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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隨著社會環境日漸複雜、不確定因素提昇，相對增加了危機發生的機會。公

共圖書館作為全民服務的開放性機構，除了肩負文化傳承、推廣教育的任務外，

如何在面臨緊急或突發狀況下，作出適當控制與處理，確保所有讀者能在安全、

舒適的環境下，安心地使用各項圖書資源與服務，皆顯示出危機管理的重要性。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圖書館危機管理計畫的發展，建構危機管理的模式，並提出

公共圖書館進行危機管理時應注意的事項，作為未來相關單位修訂或規劃危機管

理工作時之參考指引。 

As the society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uncertain factors have been rising, and 
also increased the probability of crises. Public libraries are the public access 
institutions and the community information centers for the whole people, undertaking 
the mission of preserving culture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which also have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ensure and provid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readers. Therefore, 
how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emergent situations,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 for each libra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The model of crisis 
management provides a guideline for the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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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圖書館是人類智慧的總匯，為讀者提供各種查詢資訊的便捷途徑。置身於開

放性的社會環境中，圖書館的生存與發展必然與環境及各種外在因素息息相關。

社會的發展除了改善並提昇人類的生活品質外，相對亦增加了環境的複雜程度與

不確定因素。這些因素往往提昇了危機發生的機率，不論對個人或組織的危機應

變與管理能力造成嚴峻考驗。因此，身處不確定的年代，危機管理的觀念對社會

上任何個人、機構組織、甚至於政府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危機管理」是針對危機或突發事件，進行的管理措施與因應策略，即組織

為避免或減輕危機情況所帶來的威脅及傷害，所從事的長期性規劃、不斷學習、

修正的動態過程（註1）。誠如廖又生所言，圖書館作為一開放的有機體，在營運

過程中需不斷與環境進行互動；在其對外適應、對內整合的過程中，必會遭遇層

層障礙與干擾。（註2）在各類型圖書館中，公共圖書館與社會大眾的關係最為密

切。而由於其服務範圍及對象多元廣泛，常導致例外管理（management by 
exception）的情況發生。例如，有些公共圖書館曾發生讀者飲料遭下迷藥的事件、

某公共圖書館則曾有兒童的家長發起的抗議事件，這些都反映出公共圖書館確實

需具備危機處理與溝通能力。（註3）Bruce A. Shuman 指出，任何公共服務組織

都必須承擔環境及其他因素帶來的風險。（註4）圖書館身處於快速變動的環境

中，若未能迅速作出適當的反應，抱持居安思危的警覺性，對其未來發展及永續

經營將造成嚴重的影響。本文茲透過探討圖書館危機管理相議題的發展，並以公

共圖書館人為誘發型危機為主軸，結合相關理論基礎及實務概況，為公共圖書館

危機管理的發展提供參考指引及建議。 

貳、 危機管理對公共圖書館的意義 

危機的概念範圍非常廣泛，具備多種複雜的特質，常對組織或個人的目標、

聲譽、利益，甚至存續帶來威脅。公共圖書館作為全民的資訊服務中心，除了以

提昇及培養民眾資訊素養，傳揚書香社會的責任外，確保讀者能在安全、舒適的

環境中享用各項圖書資源及服務亦是其重要責任之一。但由於公共圖書館的開放

性，服務對象範圍廣泛、開放時間長，使其面臨危機的風險，往往較其他類型的

圖書館為高。 

除了天然型危機外，近年人為造成的危機事件亦不斷上升，大大削弱了館員

的工作士氣。這些由人為引起的危機所構成的安全問題，常為圖書館的形象造成

傷害，直接降低圖書館的服務品質。苗蕙芬認為，國內圖書館對於安全問題未加

注意，相關措施及配備普遍不足，各館之間亦缺乏經驗交流的管道。（註5）王元

仲亦表示，社會及圖書館界應共同正視在公共圖書館開放空間內的安全問題；作

為現代的館員，除了能充分運用資訊技術外，更需加強對各類危機、突發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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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與緊急處理能力，才能應付現時多元且複雜化的社會環境下所衍生的各種潛

