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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棄了傳統的長檯而使用六角形檯，設計
獨特之餘，也方便同學作小組討論。 

近期流行的圖書展示於
梯級式書架最低層的書
架面，方便同學借閱。
例如在日本大地震後，
各個書架上便放置了與
地震相關的圖書。 

梯級式書架雖然藏書
量不及傳統的書架，但
增添了開揚感，同時方
便在最低層的書架面
放置圖書作展覽用。 

5. 北角協同中學 

引言 

北角協同中學的閱讀文化濃厚，協作教學發展得相當成熟，學生都頗能投入專題研習活

動，並在教育局舉辦的專題研習獎勵計劃中屢獲嘉許。這是和學校致力推動閱讀，並且

重視協作教學有關的。學校圖書館主任陳佩群老師積極參與學校發展、支援學與教，不

遺餘力地推動從閱讀中學習和協作教學。在學校改善工程下，圖書館獲得遷建並於 2010

年 12 月投入運作，空間大增，不單提供更多藏書，也讓同學有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以下我們將看看學校圖書館如何建立閱讀風氣和支援學生學習，當中包括學校的圖書館

服務和各種閱讀計劃的介紹，並探討北角協同中學對學校圖書館發展的各種支援。 

圖書館管理 

締造舒適的學習環境 

新館於 2010 年 12 月投入運作後，空間比舊館

大得多，傢俱和書架等經過精心設計，學校圖

書館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舒適學習的好地方。圖

書館設於學校正門入口的旁邊，人流甚密。圖

書館的大門又採用了玻璃門設計，可提高透明

度及增加空間感。館內顏色配搭和諧，光線充

足。館藏現有中文資料約 19,835 項，英文資料

約 7,717 項。根據上年度的統計數字，有超過

一半初中學生最少每兩星期借閱一次圖書，高

中生則有一半學生最少每月借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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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設有具特色的椅子及由同學
設計的坐墊。 

 

在借還處旁設置雜誌架展示新書
及話題書，方便學生閱讀，並吸
引他們到網上預約新書。 

視聽架放置了各類型視
聽資料、電腦光碟和音樂
光碟。各類型的資料都做
好詳細的編目，方便使用
者檢索。例如學科教師想
找尋某首樂曲，只要透過
電腦在圖書館線上檢索
目錄輸入樂曲名稱，就能
輕易從視聽架中搜尋到
該音樂光碟。 

圖書館外的展板展示了熱門新聞的
剪報，讓學生多留意時事。 

 

 

 

 

 

 

 

 

 

 

 

 

 

圖書館廣泛蒐集各類型資料，又經常推介新書，學生對館藏有高度評價。 

「學校的圖書館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圖書，我們剛開始以為圖書館只有

很悶的書。後來，我們發現圖書館裏有很多勵志和激勵人心的小說故

事，每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小說裏的故事總能給我們提供指引。」 

— 中四學生聶詵雯同學 

 

有效的館藏管理 

圖書分類編目根據國際標準，讓讀者容易查詢及

使用所需資料。除此之外，陳老師亦另設書架專

門放置特定書籍，讓同學更容易找到合適圖書。

例如，英文小說會按六個程度劃分  —  Easy 

Starter、Beginners、Elementary、Intermediate、Upper 

Intermediate 及 Advanced，而且，同系列的圖書會

放置在同一書架內，學生根據自己的語文能力，

搜尋圖書是容易不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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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閱讀計劃和活動 

學校推行各種閱讀計劃，並且鼓勵學生參加比賽，以提高他們的閱讀興趣。 

早晨閱讀計劃 (簡稱為「晨讀」) 

