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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圖書館服務創新之意涵、其他國家或地區公共圖書館的服務

創新經驗，並在此基礎上提出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者服務創新之建議。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implications of innovative library 

service, innovative services of public library for teenager readers in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giving suggestions to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for innovative service 

of teenager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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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 

公共圖書館具有多項功用，包括：提供各項電子及社區資訊、收集並分享政

府資訊、為公眾提供多元服務（如：網絡等）、作為公眾終身學習的教育場所、

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中心（黃國正，2002）。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則指出現代

圖書館具有四項重要職能，包括：保存人類文化遺產、推動社會教育、傳播科學

訊息、提供並開發智能資源（黃宗忠，2011）。當然，圖書館的最重要功能，就

是培育社會的未來棟樑──年青學生，讓他們建構出自主學習的精神及能力，能

夠進行獨立的研究、探索不同範疇的知識（王麗娟，2010）。由此可見，公共圖

書館對於個人、社會、世界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而最重要的，就是能夠培育

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都可以成為未來社會的領航人。 

然而，自 2011 年至 2015 年間，到訪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讀者數目不斷持續下

跌，由 4,210 萬人次下降至 3,773 萬人次（香港政府新聞網，2016 年 4 月 27

日）。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間，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的借出數量、參與推廣活動

的人次也不斷有下跌的趨勢（香港 01，2018 年 10 月 23 日）。當中的主要原

因，就是香港社會的閱讀風氣並不濃厚，再加上香港公共圖書館所收藏的書籍未

能夠符合青少年讀者的需要，都使他們不願意到公共圖書館搜集參考資料以完成

功課，最終大大減少了青少年讀者對公共圖書館服務的需求（劉雅艷、陳曉瑩，

2016 年 7 月 19 日）。由此可見，面對著讀者數量下降的趨勢，特別是青少年族

群，如何創新公共圖書館的服務以增加青少年讀者使用公共圖書館，實在是值得

香港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深思。 

事實上，雖然香港公共圖書館的主管單位近年已經致力改善服務，以吸引更

多的社會公眾使用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可是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發展仍

然只停留在「豐富館藏」、「推廣閱讀」方面等多年不變的目標，而館員亦未曾

接受持續的專業培訓，以發揮「教育者」、「個人知識導師」的重要功能，正因

如此，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表現不但遭到特區政府審計署嚴厲批評，而且更使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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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公共圖書館發展停滯不前、十年如一日（香港 01，2017 年 9 月 16 日）。這都

反映出香港公共圖書館追不上國際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潮流，而讀者數目日益下降

亦是自然不過的事。在這樣的背景下，筆者也希望可以向香港公共圖書館管理者

進行建言，以攜手推動香港公共圖書館服務的長遠發展。因此，本文旨在分享公

共圖書館服務創新的意涵、香港青少年讀者的需要，並提出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少

年讀者服務創新之建議。 

貳、 圖書館服務創新之意涵 

所謂圖書館服務創新，就是指圖書館管理人員藉著與不同年齡層讀者之間的

良好互動過程，了解他們對圖書館服務的真正需要，之後再對所收集回來的數據

資料加以分析，並按照相關的調查結果調整服務目標及內容，以使所提供的服務

更能夠貼近廣大的讀者之需求（張林陽，2012）。事實上，圖書館必須透過不斷

的服務創新，以應對現今社會劇烈的變化、市場環境的激烈競爭，從而使圖書館

得以長期發展並延存下去，否則便會很容易遭受到社會的淘汰（賈英閣，

2009）。具體而言，圖書館服務創新包含三個面向，包括：服務觀念的創新（懷

有以人為本的服務精神）、服務內容的創新（所提供的服務能夠滿足讀者當前的

真實需要）、服務方式的創新（善用互聯絡並與其他不同的組織合作）（李禎，

2014）。簡言之，在這個瞬息萬變、急速發展的社會，圖書館需要不斷在不同方

面進行服務創新，以使讀者的閱讀需要得到滿足。 

參、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服務創新經驗 

在成長的階段裡，青少年都有著不同的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同國家或

地區的公共圖書館便為青少年讀者提供不同的創新服務，以促進他們在不同方面

的成長及發展。現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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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涯規劃 