在問題。（註6）宋建成更指出，危機具有突發性且不能完全避免，一遇突發事件

危機即可能隨時爆發。因此，他認為圖書館對於小至讀者投訴、不滿意或輕微的

衝突事件等都不能掉以輕心，應及時作出適當處理，避免事件擴大或惡化。（註7） 

人為因素構成的危機為其帶來的困擾及影響，發生頻率往往較天災型危機為

高。這些人為因素造成的問題，對於館方在安全管理及日常服務的運作上，皆會

造成一定阻礙。故在本研究中，茲以公共圖書館的人為誘發型危機為研究主題，

並探討適用於公共圖書館處理相關危機狀況的方式，減低事件發生時對圖書館造

成的傷害，避免爭議。 

公共圖書館屬於非營利性組織，在危機事件中若未能進行妥善處理，將對其

「有形」及「無形」的財產，例如人員、館舍設備及財產、圖書館的形象等構成

重大威脅及損失，直接影響組織日後的營運與發展。（註8）美國一項針對公共圖

書館的調查發現，有七分之一的圖書館員曾有被侵害或威脅的經驗。其中，美國

Bury Park Library 圖書館更因連續遭受讀者侵擾而面臨關閉，並需另謀他處重新

營運的情況。另一更嚴重的事故則發生於美國 Castle field Library，該館因讀者的

犯罪行為而必須面臨永久關閉的命運，館員更因遭到不良讀者威脅而提出辭職。

（註9）杜京生亦提到，若館員安全受到威脅，將影響其服務及工作；讀者亦可

能由於感到安全受威脅而避免使用圖書館，結果將造成圖書館各項資源的浪費。

（註10）大眾對圖書館的安全性產生質疑，加上其他讀者抱怨，都會造成館員士

氣低落與挫折感。因此，就相關情況的訂定適當的處理方式及防範機制，乃是圖

書館不容忽視的責任。（註11） 

參、 圖書館危機管理之起源與發展 

1966 年意大利佛羅倫斯（Florence）發生了一場嚴重的水災並帶來重大破

壞，引起圖書館專業人員對危機及災害預防等議題之關注。澳洲國家圖書館曾於

1985 年 3 月遭到火災侵襲，由於該館之前並未對任何緊急事故作出準備，亦不

曾為館內員工、建築設施或館藏制定緊急處理方式，使該次火災事故的救援工作

陷入困境。雖然，此次火災並未造成重大損失，但該館受災後仍需花費近一年的

時間，才完成復原工作。（註12）經由此次災劫後，再次引起澳洲圖書館界對於

相關議題的關注。該館更成立「災害計畫委員會」，以應付未來各種可能發生的

危機展開進行準備工作，並推派館內各主要部門的高階管理人員作為代表，制定

該館的危機管理計畫。由此可見，1985 年的火災是澳洲圖書館界對圖書館危機

管理之運作及概念的轉捩點，促使圖書館界改變以往只重視館藏處理導向，及將

該維護工作與日常的圖書館活動隔離之作法。（註13） 

根據大英圖書館在 1996 年發表的圖書館及資訊研究報告，1980 年代中後期

是英國圖書館界災害管理的意識及活動提昇的時期。（註14）事實上，在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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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初期英國大部份圖書館尚未制定災害控制計畫。直至 1994 年，英格蘭東部

的挪利中央圖書館發生大火以及之後倫敦公會大學 Fawcett Library 遭受洪水侵

襲等多起災例後，才改變了許多圖書館對危機及災害管理的看法，並使圖書館管

理階層意識到危機及災害管理的重要性。（註15）美國學院與研究圖書館協會

（ACRL）1994 年進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大部份已成立危機管理小組的圖書館

中，約有一半表示其小組成員主要由該館人員所組成。有些圖書館則將組織外的

危機處理專業人員列入小組之列，而大部份圖書館並未對各類天然或人為誘發的

危機作出適當考量與準備。該調查顯示出的重要訊息，是不少圖書館因未曾遭受

任何災害的破壞及威脅，在缺乏經驗下大多忽視危機管理的重要性；不少館員對

於危機及相關預防措施的概念更缺乏基本認識，館方提供的相關培訓亦顯不足。

（註16）大英圖書館 1996 年對英國圖書館進行大規模全國性調查主要目的是為

圖書館界提供廣泛且基本的危機管理資訊。同年，英國更有保險公司因應英國圖

書館對各類危機威脅的關注，開始協助圖書館員發展關於危機事件的規劃及管理

技巧，以降低危機為圖書館帶來的威脅。（註17） 

在 2003 年，國際圖書館協會聯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簡稱 IFLA）舉辦的第六十九屆年會中，曾以「為

最壞情況作準備，透過計畫作出最佳準備：如何保障我們的文化遺產免除災害」

（Preparing for the Worst, Planning for the Best：Protecting our Cultural Heritage 
from Disaster）為題，邀請各國圖書館界、檔案館及博物館學界的學者專家人士，

就相關議題進行研討及經驗分享，以提昇人們對相關議題的重視。（註18）在 2004
年 IFLA 第七十屆年會中，更提出一項關於全球國家圖書館災害預算及準備計畫

之調查，其透過問卷方式向全球 177 個國家的國家圖書館進行調查；以瞭解各館

近 10 年間曾發生的災害事故之數量及類型，並蒐集仍未訂定相關計畫的圖書館

之主要原因為何。（註19） 

危機管理的概念在台灣地區的社教機構中亦屬較為薄弱的一環。觀察圖書館

界對危機或災害管理的議題，大多集中於圖書館建築、書架結構安全、地震之災

後重建工作等，而針對其他類型的圖書館危機及突發事件的處理方式，則多以個

案分析的方式呈現，對於整體性的危機管理計畫及相關機制的訂定方式，似未有

深入的探討。 

有關圖書館自然災害方面的研究，中國圖書館學會曾於 1999 年 12 月的會訊

中以「921 集集大地震特載」發表專題報告；同年，黃國正亦以「圖書館火災防

制之研究：以大臺北地區公共圖書館為例」為題撰寫論文（註20）；2003 年，張

志明則以「圖書館地震災變管理之研究：以 921 地震中部受災地區之大專圖書館

為例」為題進行個案研究（註21）；有關圖書館安全管理及緊急事件處理方面，

在 1997 至 1998 年間，王元仲及唐雨漁分別探討公共圖書館突發事件的案例。（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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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對各國圖書館界在危機管理相關發展概況之探討，可發現危機管理