學生每星期有兩節二十分鐘的早晨閱讀時段，全年約 54 次。晨讀每年設有兩個主題閱

讀月，其餘時間學生可以自由閱讀。 

圖書館的調查發現六成學生表示晨讀有助培養閱讀興趣，更有七成學生表示能主動閱

讀，亦有三份之二的教師表示滿意同學晨讀時主動閱讀的表現。 

全校一書共融閱讀計劃 

陳老師經常善用社會資源以提升學與教。例如，香港耀能協會為推廣共融，出版了《閉

門煲 Joke 2, 一群自閉兒的生活趣事》一書，讓更多人認識自閉症。協會捐贈了 40 本《閉

門煲 Joke 2, 一群自閉兒的生活趣事》予北角協同中學。圖書館便利用這些贈書支援與

輔導處合辦的全校閱讀活動 ─ 「全校一書共融閱讀」計劃。全校學生都需要閱讀該書，

並作閱讀分享。由於書本數量不足以讓全校學生同時閱讀，圖書館安排各級別學生輪流

借閱圖書，並先由低年級學生開始閱讀。李志成校長指出，校內的共融氣氛不俗。 

借書龍虎榜 

學校設有「借書龍虎榜」，每月在圖書館布

告板及網頁公布各班借書量、十本最受歡

迎圖書及十位借閱最多圖書的學生，並於

學期頒獎禮上頒獎，而學生的成績表上亦

會有紀錄，以鼓勵他們善用圖書館，凝聚

閱讀氣氛。上年度冠軍班別的平均閱書量

是 85 本，個人冠軍的閱書量則分別達到

606 本（初級組）及 289 本（高級組）。 

閱讀推介及分享 

學生有機會在晨讀時段在班上分享讀後感，亦可在早會及

網上分享閱讀心得。在早會時段，校長、教師及同學都有

機會到台上介紹圖書。李校長以身作則，在早會分享及推

介圖書，並和陳老師不斷推動其他教師及同學分享讀後

感。上年度，有近半學生在班上作過一次分享，更有四份

之一的學生作過兩次分享。教師方面，近年約有四成教師

自願在早會分享及推介圖書。教師的分享亦有宣揚愛及堅

忍的精神，並藉此培養學生的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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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陳老師鼓勵同學作網上分享。有些同學參加了由明報讀書網主辦的「我的視頻書

櫃」活動，把推介圖書的影片上載到網頁，與其他讀者分享。例如，一位喜歡魔術的學

生在我的視頻書櫃上推介了《男人必學的魔術》一書。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比賽及活動 

學校圖書館主任經常留意校外的閱讀比賽及活動，並積極鼓勵同學參與，例如由香港公

共圖書館主辦的「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由商務印書館、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及

CP1897.com 每年舉辦的「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明報校際專題報導比賽」、「星島 S

記者訪問報導」及「暑期閱讀約章」等。 

又例如，在 2008 年，學校圖書館主任及中文科教師帶領

學生參加了「《競報香港特刊》第三屆版面設計比賽」，

並入圍決賽，其中一組更在比賽中勇奪亞軍。 

 

與各科組教師協作 

北角協同中學的協作氣氛濃厚，尤其是學校圖書館主任與各教師之間的協作。陳老師與

大部份學科教師都有協作關係，並和教務組、輔導處及生命教育部等共同舉辦活動培養

學生多方面的發展。 

陳老師除了協助各學科舉辦各種閱讀活動及準備圖

書外，也會培養學生資訊素養。例如，陳老師在中二

的通識課教授學生 Big6 思考方法，亦會在中五聯同

通識科教師教授進階搜尋技巧和教導學生利用各統

計數據庫搜尋統計資料。 

 

中文科 

學校圖書館主任會為中文廣泛閱讀搜羅新書並向學生推介，以支援由中文科教師推行的

中文科全方位閱讀計劃。每年中文科與圖書館合辦兩至三次書展，邀請書商到學校展銷

圖書。家長教師會每年均提供二千元予表現優異的學生在校內書展購書。陳老師會準備

多張面值三元的書券，由各科教師獎勵予學生，不少學生都很喜歡購書活動。 

「學校每年都會舉行二次至三次的購書的活動，在每次的購書的活動

中，我們可以選擇我們喜愛的圖書，因為我們學生之間都清楚彼此喜

歡什麼類型的小說。」 

— 中四學生聶詵雯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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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在中一及中二推行自學閱讀計劃，英文科教師每星期也會利用課堂時間帶學生到圖書館

