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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由公共圖書館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因課業壓力一向成為借閱率偏低的族

群，而受到學校課程與升學考量，高中職圖書館在推動閱讀上，同樣面臨只能辦閱讀

活動卻無法養成學生閱讀習慣的窘境。一旦時值記憶力強盛的青少年日後步入了成

年，其閱讀模式又將摒棄紙本閱讀轉而追求網路閱讀。本文藉由文獻探討，以了解

16-18 歲的青少年閱讀興趣與網路閱讀推薦服務現況，綜合結論如下：一、網路閱讀

時代已經來臨，做好優質閱讀推薦服務是中外國家一致的課題。二、關心青少年身心

發展，尊重其人格特質，倡導親子共讀時間，讓閱讀成為一種全民習慣。三、重視網

路閱讀推薦服務，合作建置青少年網站，提供網路閱讀指導，善用各種推薦工具，導

入深度閱讀的多元選擇。四、借鏡於數位租書店的成功經營模式，結合圖書館的知識

性與租書店的休閒性，以為提升青少年閱讀風氣的重要參考。 

 

關鍵詞：青少年閱讀興趣、傳統閱讀與網路閱讀、網路閱讀推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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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文字發明以來，人類文明史藉著文字記載得以傳承後代，其載具從竹簡、絹帛

到紙張，演變過程中，不斷透過人類的智慧研發，造就今日科技的蓬勃迅速發展。早

在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著名的圖書館學情報學家 F．W． Lancaster 就曾預言“無紙

社會”來臨，而今閱讀習慣透過電子書的興盛，又是加劇面臨一大考驗。從傳統閱讀

跨越到數位閱讀，意味著閱讀習慣的轉變，已是不爭的潮流趨勢。吾認為即使處在網

路時代，吸收知識仍然需要透過閱讀途徑，不論是飽讀群書或是網路搜尋閱讀，就實

質內容上，同樣都是追求知識的行為過程。面對浩瀚如雲的各類圖書，如何探究青少

年的閱讀興趣，透過網路閱讀推薦服務，以閱讀分享的角度，利用網路工具的特性，

提供青少年多元的知識管道，從而建立良好的閱讀力，培育未來的競爭能力，是本文

想要探討的議題。 

 

貳、傳統閱讀方面 

    傳統閱讀指的是紙本閱讀，藉由印刷排版，透過紙張的觸摸，翻頁，註記，瀏覽

文字圖片內容，不受輔助載具限制，便於攜帶與收藏。倡導閱讀不遺餘力的中央大學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教授柯華葳說，透過閱讀可以鍛鍊深度的抽象思考，閱讀經驗愈豐

富的人，讀起教科書來也會愈輕鬆。 

關於閱讀，Steven Roger Fischer(2009)在其著作”閱讀的歷史”提到，「自古以來盛

行著兩種不同的閱讀類型：逐字或間接的閱讀(學習的)，和視覺或直接的閱讀(精熟

的) 」。他又提到「經常閱讀的人往往成為熟練讀者，而把讀音最小化，意思最大化」。

可見精熟閱讀才是真正擷取知識的方法與途徑。郝明義(2009) 在其著作”越讀者”認為

「閱讀，有各種存在的理由及意義。其中最動人，作用也最大的，還是閱讀和理想結

合的時候」。以上所提到的皆是閱讀帶來的魅力與好處。 

然而日本齊藤孝教授(2006)在其著作”讀書力”當中提到，即使是以讀書力為國力

根基、社會存續的重要基礎的日本境內，「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世代，早已和文字出

版品、書本漸行漸遠，並且日趨嚴重」，台灣教育當局也應當重視學生不閱讀或淺閱

讀(蔡红，唐秀瑜，2007)背後的問題。 

 II – 478 



2010 海峽兩岸圖書資訊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B 輯 

 

    另外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廣受青少年喜愛的租書風潮。李蕙如(2006)提到租書店存

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以小額的花費，便能滿足閱讀的需求。近年來有連鎖型式租書店

的產生，提供漫畫、小說、影片，並且開始走向數位化的經營。舉例如皇冠、十大書

坊兩家租書店，於 95 年度同時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評鑑為青少年健康休閒場所，可