議題在圖書館國際組織及國外圖書館界已漸受關注，不少圖書館亦已制定相關計

畫及因應政策與措施。而國外圖書館對危機管理的研究及經驗，均可作為我國日

後訂定相關計畫時的借鏡。誠如張瑞濱指出，社教機構應及早建立危機管理機制

並制定一套應變計畫，以因應現時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及各種因素所造成的突發

性危機，降低危機發生時對機構的傷害。（註23） 

肆、 圖書館的危機類型及相關構成因素 

一、 圖書館的危機類型 

2004 年，在 IFLA 第 70 屆年會一份有關全球國家圖書館災害預防與準備計

畫之調查結果發現，圖書館最常發生的災害為火災、其次為水災、地震、恐怖事

件、內部衝突、戰爭，而其他類型的災害則包括暴風雨、人為災害等。（註24） 

聯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在「世界記憶計畫」（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一份有關於世界文化遺產的災害管理計畫的內容中曾歸納出引起災害

的主要原因，包括： 

1. 天然型災害（Natural Disaster） 

如豪雨及颱風、洪水、蟲害（如昆蟲及害蟲）、地震、火山爆發。 

2. 人為災害（man-made Disaster） 

如戰爭或恐怖攻擊、火災、水災（由水管破裂、天花板漏水、排水阻塞

及滅火造成）、爆炸、化學品洩漏、建築上的缺陷（如建築結構、設計、

環境及維護等）、電力設備故障等。 

除了上述兩類型危機外，根據 Guy Robertson 的研究分析，圖書館可能面臨

的風險類型中更包括下列兩項：（註25） 

1. 科技型風險（technological risk） 

如複雜的電腦系統故障、或系統受到來源不明的網路駭客攻擊、電力故

障等皆屬之。 

2. 安全方面的風險（security based risk） 

安全方面的問題包含諸如小偷、惡意破壞及恐嚇等均屬之。 

Julie A. Page 指出圖書館不僅需要面對一般為人所知的危機因素（如自然災

害：地震、颱風等），有時更需面對一些由人為因素造成、更為複雜的人為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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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災害。這些人為誘發所造成之危機的成因包括：（1）惡意破壞者造成；（2）不

小心造成；（3）意外及偶發事件。Bruce A. Shuman 將危機分為「天然型危機」

及「人為型危機」兩類，前者係指由自然環境及現象引起，而後者則由於人類的

活動，可能是蓄意或非蓄意，惡意或不小心引起。（註26）Lincoln 指出由人為引

起的問題，輕微者可能是對圖書館的財物設施造成破壞或損失，嚴重者更會引致

服務中斷或閉館等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則包括館員及讀者在相關災害發生後，產

生恐懼及害怕等心理狀況，可能影響館員工作效率，或使讀者減少或不再使用該

館。以往圖書館在處理安全問題時多著重於館藏資料及機器設備等硬體上，對於

人身安全的重要性則較為忽略；但實際上讀者使用圖書館時，除了希望館方提供

寧靜、舒適之閱讀環境及親切的服務外，更重要的是圖書館給予人們的安全感。

（註27） 

經由上述多位國內外學者對圖書館危機及問題類型研究，可歸納出圖書館可

能面臨的危機類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類：（1）天然型危機；（2）科技型危機；

（3）人為誘發型危機。 

二、 構成公共圖書館人為誘發型危機之相關因素 

圖書館的安全問題多屬人為誘發，相關問題與危機的成因往往複雜且廣泛，

其重要程度及嚴重性亦有所差異。茲分析構成圖書館人為誘發型危機的相關因素

如下： 

(一) 圖書館內部因素 

根據 Lincoln 在 1987 年就圖書館罪案及破壞行為的一項國際調查發現，促

成圖書館產生相關問題的因素如下：（註28） 

1. 人員進出圖書館非常方便（主要原因）； 

2. 圖書館館藏資料具有一定價值； 

3. 圖書館讀者的年齡層廣泛； 

4. 圖書館一般有固定的開放時間； 

5. 圖書館一般缺乏安全管理； 

6. 圖書館人員缺乏犯罪防治及安全管理相關訓練； 

7. 圖書館館舍設計缺乏安全考量； 

8. 圖書館的活動層次妨礙監督的進行； 

9. 館員一般抱持著不願意參與圖書館安全管理的態度。 

綜合苗蕙芬及杜京生相關研究發現，對公共圖書館安全構成威脅的因素，可

歸納為下列各點： 

1. 公共圖書館開放及服務時間長，除了容易令館員鬆懈外，亦容易成為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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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漢及違規者有機可乘的目標場所； 

