公共服務以及研究的能力（Shelton, 2008）。屆今，擬定計畫並招募
青少年暑期志工，已是許多公共圖書館的例行業務。在 2003 年，超過
31%的美國青少年在非營利事業裡擔任過志工（McComb, 2003），儘管
研究指出多數青少年仍是被要求參與志工服務（Sundeen and Raskoff,
2000），但與臺灣不同的是，美國大學入學申請雖常將社會服務項目列
入參考考評項目，但依申請學系的需求而有不同比重計分，青少年較能
自由選擇規劃與其興趣專長相符的志工計畫，另一方面，許多高中要求
學生必需擔任短期的志工，列為畢業的必要條件，學校則有專人協調輔
導（Shelton, 2008）。
另一點與臺灣不同的地方，有不少於美國公共圖書館提供無償協助
的青少年，不一定是志願到館服務的志工，而是非自願性被法院判決需
至圖書館完成社區時數服務，這些「法庭判決志工」（Court-appointed
Volunteers），與其它青少年志工相比，並沒有因為他們之前的特殊背景
造成圖書館額外的負擔，相反的，他們因為知道若不遵守圖書館的規定
或不準時出席，就有可能入監服刑，因而配合度較高（Shelton, 2008）。
Carolyn Caywood 提到當與這些「法庭判決志工」青少年合作時，很重要
的一點是館員需要平等對待每一個青少年志工，不論他是為何而來，圖
書館亦需保護每一個人的個資，可減少不必要負面既定印象（Negative
Stereotypes）所帶來的麻煩，進而提升志工計畫的成功執行（Caywood,
1992）。

二、青少年暑期志工計劃招募與執行
許多圖書館員會直覺地請青少年志工進行清潔書架、打掃基本環境
等較單純的庶務工作，Heslep 蒐集各圖書館的意見，統整出圖書館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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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幫忙的工作共計 16 項，全部都是事務性的協助，包括：借還書、
上架、開關電腦、蓋圖書館章、除塵、澆水、影印、裁切影印、讀架等
（Heslep, 2006）。但是「青少年是能認真努力的完成各項任務，如果他
們覺得工作是有意義、有目的」（Farmer, 2003），若能給予空間並妥善
的規劃，可以提供青少年選擇適合其個性的工作內容，完成更多樣化的
任務。
以德州奧斯汀公共圖書館（Austin Public Library）為例，為配合青少
年暑假安排，2014 年的暑期志工招募早自 3 月開始徵件，至 4 月底截止，
並於 5 月中暑假前宣佈錄取名單，茲列該館青少年志工應徵條件如下
（Austin Public Library, 2014）：

(一) 年紀：於 6 月 10 日前滿 13 歲以上者（沒有例外）。
(二) 工時：每週至少 8 小時，以到各工作分館開始計算。
(三) 錄取順序： 以有經驗的志工（Returning Volunteer）或是年紀較
大者優先。一般而言，錄取率約 20-25%，競爭相當激烈，該館的青
少年志工工作內容可分為五類：

(一) 行 政 文 書 支 援 志 工 （ Administrative Clerical Support
Volunteer）： 支援如接電話、影印、郵寄、貼書標等，需要有微
軟 Office 軟體的操作能力，善於組織與主動完成基本任務的能力。

(二) 流通支援志工（Circulation Support Volunteer）： 協助
流通部門，並準備郵寄的信封，和裁剪文宣等資料。必須能主動執
行繁瑣和重複的工作，具有注重細節的特質。

(三) 讀/上架支援志工（Page Volunteer）: 負責上架的相關工作，
能以杜威十進位分類法讀/上架，確保書在正確位置，常需彎腰、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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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架前或檢索書籍的能力，同時具口頭與讀者溝通的能力。

(四) 暑 假 閱 讀 計 劃 志 工 （ Summer Reading Program
Volunteers）： 協助青少年服務館員準備「說故事時間」（Story
Telling）活動。志工須有對兒童（0-14 歲）的基本認識與互動能力。
需要有創意性的藝術和工藝的手藝，如創作木偶等。同時提供兒童
圖書館暑期閱讀計劃所需。