見租書店對青少年閱讀品味有著某種層度上的影響。皇冠租書城跨國陸續設立據點與

加盟店，全球總加盟店數在 2004 年早已突破 8 百家，而十大書坊導入科技與數位閱

讀服務，並轉型為十大花蝶，鎖定女性為主要客群，該租書店號稱目前全球有七百多

家分店，會員人數累積 200 萬以上。至於日本全國的租書店，截至 2009 年 12 月，總

數達到 1,611 家。短短不到三年時間，租書店開店量增加到了三倍多。另外日本出版

品租賃權管理中心調查自 2008 年以來，租書店呈現逐月增加的態勢。筆者觀察在不

景氣的現今，許多學校附近租書店林立，學生讀者絡繹不絕，這一股休閒閱讀風潮，

似乎來勢洶洶，銳不可擋，其經營模式值得各界探討與借鏡。 

 

叁、閱讀興趣方面 

    青少年時期是人一生當中最珍貴的時光，然也是正值學校課業與升學雙重壓力的

階段。2007 年《遠見》雜誌在 8 月份出版的雜誌中刊登全臺閱讀大調查的特別報導，

分析青少年閱讀部分，指出因為升學的壓力與市場提供的匱乏，青少年閱讀力一直是

表現較不足的一塊。而中國大陸今年所公布的《第七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2009

年 14-17 歲青少年的上網率為 64.3%，利用網際網路“聊天/交友”排第一占 48.7%，而

在網上看書籍報刊或漫画占 11.5%。茲就國內圖書借閱統計、網路書店購書統計，分

析青少年的閱讀興趣。 

一、 圖書借閱統計 

青少年學生借閱課外書籍主要來源有二，一是學校圖書館，二是社區公共圖書

館，透過統計數據，了解青少年閱讀興趣的概況。 

    (一)學校圖書館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委託國立溪湖高級中學建置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現況資料庫

統計報告，該報告內容提及截至98年7月31日，全國442所高中職學校之圖書館館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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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冊數共計約1,364萬冊。其中以語文類冊數最多，占全部館藏冊數之31.9％，最少的

是宗教類，占全部館藏冊數之2.3％。而442所學校在97學年第2學期（98年2月1日至

98年7月31日）的圖書借閱總冊次約266萬冊，圖書使用率為19.5％，其中語文類圖書

使用率最高，達39.8％，總類圖書使用率最低，為4.6％。 

(二)公共圖書館  

根據臺北市立圖書館 2006 年度圖書館使用統計，十三歲到十五歲與十六歲到十

八歲的青少年是全館所有年齡層中書籍借閱最少的，平均借閱量分別是 39,000 冊與

36,000 冊，只有國小學童組 67,000 冊的一半。到了 2007 年度國中生平均借閱量是

49,458 冊、高中生平均借閱量是 47,501 冊，分別成長了 26.8%及 31.9%。今年臺北市

立圖書館公布了 2009 年度圖書館使用統計，其中國中生及高中生總借閱率不到

15%。但是在 2009 年的借閱成長率上，國中生成長 23%、高中生成長 17%，明顯高

於其他族群，顯示國高中生借閱有明顯逐年遞增跡象，特別是 2008 年青少年借閱量

成長竟有兩倍之多，猜測北市圖應做了某些借閱策略上的調整。館長洪世昌指出，北

市圖在 2009 年上半年發行三款青少年專屬借閱證，9 月開學季分別行文北市中小學，

邀請學校以團體辦證方式，鼓勵中小學生申辦借閱證，9 至 11 月總計有 107 所學校

響應，其中辦證 300 張以上的學校有 33 所，總計有 53,396 位中小學生成為閱讀新鮮

人。 

表一 2006-2009 台北市立圖書館青少年借閱量及借閱成長率 

借閱量 國中(13-15 歲) 年成長率 高中(16-18 歲) 年成長率 

2006 39,000 冊 --- 36,000 冊 --- 

2007 49,458 冊 26.8% 47,501 冊 31.9%

2008 173,000 冊 249% 149,000 冊 213%

2009 213,000 冊 23% 174,000 冊 17% 

二、 網路書店購書統計 

根據博客來高中生書店 2008 年青少年銷售統計，平均一個學生一年的購書量約

是 10 本書，其中有 4 本是小說，是所有年齡層閱讀小說數量的 2 倍以上。就閱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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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而言，女同學約為男同學的 2.5 倍，但平均一個男生一年度的購買數量卻比女生