2. 公共圖書館服務對象範圍廣泛、多元複雜，人員素質的良莠不齊，都增

加了管理上的困難； 

3. 一般讀者漠視圖書館的犯罪行為，間接提供潛在違規者成功犯案的機

會。不少民眾更認為本身為納稅人，有權帶走圖書資料或不遵守圖書館

規範任意使用圖書館各項資料，成為圖書館經營者執法上最大的衝突； 

4. 公共圖書館長期以來人力不足的問題，使館員難同時兼顧館舍死角的巡

邏工作。加上缺乏足夠的教育訓練且危機意識不足，使危機一旦發生，

亦無法妥善處理。此外，館員對有關犯罪防治、安全防護等相關議題的

知識及訓練普遍不足，對相關事件的處理方式上似未建立正確的態度； 

5. 圖書館的安全系統不足或設置不當。國內不少公共圖書館由於缺乏經

費，或是對安全問題未予重視，館內的安全設備不足往往容易成為犯罪

者的目標； 

6. 圖書館缺乏強制有效的法令保障。鄭靜欣亦指出，國內圖書館各項規定

多由於業務需求才訂立，制定過程不夠完備，在缺乏相關政策與規範的

情況下，館員與讀者往往基於自己的道德尺度衡量問題，容易引發爭

議。（註29） 

2005 年，劉家寶的碩士論文「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危機管理之研究：以人為

誘發型危機為例」發現，構成公共圖書館發生各類人為誘發型危機的因素主要可

歸納為下列各項： 

1. 讀者素質良莠不齊； 

2. 館員素質、溝通能力與服務態度； 

3. 一般讀者與館員缺乏危機意識，警覺性不足； 

4. 公共圖書館服務性質構成之限制（如出入方便、使用者設限門檻低）； 

5. 公共圖書館內部管理政策不善（如通報機制不健全、管理疏失等）； 

6. 公共圖書館人力、軟硬體資源設備不足所構成的潛在危機。 

大部份國內公共圖書館雖多已訂定違規處理措施，但在相關規範措施上仍偏

向採用較隱含的方式表示，內容上亦未明確列出違規行為的定義，或是僅列出一

些性質較輕微，如不可喧鬧、禁止飲食等行為。由此可見，多數公共圖書館大多

基於以「服務」讀者為宗旨，認為民眾是納稅人，圖書館應以不觸犯或得罪讀者

為原則，避免引起民眾爭議而對圖書館日常業務運作構成影響。（註30）然而，

從國內外不少危機事件及專家建議皆可證明，訂定明確的規範及條文是保障館方

財產、人員及讀者安全的有效方式，並可作為館方處理相關事件時的有力依據。

因此，公共圖書館如何在「人情」與「法理」之間取得平衡，並與讀者達成共識，

對落實危機管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 其他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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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Jay Lincoln 的研究指出，發生在圖書館的違規行為，往往無法獨立於所