(五) 青少年服務志工（Youth Services Volunteer）：需要機動
至各分館組裝活動相關素材，具組裝/拆卸裝備的能力，有效的管理
時間，同時有機會與 0-18 歲的讀者接觸。
從上文可見，奧斯汀公共圖書館將志工工作內容詳列清楚，使青少
年可針對有興趣的工作項目，評估欲申請的類別，以符合圖書館各單位
的業務需求，避免適性不合造成時間、資源的浪費。
不同於奧斯汀公共圖書館是以工作類型招募，西雅圖公共圖書館
2014 年的招募青少年暑期志工是敘述整體工作內容，以類似徵召成員於
暑假期間完成一個專案的方式招募 14 歲以上的暑期志工（Seattle Public
Library, 2014）。內容包括：打包「圖書館之友」捐贈的圖書、撰寫書評
並發表於推特（Twitter）或是圖書館網頁、設計推廣閱讀的海報、協助
圖書館活動（如非裔歷史月）、除草與垃圾分類等。而在工作能力項目
裡，則列出需要有完成各項工作的適應力、溝通與聆聽技巧、獨立性、
專注力、合群以及尊重多元文化族群。
其它圖書館對於暑期青少年志工工作的要求均類似，綜合前文，可
看出青少年志工主要扮演圖書館業務的協助者，如配合例行業務、活動
執行，甚至清潔勞動等，但是在青少年或是兒童活動規劃上，公共圖書
館則給予足夠的空間規劃與執行，但在參考諮詢、技術服務等專業館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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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掌部份，青少年暑期志工則完全沒有參與。能力要求上，因應志工負
責業務不同，會有不同的要求，通常會需要有： 1.讀架的能力。2.一般文
書處理能力。3.規劃能力。4.主動/積極的態度。5.美術或是設計能力。 在
圖書館管理方面，圖書館大多有專門網頁說明工作項目、要求能力、徵
件時間、以及訓練課程時間等詳盡資訊，通常訓練課程最少為一日，且
有二個以上的梯次，請暑期志工配合。

三、圖書館青少年暑期志工的安全與合法議題
圖書館雖環境單純，但是仍有安全的相關風險，如大型裁刀的使用
等，而有時館員會忘記這些志工並不熟悉圖書館的環境與設備，而忘了
提醒有意外發生的可能（Driggers, 2000）。圖書館若經費許可，志工的
保險是可以保障彼此的一個選項，然而青少年暑期志工參與的時間很短，
保險手續繁瑣，美國許多圖書館於應徵表格內，除個人資料、專長、可
服勤時間等必需資料外，家長同意欄為重要的項目，以奧克蘭圖書館為
例，家長需同意在服勤時的工作產出、相片等資料的授權，而若有非屬
圖書館疏失之意外發生，圖書館可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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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奧克蘭圖書館申請表格

參、臺灣公共圖書館青少年暑期志工
臺灣公共圖書館通常於 6 月初開始招募青少年暑期志工，由 7 月開
始至 8 月底結束，二個月為服務期間，茲整理一些公共圖書館說明網頁/
公告的資訊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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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4 年度圖書館招募青少年暑期志工說明表

館名

招募

服勤

年紀

能力

服務

說明會/

時間

工時

需求

要求

內容

訓練

台南市新化

6/16-

分六梯，分早

13

圖書館

6/30

中晚三時段，

以上

（台南市仁
德區圖書館
亦相似）

歲

能配合館方時

1.通 閱書相 關

1 場半

段者、資料填

事務

日說明

每時段服勤 4

寫完整及熟悉

小時，連續 10

電腦操作者優

日

先錄取

2.協 助閱覽 圖

會

書上架、整
架、分類
3.館 舍環境 清
潔等

桃園市圖書

6/1 起

8 小時

館大園分館

未 明

儀容端正、具

協助分館整理

訂

愛心、耐心和

書架、環境維

服務熱忱

護及活動辦理

儀容端正、具

依科室不同有

各科室

愛心、耐心和

不同需求：流

自行辦

服務熱忱，能

通、排架、活

理。無

兼顧課業與志

動事務支援、

統一說

工勤務。

閉架書庫整理

明

國立公共資

6/6-

每週 3 小時需

15

歲

訊圖書館

6/14

滿 50 小時

以上

無

業、資訊設備
盤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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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名

