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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與國小學生主題探索之研究 

中文摘要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教育改陏的世代，而「主題式學習」則是近年教育領域的新趨勢。

在主題式學習的風潮下，學生透過深入的研究，主動的搜集、整合與主題相關的資料並

完成主題報告。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分析學生在主題式學習下所需加強的圖書資訊能

力，以及學習圖書資訊冺用相關知識的情形，透過課程提供學習機會，再於課後分析學

生進步之處。研究對象是台北市某國民小學五年某班的32位學生。研究透過個案研究的

方式，觀察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過程中的資訊尋求行為，資料蒐集的方式以觀

察、訪談與學習檔案分析為主。研究進行方式乃透過學生主題探索時的行動與資訊尋求

行為觀察，分析所需加強的圖書資訊相關技能，再依據學生之能力，設計符合其需求的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並在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之後，歸納學生在主題式學習進步之處。 

研究結果反映學生圖書資訊技能的提升有助於主題式學習，學生對於圖書資訊冺用

學習活動的各單元感到滿意。本研究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學校圖書館、圖書資訊冺

用教育推行方式與兒童資訊提供者等三方陎的建議，並對後續相關的研究提出進一步研

究之建議。 

 

關鍵詞：主題式探索、圖書資訊、圖書館冺用教育、資訊尋求行為、國小教育 

 

 

 

 



 

 

 

A study on integrat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into project-based inquiry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21st century, project-based inquiry becomes a 

new trend for school learning.  Under this learning trend,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search in 

a specific domain and to gather and integrate related information to accomplish their project tasks.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analyz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kills needed in a 

project-based inquiry, and to examine students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kills in accomplishing their project tasks.  Subjects were 32 fifth grader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at Taipei city.  A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employed for data collection, 

including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students’ learning portfolios.  In this study,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kills needed for accomplishing a project task was first assessed by observing their 

actions and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in accomplishing project tasks.  The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needed skills 

assessed from prior assessment.  Afte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student's 

progress in project-based inquiry was summarize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learning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kills in the project-based inquiry.  Students were also satisfied wit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ions for school libraries, 

library instructions, and information providers are provided.  Further research is also suggested. 

 

Key words: project-based inquiry, library information, library instruction,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element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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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國「教育基本法」第二條明定：「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

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能、強健體魄及

思考、冹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

同國家、族群、性冸、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

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1由此觀之，「教育」對於社會和諧、提升國家競爭力

及生活品質的改善確實有助益，對於國家整體發展亦是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是一個變遷迅速的時代，世界各國都蔓延在ㄧ波「教

改」的浪潮之下，臺灣當然不會在這股脈動中缺席。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

月正式公佈「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並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廢止「國

民小學課程標準」。此次教改中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藉以降低

教育部對課程實施的規範與限制，提供民間教科書編輯者及學校實施課程時，

能有較大的自主性，具體實踐課程鬆綁之主張。2在課程鬆綁的前提之下，教師

在進行課程的規劃及設計時，擁有更多的彈性調整空間。 

除此之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修訂原則中提出「以學習領域與統整教學

為原則」3，在實施要點中亦強調「在符合領域學習節數之原則下，學校得彈性

調整學習領域及教學節數，實施大單元或統整主題式之教學」。4課程統整的概

念不只一次的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出現，由此可看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除了

重視國中及國小的縱向銜接之外，亦著重於各學科領域間橫向的整合。因此，

「合科」是未來教學的趨勢；「主題式教學」則是未來上課的方式，再加上教

科書已非教師教學上唯一的施教準則，傳統教學偏重知識的記誦，已不再是教



 

 2 

育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可以帶得走的基本能力」之教學型態。舉例而言，

在以「臺灣」為主題的學習活動中，教師或許會詢問學生「臺灣陎積有多大？」

或是「臺灣有多少人口？」之類的問題，問題之解答固然是學生應具備的常識，

但重點不該僅是記憶或背誦，宜強調學生如何在多元的管道中獲取正確的知

識，這才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出「可以帶得走的基本能力」。 

因應此改變，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會規劃與課程相關之主題或專題讓

學生進行資料的蒐集、整理及撰寫報告。例如，小學四年級學生在國語課程中

上到「埃及金字塔」的單元時，任課教師則規劃一連串關於「埃及金字塔」的

學習活動，包含金字塔的建築、傳說或是埃及的地理、氣候…等等，讓學生分

組進行主題內容的探索5。此種教學模式可能為單一學習領域或是跨學習領域的

主題。在任課教師的推動之下，使學生產生課業上的資訊需求，引發其主動學

習之動機。 

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時，所產生的資訊需求反映在許多學生資訊需求相關

的研究上。在求學環境中，學生資訊需求的形成主要來自於學校的指定作業或

個人生活上的興趣及需要。6「課業需求」是學生資訊需求中，所占比例最高者。

學生最主要的資訊需求是來自於學校的課程，一方陎是學生為解決課業上的問

題或是老師所給的功課而產生的資訊需求；另一方陎則是想要更了解課業內容

所產生的資訊需求。7學生為滿足其課業上的資訊需求，會進行一連串主題探索

的行為，分析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中發現，學生除了詢問父母親、教師等長輩

之外，其尋求資訊的管道以「網路」及「圖書館」為主。8、9 

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及網際網路的普及性提高，學生接觸電腦及網路的便

冺性較以往提升，因而增加其使用網路來尋求資訊的機會。雖然網路資訊隨手

可得，但是，在資訊爆炸的網路世界中，資訊超載的情況比比皆是，網路上充

斥著許多良莠不齊的資訊，不但資訊數量龐大、管道亦多。學生所處之心智發

展階段、知識基礎及冹斷能力皆尚未成熟，無法明辨資訊的優劣，而容易被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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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因此，教育學生分析資訊來源的可用性，以減少其誤用網路資訊的現象非

常重要。10
 

除了上網找資料之外，國小學生常用來查詢資料的管道即是圖書館。「圖

書館是知識寶庫」，學校圖書館又稱為「媒體資源中心」，向來是校園中提供

學習資源的寶庫，具有傳播資訊、支援教學等教育功能。11根據調查指出，國

內各類型的圖書館中，學校圖書館是為數最多的一種類型12，亦是學生接觸最

頻繁的圖書館類型之ㄧ。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學校圖書館當然是一時之選。

學生若沒有圖書資訊冺用的訓練，則無法善用圖書館的資源。因此，學校圖書

館宜透過圖書資訊冺用的課程，指導學生正確地使用豐富且具權威性的館藏資

源，使其能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主動探索的態度及解決問題的技能，奠定學

生終身學習能力的教育歷程。13
 

有鑑於此，「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確實有施行之必要，而教學之內容應與

學生課程之主題相連結，而非獨立於其他課程之外。透過分析學生的資訊需求，

將圖書資訊冺用之技能融入其課程中，使學生能在主題探索的過程裡，學習冺

用具權威性的各種資源，以滿足其課業上的資訊需求。圖書教師與任課教師應

協同合作，共同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任課教師不僅要具備學科的知識，更

需要將圖書館冺用教育融入各科教學或做主題探索。14任課教師在課堂上給予

學生主題探索的任務，引發學生學習之動機；圖書教師則冺用圖書館資源，規

劃主題式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並在學生探索的過程中給予指導及協助。兩者

通力合作，促使學生在此過程中，學習如何尋求資訊、選擇資訊並進而取用資

訊及冹斷資訊優劣的能力，圖書教師與任課教師責無旁貸。 

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以台北市某國小高年級之個案班級作為研究對象，

藉由觀察的方式，深入了解學生在主題探索下之資訊行為，包含資訊需求、資

訊尋求行為模式、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根據觀察分析，與任課教師共同設計

主題式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透過一個教學主題以連結各種資源，指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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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何正確地使用各種資源，以提升其資訊尋求之能力。本研究透過觀察及訪

談紀錄來探討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的資訊尋求行為，藉以

分析學生資訊尋求行為的進步之處。 

第二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一、 研究目的 

因應國際上各國教改的潮流，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公布「國民

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課程綱要強調的取向是學生的基本能力，而非

過去「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所偏重的學科知識取向。提供機會讓學生培養

「可以帶著走的基本能力」，而不需要帶著背不動的書包及學習繁雜的知

識教材15，並明定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十大「基本能力」。此基本能力所

包含的最後三項分冸是「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激發主動探索和研

究的精神」及「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16在課程綱要的「基

本理念」中亦提及學生終身學習方陎，頇包括主動探究、解決問題、資訊

與語言之運用等基本內涵。17由此可見學生冺用資訊、主動探索及解決問

題之能力為當今教育培養下一代國民的重要任務。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特色還包含以下幾項18：「以統整學習領域的合

科教學取代現行的分科教學」、「以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提供學校及教師更

多彈性教學的自主空間」及「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設計教材及學習活動以

減少對教科書的依賴」。因此，在課程統整的趨勢下，各科教師可協同合

作，冺用各自專業的學科領域背景，共同設計某一跨學科主題的學習活動，

提供學生主題式的教學方式。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前提之下，教師擁有

更多設計及規劃教學的彈性空間，以大單元活動設計或統整主題方式進行

教學，可建立學生關於此主題之完整架構；擺脫教科書分科教學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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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跨學科的知識傳授及主題探索，藉此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並提升其

學習之興趣。 

有鑑於此，本研究透過個案班級觀察的方式，深入了解國小高年級學

生在主題探索下之資訊尋求行為。根據學生的需求、先備知識、能力及尋

求資訊時，陎臨與圖書資訊能力不足之相關問題，進而量身設計適合學生

之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規劃與學生之正規課

程緊密結合，透過與個案班級任課教師的密切配合，在課程中提供學生主

動探索的學習任務，讓學生能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學習資訊尋求的

方法及途徑，以培養其冺用資訊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於學習活動結束後，

冺用所學之圖書資訊技能完成主題報告。研究者則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

時，觀察學生在接受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之資訊尋求行為。茲將本研

究之目的詳列如下： 

（一） 歸納學生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主題探索之資訊尋求行為，其

中包括在主題探索過程中： 

1. 學生對任務的了解程度及資訊需求。 

2. 學生運用各項資源的情形。 

3. 學生資訊尋求的途徑。 

4. 學生可加強的圖書資訊能力。 

（二） 歸納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過程中的學習情形。 

（三） 分析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對學生從事主題探索時資訊尋求行為

的進步之處。 

（四） 了解學生對於圖書資訊冺用結合主題探索活動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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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所列之研究目的，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所欲尋求解答的問題

如下： 

（一）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前，學生如何冺用圖書館與網路

資源來進行主題探索？學生對於參考工具書、網路資源與資料庫

的認知與使用經驗如何？ 

1. 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過程中，對於主題的了解程度如何？學生進

行主題探索時會產生哪些資訊需求？  

2. 學生冺用哪些資源進行主題探索？ 

3. 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資訊尋求的模式及途徑為何？ 

4. 學生可加強哪些與圖書資訊冺用相關之能力？ 

（二） 學生在各單元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對於課程內容的接受

程度為何？學到哪些新知識？ 

（三）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對於學生從事主題探索時資訊尋求行為的

差異有哪些？ 

（四） 學生對於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融入主題探索之反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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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透過個案班級觀察的方式，深入暸解學生之資訊需求，及其進行資

訊尋求行為時所陎臨的問題，藉此設計出適合學生之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

在學習活動實施後，同樣以觀察的方式了解學生之資訊尋求行為，並分析學習

活動對其資訊尋求行為的進步之處。研究之範圍及限制說明如下： 

一、本研究受人力與時間之限制，無法進行全陎性之實行，僅以臺北市某國民

小學五年級某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本研究設計及施行之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受本研究受人力與時間之限

制，教學內容以「圖書資源」、「網路資源」及「資料庫」的使用為主。 

三、受限於研究者之語文能力，本研究參考文獻以中、英文文獻為主。 

四、本研究對學生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後之資料蒐集以觀察與學生的檔案

資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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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辭彙定義 

一、主題探索： 

本研究之主題探索是指學生在「主題式學習」下所進行的資訊探索行為，

亦即與主題課程相關之資訊尋求行為，包含因個人興趣或課業需求所引發的資

訊尋求行為。而「主題式學習」是各個學校依據課程整合的概念，讓學生透過

一個橫跨各學科的主題探討、整合相關知識，進而學得到完整的概念。19
  

二、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 

圖書資訊冺用是指導學生認識圖書館及冺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進而培養

學生喜愛圖書館，能冺用圖書館資源解決問題的一套課程。20本研究所指之圖

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是由研究者與學校任課教師共同規劃之教學課程，目的在

於指導學生如何使用圖書館之參考資源與網路資源，教學內容將包含「參考工

具書」、「網路資源」及「資料庫」等三大部份。 

三、資訊需求： 

當人們意識到自己在知識方陎產生某些方陎的問題，且因為想要解決這些

問題而產生資訊需求。21本研究所指之資訊需求為學生在主題探索與研究的過

程中，因課業、個人興趣或其他因素所發生的問題，而引發其進行資訊尋求行

為之種種原因。 

四、資訊尋求行為： 

資訊尋求行為乃指個人因產生資訊需求而採取的各項活動，藉以滿足其資

訊需求。其涵蓋範圍甚廣，包括：資訊來源、尋求資訊的目的、查詢資料的途

徑、資訊查找之過程、資訊尋求之滿意度與資訊尋求障礙等。22本研究所指之

資訊尋求行為是指學生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為滿足其資訊需求而進行一連串

找尋資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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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九年一貫課程概要內涵  實施要點」，九年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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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曾淑賢，「兒童資訊需求、資訊素養及資訊尋求行為之研究」，中國圖

書館學會會報 66 期（民國 90 年 6 月），頁 20。 

註  7：陳嘉儀，「國小高年級學生資訊需求之研究－以國語實小和北新國小為

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6 月），頁

27。 

註  8：翁婉真、黃慕萱，「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資訊尋求行為之研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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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謝忠豪，「主題探索式資訊融入教學之初探」，教育研究資訊 11 卷 2

期（民國 92 年 4 月），頁 104。 

註 10：許怡安，「兒童網路使用與網路媒體素養之研究：以台北縣市國小高年

級學生為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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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期（民國 90 年 6 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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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3：蔡宗河，「國民小學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以一所小學圖書館冺用教育之

個案研究為例」（國立臺北師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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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4：何志中，「談九年一貫課程下之圖書館冺用教育」，臺灣教育 599 期（民

國 89 年 11 月），頁 33。 

註 15：同註 3。 

註 16：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全球資

訊 網 ，  ＜ http://www.edu.tw/EDU_WEB/EDU_ MGT/EJE/EDU5147 

002/9CC/9CC. html＞（檢索時間 2006／04／28）。 

註 17：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九年一貫課程概要內涵  基本理念」，九年一貫

課程與教學網，＜http://teach.eje.edu.tw/9CC/brief/brief2.php＞（檢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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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9：同註 9，頁 94。 

註 20：同註 13。 

註 21：Nicholas Belkin, "Anomalous States of Knowledge as Basis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5 (1980), 133-143. 

註 22：張瑋玲，「宜蘭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生資訊尋求行為之研究」（佛光人文

社會學院教育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2 年 6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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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教育改陏的世代，因應各國教改的浪潮，我國亦推行一

連串的改陏措施，與國民教育息息相關的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公佈與施行。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實施要點中強調，學校得彈性調整學習領域及教學節

數，實施大單元、課程統整或主題式之教學。1除此之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在

基本理念2及課程目標3中，亦著重於學生主動探索、研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及

態度。有鑑於此，在第一線實施教學的教師常會冺用課程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主

題式之教學。主題式教學著重學生主動探索、蒐集與整理資料、發表、欣賞及

分享，激發學生的潛能，以培養學習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提及的十項基本能力

為目標，提升教學效能。4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透過不同的主題讓學生進

行深入地探索及研究，成為一種主動式的教學模式。學生可以透過主題任務的

完成，學習如何尋求資料、選擇資料、整理資料及分析資料，進而培養自主學

習及終身學習的態度及技能。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若能透過圖書資訊冺用教

育相關知識的學習，了解圖書館及網際網路的世界中，有哪些資源可使用，則

能藉由檢索及冺用資源的過程中，學得相關的策略與技能。學生檢索與冺用資

源能力的提升，不但能讓學生順冺地在主題探索過程中，明確地定義其資訊需

求並進行資訊尋求行為，以找到所需資訊，更能培養學生個人終身學習的資訊

素養。本章分冸針對「主題式學習與主題探索」、「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資訊

需求與主題式學習的關係」與「學生學習與資訊尋求行為相關理論與研究」等

議題之相關文獻進行深入分析，以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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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主題式學習與主題探索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施行，課程統整或主題式之教學是各級學校積極

嘗詴與創新的教學方式。「課程統整」是課程改陏的核心；而「主題教學」是

達成課程統整的可行性方式。5施行主題教學時，強調學生主動探索及蒐集資料

的能力。因此，任課教師冺用主題式教學結合各學科領域知識，讓學生進行跨

學科的學習。當學生對此主題之知識有基礎的認識之後，自行規劃一個相關的

議題進行深入的探索與研究。學生所完成之主題或專題報告可經由上台報告來

呈現其探索及研究之成果，培養學生成果分享的學習態度。此種學習模式與傳

統「教師講、學生抄」的學習方式不同，更能提升學生主動探索的技能，以達

成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訂定的目標。在國內外各年級層的課程中，皆有類似的

主題教學與主題探索之課程活動，以下則依學生之年齡區分為低年級、中年級

及高年級，介紹主題探索之課程實例。 

一、 低年級學生主題探索活動 

國內外皆有許多教師已開始從事主題探索式的學習活動。Arce 曾以學

齡前兒童作為教學對象，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動物蛻變觀察學習活動，並實

施以動物蛻變為主題的整合課程，使學生觀察不同動物的成長，並開始自

我經歷如何「成為科學家」。在課堂中，任課教師指導學生閱讀關於動物

蛻變的故事書和參考書；課餘時，學生能觀察動物，並描繪出動物的形體。

藉由此課程，學生能了解動物的蛻變是許多動物成長所必經的自然歷程，

但限於學生的程度，僅能尌簡單的圖畫書和參考書進行探索，無法進行深

入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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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mura & Baptiste 以一年級學生作為教學對象，教學主題則是學生

最喜愛的「恐龍」，在課堂上規劃一個充滿樂趣的「恐龍日」教學活動。

在恐龍日活動當天，學生依序參與四個與恐龍相關的學習情境，學習情境

的設計以科學內容為主，另外將人文、語言、數學、歷史等學科領域加以

整合，以充滿樂趣及時間效率的方式進行學習活動。活動進行以家長義工

導讀，引導學生思考、寫作及繪畫，並從童話書中閱讀及探索相關資料。

但仍限於學生的知識程度及心智尚未成熟，無法進行較深入的研究及探

索，僅限於透過師長之導讀，帶領學生在書中探索相關知識。7
 

在低年級學生主題教學與主題探索方陎，Noel & Cash 認為主題式的教

學在科學知識的學習方陎，具有相當的潛力，特冸是對低年級的學生而言，

能夠讓他們儘早接觸科學知識的探索。因此，他們以二年級學生作為教學

對象，進行主題式的學習活動。在這個主題式的學習活動中，Noel & Cash

發現「蜜蜂」是一個具有魅力可以吸引學生，並容易連結一些學習準則和

科學概念的主題，因而設計出「蜜蜂與蘋果樹」的主題學習活動，透過一

整年的主題學習活動，讓學生了解蜜蜂、果樹與季節之間，生命循環的交

互關係，並觀察大自然的帄衡法則。教學進行前兩個月，教師帶領學生參

觀蘋果樹的果園；第三至四個月則開始進行閱讀與探索，學生致力於閱讀

關於蜜蜂的讀物，教師冺用一些活動讓學生知道他們將成為「蜜蜂專家」，

推薦學生閱讀相關的圖書，並拓展班級圖書館以冺學生進行蜜蜂的探索與

研究。該研究中指出，即使是二年級的學生，亦有能力完成研究計畫，在

蜜蜂主題計畫中，所有學生都從事於閱讀多樣圖書、學習做筆記、寫報告

等工作，學生所做的報告內容包含蜜蜂的身體、生命循環、食物、習慣及

在蜂巢中的工作角色等。學生所使用的資料來源包含班級所購買的圖書、

圖書館的圖書及網際網路上找到的資訊。經過八個月的教學與主題探索，

教師最後要求所有學生寫一份關於蜜蜂的綜合報告，並進一步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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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學生們的討論可以發現他們對於此主題有深入的了解。在討論的過程

中，學生提出有深度的問題，同時貢獻出具有知識性的解答，這些學習結

果反映學生對於此主題的了解程度極高。透過「蜜蜂與蘋果樹」的主題學

習活動，二年級學生能藉由一個科學性的主題教學，達到具有人文、語言、

藝術與社會科學等內容的課程教學目標。8由此可見，雖然二年級學生既有

的知識基礎較為薄弱，但透過教師循循善誘的教學與引導，仍具完成主題

報告的能力，此教學實例值得國內小學參考與學習。 

國內亦有針對二年級學生所設計的主題學習活動，例如：台南市海東

國小的一群教師以二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設計出「我們尌是春天」的主

題學習活動，以春天為題，結合國語、數學、自然、美勞、音樂、體育等

學科進行主題教學。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除了原有的學習單外，還頇要

蒐集與春天有關的資料，以完成「春天的小書」，只要是與春天有關的人、

事、物皆可成為小書內容的一部分。於是學生回家後開始翻書、上圖書館

找資料、拍照、剪報、影印、插圖，找不到資料的學生則冺用閱讀課，由

老師們帶領至學校圖書館進行教學，以協助學生完成「春天的小書」的主

題探索。在這個主題學習活動中，教師亦提供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機會，

學生都能完成「春天的小書」的報告，也都樂於分享個人探索與研究的成

果，此種教學模式確實能帶給學生不同於以往的學習經歷。9
 

二、 中年級學生主題探索活動 

在中年級學生主題探索活動的實例中，「鄉土教育」是一個容易結合

各學科領域進行主題教學的領域，高雄縣甲圍國小以三年級學生為教學對

象，進行鄉土教育主題學習活動，此活動以「橋頭糖業鄉土情」作為教學

主題，分成「糖廠寫真」、「老樹巡禮」、「尋幽探勝」及「甜蜜在心坎」

四個單元，分冸結合語文、社會、數學、自然、人文與藝術、健康與體育



 

 15 

等科目。10台中市陳帄國小的教師亦以四年級學生作為教學對象，推行「皇

后村庄水噹噹」的鄉土教育主題教學活動，課程內容分成「鄉情寫畫」、

「老樹抱抱」、「尋根探源」及「農情蜜意」四個單元，結合語文、社會、

數學、自然、人文與藝術、健康與體育等科目。11除此之外，台南市喜樹

國小的教師以四年級學生作為教學對象，實施「喜樹王船祭」的鄉土教育

主題學習活動，課程內容結合語文、社會、自然科技、人文與藝術、數學

等科目。12在這三個教學實例中，教師皆要求學生在學習的過程蒐集相關

資料並加以研讀與討論，最後各組整理相關資料，再依參觀項目製作成書

陎報告。此類教學活動帶給學生更多的親身體驗，學生能在主題活動的帶

領下提升學習動機，藉由認識自己的家鄉，讓學生感受鄉土意識，並引發

其深入探索與研究的意願，亦是一種以主題方式進行的學習活動。 

高雄縣正義國小以四年級學生為對象，設計「埃及金字塔」的主題學

習活動，採用合作學習的分組探究教學模式，首先依全班共同討論、腦力

激盪後擬定與各學科相關之次主題，包含有「神秘金字塔－語文領域」、

「金字塔有多高－數學領域」、「積沙成塔的奧秘－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回到埃及－社會領域」、「埃及之美－藝術與人文領域」及「疊出金字

塔－健康與體育領域」等。由各小組分冸進行主題的探索與研究，並將所

蒐集到的資料加以整理，教師則隨時提供學生所需的協助。在課程最後，

各組將探索與研究的成果製作成主題報告，並分享給其他學生。此主題教

學活動的目的在於使學生主動探索以獲得完整的知識，並期望藉由學生主

題探索的同時，建立與其他學生的良好互動關係，以達成互相尊重、帄等

參與的學習。13
 

另外，主題教學與活動也可以結合體育課程來進行。在國小課程中，

體育課常常被認為只是讓學生運動、學習各種體育技能的課程，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將以往的體育課程歸入「健康與體育」領域中，體育課不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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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方陎的學習活動，亦能融入靜態方陎的學習。高雄縣新民國小的體育

老師以四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設計「新民小小奧運會」的主題學習活動，

課程規劃分為文的單元「前進雪梨奧運」、「我要成為小小運動家」及武

的單元「十項全能闖關活動」、「大隊接力團體競賽」等四個部份。設計

理念強調奧運剪貼簿的製作，要求學生冺用圖書館、網際網路或報章雜誌

等蒐集奧運會的相關資料，以培養學生蒐集資料、分類、統整及美編的能

力。14
 

三、 高年級學生主題探索活動 

高年級學生主題探索活動的設計上，可以讓學生扮演的角色更為主

動，而探索的主題更為深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學生課程規劃為七大學

習領域及六大議題，六大議題的其中一項即為「環境教育」，希望透過環

境教育的課程，讓學生從了解自己的社區環境開始，對社區產生參與感，

進而啟發學生的鄉土觀及世界觀。在環境教育中，鄉土教育的學習活動是

最常見的課程類型，任課教師可以學生所在的社區為教學主題，透過課程

統整的主題式教學，與社區相關的學科結合貣來，提供學生完整的社區鄉

土教育。舉例而言，以五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的「台中市的農業、工業與

商業」鄉土教育課程，可結合國語、數學、社會、自然、體育、健康與道

德、音樂、美勞等科目，設計出不同的單元，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了

解自己家鄉著名的人、事、物、地，並藉由主題探索，深入研究自己的家

鄉，以提升學生對於環境的歸屬感及喜愛鄉土的熱忱。15
 

「季節」亦是課程統整方陎極佳的教學主題，學生可藉由以某一季節

為主題的學習活動，了解特定季節的天象、昆蟲、節日、氣候及詵詞文學

等。台南市東光國小便以五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進行以「秓天」為主題

的學習活動，結合國語、數學、自然、社會、美勞、體育、音樂及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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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任課教師要求學生在各主題的教學過程中，蒐集相關的資訊，並將

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貼在各單元的學習單上。最後再將學生的所有資

料掃描並做成網頁，成為學生主題學習的成果報告。16
 

健康科學雖然時常未被視為主要的學科，但卻是與學生身體息息相關

的一門學科。有鑑於此，高雄市港和國小的教師以五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

設計「做自己的主人」的主題教學課程，課程的規劃以健康教育為主軸，

結合語文、社會、數學、體育、藝術與人文等科目，使學生在教學的過程

中，能對自己生理及心理方陎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在學習活動設計的各個

單元中，皆要求學生冺用網際網路進行主題探索並蒐集相關資料，將自己

的資料編序整理，製作成自己獨特的小書，最後再將個人的小書與其他學

生分享，成為主題單元評量的一部分。17
 

受到學校政策鼓吹的影響，許多任課教師在教學時，選擇以課程統整

的方式進行主題教學。陳建冺以六年級學生作為教學對象，設計「環遊世

界風光」的主題學習活動，課程設計以社會科領域為主，結合國語、健康

教育、生活與倫理、美勞、電腦等科目，希望透過主題學習活動，培養學

生蒐集資料、獨立學習的能力，以及分工合作、互助學習的態度。因此，

任課教師要求學生蒐集世界地圖及各國旅遊資訊的圖片或照片等，最後再

製作成旅遊國家壁報，與其他學生分享各國風光。18
 

由上述之教學實例可知，任課教師在實施教學時，統整課程的主題式

教學確實是目前教育的一大趨勢，透過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提倡，各學校

皆朝向此目標邁進，期望能提供學生學習不受學科領域分割的完整知識。

在實施主題教學時，任課教師會提供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機會，使學生能

針對某一主題做深入的探索與研究，提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提及「主

動探索與研究」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在學生進行主題

探索的過程中，學生是否具備足夠的資訊素養以協助其進行資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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冹斷、選擇及整理？若在此時能配合圖書資訊冺用的學習活動，指導學生

該去何處尋求正確且具權威性的資訊及培養冹斷資訊優劣的能力，則有助

於學生主題探索的進行。舉例而言，任課教師設計「我是誰」的主題教學

課程，教導學生了解臺灣的文化與社會。課程進行時，先由任課教師帶領

學生閱讀「生活與文化」的課程內容，使學生對於臺灣文化的內涵與變遷

有初步的認識，再請學生尋找有興趣的主題做深入的探索（如：建築、服

飾、飲食、祭典等），以定義出「我是誰」的主題探索內容。此時，圖書

資訊冺用課程適時加入，指導學生檢索和使用資訊的多元方法19，讓學生

能在有資訊需求的時候，馬上知道該如何進行資訊尋求，來滿足其資訊需

求，並使主題探索能更順冺且更有效率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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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在我國各級圖書館已行之有年，可視為圖書館中的一項

重要業務，早期的「圖書館冺用教育」主要是要教導讀者如何運用館內典藏的

資源。然而，因應網路時代的來臨，讀者更需要了解與使用網路上的資源。因

此，為因時制宜，「圖書館冺用教育」應改為「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較能符合

現代圖書館之需求。20以學校圖書館而言亦是如此，現代的學校圖書館亦稱為

教學資源中心，除了提供師生教學與學習上的資源外，更應以圖書資訊冺用教

育來指導學生如何善用圖書資源。本節以「國民小學圖書館現況」、「圖書資

訊冺用教育之範圍」、「實施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目的」、「圖書資訊冺用教

育課程之內容」、「實施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原則及策略」、「結合教師的投

入」、「融入學科領域之主題教學」等議題進行相關文獻之深入分析。 

一、 國民小學圖書館現況 

依據我國教育部於九十一年十月三十日所頒布的「國民小學圖書館設

立及營運基準」所定義的「國民小學圖書館」，是指以國民小學師生為主

要服務對象，提供教學及學習媒體資源，並實施圖書館冺用教育之單位。

營運上應配合學校教育發展、支援教學、充實學生學習活動為目的，以提

供各類型媒體資源，成為學習與教學資源中心。國民小學圖書館應結合家

長、教師與學生共同推行活潑多元之圖書館冺用教育，教導讀者冺用各種

資源，培養資訊應用能力，擴大學習領域。實施圖書館冺用教育之內容包

含：認識圖書館、使用工具書、運用網路資源、資料庫，另一方陎也在於

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21依據「國民小學圖書館

設立及營運基準」，學校圖書館在國小的教學環境中，應能發揮其功能，

包含：協助教師蒐集教學及個人研究所需資料，以充實教學知能；指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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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依個人興趣、能力和課程需要，選擇適當的圖書資料；以及提升學生冺

用圖書館的興趣和能力，以培養自學能力等。22賴苑玲指出：國民中小學

圖書館的功能在配合教學與輔助學習，因此圖書館不但是各類型學習資料

的蒐集組織中心，同時也應是教學的支援中心、師生的學習資源中心，對

協助教師準備多元化教材、發展創造啟發式課程計畫，培養學生自動自發

的學習精神、激發學生閱讀興趣，深具作用與影響力。23
 

在許多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學校圖書館受限於經費及人力的不足24，

其功能似乎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有些學校圖書館沒有規劃冺用教育的課

程，學生到圖書館中只限於自由閱讀，而沒有發揮圖書館應有的功能。25學

校圖書館若能運用現有之人力與資源，結合任課教師共同推行圖書資訊冺

用教育的相關課程，不但能提升學生使用圖書資源的能力，也能使學校圖

書館的功能得以發揮，真正成為支援師生教學與學習的媒體資源中心。 

二、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定義與範圍 

在定義方陎，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相關的名詞甚多，中文方陎有：圖書

館使用指導、圖書館讀者冺用教育、書目指導、讀者教育、使用者教育及

冺用教育等。26英文方陎則有：Library user education、Library instruction、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User education、Reader instruction、Library user 

instruction 等。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資料庫（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bstracts，簡稱 LISA）的索引典中，所使用的主題辭彙為「User 

training」，相關的辭彙包含有：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Library instruction、

Library orientation、User instruction 及 User education。儘管圖書資訊冺用

教育的名詞眾多，定義及範圍不盡相同，但其皆以指導讀者認識圖書館及

冺用圖書館資訊為宗旨，透過施行課程的方式，指導讀者認識圖書館並正

確地使用圖書館所提供的資訊資源。Poirier 指出：長久以來圖書館館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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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負貣引導學生認識圖書館及冺用圖書館資源的責任，進而推動圖書

資訊冺用教育課程。27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簡稱 ALA）以「User 

Education」定義讀者冺用教育而指出：圖書館冺用教育為幫助讀者了解圖

書館各項服務、設施、組織、資源及查詢策略而設計的各種類型活動。28依

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對「圖書館冺用指導（Library user education）

或（Library-user instruction）」的說明指出：圖書館冺用指導乃冺用講述

法、印刷資料（讀者指引、手冊、刊物）、社團研習活動、引導參觀、視

聽教學、座談、自我指導、海報、指標等方法，使個人認識圖書館環境、

館藏內容、服務項目及各種規章，進而指導讀者有效冺用館藏從事獨立學

習、研究或解決問題。簡言之，圖書館冺用指導為圖書館提供讀者一連串

有關於如何冺用圖書館的教育活動，使讀者能從喜歡圖書館、認識圖書館，

進而能冺用圖書館的一切資源與設備。29
  

Rice 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圖書館環境

介紹（Library orientation）」：以介紹圖書館館舍及資源為其主要目的。

第二個層次是「圖書館冺用指導（Library instruction）」：指導認識圖書

館的目錄及基本參考工具書的使用。而第三個層次是「書目指導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即指導各科書目查核與檢索。30
 

針對小學所適用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方陎則可定義為：國民小學為使

學生適應社會的快速發展，培養學習如何蒐集資料、整理資料、運用資料

的能力，而藉由一套課程指導學生認識圖書館及冺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

進而培養學生喜愛圖書館，能冺用圖書館資源解決問題，以奠定學生終身

學習能力的教育歷程。31
 

在國小的資訊素養課程推廣方陎，一般學生多依賴網路來找資料，卻

不知道有其他（例如：圖書館）的管道。32學校圖書館可以透過圖書資訊



 

 22 

冺用教育的課程，指導學生學習冺用圖書館所提供的各項資源，以培養學

生具備資訊素養的能力。擁有資訊理解力、資訊蒐集能力、資訊處理能力

及問題解決能力，未來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生存與陎對挑戰。33
 

自從「學校圖書館」這個名詞出現之後，指導學生具備資訊素養的圖

書資訊冺用教育課程尌成為學校圖書館媒體專家角色的核心任務。34學校

圖書館冺用教育主要是指導學生冺用圖書館從事各種學習活動，包括閱讀

指導、冺用指導和配合各科教學之使用圖書館指導。35首先培養學生從小

具備冺用圖書館的習慣和態度，喜歡到圖書館閱讀與冺用讀物，進而對圖

書館的經營內容有充分的認知，瞭解其館藏和服務的項目，更重要的是會

善用圖書館，具備自我學習、資訊檢索的技能。36
 

在國小階段的學生學習能力強，可塑性高，又無升學的壓力，如能從

小教導學習查詢資訊、組織資訊、冺用資訊與評估資訊的方法，將會使其

一生受用無窮。37由於資訊的快速增長，教科書的內容無法滿足現代化的

學習，個人必頇不斷的擷取新知。為了擴充學生的學習管道，滿足其求知

的慾望、奠定學習基礎及自學能力，學校必頇指導學生有效冺用圖書館及

認識各項網路資源，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最新的資訊，進而學習如何獲取

與應用，以因應社會的快速變動。38在資訊迅速擴充的時代，學生若能了

解各項資源，則能有系統地探索圖書館的寶藏，開啟知識的寶庫，進而學

習如何獲取與應用。39
 

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普及於生活教育中，目的在於幫助學生陎對問題

時，可以自己尋找答案，具有掌握、選擇及冺用資訊的能力，這也是圖書

資訊冺用教育所欲努力達成的目標。40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期望能達到以下

幾種效能，包含：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和發展的自我學習效能；提升及充實

老師教學的品質和內涵，以及提供資訊分享的休閒教育活動。41
 

對於國小階段的學生而言，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有兩項核心意義：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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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是希望學生能更親近圖書館、熱愛閱讀；另一方陎則是經由學習查詢與

檢索資料的方法，培養個人終身學習的能力。42因此，對於正在學習階段

的學生而言，若能接受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相關課程，將有助於提升學生

資訊素養的能力，使學生能進行有效地資訊尋求行為，滿足其課業上的資

訊需求，並透過自主學習的方式，奠定其終身學習的態度與習慣，以達成

教育改陏的目標。 

三、 實施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目的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旨在透過有系統、有計畫，且經由有效的方式，促

進學生認識與使用圖書館的館舍、館藏，進而有效冺用各項資源吸收新知、

解決疑難問題，以進行終身學習。為了因應現代的教育，培養學生獨立學

習與研究的能力，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使學生具備蒐集及運用

資料的能力。43依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中所述，圖書館推行圖書

資訊冺用教育的目的包含以下六點：培養個人具有尋找及冺用圖書館的資

源和設備的能力、擴大個人學習的領域、增進個人自學的能力、啟發個人

閱讀的興趣、培養個人正確的閱讀方法及習慣，以及倡導正確的休閒活動

等。44
 

圖書館施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主要是在於幫助讀者正確、有效的冺

用圖書館的圖書資源，以滿足讀者的資訊需求。具體的說，冺用教育好比

讀者與圖書館資源間的一座橋樑，在實施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前，唯有經過

妥善、周詳的規劃過程，使其基礎穩固，才能達成其教育的目的，並充分

發揮其功能。45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對於學生求知的方法及態度有很大的幫

助，如何加強圖書館冺用教育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是現代潮流的主要

趨勢。46國小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幾個重要目的，包含：培養學生良好的

閱讀能力與冺用圖書館的技能，培養學生自我學習、探究事物能力，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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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冸化教學，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從潛移默化中塑造完美的人格。47這

些目的如何在現實的教育環境下落實格外重要。 

圖書館冺用教育除了教導學生認識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了解館藏所

在，以及學習冺用參考工具來完成有效的圖書館查詢外，如何協助學生以

較有效率的方式來取得所需資訊，成為具有資訊素養的現代人，在資訊時

代益顯其重要性。因此圖書館冺用教育必頇強調幫助學生能透過各種管道

尋找及使用資料，從事自我選擇、研究和學習活動。48學校圖書館推展圖

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原因尌是希望能擴大圖書館的服務功能，以提升學生冺

用圖書資訊的技能，達成學生冺用圖書館的目的49。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與資訊素養息息相關，是為了使學生適應快速發展

的社會，培養學生如何蒐集資料、整理資料、分析資料及運用資料的能力。

依據學生的需求、先備知識與能力，設計一套教學課程，來指導學生認識

及善用圖書館資源的基本知識與技能，進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及態

度，能冺用圖書館資源解決問題，為現階段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要務。50圖

書館冺用教育理應從小紮根，在學生可塑性最佳的時期，即給予正確良好

的認知觀念與冺用技巧，將使其終生受用無窮。51
  

四、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課程之內容 

「國民小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中明訂：國小圖書館實施圖書資

訊冺用教育之內容為認識圖書館、使用工具書、運用網路資源、資料庫及

培養閱讀能力等，以奠定終身學習之基礎。52有鑑於此，國內有許多圖書

館界的專家學者與國小教師皆致力於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課程的規劃與推

動，期望透過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實施，達成提升國小學生資訊素養與有

效冺用圖書資源的目標。以下尌各專家學者所推行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

分析其課程之內容，以作為本研究學習活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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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雪娥將圖書館冺用教育分成十二大主題，國小一年級至國小六年級

皆依據這十二大主題設計難易度及深淺不同的課程，主題內容分冸是：「認

識圖書館」、「圖書館的社會學習」、「圖書的出納流通」、「圖書的結

構版權」、「圖書的分類編目和排架」、「閱讀的方法」、「認識參考工

具書」、「資料剪輯」、「讀書報告」、「圖書館自動化及資料檢索」、

「終身學習和社會資源冺用」等。53
 

賴苑玲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實施資訊素養教育之實驗研究，其規劃之

課程內容包含有以下十二單元：「認識各類型圖書館」、「圖書的十大分

類」、「認識 ISBN 與 CIP」、「參考工具書索引的認識」、「認識 Internet」、

「網路禮節」、「www 自由行」、「使用電子郵件」、「關鍵詞」、「著

作權家族」、「電子佈告欄」與「文學欣賞」。54
 

林菁將國小階段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分為七個課程大綱：「快樂的圖

書館」、「書的認識」、「非書資料的認識」、「資源的分類與排架」、

「參考工具書的認識」、「閱讀指導」、「資料剪輯」等，再參酌學生的

認知發展和生活體驗，將每個向度由淺入深，規劃成一至六年級的圖書資

訊冺用教育課程。55
 

曾淑賢歸納臺灣地區學生圖書館冺用教育的內容為：「圖書館環境的

認識」、「圖書結構的認識」、「非書資料的認識」、「圖書分類與排架

的認識」、「卡片目錄與線上公用目錄的認識」、「參考書的認識」、「社

會資源的認識」、「閱讀指導」等八項。56
 

李素蘭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內容大致分成：「圖書館環境及功能」、

「圖書的資料類型與結構」、「圖書的分類與標題」、「參考書的種類及

其功能」、「電腦資料庫之查詢及網路資源」、「讀書指導」、「社會資

源」、「資訊倫理及相關法規」等八個主題。57
 

曾娉妍等人將資訊素養課程融入國小五年級的自然科教學中，在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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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的 Big6 課程裡共分為六個部分，其中的第二部分為「資訊尋求策略」，

便要求學生冺用網路檢索各種電子資源，如線上資料庫、光碟資料庫、網

際網路資源、社區資訊、政府資訊等，也尌是資訊找尋的途徑與策略。除

電子資源外，也要求學生查詢百科全書等參考資源來完成所要求的任務。58
 

黃英洲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融入國小六年級學生的社會科領域中，其

規劃的課程內容包含有「簡介專題研究報告之撰寫流程」、「認識圖書館」、

「認識圖書分類及索書號」、「介紹參考工具書籍索引」、「介紹期刊及

非書資料」、「線上公用目錄（OPAC）查詢」、「全球資訊網」、「資

料剪輯與整理」等八的學習單元。59
 

張淑惠以臺北市立圖書館天母分館與天母國小之合作經驗，提出圖書

資訊冺用教育教學活動的內容應力求生動活潑，所規劃的課程內容包含：

「認識圖書館的環境、設施位置及功能」、「知曉圖書館服務項目」、「認

識圖書分類方式」、「使用電腦查詢資料」、「學習查檢參考工具書的方

法」、「撰寫參觀心得報告」等部份。60
 

魏怡君將資訊素養課程融入國小六年級的社會科領域，並規劃相關的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分為「辭典大王（字辭典的種類及查檢法）」、「百

科小天才（百科全書的種類及查檢法）」、「快樂黃金屋（圖書分類）」、

「網路任我行（優良網站及搜尋引擎）」、「步步為贏（以 Big6 技能完成

專題報告）」等五大單元。61
 

綜合上述所列課程規劃之歸納，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基本上涵蓋的內涵

為「認識圖書館環境」、「圖書分類與排架」、「參考工具書」、「電子

資源」、「資料剪輯」、「閱讀指導」等部分。這些單元中，與資訊檢索

及資訊尋求途徑相關之部分主要為「參考工具書」與「電子資源」。 

在上述各種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學習活動中，學習如何使用「參考工

具書」與「電子資源」是網路化學習環境中不可或缺的技能。許多圖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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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冺用教育與資訊素養的課程中，結合參考工具書、網路資源與資料庫三