屬社區中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等特質。他建議圖書館若能實際參與社區活動，增

加鄰里監控能力，建立社區民眾對圖書館違規行為準則的認知，應有助發揮社區

犯罪防治之效。（註31）李素蘭亦指出圖書館所屬社區的類型及其服務對象之類

型等因素，亦是構成圖書館安全威脅的因素之一。通常一些位於社經地位較高的

社區圖書館，其安全上的顧慮亦較低。在美國一些地區的公共圖書館，一到晚上

或週末時則沒有讀者敢前往使用。（註32） 

事實上，對圖書館安全構成威脅的因素十分廣泛，大環境外在的因素，諸如

社會的景氣、社經狀況等都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犯罪指標，其衍生的治安問題將

直接影響圖書館。另一方面，問題讀者諸如流浪漢、精神病患等，同樣常為圖書

館的安全構成危機。由此可見，只要位處於開放的社會環境下，則難以完全避免

各類天災人禍的傷害及威脅。不同國家、地區、類型的圖書館所面臨的危機不盡

相同，但沒有任何一個圖書館能保證其絕對安全。雖然危機不可能被完全根滅，

但透過適當的預防措施，如制定適當的處理程序、定期檢查或設置足夠的安全設

備等方式，都有助於緩和風險。館藏遺失、遭破壞或電腦設備遭竊都可經由補購

重新獲得。但若是造成館員或讀者傷亡，則將造成永久的遺憾，故在各類圖書館

的危機事件中，仍應以「人員安全」為第一優先考量。 

伍、 公共圖書館危機管理計畫之製作 

一、 制定圖書館危機管理計畫之意義 

危機管理計畫是危機管理整體的核心所在，更可視為重要的政策及訓練文

件。危機管理的落實除了靠組織作出持續保證、定期進行更新及檢討外，更需獲

得組織文化的支持與認同。（註33）英國一份對圖書館及檔案館的調查結果顯示，

大部份受訪館員皆表示危機管理計畫能加強其處理危機時的信心。Johanna 

Wellheiser 及 Jude Scott 認為，全面性的危機管理計畫可確保圖書館提供持續的服

務，並避免危機對館藏、設施及系統造成災害及損失。（註34） 

實際上，圖書館的危機管理與館內各項業務之間（如館舍、館藏及人員的組

織方式）都是息息相關且相互影響的。范豪英指出圖書館可透過對政策面、館舍

設施等軟硬體進行安全稽查及檢討，透過加強相關人員配備及合作，來達成並強

化圖書館危機管理的成效。（註35）然而，制定危機管理計畫並非紙上談兵，必

須配合適當的教育訓練作支援，加強人員的危機意識及所需具備的相關知能，並

經由實際演習來測試危機管理計畫的適用性。 

二、 圖書館防範危機之相關政策與注意事項 

(一) 管理與政策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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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置危機管理專責單位 

Bruce A. Shuman 建議不論圖書館規模大小都應設置安全管理辦公室或

要求人員專責處理相關事務，並撰寫安全相關計畫。（註36） 

2. 規劃危機管理政策，並進行明確宣傳 

圖書館若本身具有良好的管理政策與實施將有效降低相關違規現象。透

過適當的安全政策及規範，可作為糾正違規者的依據，即館方約束讀者的方

法。而加強宣傳圖書館的相關規定或措施，讓全體館員及讀者了解館方的規

定，都能有效避免違規行為發生後所造成的誤解或衝突情況。 

3. 訂出讀者行為規範的標準，並將其公開化 

Kelly D. Blessinger 提到圖書館若要有效防治各類讀者的問題行為，保障

其免受讀者問題的困擾，則必需透過訂定書面化、清晰與簡潔的指引。除了

需要訂出問題發生時的處理方式外，在處理問題時亦要取得一致並採取公平

的對待。（註37）Mark R. Willis 認為一份良好的圖書館讀者規範，應符合下

列條件：（1）內容清晰；（2）易於理解；（3）易於證明；（4）符合法理；（5）

實際需求；（6）適當具體；（7）公開宣傳。（註38）。許世瑩建議圖書館在製

定讀者行為標準或規範時，若能邀請當地社區居民參與，並提供適當的定義

及意見，將有助相關行為規範更符合當地社區的行為標準，進一步提昇其認

同感。（註39） 

4.為館員提供書面化的危機管理手冊及指引 

Susan C. George 建議圖書館應能條列各種可能發生的危機風險，並列

出其解決方法，最佳的方式是將之書面化。她認為圖書館危機應變手冊的內

容應包含下列各項：（註40） 

（1） 列出可能面臨的危機清單，包含類型、構成的傷害及防範方式； 

（2） 列出圖書館所屬地區的危機、災害範圍，以及緊急事件發生時何

處可取得所需的資源； 

（3） 列出本地具有緊急應變專業知識及技能的專家名單及連絡方

式，包括在校的專家，本地或其他地區的緊急應變處理部門等； 

（4） 製作全館人員的聯絡清單，以備緊急事故發生時能儘快安排附近

的員工前往圖書館； 

（5） 準備一份精確的圖書館建築結構平面圖，並詳細列出緊急逃生出

口及館內員工、各種器材設施的所在位置； 

（6） 列出關於圖書館災後復原相關書目文獻清單以供參考； 

（7） 列出館內各項設施及館藏數量的清單，以備清點受損冊數及物

資，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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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定災後復原工作之執行流程。 