還多一本，而青少年小說的各類型閱讀比例則以科幻/奇幻小說居冠，男女共通的有

御我的【吾命騎士】系列排第一，連結環保與地理的【群】名列第二。2008 年日本

手機小說【戀空】高踞青少年總銷售第一， 2009 年初則由奇幻與愛情的【暮光之城】

取代。 

三、 綜合分析 

綜合以上圖書借閱統計與網路書店購書統計數據，作成以下分析； 

(一) 學校購書比重符合學生的閱讀興趣，學生閱讀興趣偏重在語文     
        類圖書。 
(二) 公共圖書館主動結合中小學辦理推廣閱讀活動，無疑是提升青  
        少年閱讀的重要策略之一。 
(三) 青少年小說的各類型閱讀購買比例以科幻/奇幻小說居冠，而 

    透過電影效果加持，奇幻題材下的愛情小說，成為男女學生 
    的最愛。 
 

肆、網路閱讀方面 

    青少年閱讀人口是數位閱讀的未來主流人口，即使過去由公共圖書館統計資料顯

示，青少年因課業壓力造成借閱率偏低的結果，然一旦日後步入成年，閱讀習慣將摒

棄傳統追求數位。 

一、 網路閱讀意涵 

根據林珊如(2003)所做”大學教師網路閱讀行為之初探”提及「網路閱讀是在網路

連線狀況下的數位閱讀」。孟瑛如，林淑惠，吳東光(2006)認為網路閱讀是「藉由個

人電腦、個人數位助理(PDA)、電子紙(electronic reusable paper)或電子墨(E Ink)等閱

讀介面，經由不同的閱讀軟體，在網路上即時或做非線上的閱讀活動」。而本文要探

討的網路閱讀是將一般的網頁或新聞瀏覽搜尋排除，聚焦在深入的精熟的電子書閱

讀。Steven Roger Fischer(2009)認為，未來「無論科技如何進步，不同的載體仍傳承

著人類的閱讀能力和書寫的知識」且「新興科技已經促使現代讀物產生出迷人的分

支。」Fischer 同時提到，「雖然，目前可以線上使用的書籍數量還很小，但是專家們

預測，一旦新的掃瞄技術大大加快了資料登錄，這個數量就會以指數方式激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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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我們身處紙本閱讀跨越到數位閱讀的過渡時期，要進入全面數位閱讀時代的

話，已經是指日可期，我們的青少年，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是否已準備好了呢?  

    二、網路閱讀調查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 2010 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在個人曾經使