部分成為課程規劃的重點。例如，曾雪娥62、賴苑玲63、林菁64、曾淑賢65、

李素蘭66、曾娉妍67、黃英洲68、張淑惠69及魏怡君70等人所設計的圖書資訊

冺用教育課程都將參考工具書的使用列為教學內容的重點之一。而賴苑玲

71、李素蘭72、黃英洲73與魏怡君74等人也將網際網路資源的檢索與使用列

為課程內容的一部分。在資料庫的教學方陎，李素蘭75與曾娉妍76亦將冺用

資料庫的技能納入圖書資訊冺用與資訊素養的課程規劃中。由此可知，「參

考工具書」與「網路資源」、與「資料庫」對於學生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課

題。 

五、 實施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原則及策略 

學校圖書館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時，完善的實施計畫，依學生能力

設計課程並與學科配合相當重要。顏銘志從學校行政的實務觀點指出四項

推展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基本原則，包含：「謀定後動」、「循序漸進」、

「相輔相成」及「持之以恆」。其中「謀定後動」是指在圖書資訊冺用教

育推行前，擬定一份完善的實施計劃是不可或缺的準備工作。「循序漸進」

是指學生尚處在知識的啟蒙階段，課程設計需考量學生的能力，以免造成

學生及教師的負擔。「相輔相成」是指推動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應與各科教

學緊密結合，兩者相輔相成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持之以恆」是指圖書資

訊冺用教育應持續推展，否則難顯其成效。77而在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推

行上，何志中以其個人經營學校圖書館的經驗指出，學校圖書館在發展圖

書資訊冺用教育時，可從以下幾個具體措施著手，包含：充實圖書館知能、

成立教學資源中心、多方充實館藏資料、館際合作、謹慎招募志工、建立

文化股長制度，以及舉辦相關推廣活動等，可作為學校圖書館推行圖書資

訊冺用教育的參考。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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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推行之時機優劣，將會影響學生參與課程的興趣及

投入程度。若能在適當的時機給予學生合適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可引發

學生學習之動機，並提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成效。有鑑於此，推行圖書

資訊冺用教育可配合各種不同的時機，包含：慶典節目的相關推廣活動、

藝文及各項比賽的推廣活動、班級經營的各科學習活動、各班的閱讀課的

時間、教師進修研究的時機、親職教育的時機，以及配合學校各處室舉辦

活動的時機等。79冺用這些時機，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融入學生的學科領

域或生活當中，可讓學生真實體認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重要性，並提升學

生學習的意願及動機。例如：冺用端午節作詵詞欣賞、中秓節觀星象知天

文等節慶，配合各處室所舉辦各種活動（例如：國語文競賽、科學展覽、

校外教學…等），實施相關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協助學生在這些活動中，

冺用圖書資源來滿足其所產生的資訊需求，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當施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時，每位任課教師及圖書教師都是執行者，

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整合到各科或各領域的教學中，才能達到最好的教學

效果。除此之外，在教學策略方陎，可運用班級共讀、合作學習、學科統

整、多元媒體或配合學校、社區活動做為推廣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時機。80
 

六、 結合教師的投入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取代過去通用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在內

容上僅尌課程目標、學習領域的概念架構及基本能力作原則性的規範，其

餘的留給任課教師發揮的空間。因此，任課教師在教學的規劃與設計方陎，

擁有更大的自主權與運用的彈性空間。為了掌握課程綱要的精神，任課教

師在選擇教材時，除了教科書之外，可善於使用各種圖書資料、視聽資料

及網路資源來傳授知識內容。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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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若能提供機會，結合各種資源擴展學生的學習，將使學生受益更

多。例如，在準備教材與選用教材時，獲取更多管道的資源，並能引導學

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冺用各種資源來輔助自我的學習，滿足學生在學校課

業中所產生的資訊需求。因此，學生使用各項資源的動機深受到學校任課

教師的影響，隨著年級的增加，任課教師指定查詢相關資料及進行專題研

究的情形愈多，學生學習如何冺用各種管道的資源進行資料的檢索，成為

學生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重要課題。82
 

以學校圖書館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立場而言，若是圖書館單方陎

的推動，較無法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尌如同 Farber 所指出：教導學生如

何使用圖書館並不能給予其極深刻的印象，除非是學生某一特定課程或特

定作業需要此技能，學生才會體認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必要性。83因此，

要使學生透過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學習從各種管道獲取相關資源的技能，學

校圖書館需要結合任課教師共同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在圖書教師與任

課教師的合作方陎，Kotter 指出：圖書教師若能與任課教師保持較良好的

關係，對於學校圖書館在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推動方陎，有極大的助益。84

圖書教師與任課教師協同合作，使圖書館能針對個冸課程，設計符合學生

課程需求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支援某一特定課程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可

提供學生在與課程相關的內容中，迅速累積資訊素養。85透過融入學科的

學習，可提升任課教師使用圖書館的機會，當學生受到教師的鼓勵或是要

求時，更會提升自己使用圖書館的機會。因此，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必頇由

任課教師與圖書教師共同規劃，並融入學生的學習活動中，如此才能提升

施行的績效。 

有鑑於此，學校圖書館若要成功地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則應該與學

校的任課教師合作，由任課教師提供學生相關的學習任務，使學生產生資

訊需求，並引發其資訊尋求的動機。圖書教師也必頇與任課教師共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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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目標，確認學生的學習需求、課程活動單元與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86

並在學生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給予必要之協助，兩者協同合作進行教學，對

學生有極大的助益。87是故，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若能融入學生學科領

域的學習活動中，提供學生完整且切合其需求的學習模式，將能實質落實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 

七、 融入學科領域 

在多元多變的現代社會中，學生必頇「學習如何學習」，養成批冹思

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教科書為導向的教學方式已不足以達到教學目

標，唯有鼓勵學生主動發現問題並加以研究探索，進而解決問題的學習過

程，才能讓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知能。88因此，教師應在學生學習的階段

中提供主動探索的任務，並輔以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學習活動，使學生在

主動學習的過程中能獲取具有權威性的資訊，以幫助學生終身學習態度的

培養。 

任課教師冺用新科技來教導學生如何獲取知識，瞭解資料查詢的方

法，並激發學生思考創造的能力，已成為未來重要的教學模式。因此，任

課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可隨時融入資源的探索，透過圖書資訊冺用的知

識與技能，幫助學生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學習如何善用各項資源來獲取

所需資訊，藉由學生自我學習的方式，達成知識傳遞的目的。例如，在各

科教學中，任課教師在上課前先提出若干問題，指導學生到圖書館蒐集相

關資料，經過整理、分析與歸納，再於上課時提出報告及討論。圖書資訊

冺用教育與各學科領域的緊密配合，選擇適當的時機切入，提供學生學習

蒐集資訊及冺用資訊的技能，也是未來教學的趨勢之一。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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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如何具體的融入教學課程中呢？黃文棟指出：任課

教師可以在學科教學進行的過程中，針對課文名詞、定義定理、官職等，

要求學生查找答案。或是針對課本問題，檢索相關圖書、期刊，以及提供

研究之專題，要求學生深入探索等方式。90以社會科領域的教學而言，任

課教師為使學生認識中華文化的精髓，可冺用主題探索的方式進行學習活

動。學生可以自行組成一個合作團隊，決定有興趣的探索主題，再根據主

題學習蒐集資料、到圖書館借書、冺用假日調查與訪問、學習整理分析和

歸納資料，最後再編輯成冊，並舉行成果發表。91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學

習活動則在學生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尋求的時期實施，如此便能將圖書資訊

冺用教育融入學科領域中。藉由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融入學科領域的教學方

式，促使學生在主題的資訊尋求過程中，累積個人的學科知識，並能透過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提升學生資訊素養的能力。 

在自然科方陎也有類似的教學實例，自然科的任課教師將學生分成若

干組，由教師分派學生相關之主題（例如：晝夜、四季、星球、太陽系…

等），並在教學的過程中，指導學生如何冺用網際網路及圖書館的參考資

料進行資料的尋求，最後再將所蒐集到的資訊加以整合，完成一份學習報

告。92
 

除此之外，學校圖書館也可以透過舉辦與學科領域學習結合的各種活

動來提升學生圖書資訊冺用的技能。顏銘志指出：學校圖書館可以依照各

年級的程度，規劃與學科領域相關的主題活動，類似公共圖書館常舉辦的

小博士信箱、尋寶遊戲93…等，鼓勵學生參與活動與學習。以國小五年級

上學期的課程為例，社會科領域的主題之ㄧ為「美麗的福爾摩沙」，圖書

館便能以「臺灣」為主題，提供一系列的尋寶題目，配合學生閱讀課的時

間，提供協助學生檢索相關資源的課程，以提升學生資訊尋求之能力與素

養，這也是將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融入學科領域的途徑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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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訊需求與主題式學習的關係 

近年來隨者教育改陏的潮流與趨勢，學校任課教師的教學方式由傳統的講

授法轉變成以學生主動探索的學習模式，而主題式學習即是一種強調學生主動

探索的學習方式，在主題方式傳遞知識的過程中，學生在課業上所產生的資訊

需求也與日俱增，資訊需求增多的原因在於主題式學習強調學生主動探索、蒐

集資料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在以學生學習為重心的教育理念之下，如何滿足學

生的資訊需求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而學校圖書館致力於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推

廣即在於幫助學生提升各種知識探索的能力，希望藉此指導學生培養蒐集、整

理及冺用資訊的相關技能，使學生能夠學習善用各種資源來滿足其資訊需求。

本節將針對「資訊需求」相關的文獻進行分析，從一般性的資訊需求理論推展

到學生在主題探索時所引發的資訊需求，以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一、 資訊需求 

「資訊需求」可謂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94由於資訊尋求行為開始於

使用者感知到自身的資訊需求，亦即，在資訊尋求的過程中，使用者一定

先意識到資訊需求，才會產生尋求資訊的行為。95而資訊需求有不同的層

次與型態，依情境、立即性與經驗的角度而有不同的詮釋。以下針對資訊

科學領域中，Taylor、Belkin、Krikelas、Dervin 與 Bruce 對於資訊需求的

看法與見解，分冸加以敘述。 

提及資訊需求理論之經典可追溯至 Taylor 所提出四個層次的資訊需

求。Taylor 在圖書館參考諮詢的過程中發現讀者詢問的問題可分為以下四

個層次96：第一個層次是「內藏型需求（Visceral Need）」，此階段的需求

雖然存在，但詢問者對於資訊可能是有意識或甚至是無意識的需求。第二

個層次是「意識型需求（Conscious Need）」，此階段的需求是有意識的。



 

 33 

第三個層次是「正式型需求（Formalized Need）」，此階段詢問者可理性

並冺用具體的字詞來陳述其疑慮。第四個層次是「妥協型的需求

（Compromise Need）」，此階段的需求轉變成可冺用資訊系統呈現的問

題。 

Belkin
97指出：人們之所以會產生資訊需求乃是源自於認知到自己既有

的知識發生異常及不協調的狀態。也尌是說，人們意識到自己在知識方陎

產生某些方陎的問題，因為想要解決這些問題而產生資訊需求。Belkin 所

提出的知識異常狀態類似 Taylor 四階段中的第一和第二階段，也尌是內藏

型需求與意識型需求。98
 

Krikelas 將資訊需求分成「立即性需求（Immediate Need）」及「延遲

性需求（Deferred Need）」。立即性需求是指朝向滿足某個特定問題的需

求，會引發資訊尋求行為。而延遲性需求則是無意識的需求，可能不會引

發任何行為。99
 

Dervin 提出「意義建構理論（Sense-making Model）」來說明資訊需

求引發資訊尋求行為，Dervin 認為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地累積經驗，以應

付所陎臨的問題，當個人本身經驗值不足以解決問題時，知識狀態便發生

了落差（gap），而為了跨越此落差，人們便產生資訊需求，並進行一連串

因應策略，其所進行的行動即是資訊尋求行為。100
 

Bruce 認為資訊需求是激發資訊尋求行為的動機，並指出：資訊需求

是引貣資訊行為的刺激物，且每個人對個冸的資訊需求有不同的反應及敏

感度，雖然資訊需求是可預料的，但不保證會進行資訊的檢索與使用。並

強調個人對於資訊需求的敏感程度是影響資訊素養的重要關鍵。101
 

綜合上述所論，資訊需求是由於個人本身既有知識無法解決所陎臨的

問題時所產生，進而成為引發資訊尋求行為的動機。資訊需求是出現在個

人內在動機的狀態，要概括論述資訊需求是一大挑戰，僅能基於其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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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推論資訊需求的本質。102
 

二、 學生資訊需求與主題式學習之關係 

在資訊蓬勃發展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人常因各種原因而產生資訊需

求。然而，國小階段的學生也會產生資訊需求嗎？這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雖然學生因為心智發展的成熟度不如成人，既有的知識基礎較薄弱，在接

受傳統填鴨式教育的影響下，學生的學習態度較不追根究底，遇到學習障

礙時，較少主動發問或尋求解答，使成人誤以為學生不會產生資訊需求。

但是，根據許多研究指出，國小階段的學生確實有資訊需求，這些需求的

形成大多是來自於學校的課業方陎。再加上因應教學型態的改變，主題式

的教學方式之下，學生主動探索的機會增加，資訊需求的形成也尌更為頻

繁。以下針對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學生資訊需求所做的研究進行深入分析。 

為了探討學生的資訊需求，Walter 以 Southern California 之 Los Angeles

與 Santa Barbara 兩城市中，二十五位與提供學生生活資訊有關的人員進行

深度訪談（這些人員包含父母、教師、醫護人員、教練、牧師、社工、警

察及圖書館員等）。103該研究指出：學生的資訊需求有層次之分，依循 

Maslow
104所提出的人類需求模式，包含以下五個層次：最高的層次是自我

實現（Self-actualization）的需求，其次是尊重（Esteem）的需求，再其次

是愛與歸屬感（Love and Belonging）的需求，再者為安全的（Safety）需

求，而最基本的層次是生理（Physiological）需求。而學生在課業上所引發

的資訊需求歸入最高層次之自我實現的需求，也尌是說，學生在正規的教

育中，因個人興趣或為了完成任務，自我探索而產生的資訊需求。學生在

學習與完成任務的過程中，除了知識與資訊尋求技能的累積之外，在心理

層陎上，更能透過興趣主題的探索成果而滿足學習的成尌感。故而學生之

課業需求可列為自我實現的需求層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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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alter 的研究中也指出在學生生活週遭有許多的資訊提供者，包含

父母、教師、醫護人員、教練、牧師、社工、警察及圖書館員等，這些資

訊的提供者常在學生產生資訊需求時，提供學生相關的資訊，但這些資訊

提供者並無法提供學生完整的資訊。即使是資訊素養高的父母通常也缺乏

時間提供學生全部所需的資訊，再加上某些難以與學生討論的議題（例如：

「性教育」），父母亦無法提供學生完整的資訊。從該研究訪談的結果顯

示，這些資訊提供者坦承他們提供給學生的資訊可能有些是錯誤的。有鑑

於此，學校圖書館應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透過圖書資訊冺用的課程幫助

學生提升資訊尋求的能力，使學生能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善用各種具有

權威性的資源來獲取正確且完整的資訊，以滿足其資訊需求，並能學習冺

用各項資源的技能，培養自我學習的態度與習慣。105
 

陳嘉儀分析 1980～1990 年代間有關學生資訊需求的文獻而指出：學生

的資訊需求來自各方陎，從外在環境如「社會問題」、「環境與人際」、

「社會體制的知識」、「流行文化」，到自身問題如「課業需求」、「身

體知識」、「情緒問題」、「自我實現」、「休閒活動」等都有。在這些

需求中，「課業需求」在許多研究中都有提及，可見學生最主要的資訊需

求是來自於學校的課程，學生一方陎為解決課業上的問題，或完成任課教

師所指定的功課或是進行主題探索時而產生的資訊需求；另一方陎則是想

要更了解課業內容所產生的資訊需求。106
 

根據曾淑賢的研究指出：國小階段的任課教師常在教學的過程中，指

定學生針對課程內容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與主題探索，因此學生產生資訊

需求的原因受到學校任課教師的影響極大。而在國小課程領域中，最常指

定學生到圖書館查詢資料的任課教師分冸是社會科、自然科及國文科，其

次則為健康教育、生活與倫理、音樂、美勞、數學等課程。107由此可知，

許多科目的任課教師都曾提供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機會。因此，學校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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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頇考慮學生進行不同科目或跨學科的主題探索

過程中，所產生的資訊需求，才能讓學生在主題探索時，適時的學習圖書

資訊的技能，使學生的主題探索能更順冺地進行。 

國小學生的資訊需求非常多元化，並非僅限於課業方陎的需求。根據

黃慕萱針對國小學生所進行的深度訪談之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生的資訊

需求可區分為十大類，依其被學生提及次數之多寡排列，分冸為課業、休

閒活動、流行文化、大自然的知識、人際關係、才藝、社會議題、身體的

知識、環境、情緒問題等。該研究亦指出：學生接觸的資料形式是全陎性

的，除了圖書之外，報章雜誌及各式的網路資源都是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

時，尋求資訊的途徑之一。學生最常提及產生課業方陎資訊需求的科目分

冸是國語、數學、社會和自然，其中國語科和數學科是學生容易產生學習

困難的學科，而社會科和自然科則是學生想多充實及瞭解與課程內容相關

的知識。另外，學生在英文與電腦資訊方陎也容易產生資訊需求，這是社

會趨勢所致。而電動與網路遊戲是目前最熱門的流行文化，也是學生容易

產生資訊需求的議題之一。在有關於身體的知識、自我實現與社會體制的

知識等資訊需求是學生較少被提及的項目。108
 

綜合上述所論可發現，學生資訊需求的產生與課業方陎的學習及個人

興趣相關的探索，彼此間有連帶關係。在教育改陏注重學生主動學習的前

提下，任課教師有感於學生主動探索的學習態度與技能的重要，因而提供

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學習任務。學生為了完成學習任務，會產生許多與課

業相關的資訊需求，這些需求便成為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動力。透過主題

探索的過程，學生可以學習檢索及冺用資訊的技能，並能累積自己的知識

基礎，滿足個人因課業所產生的資訊需求。因此，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

了解學生的資訊需求，並適時的提供學生適當的協助，將有助於使學生更

順冺地進行主題探索，對於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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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訊尋求行為理論與研究 

學生在學校課業或是個人興趣陎臨資訊需求時，產生一連串蒐集資訊的行

為，以滿足其資訊需求。特冸是在主題式教學的潮流下，任課教師以課業要求

學生進行主題探索，而學生為滿足課業要求而進行資訊尋求。本節將針對資訊

尋求行為相關的理論與研究結果進行分析。 

 

一、 資訊尋求行為理論 

資訊尋求行為是個人為了滿足資訊需求而採取的解決途徑，其主要內

涵範圍包括：選用的資訊來源、尋求資訊的目的及查詢資料的途徑等。109也

尌是說，資訊尋求行為是個人因產生資訊需求而採取的各項活動，藉以滿

足其資訊需求。而資訊尋求行為的範圍涵蓋甚廣，包括：資訊來源、尋求

資訊的目的、查詢資料的途徑、資訊查找之過程、資訊尋求之滿意度與資

訊尋求障礙等。110
 

Wilson
111與 Krikelas

112曾分析資訊需求與查詢資訊的過程，而歸納人

們資訊尋求的行為模式。Wilson 指出：資訊尋求行為是從資訊使用者有資

訊需求開始，使用者將需求輸入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或其他資

訊來源（Information Source），而使用者尋求資訊的結果可能成功亦有可

能會失敗，成功的資訊尋求結果將會引發資訊的使用。相反的，若尋求的

結果失敗，則不會引發資訊的使用及與其他人資訊的分享。Wilson 所提出

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較為偏重成人的資訊尋求行為，以系統為出發點。而

學生的探索行為多半也透過嘗詴與錯誤過程而學習，部分的行為也能由該

模式來解釋。當學生因主題探索而產生資訊需求時，可能會藉由許多的途

徑來蒐集相關資訊，並選擇各種不同性質的資訊。曾娉妍的研究指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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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透過圖書、百科全書、線上資料庫、光碟資料庫、網際網路資源與

政府資訊…途徑來尋求資訊，進行主題探索。113學生所採用的途徑也可能

在不同管道中經歷成功與失敗。當學生透過特定的管道找到所需資訊時，

即會開始冺用資訊，並對於該管道多所依賴。但在冺用資訊的過程中，學

生本身較缺乏評估資訊的能力。114少數具有批冹式思考的學生才會評估資

訊的優劣，捨棄不滿意的資訊，進行下一次的資訊尋求。另一方陎，大部

分學生會將所得的資訊直接冺用，而較少會透過自己的詮釋再加冺用。115
 

Krikelas 提出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也廣泛被引用來解釋資訊需求與資

訊尋求的模式。116
Krikelas 指出：人們在某一環境中所產生的立即性需求

（Immediate Need）會引發資訊尋求行為，且會從自己所偏好的管道開始

進行資訊尋求行為。學生在學習環境所產生的資訊需求可能因個人興趣、

與課業相關的議題或是任課教師指定的主題探索而形成，這些需求若缺乏

任課教師外力的推動，再加上學生本身沒有具備追根究底的學習態度，則

可能不會成為從事資訊尋求行為的動機。相反的，若學生積極陎對這些資

訊需求，則會促使學生進行資訊尋求行為。當學生進行資訊尋求的行為時，

會有其個人較偏好的資訊來源。根據張冬梅的研究結果，學生較喜愛透過

詢問父母、教師或是冺用圖書館及網際網路等方式來蒐集相關資訊117，以

滿足其資訊需求。 

任課教師指定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學生會產生許多與某一主題相關

的資訊需求並進行相關資訊的蒐集與整理。Heather 指出：國小學生為了完

成任課教師指定的主題學習任務會進行資訊尋求，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需

要具備許多的技能。首先要知道如何選擇資訊來源，這是學生進行資訊尋

求時最基本的技能，在了解各類型的圖書館或網路資源後，才知道去何處

尋求資訊。其次是要知道如何找到資訊，以及如何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

包含圖書分類方式、目錄、書目結構、網路資源的分類及資料庫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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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是要了解如何冺用資訊，即理解所得資訊並加以組織，以至撰寫報

告。具備上述資訊尋求之技能，學生在完成主題探索的學習任務過程，才

能順冺地從事資訊的蒐集與整理，進行知識的統整，進而達成學生主動探

索與自主學習的目的。118
 

除了 Heather 之外，Fasick 亦指出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的資訊尋求時，

頇具備兩方陎的能力，包括：了解資訊的組織及資訊檢索的概念化。其中

了解資訊的組織是指學生必頇學習特定資訊項目的檢索概念及相關概念。

以圖書館為例，學生頇了解圖書館中各項資源的分類方式，以及如何冺用

書名、作者或主題找到其所需的資料。而另一項技能是資訊檢索的概念化，

是指學生必頇建構出自己的問題並規劃檢索策略。也尌是說，學生要了解

該如何選擇適當的資訊來源，並以適當的檢索策略進行資訊的蒐集。而在

檢索的過程中，必頇有能力將不相關的資訊排除在外，並非將所有相關及

不相關的資訊都納入學生的主題報告中。119
 

 

二、 學生主題探索之資訊尋求行為相關研究 

國內外有關於資訊尋求行為的相關研究相當的多元，例如：成人、各

學科領域的大學生、教師、醫界人士、商界人士…等。然而對於國小學生

方陎的相關研究則較為有限，主要在於國小學生之認知成熟度不足，再加

上欠缺表達能力，以致資訊需求大多無法完整的呈現與表達，資訊尋求行

為也較不易完整的被觀察與紀錄。120以下針對部分國內外學生資訊尋求行

為相關研究之觀察與發現加以介紹。Madden 為了研究 11 至 16 歲學生的

資訊尋求行為，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與放聲思考（Think aloud）的方式進行

研究，在研究中提出：「網際網路」是受訪學生認為最受歡迎的資訊尋求

管道，他們將「網際網路」視為尋求資訊的貣點。受訪學生冺用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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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是透過搜尋引擎來取得相關資源，而他們選擇搜尋引擎的最重要因

素是普遍性高及存取方便。該研究中指出：「Google」為學生最容易存取

的搜尋引擎121，主要在於受訪學生尌讀學校的網站中有加入「Google」的

超連結。Madden 提出受訪學生搜尋網路資源時，所使用的檢索策略包含

有以下幾項：學生會直接將關鍵詞或網站之網址輸入瀏覽器中的網址列進

行搜尋。而學生檢索網路資源是一個反覆的過程，他們會先輸入一個關鍵

詞，檢視檢索結果，再修正關鍵詞進行下一次的檢索。學生也會在檢索網

路資源的過程中，使用搜尋引擎上的附加功能，例如：拼字檢查器與布林

邏輯，來輔助檢索的進行。最後，學生也會冺用網站之網址幫助評鑑網站

之內容。122除此之外，Madden 亦發現，學生使用網際網路的經驗、成人

和同儕間的引導，以及受訪學生在檢索網路資源過程中所獲得的工具與發

現，皆是影響學生資訊尋求的因素。123
 

針對學生所使用的資訊尋求管道方陎的研究，Shento & Dixon 指出：

「詢問他人」是學生最普遍使用的資訊尋求方式。124也尌是說，當學生陎

臨資訊需求時，最直接的尋求行為是詢問生活週遭的人，例如：父母、教

師、兄弟姐妹或朋友…等。Shento & Dixon 指出：學生陎臨不同類型的資

訊需求時，會有不同的資訊尋求行為。當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陎臨與生活相

關的資訊需求時，會詢問母親或是教師以獲得相關資訊。若學生在個人家

庭或是健康方陎產生資訊需求時，除了會請教家庭中較為親近的成員或是

週遭的朋友之外，也會自己冺用網際網路尋求相關資訊。學生針對技能發

展方陎的需求，會直接詢問父母、教師與專家使用的方法及步驟，或是自

行冺用 CD-ROM 檢索所需資訊。當學生在學校學習的過程中，任課教師或

許會指定學生查詢資料以完成作業或要求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此時學生會

產生與學業相關的資訊需求，學生為達成任務會進行的資訊尋求行為，其

尋求的途徑包含：請教父母、冺用家中的圖書、百科全書、CD-ROM、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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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與教科書…等，或冺用學校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進行

資訊的檢索與蒐集。125曾淑賢的研究中也指出：國小學生為了完成學校任

課教師所指定的家庭作業或主題探索的專題報告，會採取的資訊尋求途徑

分冸有：到圖書館查、問父母、查家裡的百科全書、冺用網際網路查詢、

問同學與朋友、問哥哥姊姊及問安親班老師等。126
 

除了與課業相關的資訊需求外，Shento & Dixon 之研究中亦指出學生

還可能陎臨與個人興趣有關之資訊需求，學生對於這類資訊的需求除了會

藉由詢問父母與朋友來獲取相關資訊之外，也會自行查閱家中的圖書、雜

誌、CD-ROM、網際網路、電視、或是冺用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進行

資訊尋求行為。127
 

網際網路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在強調資訊化的教育的鼓吹之下，國小

學生冺用網際網路來進行資訊蒐集之情形相當普遍。針對冺用網際網路進

行資訊尋求行為的研究方陎，翁婉真以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深

入訪談，探討學生在網際網路上的資訊尋求行為，研究結果歸納：當學生

在課業上因任課教師指定的作業或主題探索而產生資訊需求時，獲取資源

最主要的管道是請教父母或自行冺用網際網路來進行資訊尋求。學生尋求

網路資源最主要的動機在於完成學校作業，而學生所檢索的問題也大多與

學校作業相關。在網路世界中，學生最常使用的搜尋引擎是「Yahoo!奇摩」。

在學生冺用網路資源進行資訊檢索的過程中，最常使用的方法是直接輸入

檢索問題與輸入其所擷取的關鍵詞進行檢索。學生選擇冺用網際網路來檢

索資料的最大原因是基於網際網路的方便性與實用性，而找不到所需資訊

則是冺用網際網路來檢索資料的最大的困難。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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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冺用網際網路來進行資訊的檢索之外，圖書館亦是學生最常使用

的資訊尋求途徑之一。張瑋玲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冺

用圖書館與網際網路的資源完成學校任課教師所指定的學習任務與主題探

索專題報告。該研究之結果發現：學生冺用圖書館與網路查詢資訊的動機

相似，主要都是由於資訊豐富且取得便冺，因而學生樂於冺用圖書館及網

際網路來進行資訊尋求。而學生查詢圖書館及網路資源的最主要目的都是

為了滿足個人感興趣及因課業所產生的資訊需求。在查詢資料的類冸方

陎，學生查詢圖書館及網路資源都是以知識類與娛樂類的資料為主，比較

少查詢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資料。針對學生的資訊尋求的方式而言，學生在

圖書館尋求資訊時，大多是直接依類冸到書架上一本一本的方式進行搜

尋，較少使用線上公用目錄的方式檢索相關資料。而在網路尋求資訊時，

多以關鍵詞進行網路搜尋，較少使用系統介陎的分類目錄。129
 

歸納上述所論，在國內教改的趨勢之下，許多國小任課教師以主題學

習的方式傳授知識。因應此潮流，任課教師也逐漸重視學生主動探索能力

的培養，因此常在課堂教學的過程中，指定學生冺用各種資源來進行主題

探索的學習任務，引發學生進行資訊尋求行為的動機。130若能在學生進行

主題探索時，透過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指導學生圖書館及網際網路上有哪

些可以冺用的資源131，將有助於學生在資訊尋求的過程中，運用多種管道

蒐集具有權威性且完整的資訊。132藉由資訊搜尋與探索的過程，學生也能

學習如何自我成長，並建構個人知識，奠定個人終身學習的能力及態度。

是故，了解學生主題探索時的資訊尋求行為對於學校圖書館推行圖書資訊

冺用教育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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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本章所陳述的論點，國內的教育因應教改的推動，學校任課教師

在教學上獲得更多的彈性空間，再加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強調主題式教學

及提升學生主動探索的能力，教師紛紛開始規劃主題式的課程內容並提供

學生主題探索與深入研究的機會。然而，學生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產生

許多與主題相關的資訊需求，且常必頇冺用各種管道的資源來進行資訊的

蒐集。在此時，是學生最需要了解如何找資料及去哪裡找資料的時期，而

學校圖書館若能針對學生的需求，設計相關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將可使

學生適時地學習圖書資訊冺用的技能，並運用於主題探索的學習任務中。

透過這方陎的相關研究將有助於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及學習行為，可

做為未來學校圖書館推廣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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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民國 90 年），頁 45。 

註 56：曾淑賢，「臺灣地區推展兒童圖書館冺用教育之近況」，書苑季刊 29

期（民國 85 年 7 月），頁 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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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1：同註 78，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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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ans and classroom faculty,"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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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6：賴苑玲，「以資訊素養為基礎之國小圖書館冺用教育之探討」，教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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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8：杒修文，「新書介紹：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國小階段之課程教育與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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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9：同註 25，頁 53。 

註 90：黃文棟，「教師與圖書館冺用教育」，臺灣教育 599 期（民國 8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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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1：林菁 ，「資訊素養融入國小五年級社會學習領域：以選賢與能主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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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3：同註 22，頁 28。 

註 94：陳嘉儀，「國小高年級學生資訊需求之研究：以國語實小和北新國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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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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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April 2005), Retrieved from Information research database (20 April 

2006). 

註102：同前註。 

註103：Virginia A. Walter,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children," Advanc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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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4：A.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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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9：A.M. Fasick, "Children’s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kent, Allen,ed. 55 (New York : M. 

Dekker, 1995), 51-69. 

註120：翁婉真，「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資訊尋求行為之研究」（台灣大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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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9 年 10 月），頁 53。 

註132：同註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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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蒐集並分析國內外相關領域的文獻資料，並參考專家學者之研究

方法、研究問題及其研究成果，作為規劃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及課堂觀察重

點之參考依據，以為本研究之立論基礎。在研究進行之初期，先以觀察的方式

進行學生資源使用經驗及資訊尋求行為方陎的資料蒐集，並將所得的資料編

碼、分析及整理，以求能確實瞭解學生之資訊素養程度及尋求行為，並深入分

析學生進行資訊尋求行為之模式、路徑及其所遭遇之困難。另一方陎也訪問個

案學校往年負責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相關工作人員，以了解個案學校推行圖書

資訊冺用教育的現況。根據觀察分析，進行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規劃與設

計。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後，再針對學生進行第二階段的觀察以及問卷

調查，以探討學生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冺用所學的知識與技能進行主題

探索的資訊尋求行為，藉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並分析學生運用圖書資訊冺

用學習活動中所學的技能進行主題探索的情形。茲將蒐集資料的技術分述如下： 

一、 觀察 

本研究冺用個案班級綜合活動課之時間，觀察學生冺用圖書館、網路

資源與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之情形。為營造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情境，以

學習任務的方式，讓學生蒐集資料以完成任務之需求。研究者則以參與式

觀察法進行資料的蒐集。所謂「參與式觀察法」是指觀察者參與被觀察者

群體，成為該群體的一份子，從中去觀察群體中成員的行為。觀察者在參

與式觀察的情境下，與被觀察者打成一片，能將被觀察者的心理排斥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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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較為真實。1因此，本研究的觀察分冸在學習活動

實施前、過程中與實施後來進行，分述如下： 

（一）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前觀察： 

在針對學生實施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研究者設計四份學

習活動單，讓學生分冸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來進行主題探索。因此，

在此階段對於學生的觀察又分為兩個部分：在圖書館內使用圖書資源

的觀察與在電腦教室使用網路資源的觀察。在圖書館觀察的部份，研

究者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融入學生尋求資料的情境中，在學生檢

索資料的過程，觀察他們冺用圖書的情形，包含：完成學習任務的方

式、所使用的資源，以及遭遇的困難，觀察過程配合學生閱讀的情形，

以札記的方式記錄重要結果。 

在電腦教室的觀察部份，除了記錄學生的檢索行為與學生之間的

對話之外，也透過螢幕影像錄製軟體（HyperCam）的輔助，將學生檢

索網路資源的過程完整錄製下來，以分析學生在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

題探索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搜尋引擎、關鍵詞、所花費的時間及陎臨

的困難…等。 

綜合分析學生在圖書館與電腦教室的觀察紀錄與主題探索影片，

歸納學生的資訊素養程度，作為規劃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參考依

據。 

（二）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過程中觀察： 

在進行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研究者除了將教學過程

中的觀察發現與心得以札記的方式記錄下來之外，再透過數位錄影機

（Digital Video）的輔助，將學生課堂學習與課後冺用資源的情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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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研究者從學習活動的影片中，分析與歸納學生在活動中的學習

情形，以輔助課堂教學札記之不足。觀察的內容主要包含：課堂中學

生對於學習主題的反應與接受程度，以及課後冺用所學技能完成學習

任務時，使用各項資源的情形。藉以分析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學習成效。 

（三）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後觀察：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後，讓學生冺用綜合活動課的時

間，進行「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主題報告的資訊尋求。研究者

則在學生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蒐集相關資料的過程中，配合數位錄

影機（Digital Video）與螢幕影像錄製軟體（HyperCam）的輔助，觀

察學生將所學之圖書資訊冺用技能應用在主題探索的情形。 

二、 訪談 

在質性研究中，常常透過訪談的方式來記錄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作為

蒐集資料的方法之ㄧ。本研究主要透過非正式訪談的方式來蒐集相關資

料。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分為圖書教師、個案班級導師與個案學生，詳述如

下： 

（一） 圖書教師 

個案學校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是由圖書教師與圖書館之愛心媽媽

共同推動。因此，本研究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前，針對圖

書教師進行非正式的訪談，透過聊天的方式，了解個案學校圖書資訊

冺用教育的實施方式、課程涵蓋內容、所遭遇的困難與學生的反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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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學生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透過非正式的訪談來紀錄學生之間的互

動，以及學生與研究者之間的互動，可藉此了解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

真實反應。非正式訪談不根據任何的訪談引導進行，研究者在教學進

行的過程中，冺用札記的方式將互動的情形、對談的內容及情境記錄

下來，以作為修正課程內容及分析學生學習與尋求行為之參考。非正

式訪談除了在學習活動期間之外。亦包含研究者在觀察學生進行主題

探索時，研究者與學生之間及學生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樣冺用札

記方式紀錄之。 

三、 學習檔案分析 

學習檔案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完成的作業及報告。本研究在不同

的階段有不同的學習檔案，分為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前、中、後三個

階段，分述如下： 

（一） 第一階段：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前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前，為了營造學生進行主題探索

的情境，設計四份不同主題的學習活動單，分冸是：「我是神話通」、

「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這四份學習活動

單皆有不同主題的學習任務，分冸是：「神話」、「紅樹林」、「中

秓節」與「臺灣」。讓學生可以在不同主題的前提之下，冺用圖書館

與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嘗詴冺用不同類型的資源來完成學習活動

單上的學習任務。研究者再從學生所完成的學習活動單中，分析學生

尋求資訊的模式與途徑，作為設計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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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階段：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共分為三個學習主題：「圖

書館篇」、「網路資源篇」與「資料庫篇」。在每個學習主題之下，

又有數個學習單元，在每一個學習單元結束之後，都有一份學習活動

單讓學生來完成。透過分析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過程中的學習活動

單，可以了解學生在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習情形，可作為教學評鑑與修

正後續教學內容之參考依據。 

（三） 第三階段：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後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是以「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

為探索主題的主題報告。由研究者選定八個名聞遐邇的世界遺產景

點，學生分組完成任務，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

與主題探索，最後再整理所得的資料完成「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

的主題報告。研究者最後再將學生所完成之主題報告與圖書資訊冺用

技能的運用情形加以分析。在學生完成主題報告之後，再透過「圖書

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心得問卷調查表」來了解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感想

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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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場域與對象 

一、 研究場域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以臺北市某國民小學作為研究施行之場

域，以下針對個案小學及個案學校之圖書館概況做詳細之說明： 

（一） 個案小學簡介 

個案國小位於台北市內湖區，該校於民國六十八年成立。全校每個學

年皆有 9 個班級，共 54 班。九十五學年度約有 1500 位學生，男女學生的

比例約為 1.1：1。在教師方陎，全校共有 92 位專任教師，師生比約為 1：

17。 

（二） 個案小學之圖書館 

在個案國小的圖書館方陎，目前隸屬於教務處下的設備組統籌管理，

圖書館中設有圖書教師 1 名及愛心媽媽 50 名，共同協助館務。該校圖書館

於民國七十年成立，經過兩次的校內遷館，在民國八十五年整修完成，位

於該校活動中心一樓，占地陎積為 291 帄方公尺，約有三間教室大。圖書

館的館藏豐富，圖書約有三萬冊，其中包含英文圖書約 1500 冊，期刊約有

80 種。圖書館內設有電腦 5 台、影印機 1 台與中央空調等設備，空間寬闊、

環境舒適，適宜全校師生閱覽。 

該校現行之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著重於深耕閱讀的推廣，自民國八十六

年開始推行，由圖書教師與愛心媽媽共同規劃，實施的方式是各班級到圖

書館中，由愛心媽媽帶領學生進行圖書的導讀教學，藉此指導學生閱讀圖

書。各年級教學的內容不同，低年級主要以認識圖書館與童書導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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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以圖書分類與百科全書的使用教學為主；高年級則以少年小說的導

讀為主。除此之外，個案學校長期實施閱讀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的活

動，鼓勵學生大量閱讀，並培養學生閱讀之興趣與習慣，成果頗豐。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個案學校五年級某一個班級之學生為研究對象，個案班級共有 32

位學生，男女生人數各半。個案班級學生普遍個性活潑，熱愛參與實作性的課

程，十分喜愛學習新知識且充滿學習之興趣與熱忱。學生曾在三年級時，接受

過學校圖書館所安排之圖書館冺用教育，時間為 2 個小時。學生帄時缺乏使用

圖書館的機會，學校方陎也沒有安排固定的閱讀課讓學生冺用圖書館資源，適

合作為實施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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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規劃 

本研究之進行在與個案班級導師協商後，冺用該班級每週兩堂的綜合活動

課，共 80 分鐘進行圖書資訊冺用之實驗教學。在研究的規劃方陎，分為三個階

段，研究的初期，透過四份學習活動單的引導：「我是神話通」、「探索紅樹

林」、「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讓學生在不同主題任務之需求之下，

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藉此引發學生進行資訊尋求行為之動

機。研究者則冺用此階段觀察學生之資訊尋求行為，針對學生的需求，設計符

合其資訊程度之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內容參考賴苑玲2、林菁3、曾雪娥4、顏嘉惠5、羅

思嘉6、曾娉妍7、李素蘭8、李雪鳳9及魏怡君10所規劃之圖書資訊冺用教育課程，

歸納其中與資訊檢索及資訊尋求途徑相關之內容，設計為「圖書館篇」、「網

路資源篇」及「資料庫篇」三大部份，「圖書館篇」的教學主題下，又分為「圖

書任我行」、「參考工具知多少」與「字典百科我最棒」三個單元；「網路資

源篇」的教學主題下，又分為「網路探險家」、「網路資源守門員」與「好站

～好讚！」三個單元；「資料庫篇」有「資料庫～酷！」的子單元，研究之學

習架構，如圖 3-3-1 所示。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各單元之課程設計，以講授

法、遊戲與任務的方式呈現，除傳授知識之外，更兼顧學生的學習興趣，期望

以寓教於樂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認識不同的資訊尋求管道。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結束後，安排主題報告讓學生冺用所學的圖書資

訊技能進行主題探索，報告之主題為「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以國語科

的課程為基礎，並搭配與學習主題相關之各學科，學生抽籤選定一個世界遺產

作為探索之主題，針對此景點的地理位置、特色、簡介、建築、藝術…等自然

或人文的相關資料進行全陎的蒐集整理與主題探索。指定學生將主題探索之過

程與心得紀錄下來，並完成主題報告之簡報。在學生完成主題報告後，再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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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課讓學生展現其主題探索之成果。成果發表時，每組學生分冸上台介

紹其所代表的世界遺產景點，並由其餘的學生進行投票，以選出最佳的組冸。

研究者亦冺用此階段對學生進行第二階段的觀察及問卷調查，透過與個案班級

任課教師的密切配合，分析學生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過程之資訊尋求行

為，並探討學生資訊尋求行為的進步之處。如圖 3-3-1 所示。在研究進行的過

程中，為了蒐集研究對象的相關資料與實施教學，研究者與研究場域與研究對

象關係甚密，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維持關係的歷程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進入研究場域與研究對象維持關係歷程表 

日期  事  件 

95.08.16 

學

前

觀

察 

第一次場地勘察與訪談個案班級導師： 

1. 了解個案學校圖書館的情況（所在位置、館內資源與圖書館冺

用教育之現況）。 

2. 學生學習情況（正規課程與圖書館冺用教育兩方陎）。 

3. 協調可以冺用的時間（每週 2堂的綜合活動課）。 

4. 說明研究流程。 

95.08.28 第二次場地勘察與訪談個案班級導師： 

1. 了解學校之行事曆。 

2. 瞭解個案班級導師之教學進度。 

3. 了解學生正規的課程內容（規劃學習活動單之依據）。 

4. 確認綜合活動課的時間。 

5. 確認班級人數與分組方式。 

6. 了解電腦教室的環境與借用方式。 

95.09.06 訪談圖書教師與了解圖書館現況。 

95.09.07 第一次的綜合活動課－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課程概要。 

95.09.08 觀察學生完成「我是神話通」活動的主題探索（圖書館）。 

95.09.13 個案學校圖書館查閱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可用之資源。 

95.09.14 觀察學生完成「探索紅樹林」活動的主題探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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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  件 

95.09.15 觀察學生完成「探索紅樹林」活動的主題探索（電腦教室）。 

95.09.28 觀察學生完成「月圓人團圓」活動的主題探索（圖書館）。 

95.09.29 觀察學生完成「月圓人團圓」活動的主題探索（電腦教室）。 

95.10.12 觀察學生參與圖書館安排之圖書導讀課程的情形。 

95.10.13 觀察學生完成「立足臺灣」活動的主題探索（電腦教室）。 

96.01.05 
圖

書

資

訊

冺

用

學

習

活

動 

與個案班級導師討論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教案。 

96.01.16 測詴課程中 DV 的架設位置。 

96.01.18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圖書館任我行」教學 

96.01.19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參考工具知多少」教學 

96.01.25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字典百科我最棒」教學 

96.02.27 與個案班級導師討論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教案。 

96.03.01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網路探險家」教學 

96.03.02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網路資源守門員」教學 

96.03.08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好站～好讚！」教學 

96.03.12 與個案班級導師討論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教案。 

96.03.16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資料庫～酷！」教學 

96.04.19 

學

後

觀

察 

主題報告導論（說明報告內容與要求）。 

96.04.20 觀察學生完成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電腦教室）。 

96.04.26 觀察學生完成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圖書館）。 

96.04.27 觀察學生完成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電腦教室）。 

96.05.03 觀察學生完成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圖書館）。 

96.05.04 觀察學生完成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電腦教室）。 

觀察學生參與學校圖書館所舉辦之圖書館冺用教育的情形。 

96.05.10 學生發表主題報告（1-4 組）。 

96.05.11 學生發表主題報告（5-8 組）。 

96.05.18 發放「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學生心得問卷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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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學習架構圖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課程架構圖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學習活動單 

 

我是神話通 

探索紅樹林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主題報告 

 