借閱英文圖書及視聽光碟，並作閱讀紀錄。學校圖書館主任會預先準備主題書籍並向學

生推介。而館內的英文小說由陳老師及在校服務十多年的英文外籍教師 Mrs Pritchard

共同按其深淺程度劃分不同等級，讓學生根據語文能力選擇合適的圖書閱讀，從而照顧

學習差異。學期完結後，陳老師會與英文科教師檢討整個計劃的運作，討論圖書的程度

是否適合學生，並商討來年訂購新書等事宜。 

不少學生都指出自學閱讀計劃令他們的閱讀興趣大增，同時提高他們的寫作能力。 

「由中一開始，我一直都有參與『自學閱讀計劃』。 我覺得這個計劃

令我獲益良多。在閱讀書本時，我從中學會了很多詞彙和寫作的句

式。另外，透過每星期撰寫英文閱讀報告，我的寫作技巧亦進步不少。

此外，我更學懂理解和分析文章的體裁、情節、佈局、主角設計和主

題。現在，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創作自己的故事！」 

—中二學生馮顯晴同學 

「『自學閱讀計劃』帶給我一個充滿樂趣的閱讀經歷。我們可以選擇

感興趣的書籍來閱讀，並寫下閱讀報告。剛開始時，我們只能寫下幾

行句子，但現在我們已有能力寫下更詳盡的報告。正所謂「熟能生

巧」，我不再對寫作感到害怕了！」 

—中二學生曾慧欣同學 

在英文科高中校本評核（SBA）的支援方面，學校圖書館主任把相關的書籍進行分類編

目，並以特別標籤作識別。英文科教師會先通知圖書館他們帶領學生到圖書館選擇圖書

的時間，好讓陳老師準備，屆時展示相關的圖書，方便學生選取。 

另外，英文科教師亦聯合生命教育部及圖書館舉辦

FreeRice Class Competition。FreeRice 計劃是由聯合國糧

食計劃署（United Nations World Food Programme）舉辦

的活動，目的是推動免費教育及透過捐助米給貧窮人士

幫助他們解決飢餓問題（詳情見 http://freerice.com/）。

學生登入 FreeRice 網頁後，可以作答關於英文詞彙的選

擇題，每答對一題，計劃主辦單位就會捐出十毫克米。

學校圖書館主任負責記錄每位學生及各班級捐出米的

數量（FreeRice 網站內有相關記錄），再由英文科教師及

學校圖書館主任負責頒發獎狀及獎品。 

 

http://freer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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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Valerie Pritchard 指出與陳老師合作愉快。 

“We’ve spent many hours working together, and it’s totally worth it. I 

enjoy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Ms Chan, and it’s exciting to see how 