用寬頻網路方面，台灣人口年齡「15-19 歲」占 93.92%。香港突破機構在 2007 年一

月到三月間所進行的一項「香港青少年使用媒體情況」調查中，受訪者平均年齡為十

七．二歲，在學青少年占 79.6%。受訪青少年平均每星期有 5.5 天會上網，當中有 

56.5% 的受訪青少年更於過去三個月有「每天上網」的習慣，平均每天上網時數為

2.9 小時。同時，受訪青少年平均一個月閱讀 6.1 本漫畫書，當中以「小說／散文（如

科幻／偵探／武俠）」類最受歡迎，有閱讀其他類型書籍的青少年百分比則偏低，顯

示香港青少年的閱讀量與種類不夠廣泛。 

中國大陸方面，梁濤(2007)在"青少年網絡閱讀的負效應及對策"，認為應把傳統

閱讀與網絡閱讀的優勢結合起來，造成互惠雙贏。另外李穎然(2007)的"少兒圖書館與

青少年網絡閱讀"建議少兒圖書館要加強青少年網路閱讀的措施，協助青少年健康成

長。2003年湖州市中學生上網調查結果，「城市學生業餘時間有42%在上網，且每天

上網時間超過半小時，而對紙質圖書的閱讀則不到每天半小時」。 

另外，法國於2005年，透過BVA協會調查， 68%的年輕人利用電視獲得資訊，

17%的人利用網路，13%的人利用廣播，僅剩1%的人閱讀紙質讀物。而法國的

Audi-presse研究協會調查15-24歲年輕人讀報狀況，發現自1994年到2007年讀報比例

下降了20%。 

三、綜合分析 

    就以上青少年網路閱讀相關調查結果，青少年逐漸遠離傳統閱讀而向網路閱讀靠

攏的趨勢，顯然中外情況是一樣的，同時台港青少年在網路閱讀興趣上也偏向漫畫類

文本。如何針對網路閱讀特性，有效地引導建立良好的閱讀興趣，讓青少年能夠健康

成長，是教育當局應當非常重視的課題。關於青少年網路閱讀與傳統紙本閱讀的差異

比較，乃筆者就孟瑛如，林淑惠，吳東光(2006)與陳冠華(2002)相關論著，加上青少

年閱讀角度，整理編輯如表二，其分項取捨標準乃針對主動性與互動性為二者最大差

異觀念下，分載體、文本、讀者三部份再往細項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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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青少年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差異比較 

比較項目  網路閱讀  紙本閱讀 

1. 載體部份   

閱讀媒介  數位螢幕的液晶閱讀  傳統紙張的印刷閱讀 

閱讀索引  提供超連結隨機檢索  翻閱目錄、依章節頁碼索引

影音附件  影音內建 影音外加 

內容存取  網路存取，不受時空限制 受實體大小、時空限制 

環保概念  綠色閱讀  紙張印刷 

載體容量 超大容量記憶體  由書籍容量而定 

使用期限  受閱讀軟體限制 永久收藏(調控溫濕度) 

載體限制  網路頻寬造成停格斷續 紙張易破損受潮泛黃生蛀 

載體價格  電腦或電子書閱讀器昂貴 價格低廉 

2. 文本部份   

版面編排 較多橫式，符合視覺效能 較多直式，符合傳統習慣 

題材取向 偏娛樂休閒 知識與生活並重 

分享討論 讀者導向，藉由網路即時回應 作者導向，非即時同步討論

內容品質 無出版編審過濾 有出版編審過濾 

內容篇幅 適合短篇文本 適合長篇文本 

閱讀批註 技術尚未成熟 呈現眉批風格 

創作保護  發展數位版權管理(DRM) 強調版權與著作權 

內容價格  便宜、成本低  昂貴、成本高 

3. 讀者部份   

數位能力  影響閱讀動機與效果  無關 

閱讀能力  淺閱讀，易分心，  深閱讀，重思考分析 

閱讀行為  受同儕影響，趨向社群互動行為 偏向個人沉浸行為 

閱讀傾向  追求時尚、新穎、快速  能控制閱讀的份量與時間 

閱讀危機 錯別字增加，影響思考與寫作 無 

說明：本表所謂網路閱讀是以林珊如(2003)界定網路為閱讀載體的前提下，結合孟瑛

如，林淑惠，吳東光(2006)與陳冠華(2002)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的相關論點，加上筆

者就青少年的閱讀角度，採載體、文本、讀者三面向，延伸各面項細節，整理編輯成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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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網路閱讀趨勢，網路上出現各色各樣的網路閱讀推薦網站、部落格，網路