除了上述程序需要落實執行外，Susan C. George 建議圖書館應儘量將手

冊之複本放置於所有員工能取得之處，全館人員都必須知道手冊放置的位

置。圖書館更應將手冊的複本交予圖書館行政管理組織、當地的緊急應變部

門、消防單位以及任何被視為緊急災難事故的專家或資源。（註41）不過 Guy 

Robertson 認為，雖然制定圖書館危機管理手冊對於館方遇到危機與災害事

故時具有一定指引仍用，但僅制定相關手冊並不足以應付各種突發的危機與

災害事故。更重要的是必須從平日便培養出圖書館員的安全意識及文化，提

昇館員的危機感。（註42） 

5.建立良好的溝通與通報機制 

圖書館可透過會議、訊息交流、小組討論等多元管道，定期就相關個案

及可能發生的情況進行討論及經驗分享，以防類似事件再度發生。 

6.制定圖書館的公關策略 

良好的公關技巧，對圖書館面臨外界負面批評及指控時具有甚大的助

益。而制定適當的公共關係策略，為員工提供適當的公關技巧訓練課程，都

有助將危機帶來的傷害減至最低，並為圖書館建立正面形象。（註43） 

(二) 危機偵防與相關防範措施 

Robert Chadbourne 建議圖書館可採取下列方式以改善其安全防護機制：（註

44） 

1. 館舍內部應保持良好的視野； 

2. 與警政單位及偵防單位合作並建立良好的公關； 

3. 製作並張貼適當的標語及告示，加強讀者的警覺性； 

4. 透過個案模擬演練提高大眾對違規行為的重視； 

5. 實施走動管理； 

6. 考量法令及社區需求，重新檢討並宣告圖書館的安全防護政策。 

此外，定期檢查並加強圖書館各項安全防護的硬體設施（例如在館舍死角加

強燈光，廁所增設警鈴），並配合適當的人員定時在館舍巡邏，都有助降低危機

發生的機率。 

(三) 教育訓練方面 

圖書館的危機管理教育訓練，必須涵蓋所有員工。如就臨時人員、工讀生及

其他非正式員工亦可提供規模較小的危機管理相關訓練及研習課程，使同仁熟悉

館內的危機管理計畫內容及遇到相關情況時的處理程序。（註45）館員的訓練須

涵蓋下列各項：（1）圖書館危機管理相關政策及處理程序；（2）衝突解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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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培養；（4）潛在問題的處理方式等層面。（註46） 

圖書館透過上述方式皆是治標之法，要有效減低各類人為誘發的危機事件發

生的機率，仍需透過加強讀者對圖書館功能的認識與教育，並協助讀者建立使用

圖書館應具有的道德與法律觀念。Alice M. Chavez 指出目前已有一些圖書館透過

圖書館利用教育，向讀者宣導館內的適當行為標準。（註47）由此可見，落實圖

書館利用教育，為讀者建立安全意識並加強其對圖書館功能的正確認知，都能有

效降低不當使用，促進相互了解。 

(四) 執行危機管理時的注意事項 

1.保持警覺性，維持良好的溝通並鼓勵通報行為 

圖書館的主管階層應經常注意各種警告訊息。對圖書館存在相關問題

事件，仍需與館員進行適當溝通、傾聽各方意見並給予屬下支持，鼓勵其

通報行為，才能提昇人員對問題事件的警覺性。Mark R. Willis 亦提到，圖

書館管理者若能以直接方式與人員進行良好溝通及互動，並保持敏銳觀察

力，將有助其發現更多有用的資訊。（註48） 

2.適當授權 

圖書館管理階層給予員工足夠的支持並作出承諾，都有助他們在壓力

或危急的情況下作出正確的判斷與決策。透過適當的授權可讓員工更安心

地執行館方的政策，並處理各類問題情況。 

3.彈性處理 

讀者問題若處理不善，將可能為圖書館帶來更繁複的問題。程良雄建

議圖書館在處理讀者問題時，應能適當規範並視情況進行彈性處理，更需

就讀者的權利與義務作明確告知；面對素質參差不齊的讀者，館員必須配

合走動管理、敏銳觀察，才能確保館內各人員的安全。（註49） 

(五) 建立危機管理的經驗交流與合作機制，適當運用各項社區資源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州 密 爾 瓦 基 市 的 圖 書 館 議 會 （ Library Council of 

Metropolitan Milwaukee）已為區內圖書館規劃了「人、問題與政策」的研討

會，為各館提供一個共同分析圖書館經常遇到的問題情況、針對各館的回應

方式進行評估，並進一步就如何製作更有效的圖書館安全政策進行討論。該

研討會帶來的最大效果，是為區內圖書館建立起定期交流與分享的機制。（註

50） 

適當運用社區資源是其中一種有效緩和及解決圖書館內各種問題行為

的方式。事實上，造成相關問題的責任及其解決方法，應由圖書館、讀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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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區來承擔。一些地區權力單位，有時對提昇社區在預防罪案、違規行