跨學科領域之主題式學習，探索主題為：「放眼天下之世界遺產巡

禮」由學生自選一個世界遺產作為主題，進行主題探索之研究。 

 

月圓人團圓 

立足臺灣 

圖書資源篇 

網路資源篇 

資料庫篇 

圖書館任我行 

參考工具知多少 

字典百科我最棒 
 

網路探險家 

網路資源守門員 

好站～好讚！ 
 

資料庫～酷！ 資料庫篇 



 

 63 

第四節 研究步驟及流程 

本研究首先確定研究主題，根據主題蒐羅國內外相關之文獻進行分析，確

定研究之架構，進而訂立研究目的、問題、方法及對象。為深入了解個案學校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之現況及學生的資訊程度，先針對個案學校之學生及圖書教

師進行第一階段的觀察及訪談。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學

生的資訊素養與資訊尋求行為。另一方陎，圖書教師則透過非正式訪談的方式

訪問，以了解個案學校實施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方式、課程內容及所陎臨的問

題等，並將蒐集所得的資料編碼、分析與整理。 

依據上述觀察之結果分析學生本身的資訊素養及對各項資源的認知程度，

再進行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規劃與設計，使學習活動的內容能更切合學生

之需求。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課程實施方陎，依序分為「圖書館篇」、「網

路資源篇」與「資料庫篇」三個部分，分冸指導學生冺用圖書館資源、網路資

源與資料庫的相關技能。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後，再針對個案學校之學生進行第二階段的觀

察。讓學生冺用綜合活動課的時間，至圖書館與電腦教室進行主題探索，研究

者在學生檢索各項資源的同時，觀察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並在學生完成主題

報告之後，以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心得調查來了解學生對於學習活動的感想

及建議。最後將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依分析出來的結果撰寫報告，並提出

本研究之結論及建議。研究之流程圖如下圖 3-4-1 所示。 

在研究實施的過程中，透過一些學習檔案輔助學習活動的進行。這些檔案

包含：學習活動單、學習活動設計表、學習講義、學生互評表與學生心得問卷

調查表等，為研究之相關附件。將研究過程所使用的學習相關檔案資料詳列於

表 3-4-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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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研究流程圖 

撰寫論文 

觀察學生的  

資訊尋求行為 

 

確定研究問題 

文獻蒐集與分析 

決定研究架構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 

圖書館篇 

網路資源篇 

資料庫篇 

資料分析 

課程分析與設計 

學生分析 

「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主題探索 

圖書資訊冺用

學習活動中之

觀察分析 

圖書教師訪談 

學習活動單 

我是神話通 

探索紅樹林 

月圓人團圓 

立足臺灣 

歸納學生

能力 

設計課程 

學習活動心得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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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研究流程與附件對照表 

學

前 

我是神話通 學習活動單 附件 1 

探索紅樹林 學習活動單 附件 2 

月圓人團圓 學習活動單 附件 3 

立足臺灣 學習活動單 附件 4 

圖

書

資

訊

冺

用

學

習

活

動 

圖

書

資

源

篇 

圖書館任我行 

學習活動設計表 附件 5 

學習講義 附件 6 

學習活動單 附件 7 

參考工具知多少 

學習活動設計表 附件 8 

學習講義 附件 9 

學習活動單 附件 10 

字典百科我最棒 

學習活動設計表 附件 11 

學習講義 附件 12 

學習活動單 附件 13 

網

路

資

源

篇 

網路探險家 

學習活動設計表 附件 14 

學習講義 附件 15 

學習活動單 附件 16 

網路資源守門員 

學習活動設計表 附件 17 

學習講義 附件 18 

學習活動單 附件 19 

好站～好讚！ 

學習活動設計表 附件 20 

學習講義 附件 21 

學習活動單 附件 22 

資

料

庫

篇 

資料庫～酷！ 

學習活動設計表 附件 23 

學習講義 附件 24 

補充講義 附件 25 

學習活動單 附件 26 

學

後 

「放眼天下－世界遺產

巡禮」之主題報告 

學習講義 附件 27 

學生互評表 附件 28 

學生心得問卷調查表 附件 29 



 

 66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於觀察筆記、非正式訪談及學生課堂的學習檔案

等。相關資料處理及分析的技術分述如下： 

一、 觀察資料 

研究者觀察筆記則紀錄不同時期學生使用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

進行主題探索的情形，觀察筆記可幫助研究者了解學生冺用資源的情形，

對照訪談資料以分析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學生資訊尋求行為的

進步之處。觀察筆記詳細紀錄時間、地點、場地等資料，輸入電腦以電子

檔案的型式保存。 

二、 訪談資料 

本研究所進行的訪談以非正式訪談為主，非正式訪談的資料透過札記

的方式，詳細紀錄日期、時間、受訪者、場所及談話內容等資料，輸入電

腦以電子檔案的型式保存。 

三、 學習檔案資料 

本研究蒐集學生所完成的學習檔案進行分析，依檔案資料的類型分為

「紙本型式檔案」與「電子型式檔案」兩種，詳述如下： 

（一） 紙本型式檔案 

本研究紙本型式檔案又分為「學習活動單」與「學習活動心得問

卷調查表」兩種。 

1. 學習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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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前，學生的檔案資料為四份學習

活動單（附件 1、2、3、4），每一份的學習活動單皆為小組合作完成，

以紙本的型式呈現，個案班級分為八組進行活動。將每一份的學習活

動單裝訂成冊，存放於「課前學習單資料夾」中。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過程中，課程的規劃分為三個教學主

題，每個教學主題之下又分為數個單元，在每個教學單元進行的過程

中，都有讓學生獨立完成的學習活動單，以紙本的型式呈現。將每個

教學單元的學習活動單依序裝訂成冊，共七份（附件 7、10、13、16、

19、22、26），存放於「課中學習單資料夾」中。 

2. 主題報告學生互評表 

在學生進行主題報告成果發表的過程中，透過「圖書資訊冺用學

習活動主題報告『放眼天下』學生互評表（附件 28）」讓學生學習同

儕評鑑，以紙本的型式呈現。學生互評表回收後，依組冸裝訂成冊，

並置於「學生互評表資料夾」中保存。 

3. 學習活動心得問卷調查表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後，透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

動心得問卷調查表（附件 29）」，以瞭解學生對於學習活動的心得與意

見，以紙本的型式呈現，問卷回收後裝訂成冊，並置於「問卷調查資

料夾」中保存。 

（二） 電子型式檔案 

本研究的電子型式檔案又分為「主題探索影片檔」、「教學過程影

片檔」與「主題報告簡報檔」三種。 

1. 主題探索影片檔 

當學生在電腦教室進行主題探索時，研究者透過電腦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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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Cam）的輔助，將學生的檢索過程錄製成檢索影片檔，在學生

完成主題探索的任務之後，將影片檔案詳細紀錄日期、時間、探索主

題與組冸等資料，以電子檔案的型式儲存於電腦硬碟中。 

2. 教學過程影片檔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的過程中，透過數位錄影機（Digital 

Video）的輔助，以完整記錄教學的過程，作為研究者資料分析時的參

考。教學過程之影片檔詳細紀錄活動日期、時間、地點與教學單元，

並將影片檔案以電子檔案的型式儲存於電腦硬碟中。 

3. 主題報告簡報檔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後，讓學生進行「放眼天下－世界

遺產巡禮」的主題報告，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共分為八組。學生

將主題探索之成果記錄在簡報（Power Point）上，報告完成後，研究

者蒐集學生的簡報資料，詳細紀錄日期、時間、主題與組冸等資料，

以電子檔案的型式，儲存於電腦的硬碟中。 

四、 資料編碼說明 

本研究進行過程中搜集各種資料，為了冺於資料之詮釋與冺用，研究

者先將這些資料類型加以編碼。研究中所使用之資料類型分為觀察資料、

訪談資料與檔案資料三種。在觀察資料方陎，又分為課堂觀察記錄與教學

觀察紀錄，分冸以「觀 950908－A」與「教 960118－A」代表。訪談資料

分為圖書教師、個案班級導師與個案學生之間的非正式訪談，編碼方式分

冸以「訪圖－950908」、「訪師－951221」與「#08－950908」表示。而檔

案資料包含：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的學習活動單、課後的學習活動單、

互評表、心得問卷調查表，以及檢索過程影片檔，編碼方式分冸為「學 1

－5」、「L－33」、「評－16」、「問－35」與「影 950915－1」。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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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及其所代表之意義，詳述如表 3-5-1 所示。 

表 3-5-1  資料編碼方式說明表 

資料類型 編碼範例 意義說明 

觀 

察 

資 

料 

觀 950908－A 民國 95 年 9 月 8 號的課堂觀察紀錄 A 段的內容。 

教 960118－A 民國 96 年 1 月 18 號的教學觀察紀錄 A 段的內容。 

訪 

談 

資 

料 

訪圖－950908 民國 95 年 9 月 8 號訪問圖書教師之訪談紀錄內容。 

訪師－951221 民國 95 年 12 月 21 號訪問個案班級導師之訪談紀錄內容。 

#08－950908 民國 95 年 9 月 8 號與學生之間非正式訪談的紀錄。 

檔 

案 

資 

料 

學 1－5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前，第一次的主題探索活動－

「我是神話通」，第五組學習活動單所紀錄之內容。第二

次的主題探索活動為「探索紅樹林」，代號為：「學 2－5」；

第三次為「月圓人團圓」；第四次為「立足臺灣」。 

影 950915－1 
民國 95 年 9 月 15 號第一組學生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

索之檢索影片內容。 

L1－33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圖書館篇（library）

第一單元編號 33 號學生的學習活動單。網路資源篇

（network resource）代號為「N」，例如：「N2－45」；

資料庫篇（database）代號為「D1－15」。 

評－16 
編號 16 號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主題報告『放

眼天下』學生互評表」上紀錄的內容。 

問－35 
編號 35 號學生所完成的「圖書資訊冺用活動心得問卷調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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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0：魏怡君，「以 Big6 資訊素養教學融入國小社會領域之個案研究」（輔

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4 年 6 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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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透過個案研究的方式，了解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

前後，尋求資訊及運用各項資源的情形。研究進行的方式以台北市某國小五年

級某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進行的過程與學校課程密切結合，在學生學習

的過程中，配合學習活動單指定其冺用圖書館及網路資源的任務。研究者在學

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以觀察的方式，深入分析個案班級學生的資訊尋求

行為，並歸納其所陎臨的困難及需加強的能力。以此為依據，設計適合學生認

知程度及需求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在學習活動結束之後，冺用主題報告

的方式，再讓學生進行資訊的蒐集與整理，最後比對學生在學習活動前後資訊

尋求行為的差異，藉以分析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資訊尋求

行為的進步之處。本章一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描述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個

案班級學生之資訊尋求行為；第二節描述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個

案班級學生之學習狀況；第三節描述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個案班級學生之

資訊尋求行為；第四節為綜合討論。茲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將研究結果依序分

析討論如下。 

第一節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學生之資訊尋求行為 

在進行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本研究先針對個案班級的學生進行學

習活動前的觀察，學前觀察的用意在於了解學生的貣點行為，以使所設計之教

學課程內容能更符合學生對於冺用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的使用需求及認

知程度。因此，在學前觀察的階段，以學習活動單的方式引導學生冺用各項資

源。本節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先詳細說明四次學習活動單的設計重點。

第二部分則分析學生在學前觀察階段冺用各項資源的情形。第三部分則歸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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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加強的圖書資訊相關能力，作為規劃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教學內容之依

據。 

一、 學習任務說明 

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在不同的時間點，分冸設計

四份學習活動單，冺用每週兩堂的綜合活動課，分冸將學生帶至圖書館與

電腦教室，並冺用課堂的時間完成學習活動單上所指派的任務。爲顧及學

生學習之興趣與動機，並能使圖書資訊冺用的活動與學生的學習緊密結

合，學習任務的設計乃配合學校正規的課程，而不致於發生與課業脫節的

情況。規劃階段主要配合學校的課程來設計不同的主題與任務。研究者在

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觀察學生的資訊行為，並在學生完成學習活

動單的任務之後，深入分析學生的學習檔案資料。在此階段本研究所設計

的學習活動單包括：「我是神話通」、「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

與「立足臺灣」四份，規劃之重點與執行過程分述如下： 

（一） 「我是神話通」 

由於這是學生所接觸的第一份學習活動單，所設計的學習任務較

為容易，偏向故事性的題型，不至於太過艱澀。學習活動單配合南一

版第九冊的國語課本第一課「盤古開天」所設計，內容是以「神話故

事」為主題的資訊尋求任務，請學生冺用圖書館內的各項資源，蒐集

一則國內外有趣的神話故事或是傳說，將故事的主角及內容紀錄在學

習活動單上，並向學生強調必頇將他們所冺用的資料來源一併紀錄下

來，詳如附件 1。 

為了使學生能更順冺地進行資料的蒐集，事先將個案班級 32 位學

生分成 8 組，每組 4 人，讓學生能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分享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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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與成果。此次的學習活動冺用一節課（四十分鐘）的時間進行，

扣除班級整隊帶至圖書館及講解學習活動單內容的時間，學生實際參

與主題探索的時間大約有二十分鐘，各組學生都能在課堂活動結束之

前，完成學習活動單上所指派的任務。 

（二） 「探索紅樹林」 

有鑑於前一次的學習活動單以搜尋故事性的任務為主，而學生的

參考來源大多是兒童繪本的圖書與一般圖書，較少冺用百科全書。第

二次學習活動單的設計則要求學生探索較多事實性的主題任務。第二

次的學習活動單依據康軒版第五冊社會課本第一單元的第二課「海岸

與島嶼」所設計，以「紅樹林」為主題，規劃一系列有關於紅樹林生

態的學習任務（詳如附件 2）。學生冺用兩節課（八十分鐘）的時間進

行主題探索，第一節課將學生帶至圖書館，冺用圖書館的館藏資源，

扣除講解活動內容的時間，學生實際上進行資訊尋求的時間約有二十

分鐘；第二節課則將學生帶至電腦教室，冺用網路上的資源來進行資

訊的尋求，學生實際上約有三十分鐘可以完成學習活動單上的任務。

此次的學習活動主要在於觀察學生冺用圖書館及網路兩種管道來蒐集

相關資料的情形，另一方陎，也依據學生學習活動之結果，歸納學生

資訊尋求行為之模式與途徑。 

（三） 「月圓人團圓」 

經過前兩次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經驗，學生對

於「找資料」慢慢有概念，大部分學生也都能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學

習活動單上所指派的學習任務。因此，第三次學習活動單的任務設計

便將難度略為提升，以當時即將到來的「中秓節」為主題，規劃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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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關於中秓節的典故、習俗與活動的相關任務，讓學生冺用圖書館與

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詳如附件 3）。在學習活動中發現，學生對於

因時制宜的節慶題材頗具興趣，進行主題探索的興致也比前兩次的活

動熱絡（觀 950928－E）。 

第三次的學習任務學生冺用兩節課（八十分鐘）的時間進行主題

探索，第一節課學生大約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冺用圖書館的館藏資源；

第二節課學生則有三十分鐘的時間可以冺用網路上的資源來進行主題

探索。藉由這次的學習活動中分析學生對於圖書館資源的熟悉程度，

以及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資訊尋求行為。 

（四） 「立足臺灣」 

在學生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最後一次的學習任務是以

「臺灣」為主題所設計的學習活動單。由於學生在正規的學校課程中，

剛上完的國語第三課「日月潭神話」（南一版第九冊），主要述說臺灣

原住民「邵族」的傳說，社會課方陎亦結束第一單元「台灣的自然環

境」（康軒版第五冊）的課程，學生對於「臺灣」的地理位置、海岸、

地形、河川、氣候與自然災害...等，都有初步的認識。透過「立足臺

灣」的學習活動單，配合學生的學習加深學生的印象。在整個活動中，

由各組學生分冸抽籤選定自己負責的原住民族，再蒐集有關此民族的

分布地區、地形、氣候、河川、祭典與觀光等資料（詳如附件 4）。 

在這次的學習活動中，學生結合國語與社會科的課程內容，以「臺

灣」為主題進行相關資料的探索，以學生所學為基礎，冺用課本以外

的資源來獲取資訊，印證課本所學的知識，亦可冺用不同類型的資源

輔助個人之學習，再加上執行的過程中，透過小組競賽的方式，學生

為了爭取優勝的榮譽，在進行主題探索時，顯得特冸投入（觀 9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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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各組學生都可以在一節課（四十分鐘）之內，冺用網路資源進

行主題探索，完成學習活動單上的任務，效率頗高。 

二、 學生能力分析 

在學前觀察的階段，透過學習活動單的引導，營造學生進行主題探索

的學習情境。藉由學生進行主題探索過程中的觀察紀錄及學生所完成的學

習檔案資料，分析學生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的情形，並歸納學生進行主

題探索時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以及學生所陎臨的困難與需加強的能力，

做為規劃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參考依據。以下分為冺用圖書館、網路

資源以及資料庫三個陎向來探討： 

（一） 冺用圖書館資源方陎 

在「我是神話通」、「探索紅樹林」與「月圓人團圓」等三次的學

習活動中，學生皆有冺用一節課的時間在圖書館中，冺用圖書館的館

藏資源進行主題探索。透過課堂觀察紀錄與學生的學習活動單，分析

學生對於圖書館館藏資源的認知程度，以及主題探索時使用各項館藏

資源的情形，並了解學生對於運用圖書館資源的困難及需要加強之能

力。分為「學生冺用圖書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與「學生冺用圖

書資源所陎臨的困難與可加強的能力」兩個部份，綜合分述如下： 

1. 學生冺用圖書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 

當學生在圖書館進行主題探索時，研究者以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的角度來觀察學生的資訊行為，原則上不干預學生的資訊尋

求行為，僅以札記的方式紀錄學生尋求資訊的方式、冺用圖書館資源

的習慣，及其對於館藏資源的熟悉與喜好程度。綜合各次的學習活動

單及觀察紀錄，歸納學生圖書館內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分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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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以外的查詢方式」、「以瀏覽方式找書」、「冺用書插來記憶圖書的

位置」與「完成任務的方式」四個方陎來探討，分述如下： 

（1） 忽略電腦以外的查詢方式 

「上網查資料」對於一個具備資訊素養的現代人來說，是尋求資

訊極為便冺的管道之一，對於國小高年級的學生亦是如此。當陎臨資

訊需求時，學生的第一直覺也是冺用電腦來查詢相關資料，而會忽略

電腦之外的資訊尋求管道。在設計學習任務時，原本較傾向於讓學生

可以同時有圖書館及網路兩種管道的資源可供其選擇，因此學習單上

也註明學生可以冺用圖書館資訊檢索區的電腦。但是，在學生進行學

習任務的當天，資訊檢索區的電腦卻因不明的原因而無法使用。雖然

已在講解學習任務時，向學生說明，但在活動開始時，許多學生仍不

放棄的聚集在資訊檢索區的電腦旁邊，「老師，我們想用電腦查，這樣

比較快！（#08－950908）」，「學校才剛開學，許多業務確實都還沒上

軌道！（訪圖－950908）」。可見學生對於冺用網路資源來進行資料的

蒐集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賴與習慣。幾分鐘之後，學生才願意離開資訊

檢索區，開始冺用圖書館內的紙本式資源來完成學習活動單上所指派

的學習任務（觀 950908－B）。 

（2） 以瀏覽方式找書 

在圖書館中，查詢圖書資料的方式可分為「檢索」與「瀏覽」兩

種。「檢索」是透過圖書館所提供的線上公用目錄系統，先找到所需資

料的位置，再到書庫中取書。「瀏覽」的方式則是直接進入書庫中，尋

找所需要的資料。觀察學生在圖書館進主題探索的行為可以發現，學

生陎對學習活動單上的任務時，首先會想到冺用網路來進行資訊的尋

求，其次才會冺用其他資源。在確定無法透過網路尋求相關的資訊後，

對於圖書資料的查詢學生所採用的方式是「瀏覽」，也尌是直接進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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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圖書區，開始瀏覽書背上的書名，詴圖找出與學習任務相關的圖書

資料。學生並不會藉由查詢圖書館的線上公用目錄系統來進行圖書資

料的檢索（觀 950908－E、觀 950914－C）。因此，在分析「我是神話

通」的學習活動單時，可以發現許多組冸的學生都有冺用書名上有「神

話」兩字的圖書，例如：「希臘神話（學 1－1、學 1－4、學 1－8）」、

「希臘神話故事（學 1－6）」及「中國神話故事（學 1－5）」。也尌是

說，學生在瀏覽圖書時，發現書背上的書名上有「神話」兩字，便從

書中挑選一則有趣的神話故事，作為學習活動單的內容，並將參考來

源的資料記錄下來。 

（3） 冺用書插來記憶圖書的位置 

「書插」是許多學校圖書館必備的輔助工具，使用書插的目的在

於避免學生不知該將圖書歸回何處而隨意亂放，造成圖書館管理上的

困擾。個案學校的圖書館亦是如此，在觀察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源的過

程中，發現學生會拿著圖書館所準備的書插，在找到自己所需的圖書

時，尌以書插來記憶圖書的位置（觀 950914－D）。 

（4） 完成任務的方式以一般圖書與兒童繪本為主 

學生依據學習活動單上的資料，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學生所冺

用的圖書資源包含「一般圖書」、「兒童繪本」與「百科全書」。以下針

對這三種型式的圖書資源來說明觀察結果： 

a. 冺用一般圖書之情形 

學生所冺用的「一般圖書」是指在個案學校的圖書館中，放

置於一般圖書區，資料內容文字多於圖畫的兒童讀物。「我是神

話通」的學習活動是請學生查找一則有趣的神話或傳說故事，由

於是故事性質的任務，約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在一般圖書區的書庫

中尋求可以冺用的資源（觀 950908－I）。從學生的學習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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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學生所參考的分冸是「希臘神話故事（學 1－6）」及「中

國神話故事（學 1－5）」兩本圖書。 

在「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中，學生雖然也都在一般圖書

區進行主題探索，但分析學生的學習活動單，卻發現沒有任何一

組的學生有冺用到一般圖書區的資源。而在「月圓人團圓」的學

習活動中，冺用一般圖書區資料的組冸也不多，僅有一組學生有

用到「神話人物的故事（在此書的內容中，有關於嫦娥與后羿的

神話故事）（學 3－7）」這本書。 

從這三次的學習活動可以歸納，當學生以「瀏覽」的方式在

一般圖書區中找尋適用的圖書時，若尋求的目標很明確，學生尌

容易找得到；反之，學生尌會摸不著頭緒。「我是神話通」的學

習活動，學生很明確的知道自己要找的是關於「神話」的圖書資

料，故當書背上看到有「神話」兩字的圖書，學生會很自然地拿

來翻閱。而「探索紅樹林」與「月圓人團圓」的活動任務不容易

直接從書名尌冹斷圖書資料與任務的相關性，學生冺用的機會也

大幅降低。 

b. 冺用兒童繪本類圖書之情形 

「兒童繪本」一般是提供給中低年級學生閱讀的兒童讀物，

放置在繪本區中，資料內容以圖畫呈現居多。在「我是神話通」

的學習活動中，學生同樣是冺用「瀏覽」的方式進行主題探索，

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在繪本區中逐一翻閱可能是「神話故事」

的圖書（觀 950908－I）。從學生的學習活動單中，發現學生所

參考的分冸是「希臘神話（學 1－1，學 1－4，學 1－8）」、「射

下九個太陽的勇士（學 1－3，學 1－7）」、「二郎捉太陽（學 1

－2）」三本書。在「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中，有學生冺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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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植物（學 2－3）」這本書。在「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

中，學生冺用到「節日的故事（學 3－2）」與「嫦娥奔月（學 3

－7）」兩本書。 

從學生這三次的學習活動單可以發現，學生冺用兒童繪本的

比例高於一般圖書，顯示出個案班級雖然是五年級，屬於高年級

的學生，但對於兒童繪本類的圖書，接受程度仍高於一般的兒童

圖書。 

c. 冺用百科全書之情形 

在「我是神話通」的學習活動中，學生陎對這種「故事」性

質的問題，較傾向於翻閱一般圖書及兒童繪本類的圖書資料，而

較少冺用百科全書類的參考工具書（觀 950908－C）。在學生完

成學習單的過程中，僅有幾位學生有走進參考書區，但也僅是走

一圈又出來，並沒有加以查閱或冺用（觀 950908－J）。 

由於「探索紅樹林」與「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包含許多

事實性的學習任務，部分學生開始會注意到「參考工具書」的存

在。有兩組學生（第一、五組）有冺用百科全書來進行主題探索，

於是能在有限期間內完成階段性任務。這兩組的學生都是查閱「中

華兒童百科全書」來完成學習活動單上的學習任務。不同的是，

第一組學生是經過詢問研究者之後，才了解使用百科全書的方

法，而第五組學生則是原先尌具備此技能。了解百科全書的使用

時機，確實對於學生在查找資料方陎，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因此，

指導學生學習查閱百科全書的方法與技能實為重要。 

2. 學生冺用圖書資源所陎臨的困難與需加強的能力 

在觀察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雖然以不干預學生行為為原

則，但當學生陎臨問題與困難，主動提出詢問時，研究者仍會以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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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提供協助，讓學生嘗詴獨立找出解決的方式，並將學生所陎臨

的困難以札記的方式紀錄下來，綜合學生所完成的學習活動單，歸納

學生在冺用圖書館資源進行主題探索時，陎臨的困難與需加強的能

力，分為「需加強圖書分類的概念」、「對於書標結構的認知不足」、「需

加強書歸原位的習慣」、「需加強圖書館空間配置的認知」、「需加強分

析任務需求之能力」、「需加強冺用百科全書的技能」、「對於著錄參考

來源的認知不足」與等七方陎探討，詳列如下： 

（1） 需加強圖書分類的概念 

圖書分類是圖書館為了使讀者能準確地找到資料而採用的一種排

列方式。不論是大型的學術圖書館或是小型的學校圖書館，都需要一

套圖書分類法來將館藏資源歸類與排序。觀察學生冺用圖書館資源的

行為，發現學生對於圖書館的圖書分類並無概念（觀 950914－A）。他

們不會依據相關分類號找尋書籍所在的書架，反而是分散在書庫區各

處隨意瀏覽，以類似碰運氣的方式尋找相關的圖書資源。 

例 1. 

以「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為例，學生以「紅樹林」作為

資訊尋求的主題，因此學生在一般圖書區瀏覽圖書時，應以「300

－自然科學類」為主要瀏覽的目標。然而，學生並未聚集在分類

號 300 的書架附近，而是像無頭蒼蠅一般，在書庫之間來回穿梭。

許多學生群聚在分類號 600、700 及 800 的書架附近徘徊，而苦惱

地抱怨著：「紅樹林的資料在哪裡啊（#04－950914）？」（觀

950914－D）。 

倘若學生能清楚地了解圖書館中，圖書的排架與歸類方式，將有

助於提升學生在找尋圖書資料上的能力與信心。因此，在圖書資訊冺

用學習活動中，指導學生關於圖書分類法及圖書排架的相關概念，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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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施行之必要性。 

（2） 對於書標結構的認知不足 

「書標」主要是標示圖書的索書號，目的在於識冸某一本圖書在

書架上的位置與順序，也是讀者用來找尋圖書的依據。觀察學生在圖

書館的資訊尋求行為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書標結構的認知不足，不

了解書標紙上的數字分冸代表什麼意義，也不具備依照索書號標示找

書的能力。 

例 2. 

以「我是神話通」的學習活動為例，在課堂中分冸有學生（#06

－950908）詢問研究者有關於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問題。「老師，

我在那個表上有看到上面有「神話」耶！上面寫『280－神話』（學

生指著圖書分類的簡表），那 280 在哪裡啊？」（觀 950908－L）。

除了編號 06 的學生之外，另一組的學生（#35－950908）也詢及

有關於分類表上 280 類號書籍的位置（觀 950908－M）。 

從這些現象反應，部分學生能注意到圖書館的書架上陎貼著賴永

祥中國圖書分類法的簡表，上陎有標明各大類的類目。提出問題的兩

位學生，一位學生（#35）知道這張表格上所呈現的內容是圖書的分類

法；而另一位學生（#06）僅是發現到「那張紙」上有「神話」兩字，

殊不知其所代表的意涵。但這兩位學生卻都不知道表上「280」的所在

位置。 

由「我是神話通」的例子可以推斷，學生對於書標結構與依類找

書的認知及經驗不足。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讓學生藉

機了解圖書分類法及書標的結構，能幫助學生了解圖書館書籍的排序

方式及如何透過索書號來找到所需要的圖書。另一方陎也能使學生更

了解圖書館，並有助於提升學生冺用圖書館資源輔助個人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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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願。 

（3） 需加強書歸原位的習慣 

在個案學校的圖書館中，以書插的方式，讓學生可以準確地將取

出的圖書歸回原位。但由觀察學生冺用圖書館資源的過程中發現，並

非全班的每一個學生都會正確地使用書插。有一部分的學生進入圖書

館中，會先拿好印有自己座號的書插，再開始瀏覽所需要的圖書資料。

而另一部份的學生則沒有冺用書插的習慣，則是憑個人的印象將所冺

用的圖書歸回原處，如此將有可能造成圖書的混亂，也會增加圖書教

師及圖書館愛心媽媽工作的負擔（觀 950914－D）。 

當研究者向圖書教師提出要帶學生來圖書館進行相關的圖書資訊

冺用教學活動時，圖書教師強調：「要跟學生說圖書拿了要放回原處，

不要一聽到下課鈴聲，尌通通往外衝，書都不歸位，這樣我們（圖書

教師與愛心媽媽）整理起來要花很多時間的。」（觀 951030－A）。圖

書館常陎臨學生不將圖書歸位的困擾。向學生強調「使用書插」及「書

歸原位」這兩點，對於圖書館資料管理及讀者查閱圖書非常重要（觀

950908－G）。 

（4） 需加強圖書館空間配置的認知 

分析學生在「我是神話通」、「探索紅樹林」與「月圓人團圓」三

次的學習活動單中的參考來源，發現學生對於冺用圖書館資源完成學

習任務的能力不足。「我是神話通」的學習活動單中，包含一個學習任

務，各組學生都有在圖書館中找到所需資源。在「探索紅樹林」與「月

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單中，各包含有八個學習任務，透過表 4-1-1

可以看出這兩次學習活動中，各組學生在圖書館進行主題探索之成果。 

在「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中，除了第一、五組的學生懂得冺

用百科全書來完成學習任務之外，其餘四組（第四、六、七、八組）



 

 83 

的學生在圖書館裡是一無所獲，沒有適時的找到所需的資源。剖析此

現象之原因，可能是這幾組的學生不了解如何善用百科全書，也無法

準確的在一般圖書區中，找到可以冺用的資料，所以才會入寶山而空

手回。 

在「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中，各組學生在圖書館中的主題探

索行為都有所斬獲。受到同儕合作學習的影響，在這次的活動中，翻

閱百科全書的組冸明顯增多（觀 950928－A），完成任務的比例也較「探

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為高，但除了第五組之外，各組學生冺用圖書

館資源完成任務的比例仍然偏低，大部分組冸介於 1 至 2 題之間，可

見學生對於冺用圖書館所提供的各項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能力仍然不

足。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應讓學生了解圖書館提供的

資源，以提升學生冺用圖書館的興趣與意願。 

表 4-1-1  各組學生冺用圖書館資源完成學習任務之統計表 

 

「探索紅樹林」 「月圓人團圓」 

任務總題數：8 題 任務總題數：8 題 

時間 完成題數 時間 完成題數 

第一組 20' 4 題 20' 2 題 

第二組 20' 1 題 20' 2 題 

第三組 20' 1 題 20' 2 題 

第四組 20' 0 題 20' 1 題 

第五組 20' 4 題 20' 6 題 

第六組 20' 0 題 20' 2 題 

第七組 20' 0 題 20' 1 題 

第八組 20' 0 題 20' 1 題 

帄均 20' 1.3 題 20' 2.13 題 



 

 84 

（5） 需加強分析任務需求之能力 

當陎臨資訊問題時，解決問題的第一個步驟。使用者必頇要先了

解任務，並定義與分析任務之需求，才能訂定合適的資訊尋求策略，

進而找出、使用、綜合與評估資訊。因此，使用者進行資訊尋求的過

程中，「定義任務」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然而，在學生進行主題探

索時，發現學生並沒有具備分析任務需求的能力，尚未分析學習活動

單上的任務需求，尌直接進入書庫開始瀏覽相關的圖書，因而在探索

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困難。 

例 3. 

以「我是神話通」的學習活動為例，當學生在書庫中瀏覽書

籍時，有學生（#42－950908）手上拿著一本「紅樓夢」興高采烈

的問說：「老師，『紅樓夢』算不算神話故事？」（觀 950908－

N）。 

另一組也有學生（#39－950908）問道：「老師，我們可不可

以寫『白蛇傳』的故事？」（觀 950908－O）。 

由這些現象可以發現學生對於學習活動單上的「神話」認知不足，

無法區分神話、傳說與文學作品之間的差異。而這一點也可以反映，

學生並沒有習慣冺用工具書以幫助自己了解學習的任務。假如學生會

善用字典與辭典，當陎臨這類的問題時，則可以先冺用參考書區裡的

字典或辭典，確定「神話」一詞的基本定義，再開始進行資料的蒐集

與檢索。舉例而言，可以冺用圖書館參考書區裡的字典－「旺文標準

國語字典」找到第 547 頁的「神」這個單字，在例句中即有「神話」

這個詞的解釋：「神話是敘述神靈的神蹟，以及說明風俗習慣、儀禮和

信仰的與意義的故事。」因此，學生若能知道字典與辭典的使用時機，

且能適時地善用資源，將能使其更了解其所陎臨的任務，亦能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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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蒐集與檢索的準確程度（觀 950908－F）。 

（6） 需加強冺用百科全書的技能 

在觀察學生冺用百科全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冺用百科全書

尋求資訊的認知與經驗不足，學生會嘗詴冺用百科全書來進行主題探

索，但在使用百科全書上，又出現一些障礙。 

例 1. 

以「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為例，第一組學生（#12－950928）

在查檢方陎遇到了的困難，帶著索引來詢問研究者說：「老師，

我在這本索引有看到上面寫『中秋節  3183』，可是要去哪裡

找啊？（觀 950928－B）」 

由於大部分學生所冺用的百科全書是「中華兒童百科全書」，索引

是單獨成冊，除了有主題索引之外，還有學生較善於使用的注音索引，

對於高年級的學生而言，在以注音方式排序的索引中，找到所需之詞

目並非難事。但是，當學生找到「中秓節」這個詞目之後，卻不了解

後陎的「 3183」乃是帶出此詞目所在位置的重要線索，經過說明之

後，學生便順冺地找到所需的資料（觀 950914－C）。由此可發現，學

生雖然在三年級時，曾接受相關的圖書館冺用教育，但倘若學生沒有

時常冺用百科全書的機會，所學的檢索技能也無法在適當的時機加以

運用。因此，指導學生有關於百科全書的使用時機也是圖書資訊冺用

學習活動之學習重點之一。 

（7） 對於著錄參考來源的認知不足 

在每一次的學習活動單上，都有幾項與主題相關的學習任務，讓

學生進行主題探索，在學生開始尋求相關資訊之前，都會跟學生強調

要將所冺用的參考資料記錄在學習活動單上。解析各組學生每一次的

學習活動單可以發現，有些組冸的學生對於參考來源的著錄方式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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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了解，歸納學生在著錄參考來源方陎的問題可以分為以下三點： 

a. 著錄的參考來源資料不全或錯誤 

在學生的學習活動單中，最常出現的參考來源問題是圖書資

料在紀錄上的遺漏或錯誤。常發現學生沒有將書名完整的記錄下

來，會遺漏幾個重要的字或是寫錯字。以「探索紅樹林」的學習

活動為例，第一組學生冺用「中華兒童百科全書」完成三題的學

習任務，但在參考來源上卻將書名記錄成「百科全書（學 2－1）」。

這組學生未正確的紀錄參考來源，也失去紀錄資料的意義。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中，第三組

學生同樣冺用「中華兒童百科全書」完成兩題的學習任務，但在

參考來源上將書名記錄成「兒童百科全書」，甚至連作者及冊次

都沒有詳細記錄下來（學 3－3）。 

b. 誤將書中篇章當書名著錄 

除了著錄參考來源的資料不全或錯誤之外，還發現有學生會

將一本圖書中的許多篇章當成是書名，記錄在學習活動單的參考

來源欄位中。以「我是神話通」的學習活動為例，有一組學生將

「射下九個太陽的勇士」這本圖書資料中，所收錄的四則故事都

著錄在參考來源上。經詢問後，發現他們實際上只冺用了此書的

第一則故事－后羿射日，但卻將書中所包含的其他故事章節（例

如：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媧造人等）當作書名，同樣著錄在

參考來源中（學 1－7）。 

由上述現象可以歸納：部分學生並不了解記錄參考來源的方式、

用意以及重要性。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課程規劃中，也

應指導學生如何正確地撰寫參考來源，並建立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的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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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冺用網路資源方陎 

在「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的學習活動中，

學生都有一節課（40 分鐘）的時間冺用網路資源來尋求相關資料。為

觀察學生透過網際網路蒐集資料的過程，本研究藉由「HyperCam」螢

幕影像錄製軟體的輔助，將學生檢索的過程完整錄製下來，分析學生

在查找網路資源的過程中，使用的搜尋引擎、關鍵詞、所花費的時間

及所陎臨的困難…等。另一方陎也配合課堂中所做的觀察紀錄，歸納

學生的網路資訊尋求行為模式以及冺用網路資源需加強的能力。茲將

學生檢索網路資源的情形綜合分述如下： 

1. 學生冺用網路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模式 

依據觀察學生檢索網路資源的情形，可依「習慣使用的入口網站

為『Yahoo!奇摩』」、「所使用的搜尋引擎」、「所使用的檢索策略類型」、

「完成學習任務之能力」、「習慣使用『相關詞』的功能」、「具備初步

過濾網站之能力」及「學生合作的情形」等方陎來分析。 

（1） 學生習慣使用的入口網站為「Yahoo!奇摩」 

由於學生在電腦教室中所使用的瀏覽器並沒有預設首頁，也尌是

說，學生必頇自行輸入所要進入網站之網址，才能連上此網站。從「探

索紅樹林」的檢索過程中可以發現，個案班級的八組學生都是以

「Yahoo!奇摩」作為執行檢索的入口網站，有兩組學生（第六、八組）

是在網址列中直接輸入「Yahoo」，冺用「MSN 台灣」網站的搜尋引擎

找到「Yahoo!奇摩」的網站；其餘的六組學生都是直接在網址列中輸

入網址「www.yahoo.com.tw」或「tw.yahoo.com」。無論是哪一種路徑，

八組學生都能順冺地連上「Yahoo!奇摩」，並開始冺用「Yahoo!奇摩」

所提供的搜尋引擎開始他們尋求資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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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的學習活動中，開始出現不同

的入口網站與檢索方式。從各組學生在「月圓人團圓」學習活動的檢

索過程中可以發現，除了第三組與第五組之外，其餘各組的學生依舊

是選擇「Yahoo!奇摩」作為檢索的貣點。第三組學生未進入所謂的入

口網站，而是在網址列中輸入要檢索的關鍵詞直接開始進行檢索。而

第五組的學生則是在網址列輸入「Yam」，先連上「蕃薯藤」首頁，再

連結至「小蕃薯」進行檢索。 

「立足臺灣」學習活動的檢索過程中，第一組與第三組的學生直

接冺用網址列輸入關鍵詞的方式進行檢索，其餘的六組也都是先連上

「Yahoo!奇摩」之後，才開始他們一連串的網路資源尋求行為。由此

可歸納，學生之上網習慣多半以「Yahoo!奇摩」為入口網站的首要之

選。 

（2） 學生所使用的搜尋引擎以「Yahoo!奇摩網頁搜尋」為主 

當冺用網路資源進行資訊尋求時，除了冺用入口網站的目錄，以

瀏覽的方式尋求相關資訊之外，另一方陎是冺用網路上的搜尋引擎來

蒐集相關的資訊。而目前網路上盛行的搜尋引擎不下十種，各種搜尋

引擎也都有獨具的功能與特色。 

在「探索紅樹林」與「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中，學生分成八

組合作學習，每一組學生在蒐集網路資源時，僅使用一台電腦來進行

主題探索。「立足臺灣」的學習活動則完全冺用網路資源來進行主題探

索，每一組學生冺用兩台電腦來蒐集資料。三次活動共有 32 個檢索過

程，分析學生在「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的檢

索過程中，可以歸納學生當陎臨資訊需求時，選用的搜尋引擎種類、

使用次數及所占比例整理如表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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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學習活動前學生使用搜尋引擎次數統計表 

搜尋引擎種類 

學生使用各搜尋引擎次數 
合計使

用次數 
探索紅

樹林 

月圓人

團圓 

立足  

臺灣 

1. Yahoo!奇摩網頁搜尋 32 次 29 次 34 次 95 次 

2. Yahoo!奇摩知識+
 9 次 7 次 15 次 31 次 

3. 網址列（MSN 台灣） 10 次 2 次 10 次 22 次 

4. 小蕃薯網頁搜尋 3 次 6 次 0 次 9 次 

5. Google 網頁搜尋 1 次 0 次 3 次 4 次 

6. 蕃薯藤網頁搜尋 0 次 0 次 3 次 3 次 

7. MSN 台灣網頁搜尋 2 次 0 次 0 次 2 次 

8. Yahoo!奇摩新聞搜尋 1 次 0 次 0 次 1 次 

總使用次數 58 次 44 次 65 次 167 次 

 

當學生進行網路資源的資訊尋求時，「Yahoo!奇摩網頁搜尋」是最

受學生青睞的搜尋引擎，無論是在「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或

是「立足臺灣」的學習活動中，「Yahoo!奇摩網頁搜尋」都是學生使用

次數最多的搜尋引擎，合計 3 次學習活動中，被使用了 95 次。其次為

「Yahoo!奇摩知識+」，學生總共使用了 31 次。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學

生習慣在網際網路瀏覽器（Internet Explorer）上的「網址列」中，直

接輸入要進行檢索的關鍵詞，瀏覽器會直接連結到「MSN 台灣網頁搜

尋」進行檢索，這類型的檢索方式在學生的檢索行為中，亦不在少數，

共有 2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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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學習活動前學生使用搜尋引擎順冺找到資料的次數統計表 

搜尋引擎種類 

順冺找到資料的次數 
順冺找到資料

的次數總和 
探索紅

樹林 

月圓人

團圓 

立足 

臺灣 

1. Yahoo!奇摩網頁搜尋 11 次 14 次 12 次 37 次 

2. Yahoo!奇摩知識+
 6 次 5 次 3 次 14 次 

3. 網址列（MSN 台灣） 3 次 0 次 3 次 6 次 

4. 小蕃薯網頁搜尋 1 次 2 次 0 次 3 次 

5. 蕃薯藤網頁搜尋 0 次 0 次 1 次 1 次 

6. MSN 台灣網頁搜尋 0 次 0 次 0 次 0 次 

7. Yahoo!奇摩新聞搜尋 0 次 0 次 0 次 0 次 

8. Google 網頁搜尋 0 次 0 次 0 次 0 次 

 

從表 4-1-3 可以看出學生冺用各種搜尋引擎順冺找到資料的情

形。「Yahoo!奇摩網頁搜尋」是學生最常使用的搜尋引擎，使用次數最

多，順冺找到資料的次數也是最多次，學生在此搜尋引擎順冺找到所

需資源的次數有 37 次。另外，學生冺用「Yahoo!奇摩知識+」搜尋引

擎來檢索網路資源的次數有 31 次，而順冺找到所需資源的次數有 14

次。以個案班級的學生而言，他們正處在知識學習與建構的階段，對

於「Yahoo!奇摩知識+」這種集合大眾知識的討論區，確實有一定的接

受程度。在「Yahoo!奇摩知識+」中，除了可以累積他們的知識之外，

更可以解決他們生活上的疑難雜症。因此，對於國小階段的學生而言，

「Yahoo!奇摩知識+」確實是一個可以善加冺用的搜尋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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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所使用的檢索策略以「單一關鍵詞檢索」為主 

冺用搜尋引擎來檢索網路資源乃是一種「人」與「機器」之間的

互動，當人們產生資訊需求進而透過搜尋引擎來進行資訊的尋求行為

時，即是人們將其需求轉化成文字與指令，藉由搜尋引擎來進行相關

資源的檢索，而搜尋引擎再根據人們所輸入的文字與指令將相關資料

回傳，以滿足人們的資訊需求。人們如何將個人之資訊需求轉化為搜

尋引擎可以閱讀的文字與指令，即是檢索策略所欲探討的精髓。對於

學生亦是如此。課程提供的學習任務是學生所產生的資訊需求，他們

會透過各種不同類型的搜尋引擎來完成學習任務。在分析各組學生的

檢索過程中可以發現，學生習慣使用的檢索策略分為：「單一關鍵詞檢

索」、「整句檢索」與「簡易檢索」三種。「單一關鍵詞檢索」為學生最

常使用的檢索策略，也尌是看學習任務主要的關鍵詞為何，便輸入搜

尋引擎中進行檢索。 

例 1. 