工具等，有愛書人的，有作家的、有出版社的、有閱讀協會的、有圖書館的推薦等。

同儕的閱讀推薦，廣受青少年青睞，而國外公共圖書館也利用網頁或部落格適時推

薦社區青少年不錯的閱讀書單，這些有註解的書評，優於一般的網址超連結，提供

更直接的，有針對性的專業推薦，青少年讀者可以善加利用。 

    一、高中職校園閱讀網 

    台北市教育局推動高職人文閱讀，自 98 年起，由博客來網路書店協助建置高中

職校園閱讀網，作為高職學生好書推薦文章的分享平台。 

    筆者根據博客來校園團隊提供的數據，統計 2008 年 10 月~2010 年 4 月(97 下、

98 上、98 下三個學期)參與閱讀推薦的各校師生排名筆數。共計 36 所學校，總篇數

15068 篇，學生總投稿人次 7788 人，師長總投稿人次 181 人，約推薦 6500 種書籍，

表示高職生也逐漸受到校園閱讀影響，踴躍投稿推薦。推薦類別前十名除人生哲學與

職場關係外，仍為小說類包辦，推薦書籍前三名由暮光之城、追風箏的孩子、先別急

著吃棉花糖分庭抗禮，推薦次數都在伯仲之間。 

    二、社群閱讀推薦網站 

    不論是民間團體或學校圖書館或公共圖書館或閱讀協會或出版社，紛紛利用網

頁或部落格等網路工具來推薦閱讀，國內如天下遠見成立「愛閱讀iReading」、博客

來網路書店設立「松鼠窩」，藉以提供新書介紹，書摘，書評，討論分享等等，是

做為幫助青少年選擇適合讀物很好的指引門徑。茲就幾個廣受歡迎的社群閱讀推薦

網站，介紹如下-  

(一) Google 圖書  

根據該網站介紹，Google 圖書是網路上圖書搜尋利器，提供線上圖書搜尋、閱

覽的服務，收錄許多的書籍與雜誌，如您可能感興趣的書、可免費下載的經典名著、

雜誌、企管財經、文學選集、社會科學、家庭.親子.兩性、遊戲、宗教，可說是全世

界最大的免費圖書館。您可以將閱讀中、閱讀清單、已閱讀的書籍分門別類放置虛擬

書架上，標記書籤，與全世界或好友分享。這些大量的書籍是Google和出版商與作者

達成協議，Google 可以將某些圖書掃描成檔，並讓網路使用者可以在「Google Books」

裡進行「有限」或是「完整」閱讀書本內容。對於有著作權爭議的書籍內容，Google 

Books採用〝全文檢索與部分閱讀〞策略；對於著作權已經過期之書籍，讀者可以直

接在線上閱讀全部內容。 

(二) Fi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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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該網站介紹，Findbook 成立於 2005 年的秋天，以『讓買書變成更簡單的決

定』的理念，為網友們提供找書、比價的服務，是一個大型的書籍資料庫（亦包括部

分的以 CD 或 DVD 形式上市的出版品），可以讓您只要打入任何的關鍵字（包括作

者、書名、簡介、書籍條碼等等），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您所想要找的書，並且直接列

出哪裡可以購買、租用、借閱。 

    (三) LibraryThing 

依據該網站介紹，提供書籍愛好者各類書目的社會網絡，會員可以互相貢獻書籍

標籤、評價、著書背景，同時參加論壇，書評課程，彼此以書會友，持續追蹤收藏自

我喜愛的書籍，發現新書，線上談論書籍相關事物，了解同好閱讀書單。 

(四) Shelfari 

依據該網站介紹，為愛書人的社群網站，強調閱讀，分享與探索。提供會員虛擬

書架，以展示自己的喜好收藏，並且可以與好友交換，推薦，並發現新書。該網站總

部於 2006 年設立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2008 年為亞馬遜網路書店收購。 

 (五)aNobii  

屬於網路書櫃類型的社群網站，依據該網站介紹，命名靈感是來自於 Anobium 

Punctatum（書蟲的學名）前幾個音節。設立在香港島，是一個致力於建設偉大的工

具的私人控股公司，熱衷於建造有用的東西。Greg Sung是公司的創立者，設站目的

是讓志同道合的人互相聯繫，激盪出有意義的交流，並隨時都能輕鬆地匯出您的 

aNobii 資料到您的電腦或其他網路服務。 

(六)羽毛網 

依據該網站指出「羽毛.com」係為提升台灣閱讀文化，提供閱讀、音樂、電影

資訊分享交流的園地，關於閱讀分成圖文繪本等十三類主題書籍，會員可以相互評

論、發問、討論、分析比較、提供情報資訊、相關活動、公告等。該網站並提供名家

專欄，藝文報導，熱門文章、樂評、影評排行。去年 4 月 23 日改版，透過復古與文

藝的氛圍，企圖營造出一個舒適的書寫分享情境。  

    (七)豆瓣 Douban 

依據該網站介紹，豆瓣擁有 15 萬個興趣小組，1328 個主辦方，4561 個獨立音樂

人。豆瓣的發起者發現，對多數人做選擇最有效的幫助其實來自親友和同事。隨意的

一兩句推薦，不但傳遞了自己真實的感受，也包含了個人口味的判斷和篩選。豆瓣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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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網站所有的內容，分類，篩選，排序都由會員產生和決定。書評排名與標籤分類迅