在中學階段，學生需要發展自己的職志興趣，並及早規劃自己的升學及就業

問題，以裝備自己應對這個充滿競爭的社會。美國紐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及其轄

下的 63 家分館，會為有求職需要的讀者提供撰寫履歷表訓練、模擬求職面試、

工作技能認證訓練等活動，以提升他們投身社會、尋找工作的競爭力（牛波，

2016）。美國費城自由圖書館更會為青少年學生提供大學入學的資訊，包括：報

考的要求、入學條件、申請文件、相關數據庫的連結、面試準備材料、整個申請

流程等，並會為他們作出升學諮詢及建議（黃曼麗，2018）。美國達拉斯公共圖

書館更與《達拉斯晨報》共同合作，推出「無邊界故事講述者」項目（可視為記

者工作體驗計劃）；當中，晨報記者與館員共同設計課程，為學生提供記者的工

作培訓，包括：採訪技巧、文字編輯、短片製作、數位資料運用，使他們能夠探

究社會的不同問題，並從中體驗記者工作的意義及價值（陳增強。2018）。由此

可見，公共圖書館透過為青少年提供不同的升學及就業諮詢服務，一方面讓他們

可以了解自己的能力、特質、興趣，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他們及早制訂自己的生涯

發展計劃並裝備自己，進而加強自己在未來升學及就業的競爭力。 

二、 學習需要 

由於學業表現對於青少年而言非常重要，所以不少國家或地區的公共圖書館

都會採取行動推出創新服務，促進青少年學生的學業發展。例如：美國紐約公共

圖書館推出「圖書館學習計劃」，為學生提供作業輔導服務，除此之外，館方還

會為已輟學的青少年提供線上教育學位課程，以協助他們取得普通高中課程的畢

業資格及認證；美國洛杉磯公共圖書館則與 tutor.com 合作，為學生提供網上在

線的作業輔導服務；美國皇后區圖書館會為新移民青少年提供英文口語練習，提

升他們運用英文口語的能力，同時也會為高中學生提供應試幫助（如：設立作文

精進班）（姚敏，2018）。加拿大 Parkdele 公共圖書館推出「樂器借用計

劃」，讓讀者可以借用昂貴的樂器，包括：夏威夷小結他、電子琴、銅管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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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當中的主要目標就是希望讓音樂教育普及化，為不同階段的讀者提供音樂學

習的機會，使他們能夠體驗藝術的可貴及價值，而最重要的是貧窮家庭的學生不

會因為家境問題而失卻接觸音樂的機會，並且可以從中享受音樂的樂趣（呂嘉

麗，2017 年 4 月 28 日）。由是觀之，公共圖書館可以為青少年學生提供學業支

援及輔導、樂器借用等創新服務，一方面可以滿足他們對學術發展的需要，另一

方面也可以吸引他們持續使用圖書館的服務，以促進公共圖書館的長遠發展。 

三、 心理發展 

青少年在成長階段之中，難免出現不同的心理問題，並且極需要身邊的人扶

持，因此各地的圖書館都會推出創新的服務，以協助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發展。例

如：不少青少年出現網絡成癮的問題，為此，韓國國家圖書館設置了「閱讀治

療」活動，培養他們對閱讀的習慣，並把對網絡的依賴遷移至閱讀之上，同時又

推出「10 分鐘早讀」計劃，邀請學生在每天開始正式上課前集體閱書 10 分鐘，

以建構學生積極的人生態度（夏揚，2015）；美國馬薩諸塞州公共圖書館規定館

員個別化指導青少年進行閱讀，並從中與他們進行不同形式的交流（多樣化而創

新的閱讀活動），以協助青少年能夠順利地過渡至成人階段（李彬，2014）。美

國費城自由圖書館則推出「素養提升放學後計劃」，為欠缺支援的幼稚園至國中

二年級學生提供課後輔導服務，以確保他們能夠在放學後得到應有的照顧，避免

他們因課後無所事事而結識到壞份子，最終因一念之差而誤入歧途，這都有助促

進青少年學生的身心靈健康發展；同時，費城自由圖書館亦推出姊妹計畫「放學

後領袖項目」，聘請一百多位高中學生擔任青年領袖協助推動放學後的服務，目

標在於希望他們能夠在過程之中，提升個人對生活的自信心、積極性及主動性

（林莉，2018）。由是觀之，公共圖書館藉著實施不同的創新服務，促進青少年

學生的心理健康，包括：防治網絡成癮、正向成長、個人自信等，這都能夠為社

會培育出積極樂觀的未來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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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素養 