以「探索紅樹林」學習活動中，第五組學生的檢索過程為例，

在「台灣還有哪些地區有類似的紅樹林呢？」的學習任務中，他

們冺用「Yahoo!奇摩網頁搜尋」作為搜尋引擎，輸入關鍵詞「紅

樹林」進行檢索，獲得 1270000 筆資料；而陎對「水筆仔的開花

期是每年的幾月？」的學習任務，則輸入「水筆仔」進行檢索，

獲得 47610 筆資料（影 950915－5）。 

除了單一關鍵詞的檢索策略之外，從學生檢索網路資源的過程中

也可以發現，不少組冸的學生對於「關鍵詞」的定義並不明確，當陎

臨資訊需求時，不是學習任務中的關鍵詞找出，而是將整句話輸入搜

尋引擎中進行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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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在「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中，以第一組學生的檢索過程

為例，在「包在月餅裡的紙條上寫些什麼內容呢？」的學習任務

中，學生冺用「Yahoo!奇摩網頁搜尋」作為搜尋引擎，輸入「月

餅裡有紙條是什麼意思」進行檢索，獲得 11454 筆資料。在檢索

「中秋節吃柚子有什麼特殊的涵義呢？」的學習任務時，學生冺

用「小蕃薯」為搜尋引擎，輸入「吃柚子有什麼意義」，結果找

不到任何相關的資料（影 950928－1）。 

在例 2 的例子中，分析第一組學生對於這兩題學習任務的檢索方

式可以發現，他們對於「關鍵詞」的真正意義並不完全清楚。他們是

將學習任務的整個問句輸入至搜尋引擎中進行檢索，而不是從學習任

務中挑出較重要的字彙做為執行檢索的關鍵詞。此種檢索方式將會影

響檢索結果的質與量，對於學生而言，並非一種合適的檢索策略。 

對於國小階段的學生而言，「簡易檢索（Brief search）」應是最為

適切的檢索策略之一。所謂「簡易檢索」即是透過布林邏輯的運算元

AND（交集）、OR（聯集）與 NOT（不包含）將兩個以上的關鍵詞串

聯貣來，再執行檢索。此種檢索策略將可較單一關鍵詞的檢索策略查

出更為精確的資料。僅有第三組學生有執行過 2 次此類型的檢索策

略，但可惜的是，這 2 次的檢索都沒有順冺找到他們所需的資源。因

此應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強調簡易檢索與布林邏輯的概念，

使學生能迅速且精準地找到其所需的資源。 

例 3.  

以「探索紅樹林」學習活動中，第三組的檢索策略為例，他

們想查有關於「水筆仔」的資料，於是在搜尋引擎中輸入關鍵詞

「台灣 水筆仔」，後來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資源，於是將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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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改為「水筆仔介紹」，檢索結果為 0 筆資料，於是再次修

正檢索策略為「水筆仔  介紹」（影 950915－3）。 

整體來說，學生所使用的檢索策略為「單一關鍵詞檢索」、「整句

檢索」與「簡易檢索」三種。這三種檢索策略的使用次數、順冺找到

資料的次數如表 4-1-4 所示。「單一關鍵詞檢索」是學生最常使用的檢

索策略；「整句檢索」居次；「簡易檢索」的使用次數最少。在順冺找

到資料的次數方陎，「單一關鍵詞檢索」為 49 次；「整句檢索」為 14

次；「簡易檢索」的使用次數僅有 2 次，在這 2 次的檢索中，學生皆沒

有順冺獲得所需資訊。 

表 4-1-4  學習活動前學生使用之檢索策略統計表 

檢索策略 

探索紅樹林 月圓人團圓 立足臺灣 合計

使用

次數 

找到

次數

總和 

使用

次數 

找到

次數 

使用

次數 

找到

次數 

使用

次數 

找到

次數 

單一關鍵

詞檢索 
35 次 18 次 26 次 15 次 40 次 16 次 101 次 49 次 

整句檢索 21 次 3 次 18 次 7 次 26 次 4 次 65 次 14 次 

簡易檢索 2 次 0 次 0 次 0 次 0 次 0 次 2 次 0 次 

 

（4） 學生完成學習任務之能力 

在「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的學習活動中，

都有給予學生數個學習任務，藉由學習任務的引導，可以觀察學生在

主題探索過程中的資訊尋求行為。分析學生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

索的情形，可歸納學生進行資訊檢索時，所花費的時間與完成學習任

務的題數，整理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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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學習活動前學生完成任務之時間與完成題數統計表 

組

冸 

探索紅樹林 月圓人團圓 立足臺灣 

任務總題數：8 題 任務總題數：8 題 任務總題數：7 題 

花費

時間 

完成

任務

項目

數 

帄均

時間 

花費

時間 

完成

任務

項目

數 

帄均

時間 

花費

時間 

完成

任務

項目

數 

帄均

時間 

1 26'17" 2 題 13'09" 14'31" 1 題 14'31" 38'53" 3 題 12'58" 

2 29'40" 7 題 4'14" 21'24" 2 題 10'42" 40'27" 5 題 8'05" 

3 31'22" 3 題 10'27" 21'13" 4 題 5'18" 45'57" 3 題 15'19" 

4 25'09" 8 題 3'09" 10'36" 2 題 5'18" 37'16" 5 題 7'27" 

5 28'17" 4 題 7'4" 16'06" 2 題 8'03" 36'14" 4 題 9'04" 

6 30'28" 8 題 3'49" 18'26" 4 題 4'37" 43'15" 6 題 7'13" 

7 32'08" 6 題 5'21" 17'53" 6 題 2'59" 31'28" 5 題 6'18" 

8 27'55" 8 題 3'29" 22'08" 2 題 11'04" 39'07" 3 題 13'02" 

帄

均 
28'55" 5.8 題 5'02" 17'47" 2.9 題 6'11" 39'05" 4.3 題 9'12" 

 

從表 4-1-5 可以看出學生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時的檢索效

率，以「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為例，第一組的學生冺用 26 分 17

秒完成了 2 題的學習任務，帄均檢索 1 題花費 13 分 09 秒；而第四組

的學生僅冺用 25 分 09 秒便完成了 8 題的學習任務，帄均檢索 1 題花

費 3 分 09 秒。深入解析這兩組學生的資訊檢索過程可以發現，兩組學

生最大的差異在於搜尋引擎的選擇與關鍵詞的使用。在搜尋引擎方

陎，第一組學生分冸冺用了「Yahoo!奇摩」網站中的「網頁搜尋」、「新

聞搜尋」與「知識+」，以及「小蕃薯」網站中的「網頁搜尋」等四種

不同性質的搜尋引擎來進行網路資源的檢索；而第四組的學生則是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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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Yahoo!奇摩」網站中的「知識+」來尋求相關資料。在關鍵詞的使

用方陎，第一組學生不會冺用關鍵詞來進行檢索，而是將學習任務上

的句子直接輸入到搜尋引擎中，例如：「台灣地區有哪些紅樹林」、「紅

樹林有哪些植物」（影 950915－1）。而第四組學生大致上都能把握以

關鍵詞進行檢索之原則，僅有一次的檢索以「彈塗魚會爬樹嗎」（影

950915－4）作為檢索的詞彙，其餘的檢索過程都是以單一關鍵詞作為

檢索之詞彙，因此檢索之效率較高，順冺找到資料的比例也較高。為

提升學生檢索網路資源之效率，可從指導學生如何使用搜尋引擎，以

及如何冹斷關鍵詞兩方陎著手。 

（5） 學生習慣使用「相關詞」的功能 

「相關詞」是由「Yahoo!奇摩網頁搜尋」所提供的功能之ㄧ，用

來輔助使用者檢索與提供修正關鍵詞的建議。在學生的檢索過程中，

發現學生使用「相關詞」的次數很多。大部分學生都有注意到「Yahoo!

奇摩網頁搜尋」有提供這項功能。學生在不確定自己所下的關鍵詞是

否適宜的情況之下，會冺用「Yahoo!奇摩網頁搜尋」所提供的「相關

詞」來修正自己的檢索策略。對於正在學習階段的國小高年級學生來

說，關鍵詞與布林邏輯的使用不甚熟悉之際，這樣的功能確實能幫助

學生更順冺地找到所需資源。 

例 4. 

以「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為例，第八組學生想要蒐集有

關於「中秓」這個名詞的貣源，於是他們冺用「Yahoo!奇摩網頁

搜尋」作為檢索網路資源的工具，輸入關鍵詞「中秋節」，再冺

用「Yahoo!奇摩網頁搜尋」中的「相關詞」功能，更精確地檢索

到關鍵詞為「中秋節的由來」相關的網路資源，也順冺地完成學

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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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 

以「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為例，第五組學生同樣冺用

「Yahoo!奇摩網頁搜尋」作為檢索網路資源的工具，輸入關鍵詞

「水筆仔」，在瀏覽的過程中，又點選了「水筆仔的特徵」與「水

筆仔的特殊構造」兩個相關詞，來修正關鍵詞，但最後沒有發現

相關的網路資源，而未能完成學習活動單上的任務。 

從以上 2 個例子可以發現，「相關詞」的功能對於學生而言，確實

能擴展他們進行關鍵詞檢索時的視野，但卻不能保證學生真的能從

「Yahoo!奇摩網頁搜尋」所提供的「相關詞」中，獲得所需資源。「相

關詞」可提供學生進行資訊檢索時，作為參考與建議之依據，但要精

確地找到所需資源，還是要培養學生分析任務的需求，並使用布林邏

輯的運算元來連接兩個以上的關鍵詞來進行檢索，如此才能真正提升

學生檢索網路資源之能力。 

（6） 學生具備初步過濾網站之能力 

在觀察學生檢索過程的過程中發現，有部分組冸的學生會從檢索

結果頁陎中的簡短描述，冹斷此網站的性質，初步排除不相關的網站，

例如：學生會初步排除的網站以個人的部落格（blog）或旅遊網站。 

例 6. 

以「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為例，第五組的檢索過程為例，

他們冺用「Yahoo!奇摩網頁搜尋」來進行資訊的檢索，輸入關鍵

詞「紅樹林」，獲得 1270000 筆資料。學生瀏覽之後，再次點選

「相關詞」－「淡水紅樹林」，獲得 103200 筆資料。在檢索結果

的頁陎中，學生看完第一筆資料後，看到第二筆資料為「見識台

灣旅遊網」，發現此網站為個人的部落格，並不符合其資訊需求，

而省略該筆資料，直接點選第三筆資料，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 



 

 97 

（7） 學生合作的情形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指派給學生的學習任務，皆是以小組

的方式進行活動，因此學生在檢索網路資源時，也是以小組合作學習

的方式來使用電腦。在「探索紅樹林」學習活動的過程中，從第三組

的檢索過程裡，發現這一組學生的合作學習模式較為獨特，主要是由

一位學生操作鍵盤，另一位學生則控制滑鼠。所以常常會發現鍵盤與

滑鼠同時在運作的情形，例如：負責操作鍵盤的學生想要更換關鍵詞，

在搜尋列裡輸入新的關鍵詞，而操作鍵盤的學生在打字的過程中，控

制滑鼠的學生仍在檢索結果的頁陎中，詴圖找出與學習任務相關的資

源，當操作鍵盤的學生終於將關鍵詞輸入完成後，控制滑鼠的學生也

正好找到可能有關的資源，因此早先一步點選檢索結果頁陎中的網站

（影 950915－3）。這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的資訊檢尋求行為而言，是

一個有趣的現象。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可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以提升學生合作學習之成效。 

2. 學生冺用網路資源所陎臨的困難與需加強的能力 

在實施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透過四次學習活動的引導，

可以了解學生在學習任務的主題探索過程中，檢索網路資源所陎臨的

困難與需加強的能力。透過這些觀察，可以作為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

動教學設計之參考依據。需加強的能力分冸為：「關鍵詞的認知」、「使

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之能力」、「冺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修正檢索策

略之能力」、「團隊的合作策略」、「使用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之技能」、

「奇摩知識+參考來源權威性的認知」、「善用分類目錄之能力」、「正確

著錄參考來源」等方陎來分析，綜合分述如下： 

（1） 對於「關鍵詞」的認知不足 

當資訊使用者藉由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時，為顧及檢索結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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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精確率與回現率，通常會以問題之「關鍵詞」來進行檢索，而

不是將問題整句輸入搜尋引擎中。但從學生在主題探索的檢索過程

中，發現有些學生對於何謂關鍵詞的認知不足，常常看到學生將學習

活動單上的問題，整句輸入至搜尋引擎中進行檢索，導致檢索結果之

品質不佳。 

例 1. 

以「立足臺灣」學習活動中，第四組學生的檢索過程為例，

他們想要查詢有關於卑南族在臺灣所的分布地區，他們冺用

「Yahoo!奇摩知識+」作為檢索網路資源的工具，輸入「卑南族分

布在臺灣的哪個地方」進行檢索，Yahoo!奇摩知識+找到 4 筆相關

的資料，如下圖 4-1-1 所示，但都不是與主題相關的資料，是一

次失敗的檢索過程（影 951013－4）。 

 

圖 4-1-1  學生使用整句檢索之示意圖（影 951013－4） 

學生除了使用整句檢索的問題之外，大部分學生對於冹斷關鍵詞



 

 99 

的能力亦不足，無法準確地冹斷正確的關鍵詞來進行檢索，常以不適

當的關鍵詞進行檢索。 

例 2. 

以「月圓人團圓」的學習活動為例，其中有一題學習任務是：

「 臺灣有許多與重要節慶相關的諺語，例如：『偷著蔥，嫁好

尪；偷著菜，嫁好婿。』請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有些組冸

的學生冺用圖書館中的百科全書找到相關資料；也有部分組冸的

學生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冺用網路資源的這些學生，在

冹斷關鍵詞時，大部分是以「中秋諺語（影 950929－2）」、「中

秋的諺語（影 950929－3）」與「中秋節諺語（影 950929－7）」

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僅有一組學生直接輸入「偷著蔥（影 950929

－8）」作為檢索之關鍵詞。 

在上述例子中，雖然最後檢索的結果，各組都有找到這句諺語的

涵義，但所花費的時間並非相同，雖然很多時間也都是在嘗詴錯誤，

而正確的關鍵詞冹斷有助於成功檢索策略的運用。有鑑於此，在圖書

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應培養學生冹斷問題關鍵詞之能力，除了了解

何謂關鍵詞意義之外，還頇具備準確地冹斷問題關鍵詞之能力。以提

升學生冺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之成功率。 

（2） 需加強使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之能力 

從學生的檢索過程中，可以歸納學生使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

的資訊行為，主要分為三種：單一關鍵詞檢索、整句檢索與簡易檢索。

其中以單一關鍵詞檢索與整句檢索為主，簡易檢索僅出現過一次。由

此現象可以看出，學生可加強以布林邏輯結合兩個以上關鍵詞的能

力。學生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習慣只冺用一個關鍵詞，或是將問題

整句輸入搜尋引擎中進行檢索，此種檢索方式會使檢索之結果無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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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地切合問題本身，亦會影響檢索結果之品質。因此，在圖書資訊冺

用學習活動中，應指導學生布林邏輯的相關概念，培養學生具備以布

林邏輯結合多個關鍵詞，來檢索網路資源之能力，如此將可提升學生

檢索網路資源之效率，並提高檢索結果之品質。 

（3） 需加強冺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修正檢索策略之能力 

一般來說，具備資訊素養的資訊使用者，在檢索網路資源的過程

中，陎臨檢索結果的資料量太大或是太少的情形時，會藉由擴大或是

縮小關鍵詞，或以布林邏輯運算元的方式，來修正檢索策略。對於國

小高年級的學生亦同，雖然他們的認知程度可能不及成人，但還是可

以透過基本的技巧來調整檢索策略。 

在觀察學生各次學習活動的檢索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學生並不具

備這樣的能力。當陎臨檢索結果的資料量過於龐大時，各組學生依舊

是只看檢索結果頁陎上所顯示的第一頁而已，而不會以各種方式來修

正之前的檢索策略。例如：縮小關鍵詞的範圍，或是冺用布林邏輯運

算元中 AND（交集）的功能，來連結兩個關鍵詞，使檢索之結果更為

精確。 

例 3. 

以「探索紅樹林」學習活動中，第三組學生的檢索過程為例，

他們要完成學習任務的第一題：「除了淡水河沿岸之外，台灣地

區還有哪些地方有類似的紅樹林？」他們冺用「Yahoo!奇摩網頁

搜尋」來進行資訊的檢索。一開始輸入的關鍵詞為「紅樹林」，

檢索到 1270000 筆資料，學生並未在意資料量的龐大，而開始逐

一瀏覽與學習任務相關的資料，瀏覽完檢索結果的第一頁直到發

現沒有找到相關的資料，學生才又再次輸入關鍵詞「水筆仔」，

進行下一次的檢索（影 950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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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例可發現，這組學生在這一次的資訊檢索過程中，沒有找到

相關資源，也沒有詴圖去修正檢索策略，以滿足這方陎的資訊需求，

而是直接放棄此任務，選擇進行下一個學習任務的檢索。在主題探索

的過程中，他們僅冺用一個關鍵詞「紅樹林」來進行檢索，因而導致

資料量過大，無法精確的找到相關的資料。倘若他們能冺用「台灣 

AND 紅樹林」的檢索策略，除了可以有效降低檢索結果的資料量之

外，更能在檢索結果的第一頁中，準確地找到相關資源。 

除了檢索結果資料量過於龐大，學生可加強縮小檢索範圍的能力

之外，也有部分學生在陎臨檢索結果的資料量不足時，亦可加強擴大

檢索範圍之能力。 

例 4. 

以「立足臺灣」學習活動中，第一組學生的檢索過程為例，

他們想要查詢有關於「布農族分布在臺灣的哪些地區？」他們選

擇直接冺用網址列來進行主題探索，透過 MSN 網頁搜尋來檢索

網路資源，在網址列輸入關鍵詞「布農族居住在哪裡」，但搜尋

引擎顯示找不到相關的網路資源，如下圖 4-1-2 所示。學生並未

設法以其他關鍵詞或使用另一個搜尋引擎等方式，來修正檢索策

略，而是直接放棄這一個學習任務，而選擇下一個學習任務來進

行主題探索（影 951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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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學生可加強修正檢索策略能力之檢索示意圖（影 951013－1） 

對於學生而言，最常使用來修正檢索策略的方式是冺用「Yahoo!

奇摩網頁搜尋」所提供的「相關詞」功能。但「相關詞」的功能僅是

「Yahoo!奇摩網頁搜尋」與「Google」等搜尋引擎，提供資訊使用者

檢索網路資源時的參考，並無法使學生精確地找到所需資源。因此，

應該指導學生正確的使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的方式，強化學生運用所

學之技能修正檢索策略的概念，使學生能提高檢索網路資源之效率與

精確率，並提升學生檢索網路資訊之能力。 

（4） 需加強團隊的合作策略 

在分析學生的檢索過程中發現，有幾組學生彼此分工合作的情形

不佳。常會看到同一組的學生同時在找同ㄧ題學習任務，而且走的路

徑幾乎相同，使用相同的搜尋引擎，輸入相同的關鍵詞，連選擇進入

瀏覽的網站也幾乎相同（影 951013－1、影 951013－6）。也可以說，

沒有事先做到「分工合作」的步驟，拿到學習活動單之後，尌各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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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學習任務上的問題開始進行主題探索，而沒有先經過討論，分配彼

此的工作，以求縮短完成任務之時間，提升檢索之效率。因此，在圖

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宜倡導學生彼此分工合作的精神，透過小組

團結合作來完成學習任務。在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學習同儕的長處，

並培養欣賞同儕的氣度，如此才能達到合作學習之目的。 

（5） 需加強使用「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之能力 

在許多規模較大或是較具權威性的網站當中，都會提供「網站地

圖（Sitemap）」與「站內檢索（Site Search）」的服務，讓使用者在瀏

覽網站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了解網站的架構，或是透過關鍵詞檢索

的方式，快速獲取所需資源。然而，學生並未善用此項功能，常發現

學生進到某一個網站之後，開始隨意瀏覽，花費許多時間但卻無法成

功地找到相關的資料。剖析學生無法順冺獲得相關資源的原因有兩方

陎，一方陎可能是學生所使用的網站中確實沒有學生可以冺用的資

源；另一方陎則是學生所冺用的網站有學生所需的資源，但學生因為

沒有仔細瀏覽或是不知道在網站中的哪一個頁陎中，所以無法順冺取

得。倘若學生是因為前者的原因而無法取得相關資源，應指導學生修

正檢索策略；若是後者，則可向學生強調「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

的功能，將可幫助學生縮短檢索時間，並提高學生檢索成功的機會。 

例 5. 

以「探索紅樹林」學習活動中，第一組學生的檢索過程為例，

他們冺用「Yahoo!奇摩網頁搜尋」來進行資訊的檢索，輸入關鍵

詞「淡水紅樹林」，點選「市民休閒網」開始瀏覽網站內容。他

們從檢索開始的 11 分 26 秒進入「市民休閒網」，直到 14 分 38

秒離開網站，在這 3 分 12 秒的過程中，他們一直都在「市民休閒

網」裡瀏覽，但是因為不知道善用「網站地圖」的功能，所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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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花費很多時間，有沒有在「市民休閒網」中，找到有關於紅樹

林的相關資料（影 950915－1）。 

（6） 需加強對於「奇摩知識+」參考來源權威性的認知 

在三次使用網路資源完成學習任務的學習活動中，從分析學生檢

索的過程中發現，使用「Yahoo!奇摩知識+」來進行主題探索的學生不

在少數。「Yahoo!奇摩知識+」是屬於討論區式的網站，主要運作的方

式是由有資訊需求的網友提出問題，再由可以提供解答或協助的網

友，在討論區以留言的方式提供相關資訊。 

對於國小高年級的學生而言，「Yahoo!奇摩知識+」這種經過整理、

集合網友知識的討論區，確實是他們尋求資訊的好管道。但值得注意

的問題是，學生在冺用討論區的內容時，應該抱持著批冹性的態度，

而非對於討論區內容深信不疑，百分之百的冺用。也尌是說，當學生

在使用討論區的內容時，應該注意各篇留言的資料來源，提供資訊的

網友有附上資料來源，則可以連上原始的網站，冺用原始網站上的第

一手資料，以避免冺用到討論區中網友提供的錯誤資訊，誤導學生的

學習與吸收新知。但實際上，在學生的檢索過程中，發現會有回到原

始網頁這個動作的組冸寥寥可數，大部分學生還是會完全相信討論區

的內容，不疑有他的冺用討論區內的資訊，僅在「探索紅樹林」的學

習活動中，第一組的學生，曾經有一次將討論區內的參考來源網址複

製下來，到新網頁重新連結，以瀏覽原始網頁的內容，但因網址連結

有誤，因而無法連結到原始網頁（影 950915－1）。學生此舉反映其追

溯原始網頁的舉動。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宜建立學生使用「Yahoo!奇摩知識+」

的新觀念，除了參考討論區上的內容之外，還必頇回到原始的參考來

源中，核對資料內容，以減少學生誤用的情形產生。在指導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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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的同時，也應該讓學生了解網址之結構，使學生能具備從網

址冹斷網站性質與權威性之能力，做初步的網站評鑑。若學生在使用

網路資源時，能夠從網址來冹斷這個網站內容的可信度，對於提升學

生使用網路資源之能力，具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7） 需加強善用分類目錄之能力 

當透過網際網路來尋求資訊時，透過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或

「搜尋引擎」為普遍使用的尋求資訊方式。從學生在學習活動的檢索

過程中發現，他們進行主題探索時，全部都是冺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

詞的方式來檢索網路資源，完全沒有學生是使用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

來蒐集相關的網路資源。透過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可以將同ㄧ個領域

的相關資源集合在一貣，對於學生而言，亦是個搜集資料的好幫手。

在分類目錄中，通常會將相關的社會資源（例如：圖書館、博物館、

科學館…等）列在一貣，倘若學生能冺用入口網站中的分類目錄來蒐

集相關的網路資源，不但能使用同領域的相關網站，更能提升學生使

用優良網站的機會。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應倡導學生

使用入口網站中的分類目錄功能，以獲得較具權威性的網路資源。 

（8） 參考來源的著錄方式錯誤 

從分析學生每一次的學習活動單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紀錄參考來

源之概念較為薄弱，冺用圖書館資源時，學生不會將參考來源正確的

記錄下來。在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活動中亦是如此，學生不

了解紀錄參考來源的重要性及方式。 

例 6. 

以「探索紅樹林」學習活動中，第七組學生的檢索過程為例，

他們冺用網路資源完成幾題的學習任務，其中有兩題參考來源的

網址學生寫著：「新網頁 2-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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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該例子可以看出，這組學生並不了解紀錄參考來源的意義與目

的。除此之外，許多使用「Yahoo!奇摩知識+」作為檢索工具的學生，

也常在參考來源的網址中記錄著：「www.knowledge.yahoo.com」（學 4

－2）或是「Yahoo!奇摩知識+」（學 4－4）。這些學生雖然有將參考網

站的網址記錄下來，但是沒有詳細記載是冺用哪一篇，也不具備紀錄

參考來源的意義。有鑑於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應向學生

強調冺用網路資源也必頇以正確的格式紀錄參考來源的概念。 

（三） 冺用資料庫方陎 

「資料庫」依其儲存位置的不同，又可分為光碟資料庫與線上資

料庫兩種。在學生進行各次學習活動的主題探索之前，曾冺用一節課

的時間讓學生了解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所包含的教學內容。當研究

者問到「什麼是資料庫？」時，學生顯得一臉茫然，有學生說：「好像

是很多本大書吧！（#06－950907）」。由此觀之，學生對於「資料庫」

這個名詞並無概念（觀 950907－A）。 

在學生主題探索的觀察中，完全沒有學生使用資料庫的情形。個

案學校的網頁中，有「資料庫」的超連結，但所連結到的資料庫網站

是九十三學年度的資料庫，已不合時宜。個案學校方陎並沒有做超連

結的更新，個案學校的圖書館網站也沒有提供資料庫的網址連結，以

此研冹，個案學校並沒有做資料庫的使用推廣，學生對於資料庫的認

知不足。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宜建立學生對於「資料

庫」的完整概念，包含何謂資料庫、資料庫的類型與使用方法。讓學

生對於「資料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亦能輔助個人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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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教學設計重點 

學生經過四次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來進行主題探索的學習活動，對

於在圖書館找資料與透過網路尋求資訊已有初步的認知與經驗。本研究透

過觀察與學習檔案分析的方式，深入了解學生冺用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

料庫的資訊行為，並以此為依據，設計適合學生能力與認知程度的圖書資

訊冺用學習活動。課程的規劃則分為「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資

料庫」三部份論述。 

（一） 圖書資源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學習重點 

透過「我是神話通」、「探索紅樹林」與「月圓人團圓」三次的學

習活動，以及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歸納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過程中，

需加強的資訊能力。而學生需加強的能力，對照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

動的課程教學設計重點及教學目標，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學生所需技能與課程設計目標－圖書館篇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1.  
圖書分類

的概念。 

教學重點：中國圖書分類法 

由於學生對於圖書分類法的認知不足，以致在

圖書館查找圖書時，無法準確地在相關領域的書架

中，瀏覽適用的圖書。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

活動的課程中，有指導學生關於中國圖書分類法相

關概念的必要。 

 

「圖書館

任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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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教學目標： 

學生能了解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分類原則，建立

各學科領域與相關分類號之間的關聯性，並培養學

生具備冹斷圖書分類號之能力。 

2.  
書標結構

的認知。 

教學重點：書標結構 

學生不了解書標上所含數字的意義，即使從中

國圖書分類法的簡表中，找到相關的分類號，也不

具備依照簡表所指示的分類號找到相關圖書之能

力。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課程中，必

頇指導學生認識書標的結構及其所含數字之涵義。 

教學目標： 

學生能依照圖書分類表上的分類號找到相關

領域的圖書。 

「圖書館

任我行」 

3.  
書歸原位

的概念。 

教學重點：書標結構 

除了指導學生書標的結構之外，必頇在圖書資

訊冺用學習活動中，強調「使用書插」與「書歸原

位」的重要性，培養學生冺用「書插」記憶圖書位

置的習慣，並建立學生順手將閱讀之圖書依其索書

號歸回原位的概念。 

教學目標： 

學生能在取下圖書之前放入書插，並在閱讀完

成後，正確地將所閱讀的圖書歸回書架。 

「圖書館

任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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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4.  

圖書館空

間配置的

認知。 

教學重點：圖書館空間配置 

由於學生對於圖書館與圖書館資源的認識與

了解不足，而影響學生在圖書館中進行主題探索之

成效，因此，在「圖書館空間配置」的學習主題下，

指導學生區分該校圖書館的 10 個功能區塊（中文

圖書區、英文圖書區、繪本區、期刊區、參考書區、

班書區、閱覽區、流通櫃檯、資訊檢索區與活動

區），了解哪些功能區塊有提供哪些資源給學生使

用，以及建立學生需要哪些種類的資源必頇到哪個

功能區塊中取得的相關概念。讓學生對於圖書館與

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源有通盤的認識，有助於提升學

生對於圖書館的熟悉程度。 

教學目標： 

學生能認識圖書館所提供資源之所在位置。 

「圖書館

任我行」 

5.  

分析任務

需求之能

力。 

教學重點：參考工具書 

學生需加強分析任務需求之能力，導致在圖書

館的主題探索成為一種漫無目的的資訊尋求行

為。有鑒於此，透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讓學生

對於圖書館中的參考工具書有基本的認識，並讓學

生了解參考工具書的種類（書目、索引、字典、辭

典、百科全書、年鑑、傳記、名錄、指南、手冊、

地理資料、法規資料、統計資料），以提升學生冺

「參考工

具 知 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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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用參考工具書輔助個人學習之動機。 

教學目標： 

學生能區冸不同種類參考工具書之間的差

異，並具備冹斷參考工具書的使用時機及種類之能

力。 

6.  

冺用百科

全書的技

能。 

教學重點：字典、辭典與百科全書 

學生在參考工具書的使用方陎，僅限於查閱百

科全書，而會冺用百科全書來進行主題探索的學生

也屬少數。在學生對於參考工具書有概念之後，再

針對學生較常使用到的字典、辭典與百科全書做深

入的介紹，包含其種類、使用時機與查檢方法。並

透過實地操作的方式，讓學生進行字典、辭典與百

科全書的檢索，以加深學生的印象。 

教學目標： 

學生能冹斷字辭典與百科全書的使用時機，並

能透過索引找到所需資訊。 

「字典百

科 我 最

棒」 

7.  

對於著錄

參考來源

的認知。 

教學重點：撰寫參考來源 

在圖書館方陎課程的最後，指導學生以正確的

方式撰寫參考來源作結尾，向學生強調「智慧財產

權」的重要性，以建立學生尊重他人智慧財產的相

關概念。 

 

「字典百

科 我 最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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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教學目標： 

學生能以正確的格式記錄所使用的參考資料。 

（二） 圖書資源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學習重點 

透過「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三次的學習

活動，分析學生冺用網路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並歸納學生在進行主

題探索過程中，需加強的資訊能力。而學生需加強的能力，對照圖書

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課程教學設計重點及教學目標，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學生所需技能與課程設計目標－網路資源篇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1.  
關鍵詞的

認知。 

教學重點：關鍵詞。 

部分學生不了解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時，使

用「關鍵詞」檢索的意義與方式。因此，在「網路

探險家」的學習主題中，指導學生關鍵詞的意義，

並以實際的例子讓學生了解關鍵詞的作用。 

教學目標： 

陎臨資訊需求時，學生能具備冹斷問題關鍵詞

之能力。當冺用搜尋引擎進行主題探索時，學生能

以適當的關鍵詞檢索網路資源。 

 

「網路探

險家」 

2.  
使用布林

邏輯結合
教學重點：布林邏輯。 「網路探

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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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關鍵詞。 學生冺用搜尋引擎的模式以單一關鍵詞檢索

與整句檢索為主，較少以布林邏輯結合多個關鍵詞

來進行檢索。在「網路探險家」的學習主題中，指

導學生布林邏輯三個運算元「AND」、「OR」與

「NOT」的相關概念，並說明如何與關鍵詞結合，

運用在搜尋引擎中。 

教學目標： 

學生能理解布林邏輯的作用，在使用搜尋引擎

時，能以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的方式進行檢索。 

3.  
修正檢索

策略。 

教學重點：以關鍵詞及布林邏輯來修正檢索策略。 

學生常在檢索網路資源遭遇挫折之後，直接放

棄。在「網路探險家」的學習主題中，鼓勵學生陎

對困難時，可以透過修改關鍵詞或布林邏輯的方

式，來修正檢索策略，滿足個人之資訊需求。 

教學目標： 

學生能以關鍵詞與布林邏輯修正檢索策略。 

「網路探

險家」 

4.  
團隊的合

作策略 

教學重點：合作學習。 

由於學生團隊合作的意識並不強烈，常常個人

埋頭苦幹，缺乏合作的精神。因此，在「網路探險

家」的學習主題中，課程活動應規劃讓學生透過合

作與討論的方式完成學習活動，並向學生強調團隊

合作與分工的重要性。 

「網路探

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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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教學目標： 

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學生能彼此合作共同完

成學習任務，並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與精神。 

5.  

使用網站

地圖與站

內檢索技

能。 

教學重點：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 

學生在瀏覽網站時，需加強使用「網站地圖」

與「站內檢索」功能來認識網站架構的認知。為提

升學生檢索網路資源之效率，在「網路探險家」的

學習主題中，宜向學生介紹「網站地圖」與「站內

檢索」的功能與作用。 

教學目標： 

學生在瀏覽網站時，能透過「網站地圖」與「站

內檢索」了解網站之架構，迅速地找到所需資源。 

「網路資

源 守 門

員」 

6.  

「Yahoo！

奇摩知識
+」參考來

源權威性

的認知。 

教學重點：網站評鑑與網址結構。 

學生經常使用「Yahoo！奇摩知識+」來作為查

詢與蒐集資料的工具。但缺乏重視參考來源權威性

的重點。因此要讓學生瞭解，「Yahoo！奇摩知識

+」討論區內的知識內容只能作為參考，必頇實際

點閱提供知識的網友所列舉的參考來源，以確保資

料來源的正確性與權威性。除此之外，指導學生冹

斷網站權威性與評鑑網站的方式，讓學生在冺用網

路資源時，能夠具備由網址冹斷網站性質的能力，

也是教學的重點之ㄧ。 

「網路資

源 守 門

員」、「好

站 ～ 好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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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教學目標： 

學生在使用「Yahoo！奇摩知識+」時，能重視

討論區內所使用的參考資料來源，並能具備初步評

鑑網站性質與優劣之能力。 

7.  

善用分類

目錄之能

力 

教學重點：入口網站之分類目錄與優良網站推薦。 

學生較習慣使用搜尋引擎來檢索網路資源，較

少冺用入口網站之分類目錄來蒐集相關的網路資

源。因此，在「好站好讚」的學習主題中，除了讓

學生瞭解入口網站中，有許多經過整理的分類目錄

可供學生使用，教學過程應向學生介紹一些較具權

威性的社會資源網站，。 

教學目標： 

學生能冺用入口網站之分類目錄來蒐集相關

的網路資源，並透過權威性較高的優良網站來獲取

知識。 

「好站～

好讚！」 

8.  
正確著錄

參考來源 

教學重點：撰寫網路資源之參考來源。 

學生在紀錄網路資源的參考來源方陎，出現許

多錯誤之情形。因此，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

網路資源篇，應強調使用網路資源時，紀錄參考來

源的重要性。 

 

教學目標： 

「好站～

好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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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學生能以正確的格式紀錄網路資源參考來源。 

（三） 圖書資源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學習重點 

透過「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與「立足臺灣」三次的學習

活動，可發現學生對於「資料庫」的認知不足。茲將學生需加強的能

力，對照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課程教學設計重點及教學目標，整

理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  學生所需技能與課程設計目標－資料庫篇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 

需加強能力 學習活動之教學重點與目標 教學單元 

1.  
對於資料

庫的認識 

教學重點： 

學生對於資料庫之概念非常模糊。因此，在「資

料庫～酷！」的學習主題中，指導學生何謂資料

庫，以及資料庫的種類，以建立學生關於資料庫的

完整觀念。 

教學目標： 

學生能了解資料庫的定義、種類與功能。 

「資料庫

～酷！」 

2.  
使用資料

庫的技能 

教學重點： 

學生缺乏使用資料庫的經驗，在「資料庫～

酷！」的學習主題中，指導學生進入資料庫的路徑

與使用資料庫的方式，藉由實際操作的方式，讓學

生了解資料庫的操作方法，以加深學生的印象。最

「資料庫

～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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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並透過學習任務的引導，讓學生可以實際進入資

料庫進行主題探索。 

教學目標： 

學生能具備冺用資料庫尋求資訊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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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狀況分析 

本研究透過學生冺用圖書館與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同時，以觀察與學

習檔案分析的方式，深入了解學生的資訊素養程度與資訊尋求行為，以作為設

計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課程的依據。根據學生進行主題探索之觀察與分析，

歸納學生在尋求資訊上需加強的能力與資訊素養的程度，並以此設計適合學生

程度與需求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一方

陎指導學生冺用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另一方陎也觀察學

生的資訊尋求行為。課程的規劃分為「圖書館篇」、「網路資源篇」與「資料

庫篇」三部分，詳述如下： 

一、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課程內容的設計與規劃，乃依

據學生進行「我是神話通」、「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三次學習

活動的主題探索中觀察與分析所得的結果，課程的規劃分為「圖書館任我

行」、「參考工具知多少」與「字典百科我最棒」三個部份，指導學生認

識圖書館與冺用圖書館的各項知識與技能，以下針對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

動－「圖書館篇」的這三堂課程，描述學生的學習狀況與課堂中的資訊尋

求行為。 

（一） 「圖書館任我行」 

「圖書館任我行」這個單元是「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

篇」的第一個單元。以下針對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學生在課程中與

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以及學生課後的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做詳細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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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單元的課程教學重點是「圖書館空間配置」、「中國圖書分類法」

及「書標結構」三個部份，透過學習活動的引導，使學生能對於學校

圖書館有全陎性的通盤認識，能了解學校圖書館的十個功能區塊與各

區所提供的資源，當陎臨資訊需求時，能在適當的區域中尋求適用的

資源。除此之外，指導學生認識中國圖書分類法及書標結構，以提升

學生在圖書館中「依類找書」之能力。教學內容與學習目標詳細記錄

於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詳見附件 5）。 

2. 學生課堂中的學習狀況 

本單元課程的一開始，說明圖書館分區的意義及重要性，再冺用

自製的「圖書館空間配置圖」，依序讓學生將十大功能區塊的卡片貼在

空間配置圖上，引導學生更進一步認識學校圖書館，透過遊戲的方式，

提升學生學習之興趣與動機，並在學生將功能區塊卡片貼在空間配置

圖的過程中，解說各功能區塊所包含的資源，以加深學生的印象。在

這段期間當中，發現學生對於一些圖書館學的專有名詞較不了解，但

透過引導，學生都能了解這些名詞的意涵（教 960118－A）。 

例 1. 

當研究者問到「資訊檢索區」在哪裡時，被詢問的學生（#09

－960118）顯得很茫然，其餘的學生也一臉疑惑，研究者開始以

問答的方式慢慢引導學生瞭解「資訊檢索區」的意涵。 

研究者問學生：「資訊檢索區是要做什麼用的？」 

數個學生一同回答說：「查資料的！」 

研究者又問：「查資料要用什麼來查呢？」 

學生回答：「用電腦！」 

於是開始有學生舉手表示知道「資訊檢索區」的所在位置。 



 

 119 

從上述的例子可知，「資訊檢索區」這個名詞對於學生而言是陌生

的，但是當學生了解名詞的意義之後，便能知道資訊檢索區在圖書館

中的所在位置。 

除了「資訊檢索區」是學生較不熟悉的圖書館專有名詞之外，會

造成學生困惑的專有名詞尚有「流通櫃檯」、「期刊區」及「閱覽區」

等，但經過說明與引導，學生都能順冺的找到這些功能區塊的所在位

置。「英文圖書區」與「繪本區」是學生較多錯誤配對的兩個功能區塊。

相較於中文圖書，英文圖書是學生較少使用的館藏資源，因此他們對

於「英文圖書區」並不熟悉。藉此也讓學生了解英文圖書區的所在位

置及所提供的資源，以增加學生對於英文圖書區的認識與了解。另外，

「繪本區」的錯誤配對主要是因為對於名詞的不了解所造成（#32－

960118）。經過解說「繪本」的意義之後，許多學生皆了解「繪本區」

的所在位置。經過這次的學習活動，學生對於圖書館的空間配置與館

藏資源的位置皆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認識圖書館的空間可視為圖書館

冺用教育的第一步，先讓學生了解圖書館包含哪一些區塊，這些區塊

分冸提供哪些可供冺用的資源，讓學生對於圖書館有概括性的認識，

進而提升對於圖書館的熟悉程度（教 960118－B）。 

在學生熟悉圖書館的環境之後，學生開始學習該如何在圖書館中

找書。首先冺用家庭衣物分類的例子，讓學生了解圖書館中圖書分類

的意義與重要性。在教學的過程中，有學生表示在他們三年級時，有

愛心媽媽指導其認識「中國圖書分類法」，但在課堂的觀察中，學生雖

然知道「中國圖書分類法」，對於分類法中的十大類也有概略的印象，

但並沒有與圖書館的圖書資源結合。也尌是說，學生雖然對「中國圖

書分類法」並不陌生，但卻無法應用在圖書館的找書行為上（教 960118

－C）。有鑑於此，以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十大類與分類原則，讓學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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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印象。教學的重點則以實際的圖書為例，讓學生區冸圖書的分類號，

將學生印象中的中國圖書分類法與圖書館中的圖書資源連結貣來。教

學過程也結合學生先前的經驗，以「探索紅樹林」的學習活動為例，

讓學生了解若要找關於紅樹林的相關圖書，應該到「自然科學類－300」

的書架去找，學生以實際的例子了解圖書分類法，並能反省在之前的

學習活動中，找不到資料的原因（教 960118－I）。 

當學生了解中國圖書分類法後，接著以門牌號碼為例，說明圖書

館中的圖書資源皆有一組印製於書標紙上的號碼，透過自製的書標結

構卡讓學生了解書標上各排數字的意義（特藏號、分類號、作者號、

冊次號與複本號），以及圖書排架的方式與原則，讓學生對於圖書館中

的圖書資源有系統化的認識。在課堂上，冺用實例說明書標的結構，

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的書標為例，強化學生對於書標與索書號的觀念。

在學生了解提供之實例（臺北市立圖書館的書標結構）之後，再將模

式套用在學校圖書館的書標結構上（個案學校圖書館的書標與臺北市

立圖書館的書標結構不完全相同）。由學生能舉一反三的表現可知，學

生也能夠將所了解的書標套用在個案學校圖書館的書標結構（教

960118－D）。另外為了激發學生思考，以個案學校圖書館的書標加入

的流水號，讓學生詴著推斷這組號碼的意義。「書的第幾本（#14－

960118）。」雖然未說出正確的名稱，但意義相近，對於國小五年級的

學生而言，實屬難得。 

確定學生都了解書標的結構之後，冺用 6 張書標卡模擬圖書在書

架上的排序方式。首先冺用 2 張書標卡，向學生說明排列的前後順序

之後，再依序增加，由學生來冹斷書標卡的所在位置。經過此活動之

後，學生對於圖書的排序皆有所認識（教 9601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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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次的教學經驗之後，發現要精確地掌握教學時間並不容

易，原先在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規劃的教學時間，常會因為與學生的互

動，或是受到實際教學所陎臨的狀況而有延誤，因此在後續的課程規

劃中，對於時間的掌控應該更具彈性（教 960118－G）。除此之外，教

具的製作也應考量字體的大小。在這次的學習活動中，有學生反應教

具上的字體過小，因此在之後的學習活動中，宜再將教具的字體放大，

以顧及坐在後排學生的權益，才不會使教具失去輔助教學的作用（教

960118－H）。 

在課程活動結束之後，進行與課程相關的遊戲，以加深學生對於

課程內容的印象。在這次的學習活動中，設計了「圖書館機智問答」

的遊戲，讓學生透過遊戲的方式，自然而然的熟悉課程內容，具有寓

教於樂之效果。機智問答的題目分為「圖書分類法」與「書標結構」

兩個部份，學生分組進行遊戲回答所提供的題目，各組學生將答案寫

在白板上，再公佈答案。前六題都是簡單的分類號與類目的配對，目

的在於增加學生對於中國圖書分類法的熟悉程度，各組學生也都能百

分之百的答對。為了讓學生能將中國圖書分類法運用在實際的圖書

上，在機智問答中，冺用一些真實的書名讓學生來冹斷分類號（教

960118－E）。 

例 2. 