we can make things more accessible for the students. “ 

— Mrs Valerie Pritchard, NET teacher 

通識教育科 

學校圖書館主任陳老師與教務主任李玫瑰老師於 2008 年參與教育局舉辦的工作坊，認

識 Google Sites 網上協作平台後，認為這個平台有助學生進行專題研習，建議在通識科

之專題研習中應用 Google Sites。陳老師先向各專題研習指導教師介紹 Google Sites 的功

能，並在電腦課教授學生 Google Sites 使用技巧。經過試驗後，發覺效果理想，既有助

資訊分享，教師又能清楚了解組員間的分工及進度。教師們也可共享歷年來出色的習

作，讓師生受惠，所以校方便在初中之專題研習全面應用 Google Sites 網上協作平台。 

初中各級均舉行科本閱讀計劃，中一學生需要完成兩個閱讀報告，而所有學生也需要參

與通識問答比賽。學生除了作答外，也要擬定比賽問題，因此他們需要查閱資料。圖書

館為計劃提供相關書籍讓學生更深入了解問題和作參考之用。 

在高中方面，陳老師致力發展高中新學制館藏，同時為獨立專題探究的資源按單元作深

入分類。圖書館現有大約 492 項書目資料供高中新學制通識課程之用，資料涵蓋六個通

識教育科單元，並已按各單元分類，學生在圖書館線上檢索目錄可以按各個單元作搜尋。 

通識科副科主任張世堯老師指出，學校圖書館主任積極在各學科推行各種協作活動，會

在一些地方加重了教師的工作量，但基於學校圖書館主任亦會在其他地方支援科組，因

此整體來說，學校圖書館主任的工作有助減輕學科教師的工作量。張老師認為多舉辦活

動對學生始終是有益的。 

數學科 

數學科和圖書館的協作在推動低年級學生閱讀數學科的課外書。學生需要完成閱讀報

告，並於晨讀時間向同學分享書籍。例如，中一學生的閱讀主題是趣味數學及 IQ 題，

需要在報告內引錄書中一條有趣的題目讓其他同學思考，希望可以啟發思維。而中二學

生則需閱讀關於數學家及數學歷史的書籍，數學科主任吳志光老師指出這對學生很有好

處，例如閱讀數學家的生平有助同學了解數學家的思維，也能鼓勵學生學習數學家的毅

力。 

旅遊與款待科 

學校原開辦旅遊與旅遊業科，高中新學制加入款待科部分，圖書館購置了不少合用資

料，以支援學習。旅遊科要求中四和中五學生作專題研習，中四學生會做兩個專題研習，

一個是香港，另一個是北京，圖書館已蒐集不少相關資料，供學生研習時參考。中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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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是設計一個旅遊行程。陳老師讓選修旅遊科的同學每人選擇一個國家或地區，然後

由陳老師負責購買圖書。例如有學生選擇介紹意大利，圖書館便為他選購一本關於意大

利的圖書。這個安排的好處是圖書館購入的書籍一定符合學生所需。 

其他學科 

基本上，學校的大部分學科中都滲入了閱讀元素，可見校方致力推行從閱讀中學習。除

了上述學科外，在科學科、音樂科、視藝科、宗教科等，學生都需要作閱讀報告，陳老

師會配合學科教師當時所訂立的主題(如某位音樂家的生平、某種樂器)預備資源。 

生命教育部 

除了上述的 FreeRice 活動，陳老師也會支援生命教育部舉辦的樂施扶貧午餐活動。圖書

館又配合生命教育部的其他活動製作新聞展板，如四川大地震等，向同學作德育教育。 

社工 

圖書館並為社工提供的學生輔導服務作出支援。 

「在輔導活動方面，社工曾舉辦中六學生領袖訓練營，圖書館提供本

地及海外有關領袖才能的中文書籍，讓學生對課題作更深入探討。在

個案輔導工作方面，圖書館亦提供有關參考書籍，加深社工及輔導老

師對學生問題的認識。此外，本校圖書館主任了解及緊貼學生及教師

的需要，能夠在短時間內購置社會上熱烈討論的新書籍，讓師生能夠

緊貼社會發展。」 

— 駐校社工蔡國光先生 

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 

陳老師除了致力推動學生閱讀及與各學科協作支援學生學習外，亦安排學生擔任圖書館

管理員。有家長認為這有助學生培養閱讀習慣及服務社群的精神。 

「我很高興得知陳老師讓小兒 Brian 有機會擔任義務圖書館管理員，

協助日常館務。Brian 在履行職務當中，培養出主動閱讀的習慣。我

感受到陳老師對推動和鼓勵學生閱讀的熱誠。我認為北角協同中學的

學校圖書館辦得十分成功，正正反映出圖書館服務可以如何推動閱

讀。學校圖書館主任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圖書館的運作，也是一個好

例子說明學校如何培養學生主動閱讀和服務社群的理念。」 

— 中二學生袁浩仁家長袁若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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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圖書館的支援 