青少年需要在成長階段之中發展出不同的能力及素養，才能夠在未來有能力

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因此，各地公共圖書館都積極地推出創新的服務，協助青

少年發展出現代社會所需的能力及素養。首先，美國波士頓公共圖書館設計了女

孩社交訓練營活動（Social Media Camp for Girls），當中以社會編程為活動

的焦點主題，激發 12-18 歲的女性青少年學習電腦技能之興趣，並在此基礎上培

養她們的創造力、自信心，使她們成為社交網站及網絡遊戲的開發者（夏晶、許

春漫，2017）。另外，美國東巴吞魯日區圖書館則推出活動，讓青少年學會運用

塑料袋製作輕便、耐用的睡眠墊，並將之贈送給街頭者的露宿者，以提升他們的

睡眠素質，這項活動既能夠培養青少年的創造力，而且亦能夠培養他們關心社會

弱勢社群的意識（夏晶、許春漫，2017）。此外，新加坡圖書館管理局推出「電

玩而閱讀」活動，以書刊形式講解不同電玩遊戲競賽的特色及技巧，吸引了很多

青少年閱讀相關的書刊，從而培養他們的閱讀興趣、終身學習的能力（許桂菊，

2015）。由是觀之，透過公共圖書館的青少年服務創新，青少年可以從中培養出

創造力、閱讀興趣及能力、終身學習能力、關心弱勢社群意識、自信心等現代人

應有的素養，進而提升了他們在未來投身社會和應對未來生活的能力。 

肆、 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者服務創新之建議 

  承上部分言，不同地區的公共圖書館都推出青少年創新服務，以滿足青少

年在生涯規劃、學業發展、心理健康、綜合素養方面的需要。這都凸顯出全球

公共圖書館不能再只以推廣閱讀為唯一的核心業務，而是需要同時肩負起培育

社會未來棟樑的重任。因此，筆者將在本部分提出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者

服務創新之建議，以供香港政府當局和關心公共圖書館發展的人員作為參考，

如下： 

一、 推動生涯規劃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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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國中或高中學生都需要面對升學及就業的抉擇，而他們所做出的決定亦

將對他們往後的人生發展造成長遠的影響。因此，筆者建議香港公共圖書館為青

少年學生提供升學及就業的輔導服務，例如：香港公共圖書館可以邀請不同的升

學專家主持講座，為同學們講解不同地方升學的注意事項；香港公共圖書館也可

以培訓館員成為「升學顧問」，並設置個別升學諮詢服務，讓青少年讀者可以到

圖書館預約進行諮詢，而館員則負責為他們解答升學問題，並教導他們如何透過

圖書館、互聯網取得相關的資料；香港公共圖書館亦可以與各大企業或公營機構

合作，為青少年讀者舉辦職業體驗活動，諸如：辦公室助理、咖啡師、電競選

手、社工、輔導員等，使他們可以了解不同職業的工作要求及實際工作內容；香

港公共圖書館也可以設置不同的工作坊，包括：製作個人履歷表、面試技巧、服

飾衣著、溝通技巧等，以提升青少年讀者的就業競爭力。筆者深信香港公共圖書

館管理人員藉著推動多元創新的生涯規劃輔導服務，必定可以大大提升使用圖書

館服務的青少年讀者數目，並使到公共圖書館服務得以持續發展。 

二、 提供學術支援服務 

雖然中學生面對著不同學習的困難及挑戰，可是並非每一名學生都可以擁有

充裕的學習資源，例如：參加補習班、購買學習用書等。故此，筆者認為香港公

共圖書館可以為青少年學生提供學術支援，以使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不會因為經

濟問題而造成學業落後的問題。例如：香港公共圖書館可以為來自弱勢家庭的國

中學生設置課後功課輔導班，讓他們可以在放學後得到學業輔導及支援，以完成

每天學校老師給予的功課或學習任務；香港公共圖書館人員亦可以針對高中學生

應考中學文憑試（香港學生升讀大學的統一考試）的需要，設置不同學科的考試

技巧訓練班，以提升他們的應試能力及表現；館方人員也可以與不同學校合作，

舉辦全港性的模擬中學文憑考試，讓高中學生可以測試自己的學習表現及應試能

力，並加強他們的應試信心；針對全香港學生語文能力較弱的表現，公共圖書館

也可以舉辦不同的語文能力精準課程，例如：英語小組討論訓練、英語聆聽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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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演講訓練（國語文）、抒情文寫作訓練（國語文）等，以協助有需要的青少