為以及對危機的警覺性等方面之推廣工作往往更為積極。例如一些警政部

門，本身亦設有「個人安全防護」及「犯罪防治」等層面的課程資訊，這些

資訊都可作為圖書館改善安全措施的重要資源，其與圖書館的需求亦相符。

而在一些社會服務或教育單位等部門中，更擁有不少可為圖書館人員提供教

育訓練的人才及資源。（註51）圖書館除了在遇到緊急情況時，需向相關單

位請求即時救援外，平日亦應建立互動關係。例如，派出管理階層及面對問

題事件的前線館員與警方進行會晤，都有助促進雙方的瞭解。 

(六) 進行危機的後續追蹤與跟進 

危機事件發生後，館方須視情況加以追蹤並觀察是否有後續狀況發生，

並作出適當的善後及因應措施，如向大眾媒體發表聲明、安撫受害者或修訂

相關措施等。進行危機後的追蹤及與相關單位保持密切連繫，都有助圖書館

掌握事件的發展概況，擬定適當的因應措施。 

三、 圖書館危機管理計畫之方式與內容 

危機並不可能完全避免，但圖書館不可因而放棄保護讀者及館藏的責任，除

了需儘速針對一些容易受損的館藏項目進行評估外，更應熟悉危機計畫中所有流

程及步驟，以便在危機發生時即能適當運用。撰寫書面計畫是預防危機及災害最

重要的步驟，除有助減輕危機發生時造成的恐慌外，更可協助決策過程，並儘量

減輕危機對圖書館的損害。 

Muir 及 Shenton 建議圖書館規劃危機及災害準備計畫，可參考下列方式執行

之：（1）與區內相關網絡接洽；（2）向所屬母機構或規模較大的單位尋求協助；

（3）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就危機及災害之準備進行演講。若圖書館已設有相關計

畫，則可：（1）成立專責小組以檢視及更新該計畫；（2）透過實際演練協助檢視

計畫內容之適用性。（註52） 

一般危機或災害計畫應包含下列各程序：（1）責任指派或歸屬；（2）進行初

步調查及研究；（3）與當地各緊急應變單位建立聯繫；（4）為危機小組成員設定

工作目標與任務；（5）進行館藏、財物設施的調查並決定搶救時的優先順序；（6）

找出及評估各種潛在的危險因素；（7）考量相關災難涉及的財政需求；（8）執行

計畫；（9）測試、修訂及維護計畫內容。（註53） 

此外，據劉家寶就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危機管理之研究指出，圖書館危機管

理計畫之內容架構可包含下列要件：（註54） 

(一) 緣起與目的 

公共圖書館在危機管理計畫中，應訂有目的、任務說明之項目，並敘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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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依據，讓同仁或相關單位瞭解其設立之目的。 

(二) 人員組織編制及架構 

說明危機管理各項工作的人員安排與任務分配及編組方式。如詳盡載明小組

成員的「職稱」、「組別」、「負責人（或臨時代理人）」、「任務及職掌」等項，清

晰地顯示出各成員在危機管理過程中的功能與責任。 

(三) 制作各類危機的處理要領及標準作業程序 

在計畫中，應列出各類公共圖書館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及危機事件之處理方

式及要領，以作為值勤人員的參考依據。內容應涵蓋相關事件之處理原則、流程、

通報程序等。 

(四) 通報流程與通訊連絡方式 

各館除了需訂有館內各部門人員最新的連絡清單外，更應備有可為提供各類

緊急支援的其他外部單位之連絡方式，如警察局、消防局、醫療衛生單位等。並

應制作訂出簡明扼要的緊急事件通報程序流程，作為人員進行危機通報時的參考

依據。 

(五) 危機相關教育訓練機制 

在危機管理相關計畫中，應就危機教育訓練舉辦的時程、舉辦方式及內容等

項目進行規劃，以確保教育訓練能定期執行，維持人員的緊急應變能力。 

(六) 獎懲相關規定 

為增加人員對圖書館危機管理工作的重視程度與責任感，館方可在計畫中設

立「獎懲」一項。若執行計畫有功且能及時消弭危機避免重大傷害者，則從優議

獎，反之，若因延誤通報或處理不當導致危機惡化者，失職人員將簽請議處。 

陸、 公共圖書館危機管理模式之芻議 

一套有效的危機管理機制，應能按照危機各階段發展的需求，統籌並安排危

機管理各階段的任務與工作。例如在危機發生的前、中、後三個階段，進行危機

的「偵測、預防、準備、回應、復原及學習」等各項工作。透過將危機管理工作

制度化，將有助促進並發揮危機管理的整體效能，並提高執行效率，協助組織遇

到危機時亦能迅速、有效地進行處理，減低危機造成的傷害。以下茲就圖書館危

機管理機制的規劃程序、所需涵蓋的要件等進行討論，並配合公共圖書館實務需

求，發展出「公共圖書館危機管理模式之芻議」，如圖 1 所示。 

一、 危機發生前 



 

 14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的營運環境不盡相同，因此各館須透過評估與分析，確認

出可能面臨的潛在危機（例如館舍建築設計與結構安全、可能面臨的危機威脅

等）。並就可能發生的情況作充足的準備，減低危機帶來的傷害。危機發生前，

圖書館可執行下列各項工作：（1）制定危機管理計畫；（2）落實危機偵測與安全

檢查機制；（3）制定危機管理相關政策措施及適當的行為規範；（4）危機管理人

力與資源配置；（5）建立危機管理教育訓練機制；（6）與利益關係人建立良好的

通報與連絡機制；（7）建立危機知識管理庫，促進經驗傳承與交流。 

二、 危機發生中 

當危機爆發時，館方宜採取下列程序及措施：（1）執行緊急處理作業程序；

（2）即時通報，並啟動危機處理小組；（3）指派單一新聞發言人，避免訊息混

亂；（4）進行初步的危機評估，並作紀錄與保存。此外，為避免緊急情況令人員

產生不知所措的混亂局面，圖書館應設置危機指揮單位統籌相關工作，並監控危

機發展情況。 

三、 危機發生後 

危機發生後，應透過建立危機復原系統，安排適當人員進行災後復原工作，

視情況向相關單位尋求專業諮詢及協助，並規劃各項因應措施或暫時性服務，讓

圖書館服務能持續為讀者提供。復原階段的工作主要包括：評估危機管理計畫，

進行適當修正，以及確立圖書館危機學習與交流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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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公共圖書館危機管理模式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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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與建議 