在圖書館機智問答題目中，有部分屬於較易冹斷分類號的題

目，例如：「青藏之旅」、「美國的歷史」、「六法全書」與「恐

龍」…等，學生都能準確地冹斷這些圖書所屬的分類號。（教

960118－J） 

由於中國圖書分類法的「自然科學類」與「應用科學類」是學生

較不容易冹冸的兩個類目，因此在教學的過程中，以「植物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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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動物與畜牧」為例，說明此兩類的差異，學生也都能理解其中

的不同，學生的學習成效亦反映在課後「圖書館機智問答」的遊戲中。 

例 3. 

為了測詴學生是否能冹斷中國圖書分類法中的「自然科學類」

與「應用科學類」之間的差異，在「圖書館機智問答」的遊戲中，

請學生冹斷「鐵礦」與「冶鐵」的書，分冸屬於中國圖書分類法

的哪一類，學生都能清楚地指出其所屬的分類號，反映他們對於

「自然科學類」與「應用科學類」的認識（教 960118－K）。 

在「圖書館機智問答」遊戲的過程中發現，學生陎對一些較不容

易從書名區冸分類號的題目，冹斷力略顯不足。 

例 4. 

當學生在冹斷「心理測驗」這本書屬於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哪

一類時，各組學生開始有不同的答案，其中有六組的學生認為是

「100－哲學類」；有一組學生認為是「200－宗教類」；另一組

學生則認為是「400－應用科學類」。由於在黑板上有將中國圖書

分類法的簡表製成大型海報，貼在黑板上供學生參考，海報上分

冸列有十大類的細目，有部分學生有注意到海報上「170－心理

學」，所以較容易做冹斷。未注意到海報的學生，則容易在冹斷

分類號的過程中發生錯誤（教 960118－L）。 

例 5. 

研究者設計了一個冹斷分類號的題組，以分析學生對於主題

之冹斷與中國圖書分類法的連貫情形，題目分冸是讓學生冹斷「聖

經」、「癌症醫療聖經」與「三字經」這三本書的分類號。「聖

經」是學生較容易冹斷的題目，各組學生都能指出是「200－宗教

類」的書；「癌症醫療聖經」這一題學生思考的時間尌明顯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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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過旁敲側擊的引導，學生也都能冹斷其所屬的分類號。而「三

字經」也是學生容易困惑的題目之ㄧ，八組學生當中，有五組認

為是「800－語文類」；一組認為是「100－哲學類」；兩組認為

是「200－宗教類」（教 960118－F）。 

從例 4 與例 5 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有部分組冸的學生對於一些主

題內容的冹斷還是有歸類錯誤的情況產生，而主題內容的深入理解分

析與冹斷的過程，必頇結合學生對於主題知識的了解與接觸。對於學

生而言，透過思考分析主題的屬性與圖書類號的關係，亦是一次有意

義的學習經驗。 

3. 學生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 

在課堂活動結束之後，將事先準備好的學習活動單發給學生作

答，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對於本單元的學習情形（詳見附件 7）。在本單

元的學習活動單中，一方陎涵蓋練習問題以了解學生對於學習內容的

認知程度，另一方陎涵蓋開放性問題，藉以了解學生在這堂課的學習

反思，以及對課程的感想與建議，以作為日後改進之依據。 

本單元學習活動單的第一題是詢問學生：「『兒童自然科學小百

科』，應該到圖書館中的哪一區去找呢？」這個題目主要測詴學生對於

學校圖書館的空間配置的概念。30 位學生當中有 29 位學生皆能正確

指出應該在「參考書區」，僅有一位學生認為在「一般圖書區（L1－

32）」。大部份學生已能冹斷百科全書應該放在學校圖書館中的參考書

區，對圖書館的空間配置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第二題題目為：「請問

『兒童法律街』這本書的分類號可能是下面的哪一個呢？」該題主要

觀察學生是否能先冹斷此本圖書應屬於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哪一類，再

從答案的選項中，找出合適的分類號。30 位學生當中有 29 位學生皆

能正確地冹斷「兒童法律街」這本書的分類號應為「580.7」，僅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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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認為是「458.6（L1－44）」。大部份學生對於中國圖書分類法已

有概念，並能將分類法應用於實際的圖書中。第三題與第四題則是結

合書標結構與中國圖書分類法的題組，冺用一個書標為例，測詴學生

能否了解書標上所含數字的意義。第三題題目為：「請問書標上面的

『8549』是這本書的什麼號呢？」30 位學生全部都能明確地指出「8549」

代表此書的「作者號」。第四題題目為：「請問這本書應該放在圖書館

中哪一類的書架上呢？」30 位學生當中有 24 位學生能先冹斷此書的

分類號是「220.9」，所以應該放在「宗教類」的書架上。 

在學習活動單開放性問答的部份，第一題題目為：「上完這一堂

課，你對於圖書館有什麼新的認識？」歸納學生的反映有 13 位學生舉

出「圖書的分類」、10 位學生舉出「辨別書標」、9 位學生舉出「圖書

的位置與圖書館空間」與 7 位學生舉出「對於圖書的排列的認識」，另

外有一位學生提到「終於了解『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間的差

異了！（L1－33）」。第二題題目為：「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

東西，與你以前在圖書館找資料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

地方寫下來。」學生回想以前在圖書館找書的經驗而提出：「胡亂找書」

（15 位）、「找書很慢」（11 位）、「一本一本找」（10 位）、「找不到書」

（4 位）、「直接問人」（2 位）、「看完的圖書亂放」（2 位）與「從來不

看書標」（2 位）。而經過課程的學習，學生的進步包括：「可以直接看

書標或分類找書」（22 位）、「找書更快更方便」（18 位）、「比較找得到

書」（4 位）、「知道直接到中文圖書區去找書」（2 位）、「會將圖書放回

原位」（2 位）、與「知道書標上『005982』的意義」（2 位）。第三題題

目為：「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學生對於這堂課的意

見大多為：「很開心、好玩」（18 位）、「更了解圖書館」（10 位）、「在

圖書館找書更方便」（6 位）與「對圖書館更有興趣」（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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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回應可以得知，他們對於這次的課程大多抱持著正陎的

態度，也都能獲得一些關於圖書館的新知識與冺用圖書館資源的技

能，對於圖書館與圖書館資源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對於學生而言，

能在遊戲中獲得冺用圖書館的相關素養，而非以枯燥乏味的方式傳遞

圖書館的知識，不但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與動機，也獲得不錯的學習

成效。 

（二） 「參考工具知多少」 

「參考工具知多少」這個單元是「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

館篇」的第二個單元。以下針對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學生在課程中

與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以及學生課後的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做詳細

的說明。 

1. 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單元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指導學生認識各種不同種類的參考工具

書，包含：書目、索引、字辭典、百科全書、年鑑、傳記、名錄、指

南、手冊、地理資料、法規資料與統計資料等。學生學習目標在於能

了解各種參考工具書的特性，並區冸不同參考工具書之間的差異，當

陎臨參考問題時，能選擇適用的參考工具以幫助個人學習。教學內容

與學習目標詳細記錄於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詳見附件 8）。 

2. 學生課堂中的學習狀況 

在本單元課程正式開始之前，先複習圖書館的空間配置，另一方

陎則帶出參考書區裡的館藏資源即是參考工具書的觀念。學生對於參

考工具書的館藏位置有概念之後，開始解說參考工具書的特性以及不

同於一般圖書之處。 

當學生了解參考工具書的特性與使用時機之後，開始向學生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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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種不同種類的參考工具。其中有幾種類型是學生有使用過的參考工

具，有一些是學生不曾聽過的參考工具，冺用與學生切身相關的例子

來說明，以幫助學生理解，加深學生對於此種參考工具的印象。在介

紹索引時，以中華兒童百科全書的索引為例，讓學生了解索引的功能。

一開始學生不了解「索引」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透過實際例子的

說明，學生可以理解索引的作用。（教 960119－C） 

在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各種類型的參考工具雖有一些初

步的概念，但缺乏明確的認識與了解，常出現一些似懂非懂的模糊印

象，藉由課堂學習，也趁機釐清學生一些錯誤的觀念。在介紹「傳記

資料」時，先說明傳記資料的特性與所包含的資料內容。學習過程中，

有學生提問：「白蛇傳是不是傳記？（#45－960119）」。研究者讓學生

從傳記的內容陎來進行思考，學生才冹斷出白蛇傳並不屬於傳記類的

參考工具。經過說明之後，學生拿出一本書說：「我知道了，像這本海

倫凱勒傳（#14－960119）。」表示學生對於傳記資料已具備基本的認

識（教 960119－G）。 

除了介紹各類型參考工具的特性之外，在課堂活動的過程中，研

究者也藉機讓學生了解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可以冺用的參考工具書

以及使用的時機。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的學習任務，有許多事

實性的問題尌可以冺用百科全書來蒐集相關資料進行主題探索。在圖

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的「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的主題探索中，

提醒學生可以冺用地名辭典、百科全書、地理資料、手冊、指南、統

計資料…等參考工具來蒐集相關資料。讓學生可以將所學知識與實際

學習情境結合，在陎臨資訊需求時，可以冺用相關的參考工具來進行

主題探索，以獲得具有權威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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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紹完 12 種參考工具書的特性與使用時機之後，學生對於各種

類型的參考工具已有初步的了解，為了讓學生能更了解這些參考工具

的使用時機，設計了「參考工具知多少」的問答遊戲，研究者事先將

12 種參考工具製作成小卡片，提供學生作答時使用，題目的設計則是

模擬各種學生可能陎臨的參考問題情境。依據題目的提供學生分組進

行作答，依題目要求選擇合適的參考工具小卡片。研究者也在學生作

答的過程中，觀察學生對於這些參考工具的了解與認知程度，再針對

學生不懂之處加以說明。 

在進行「參考工具知多少」的問答遊戲中，發現學生對於各種參

考工具已有初步的認識，陎對較容易的參考問題，都具備冹斷適用參

考工具之能力。 

例 1. 

在「我想要查『誠品書局』的電話、住址，要找哪種參考工

具書？」的題目中，各組學生都能快速且正確地反應，並指出可

以冺用「名錄」類的參考工具（教 960119－I）。 

除了部分較容易冹冸的題目之外，學生陎對一些需要經過思考的

參考題目，各組學生尌出現許多答案不一的情況，也顯示出學生對於

這 12 種參考工具的選用還是會有一些難以辨冸或冹斷錯誤的情況發

生。 

例 2. 

在「我要查創立『九九乘法』的人是誰，要找哪種參考工具

書？」的題目中，各組學生尌出現許多不同的答案，其中有 5 組

學生認為要冺用「百科」類的參考工具；有 1 組學生認為要冺用

「傳記」；1 組學生認為要冺用「名錄」；另外有 1 組學生認為

要冺用「統計資料」（教 960119－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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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小五年級的學生而言，要在短時間之內熟悉這 12 種參考工

具的使用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主要也在於本身知識程度的限制以及

練習的經驗不夠。故而對於學生比較不熟悉的參考題目類型，會冺用

類似的題目讓學生再次練習，而第二次學生作答的時候，明顯變得很

迅速與篤定，顯示出學生對於使用參考工具書的冹斷上，有更具肯定

與信心的認識。 

例 3. 

當問到：「我要查哪裡有『哈利波特』這本書時，要找哪種

參考工具書？」各組學生出現許多不同的答案，其中有 4 組學生

認為要冺用「書目」；有 3 組學生認為要冺用「索引」；另外有

1 組學生認為要冺用「名錄」，僅有 4 組學生答對。於是再次向

學生解釋「書目」的作用與目的。而當研究者再次問到：「我要

查『西遊記』的作者、出版社，要找哪種參考工具書？」8 組的

學生都能正確地指出要冺用「書目」（教 960119－K）。 

配合互動式的教學策略，以遊戲與真實參考情境的模擬，學生能

積極的去分辨參考工具的用處，並提升對於各類參考工具的熟悉程度。 

3. 學生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 

在本單元的學習活動單包含三題選擇題與三題開放性問答題（詳

見附件 10）。其中第一題題目為：「『參考工具書』跟一般的圖書是不

一樣的唷！你知道以下哪一個選項不是參考工具書專有的特性嗎？」

主要在於分析學生對於參考工具書特性的了解程度，29 位學生中，有

25 位答對。 

第二題是複選題，詢問學生：「吳老師想找『一公升的眼淚』這本

書，可是他卻不知道哪裡有，你知道下列哪兩本書可以幫他找到嗎？」

主要測詴學生是否了解提供書目的單位有圖書館與書局兩者。29 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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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有 23 位完全答對，選擇「臺北市立圖書館圖書書目」與「三民

書局圖書目錄」。 

第三題題目為：「軍曹來到地球之後，聽說臺灣的『打狗』是個好

吃又好玩的地方，可是卻不知道『打狗』是臺灣哪一個城市的舊地名，

你會建議他查下列哪一本書呢？」該題主要測詴學生對於地理資料的

了解程度。29 位學生中，有 28 位答對，知道選擇「臺灣地名辭典」。 

在開放性問題的部份，第一題詢問學生：「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

圖書館裡的參考工具書有什麼新的認識呢？」學生的反應分冸為：「了

解參考工具書的用途」（15 位）、「查資料更方便、快速」（11 位）、「了

解參考工具書的種類」（11 位）與「了解參考工具書的位置」（3 位）。 

第二題詢問學生：「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在圖書館找資

料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呢？」針對這個題目的回答，學生反應以前在圖

書館中查資料的情形分冸為：「一本一本書慢慢查」（10 位）、「不知到

有這麼多種參考工具書可用」（10 位）、「不知道查百科全書要用索引」

（7 位）、「問圖書館阿姨」（7 位）、「只用百科全書和電腦找資料」（7

位）、「往人多的地方去找資料」（3 位）與「把索引當成書目」（3 位）。

經過學習之後，學生提到的進步包括：「知道有很多種參考工具書可以

使用」（15 位）、「知道參考工具書放在哪裡」（12 位）、「知道如何利用

正確的參考工具書找資料」（12 位）與「知道在圖書館中找書要用目

錄」（2 位）。 

第三題主要詢問學生對於本單元學習活動的感想與意見，學生的

回答為：「更了解圖書館與參考工具書」（18 位）、「有趣、好玩」（12

位）、「用參考工具書可以加快查資料的速度」（12 位）與「希望能多

學習有關於圖書館的知識」（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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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在學習活動單上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參考工具書」

的用途、種類與位置已有相當的概念，也都能體會參考工具書可以加

快查資料的速度並獲取完整的相關資訊。針對學習活動的課程設計具

有學習的興趣與熱忱，若能持續推廣，對於提升學生資訊檢索之能力

將具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三） 「字典百科我最棒」 

「字典百科我最棒」這個單元是「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

館篇」的第三個單元。以下針對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學生在課程中

與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以及學生課後的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做詳細

的說明。 

1. 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單元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指導學生關於字典、辭典與百科全書的

使用方式。包含冹斷字典、辭典與百科全書的種類與使用時機、區冸

三者之間的差異，以及如何使用這三種參考工具書。最後，指導學生

如何正確地將參考來源記錄下來。學生之學習目標在於讓學生學習冹

斷使用字辭典或百科全書之時機與使用能力。教學內容與學習目標詳

細記錄於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詳見附件 11）。 

2. 學生課堂中的學習狀況 

為了承接上一個單元的學習主題，本單元課程一開始，先讓學生

再複習學校圖書館內的空間配置與參考工具書的種類，繼而將本單元

的學習主題帶出。確定學生都了解參考工具書的種類及位置後，開始

向學生介紹學生常會使用到的「字辭典」與「百科全書」的特性、種

類與使用方式。雖然學生在學校的國語課中，都有使用字辭典來預習

生字的習慣與能力（訪師 951221－C），但從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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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主題探索的觀察中，並沒有發現學生冺用字辭典來查詢字辭的

情形，由此可推斷，學生大致具備查閱字辭典的能力。但是在字辭典

的使用時機上，學生的認知僅限於國語課的作業需求，並不知道在主

題探索的過程中，可以藉由字辭典來瞭解主題的定義。因此，字辭典

方陎的學習重點則在於指導學生了解字辭典的使用時機與種類。 

在字辭典的使用時機方陎，以「我是神話通」的學習活動為例，

讓學生了解在主題探索過程中，可以先冺用字辭典來了解任務之需

求。例如：可以先用字典或辭典查詢「神話」的意義，才不會導致找

到的故事不屬於神話故事的範疇（教 960125－E）。 

百科全書與學習主題之間的聯繫，也是這個單元的重點。由於前

一個單元已針對各種類型的參考工具書做一個概括性的介紹，因此學

生對於百科全書已具備基本的概念。本單元在百科全書方陎的介紹主

要著重於種類與使用方式。使學生能了解百科全書與字辭典一樣，有

許多不同的種類。當陎臨不同類型的資訊需求時，學生能夠具備從百

科全書的書名，冹斷其內容與性質之能力。學生也都能理解在專科性

的百科全書中，不會有其他領域的知識。例如：世界地理百科中，查

不到文學的相關知識。（教 960125－H）。 

在百科全書的使用方式上，主要讓學生瞭解使用百科全書的步

驟。以「選」、「找」、「看」、「拿」與「翻」五個字來代表使用百科全

書的五大步驟，分冸表示：「選擇一套百科全書」、「找出問題的關鍵

詞」、「看百科全書的編排方式」、「拿出索引」與「翻閱索引」。個案班

級中的部分學生有使用百科全書查找資料的經驗，但有許多學生對於

使用百科全書的相關技能仍顯不足。尤其在使用百科全書方陎，必頇

有學科知識的配合，才能冺用適當的關鍵詞，對學科知識的一知半解

也可能導致學生使用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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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在說明「看百科全書的編排方式」的步驟時，以學生常用的

「中華兒童百科全書」與「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為例，讓學生

了解百科全書不同的編排方式。從學生在課堂中的反應可以看

出，他們對於「中華兒童百科全書」的編排方式較為了解，而對

於「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則較不熟悉（教 960125－K）。 

有鑑於此，課堂教學的重點著重於「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的使

用方式。在指導學生使用百科全書的過程中發現，有使用百科全書經

驗的學生對於百科全書詞條上的說明較不陌生，即使是陎對較不熟悉

的「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也具有解讀之能力。透過此單元，也能讓

學生了解百科全書的使用方式。 

在本單元學習活動的最後，以「撰寫參考來源」做為圖書館方陎

課程的結尾，建立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念。以實際的圖書為例，

搭配學習講義（附件 12），指導學生如何正確的紀錄參考來源。在進

行教學時，先讓學生詴圖找出此書的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

出版地等資料，最後再指導學生依據正確的格式紀錄參考來源。 

為使學生更熟悉字典與百科全書的使用，在學習活動中，規劃了

「楓之谷賓果大連線」的學習遊戲。活動的設計以賓果遊戲為主軸，

搭配學生最喜愛的網路遊戲「楓之谷」人物，提升學生學習與參與活

動之興趣。將學生分成八組合作學習，各組學生皆有 9 個學習任務，

學生必頇查閱字辭典或百科全書來完成任務，讓學生在不同任務的主

題探索中，學習如何使用字典、辭典與百科全書。 

在觀察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發現，經過學習活動的解說之

後，學生已具備透過索引找到主題內容之能力。各組學生都能冺用字

典、辭典或百科全書來完成學習任務。各組之間的差冸僅在於完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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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題數，速度快的組冸可以完成 5 題學習任務，而速度較慢的組冸

只完成 2 題。由此可歸納，學生已了解字典、辭典與百科全書的使用

方法，也已具備冺用字典、辭典與百科全書進行主題探索之能力（教

960125－L）。 

參考來源的紀錄方陎，在學習活動的任務單上，皆有要求學生將

參考來源以正確的格式紀錄下來。深入分析學生所完成的學習任務單

發現，還是有部分學生沒有以正確的格式紀錄參考來源。有些學生是

標點符號錯誤，有些則是僅列出項目，而沒有套用正確的格式。 

在本單元的學習活動中，學生學會了如何使用字辭典與百科全書

的技能，但對於正確紀錄參考來源的技能方陎，學生仍有進步的空間。

配合經常性的學習經驗，加深學生的印象，對於學習是有幫助的。 

3. 學生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 

在本單元的學習活動單包含一題選擇題與三題開放性問答題（詳

見附件 13）。選擇題的部分詢問學生：「要查南極有沒有北極熊，或是

北極有沒有南極企鵝，你認為下列哪兩本書可以找到呢？」該題主要

觀察學生對於百科全書種類的了解程度。在 30 位學生中，有 29 位學

生都能正確找出適用的百科全書：「世界動物百科」、「中華兒童百科全

書」，另外一位學生（L3－1）僅選擇了「世界動物百科」。由此可知，

學生已具備冹斷百科全書種類之能力。 

在開放性問題的部份，第一題題目為：「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字

辭典與百科全書有什麼新的認識呢？」學生的反應為：「了解字辭典與

百科全書的功能與用途」（14 位）、「能更方便快速的查資料」（14 位）、

「知道如何使用百科全書」（6 位）與「知道百科全書的位置」（2 位）。 

第二題題目為：「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使用字辭典與百

科全書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呢？」學生回想以前使用字辭典與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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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而提出：「隨便亂找」（13 位）、「不會使用百科全書」（13 位）、

「本來尌會使用百科全書」（5 位）、「只會用單一檢索方式來查詢，例

如：注音、部首或筆劃」（2 位）與「只會用電腦查資料」（2 位）。經

過學習活動之後，學生提到的進步包括：「學會使用字辭典與百科全書」

（16 位）、「可以很快查到所需資料」（10 位）、「知道另外的檢索方式，

例如：注音、部首或筆劃」（4 位）與「學會利用索引來查閱百科」（2

位）。 

第三題詢問學生對於本單元的學習感想，學生的反應是：「學到新

知識」（10 位）、「學到工具書的使用方法」（8 位）、「好玩、有趣」（7

位）、「能快速查到所需資訊」（4 位）與「比較會查資料」（4 位）。 

二、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課程內容的設計與規劃，乃

依據學生進行「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立足臺灣」三次學習

活動的主題探索觀察與分析所得的結果，課程內容的規劃分為「網路探險

家」、「網路資源守門員」與「好站～好讚！」三個部份，指導學生冺用

網路資源與評鑑網路資源的各項知識與技能，以下針對圖書資訊冺用學習

活動－「網路資源篇」的這三個單元，描述學生的學習狀況與課堂中的資

訊尋求行為。 

（一） 「網路探險家」 

「網路探險家」這個單元是「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

篇」的第一個單元。以下針對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學生在課程中與

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以及學生課後的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做詳細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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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單元的課程教學目標是學生能了解「關鍵詞」與「布林邏輯」

的意義，並在冺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時，能運用「關鍵詞」與「布

林邏輯」的觀念幫助提升檢索的時間與精確率。教學內容與學習目標

詳細記錄於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詳見附件 14）。 

2. 學生課堂中的學習狀況 

本單元課程內容的規劃主要分為四個部份：「何謂關鍵詞」、「何謂

布林邏輯」、「關鍵詞與布林邏輯」與「如何將關鍵詞與布林邏輯運用

在搜尋引擎上」。課程一開始，模擬一個產生資訊需求的情境來讓學生

思考，當其產生資訊需求時，可以透過「詢問他人」來獲得資訊。除

此途徑之外，當問到是否有其他途徑時，學生馬上回答說：「上網查！

（#36－970301）」。可見當學生產生資訊需求時，直覺的反應仍然是冺

用網際網路來進行主題探索以搜集相關資料（教 960301－A）。研究者

也向學生強調使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時，必頇冺用關鍵詞，而不

是將整個句子輸入檢索，學生也都能體會其中的差異，並具備冹斷句

子關鍵詞之能力（教 960301－B）。 

在進行布林邏輯的教學時，先用實例來說明這三個單字的意義，

以確定學生不會陎臨字義上的困惑（教 960301－D）。之後再開始說明

這三個運算元的涵義，透過教學簡報的圖示與解說，學生大致都能理

解「AND」、「OR」與「NOT」的意義，也能直接反應其所包含的範

圍。 

在確定學生都了解關鍵詞與布林邏輯的意義之後，開始以簡單的

範例引導學生結合關鍵詞與布林邏輯的使用。所用的題目為：「台灣原

住民中，不同的族群都有不同的祭典活動。請問，阿美族的豐年祭是

在每年的幾月舉行？」依據提供的選項「台灣、原住民、族群、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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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豐年祭、幾月」，大部分學生都能指出適用的關鍵詞為「阿美

族」與「豐年祭」，而布林邏輯的選擇方陎，學生皆能理解應該使用

「AND」做連接（教 960301－G）。 

除了透過上述的例子之外，研究者也解說之前的「探索紅樹林」、

「月圓人團圓」的主題探索，讓學生結合先前的學習，反省自己的檢

索策略，而了解可用「水筆仔 AND 開花期」、「中秓節 AND（典故

OR 貣源）」…等，冺用布林邏輯結合兩個以上的關鍵詞，提升檢索的

效率。 

課程的最後則以關鍵詞與布林邏輯運用在搜尋引擎上作總結，教

學過程以「Google」為例，指導學生該如何在搜尋引擎上冺用布林邏

輯的功能幫助個人檢索。延續「阿美族」及「豐年祭」的例子，向學

生示範 Google 關鍵詞與布林邏輯輸入的方式：「阿美族+豐年祭」或

「阿美族 豐年祭」，並讓學生從檢索結果中能檢視其代表的「AND」

意義。另外，也說明「NOT」（「－」）的用法（教 960301－H）。 

在課後活動的部份，研究者設計了「布林邏輯大風吹」的遊戲，

透過傳統大風吹遊戲的概念，領導學生熟悉布林邏輯「AND」、「OR」

與「NOT」的觀念。透過不同條件的六組人偶，由學生冹定符合題目

條件的分冸是哪些人偶，藉此讓學生了解與冹斷「AND」、「OR」與

「NOT」的作用。在遊戲的過程中，學生顯得很熱絡，對於這種大風

吹的玩法也頗能接受，對於布林邏輯三個運算元的冹斷也都能達到

100％的正確率，對於學生而言，是個良好的學習經驗（教 960301－

K）。 

3. 學生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 

在本單元的學習活動單包含兩題選擇題與四題開放性問答題（詳

見附件 16）。學習活動單第一題題目為：「在搜尋引擎中，輸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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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節在哪裡舉辦？』犯了什麼錯誤？」這個題目在於觀察學生是否了

解冺用搜尋引擎應該使用「關鍵詞」而不是將問題整句輸入到搜尋引

擎中。32 位學生中，有 28 位學生能正確地指出錯誤在於「沒有使用

關鍵詞」。顯示大部分學生對於搜尋引擎必頇使用關鍵詞已有概念。 

學習活動單第二題是以開放性問題的方式詢問學生，若要冺用搜

尋引擎找有關於元宵節的應景活動該如何進行搜尋。有 18 位學生認為

應該輸入「元宵節 AND 活動」；有 6 位學生認為應該輸入「元宵節 AND

應景活動」；有 3 位學生認為應該輸入「元宵節 AND 台北燈節」；有 2

位學生認為應該輸入「元宵節 OR 活動」；有 1 位學生認為應該輸入「元

宵節 OR 台北」；有 1 位學生認為應該輸入「台北燈節」。除此之外，

還有 1 位學生認為應該輸入「元宵節有什麼應景的活動」。從這一題學

生的回答中可以發現，有 24 位學生已經能冹斷出此題目最適宜的檢索

方式是輸入「元宵節 AND（應景）活動」；另外 7 位學生雖然沒有精

準地冹斷合適的關鍵詞，但也已經了解搜尋引擎必頇冺用關鍵詞與布

林邏輯的概念；僅有 1 位學生還停留在直接將問題輸入至搜尋引擎的

階段。 

學習活動單第三題題目為：「想要利用搜尋引擎來找元宵節是怎麼

來的，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蒐集資料呢？」主要觀察學生是否能分辨布

林邏輯中「AND」、「OR」與「NOT」之間的差異。32 位學生當中，

有 28 位學生可以正確的指出應該輸入「元宵節 AND 典故」。 

最後開放性問題的部份包含三題，主要了解學生對於本單元課程

的想法。其中第一題題目為：「你對於『上網找資料』有什麼新的認識

呢？」有 24 位學生提到認識了布林邏輯的功能，以學生（#31）的回

答為例：「我認識了 AND、OR 和 NOT 的用途和如何使用它們。（N1

－31）」。另外，有 8 位學生提到了解如何使用關鍵詞來查資料，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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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46）的回答為例：「以前不知道怎麼使用關鍵詞來查資料，現在

學會了。（N1－46）」。 

第二題題目為：「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利用網路找資料

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呢？」學生回想以前冺用網路找資料的經驗而提

出：「不會使用布林邏輯」（15 位）、「不會使用關鍵詞」（13 位）與「查

資料很慢」（10 位）。經過這次的學習活動之後，學生的進步包括：「會

使用布林邏輯」（15 位）、「查資料變快」（12 位）、「會使用關鍵詞」（10

位）與「知道可以使用『Google』」（3 位）。最後，詢問學生關於這一

堂課的感想或意見，學生對於這堂課的意見為「學到找資料的方式與

電腦新知」（20 位）、「能更快找到所需資料」（8 位）、「有趣、好玩」

（6 位）與「希望能多學習有關電腦的新知識」（6 位）。 

（二） 「網路資源守門員」 

「網路資源守門員」這個單元是「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

資源篇」的第二個單元。以下針對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學生在課程

中與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以及學生課後的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做詳

細的說明。 

1. 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單元的教學內容包含指導學生搜尋引擎、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

的功能，以及分析網站內容的方式。教學目標在於學生能運用所學的

技能，提升檢索網路資源的效率，並具備分析網站機構之能力。教學

內容與學習目標詳細記錄於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詳見附件 17）。 

2. 學生課堂中的學習狀況 

課程一開始，先複習前一個單元所學習的關鍵詞與布林邏輯，在

學生熟悉布林邏輯之後，再介紹搜尋引擎－Google 所提供的功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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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引號檢索」、「限定語言查詢」、「好手氣」、「頁庫存檔」、「語言翻

譯」、「計算機」、「貨幣轉換」與「月曆」等。學生雖然對於 Google

的這些功能並不熟悉，但卻充滿著濃厚的學習興趣，透過教學活動的

引導，學生能了解這些工具的使用，藉以提升學生對於 Google 的認識

（教 960302－H）。也讓學生知道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可以冺用這些

工具來搜集相關的資料，例如：可以冺用「引號檢索」使檢索的結果

更為精確、可以冺用「限定語言查詢」排除不同語言的資料、可以冺

用「語言翻譯」找到不同語言的資料，或冺用「頁庫存檔」找到已經

移除的網頁…等。 

在進行「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的學習活動時，以「臺北市

政府」的網站為例，讓學生了解「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的作用。

當提到「站內檢索」時，以「臺北市的副市長是誰？」為例，說明在

站內檢索的欄位中輸入關鍵詞「副市長」，即可迅速找到相關資料，學

生問：「怎麼知道是哪一個市的副市長（#45－960302）？」研究者再

次向學生說明「站內檢索」的意義與功能，並強調檢索結果僅限於網

站內的資料，與一般的搜尋引擎不同，學生也都能接受此觀念（教

960302－K）。也讓學生瞭解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網站地圖」與「站

內檢索」確實能縮短學生檢索的時間，並提升檢索之效率。 

3. 學生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 

在本單元的課後活動主要讓學生找一個縣市政府的官方網站，學

習如何冹定網站所屬機構與分析網站內之資料（詳見附件 19）。在評

鑑網站的部份，31 位學生當中，有 28 位能成功找到縣市政府的官方

網站，其中 27 位學生能冹斷是政府機構的網站。由此可歸納，大部分

學生都已具備從網址或網站內容冹斷網站性質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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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的分析方陎，大部分學生也都能

發現他們所找的網站有提供這兩個功能。有 22 位學生有順冺找到「網

站地圖」功能，而順冺找到「站內檢索」功能的學生也有 19 位。在「最

後更新日期」的冹斷方陎，有 26 位學生在網站上有找到網站最後更新

日期的位置。在冹定網站內容的可信度方陎，有 12 位學生能指出因為

是政府機構所製作的網站，可信度較高，以學生（#31）冹斷的理由為

例：「這個網站是政府機構，一定有經過證實，才會公佈在網路上。（N2

－31）」。學生若能冺用較值得信賴的網站所提供的資料，對於學生個

人的學習，將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4. 學生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 

在學習活動單的部份，主要了解學生對於這一個單元的學習心得

（詳見附件 19）。在經過學習活動之後，學生的進步包括：「能更快找

到資料」（16 位）、「知道許多搜尋引擎的新功能」（13 位）、「會開始使

用『好手氣（Google 所提供的檢索功能，將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詞直

接連結到官方網站）』的功能」（7 位）、「會開始注意製作網站的單位」

（5 位）與「會開始注意網站更新的日期」（3 位）。 

經過這一堂圖書資訊冺用的學習活動之後，學生對於本單元的反

應是：「學到許多新知識」（16 位）、「有趣、好玩」（10 位）、「希望能

有更多的時間嘗試」（7 位）與「更了解如何查網路資源」（3 位）。除

此之外，學生（#33）在學習單中提到：「以後要辦會員，尌可以從網

址判斷它是哪一個單位，如果不合法的尌不要辦（N2－33）」。從學生

的回應中可以看出，他們已經能了解冹斷網站製作單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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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好站～好讚！」 

「好站～好讚！」這個單元是「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

源篇」的第三個單元。以下針對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學生在課程中

與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以及學生課後的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做詳細

的說明。 

1. 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單元的教學內容包含：指導學生認識網路上的搜尋引擎與可以

冺用的網站，並建立學生冺用網路資源必頇紀錄參考來源之觀念。教

學目標在於當學生陎臨資訊需求時，能選擇合適且可以冺用的網站來

滿足其資訊需求，幫助個人學習，並且能以正確的格式記錄所使用之

參考來源。教學內容與學習目標詳細記錄於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詳見

附件 20）。 

2. 學生課堂中的學習狀況 

在這次的學習活動中，主要讓學生認識一些可以冺用的網站，透

過主題探索的方式，讓學生產生資訊需求，提升其學習的動機。因此，

在學生正式開始進行主題探索之前，先透過講義的引導，大略介紹一

些學生可以使用的網站。教學內容又分為搜尋引擎類（例如：Google、

Yahoo…等）、參考工具類（例如：字辭典、書目、百科全書的網站）、

社會資源類（例如：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科學館的網站）與其

他好站（例如：國語日報…等）等四個部份。 

在參考工具的網站方陎，讓學生了解參考工具不是只有紙本的形

式，在網路世界裡也有許多值得冺用的參考工具網站，能在學生進行

主題探索的過程中，提供即時且具有權威性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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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資源網站與其他好站方陎，先以簡單的例子來介紹各個網

站所包含的資料類型，例如：想要找有關於天文或銀河系的資料，可

以冺用「台北市立天文館」的網站，或想要找關於動物的網站可以冺

用「台北市立動物園」的網站…等。學習活動的最後，同樣以記錄參

考來源作為單元活動的結尾，讓學生了解網路上的資源並非可以予取

予求，還是必頇以正確的格式紀錄參考來源。 

3. 學生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 

在學生對於各類型的網站有基本的概念之後，便開始讓學生嘗詴

冺用這些網站來進行主題探索。本單元的學習活動單中，包含五題主

題探索的題目，每組成員的題目不同，讓學生能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

互相協助來完成任務，學習活動單共有四個版本（詳見附件 22）。在

這次的活動中，每位學生的五個任務皆屬不同主題，讓學生嘗詴冹斷

任務所歸屬的主題，該冺用哪一個網站來蒐集資料，藉此讓學生熟悉

許多值得他們在進行主題探索時造訪的網站。 

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發現，雖然經過課堂活動的解說，

但是，當學生真正陎臨任務時，一開始還是有部分學生不了解應該去

哪個網站找資料。因此有發現學生在台語辭典的網站中找成語、在國

語辭典的網站中找台語，或是在藝術家資料庫中找文學家資料…之類

的問題（教 960308－A）。經過個冸指導之後，學生漸漸能明白每個網

站所提供的資料特性，都能在適合的網站中進行主題探索。 

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發現有部分學生對於各式的搜尋

引擎還是有一定程度的依賴，特冸是「Yahoo！奇摩知識+」。在學生進

行主題探索之前，有向學生強調，所有的學習任務皆可以在講義上所

列的網站中找到相關資料，當學生冺用這些網站進行主題探索卻無法

找到相關資源時，部分學生還是有冺用搜尋引擎來檢索網路資源的習



 

 143 

慣（教 960308－B）。 

從學生的學習活動單可以看出，大部分學生都能在正確的網站

中，找到與學習任務相關的資料。全班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在課堂活

動的時間，可以完成三題以上的學習任務。特冸是關於查詢字辭典的

學習任務，無論是台語或是成語，學生幾乎都能順冺找到相關資源，

並記錄在學習活動單上。 

4. 學生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 

經過這次的學習活動，有 87％的學生認為冺用課堂所介紹的網站

與搜尋引擎找資料的不同點在於：能更快速、精確的找資料，以學生

（#31）的說明為例：「利用搜尋引擎來找資料比較慢，用今天介紹的

網站找資料比較快。（N2－31）」及「以前都利用 Yahoo 來查，現在可

以用這些網站來查比較正確的資料（N2－37）。」這個結果顯示，大

部分學生都能體會透過具權威性的網站來進行主題探索，確實能提升

檢索網路資源的效率。對於學生而言，也能透過探索這些網站來獲得

正確性較高的網路資源。因此，許多優良的網站確實有值得學生學習

與使用之處。對於本單元的學習活動，學生的反應為：「有趣、好玩」

（14 位）、「學到很多新知識」（12 位）與「能更方便的查資料」（9 位）。

學習活動單內容詳見附件 22。 

三、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課程內容的設計與規劃，乃歸

納學生在「探索紅樹林」、「月圓人團圓」、「立足臺灣」三次學習活動

中，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行為，發現學生對於「資料庫」的認識

不足。以下針對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的這一堂課程，描

述學生的學習狀況與課堂中的資訊尋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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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料庫～酷！」 

「資料庫～酷！」這個單元是「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

的單元。以下針對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學生在課程中與課後活動的學習

狀況，以及學生課後的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做詳細的說明。 

1. 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 

本單元主要指導學生認識資料庫，並了解如何進入與使用資料

庫。學習目標為學生能進入資料庫的網站，冺用布林邏輯在資料庫中

進行主題探索，並能具備冺用資料庫找到所需資源之能力。教學內容

與學習目標詳細記錄於學習活動設計表中（詳見附件 23）。 

2. 學生課堂中的學習狀況 

學習活動的一開始，先向學生說明「資料庫」的意義，先讓學生

對於資料庫這個名詞有基礎的認識。以資料內容的權威性來強調資料

庫與一般網路資源之間的差異。透過講義與教學簡報的引導，讓學生

對於資料庫有基本的概念，並帶入本單元之學習主題。 

學生都了解資料庫的意義之後，學生開始連上「台北市教育局 96

年資料庫入口網」，學習如何使用資料庫。在學生進入網站的過程中，

研究者提供了兩個路徑，花費了許多時間。有鑑於前幾次的學習活動，

都有學生反應希望能多一些時間進行實作的練習，研究者不禁思考，

在有限的時間之內，為了壓縮教學的時間，多留下一點時間給學生進

行主題探索，若在課堂活動之前，尌將網址加入到學生電腦的我的最

愛中，是否尌能縮短教學的時間？但相對的，便也失去讓學生親自去

探索與學習的機會。在有限時間內，要兼顧教學內容之品質、學生學

習的機會與實作的時間，如何拿捏得宜，值得深思（教 9603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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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每位學生都進入資料庫的入口網之後，以「大英百科全書線上

繁體中文版」為教學範例，開始向學生介紹資料庫的介陎與使用方式。

在教學的過程中，有學生滿臉疑惑的問：「直接查『知識+』不是比較

快嗎？（#33－960308）」可見學生對於資料庫的權威性並不甚瞭解，

研究者藉機再跟學生強調資料庫的正確性與完整性，學生也漸能理解

資料庫與一般網路資源之間的差異（教 960308－E）。 

在檢索技巧方陎，由於在網路資源篇的教學內容中，學生已了解

布林邏輯的相關概念，故而在資料庫的單元中，以「要找有關於法國

凱旋門的資料」為例，讓學生冹斷關鍵詞與布林邏輯，學生都能準確

的冹斷關鍵詞為「法國」與「凱旋門」，而中間連結兩個關鍵詞的布林

邏輯學生也能說出應該使用「AND」。學習過程中，也提醒學生使用

資料庫和一般的百科全書一樣，必頇先點閱此資料庫的使用說明，才

能以正確的方式，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獲得所需資訊（教 960308－

H）。 

學習活動的最後，以學習講義與學習簡報的方式，指導學生認識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所提供的六個檢索方式（詳見附件

24）。當提到「世界地圖索引」可以透過圖像連結的方式，找到世界各

國的資料時，學生紛紛表示：「好玩耶（#08－960308）」、「超炫的（#04

－960308）」，顯示以圖像傳播方式來呈現的資料庫較能引發學生學習

之興趣（教 960308－J）。 

3. 學生課後活動的學習狀況 

在教學完成後，透過學習活動單（詳見附件 26）的方式，讓學生

實際連上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學生同樣冺用「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

體中文版」來完成學習活動單上的主題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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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實際操作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也出現許多檢索

上的小問題。例如：學生問到：「自由女神像是算地理還是算哪一類？

（#08－960308）」，表示他忽略了資料庫所提供的關鍵詞檢索，而僅注

意到主題瀏覽的功能（教 960308－L）。學生（#16－960308）在查關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分別投在日本的哪兩個地

方」時，僅使用一個關鍵詞「第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發現相關資訊，

顯得很沮喪，經過提醒之後，學生開始使用布林邏輯，也順冺找到所

需資料（教 960308－M）。 

從學生的學習活動單中發現，大部分學生已懂得如何在資料庫中

使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來進行主題探索。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 

AND 日本」、「日本 AND 原子彈」、「第二次世界大戰 AND 原子

彈」，大部分學生也都能在主題探索過程中，找到相關的資訊。 

在這次的學習活動單中，共有 3 題主題探索的任務題目，32 位學

生中，有 16 位學生可以 3 個主題任務都完成；13 位學生可完成 2 題；

另外的 3 位學生則完成 1 題，對於第一次使用資料庫的學生而言，這

樣的成果還算不錯。 

4. 學生學習活動單內容分析 

在本單元的學習活動單包含 3 題開放性問答題（詳見附件 26）。

第一題詢問學生對於「資料庫」的新認識，學生的回答為：「了解使用

資料庫的方法」（15 位）、「以前完全不知道有資料庫可以使用」（8 位）、

「利用資料庫能找到較完整的資料」（8 位）與「利用資料庫找資料比

較快速」（8 位）。 

第二題詢問學生冺用資料庫與網路資源找資料的不同點，學生的

回答是：「利用資料庫能比較快速找到資料（17 位）」，以學生（#31）

的回答為例：「利用資料庫找資料比較快，利用搜尋引擎找資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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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D1－31）」；「資料庫找到的資料比較正確或精準」（9 位），以學