速幫助會員找到適合的推薦。豆瓣網站的每個開發管理者也都是豆瓣每日的用戶，分

享著自己心愛的發現，也從參與中受益。通過點擊成員的名號或頭像訪問別人的個人

主頁，並充實自己的收藏或評論。 

表三 較知名的社群閱讀推薦網站介紹 

網站名稱 成立年代 總部位置 分享主題 主要功能 

Google 圖書 2004 加州 圖書 搜尋下載分享 

Findbook 2005 台灣 圖書 搜尋比價 

LibraryThing 2005 緬因州波特蘭 圖書 閱讀分享 

Shelfari 2006 西雅圖 圖書 建櫃分享發現 

aNobii 2006 香港 圖書 建立書櫃分享 

羽毛網 2006 台灣 圖書音樂電影 閱讀分享 

豆瓣 2005 北京 圖書音樂電影 閱讀分享 

 

陸、結論 

台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提到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 PISA2006 年閱讀素養，台

灣排名在第 22 名，鄰近的香港卻高居第 2 名，遠遠落後於韓國、日本。PISA 精神在

於「評量學生面對成人生活的準備程度，當中的閱讀評量目的則是著重在學生了解與

評鑑閱讀文本的實質能力，並了解學生以閱讀為工具的利用情形」。為了搶救台灣青

少年閱讀能力，台北市教育局委託高職國文科輔導團辦理 97 學年度高職人文閱讀活

動，並與民間企業博客來網路書店合作，推出適合中學生閱讀分享推薦平台，鼓勵推

薦與分享討論，進而帶動校園閱讀風氣。本文藉由文獻探討，就青少年閱讀興趣與網

路閱讀推薦服務綜合結論如下： 

一、 網路閱讀時代已經來臨，做好優質閱讀推薦服務是中外國家一致的課題。閱

讀興趣與閱讀推薦服務是閱讀的一體兩面，相互引導，互為因果。重視下一代的

知識力就應從閱讀力的培養開始做起，教育單位應定期調查青少年閱讀興趣需

求，建構學校閱讀指導體制，保留傳統閱讀的深度與優質，規畫完善適合的網路

閱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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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心青少年身心發展，尊重其人格特質，倡導親子共讀時間，讓閱讀成為一

種全民習慣。訂定國家閱讀年，青少年閱讀季，聯合經典著作與桂冠作家的魅力，

常態推薦知識性與休閒性讀物，鼓勵優良漫畫的產出，透過深閱讀，培育國家棟

梁的世界競爭力。 

三、 重視網路閱讀推薦服務，合作建置青少年網站，提供網路閱讀指導，善用各

種推薦工具，導入深度閱讀的多元選擇。目前由台北市教育局與博客來網路書店

率先合作建置高中職校園閱讀網，透過學校圖書館推動，以贈品贈書頒發星級證

書等方式，激勵學生上傳推薦閱讀文章，自 2009 年六月起，該網站上包括師長

上傳的推薦文章已累積達 17000 多篇，並且持續快速增加當中。與該閱讀網配套

的數位資源有各校閱讀推薦書單、中學生閱讀推廣活動、讀家電子版、中學生網

站、高中生書店等以供師生參考。 

四、 借鏡於數位租書店的成功經營模式，結合圖書館的知識性與租書店的休閒

性，以為提升導正青少年閱讀風氣的重要參考。近年來，國內租書店如雨後春筍

般，陸續以連鎖經營方式，進駐各大學校區週邊，社區街坊，人潮聚集處，其明

亮寬敞的空間，豐富齊全的漫畫、小說書種，搭配影音光碟，開放飲食等服務，

廣受青少年的青睞。其優點值得借鏡的有-1.採取會員收費制，建立資訊有價觀念

2.建立客戶群興趣檔，主動通知新書到館 3.提供會員網路討論專區 4.提供網路文

本試閱功能 5.提供電子報訂閱，服務會員最新閱讀資訊。站在教育的立場，要發

展網路閱讀推薦服務，可以結合以上租書店的服務效能與圖書館的資料選擇採訪

專業，為青少年的網路閱讀提早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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