在不確定的年代，作為全民資訊中心的公共圖書館，為保障讀者安全應儘速

建立危機管理制度，加強對危機意識及相關規範的宣導，以為人員培養出正確的

危機管理態度及所需具備的知能。圖書館在面臨各種複雜、多變的危機及安全問

題時，除了平日做好預防、監控及分析等工作外，制定一套清晰、明確的書面化

危機管理計畫及政策對整體危機管理效能至為重要。相關政策及指引不但可作為

員工處理相關危機時的指引工具，亦可作為圖書館與讀者、館員之間的溝通工

具，並取得雙方對圖書館內的行為規範及問題達成的一致共識，減少爭議並保護

雙方權益。誠如 Alice M. Chavez 所言，沒有任何一套安全系統是完美無缺的，

圖書館裝置各類安全系統的最大目的在於發揮預防及遏止作用，但若館方忽視員

工的危機意識或危機偵防的工作，則仍難以完全避免危機可能帶來的傷害。作為

公共圖書館館員，亦須時刻作好心理建設，並充分了解圖書館的概況及各類危機

情況下的作業程序，以備危機或緊急狀況一旦發生時，仍能冷靜以對、謹慎處理，

儘速協助圖書館脫離困境，減低危機帶來的傷害。唯有在各方面作好充分準備，

才能讓圖書館從各種層出不窮的危機事件中從容以對、轉危為機，為民眾提供更

優質、安全的終身學習環境。（註55） 

基於危機具有突發性，對圖書館臨場應變能力造成考驗，因此，公共圖書館

應具有「預防勝於治療」的觀念，化被動為主動，儘速規劃並建立適當的危機管

理機制，才能保障廣大讀者及圖書館的安全。茲提出下列建議，供相關單位參考： 

一、 儘速將安全管理議題納入圖書館法及營運標準中，以保障館方與 

讀者之安全 

公共圖書館屬開放性的公共場所，雖然受到政府相關法令保障，然而若能在

圖書館法及營運基準中明列相關細則，將能更明確、有效地提昇各館對相關議題

的重視，更可健全圖書館的安全管理制度。建議兩岸三地圖書館界可參考國外相

關作法，儘速將安全問題列入圖書館法的範圍。透過立法及制度化的方式，促進

各館定期切實執行安全檢查工作、儘速訂定適當規範措施，並為相關人員提供適

當的危機管理相關教育訓練，加強危機預防工作的成效。 

二、 建立公共圖書館危機管理經驗交流與合作機制 

圖書館管理階層所累積的危機管理經驗以及館方以往的危機處理方式，都是

館員處理危機時重要的參考依據。公共圖書館在營運及管理上具有同質性，若各

館能攜手合作，定期進行危機管理經驗交流及研討，將有助共同及早發現經營上

可能遭遇的各類潛在危機，並及時擬定適當的危機管理及因應措施，提昇危機管

理之效能。圖書館主管單位或專業學會，應儘量協助公共圖書館規劃並建立危機

管理經驗分享與交流的機制，促進同業間之經驗分享與交流互動，以制定更完善

的危機處理方式及預防措施，提昇整體圖書館的危機管理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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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圖書館宜儘速規劃並落實危機管理計畫及政策 

一套完善的危機管理計畫可以說是任何組織實踐危機管理工作時的核心所

在，並能加強人員在處理危機時的信心。各公共圖書館在積極提昇服務品質的同

時，更應重視危機管理工作的重要性，儘速將危機管理視同圖書館日常管理工作

之一環，以共同維護圖書館環境的安全及圖書館人員、讀者的安全。 

 
四、 圖書資訊學系所及圖書館專業學會應將危機管理納入相關課程 

或在職訓練，以提昇圖書館從業人員的危機意識及素養 

在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中，危機管理已成為個人、各機構組織不可或缺的基

本能力。透過適當的課程規劃，及早為館員建立正確的危機管理觀念及態度，將

有助加強館員的危機應變能力。圖書資訊相關系所應重視危機管理議題的重要

性，將其納入適當的課程（如圖書館行政、讀者服務等課程），或鼓勵學生修習

外系開設的危機管理課程。此外，圖書館專業學會在規劃年度的專業課程或各類

研習班時，宜將危機管理相關議題納入其中，並邀請危機管理相關專家學者或業

界具有相當經驗者，為在職館員進行授課，協助相關人員建立正確的危機意識及

素養，充實圖書館專業人員的危機管理能力，都是提昇館員危機管理知能與素養

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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