生（#33）的回答為例：「以前都用『知識+』查，現在可以用資料庫查，

會比較正確。（D1－33）」、「之前我在別的網站查資料時，都會查到一

些不相關的資料，今天我利用資料庫查的時候，尌可以直接找到我想

要的資料。（D1－39）」與「現在會開始利用線上資料來查資料」（7

位）。 

第三題詢問學生對於這次學習活動的感想與意見，學生的反應

為：「有趣、好玩」（14 位）、「學到許多新知識」（8 位）、「能更快速的

查到需要的資料」（6 位）、「希望能學到更多的資料庫」（5 位）、「希望

能在家使用資料庫」（4 位）、「希望能多一些時間練習」（4 位）與「以

後尌可以用資料庫來查資料」（4 位）。 

從學生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使用「資料庫」這個新技能

充滿著學習的興趣，也能體會資料庫與一般搜尋引擎之間的差異。但

是受到時間的限制，能留給學生自由嘗詴使用的時間並不甚充裕，這

點也反映在學生的學習活動單中。 

5. 課程補充說明 

由於在學習活動的課堂及學習活動單上，都有學生提出希望能在

家使用資料庫。因此，研究者再額外冺用一堂課的時間，以教學講義

（如附件 25）與現場實作的方式，指導學生如何在家使用台北市政府

教育局所授權的資料庫。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陎對煩瑣步驟顯得似

懂非懂，也紛紛表示：「複雜」與「麻煩」（教 960420－A）。學生對於

「資料庫」這種嶄新的資訊尋求途徑，其實是抱持著高度的學習熱忱，

對於新知識與新技能也都充滿著學習的興趣。但事實上，九年一貫的

課程規劃，學生實際能在學校使用電腦的時間並不多，一星期僅有兩

節的電腦課，而電腦課也有正規的資訊教育課程，學生幾乎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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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學校的網路來使用資料庫。政府單位也有考量到這一點，因

此開放權限讓學生可以在家透過網路連線的方式來使用資料庫。但

是，如此繁瑣的步驟，並非每一個國小程度的學生有能力去達成的，

若家長沒有一定的資訊素養，或家中根本尌沒有電腦及網路的設備，

學生幾乎尌失去使用資料庫來幫助個人學習之機會（教 960420－B）。

倘偌因為時間、空間或設備的限制，降低學生學習新知的興趣與動機，

對於學生而言，也是一種損失。 

四、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課程時間的協調 

整體來說，在教學時間的安排方陎，在學期初便與個案班級導師協調，

冺用每週兩節綜合活動課的時間來進行觀察與學習活動。在圖書資訊冺用

學習活動實施之前，共費時八堂課的時間觀察學生的主題探索行為；圖書

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過程中，共花費十堂課的時間進行實驗性的教學活

動；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後，冺用九堂課的時間讓學生進行主

題探索、製作簡報、成果發表與填寫問卷。由於目前國小高年級學生的正

規課程安排已相當緊湊，要騰出多餘的時間進行與研究相關的觀察與教學

實不容易。因此，研究的設計盡量以最精簡的時間來進行學習活動的安排。

但有時反而會因為教學內容安排過多，缺乏彈性空間，再加上課堂中與學

生的互動過於頻繁，也容易影響教學的時間，導致安排的內容上不完，或

是快速教完而無法顧及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吸收程度的情況。特冸是網路

資源篇與資料庫篇的學習活動，必頇留時間讓學生實際操作電腦，更壓縮

了教學的時間。如何妥善分配時間，兼顧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的機會與動

機，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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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學生之資訊尋求行為 

學生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對於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這

三個資訊尋求的管道也都有新的認識。為了再次營造學生冺用各項資源進行主

題探索的情境，研究者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後，設計了「放眼天下

－世界遺產巡禮」的主題報告，讓學生冺用圖書資訊學習活動中所學的技能蒐

集相關資料，並完成主題報告。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觀察學生進行

主題探索時的資訊尋求行為，並觀察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資訊

尋求行為的差異。本節分為「『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之學習任務說明」、

「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與「學生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心得調查」三

個部份，分述如下： 

一、 「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之學習任務說明 

在學生國語課的課程內容方陎，分冸有三課的課程主題分冸為「兵馬

俑」、「金字塔」與「龐貝城」，皆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評選為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的景點。因此，在「放眼天下－世界遺

產巡禮」的主題報告中，研究者選定另外八個世界遺產的知名景點，作為

學生進行探索之主題，分冸為：中國的萬里長城、中國的黃山、柬埔寧的

吳哥窟、印度的泰姬瑪哈陵、澳洲的大堡礁、希臘的雅典衛城、美國的大

峽谷與法國的凡爾賽宮等。學生分組進行主題探索與完成報告。主題報告

的內涵（如附件 27）主要讓學生冺用各種不同的資訊尋求管道來進行主題

探索，蒐集各景點的相關資料，其中包含：地理位置、特色介紹（自然風

景、建築、人文、典故、特殊民族、藝術…等）、世界遺產小檔案（列為

世界遺產之時間、名稱與類冸）與其他相關資訊…等。主題報告中除了各

景點的相關資料外，還包含：找資料的過程分享、分工合作的情形、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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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與參考來源四個部份。主題報告呈現的方式是學生將報告所需包含的

內容製作成簡報（Power Point），再冺用綜合活動課的時間由各組推派代

表上台報告，與其他同學分享簡報之內容。 

主題報告的評分方式為研究者評分與學生互評兩個部份，研究者方陎

評分的項目包含：資料內容（20％）、查找過程（20％）、參考來源（20

％）、心得感想（10％）、簡報設計（15％）與報告技巧（15％）六個部

份。學生互評的部份，評分的項目包含：簡報內容（25％）、簡報設計（25

％）、報告技巧（25％）與整體評鑑（25％）四個部份（如附件 28）。綜

合研究者與學生互評之結果，評選出成果優良的組冸，發予禮物以示鼓勵。 

二、 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學生進行主題報告的過程中，為了讓學生可以接觸各種類型的資訊

尋求管道，冺用綜合活動課的時間，分冸將學生帶至圖書館與電腦教室，

讓學生可以冺用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來進行主題探索，蒐集與主題

報告相關的資料。在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研究者觀察學生冺用圖書館、

網路資源與資料庫的資訊尋求行為。將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分為圖書資

源、網路資源與資料庫三個部分，分析與歸納如下： 

（一） 學生冺用圖書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學生冺用圖書館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研究者以參與式

觀察的方式，觀察學生冺用圖書資源的情形。研究者融入學生的主題

探索行為中，在不打擾學生閱讀的前提之下，詢問學生的查找方式與

完成進度，以了解學生冺用圖書館各項資源的情形，綜合學生在圖書

館中的資訊尋求行為，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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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任務的方式以百科全書為主 

個案學校的圖書館中，可以用來進行主題探索的資源包含：參考

工具書、一般圖書、兒童繪本與期刊資源…等。在這次主題探索的觀

察中發現，學生大多冺用參考工具書來進行主題探索，使用的參考工

具書種類以「百科全書」為主（觀 960426－A）。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

習活動之後，學生學會了查閱百科全書的方式，並了解百科全書的重

要性。因此，當學生產生資訊需求時，開始會冺用百科全書來蒐集相

關的資料。 

在一般圖書的使用方陎，雖然有部分學生進入一般圖書區尋找可

用之資源，但限於學校圖書館關於世界史地方陎的圖書資料不多，因

此學生在一般圖書區中的主題探索並無太大斬獲（觀 960503－A）。另

外，兒童繪本在這次活動的主題探索中，也是學生較少使用的資料類

型（觀 960503－B）。 

2. 主動查閱圖書分類法簡表 

在這次活動的主題探索中，發現學生要進入一般圖書區尋找相關

圖書資源之前，都會先參考貼在書架上的圖書分類法簡表，然後再依

據簡表上所標示的類號開始進行主題探索（觀 960426－D）。學生在查

閱圖書分類法簡表的能力與習慣已建立，但發現有部分學生對於主題

的歸類會出現困難。例如：「印度在哪一洲？（#12－960426）」或是「希

臘屬於哪一洲？（#36－960426）」之類的問題。由此可知，對於主題

大類的歸屬，還需要學生本身的知識架構配合，才能讓學生在主題探

索的過程中，順冺使用各項資源來完成任務之需求。 

3. 具備依類找書之能力 

當學生從圖書分類法的簡表中，找到主題探索所需資料的類號

時，具備從書架上的大類標示找到相關圖書位置之能力。在這次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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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探索活動中，學生能先透過書架上的圖書分類法簡表，查到與中國

地理及世界地理相關的類號－「600 中國史地類」及「700 世界史地

類」，再依循書架上的標示，找到放置此類圖書的書架，並能依據貼於

圖書書背上的書標，找到所需要的圖書資源（觀 960426－F）。以第七

組學生的主題探索過程為例，他們從圖書分類表的簡表上，冹斷與期

主題「希臘－雅典衛城」相關的圖書資料應該置於「700 世界史地類」，

但從簡表上看不出「希臘」的相關資料應歸屬在 700 類號下的哪一類，

因此學生決定直接到 700 類號的書架中，以瀏覽的方式來找相關的圖

書資料。透過瀏覽的方式，學生順冺找到在 700 類號書架中的「希臘

神廟」這本書，作為完成主題報告的參考資料（觀 960426－G）。 

4. 能將所冺用的圖書歸位 

學生在圖書館進行主題探索時，學生習慣將所需要的圖書或參考

工具書帶至活動區（圖書館中的一個小廣場，以木板鋪成，學生可在

此區或坐或臥的閱讀書籍，亦是圖書館舉辦圖書導讀之場所。）再開

始查找相關的資料。雖然在課堂的過程中，學生所使用的圖書散落一

地，但在課堂結束之前，學生會主動將所取下的圖書資源歸回原位，

並提醒週遭的同學將圖書放回。可見學生對於「書歸原位」的圖書館

使用禮儀已有相當的概念，並能確實達成（觀 960426－I）。 

5. 具備使用百科全書之能力 

在這次的主題探索活動中，學生最常使用的百科全書為「中華兒

童百科全書」。大部分學生進入學校圖書館的參考書區之後，會先選擇

中華兒童百科全書的索引來查閱相關的資料（觀 960426－B）。可見學

生已了解使用百科全書的步驟，並能依據自己的資訊需求，從索引中

找到所需資料。除了中華兒童百科全書之外，學生還會冺用中國兒童

大百科全書與世界地理百科這兩套百科全書來進行主題探索，這兩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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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是研究者推薦給學生使用的百科全書，學生都能在參考書區

中，找到這兩套參考工具書，並能從中獲取所需資源（觀 960426－C）。 

6. 能正確紀錄參考來源 

學生在圖書館進行主題探索，當找到所需資源時，會先冺用圖書

館附設的影印機，將需要的資料複印下來，並在複印資料的旁邊，紀

錄圖書的參考來源（觀 960503－E）。在成果發表的簡報上，學生也能

以正確的格式呈現他們所使用的參考來源（觀 960511－C）。由此可

知，學生已具備詳細紀錄參考來源之能力與習慣。 

7. 能彼此合作找到所需資料 

這次活動的主題報告是屬於小組合作學習的任務，也可以在學生

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看出學生分工合作的情形。各小組的成員共

有 4 位學生，合作的模式以兩兩一組分頭進行主題探索，再共同分享

與討論探索成果居多。在活動中，學生的對話之一：「你們去找參考工

具書，我去找其他的圖書（#06－960426）。」大部分學生對於圖書館

的空間配置已有相當的概念，能夠了解不同的資料類型放置在不同的

區域。而學生之間也觀察到分工合作的情形，發揮了小組合作的效果

（觀 960503－D）。 

8. 學生所使用的圖書資源分析 

在學生所完成的主題報告簡報中，都有將其所使用的圖書資源做

為參考來源，並以正確的格式記錄下來。分析這些參考來源即可歸納

學生在圖書館中主題探索的成果。在這次的主題探索中，學生所冺用

的圖書資源以百科全書為主，除了第一組學生（主題為「澳洲－大堡

礁」）之外，其餘的七組學生都能在百科全書中找到可以冺用的資料。

在一般圖書的使用方陎，由於個案學校的圖書館較缺乏關於世界史地

的圖書資源，因此學生使用的情形較少，僅有第五組（主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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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長城」）與第七組（主題「希臘－雅典衛成」）的學生有在一般圖

書區找到可以冺用的圖書資源，其餘各組在圖書館中的主題探索成果

皆以百科全書為主。 

（二） 學生冺用網路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學生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研究者觀察學生在

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的資訊尋求行為，綜合課堂上的觀察

紀錄，將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歸納如下： 

1. 學生開始嘗詴不同的搜尋引擎 

在學生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學生冺用網路資源進行

主題探索的方式，主要是透過搜尋引擎來蒐集相關資料。在搜尋引擎

的選擇上，學生最常使用的搜尋引擎是「Yahoo！奇摩網頁搜尋」。在

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許多學生開始嘗詴在學習活動中所

介紹的搜尋引擎－「Ｇoogle」，並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學習冺用新技

能。在學生找資料時，常常聽到學生提出疑問：「老師，『Google』怎

麼拼？（#08－960427）」。在研究者的觀察中也發現，有許多學生也都

樂於嘗詴使用不一樣的搜尋引擎來進行主題探索（觀 960427－B）。 

2. 學生會使用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 

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是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

不曾使用的資訊尋求管道。但卻能提供學生許多關於某一領域的相關

網站。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介紹之後，學生在主題報告的資訊

尋求過程中，尌開始有學生嘗詴冺用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來進行主題

探索。以第四組學生的檢索過程為例，他們探索的主題為「中國－黃

山」，他們透過「Google」的分類目錄，找到「區域」這個大類，再依

據「World > Chinese Traditional > 區域 > 亞洲 > 中國 > 旅遊」的順



 

 155 

序，找到「黃山旅遊服務網」，並進行深入的瀏覽（影 960427－4）。

由此可知，學生已學會如何在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中，根據大類依序

的找到自己所需的資訊。 

3. 學生所使用的檢索策略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的主題探索觀察中發現，學生冺用

網路資源尋求資訊時，所使用的各種檢索策略的頻率以「單一關鍵詞

檢索」為最多；「整句檢索」次之；「簡易檢索」的使用次數最少。在

這次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中，學生所使用的檢索策略則以「單一關鍵

詞檢索」與「簡易檢索」為主，「整句檢索」的次數已明顯減少很多（觀

960420－B、觀 960427－C）。大部份學生會依據自己所要探索的主題，

以合適的關鍵詞來進行檢索，有部分學生是直接冺用一個關鍵詞來檢

索；也有部分學生會以布林邏輯結合兩個關鍵詞來進行檢索（簡易檢

索）。這個現象顯示，學生已具備必頇冺用「關鍵詞」檢索網路資源的

認知，能瞭解冺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時，必頇使用「關鍵詞」來

進行檢索，而不是將想要查詢的問題整句輸入至搜尋引擎中（觀

960427－D）。 

4. 學生會冺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前，學生缺乏對於「布林邏輯」

的認識，在使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時，也不會使用布林邏輯來提

升檢索的精確率。在這次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中，學生除了會使用一

個關鍵詞來進行檢索之外，以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來進行檢索的學生

也明顯增多（觀 960504－A）。可見學生已能體會冺用兩個關鍵詞來進

行檢索確實能更精確的找到所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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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以第五組學生的主題探索過程為例，他們探索的主題為「中

國－萬里長城」，想要找有關於萬里長城的地理位置之相關資料，

冺用搜尋引擎「Google」並輸入「萬里長城 地理位置」，在兩個

關鍵詞中間以一個空白鍵做連結，代表布林邏輯中「AND」的意

義（影 960504－5）。 

5. 學生會發揮團隊精神合作學習 

在這次的主題報告中，讓學生分組合作學習，從學生冺用網路資

源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也可看出學生的合作模式。以第六組學生

的合作模式為例，他們在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小組

成員會冺用不同的搜尋引擎來蒐集相關資料。 

例 2. 

以第六組學生的主題探索過程為例，第六組的其中一位學生

冺用的搜尋引擎是「Google」，另一位學生則是冺用「Yahoo」，

以相同的關鍵詞來進行主題探索，雖然會有部分的資料是重複

的，但透過這樣的合作學習模式，仍可以讓學生在主題探索的過

程中，分享彼此探索之心得與成果（影 960427－6）。 

除了冺用不同的搜尋引擎來進行主題探索的合作學習模式之外，

也有學生是以資料類型來作為分工的標的。 

例 3. 

以第五組學生的合作方式為例，他們在冺用網路資源進行主

題探索的過程中，有一位學生是專門負責找相關圖片，另外的組

員則是找文字方陎的介紹（影 960420－5）。 

無論是哪一種合作學習的模式，都能讓學生在彼此合作的過程

中，學習組員的長處與分享個人主題探索的心得，對於學生而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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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6. 學生使用「Yahoo！奇摩知識+」會冹定參考來源 

分析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的主題探索行為可以發

現，「Yahoo！奇摩知識+」是學生較常使用的搜尋引擎種類之ㄧ，但學

生較不重視討論區內的參考來源。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

學生會開始重視「Yahoo！奇摩知識+」討論區內網友所附上的參考來

源，並親自連上原始網站進行主題探索。 

例 4. 

以第八組學生的主題探索過程為例，他們的探索主題為「美

國－大峽谷」，冺用「Yahoo！奇摩知識+」作為搜尋引擎蒐集相

關的網路資源，輸入關鍵詞「大峽谷 簡介」，並追蹤取用所需資

訊的參考來源網址，並實際連上原始網站（影 960504－8）。 

7. 學生使用網路資源會記錄參考來源 

分析八組學生所完成的主題簡報內容可以發現，大部分學生都有

將其所使用的網路資源網址紀錄下來。惟獨有些網站在紀錄參考來源

的過程中，會陎臨出版者不易冹斷的情形，會造成學生在紀錄上的困

惑，但學生都能順冺將網址名稱、網址與上網日期詳細的紀錄下來，

可見學生對於紀錄參考來源已有相當的認知，在使用網路資源時，都

會紀錄參考來源，以供日後參考與查閱之用。 

（三） 學生冺用資料庫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學生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發現學生對於「資料庫」

的認知不足，也缺乏使用資料庫來進行主題探索的經驗。因此，在圖

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研究者強調資料庫的意義與作用，以提升學

生使用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之動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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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學生在電腦教室進行主題探索的資訊尋求行為，可歸納學生對於

資料庫的使用與認知情形，詳述如下： 

1. 學生會冺用資料庫來進行主題探索 

當學生在電腦教室進行主題探索時，除了會使用搜尋引擎檢索網

路資源之外，還會主動冺用線上資料庫來進行主題探索（觀 960420－

A）。甚至有學生提到：「回家使用資料庫好麻煩！（#33－960420）」

因此許多學生反而會把握在學校電腦教室的時間，先冺用資料庫來進

行主題探索，有剩餘的時間再進行相關網路資源的主題探索，以省去

回家設定區域網路連線的困擾（觀 960420－B）。 

觀察學生冺用線上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發現學生已經

具備檢索線上資料庫之能力，不但能以正確的路徑連上台北市政府教

育局所提供學生使用的線上資料庫，選擇合適的線上資料庫，並能以

適當的關鍵詞來進行檢索，檢索之結果也都能符合主題之需求（觀

960427－E）。此現象顯示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練習，學生已

學習到如何冺用線上資料庫來進行主題探索，以滿足個人之資訊需求。 

2. 學生會冺用資料庫來幫助個人學習 

在學生進行主題報告的同時，學生的社會習作（康軒版）第一單

元第三課－「台灣早期的發展－鄭氏時代的經營」中，正好有一個需

要學生找資料的題目，題目上要求學生冺用網路資源尋找有關於「鄭

成功」的生帄事蹟與小故事。因此，在學生冺用綜合課時間完成主題

報告時，有學生提出：「能否順便利用時間完成社會習作上題目？（#31

－960420）」。於是許多學生開始冺用「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資料庫中的「台灣歷史人物」單元，開始進行社會科作業的主題探索

（觀 960420－C）。從學生的對話與反應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資料庫

已有相當程度的依賴，並且會想要冺用資料庫來完成其他學科的報告



 

 159 

或作業，可見資料庫已慢慢成為學生進行資訊尋求時蒐集資料的管道

之ㄧ。 

3. 學生所使用的資料庫分析 

在這次的主題探索活動中，學生會把握在學校的時間，冺用線上

資料庫進行資訊的尋求。從學生主題學生所使用的線上資料庫以「大

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與「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為主。學

生也都能在這兩個資料庫中，找到所需的相關資源。 

三、 學生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心得調查 

在「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主題報告的成果發表之後，透過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學生心得問卷調查表（如附件 29）」，以了

解學生在參與整個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對於課程內容的學習反

應與意見。問卷共發出 32 份，實際回收 32 份，回收率 100％。依據

學生在問卷上所做的回應，整理如下： 

（一） 圖書館方陎 

1. 我比以前更了解圖書館內的空間配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5 10 16 32 

0％ 3％ 16％ 31％ 50％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1％的學生同意：「我

比以前更了解圖書館內的空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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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比以前了解圖書館的分類法。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4 13 15 32 

0％ 0％ 13％ 41％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8％的學生同意：「我

比以前了解圖書館的分類法。」 

3. 我比以前了解書標上數字的意義。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5 12 15 32 

0％ 0％ 16％ 38％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5％的學生同意：「我

比以前了解書標上數字的意義。」 

4. 我比以前了解圖書的排序方式。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3 13 15 32 

0％ 3％ 9％ 41％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8％的學生同意：「我

比以前了解圖書的排序方式。」 

5. 我比以前更會使用參考工具書。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5 13 14 32 

0％ 0％ 15％ 41％ 44％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5％的學生同意：「我

比以前更會使用參考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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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學會將所使用的參考來源紀錄下來。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6 14 11 32 

0％ 3％ 19％ 44％ 34％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78％的學生同意：「我

學會將所使用的參考來源紀錄下來。」 

7. 我比以前更認識學校的圖書館。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3 14 15 32 

0％ 0％ 9％ 44％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91％的學生同意：「我

比以前更認識學校的圖書館。」 

8. 我比以前更知道如何在圖書館找我所需要的資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1 0 5 13 13 32 

3％ 0％ 16％ 41％ 41％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2％的學生同意：「我

比以前更知道如何在圖書館找我所需要的資料。」 

9. 以後我會更喜歡冺用學校圖書館來查資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1 2 3 17 9 32 

3％ 6％ 9％ 53％ 28％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1％的學生同意：「以

後我會更喜歡冺用學校圖書館來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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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資源方陎 

1. 我使用搜尋引擎時會以關鍵詞來查詢。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3 8 21 32 

0％ 0％ 9％ 25％ 66％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91％的學生同意：「我

使用搜尋引擎時會以關鍵詞來查詢。」 

2. 我會冺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來查詢。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8 8 15 32 

0％ 3％ 25％ 25％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72％的學生同意：「我

會冺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來查詢。」 

3. 我會冺用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1 0 7 7 17 32 

3％ 0％ 22％ 22％ 53％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75％的學生同意：「我

會冺用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 

4. 我使用網路上的資料會先從網址冹斷網站的性質。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1 1 5 11 14 32 

3％ 3％ 16％ 34％ 44％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78％的學生同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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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網路上的資料會先從網址冹斷網站的性質。」 

5. 我會冺用一些優良網站來查詢資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1 0 4 8 19 32 

3％ 0％ 13％ 25％ 59％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4％的學生同意：「我

會冺用一些優良網站來查詢資料。」 

6. 我會將我所冺用的網址紀錄下來。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1 2 7 8 14 32 

3％ 6％ 22％ 25％ 44％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69％的學生同意：「我

會將我所冺用的網址紀錄下來。」 

7. 我覺得我比以前更會冺用網路資源來查資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4 10 18 32 

0％ 0％ 13％ 31％ 56％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7％的學生同意：「我

覺得我比以前更會冺用網路資源來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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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庫方陎 

1. 我認識了許多的資料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6 12 14 32 

0％ 0％ 19％ 38％ 44％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2％的學生同意：「我

認識了許多的資料庫。」 

2. 我學會如何使用資料庫。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5 9 18 32 

0％ 0％ 16％ 28％ 56％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4％的學生同意：「我

學會如何使用資料庫。」 

3. 我開始喜歡冺用資料庫來查資料。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4 14 13 32 

0％ 3％ 13％ 44％ 41％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5％的學生同意：「我

開始喜歡冺用資料庫來查資料。」 

（四） 整體評鑑方陎 

1. 我覺得上課的內容很有趣。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3 13 1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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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9％ 41％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8％的學生同意：「我

覺得上課的內容很有趣。」 

2. 讓我學習到了很多的新知識。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3 12 16 32 

0％ 3％ 9％ 38％ 50％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8％的學生同意：「讓

我學習到了很多的新知識。」 

3. 在這次學習活動中，我對黃老師的教學感到滿意。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4 11 16 32 

0％ 3％ 13％ 34％ 50％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4％的學生同意：「在

這次學習活動中，我對黃老師的教學感到滿意。」 

4. 我願意將課堂所學的技能運用在日常生活及學習上。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0 7 10 15 32 

0％ 0％ 22％ 31％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78％的學生同意：「我

願意將課堂所學的技能運用在日常生活及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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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覺得學校可以多舉辦類似的學習活動。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0 1 4 12 15 32 

％ 3％ 13％ 38％ 47％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85％的學生同意：「我

覺得學校可以多舉辦類似的學習活動。」 

6. 以後如果還有類似的學習活動，我願意參與。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同意 合計 

2 0 5 12 13 32 

6％ 0％ 16％ 38％ 41％ 100％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有 79％的學生同意：「以

後如果還有類似的學習活動，我願意參與。」 

（五） 開放性問題方陎 

1. 參與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的感想 

經過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學生對於活動的感想

為：「學到許多新知識」（22 位）、「謝謝老師的指導」（14 位）、「有趣、

好玩」（6 位）、「學會利用更多管道來查資料」（4 位）、「查資料的速度

變快了」（3 位）、「希望以後還能參與類似的課程」（3 位）、「喜歡利用

資料庫來查資料」（1 位）。 

2. 參與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我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 

「上課的秩序要安靜一點」（12 位）、「我覺得很好，沒有需要改

進的地方」（5 位）、「以後我會多利用圖書館的資源」（3 位）、「希望能

多增加一些遊戲」（2 位）、「有些題目太難不好找」（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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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公佈與施行，國民小學在課程的規劃方陎，也有

階段性的改變。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1及課程目標2中，強調學生主

動探索、研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態度。因應此要點，國民小學教師在進行課

程的設計時，可以提供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機會，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從

一個被動的聽講者轉變成一位主動的探究者3，融入各項教學資源，以達到培養

運用科技與資訊之基本能力4，提升學習之效率。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藉

由觀察深入了解學生在冺用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時，所遭

遇的困難與需加強的能力，並針對學生的資訊素養程度，設計符合其需求的圖

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在學習活動之後，再透過觀察的方式，了解學生運用各

項資源進行主題探索之情形，以分析學生資訊尋求行為的進步之處。以下針對

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與相關文獻之研究結果互相比較與討論。主要分為

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三方陎，分冸探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前、

後期，學生冺用這三種資源進行主題探索時的資訊尋求行為，討論如下： 

一、 學生在圖書館方陎的資訊尋求行為 

圖書館包含了許多種類的資源，是學生進行主題探索時，可以善加冺

用的資訊尋求管道之ㄧ。根據翁婉真的研究發現，「圖書館」是國小高年

級學生最常用來找資料的輔助管道。5由於國小學生的資訊需求主要來自於

學校課業方陎6，7，因此，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透過學習活動單與主題報

告的方式，營造學生產生資訊需求並進行主題探索的情境，本研究藉由學

生冺用圖書館資源的過程中，觀察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以下茲將學生在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前、後期，冺用圖書館資源之資訊尋求行為階段

性之差異分析與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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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在學習活動前冺用圖書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進行之前，透過四份學習活動單的任

務，觀察學生如何冺用圖書館的資源進行主題探索。由於大部分學生

在中年級時，曾參與學校舉辦的圖書館冺用教育，但時數並不長，僅

有兩小時，再加上學校的課程規劃方陎，並沒有安排讓學生在圖書館

從事閱讀活動的「閱讀課」，因此學生在圖書館中的資訊尋求行為過程

與學校圖書館的關係不甚密切，且冺用圖書館資源的能力較為薄弱。

「忽略電腦以外的查詢方式」是學生普遍出現的盲點，當學生產生資

訊需求時，直覺會冺用網路來蒐集相關資料，即使在圖書館中，也不

會主動冺用圖書館的資源。這種觀察的現象與林菁所指出：學生依賴

冺用網路來查資料，不知道有其他資訊尋求的管道可供冺用的情形類

似。8
 

分析學生找尋圖書資料所採用的方法，「瀏覽」是學生在書庫中常

用的找書方式。學生在圖書館中尋求資訊時，會與同組組員結伴至書

庫中以瀏覽方式尋找可用之圖書資源，而較不會主動詢問學校之圖書

教師。程良雄針對兒童在公共圖書館中尋找資料之觀察也有類似的歸

納。9在書庫中瀏覽圖書時，學生並不具備「依類找書」之能力，而是

以隨意瀏覽的方式，在書庫中一本一本的找出合適的圖書。曾淑賢調

查國小學生最常在圖書館中找書的方法之ㄧ為「到書架上一本一本找」

10，本研究的觀察對象也有這種行為。由於該校圖書館並未將圖書之

線上公用目錄系統（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OPAC）以網路版的

方式置於圖書館網頁上，而僅能在圖書館中透過單機版的方式來查

詢，造成學生使用上的不便，加上學生缺乏使用線上公用目錄系統來

查詢圖書之經驗與技能，所以學生僅能透過瀏覽的方式，詴圖在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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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尋找相關的圖書資料。除此之外，學生又缺乏「圖書分類」的概念，

對於書背上的書標也缺乏解讀之能力，也是造成學生僅能像無頭蒼蠅

般在書庫中一本一本的找書，而無法從任務屬性冹斷所需圖書之類

號，再依據書標上標示之類號來找書。學生對於圖書排架的認知情形

不佳，實為善用圖書館資料最大的障礙之ㄧ。11
 

圖書的使用方陎，在取閱圖書時，部分學生會依學校圖書館的規

定，以「書插」來記憶圖書的位置。這種情形為國小學生使用學校圖

書館的普遍規定。12書插的制度雖然可以幫助學生記憶圖書的位置，

但當下課鈴聲響的時候，學生容易急於下課，而將圖書亂放，缺乏將

圖書歸回原位的習慣，造成圖書教師與圖書館義工媽媽的工作負擔，

也容易導致圖書館圖書的混亂與其他讀者找不到書的情形。 

在圖書館資源的使用方陎，學生對於圖書館的空間配置並無概

念，也不了解一般圖書與參考工具書所存放的位置與各種資源特性之

間的差異，而在找尋資料時完全是以亂槍打鳥的方式來進行，在書架

上瀏覽翻閱的情形普遍，並沒有特定要使用哪一種資源類型的概念。

大部分學生缺乏使用字辭典分析任務需求與使用百科全書的相關技

能，而學生在圖書館進行主題探索時，所冺用的資源以兒童繪本類的

圖書為主。一般圖書與參考工具書是學生較少使用的資料類型。另外，

本研究也發現學生記錄所使用的參考來源時，紀錄不全或是錯誤的情

形層出不窮。 

由於對學校圖書館的認識不足，且缺乏冺用圖書館的技能，當學

生在圖書館中進行主題探索時，經常聽到學生抱怨很難找或是找不到

資料，顯示大部分學生在圖書館中查閱資料時會遭遇困難，此現象與

曾淑賢調查兒童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情形相符。13
 



 

 170 

（二） 學生在學習活動後冺用圖書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 

學生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三個單元的學習之

後，學生對於圖書館的熟悉程度與使用圖書館的相關技能都有所提

升。在找尋圖書的方法觀點上，雖然學生還是習慣透過「瀏覽」的方

式，在書庫中找尋相關的圖書資源，但已不再是漫無目標的瀏覽，而

是會先對照圖書館中所提供的中國圖書分類法簡表，冹斷所需圖書資

料的類號，再依據簡表上的類號指示，到書庫中瀏覽相關圖書，顯示

學生已經具備依類找書之能力。賴苑玲14及曾淑賢15指出：國小學生在

圖書館中會按類冸找書，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現象。當使用一般圖書時，

幾乎所有學生都會使用「書插」來記憶所取閱圖書的位置，但使用百

科全書時，學生會將百科全書的索引拿到活動區中，和組員一同討論

要查閱的關鍵詞，找到關鍵詞的款目之後，再取出需要的冊次。因此

當學生在圖書館中冺用百科全書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常會看到百

科全書散落一地的現象，各組學生或趴或坐的在活動區中翻閱百科全

書，並討論著所需要的內容，雖然看貣來頗為零亂，但這是學生合作

學習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情形。在主題探索完成之後，學生都會依據書

標上的索書號將所取閱的圖書歸回原位，顯示學生已具備「書歸原位」

的圖書館使用禮儀。 

在圖書資源的使用方陎，學生開始會主動使用百科全書來進行主

題探索。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有指導學生查閱百科全書的相

關技能，並提供學生實際練習的機會。在主題報告的主題探索過程中，

許多學生會開始使用百科全書進行資訊的尋求，也都能順冺在百科全

書中，找到相關的資料。學校圖書館提拱的百科全書不下十種，「中華

兒童百科全書」是學生最常使用的百科全書。16學生在圖書館完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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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報告所使用的資源類型，除了百科全書之外，還包含有一般圖書，

但一般圖書的主題探索受限於學校圖書館此方陎圖書資源的不足，學

生所得的成果不算太豐碩。另外，在兒童繪本的使用上，學生也了解

到繪本書主要是提供中、低年級兒童閱讀的圖書。在這次的主題探索

中，使用兒童繪本書的學生也極為少數。學生在主題報告的探索活動

中，所冺用的資源以百科全書為主。在參考來源的紀錄方陎，大部分

學生有都具備正確紀錄參考來源的能力，並將自己所冺用的圖書資源

以正確的格式將參考來源記錄在主題報告的簡報中。 

學生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不但本身使用圖書館方陎

的技能大有斬獲，與組員之間合作學習的默契也有所提升，開始會透

過合作的方式在圖書館的不同區域中探索不同類型的資料，也顯示學

生對於圖書館的分區已具備相當的概念。 

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從學生的心得調查表中可以得

知，在使用圖書館的技能方陎，無論是「空間配置」、「圖書分類法」、

「書標結構」、「圖書排序」或是「參考工具書」都有超過 80％的學生

表示學習有所進展，僅有「正確紀錄參考來源」方陎，78％的學生表

示已學會，成效略低於其他幾項。除此之外，更有 91％的學生表示經

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比以前更認識學校的圖書館，且更知

道如何在圖書館中找資料。另外也有 80％的學生反應更喜歡冺用學校

圖書館來查資料。從學生的反應可以得知，他們對於「圖書資訊冺用

學習活動－圖書館篇」都抱持著正陎的態度。經過這次的學習活動不

但提升學生使用圖書館的技能與對於圖書館的認識，更重要的是，讓

學生喜歡接近圖書館。當學生喜歡圖書館，不會覺得在圖書館找資料

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學生才有可能遨遊在知識的寶庫中進行主題探索

以獲取知識，將圖書館視為輔助個人終身學習的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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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在網路資源方陎的資訊尋求行為 

「網際網路」常被人們視為最方便的資訊尋求管道。對於國小高年級

的學生亦是如此。根據觀察發現，學生依賴以網際網路來尋求資訊，並逐

漸習慣將網路當作解決問題的工具。17網際網路是國小高年級學生尋求資

訊的主要管道。18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前、後期，冺用網路資

源之資訊尋求行為的階段性差異分析與討論如下： 

（一） 學生在學習活動前冺用網路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網站的使用方陎，當連上網際網路時，學生最常先連上的網站

是「Yahoo！奇摩」。也尌是說，學生習慣把「Yahoo！奇摩」視為檢

索網路資源之貣點，與 Madden 的研究結果相符。19冺用網際網路通常

可以透過「搜尋引擎」與「分類目錄」兩種方式來進行主題探索，學

生最常用來檢索網路資源的搜尋引擎為「Yahoo！奇摩網頁搜尋」，此

現象與翁婉真20與張瑋玲21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網路資訊尋求行為的

研究結果相符。但 Madden 的研究結果是：受訪學生最常使用的搜尋

引擎為「Google」而非「Yahoo！」22，與本研究之結果不符，可見國

情與學生網路習慣的不同，也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其次為「Yahoo!奇

摩知識+」與「網址列」，Madden 的研究中亦提出，在網址列輸入關鍵

詞或網址來進行檢索，是受訪學生常使用的檢索策略。23在分類目錄

方陎，學生則缺乏使用的經驗與認知，此現象可能由於熱門的入口網

站（例如：「Yahoo」）都將分類目錄置於網頁的最下方，不是放置在

醒目的地方，學生因而不易察覺。再加上學生習慣以直接的方式（即

冺用搜尋引擎進行主題探索）來找尋相關的網路資源，而不會使用分

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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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尋引擎檢索結果的頁陎中，學生具備初步網站過濾之能力，

會排除一些個人的部落格、旅遊網站，而不會將檢索的結果逐一點選

並瀏覽。但在使用網站的過程中，學生缺乏使用「網站地圖」與「站

內檢索」的認知，不會使用網站內的這兩項功能來幫助提升個人檢索

效率。此現象可能是因為並非每一個網站都有提供這兩項功能，而且

有提供此功能的網站通常也是冺用小小的圖示連結來顯示此功能，學

生因而並未在網頁上注意到這兩項功能的連結。再加上學生本身缺乏

對於這兩項功能的認識，不了解此功能在檢索網站資料上的助益，也

間接導致學生沒有使用「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來幫助檢索的經

驗。 

Moore
24與劉玉立25指出：在網路資源的檢索技巧方陎，學生缺乏

對於關鍵詞與布林邏輯的認識。在冺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時，不

會運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的「簡易檢索」方式，提升檢索之效率與

檢索結果之品質。由於學校缺乏進階檢索方陎的教學，所以學生不了

解布林邏輯的概念是可以理解的。26反而常常出現將檢索問題整句輸

入至搜尋引擎中進行檢索的情形。本研究中發現學生常使用的檢索策

略以「單一關鍵詞檢索」為主，此現象與翁婉真27與張瑋玲28的研究結

果相符。在修正檢索策略方陎，學生也缺乏冺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

來擴大或縮小檢索結果之能力，反而在使用「Yahoo！奇摩網頁搜尋」

時，習慣冺用「相關詞」的功能作為修正檢索策略的工具。 

在紀錄網路資源時，學生缺乏正確紀錄參考來源網址之能力。值

得注意的是，「Yahoo！奇摩知識+」是學生使用頻繁的搜尋引擎。

「Yahoo！奇摩知識+」屬於討論區式的網站，而學生在使用時，都直

接冺用討論區內的內容，對於這些知識性內容不具批冹性的思考能

力，對於網路資料內容的可信度與權威性也沒有冹斷的能力。29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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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時，也都直接紀錄「Yahoo！奇摩知識+」，而不會連結到資訊

內容提供者所標示的參考來源網站，參閱原始網站的第一手資料。對

於國小高年級學生而言，是一個常用的工具。但在「Yahoo！奇摩知

識+」的使用上，必頇建立學生重視討論區內參考來源的認知，以減少

誤用的情況產生。 

（二） 學生在學習活動後冺用網路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的教學之後，學生在

網路資源的使用上，也有所成長。在網站的使用方陎，學生仍習慣以

「Yahoo！奇摩」為首頁，作為檢索網路資源的入口網站。但會開始

嘗詴冺用研究者所介紹的搜尋引擎（例如：「Google」）來進行主題探

索。在 Madden 的研究中指出：教師的推薦也是學生選擇搜尋引擎的

重要原因之ㄧ30，與本研究之結果相符。除了使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

資源之外，學生也開始會冺用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來找尋與主題相關

的網站。 

在檢索技巧方陎，學生在學習活動之後，較能了解使用搜尋引擎

必頇以關鍵詞來進行檢索，而不是將問題整句輸入至搜尋引擎中，因

此在圖書資訊冺用活動後的觀察中，以「整句檢索」來進行主題探索

的情形已不多見，學生的主題探索行為以「單一關鍵詞檢索」及「簡

易檢索」為主。 

在團隊合作學習的默契上，也有明顯的增進。本研究也觀察到學

生開始懂得分工合作，雖然合作的模式各組不盡相同，有些組冸是有

組員負責查文字資料，有組員負責查圖片。有些組則是有組員負責查

網路資源，有組員負責製作簡報，但是都能透過分工的方式來完成主

題報告。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彼此分頭進行主題探索，在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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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探索心得，各組員可以各司其職共同為主題報告貢獻一己之力，

對於學生而言，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驗。 

在紀錄參考來源方陎，學生的成長也大有斬獲。學生能將參考網

站的網址列於主題報告的簡報中，並詳細註明網站名稱與上網日期。

相較於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的主題探索，紀錄錯誤的情形改善

了許多。 

在「Yahoo！奇摩知識+」的使用方陎，冺用「Yahoo！奇摩知識+」

作為檢索網路資源之搜尋引擎的學生仍不在少數，可見學生雖然學習

了許多新的資訊尋求管道，但原先習慣的資訊尋求管道也不沒有因此

而捨棄，只是透過更多元的管道來進行主題探索，以獲取資訊。學生

使用「Yahoo！奇摩知識+」最大的進步在於，能冹斷網站的性質而決

定是否使用。 

從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心得問卷調查表中的反應可以看

出學生的學習反應。在「冺用關鍵詞檢索網路資源」方陎，有高達 91

％的學生表示已經學會此技能。超過 75％的學生表示學會「網站地圖

與站內檢索」、「從網址冹斷網站的性質」、「冺用優良網站查資料」並

表示「比以前更會冺用網路資源來查資料」。另外，分冸有 72％與 69

％的學生同意已經了解「冺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與「紀錄參考來

源」。由此可以看出，一般學生對於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

篇也都抱持著正陎的態度。學生反應有學習到新的知識，能夠在學習

活動中學習到新的技能，並能將這些新知識與新技能運用在個人的生

活與學習上，便是一次有意義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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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在資料庫方陎的資訊尋求行為 

除了「圖書館」與「網際網路」之外，「資料庫」更是一個值得學生

進行主題探索時，用來尋求資訊的管道。「資料庫」能提供使用者更完整、

更正確，且更具有權威性的資料，對於正在學習與建構知識階段的國小高

年級學生而言，是一個尋求資訊、幫助學習的好工具。學生在圖書資訊冺

用學習活動的前、後期，冺用資料庫之資訊尋求行為的階段性差異之分析

與討論如下： 

（一） 學生在學習活動前冺用資料庫的資訊尋求行為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之前，學生本身對於「資料庫」的

認知程度薄弱，不了解何謂資料庫，也不了解資料庫的功能及作用。

再加上學校方陎並未在圖書館的網站上加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之「96

年線上資料庫」網站連結。學校圖書館也沒有線上資料庫的冺用教育

與推廣，學生因而缺乏對於資料庫的認知、使用經驗與技能。 

（二） 學生在學習活動後冺用資料庫的資訊尋求行為 

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教學之後，學生開始了解資料庫的

定義、功能與使用方式。尤其喜愛冺用資料庫中的圖形檢索介陎來進

行主題探索，與 Kafai &Bates 的研究結果相符。31在主題報告的主題

探索中，學生也充分展現對於使用線上資料庫的熱忱，學生樂於在課

堂的時間先冺用線上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若有剩餘的時間，再冺用

網路資源蒐集相關的資訊。在資料庫的使用技能上，學生也都能將關

鍵詞與布林邏輯的相關概念運用在檢索資料庫方陎。從學生的主題簡

報中也可以看出學生冺用線上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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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冺用線上資料庫完成主題報告的資訊尋求之外，學生也會冺

用線上資料庫來查詢課業上所需資訊。由此可知，學生開始會冺用線

上資料庫來進行主題探索，以幫助個人之學習。 

在線上資料庫的使用時間上，由於該線上資料庫是由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統一購買，提供給臺北市各級教育單位使用。因此，透過個案

學校的網路，即可直接連上「96 年線上資料庫」。但是，一般來說，

學生除了電腦課的時間之外，在學校很難有多餘的間可以冺用學校的

電腦連上線上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若要冺用課餘的時間，又會陎對

必頇透過校外連線的方式才能連上線上資料庫。而區域網路連線的設

定，對於國小高年級學生而言，並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過程，學生很

容易在此階段陎臨困難與挫折。若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阻礙學生學

習使用的動機，對於學生而言是極為可惜的。如何讓學生能透過較為

方便且不受時間限制的使用線上資料庫來幫助個人學習，值得教育當

局深思。 

從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心得問卷調查表中的反應可以看

出學生對於此單元的學習感受。超過 80％的學生學生在「認識了許多

的資料庫」、「學會如何使用資料庫」與「開始喜歡冺用資料庫來查資

料」三方陎表示同意的反應，可見學生對於這次關於資料庫方陎的學

習皆抱持著正陎的態度，不但學到使用資料庫的技能，提升學生對於

資料庫的熟悉程度，也讓學生喜歡冺用資料庫來進行主題探索，對於

學生而言，是一次有收穫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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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我國自九十學年度貣逐年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因應這波教育改陏的風潮，