購書預算 

學校除了安排專款給圖書館增添館藏外，各學科在每學年都有購買圖書的預算，而預算

金額須在學期中完結前使用一半，並於學年完結前用盡所有預算，未用金額將由圖書館

統籌運用。這樣的安排是為了鼓勵學科教師按課程及學生需要儘早購入圖書。 

另外，李志成校長讓學校圖書館主任可以彈性使用預算購書，陳老師會按需要隨時購買

圖書，這大大提高了學校圖書館館藏的更新速度。例如，在全球剛發行《遜咖日記 : 不

願面對的真相》及《謎幻蛇城》等「熱門書」、「話題書」時，學校圖書館已即時購入，

讓同學可以盡快閱讀。陳老師指出，必須抓緊時機儘早購入這類書籍，才能吸引學生閱

讀。 

安排助理協助學校圖書館主任 

李校長安排了一名圖書館助理協助處理日常館務。該助理經驗豐富，有十年在圖書館工

作的經驗，主要負責處理日常館務及訓練學生管理員處理新書、上架等工作。由於有助

理幫忙，陳老師得以有更多時間規劃圖書館的長遠發展及協助其他學科舉辦各種活動。 

另外，為方便搜集通識科的剪報或教材，通識科的教學助理也在圖書館工作，把資料整

理、掃描和上載到資料庫與師生分享。 

學校圖書館主任不應與教學分割 

李校長認為學校圖書館主任與教學息息相關，不應從教學中分割出來，應該融合到學校

的教學體系之中，而非單單留在圖書館處理館務。但是，這並不代表學校圖書館主任應

兼教學科。這份融合可以從校方安排陳老師參與各種會議，及讓其主動與各科組教師協

作中體現出來。 

學校安排學校圖書館主任參與教務會議和科主任會議，讓陳老師更了解各學科的課程，

從而作最適當的支援。另外，李校長認為學校圖書館主任與其他教師不可分割，是教學

的一份子。 

「我很著重閱讀，我希望學校圖書館主任能專注於閱讀推廣及支援各

科，並不希望學校圖書館主任要兼教而分心，那很自然表現會打折

扣。一般學校圖書館主任與教學分割，我卻認為學校圖書館主任不應

該與教學分割。學校圖書館主任應與學校發展緊扣並在各科提供支

援。以陳老師為例，她與教務息息相關，與學校發展緊扣。她曾進修

關於專題研習的技巧、思考法、六頂帽子等，然後與教師及同學分享。 

我覺得以此模式運用學校圖書館主任的專業是很理想的，學校圖書館

主任一來對其角色很清晰、明白其重點，同時亦了解自己與學校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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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結合的。學校圖書館主任清楚學校的發展方向，亦參與其中，提

供意見。例如，陳老師提出應用 Web 2.0 工具 Google Sites 平台配合

專題研習。在詴驗其間，陳老師很自然地擔負起監察的角色，此協作

模式很流暢。陳老師覺得與教學及學校發展緊扣、沒有被分割。陳老

師工作得很開心，因為她能實實在在的感受到自己在學校發展方面所

擔當的角色是何等重要，不會有被分割或孤立在圖書館的感覺，而是

與學校並進的。」 

—李志成校長 

由校方建立閱讀文化 

李志成校長在北角協同中學擔任了校長四年，致

力推動閱讀文化，繼續加深學校的閱讀風氣。李

校長與陳老師的理念相近，經過半年左右的磨合

期，雙方已摸清大家的工作習慣，亦能了解大家

所需，因此雙方在近年合作推動閱讀文化已漸有

成果。 

李校長擔任北角協同中學校長之時，剛巧為學校

40 周年校慶，校方推行自我改進行動，提出新

北協新精神，致力優化行政、提升學與教及推動

學生品格行為進步。這契機剛好讓李校長及陳老

師在推動閱讀方面可以有更多發揮空間。 

 

「我很相信閱讀會影響學習。我著重利用閱讀在不知不覺間使學生學

習，增長知識。我校利用新書、話題書、教師及同學的閱讀分享去引

起學生的閱讀興趣。除了以上板斧，我亦利用比賽的嘉許去鼓勵同學

多閱讀…… 

學校已發展既定的系統，如不創造時機，很難作出成功改革。如我校

透過 40 周年自強運動，自我改進，校董會授權校長與主任一起改進，

因為有清楚的改革信號，我便有許多空間在固有文化上作出變動，重

新定位，賦予新的意思，如優化行政架構、提升學與教、學生的品格

支援。我把學校圖書館主任參與教務及科主任會議系統化，肯定學校

圖書館主任在各科協作的參與，在閱讀分享中培養學生的品格。我想

學校圖書館主任從未想過可以做品德培育，但賦予新的意思後，能激

發新的構思，在合作的過程成長。」 

—李志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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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北角協同中學有濃厚的閱讀文化，而在各學科也建立了系統化的協作關係。在推動學生

閱讀方面，有賴校長及科任教師的支持，漸見成績。當然，學校在 40 周年致力推動自

我改進行動也讓校長可以有更大的空間改善與圖書館相關的活動和措施。 

要成功推動「從閱讀中學習」，學校圖書館主任與各學科教師緊密協作，在各學科都推

動閱讀，讓學生得到更多閱讀的機會，擴闊閱讀的領域，豐富他們的知識，並培養學生

的閱讀興趣。 

此外，陳老師與各科組協辦各類型活動，從而提高學生的德育水平。陳老師亦不斷自我

增值，學習各種資訊技能，把 Google Sites 引入學校並教導教師及學生使用，令他們在

做專題研習時更得心應手。北角協同中學的學校圖書館在支援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

中學習、專題研習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這四個關鍵項目上也發揮了很大的功

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