年讀者提升雙語運用的能力；高中學生皆需修讀通識教育科，當中他們需要完成

一份獨立專題探究報告（探究不同的社會問題）。因此，香港公共圖書館可以舉

辦訓練課程，教導他們如何運用館藏和電子資源進行資料搜集、研究設計的原理

及方法、分析所收集得來的資料之方法等。由是觀之，筆者深信透過提供多樣

化、具針對性、創新的學術支援服務，青少年讀者必定能夠從中受益，並且更積

極、主動地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服務。這都能夠使公共圖書館進一步成為青少年族

群聚集的新園地。 

三、 設置品德情意教育的服務 

在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他們都會面臨著不同的心理困擾，又或會因此而出

現偏差的行為問題，部分青少年更因為不堪情緒困擾而出現自我傷害或自殺的行

為。為此，筆者建議香港公共圖書館主管人員可以推動青少年品德情意的教育培

育計劃，以建構他們正向的品德情意。例如：公共圖書館人員可以推動書目治療

的計劃，讓有情緒困擾的青少年讀者可以透過閱讀，抒發自己的內在感受並建構

出正向積極的思考模式；館方人員也可以設置音樂輔導計劃，開闢圖書館的角落

讓青少年讀者一起創作音樂、唱歌、表演，同時也為他們提供樂譜、樂器，以達

到「藉曲抒情」的目標；公共圖書館管理人員也可以推動華語流行曲為本的輔導

服務，向相關的唱片或音樂公司購入線上音樂庫的使用權，並按照青少年的情緒

需要（如：愛情問題、追求夢想、家庭衝突等）設計情緒療癒的播放清單及使用

手冊，引導他們按照自己的情緒需要，在線上音樂庫中聆聽不同的流行曲，以舒

緩他們的內在壓力或情感，進而達到「促進學生精神健康」的目標；香港公共圖

書館也可以定期製作書藉介紹的短片，向青少年讀者介紹不同的名家作品，當中

以不同的品德價值種類進行劃分，例如：孝順（如：龍應台《天長地久：給美君

的信》）、愛和犧牲（如：卡勒德．胡賽尼《燦爛千陽》）、希望（如：黛博

拉‧艾理斯《戰火下的小花》）等。筆者深信香港公共圖書館透過實施以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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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德情意教育服務，青少年讀者必定可以一步一步地建構出正向的思考和心理

素質，同時也可以從中掌握不同的品德價值。而最重要的是香港公共圖書館能夠

成為青少年品德情意教育的培訓基地，大大加強了公共圖書館的社會價值及功

能。 

四、 向青少年提供綜合素養訓練 

現今社會發展一日千里，青少年需要不斷裝備自己，來提升自己在日常工作

及感受生活的能力。因此，筆者建議香港公共圖書館可以為青少者提供不同的素

養訓練，以加強他們應對社會急劇變化、感受生活的能力。例如：香港公共圖書

館主管人員可以舉辦創新思維訓練班，以不同的方法讓青少年讀者掌握創新思考

的方法，以使他們可以建構出一定的創新思考的能力；館方人員也可以設置研究

能力訓練工作坊，以教導青少年讀者如何探究不同的社會議題，進而培養他們獨

立探究的能力；香港公共圖書館亦可以為青少年讀者提供實用文寫作訓練班，教

導他們撰寫不同類型實用文及公務文件的方法及要訣，以提升他們日後投身職場

後文書處理的能力；香港公共圖書館也可以配合當前的科技教育政策，於各館設

置 STEM 素養訓練班，如：手機應用程式編寫、製作短片、網絡營銷、博客或社

交媒體管理等，以培育青少年科技運用及創新的能力，使他們能夠日後投身創新

科技的行業。當然，圖書館可以善用館藏（書籍、多媒體資料等）支援相關的活

動，以凸顯公共圖書館的角色及功能。簡言之，筆者深信以上的建議都有助香港

公共圖書館為青少年讀者提供綜合素養訓練，使他們能夠有足夠的能力去適應這

個急劇變化的社會而不被淘汰。 

五、 設立香港公共圖書館青少年讀者事務委員會 

由於以人為本的精神就是創新服務的重要基礎，所以香港公共圖書館必須先

調查並了解青少年的成長特質及發展需要，以使所提供的創新服務符合青少年讀

者的真實需要。因此，筆者建議香港公共圖書館成立「青少年讀者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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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邀請教育局官員、中學校長、教師、社工、高中學生、國中學生出任委

員，諮詢他們的意見以為青少年提供適切的圖書館創新服務。而委員會可以兩年

一任，以使公共圖書館所收集得來的意見能夠跟上時代的變化。另外，委員會亦

需要負責進行不同的諮詢工作，以不同渠道收集青少年的意見，例如：設置網上

問卷（Google form）、開設並管理社交媒體戶口（Facebook, Instagram）、實

施讀者互動環節、推動多元青少年活動（如：「給公共圖書館的一封信」徵文比

賽、「青少年與公共圖書館」微電影創作比賽）等。由此可見，筆者深信香港公

共圖書館可以透過成立「青少年讀者事務委員會」，收集教育專家、前線教育人

員、青少年的真實意見，那麼公共圖書館便能夠按照他們的意見，為青少年提供

適切的創新服務。 

伍、 總結 

  最後，青少年是我們社會寶貴的資產，更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因此香港

公共圖書館也應擔負起扶持他們、培育他們的責任，為他們提供創新的服務，

使他們能夠得到全方位的發展及成長。而最重要的，是香港公共圖書館可以藉

此機會改進青少年讀者的服務，改善多年來青少年讀者人數不斷下降的問題，

一方面讓公共圖書館得以持續健康地發展，另一方面亦開啟香港公共圖書館發

展的新里程。所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公共圖書館的發展

需循序漸進，而不能一蹴而就。因此，筆者寄望本文能夠為香港公共圖書館的

主管人員帶來一些啟發，使青少年讀者創新服務得以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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