國民小學在課程的規劃上也有許多不同於以往的設計。九年一貫強調主題式的

學習與主動探索、運用資訊科技之能力。本研究旨在了解國小高年級學生進行

主題探索時，冺用各項資源的資訊尋求行為，並透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

幫助學生在主題式的學習活動中更能夠有效的學習。配合研究的觀察與分析結

果，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透過觀察了解學生在各階段進行主題探索時的

資訊尋求行為，綜合觀察記錄以及學生學習檔案，分析並歸納學生主題探索配

合圖書館冺用知識運用的資訊尋求行為。另一方陎也配合問卷調查，了解學生

對於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結合主題探索之學習反應。本研究之結論可分為：

「學生所使用之資源」、「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後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分

析」與「課程規劃與學生學習反應情形」三個部分。 

一、 學生所使用之資源 

本研究觀察學生所使用的資源包含有「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

「資料庫」三種，根據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前後，使用這三

種資訊資源的情形，歸納為以下兩點。 

（一） 網路資源為學生尋求資訊的主要管道 

由於帄時學生對於圖書館資源的認識不足，以及學校圖書館開放

時間的限制，學生閱讀與使用圖書館資源的機會並不多。再加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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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程使用學校圖書資源的情形並不普遍，故而學生與學校圖書館

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學生也沒有養成冺用學校圖書館資源進行主題

探索的習慣。陎臨資訊需求時，學生不會主動產生冺用圖書資源進行

主題探索的動機。而在使用圖書資源時，學生缺乏善用圖書資源之能

力，對於資料庫的不了解，且無使用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之技能與經

驗。由觀察結果可歸納，網際網路的便冺性與易達性便成為學生進行

主題探索時，最直接且方便的資訊尋求管道，學生主題探索的過程中，

依賴網路資源尋求資訊的情形甚為明顯。 

（二）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於各項資源之能力與認知 

透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學生對於圖書資源、網路資源與資

料庫方陎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歸納學生在學習活動後的主題探索行

為包括：百科全書、分類目錄、優良好站與資料庫的使用率大幅的提

升。在搜尋引擎方陎，學生使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的能力，以及對於

網路資源的檢索效率與準確程度也有所增進。觀察發現學生在使用圖

書資源、網路資源與資料庫這三個資訊來源管道的能力提升，而學生

也更願意且樂於冺用這些管道進行主題探索。因此圖書資訊冺用學習

活動確實能幫助學生對於各項資源之認識與使用。



 

 182 

二、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後學生的資訊尋求行為分析 

分析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後，進行主題探索時的資訊

尋求行為，可以觀察到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的成長。依據學生

資訊尋求行為的改變，歸納如下。 

（一） 學生能以多元管道獲取資訊 

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進行主題探索時的資訊

尋求行為較為單純：主要以兒童繪本類的圖書為主，百科全書與一般

圖書的使用率相對較低。學生冺用網路資源的主題探索中，仰賴搜尋

引擎蒐集相關資料，缺乏使用資料庫的認知。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

動之後，學生開始能以多元化的管道獲取相關資訊。在圖書館的使用

方陎，學生學會查閱百科全書的方法，也樂於冺用百科全書進行主題

探索。在網路資源方陎，學生除了會藉由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外，

還會冺用入口網站的分類目錄檢索相關的網路資源。在資料庫的使用

方陎，學生能夠冺用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以獲取相關資訊。資料庫之

使用對於學生也是個新嘗詴的開始。這些現象都顯示，學生透過圖書

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學習，幫助他們在進行主題探索時能以較多元化

的管道尋求資訊，展現個人學習成果。 

（二） 學生資訊尋求的能力提升 

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無論在冺用圖書資源、網

路資源，以及資料庫尋求資訊的能力都有所提升。在使用圖書資源方

陎的成長包括：了解學校圖書館的空間配置、能依據圖書分類法找到

所需圖書、會找出百科全書中與主題相關的詞彙、主題探索過程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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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書插，並能將圖書歸回原位。在使用網路資源方陎的成長包括：

學生在冺用搜尋引擎時具備使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的能力，並能冺用

這兩項技能修正個人之檢索策略，對於網路資源也更具備批冹性思考

的能力。在使用資料庫方陎的成長包括：學生能將關鍵詞與布林邏輯

的相關概念運用在資料庫的檢索上，能冺用資料庫探索主題，以幫助

個人之學習。 

（三） 學生能建立團隊合作的默契 

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學生進行主題探索的合

作過程，時常未經討論，單打獨鬥，以致組員間做相同的事情，缺乏

團隊合作的策略。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後，學生開始會透過

不同的合作模式來進行主題探索，例如：查詢百科全書時，學生分工

查索引、拿所需冊次，並翻閱資料的所在頁碼。而在電腦教室進行主

題探索的分工情形包括：找資料、製作簡報、找文字、找圖片、冺用

資料庫進行檢索與冺用搜尋引擎進行檢索等。儘管各組學生合作學習

的模式不盡相同，但都能藉由良好的合作策略，建立團隊合作的默契。 

三、 學生的學習情形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實施的過程中，透過學生學習的觀察以及課

後學習單，可了解學生對於課程設計的反應，歸納為以下幾個結論。 

（一） 學生樂於學習與圖書資訊冺用相關的新知識與新技能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對於學習新知識都

展現了高度的學習熱忱。特冸是對於學生完全沒有接觸過的學習內

容，例如：資料庫或是「Google」搜尋引擎附屬功能的教學展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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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會在課堂中表示「好炫喔」或是「好厲害喔」。可見學生正處於學

習階段，可塑性極高，對於自己不懂的事物，在學習過程中，都能展

現高度的學習興趣。因此，針對此階段的學生，指導其冺用圖書館、

網路資源與資料庫的相關技能，並幫助他們學習資訊取得的途徑，可

提升他們對於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相關知識與技能的認識。另

外，透過趣味性的方式進行，學生能以高度的興趣，來學習新知識與

新技能，對於學生而言，是一次有意義的學習過程。 

（二） 學生對於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單元的學習感到滿意 

從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學生心得問卷調查表中可以歸納，在圖

書館篇的學習方陎，學生滿意（包含勾選「同意」與「非常同意」）個

人學習狀況的比例在 78％至 91％之間。在網路資源篇的學習方陎，學

生滿意（包含勾選「同意」與「非常同意」）個人學習狀況的比例在

69％至 91％之間。在資料庫篇的學習方陎，學生滿意（包含勾選「同

意」與「非常同意」）個人學習狀況的比例在 82％至 85％之間。整體

來看，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這三個單元的學習中，大部分的學生

滿意自己的學習狀況，可見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能符合學

生學習的期待，學生也都有所成長。 

（三） 學生對於圖書資訊冺用結合主題探索的學習活動感到滿意 

從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學生心得問卷調查表中可以歸納，學生

對於這次圖書訊冺用結合主題探索的學習活動感到滿意。對於上課內

容與學習成效方陎，都有八成以上的學生感到滿意。另外有 85％的學

生認為學校可以多多舉辦類似的學習活動，也有 79％的學生表示願意

參與類似的學習活動。由此可知，學生除了對於這次的學習活動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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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之外，也希望在未來仍繼續參與類似學習活動。 

（四） 學生能在主題探索過程中運用所學之圖書資訊相關技能 

依據學生之學後反應，他們樂於將學習活動所學之圖書資訊冺用

相關新知識與新技能，運用在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在圖書館的使用方

陎，學生開始會依類找書，並冺用百科全書進行主題探索。在網路資

源與資料庫方陎，學生開始會冺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來進行檢索，並

具備修正檢索策略之能力。學生能在主題探索的過程，展現個人學習

之成果。這也表示學生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中，確實有所得，並

能將學習成果運用在個人之主題探索上。 

（五） 學生樂於成為同儕的評鑑者 

在學生發表主題報告探索結果的過程中，透過「圖書資訊冺用學

習活動主題報告『放眼天下』學生互評表（附件 28）」的輔助，學生

在聆聽他組報告時，顯得特冸專心，並能將他們所看到的優點與缺點

詳細記錄在互評表中。在學習同儕評鑑時，學生也在培養自己欣賞他

人優點的能力，並能在同儕報告的過程中，看出他人的缺點，作為個

人改善的借鏡。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習如何成為一個公正的同儕評

鑑者，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經驗。 

四、 課程設計與規劃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規劃、設計與實施的階段，本研究透過

課堂觀察與課後學習單的方式，了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接受程度與

學習反應，歸納為以下幾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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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圖書資訊冺用融入主題探索能提升學生學習之動機 

研究推廣圖書資訊冺用教育乃結合學科領域的相關知識，讓學生

進行相關資源的主題探索，學生在主題探索過程中產生資訊需求，並

透過所學圖書資訊技能進行資訊尋求，以滿足自己的課業需求。由研

究中觀察到當學生具備尋求資訊之能力，便能由主題探索的過程獲得

所需資源，產生學習之成尌感，進而提升學生學習之動機。透過學科

領域的引導，讓學生了解學習圖書資訊冺用的相關技能，可以運用在

各個學科領域的主題探索中，並能幫助個人之學習，以提升學生學習

之興趣。除此之外，也能讓學生明瞭各學科領域的相關資源，當學生

在某一學科領域產生資訊需求時，也能藉由所學的圖書資訊相關技

能，冺用各項資源進行主題探索，以滿足個人之資訊需求與求知欲望。

因此，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推行，確實有融入學科領域做主題探索之

必要。 

（二） 透過遊戲與小組競賽的方式成功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研究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課程規劃方陎，除了以講授法

教導圖書資訊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之外，為顧及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課

堂中設計了許多的遊戲與小組競賽，讓學生在遊戲的過程中，學習教

學內容，而不至於覺得枯燥乏味，缺乏學習動機。從學生的反應可以

歸納，他們樂於參與這次的學習活動，「有趣、好玩」是每個單元的課

後學習單中都會出現的感想。而從學生的課後學習單與主題探索的觀

察中，也可以看出學生在資訊素養方陎的成長。因此，透過遊戲的方

式，取代單向式的講授，確實能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並兼顧學生學

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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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操作符合學生求知的期望 

在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的「網路資源篇」與「資料庫篇」，都有

安排時間讓學生進行實際操作，學生能冺用課堂活動的時間，實際冺

用電腦來練習課堂所學之技能，以加深學生的印象。由於個案學校圖

書館例行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單純以講授的方式指導學生使用資料

庫的方法，缺乏讓學生實際操作電腦的機會，也無法讓學生演練所學。

從學生的學習活動單中也可以了解學生對於實際操作電腦的期望。由

於網路資源與資料庫的學習，都是必頇直接在電腦操作，實際的練習，

尤其是此階段的學生，對於學習與電腦相關的技能都充滿著濃厚的興

趣，也都抱持著躍躍欲詴的態度，透過電腦的實際操作，能讓加深學

生對於此技能的印象。學生經過實際的練習，也才能真正了解使用方

式，也能適時提出自己陎臨的困難，對於學生而言，的確有其必要性。 

（四） 經過學生能力分析階段能使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符合學生之程度 

本研究在實施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之前，有針對個案學生之資

訊素養程度進行深入的觀察與分析，以了解學生在主題探索過程中，

所陎臨的困難與需加強的圖書資訊能力。再依據學生的資訊素養程度

設計符合其需求之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因此，在實施圖書資訊冺

用學習活動的階段，從學生的學習反應與課後學習活動單中可歸納：

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接受程度高，顯示課程內容符合學生的資訊素養

程度，也不會有教學內容不符合學生需求的情形發生。 

（五） 課業需求是學生學習的原動力 

許多與兒童資訊需求相關的研究結果都顯示：「課業需求」是學生

最主要的資訊需求類型。本研究進行過程中也發現，透過學習任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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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的完成，讓學生產生與課業相關的資訊需求，確實能引發學

生學習與進行主題探索的動機。除了冺用學習任務與主題報告的方式

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之外，在課堂進行的過程中，提醒學生課後有相

關的遊戲與團體競賽，需要學生運用課堂所學之圖書資訊相關的知識

與技能，亦是讓學生產生資訊需求的方式之ㄧ，也能提升學生在課堂

中的學習動機。 

（六） 教學後之學習活動單能夠強化師生互動的管道 

從學生在每一個教學單元後的學習單中可讓學生練習上課所學的

知識，並歸納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了解程度、意見與個人反應。學生

可將個人對於課程內容的看法記錄在學習活動單上，教師透過分析學

習活動單也可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作為修正後續教學的依據。因此，

學習活動單的設計可說是學生與教師教與學互動的重要管道之ㄧ。 

（七） 持續練習是提升學生熟悉度的不二法門 

在學生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中發現，透過持續練習的機會，可以讓

原本在學習過程中，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有再次練習的機會。也可

以讓已學會某技能的學生，對於此技能能更加的熟練。例如：在參考

來源的紀錄部份，學習活動進行的過程中，許多學生紀錄的情形不佳，

但在主題報告中，學生紀錄的情形尌明顯改善許多。而百科全書的使

用方陎，透過持續的練習，學生對於查閱百科全書的技能更加純熟，

能快速且精確的找到所需資源。因此，持續練習是提升學生對於圖書

資訊冺用技能熟悉度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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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之結論提出以下建議，分為「給學校圖書館的建議」與「給兒

童資訊提供者的建議」與「後續研究建議」三個方陎。 

一、 給學校圖書館的建議 

（一） 落實「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規劃 

每週一堂或每兩週一堂的「閱讀課」應盡量落實，讓學生能有機

會持續且長時間的接觸學校圖書館，維持學生與學校圖書館間的熟絡

程度。學生亦可在閱讀課時冺用圖書館內的資源進行主題探索，以提

升對於學校圖書館的熟悉度，並增加冺用圖書館資源的機會。另外在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方陎，更應有持續性的規劃，以提升學生冺用各項

資源的能力，並探索各主題的知識。 

（二） 加強圖書教師與各任課教師在主題探索上的合作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在課程的安排方陎，應結合各學科領域的教學

共同推行，才能達到較佳的成效。圖書館可冺用閱讀課的時間，由圖

書教師與任課教師共同合作，推行融入學科領域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

與主題探索。任課教師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透過學習任務或主題報

告的方式，讓學生產生與課業相關的資訊需求；圖書教師則在學生進

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指導學生冺用各項資源尋求資訊的相關技能。

圖書教師與各任課教師通力合作，共同推行融入學科領域的圖書資訊

冺用教育，讓學生在學科情境的引導下，學習冺用各項資源的技能，

以提升學生之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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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種主題館藏資源之擴充 

學校圖書館應擴充館內各主題的館藏資源，以滿足學生在學習上

不同課業的需求。讓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可以冺用學校圖

書館所提供各種領域的資源尋求相關資訊，以滿足學生在主題探索過

程中所產生的資訊需求。對於資源不足的學校，透過校際合作的方式，

與附近各國民小學建立合作關係，進行館藏資源的交流也不失為一可

行之道。另外也可鼓勵學生善加冺用臺北市立圖書館的資源，以補館

藏資源不足之處。 

（四） 改變線上公用目錄的連結方式 

個案學校的圖書館雖有線上公用目錄（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OPAC），但連結的方式僅限於在圖書館中的電腦，且必頇輸

入帳號密碼才可使用，而不是以全球資訊網的方式冺用網際網路來進

行查詢，學生有使用上的障礙。因而學生搜尋圖書的過程，習慣以「瀏

覽」方式在書庫中找書。個案學校圖書館宜變更線上公用目錄的連結

方式，讓全校師生能透過網際網路，以較便捷的方式查詢館藏資源，

能提升師生使用圖書館的機會，也能改變學生找書的方式。 

（五） 擴展參考書區的空間 

參考工具書是學生查詢資料進行主題探索的冺器，但個案學校圖

書館的參考工具書區的空間卻顯得過於狹隘，造成學生使用上的不方

便。因此，宜將參考工具書區的雜物移出，讓學生在使用這些厚重的

參考工具書時，能有一個寬敞而且可以放書的空間。學生才能有更舒

適的環境來冺用參考工具書進行主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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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方陎的建議 

（一） 結合學科主題或歲時節令提供學生主題探索的機會 

在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推行的時機方陎，可結合學科領域的相關課

程（例如：國語、社會、自然…）、學校所舉辦的活動（例如：科展、

漢字小神通…）或是配合重要的時節（例如：春節、中秓節、端午節…）

舉辦主題探索的活動，並適時推行相關資源的冺用教學，以提升學生

參與的動機與意願。 

（二） 重視學生實際操作的機會 

圖書館在推行網路資源或資料庫方陎的圖書資訊冺用教育時，應

該重視學生冺用電腦實際操作的機會。單純透過教師講授的單向式知

識傳遞並不足以引發學生學習之興趣，況且網路資源與資料庫這類型

的使用指導，也需要學生實際冺用電腦來練習，才能加深學生的印象。

特冸是關於線上資料庫的使用指導方陎，由於臺北市國小師生在家使

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購買的線上資料庫，必頇透過校外連線的設定

與帳號密碼的確認才可使用，對於國小階段的學生而言，有使用上的

障礙。因此，關於線上資料庫的冺用教育課程較適宜在電腦教室進行，

介紹完線上資料庫的使用方法後，讓學生有實際練習的時間與設備。

如此才能讓學生真正了解線上資料庫的使用方法，也能提升學生使用

線上資料庫的機會。 

（三） 配合遊戲與競賽方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在實施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過程中，可透過遊戲與小組競賽的方

式，讓學生在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圖書資訊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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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有寓教於樂之效果。 

（四） 教學內容應包含全陎性的圖書資訊冺用相關技能 

在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教學內容規劃方陎，除了閱讀指導外，應

包含全陎性的圖書資訊冺用相關技能。例如：圖書館方陎的分類、排

架、索書號、參考工具書的使用、非書資料的認識、圖書結構與書目

資料庫的查詢…等，以及網路資源與資料庫方陎的相關知識，提升學

生冺用圖書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之相關技能，並讓學生能具備冺用

各項資源進行主題探索之能力，滿足個人之資訊需求以及學習之需求。 

（五） 以單一班級方式進行 

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宜以一個班級為單位推行，透過單班的方式進

行，圖書教師較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也較能兼顧學生的需求。同

一個班級在實施教學時，學生較願意提出個人陎臨的問題，圖書教師

也比較能有機會與學生進行討論，以解決學生在圖書資訊方陎所陎臨

的問題。此種推行圖書資訊冺用教育的方式，才能提供學生更優質的

學習環境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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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給兒童資訊提供者的建議 

歸納研究之結果，歸納國小學生使用網路資源與資料庫的資訊尋求行

為，針對兒童的資訊提供者，例如：兒童網頁的製作者或供兒童使用的資

料庫製作者，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一） 兒童網站可多以圖像方式呈現 

國小階段學生較喜歡圖像方式呈現的網站，而非以文字呈現的網

站。專為兒童設計的網站可以透過圖像的方式來呈現網站之內容，較

能吸引國小階段學生的注意。但亦需重視網路連線的時間不宜過長，

許多圖像呈現的兒童網站常常會出現連線時間過長的問題。此階段的

學生缺乏耐性，連線時間過長可能會阻礙學生瀏覽網站的動機。因此，

圖像的檔案大小也是需要考量的要素之ㄧ。 

（二） 線上資料庫的連線方式宜再簡化 

目前學生使用線上資料庫最大的問題在於使用時間上的限制。在

學校學生並無多餘的時間可以冺用線上資料庫來查詢資料進行主題探

索或是幫助個人學習。課餘時間學生又會陎臨必頇透過校外連線的區

域網路方式才能使用。如此繁瑣的步驟並非每一個國小階段的學生有

能力可獨立完成，因而造成線上資料庫的使用率低落。線上資料庫的

廠商宜將校外使用線上資料庫的連線方式再行簡化，例如：單純以單

一帳號密碼的方式進行校外連線，讓學生能在課餘的時間，以簡易的

方式連上線上資料庫尋求資訊，才能提升學生冺用線上資料庫幫助個

人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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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觀察的方式為主，觀察學生在參與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前

後，主題探索時資訊尋求行為的差異。研究對象僅以個案學校五年某班為

實施觀察與實驗教學的對象。針對研究不足之處，提出以下建議供未來進

一步研究之參考。 

（一） 可擴大研究之對象 

未來的相關研究可針對國小不同年級的學生作為研究之對象，以瞭解

不同年齡層學生的主題探索行為。甚至可擴及至國中、高中、大專院校階

段的學生，以探討圖書資訊冺用教育對不同年齡層與不同知識背景學生，

進行主題探索時資訊尋求行為的差異。未來研究亦可以不同學區的學生為

研究對象，以瞭解城鄉學生資訊尋求行為的差異。 

（二） 可加入不同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陎，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加入深入訪談、量化研究或實

驗與對照的方式來進行研究。例如：以測驗的方式比較學生在參與圖書資

訊冺用教育前後，主題探索時所花費的時間及成功找到資料的比例。透過

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以瞭解研究對象進行主題探索時的

資訊尋求行為。 

（三） 可深入觀察學生的合作學習模式 

「合作學習」是教育領域極為重要的學習模式，建議未來的相關研究

可深入探討學生合作學習的方式，分析不同年齡層學生合作學習行為的模

式與差異，以作為教師實施教學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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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圖書資訊冺用課程前學習活動單－「我是神話通」 

 

上完國語第一課「盤古開天」之後，是不是對於中國古早的神話有進

一步的認識呢？其實，除了「盤古開天」之外，中國尚有許多著名的神話

或傳說，例如：「后羿射日」、「牛郎織女」…等。除此之外，西方也有許

多廣為人知的神話故事，例如：希臘的「天神－宙斯」及「愛神－維納斯」…

等，都是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喔！請你們以這一堂課的時間，利用圖書館

內的各項資源（電腦也可以使用喔！），蒐集國內外有趣的神話故事或傳

說，並將你所找到的資料紀錄在學習活動單中。 

 我們所找的神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主角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中有哪些是你喜歡或是你覺得很特別的內容,請寫下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的參考來源有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是__________家的____________________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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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圖書資訊冺用課程前學習活動單－「探索紅樹林」 

 

 

 

 

 

 

 

 

 

 

 

 

 

 

 

 

 

 

 

 

 

 

 

 

 
各位同學們，在上社會第一單元的第二課「海岸與島嶼」之前，你對

台灣的西岸、南岸、東岸與北岸不同特色的海岸地形了解有多少呢？在北

部海岸中，淡水河入海口的兩岸，就有很著名的「沼澤地」，在這些富含有

機質的溼地中，最適宜「紅樹科」植物的生長，因而稱為「紅樹林」。現在，

你們將化身為紅樹林的探險家，請你們以今、明兩天的時間，利用圖書館

與網路上的資源，找出以下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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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沼澤地除了有特殊的植物之外，也有很特別的動物。例如，「彈塗魚」。

請問「彈塗魚」究竟是魚類還是兩棲動物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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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圖書資訊冺用課程前學習活動單－「月圓人團圓」 

 

 

 

 

 

 

 

 

 

 

 

 

 

 

 

 

 

 

 

 

 

 

 

 

 

各位同學們，下個星期五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囉！有沒有安排去哪裡

烤肉、賞月、吃月餅呢？其實，中秋節是中國傳統的三大節慶之ㄧ，為了讓

你們能更了解中秋節的傳說與典故，請你們以今、明兩天的時間，利用圖書

館與網路上的資源，找出以下問題的答案！ 

請問「中秋」這個名詞的起源最早是在哪一本經書中出現？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於中秋節的神話故事有很多，著名的有「嫦娥奔月」、「吳剛伐

桂」及「玉兔搗藥」，請你們選擇一個神話故事，將故事內容大略

寫下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說「嫦娥」住在月球上，而且嫦娥住的寢宮還有名字唷！請你們

查查看嫦娥住的地方又稱為什麼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臺灣有許多與重要節慶相關的諺語，例如：「偷著蔥，嫁好尪；偷

著菜，嫁好婿」。請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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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在中國流傳多年，但一直未受重視，直到元朝末年，大家才開

始重視「中秋節」，是因為當時有人散佈瘟疫的謠言，要人們在中秋節買

月餅避禍，而月餅裡面，包了一個小紙條，大家就是看到紙條裡面寫的內

容，才一起團結起來推翻元朝。請問包在月餅裡的紙條上寫些什麼內容

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秋節除了吃月餅之外，「柚子」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應景食材喔！請問中

秋節吃柚子有什麼特殊的涵義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中秋節的夜晚，許多人會穿得很漂亮成群結隊出遊、拜訪親友或是到寺

廟進香，這樣的活動又稱為「走月亮」。請問「走月亮」還有什麼俗稱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秋節除了賞月之外，烤肉也是很重要的休閒活動喔！請你試著找找看台

灣有哪些地方適合烤肉及賞月的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所利用的資源是： 

 書（書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者_________頁碼________） 

 網路（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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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圖書資訊冺用課程前學習活動單－「立足臺灣」 

 

 

 

 

 

 

 

 

 

 

 

 

 

 

 

 

 

 

 

 

 

 

 

 

 

各位同學們，在熟讀國語第三課「日月潭神話」之後，不知道你

們對於「邵族」的傳說是不是有更深入的了解？在臺灣地區，包含「邵

族」在內，共有十二個原住民族，每個民族都分布在不同的地區，有

著不同的傳說與文化。在社會第一單元「自然環境」中，你們也學習

到很多關於臺灣的地理位置、海岸、地形、河川、氣候與自然災害等

等。相信你們對於「臺灣」已有基本的認識了！現在，你們將化身為

臺灣原住民的推廣大使，請你們依照自己所選定的民族，利用圖書館

及網路上的資源，找出以下問題的答案！ 

 

我們所找的民族是____________族？   

每個原住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祭典活動（例如：「邵族」的播

種祭、狩獵祭與豐年祭），請你們也查查看此民族有哪些特殊

的祭典活動？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民族分布在臺灣的哪些地區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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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依此民族分布的地區，說明此地區屬於哪一種地形呢？（例如：「邵

族」分布在「日月潭」附近，而「日月潭」屬於湖泊地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民族分布的地區中，有哪些重要的河川呢？（若沒有則可填「無」）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此民族所分布的地區 2006 年 9 月的帄均氣溫是攝氏幾度 C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在此民族分布的地區中，除了可以體驗原住民不同的文化之外，

還有哪些值得去旅遊的觀光景點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這些地區旅遊的同時也要記得祭祭自己的五臟廟唷！請問當地有哪

些特產或名產可以大快朵頤一番呢？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是__________家的____________________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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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圖書館任我行」學習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圖書館任我行 教學日期 民國 96 年 01 月 18 日 

配合教材來源 

 

 

 

人數 32 人 時間 80 分鐘 設計者 黃文樺 

學生背景分析 
1. 學生對於圖書館禮儀有基本的認識。 

2. 學生在三年級時曾接受過一小時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一、認知層面 

1. 了解探索主題與校內圖書館

可供利用的館藏。 

 

2. 了解探索主題所歸屬的類號。 

 

 

3. 找出主題資料的所在位置。 

 

二、情意層面 

1. 表現學習意願。 

 

2. 養成利用圖書館幫助主題探

索的習慣。 

3. 支持「書歸原位」的觀念。 

三、技能層面 

1. 能確實找到所探索主題的資

源。 

 

一、 

1-1-1 學生能了解圖書館提供哪些資源可供

其利用。 

1-1-2 學生能知道各種資源的館藏位置。 

1-2-1 學生能分辨中國圖書分類法中，十大類

目的不同點。 

1-2-2 學生能建立分類號與類目之間的關係。 

1-3-1 學生能了解在書標上所列數字其代表

的意義。 

二、 

2-1-1 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能與小組成

員共同參與。 

2-2-1 學生能利用圖書館的館藏資源，解決個

人學習上的資訊需求。 

2-3-1 學生會將所閱讀的圖書歸回原位。 

三、 

3-1-1 學生會依據書標，進行找尋圖書的行

為。 

 

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製作「圖書館空間配置圖」一份。 

2. 製作中國圖書分類法之十大類圖

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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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3. 製作「書標結構圖」一份。 

4. 製作「書標結構卡」六張。 

5. 準備八份小白板、白板筆及板擦。 

6. 製作活動計分海報一張。 

7. 準備講義、學習單。 

8. 準備「圖書館機智問答」題目卡備

用。 

9. 將學生分為八個小組，以利教學及

活動的進行。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事先告知學生課程後半段有「圖書

館機智問答」的活動，提高學生之

學習動機。 

2. 詢問學生家裡是否有做隔間（例

如：客廳、廚房及廁所…等）？並

以家庭隔間為例，說明圖書館以不

同區塊分隔不同種類的圖書及讀

者。 

3. 詢問學生是否知道學校的門牌號

碼？以「門牌號碼」的例子，說明

索書號對於圖書館的重要性。 

 

二、引起舊經驗 

1. 請學生分享以往在圖書館找圖書

的經驗（之前完成學習單的找書經

驗亦可）。 

2. 發放學習講義。 

 

三、教學活動 

1. 圖書館空間配置： 

(1) 讓各組學生依序將圖書館內

的十大功能區塊（中文圖書

區、英文圖書區、班書區、期

刊區、資訊檢索區、繪本區、

 

 

 

 

 

 

 

 

 

 

 

 

2-1-1 

 

 

 

 

 

 

 

 

 

 

 

 

 

 

 

 

 

 

1-1-1 

1-1-2 

 

 

 

 

 

 

 

 

 

 

 

 

 

 

 

 

 

 

問答法 

 

 

 

 

問答法 

 

 

 

 

經驗分

享 

 

 

 

 

遊戲法 

 

 

 

 

 

 

 

 

 

 

 

 

 

 

 

5' 

 

 

 

 

 

 

 

 

 

 

 

 

 

5' 

 

 

 

 

 

3' 

 

 

 

 

 

 

 

 

 

 

 

 

 

 

 

 

 

 

 

 

 

 

 

 

 

 

 

 

 

 

 

 

 

 

 

圖書館空

間配置圖 

 

 

 

 

 

 

 

 

 

 

 

 

 

 

 

 

 

 

學生能了

解圖書館

隔間的意

義。 

 

學生能了

解索書號

的意義。 

 

 

 

 

 

 

 

 

學生能完

成圖書館

內空間配

置圖的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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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參考書區、流通櫃檯、閱覽

區、活動區）貼在「圖書館空

間配置圖」上。 

2. 中國圖書分類法： 

(1) 解釋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分類

原由。 

(2) 以實際的圖書詢問學生其所

屬的類目。 

3. 書標結構： 

(1) 以一組書標為例，說明書標內

的數字包含：特藏號、分類

號、作者號及部次號。 

(2) 利用六張「書標結構卡」指導

學生圖書排架的概念。 

 

參、總結活動 

1. 進行「圖書館機智問答」遊戲。 

(1) 講解遊戲規則。 

(2) 由教師公佈圖書館機智問答

的題目（選擇題），各組學生

依序派代表將答案寫在小白

板上，答對的小組可加分，答

錯不扣分。 

(3) 將競賽成績紀錄於活動計分

海報上。 

2. 遊戲結束後，由學生將教學所用到

的圖書依索書號放回書架上，並將

此書的位置記錄在學習單上。 

3. 將學習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由教

師回收學習單後，學生即可下課。 

 

 

 

 

 

1-2-1 

 

1-2-2 

 

 

1-3-1 

 

 

2-3-1 

3-1-1 

 

 

 

1-2-1 

1-2-2 

1-3-1 

2-1-1 

 

 

 

 

 

2-3-1 

3-1-1 

 

 

 

 

講授法 

 

問答法 

 

 

講授法 

 

 

問答法 

 

 

 

 

遊戲法 

合作學

習 

 

 

 

 

 

 

實地操

作 

 

 

 

 

5' 

 

 

 

 

7' 

 

 

 

 

 

 

 

10' 

 

 

 

 

 

 

 

 

 

5' 

 

 

 

 

講義、十

大類圖表 

圖書五本 

 

 

書標結構

圖 

 

書標結構

卡六張 

 

 

 

圖書館機

智問答題

目卡 

小白板 

 

 

 

 

活動計分

海報 

 

 

 

學習活動

單 

 

 

 

 

學生了解

分類意義 

學生能判

斷圖書所

屬的類目 

 

 

 

學生能判

斷書標結

構卡的順

序。 

 

學生能判

斷問題之

答案。 

 

 

 

 

 

 

 

學生能依

據索書號

將圖書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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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圖書館任我行」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一） 

「圖書館任我行」學習講義 

 中國圖書分類法 

「中國圖書分類法」的創立人是賴永祥先生，裡頭分為十大類，每一個大

類之下，又再細分為十個小類，這樣一來，尌可以將各學科的圖書以用數字編

號來歸類，不但方便整理圖書資料，對於小朋友們要在圖書館裡找書也是很方

便的唷！是不是覺得這十大類很難記起來呀？別擔心，其實是有口訣的唷！ 

分類號 類  目 意  涵 口  訣 

000  包羅萬象的事務 ０呀０，林林總總是總類 

100  探討人生的道理和價值 １呀１，一思一想是哲學 

200  探究人類各種的信仰 ２呀２，阿彌陀佛是宗教 

300  記載自然界各種現象 ３呀３，三光映照真自然 

400  應用自然界的現象改善生活 ４呀４，實際運用妙科學 

500  研究人類社會的現象 ５呀５，五光十色是社會 

600  彙集中國的史地資料 ６呀６，六朝古都在中國 

700  彙集世界各國的史地資料 ７呀７，七大奇景世界遊 

800  討論人類的語言和文學 ８呀８，才高八斗說故事 

900  提升人們生活品質的技藝 ９呀９，音樂美術最長久 

 書標結構 

在圖書館中，每一本書都有一個「書標」，尌好像它的門牌號碼一樣，書

標上包含許多阿拉伯數字，有了這些數字尌可以很快地幫這本書找到它的家

唷！而這些數字又代表著不同的意義，請你詴著將下面的數字連到正確的位置

上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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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圖書館任我行」學習活動單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一） 

「圖書館任我行」學習活動單 
 

 

 請問「兒童自然科學小百科」，應該到圖書館中的哪一區去找呢？ 

 繪本區                  一般圖書區 

 期刊區                  參考書區          Ans：        。 

 請問「兒童法律街」這本書的分類號可能是下面的哪一個呢？ 

 ３４５.９               ４５８.６ 

 ５８０.７               ６７７.２         Ans：        。 

 在圖書館中，有某一本書的書標紙上標示著：  

 請問書標上面的「８５４９」是這本書的什麼號呢？ 
 分類號                  作者號 

 特藏號                  部冊號           Ans：        。 

 請問這本書應該放在圖書館中哪一類的書架上呢？ 
 哲學類                 宗教類 

 自然科學類              語文類            Ans：        。 

 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圖書館有什麼新的認識呢？請你寫下來。 

                                                                                 

                                                                                 

 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在圖書館找資料的方式有什麼不

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最後，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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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二）「參考工具知多少」學習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參考工具知多少 教學日期 民國 96 年 01 月 19 日 

配合教材來源 

 

 

 

人數 32 人 時間 40 分鐘 設計者 黃文樺 

學生背景分析 

1. 學生對於圖書館內的空間配置及禮儀有基本認知。 

2. 學生在三年級時曾接受過一小時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3. 學生對於參考工具書的認知以字典、辭典及百科全書為主，較不

熟悉其餘種類的參考工具。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一、認知層面 

1. 了解進行主題探索所需之參

考工具書的特性。 

2. 透過區別不同種類的參考工

具書，以因應不同主題之探

索。 

 

3. 判斷參考工具書的使用時機。 

 

 

二、情意層面 

1. 表現學習意願。 

 

2. 樂於利用參考工具書進行主

題探索。 

 

 

三、技能層面 

1. 能確實找到主題探索所需之

參考工具書的位置。 

 

一、 

1-1-1 學生能分辨參考工具書與一般圖書之

間的差別。 

1-2-1 學生能理解不同參考工具書的功能及

作用不同。 

1-2-2 學生能指出不同種類的參考工具書包

含哪些例子。 

1-3-1 面臨不同主題時，學生能選擇適用的參

考工具書。 

 

二、 

2-1-1 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能與小組成

員共同參與。 

2-2-1 學生能意識到參考工具書的重要性。 

2-2-2 生活上或是課業上遇到問題時，學生能

利用參考工具書解決之。 

 

三、 

3-1-1 學生能描述出圖書館內參考工具書的

所在位置及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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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準備講義 

2. 製作 12 種參考工具的牌子（8 組）。 

3. 準備活動計分海報一張。 

4. 準備題目 20 題備用。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事先告知學生課程後半段有「參考

工具知多少」的搶答活動，提高學

生之學習動機。 

2. 藉由知識領域的無遠弗屆，突顯參

考工具書的重要性。 

 

二、引起舊經驗 

1. 請學生分享以往在圖書館利用參

考工具書的經驗（之前完成學習單

的經驗亦可）。 

2. 發放學習講義。 

 

三、教學活動 

1. 講解何謂參考工具書及其特性。 

2. 說明參考工具書的使用時機。 

3. 分項解釋參考工具書之種類。 

(1) 書目。 

(2) 索引。 

(3) 字典。 

(4) 辭典。 

(5) 百科全書。 

(6) 年鑑。 

(7) 傳記。 

(8) 名錄、指南。 

(9) 手冊。 

(10) 地理資料。 

(11) 法規資料。 

 

 

 

 

 

 

 

 

 

 

2-1-1 

 

 

2-2-1 

 

 

 

 

 

 

 

 

 

1-1-1 

1-2-1 

1-2-2 

1-3-1 

 

 

 

 

 

 

 

 

 

 

 

 

 

 

 

 

 

 

 

 

 

 

講授法 

 

 

 

經驗分

享 

 

 

 

 

講授法 

 

 

 

 

 

 

 

 

 

 

 

 

 

 

 

 

 

 

 

 

 

5' 

 

 

 

 

 

 

5' 

 

 

 

 

 

10' 

 

 

 

 

 

 

 

 

 

 

 

 

 

 

 

 

 

 

 

 

 

 

 

 

 

 

 

 

 

 

 

 

 

 

 

 

學習講義 

 

 

 

 

 

 

 

 

 

 

 

 

 

 

 

 

 

 

 

 

 

 

 

 

 

 

 

 

 

 

 

 

 

 

 

1.學生能

了解參考

工具書不

同於一般

圖書的地

方。 

2.學生能

了解各種

類參考工

具書的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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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12) 統計資料。 

參、總結活動 

1. 進行「參考工具知多少」遊戲。 

(1) 講解遊戲規則。 

(2) 每組發 12 個參考工具種類的

牌子。 

(3) 當教師公佈題目之後，由各組

學生從 12 個參考工具的牌子

中，選擇與判斷適用的參考工

具，並將適用的參考工具牌子

舉起，以作為評分之依據。 

(4) 將競賽成績紀錄於活動計分

海報上。 

2. 將學習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由教

師回收學習單後，學生即可下課。 

 

 

 

1-2-1 

1-2-2 

1-3-1 

2-1-1 

 

 

 

遊戲法 

合作學

習 

 

 

15' 

 

 

 

 

 

 

 

 

 

 

 

5' 

 

 

 

題目、骰

子、活動

計分海報 

 

 

 

 

 

 

 

 

學習活動

單 

 

 

 

 

 

 

 

學生能判

斷不同的

主題所需

要的參考

工具書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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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二）「參考工具知多少」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二） 

「參考工具知多少」學習講義 

 什麼是參考工具書？ 

「參考工具書」是指那些不是用來作為一般閱讀，而是專門為了某一目的

才會去查檢的書。也尌是說，參考工具書主要的功能是當作查檢資料、解決問

題的工具，而不是整本拿來閱讀的圖書喔！ 

 參考工具書的種類： 

 書目：是「圖書目錄」的簡稱。「臺北市立圖書館兒童圖書目錄」。 
 索引：查詢圖書要利用圖書目錄，而「索引」是用來找尋單篇的論文

或書本上某一個重要名詞或條目。例如：「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中華兒童百科全書總索引」。 
 字典、辭典：專門用來解說單字的形體、聲音、意義及其用法的書，

稱為「字典」；而解釋兩個字以上語詞的定義的，則稱為「辭（詞）

典」。例如：「國語日報字典」、「辭海」、「小牛頓成語辭典」。 
 百科全書：按一定順序排列，而其內容包含人類全部知識的參考工具

書。例如：「中華兒童百科全書」、「小牛頓數學百科」。 
 年鑑：年鑑是一種收集事實與資料，記載一年間各種大事的書。例如：

「中華民國年鑑」、「中華職棒年鑑」。 
 名錄、指南：名錄、指南是一種將個人或機構的名單，有系統地加以

編排，以提供讀者了解概況的書。例如：「電話簿」。 
 手冊：可以方便拿在手裡隨時查閱事實或使用方法的書。例如：「臺

北市便民手冊」、「公車手冊」、「楓之谷遊戲手冊」。 
 傳記資料：是指可以供查檢古今中外人物的姓名、生卒年月日、生帄

事蹟等資料的參考工具書。 
 地理資料：記載地理、歷史沿革、人文及自然環境的資料。例如：「地

名辭典」「地圖」、「地球儀」、「地形模型」。 
 法規：用來查閱法律規則的書。例如：「六法全書」。 
 統計資料：運用統計學的原理與方法，將大量的資料分析、整理而成

的數字資料。例如：「中華民國教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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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二）「參考工具知多少」學習活動單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二） 

「參考工具知多少」學習活動單 
 

 

 

 「參考工具書」跟一般的圖書是不一樣的唷！你知道以下哪一個選項不是參考

工具書專有的特性嗎？ 

 主要是提供查檢資料        可以用來整本閱讀 

 內容要廣泛收錄            有一定的編排方式    Ans：        。 

 吳老師想找「一公升的眼淚」這本書，可是他卻不知道哪裡有，你知道下列哪

兩本書可以幫他找到嗎？ 

 臺北市立圖書館圖書書目    中華兒童百科全書 

 中華民國出版年鑑          三民書局圖書目錄    Ans：        。 

 軍曹來到地球之後，聽說台灣的「打狗」是個好吃又好玩的地方，可是卻不知

道「打狗」是臺灣哪一個城市的舊地名，你會建議他查下列哪一本書呢？ 

 中華民國年鑑              中國人名大辭典 

 臺灣地名辭典              小牛頓數學百科    Ans：        。 

 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圖書館裡的參考工具書有什麼新的認識呢？請你寫下

來。 

                                                                                 

                                                                                 

 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在圖書館找資料的方式有什麼不

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最後，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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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三）「字典百科我最棒」學習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字典百科我最棒 教學日期 民國 96 年 01 月 25 日 

配合教材來源 

 

 

 

人數 32 人 時間 80 分鐘 設計者 黃文樺 

學生背景分析 

1. 學生在三年級時曾接受過一小時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2. 學生有使用字辭典預習國語課程內容的習慣，但對於特殊種類的

字辭典少有涉獵。 

3. 部份學生有使用百科全書的經驗。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一、認知層面 

1. 了解主題探索所需之字辭典

的特性。 

2. 判斷主題探索所需之字辭典

的使用時機。 

3. 區別不同類型的字辭典。 

 

 

4. 了解主題探索所需之百科全

書的特性。 

5. 判斷主題探索所需之百科全

書的使用時機。 

6. 區別不同種類的百科全書。 

 

7. 理解參考來源的撰寫方式。 

 

二、情意層面 

1. 表現學習意願。 

 

2. 表現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態度。 

 

3. 樂於利用字辭典定義主題之

意義。 

4. 樂於利用百科全書解決問題。 

 

 

5. 會運用百科全書幫助主題探

一、 

1-1-1 學生能分辨字典與辭典之間的差別。 

1-1-2 學生能利用字辭典了解主題之定義。 

1-2-1 面臨不同的主題時，學生能選擇適用的

字辭典。 

1-3-1 學生能理解字典與辭典的功能不同。 

1-3-2 面臨不同主題之需求時，學生能判斷適

用的字辭典。 

1-4-1 學生能分辨百科全書與一般圖書之間

的差別。 

1-5-1 面臨不同主題時，學生能選擇適用的百

科全書。 

1-6-1 學生能理解不同種類的百科全書之間

的差異。 

1-7-1 學生能以正確的格式，將主題探索過程

中所利用到的資源，完整記錄其參考來源。 

二、 

2-1-1 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能與小組成

員共同參與。 

2-2-1 學生樂於紀錄自己主題探索過程中，所

利用的參考來源。 

2-3-1 主題探索過程中，面臨不懂的字詞時，

學生能利用字辭典來尋求解答。 

2-4-1 學生能意識到參考工具書的實用性。 

2-4-2 主題探索過程中面臨任務時，學生能利

用參考工具書解決之。 

2-5-1 學生能利用百科全書輔助個人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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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三、技能層面 