招募

服勤

年紀

能力

服務

說明

時間

工時

需求

要求

內容

會/訓練

高雄市立圖

6/3-

每次 3 小時，

國 中

1.以 能配合 排

以能配合排班

舉辦說

書館大東藝

6/21

服務滿 24 小時

以上

班者為優先，

者為優先且須

明會

學生需國中以

參加志工訓練

上（含國一新

說明會。

術圖書館

生）。
2.完 成報名 後
須參加志工訓
練說明會。
澎湖縣圖書
館

6/7

每日最多 2 小

國 中

協助圖書館服

2 梯次 2

時

以上

務

小時說
明會

資料來源：各館說明網頁與公告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志工年紀需求上，臺灣公共圖書館大多與美國
相同，徵求中學以上的學生為青少年志工，但少數圖書館則有更高年齡
限制（高中以上），然而在能力要求上卻很少詳列工作內容，通常不是
沒有說明，就是僅說明圖書館需要的人格或較為廣泛性的觀念，也許在
接收申請表時，各單位則會針對申請表內容進行能力篩選，但未詳盡說
明能力需求時，易造成彼此認知的落差。部份圖書館的服勤時數極短，
推測青少年暑期志工僅能提供事務性的協助，規劃工作內容也因此受限。
事實上排架、導架、移架等工作，是件耗費體力且相對枯燥的工作，
當筆者帶領青少年志工進行排架時，發現青少年僅能專注一段時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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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作成效不好，或是聊天群聚，管理者需花費大量精神管理並稽核排
架是否正確。
而同儕相處，亦是帶領青少年志工的另一項困難，群聚時可能會聊
天而浪費工時，分開工作時，卻又效率低落。Brudney 就建議館員需要學
習如和與志工一同進行工作，同時在成效良好時，會適當的回饋機制
（Brudney, 200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多元文化服務科青少年暑期志工工作項目喜好調查
民國 101 年 8 月底，筆者對暑假帶領的 16 位已完成服勤的學生志工
（含 2 位實習生）進行簡易問卷調查，該批志工於 7、8 月期間服勤，共
有 6 位男性，10 位女性，均為高中生，問卷以 5 等量表調查志工對於工
作內容的態度，5 為最喜歡，1 則是最不喜歡，同時每項題目均有開放式
項目填寫勾選原因，該年度志工工作內容包括：1、協助活動支援；2、
上、排架、順架；3、協助勸導讀者；4、登記使用區人數；5、文書處理；
6、庶務處理（如割紙、裝訂、影印）。
結果顯示，其中最受歡迎的工作項目是「活動支援」，93.75%選擇
正面選項（含非常喜歡），原因包括「比較不無聊，有趣」、「有成就
感」、「可以認識朋友」，在該年暑假期間，志工與管理者共辦理了 30
多場活動，內容包括兒童睡衣派對說故事、爵士音樂會等非常態性活動，
青少年志工在活動的規劃與執行中，亦會增進彼此間的認識。
其次受歡迎的工作項目為「庶務處理」，有 89%採正面態度，對照
於筆者在旁觀察，對於如折頁、切割傳單這類可以邊動手邊聊天的簡易
工作，常能保持動力快速完成，並得到成就感，有志工表示「覺得折了
很多，實在太神了，怎麼能辦到!」，但對館員來說需注意工作成效與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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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說明（曾發生全數折錯的情事）。
最不受歡迎的工作項目則是「上、排架/讀架」，選擇「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負面選項占 56.25%， 原因則是「無聊」、「眼睛痠痛」，
而同樣被反應「無聊」的工作項目還有「登記使用區人數」與具 43.75%
的負面選項，對管理者而言，如何讓這類圖書館重要的基礎工作能「不
無聊」實為一個困難的問題。
另一方面有 50%的青少年志工不喜歡「協助勸導讀者」，因公共圖
書館裡讀者多樣化，他們表示「壓力大、有人很兇」，而在對「文書處
理」工作項目，有 37.5%的志工表示不喜歡，其中有一位表示：「選字選
得很辛苦」，該志工使用注音輸入法，有趣的是，其個人履歷的專長上
有註明「文書處理」、「打字快速」，進一步了解時得知，使用通訊軟
體聊天時的確輸入神速，但當需要鍵入如姓名、地址、電子郵件這些無
法以智慧注音輸入法等資訊時，選字就成為一項難題。整體而言，全部
的青少年都認為擔任暑期志工對他們有所幫助且有意義。
從這簡單的調查中，可以得知這些青少年較喜歡團體行動，在活動
中進行同儕交流，對於單獨執行的工作，動力較弱，成效也較不好，而
在欠缺工作經驗的青少年，其自我認知的專長與能力，與實際的工作成
效上有相當的落差（如中文輸入法的問題），與成年的志工相比，需要
仔細的管理與稽核。在問卷結果顯示這 16 位青少年均認為從事暑假志工
的過程裡能有所學習。

肆、結論
青少年是一個充滿動力的時期，然而他們不是因為自已的意願，而
是以半被動的方式到圖書館執行志工業務時，他們的熱情該如何被引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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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圖書館又該如何因應? 綜合前文並比較美國與本國的暑期志工執行，
針對未來進行青少年暑期志工計畫時，有下列幾項建議：

一、 詳盡說明工作內容：
對照前文美國公共圖書館招募青少年暑期志工說明網頁的清楚資訊，
臺灣公共圖書館偏向所需志工個性特質的描述，建議應將暑期青少
年志工列為定期執行的業務，或成立說明網頁，或在公告中闡明，
特別對工作內容應進行詳盡的說明，包括所需能力、工作內容及所
需人格特質，可避免浪費雙方的時間。

二、 充分且完整的訓練課程：
目前圖書館對於青少年志工舉辦說明會最多為半日的課程，然而未
具備圖書館實務經驗的學生如要執行排架順架等需細心且充分理解
的工作內容，常造成更大的困擾，充分的訓練課程，是非常必要的。

三、 確實稽核志工工作成果，並加強鼓勵：
錄取的志工不一定能全然符合單位需求，此時需要稽核的機制，特
別是遲到早退，若紀錄不佳，在勸導後仍未改善時，就需即時反應
志工管理單位加以處理，讓青少年能學習為自已的行為負責，亦為
圖書館的責任，也才能達成互利互重的原則。另一方面，對於完成
的業務，可給予更多的讚美與正加強。

四、 完成專案，增進成就感：
2011 年，英國衛報為了慶祝英國與愛爾蘭自訂的閱讀日，於 3 月 3
日 推出兒童閱讀網站，該網站的特別之處，是由報社工作人員協
助，而內容則是由小朋友負責建置（Children＇s books，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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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ardian.co.uk/books/childrens-books ） 。 館 方 可 試 著 將
一些具創意的活動，在充分的規劃與適當的給予讀者發揮創意之空
間，說不定會有更大的驚喜。
青少年暑期志工，是許多學生真正接觸圖書館的一個機會，在面對
新世代青少年網路使用頻率越來越高而圖書館使用頻率越來越少情況下，
也許擔任暑期志工期間，是其一生中最能深入了解圖書館的時光，如何
詳盡的規劃並帶給他們充實的暑假與學習經驗，可視為推廣圖書館業務
的好時機。

本文由 2013 年 6 月 21 日高中職圖書館電子報「淺談公共圖書館青少年暑期志
工規劃與執行」更新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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