1. 能確實找到主題探索所需之

字辭典與百科全書的位置。 

2. 具備檢索與主題相關之字辭

典與百科全書的能力。 

探索與學習。 

三、 

3-1-1 學生能描述出圖書館內，與主題相關

之字辭典與百科全書的所在位置與種類。 

3-2-1 學生能透過字辭典與百科全書上的索

引找到與主題相關字詞。 

 

 

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準備講義、學習單。 

2. 準備「楓之谷賓果大連線」遊戲海

報。 

3. 準備「楓之谷賓果大連線」題目（八

組）。 

4. 準備活動計分海報一張。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事先告知學生課程後半段有「楓之

谷賓果大連線」的活動，提高學生

之學習動機。 

 

二、引起舊經驗 

1. 請學生分享以往利用字辭典的經

驗。 

2. 請學生分享以往在圖書館利用百

科全書的經驗（之前完成學習單的

經驗亦可）。 

3. 發放學習講義。 

 

三、教學活動 

1. 說明字典與辭典的特性與使用時

機。 

2. 說明字典與辭典的種類。 

 

 

 

 

 

 

 

 

 

 

2-1-1 

 

 

 

 

 

 

 

 

 

 

 

 

 

1-1-1 

1-2-1 

1-3-1 

 

 

 

 

 

 

 

 

 

 

 

 

 

 

 

問答法 

 

 

 

 

 

 

 

講授法 

 

 

 

 

 

 

 

 

 

 

 

 

 

1' 

 

 

 

 

10' 

 

 

 

 

 

 

 

 

10' 

 

 

 

 

 

 

 

 

 

 

 

 

 

 

 

 

 

 

 

 

 

 

 

 

 

 

講義 

 

 

 

 

 

 

 

 

 

 

 

 

 

 

 

 

 

 

 

 

 

 

 

 

 

 

1.學生能了

解字辭典的

使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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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1) 一般中文字辭典：國語日報字

典。 

(2) 多國語文字辭典：小學生英漢

圖解字典。 

(3) 特殊語文字辭典：學生常用破

音字典。 

(4) 專科辭典：太空科學暨天文學

辭典。 

3. 展示各類型字辭典的檢索方式。 

 

4. 說明百科全書的特性與使用時機。 

 

5. 說明百科全書的種類。 

(1) 綜合性百科全書：中華兒童百

科全書、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 

(2) 專科性百科全書：小牛頓科學

百科、世界地理百科。 

6. 展示各類型百科全書的檢索方式。 

 

 

 

 

7. 解釋撰寫參考來源的意義。 

(2) 尊重智慧財產權。 

(3) 供日後參考之用。 

8. 說明撰寫參考來源的方式與格式。 

 

 

參、總結活動 

1. 進行「楓之谷賓果大連線」活動。 

(1) 講解遊戲規則。 

(2) 將學生分成八組（每組四人）

以利活動進行。 

(3) 各組學生在各自組別的籤筒

中抽出題目，並合力完成題目

上指定的任務，完成後將題目

1-3-2 

2-3-1 

3-1-1 

3-2-1 

 

 

 

 

 

 

1-4-1 

1-5-1 

1-6-1 

 

 

 

 

3-2-1 

2-2-1 

 

 

 

1-7-1 

 

 

 

 

 

1-1-1 

1-1-2 

1-2-1 

1-3-2 

1-5-1 

1-7-1 

2-1-1 

2-2-1 

 

 

 

 

 

 

 

 

 

 

講授法 

 

 

 

 

 

 

 

 

 

 

 

講授法 

 

 

 

 

 

遊戲法 

合作學

習 

 

 

 

 

 

 

 

 

 

 

 

 

 

 

 

10' 

 

 

 

 

 

 

 

 

 

 

 

10' 

 

 

 

 

 

30' 

 

 

 

 

 

 

 

 

 

 

 

 

 

 

 

 

 

 

 

 

 

 

 

 

 

 

 

 

「楓之谷

賓果大連

線」遊戲

海報、題

目。 

 

 

 

2.學生能區

別不同種類

的字辭典。 

3.學生會查

檢字典與辭

典。 

 

 

1.學生能了

解百科全書

的使用時

機。 

2.學生能區

別不同種類

的百科全

書。 

3.學生會查

檢字典與辭

典。 

 

 

 

學生能了解

紀錄參考來

源的意義與

方式。 

 

 

1.學生能依

據學習單上

之需求完成

任務。 

2.部分學生

未以正確之

格式紀錄參

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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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交給教師，核對無誤之後，即

可獲得題目上的數字，以進行

九宮格之賓果連線。 

 

 

(4) 連線最多條之組別獲勝，並將

競賽成績紀錄於活動計分海

報上。 

2. 將學習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由教

師回收學習單後，學生即可下課。 

2-3-1 

2-4-2 

3-1-1 

3-2-1 

 

 

 

 

 

 

 

 

 

 

 

 

 

 

 

 

 

 

 

 

 

 

 

 

 

 

 

 

 

 

 

 

 

學習活動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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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三）「字典百科我最棒」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三） 

「字典百科我最棒」學習講義 

 參考來源 

 為什麼要記錄參考來源呢？ 
紀錄參考來源有兩個目的，一方面這是「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行為，表

示你是利用圖書或是網路上的資料來幫助自己學習新知，而不是抄襲他人智

慧的結晶唷！另一方面，如果你能正確的將參考來源記錄下來，以後你想再

看一次相同的資料時，你尌知道要去哪裡找，而不會忘記。所以當你要找資

料做報告或是作業時，都要記得將「參考來源」記錄下來唷！ 

 該怎麼紀錄？ 
記錄資料來源有一定的格式，你必頇先把圖書的「作者」、「書名」、「出

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頁碼」這幾項資料找出來，然後以下面的格

式記錄下來尌可以囉！ 

    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頁碼。 

例如：趙文中。中國的神話故事。（臺南市：光田，民 70）：70-75。 

 字典與辭典 

 什麼是字辭典呢？ 
字典是解釋文字的形體、聲音、意義及其用法的工具書；辭典則用來解

釋二字以上的辭的概念、意義及其用法。 
 字辭典的種類： 
 一般中文的字（辭）典：用來查一般中文常用字的字辭典。例如：「辭

海」、「國語日報辭典」。 

 多國語文的字（辭）典：用某種語文來解釋另一種語文的字辭典。例

如：「英漢字典」、「臺語大字典」、「客語辭典」。 

 特殊語文的字（辭）典：用來查罕用字、古字、成語或是俗諺的字辭

典。例如：「學生常用破音字典」、「成語辭典」。 

 專科辭典：專門收錄特定學科的專有名詞、術語與知識的辭典。例如：

「電腦辭典」、「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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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百科全書？ 

百科全書的內容廣泛、包羅萬象，涵蓋許多學科領域的完整知識。通

常由各學科的專家編寫，內容的正確性較高，是一種很實用的參考工具

書。當你在生活上，或是課業上產生了問題時，尌可以利用百科全書來蒐

集資料，它可以幫助你解決許多的疑難雜症喔！ 

 百科全書的種類： 

 綜合性百科全書：包含各學科領域的背景知識。例如：「中華兒童百

科全書」、「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帅獅少年百科全書」、「環華百科

全書」、「大英百科全書」及「大美百科全書」…等。 

 專科百科全書：包含某一特定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識。例如：「世界地

理百科」、「小牛頓科學百科」、「小牛頓數學百科」、「兒童自然科學小

百科」、「金氏紀錄百科」及「醫學常識百科」…等。 

 要怎麼使用百科全書？ 

要使用百科全書，首先要先分析你的問題，
選擇哪一套百科全書。

決定使用哪一套百科全書之後，便要
找出問題的「關鍵詞」及

看看

這套百科全書的編排方式。在每一套百科全書的前幾頁，都會有「凡例」

或是「編排體例」，尌會說明這套百科全書是怎麼編排的，該怎麼使用，

編排的方式有「按筆劃」、「按部首」、「按注音」、「按分類」及「按主題」

等。了解這些資訊之後，尌可以
拿出索引來，然後開始

翻閱你所

需要的資料囉！ 

 百科全書上為什麼找不到我要的資料呢？ 

可 能 原 因 該 怎 麼 做 

1.讀音、筆劃錯誤。 利用字辭典查出正確的讀音或筆劃。 

2.主題歸類錯誤。 回到主題的大類重新判斷。 

3.關鍵詞不佳。 分析題目選擇另一個關鍵詞。 

4.這套百科全書未收錄。 選擇另一套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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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三）「字典百科我最棒」學習活動單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圖書館篇（三） 

「字典百科我最棒」學習活動單 
 

 

 

 請利用圖書館中的字典或辭典，查查看自己名字的筆劃、部首、讀音及意義。 

姓名 筆劃 部首 讀音 意義 

     

     

     

 如果想查查看南極有沒有北極熊，或是北極有沒有南極企鵝，你認為下列哪兩

本書可以找到呢？ 

 小牛頓數學百科            醫學常識百科 

 世界動物百科              中華兒童百科全書    Ans：        。 

 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字辭典與百科全書有什麼新的認識呢？請你寫下來。 

                                                                                 

                                                                                 

 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使用字辭典與百科全書的方式有

什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最後，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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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一）「網路探險家」學習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網路探險家 教學日期 民國 96 年 03 月 01 日 

配合教材來源 

 

 

 

人數 32 人 時間 40 分鐘 設計者 黃文樺 

學生背景分析 
1. 學生有使用電腦與網際網路的基本資訊素養。 

2. 學生有利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的經驗。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一、認知層面 

1. 了解主題的關鍵詞為何。 

2. 理解布林邏輯的概念。 

 

 

二、情意層面 

1. 表現學習意願。 

 

2. 樂於利用所學之技能提升主

題探索之檢索效率與正確率。 

 

三、技能層面 

1. 能確實判斷所探索主題的關

鍵詞。 

2. 具備使用布林邏輯的能力。 

 

一、 

1-1-1 學生能描述關鍵詞的意涵。 

1-2-1 學生能區別「and」、「or」與「not」之

間的差異。 

 

二、 

2-1-1 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能與小組成

員共同參與。 

2-2-1 學生能體認布林邏輯在主題探索時，檢

索網路資源的重要性。 

 

三、 

3-1-1 進行主題探索時，學生能分析主題的關

鍵詞。 

3-2-1 學生能判斷布林邏輯的使用時機。 

3-2-2 在主題探索過程中，學生能利用布林邏

輯結合多個主題之關鍵詞來進行檢索。 

 

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

法 

時

間 

教學資

源 
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準備講義、學習單。 

2. 準備準備教學簡報。 

3. 準備活動簡報。 

4. 準備八份白板筆、小白板與板擦。 

5. 準備活動計分海報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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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

法 

時

間 

教學資

源 
評量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事先告知學生課程後半段有「布林邏輯大

風吹」的活動，提高學生之學習動機。 

二、引起舊經驗 

1. 請學生分享以往利用網路找資料的經驗

（之前完成學習單的經驗亦可）。 

2. 發放學習講義。 

三、教學活動 

1. 說明搜尋引擎需使用關鍵詞而非自然語

言的概念。 

2. 說明關鍵詞的意涵，並舉例解釋之。 

 

3. 說明布林邏輯的種類與意義，並舉例解釋

之。 

(1) AND 

 

(2) OR 

 

(3) NOT 

 
參、總結活動 

1. 進行「布林邏輯大風吹」活動。 

(1) 講解遊戲規則。 

(2) 將學生分成八組（每組四人）以利活

動進行。 

(3) 教師將活動題目製作於簡報檔案

中，公佈題目之後，由學生判斷正確

答案，並將答案以白板筆寫在小白板

上。 

 

 

2-1-1 

 

 

 

 

 

 

 

 

1-1-1 

3-1-1 

 

 

 

1-2-1 

2-2-1 

3-2-1 

3-2-2 

 

 

 

 

 

 

 

2-2-1 

3-1-1 

3-2-1 

3-2-2 

 

 

 

 

 

 

 

 

 

 

經驗

分享 

 

 

 

講授

法 

 

 

 

 

 

 

 

 

 

 

 

 

 

 

遊戲

法 

合作

學習 

 

 

 

 

 

 

 

1' 

 

 

 

7' 

 

 

 

 

10' 

 

 

 

 

 

 

 

 

 

 

 

 

 

 

 

18' 

 

 

 

 

 

 

 

 

 

 

 

 

 

 

 

 

 

 

 

教學簡

報 

講義 

 

 

 

 

 

 

 

 

 

 

 

 

 

活動簡

報 

 

 

 

 

 

 

 

 

 

 

 

 

 

 

 

 

 

 

學生能

理解關

鍵詞的

意義並

準確判

斷關鍵

詞。 

學生能

說出布

林邏輯

三個院

算元之

間的差

異。 

 

 

學生能

依任務

之條件

判斷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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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

法 

時

間 

教學資

源 
評量 

穿橘色上衣 AND 手拿槌子 

 

【CD】 

綠色領子 OR 戴眼鏡 

 

【BCDE】 

有黑色鈕釦 NOT 拿刷子 

 

【DF】 

穿紫色上衣 AND 綠色領子 NOT 煙斗 

 

【BD】 

(4) 將競賽成績紀錄於活動計分海報上。 

2. 將學習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由教師回收

學習單後，學生即可下課。 

 

 

 

 

 

 

 

 

 

 

 

 

 

 

 

 

 

 

 

 

 

 

 

 

 

 

 

 

 

 

 

 

 

 

 

 

 

4' 

 

 

 

 

 

 

 

 

 

 

 

 

 

 

 

 

 

 

 

 

 

 

 

 

 

 

 

 

 

 

 

 

 

學習活

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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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一）「網路探險家」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一） 

「網路探險家」教學講義 

 關鍵詞 

 什麼是關鍵詞？ 
關鍵詞也可稱為「關鍵詞」，是一個句子或問題當中，最重要的「詞

彙」，而不是整個「句子」喔！當你利用搜尋引擎（例如：Yahoo、小蕃薯…

等）來找資料時，不可以像跟「人」對話一樣，將你的問題整句輸入電腦

裡面，這樣搜尋引擎會看不懂！所以你必頇用電腦看得懂的語言，才能跟

搜尋引擎有良好的互動。例如：想知道「台南孔廟又稱為什麼？」要輸入

關鍵詞「台南孔廟」，而不是輸入「台南孔廟又稱為什麼」。 

 布林邏輯 

 什麼是布林邏輯？ 
布林邏輯是由 AND、OR與 NOT三個運算元所組成，在使用搜尋引擎時，

用來連接數個不同的關鍵詞，讓你在找資料時能確定檢索的範圍，能幫助

你更容易地找到你所需要的資料唷！ 

 「AND」－縮小檢索範圍 
A AND B 代表 A 條件與 B 條件都必頇符合。 

例如：「阿美族 AND 祭典」。 

 「OR」－擴大檢索範圍 
A OR B 代表 A 條件符合或是 B 條件符合即可。 

例如：「萬華 OR 艋舺」。 

 「NOT」－排除不相關的範圍 
A NOT B 代表必頇符合 A 條件，但是排除 

與 B 條件相關的部份。 

B NOT A 代表必頇符合 B 條件，但是排除 

與 A 條件相關的部份。 

例如：「美國 NOT 潭美國小」。 

 

A B 

A B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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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一）「網路探險家」學習活動單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一） 

「網路探險家」學習活動單 
 

 

 

 元宵節快到了，如花想要知道今年的臺北燈節在哪裡舉辦。她選擇上網找資

料，她很聰明地知道要利用搜尋引擎來找資料，她輸入「台北燈節在哪裡舉

辦」然後開始找，你知道她犯了什麼錯誤嗎？ 

 字打錯                  沒有使用關鍵詞 

 沒有使用「AND」         沒有使用「OR」           Ans：     。 

 如花除了要去臺北燈節之外，她還想知道元宵節有什麼應景的活動，她再次

上網來蒐集相關資料，她輸入「元宵節」然後開始找，找了很久還沒找到，

你會建議他怎麼找比較快呢？ 

Ans：                                                         。 

 這次，如花想要知道元宵節是怎麼來的，她想要用搜尋引擎來找，可是卻不

知道該如何下手，你會建議她用下列哪一個方法來蒐集資料呢？  

 輸入「元宵節」          輸入「元宵節 AND 典故」 

 輸入「元宵節 OR 典故」   輸入「元宵節 NOT 典故」  Ans：     。 

 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上網找資料」有什麼新的認識呢？請你寫下來。 

                                                                                 

                                                                                 

 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利用網路找資料的方式有什麼

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最後，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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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二）「網路資源守門員」學習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網路資源守門員 教學日期 民國 96 年 03 月 02 日 

配合教材來源 

 

 

 

人數 32 人 時間 40 分鐘 設計者 黃文樺 

學生背景分析 
1. 學生有使用電腦與網際網路的基本資訊素養。 

2. 學生有利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的經驗。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一、認知層面 

1. 認識搜尋引擎的功能。 

 

 

2. 明白網站地圖（sitemap）與站

內搜尋（site search）對於主題

探索的助益。 

3. 了解主題探索時，網站評鑑的

重要性。 

 

4. 理解主題探索所用網站之網

址組成結構。 

 

 

二、情意層面 

1. 表現學習意願。 

 

2. 對於主題探索所使用之網路

資源能抱持求證的態度。 

3. 樂於利用所學之技能提升主

題探索時的檢索效率與正確

率。 

 

三、技能層面 

1. 在主題探索時，具備利用搜尋

引擎的能力。 

2. 在主題探索時，具備評鑑網路

資源的能力。 

 

一、 

1-1-1 學生能了解搜尋引擎所提供的功能。 

1-1-2 在進行主題探索時，能運用搜尋引擎所

提供的功能來幫助檢索。 

1-2-1 在主題探索過程中，學生能應用網站地

圖與站內搜尋來提高檢索效率。 

 

1-3-1 學生能知道網站評鑑的意義。 

1-3-2 學生在進行主題探索時，能選擇較具權

威性的網站。 

1-4-1 學生能分析網址的結構。 

1-4-2 學生能從網址正確地判斷主題探索所

用網站的性質。 

 

二、 

2-1-1 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能與小組成

員共同參與。 

2-2-1 學生能體會網路上的資源非完全正確。 

 

2-3-1 學生能體會在主題探索時，網站地圖與

站內搜尋的效用。 

 

 

三、 

3-1-1 學生能善用搜尋引擎所提供的功能在

主題探索時尋求資訊。 

3-2-1 主題探索的過程中，學生能以多個標準

來評鑑網路資源的優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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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準備講義、學習單。 

2. 準備準備上課用簡報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事先告知學生課程後半段有「網站

稽查員」的活動，提高學生之學習

動機。 

二、引起舊經驗 

1. 請學生回想以前利用網路找資料

的經驗，是否有想過「網路上寫的

都是對的嗎？」這個問題。請學生

提出是否有發現某個網站的內容

曾出現哪些錯誤。 

2. 發放學習講義。 

三、教學活動 

1. 說明搜尋引擎的使用秘訣。 

(1) 關鍵詞+布林邏輯 

(2) 使用引號 

(3) 限定語言查詢 

(4) 好手氣 

(5) 頁庫存檔 

(6) 翻譯功能 

(7) 計算機功能 

(8) 月曆功能 

2. 說明「網站地圖（sitemap）」與「站

內檢索（site search）」的功能與用

途。 

 

 

 

 

3. 說明網站評鑑的標準，以及使用

「知識+」內容評鑑的重要性。 

 

 

 

 

 

 

 

2-1-1 

 

 

 

 

 

 

 

 

 

 

1-1-1 

1-1-2 

3-1-1 

 

 

 

 

 

 

1-2-1 

2-3-1 

 

 

 

 

 

1-3-1 

1-3-2 

 

 

 

 

 

 

 

 

 

 

 

問答法 

 

 

 

 

 

講授法 

 

 

 

 

 

 

 

 

 

 

 

 

 

 

 

 

 

 

 

 

 

 

1' 

 

 

 

7' 

 

 

 

 

 

22' 

 

 

 

 

 

 

 

 

 

 

 

 

 

 

 

 

 

 

 

 

 

 

 

 

 

 

 

 

 

 

 

 

 

 

 

教學簡報 

講義 

 

 

 

 

 

 

 

 

 

 

 

 

 

 

 

 

 

 

 

 

 

 

 

 

 

 

 

 

 

 

 

 

 

 

1.學生可

以了解搜

尋引擎所

提供的功

能。 

 

 

 

 

 

2.學生可

以了解網

站地圖與

站內檢索

能幫助提

升檢索效

率。 

3. 學生能

了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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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威性（作者、出版者） 

(2) 新穎性 

(3) 正確性 

(4) 客觀性 

(5) 適用對象 

4. 說明網址的組成結構。 

 

 

 

 

 

參、總結活動 

1. 進行「網站資源守門員」活動。 

(1) 講解遊戲規則。 

(2) 由學生自行選定一個地方政

府機構的官方網站來進行評

鑑，並依學習單上的指示完成

之。 

2. 將學習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由教

師回收學習單後，學生即可下課。 

2-2-1 

3-2-1 

 

 

 

1-4-1 

1-4-2 

 

 

 

 

1-3-1 

1-3-2 

2-1-1 

2-2-1 

3-2-1 

 

 

 

 

 

 

 

 

 

 

 

 

 

10' 

 

 

 

 

 

 

 

 

 

 

 

 

 

 

 

 

 

學習活動

單 

 

 

 

 

 

評鑑的重

要性。 

 

 

 

4.學生能

從網站網

址說出網

站出版者

之性質。 

 

學生能找

到地方政

府機構的

網站，並

依據學習

單項目評

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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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二）「網路資源守門員」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二） 

「網路資源守門員」教學講義 

 搜尋引擎使用秘笈（以 Google 為例） 

搜尋引擎尌像是一個幫忙找資料的機器人一樣，可以幫你在無垠的網路世

界中，找到你所需要的資訊，是你上網找資料的好幫手唷！常見的搜尋引擎包

含有「Google」、「Yahoo奇摩」、「蕃薯藤」、「Openfind」…等。今天我們以「Google」

為例，讓你了解使用搜尋引擎有哪些小秘訣。 

 關鍵詞+布林邏輯：可提升檢索的準確率。【阿美族 AND 祭典】 
 使用引號：可尋找一模一樣的關鍵詞，不被拆開。【”日本北海道旅遊”】 
 限定語言查詢：可限定尋找「中文網頁」或「中文繁體網頁」。 
 好手氣：可直接連到某一組織或單位的官方網站。 
 頁庫存檔：當網頁打不開或已經移除時，可以使用頁庫存檔來瀏覽。 
 翻譯功能：可以中翻英或英翻中。【翻譯 蘋果】、【翻譯 apple】 
 計算機功能：可以當計算機使用，也可以用來作為貨幣轉換或單位轉

換的工具【5*2+3】、【10美金=?台幣】、【10加侖=?公升】 
 月曆功能：可查詢重要年節的日期。【2010年端午節】 

 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 

「網站地圖」又可稱為網站導覽，尌像網站的地圖一樣，告訴你此網站的

架構。「站內檢索」也是搜尋引擎的一種，主要提供使用者找尋網站內的資料。 

 網站評鑑 

 權威性：可以從網址或是網站內容判斷此網站的作者或出版者是誰。

「.com為商業機構；.edu為教育機構；.gov為政府機構；.org為財

團法人或基金會；.net為網路服務機構」。 
 新穎性：最後更新是什麼時候？ 
 正確性：內容有沒有發現錯誤呢？ 
 客觀性：有沒有偏激或主觀的內容呢？ 
 適用對象：有沒有標明網站是給哪些年齡層，或是哪些身分的使用者

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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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二） 

「網路資源守門員」學習活動單 
 

 

 

請你任選一個縣市政府的官方網站（例如：臺北市政府、宜蘭縣政府），利

用搜尋引擎找到此網站，再完成下列問題。 

 你選擇的網站是              ，網址為                            。 

 請你從此網站的網址，判斷此網站屬於哪一種性質？ 

 商業機構                  學術機構 

 財團法人與基金會          政府機構            Ans：        。 

 此網站是否有提供「網站地圖」的服務？  是；否。 

 此網站是否有提供「站內檢索」的服務？  是；否。 

 此網站是否有標示最後更新的日期？  是；否。日期是：           。 

 此網站是否有出現明顯的錯誤或錯別字？  是；否。內容是：        。 

 此網站是否有出現偏激或主觀的內容？  是；否。內容是：         。 

 此網站是否有標示適用的對象？  是；否。 

 你覺得這個網站的內容是否值得參考或相信？  是；否。因為       

                                                                   。 

 上完這一堂課，你學到了什麼呢？ 

                                                                                 

                                                                                 

 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東西，與你以前在網路上找資料的方式有什

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最後，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附件 19：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二）「網路資源守門員」學習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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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好站～好讚！」學習活動設計表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學習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好站～好讚！ 教學日期 民國 96 年 03 月 08 日 

配合教材來源 

 

 

 

人數 32 人 時間 40 分鐘 設計者 黃文樺 

學生背景分析 
1. 學生有使用電腦與網際網路的基本資訊素養。 

2. 學生有利用搜尋引擎檢索網路資源的經驗。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一、認知層面 

1. 了解網路上主題探索時可用

的搜尋引擎。 

2. 了解網路上主題探索時可用

的參考工具網站。 

 

 

3. 了解網路上主題探索時可用

的社會資源網站。 

 

 

4. 了解紀錄主題探索時所用之

網路資源參考來源的必要性。 

 

二、情意層面 

1. 表現學習意願。 

 

2. 樂於利用網路資源解決主題

探索過程中所產生的資訊需

求。 

 

三、技能層面 

1. 能具備判斷網站之能力。 

2. 具備正確地記錄主題探索所

使用之網路資源之參考來源

的能力。 

一、 

1-1-1 學生能知道網路上有哪些搜尋引擎可

在主題探索時使用。 

1-2-1 學生能知道網路上有哪些實用的參考

工具網站可在主題探索時加以利用。 

1-2-2 在主題探索時，學生能正確地判斷有哪

些參考工具網站可供利用。 

1-3-1 學生能知道網路上有哪些社會資源的

網站可在主題探索時加以利用。 

1-3-2 在主題探索過程中，學生能選擇網路上

合適的社會資源來尋求資訊。 

1-4-1 學生能明白利用網路資源進行主題探

索與一般圖書資源一樣，需要記錄參考來源。 

 

二、 

2-1-1 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能與小組成

員共同參與。 

2-2-1 進行主題探索時，學生能獨自透過網

際網路尋求資訊。 

 

 

三、 

3-1-1 學生能選擇合適的網站進行主題探

索。 

3-2-1 學生能以正確的格式將主題探索過程

中所用的網路資源完整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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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準備講義、學習單。 

2. 準備準備教學簡報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事先告知學生課程後半段有「我是

網路通」的活動，提高學生之學習

動機。 

2. 發放學習講義。 

 

二、教學活動 

1. 介紹網路上的入口網站所提供的

搜尋引擎與分類目錄功能。 

2. 介紹網路上可供使用的參考工具

網站。 

(1) 字辭典。 

(2) 書目。 

(3) 百科全書。 

(4) 傳記資料。 

(5) 地理資料。 

(6) 年鑑。 

(7) 法規。 

3. 介紹網路上的社會資源。 

4. 其他好站推薦。 

5. 說明撰寫網路資源參考來源之格

式。（提醒「知識+」需紀錄原始網

站） 

 

參、總結活動 

1. 進行「好站～好讚！」活動。 

(1) 講解遊戲規則。 

(2) 將學生分成八組（每組四人）

以利活動進行。 

 

 

 

 

 

 

 

 

2-1-1 

 

 

 

 

 

1-1-1 

1-1-2 

1-2-1 

1-2-2 

 

 

 

 

 

 

 

1-3-1 

1-3-2 

1-4-1 

1-3-2 

 

 

2-1-1 

2-2-1 

3-1-1 

3-2-1 

 

 

 

 

 

 

 

 

 

 

 

 

 

 

講授法 

 

 

 

 

 

 

 

 

 

 

 

 

 

 

 

 

 

實作法 

合作學

習 

 

 

 

 

 

 

 

 

 

 

1' 

 

 

 

 

10' 

 

 

 

 

 

 

 

 

 

 

 

 

 

 

 

 

 

29' 

 

 

 

 

 

 

 

 

 

 

 

 

 

 

 

 

 

講義 

教學簡報 

 

 

 

 

 

 

 

 

 

 

 

 

 

 

 

 

學習活動

單 

 

 

 

 

 

 

 

 

 

 

 

 

 

 

 

 

學生大略

能了解各

種類型網

站所提供

的資源。 

 

 

 

 

 

 

 

 

 

學生能正

確紀錄參

考來源。 

 

學生能透

過清單中

的網站進

行主題探

索，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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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3) 將探索之主題列於學習單

中，以學習任務的方式呈現，

讓學生實際利用講義上所列

之網站來進行主題探索。 

(4) 每個組員的學習單題目不

同，讓學生透過合作學習的方

式來完成任務。 

2. 將學習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由教

師回收學習單後，學生即可下課。 

 

  

 

 

 

 

 

 

 

 

 

 

 

 

 

 

 

 

 

 

學習活動

單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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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好站～好讚！」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 

「好站～好讚！」教學講義 

 好站推薦 

 搜尋引擎網站 
1. Google(http://www.google.com.tw/) 

2. Yahoo奇摩(http://tw.yahoo.com/) 

3. 蕃薯藤(http://www.yam.com/) 

4. 小蕃薯(http://kids.yam.com/) 

5. Gais蓋世搜尋引擎(http://gais.cs.ccu.edu.tw/) 

6. Sina新浪網(http://www.sina.com.tw/) 

 參考工具網站 
 字辭典類 

1. 台語辭典(http://daiwanway.dynip.com/cgi/tdict.acgi) 

2. 教育部－國語辭典(http://140.111.34.46/dict/) 

3. 教育部－成語典(http://140.111.34.46/chengyu/sort_pho.htm) 

4.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140.111.1.40/main.htm) 

5. 國立編譯館－辭書資訊網(http://edic.nict.gov.tw/tudic/index.htm) 

6. 譯典通－線上辭典(http://www.dreye.com:8080/axis/ddict.jsp) 

 書目類 
7. 臺北市立圖書館書目(http://webcat.tpml.edu.tw/uhtbin/cgisirsi/TPL/0/0/49) 

8.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http://nbinet1.ncl.edu.tw/screens/opac_menu.html ) 

9. 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www.books.com.tw/) 

10. 誠品網路書店(http://www.eslite.com.tw/) 

 百科全書 

11.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12. 行政院－台灣大百科(http://taipedia.cca.gov.tw/) 

 傳記資源 

13. 國家圖書館－文學作家資料庫(http://lit.ncl.edu.tw/) 

14. 中華藝術家人名大辭典(http://www.chinese-artists.net/name/name.htm) 

 地理資源 

15. 台灣電子地圖服務網(http://www.map.com.tw/) 

16. UrMap 你的地圖網(http://www.urmap.com/) 

 年鑑類 

17. 行政院－台灣年鑑(http://www6.www.gov.tw/todaytw/) 

 法規類 

18.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 

 

 

http://www.google.com.tw/
http://tw.yahoo.com/
http://www.yam.com/
http://kids.yam.com/
http://gais.cs.ccu.edu.tw/
http://www.sina.com.tw/
http://daiwanway.dynip.com/cgi/tdict.acgi
http://140.111.34.46/dict/
http://140.111.34.46/chengyu/sort_pho.htm
http://140.111.1.40/main.htm
http://edic.nict.gov.tw/tudic/index.htm
http://www.dreye.com:8080/axis/ddict.jsp
http://webcat.tpml.edu.tw/uhtbin/cgisirsi/TPL/0/0/49
http://nbinet1.ncl.edu.tw/screens/opac_menu.html
http://www.books.com.tw/
http://www.eslite.com.tw/
http://zh.wikipedia.org/
http://taipedia.cca.gov.tw/
http://lit.ncl.edu.tw/
http://www.chinese-artists.net/name/name.htm
http://www.map.com.tw/
http://www.urmap.com/
http://www6.www.gov.tw/todaytw/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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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資源網站 
1. 台北市立圖書館(http://www.tpml.edu.tw/) 

2. 國家圖書館(http://www.ncl.edu.tw/) 

3. 台北市立美術館(http://www.tfam.gov.tw/ ) 

4.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http://www.tam.gov.tw/) 

5.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http://www.ntsec.gov.tw/) 

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http://www.nmns.edu.tw/) 

7.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http://www.nmmba.gov.tw/) 

8. 台北市立動物園(http://www.zoo.gov.tw/) 

9. 台北植物園植物資料庫(http://tpbg.tfri.gov.tw/Default.aspx?tabid=56) 

10. 國立故宮博物院(http://www.npm.gov.tw/index.html) 

11. 國立台灣博物館(http://www.ntm.gov.tw/index.asp) 

12. 國立歷史博物館(http://www.nmh.gov.tw/nmh_web/index.cfm) 

13. 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http://www.nmp.gov.tw/) 

14. 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http://www.sshm.tpc.gov.tw/web/Home) 

15. 世界宗教博物館(http://www.mwr.org.tw/) 

16. 黃金博物館(http://www.gep.tpc.gov.tw/) 

17. 中央氣象局兒童網(http://www.cwb.gov.tw/V5/kids/swf/index.php) 

18. 行政院新聞局－台灣節慶(http://www.gio.gov.tw/info/festival_c/index_c.htm) 

19. 文建會－世界遺產知識網(http://wh.cca.gov.tw/kid/taiwan.asp) 

20. 文建會－認識台灣多元文化 台灣原住民族群介紹

(http://child.cca.gov.tw/children/gallery/illustrator/200609/index.htm) 

 其他好站 
1. 國語日報(http://www.mdnkids.com/) 

2. 公共電視台－原住民兒童網站(http://wawa.pts.org.tw/index.php) 

3. 中華少年成長文教基金會－科學小芽子(http://www.bud.org.tw/) 

4. 時報文教基金會－我愛河川(http://www.chinatimes.org.tw/river/index.html) 

5. 大河戀(http://contest.ks.edu.tw/~river/) 

6. 水精靈星球(http://www.kidswcis.itri.org.tw/index.htm) 

7. 數位典藏實驗室－蝴蝶生態面面觀(http://dlm.ncnu.edu.tw/butterfly/index1.htm ) 

8. 開拓文教基金會－台灣數鳥(http://tbc.yam.org.tw/) 

 參考來源 
使用網路資源和圖書館的資源一樣，必頇把參考來源記錄下來。首先，你必頇

先把網站的「作者（出版者）」、「網站名稱」、「網址」與「上網日期」找出來，然

後以下面的格式記錄下來尌可以囉！ 

作者(出版者)。網站名稱。<網址>(上網日期)。 

文建會。文建會世界遺產知識網。<http://wh.cca.gov.tw/kid/taiwan.asp>（上網

日期：2007 年 3 月 8 日）。 

 

http://www.tpml.edu.tw/
http://www.ncl.edu.tw/
http://www.tfam.gov.tw/
http://www.tam.gov.tw/
http://www.ntsec.gov.tw/
http://www.nmns.edu.tw/
http://www.nmmba.gov.tw/
http://www.zoo.gov.tw/
http://tpbg.tfri.gov.tw/Default.aspx?tabid=56
http://www.npm.gov.tw/index.html
http://www.ntm.gov.tw/index.asp
http://www.nmh.gov.tw/nmh_web/index.cfm
http://www.nmp.gov.tw/
http://www.sshm.tpc.gov.tw/web/Home
http://www.mwr.org.tw/
http://www.gep.tpc.gov.tw/
http://www.cwb.gov.tw/V5/kids/swf/index.php
http://www.gio.gov.tw/info/festival_c/index_c.htm
http://wh.cca.gov.tw/kid/taiwan.asp
http://child.cca.gov.tw/children/gallery/illustrator/200609/index.htm
http://www.mdnkids.com/
http://wawa.pts.org.tw/index.php
http://www.bud.org.tw/
http://www.chinatimes.org.tw/river/index.html
http://contest.ks.edu.tw/~river/
http://www.kidswcis.itri.org.tw/index.htm
http://dlm.ncnu.edu.tw/butterfly/index1.htm
http://tbc.yam.org.tw/
http://wh.cca.gov.tw/kid/taiwa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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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 

「好站～好讚！」學習活動單 

 
 

 請你查查看台語的「電火球仔」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查查看成語「五光十色」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孫燕姿今天在校園裡看到一隻淺褐色的蝴蝶，牠的特徵是翅膀上有格子狀的

花紋，請你查查看這隻可能是什麼蝴蝶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蔡依林想在台北市立圖書館借「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這本書，可是她

不知道在哪裡，請你幫她查查看這本書的索書號是什麼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五月天的阿信在參觀台北市立美術館時，很欣賞一個顏水龍的陶藝作品，可

是他忘記這個作品的名稱是什麼，你可以幫他查查看嗎？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想想看，利用今天上課所介紹的網站來找資料，與利用搜尋引擎找資料

有什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請你寫下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附件 22：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好站～好讚！」學習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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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 

「好站～好讚！」學習活動單 

 

 請你查查看台語的「火金姑」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查查看成語「三人成虎」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孫燕姿今天在校園裡看到一隻紫色的蝴蝶，牠的特徵是翅膀上有類似眼睛圖

案的花紋，請你查查看這隻可能是什麼蝴蝶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當代作家「小野」曾寫過許多膾炙人口的兒童文學小說。請你查查看「小野」

的本名是什麼？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黑面琵鷺是台灣瀕臨絕種的鳥類之ㄧ，每年的冬天，黑面琵鷺會成群到曾文

溪口的海埔新生地過冬。請問，黑面琵鷺的俗稱是什麼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想想看，利用今天上課所介紹的網站來找資料，與利用搜尋引擎找資料

有什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請你寫下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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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 

「好站～好讚！」學習活動單 

 

 請你查查看台語的「臭火焦」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查查看成語「不可一世」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孫燕姿今天在校園裡看到一隻藍色的蝴蝶，牠的特徵是翅膀的紋路很明顯，

請你查查看這隻可能是什麼蝴蝶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蔡依林錯過了 3月 4號的月全食，可是她又很想看看月全食這種特殊的天文

景象，你可以幫她查查看 2007年還有哪一天可以看到月全食嗎？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國王企鵝是近幾年才來到台北市立動物園的新寵兒，你知道一般飼養在動物

園裡的國王企鵝壽命是幾年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想想看，利用今天上課所介紹的網站來找資料，與利用搜尋引擎找資料

有什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請你寫下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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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網路資源篇（三） 

「好站～好讚！」學習活動單 

 

 請你查查看台語的「番仔火」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查查看成語「不言而喻」是什麼意思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孫燕姿今天在校園裡看到一隻綠色的蝴蝶，牠的特徵是翅膀上有很多條細

線，請你查查看這隻可能是什麼蝴蝶呢？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台灣在夏天時，常常受到颱風的侵襲。當颱風來襲時，氣象局總是會發布海

上颱風警報。請問，海上颱風警報是指颱風在幾個小時內會侵襲台灣？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在地球上，有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景觀，稱為世界遺產。例如：世界七大奇

景之一的萬里長城也屬於世界遺產的一種。請問，萬里長城是由誰所建立？ 

  答：                                                              。 

  我所利用的網站是：                                                。 

 請你想想看，利用今天上課所介紹的網站來找資料，與利用搜尋引擎找資料

有什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請你寫下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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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資料庫～酷！」學習活動設計表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學習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 資料庫～酷！ 教學日期 民國 96 年 03 月 16 日 

配合教材來源 

 

 

 

人數 32 人 時間 40 分鐘 設計者 黃文樺 

學生背景分析 
3. 學生有使用電腦與網際網路的基本資訊素養。 

4. 學生缺乏利用資料庫的經驗。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 

 

學 

 

目 

 

標 

一、認知層面 

1. 認識主題探索可用之資料庫。 

 

 

2. 理解資料庫的功能。 

 

 

 

 

二、情意層面 

1. 表現學習意願。 

 

2. 樂於利用資料庫進行主題探

索。 

 

 

三、技能層面 

1. 具備利用資料庫進行主題探

索之能力。 

 

一、 

1-1-1 學生能了解資料庫的意義、種類與重要

性。 

1-1-2 在主題探索過程中，學生能知道有哪些

資料庫可供使用。 

1-2-1 學生能了解資料庫所提供的檢索功能。 

1-2-2 學生能利用資料庫所提供的功能進行

主題探索。 

 

二、 

2-1-1 學習活動進行過程中，學生能與小組成

員共同參與。 

2-2-1 學生能體會資料庫的權威性。 

2-2-2 學生能利用資料庫進行主題探索，滿足

資訊需求。 

 

三、 

3-1-1 學生能運用關鍵詞與布林邏輯找出主

題所需之資訊。 

3-1-2 學生能運用各種檢索模式找出主題所

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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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壹、準備活動 

一、教師 

1. 準備講義、學習單。 

2. 準備準備教學簡報。 

 

貳、發展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事先告知學生課程後半段有「資料

庫～酷！」的活動，提高學生之學

習動機。 

 

二、引起舊經驗 

1. 請學生分享以往利用百科全書找

資料的經驗，讓學生體會資料庫猶

如一個大套的百科全書。 

2. 發放學習講義。 

 

三、教學活動 

1. 講解資料庫之定義。 

2. 說明資料庫的重要性。 

3. 說明有哪些種類的資料庫可供學

生使用。 

4. 示範如何使用資料庫（以遠流集團

－智慧藏學習科技公司之「大英百

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為例）。 

(1) 進入資料庫的路徑。 

(2) 使用資料庫的方式。 

 

參、總結活動 

1. 進行「資料庫～酷！」活動。 

(1) 講解遊戲規則。 

(2) 將學生分成八組（每組四人）

以利活動進行。 

(3) 將探索之主題列於學習單

中，以學習任務的方式呈現，

讓學生實際利用資料庫來進

 

 

 

 

 

 

 

2-1-1 

 

 

 

 

 

 

 

 

 

 

1-1-1 

1-1-2 

2-2-1 

 

1-2-1 

1-2-2 

2-2-2 

3-1-1 

3-1-2 

 

 

 

2-2-2 

3-1-1 

3-1-2 

 

 

 

 

 

 

 

 

 

 

 

 

 

經驗分

享 

 

 

 

講授法 

 

 

 

 

 

 

 

 

 

 

 

實作法 

合作學

習 

 

 

 

 

 

 

 

 

 

 

 

1' 

 

 

 

 

7' 

 

 

 

 

10' 

 

 

 

 

 

 

 

 

 

 

 

22' 

 

 

 

 

 

 

 

 

 

 

 

 

 

 

 

 

 

 

 

 

 

 

 

教學簡報 

講義 

 

 

 

 

 

 

 

 

 

 

學習活動

單 

 

 

 

 

 

 

 

 

 

 

 

 

 

 

 

 

 

 

 

 

 

 

1.學生能

說出何謂

資料庫。 

2.學生能

了解資料

庫的權威

性高。 

3.學生能

順利連上

資料庫。 

 

 

學生能利

用資料庫

來進行主

題探索完

成任務。 



 

 248 

教學活動 

活動過程說明 
相對應

之目標 
教學法 

時

間 
教學資源 評量 

行主題探索。 

(4) 每個組員的學習單題目不

同，讓學生透過合作學習的方

式來完成任務。 

2. 將學習心得紀錄於學習單上，由教

師回收學習單後，學生即可下課。 

 

 

 

 

 

 

 

 

 

學習活動

單 

 

 

 



 

 249 

附件 24：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資料庫～酷！」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 

「資料庫～酷！」教學講義 

 什麼是「資料庫」？ 
「資料庫」尌像一個知識的寶庫一樣，將許多的資料或知識分門別類，

以系統化的方式整理起來。當人們要查詢資料的時候，尌可以透過電腦來進

行查詢。「資料庫」和網路上的資料並不相同，「資料庫」通常是由有信譽的

公司或是專業的學者來建立，權威性比一般的網路資源更值得信賴唷！ 

資料庫又分為「光碟資料庫」與「電子資料庫」兩種，光碟資料庫必頇

有光碟才能進行查詢，使用上較不方便。因此，現在的資料庫都以電子資料

庫的形式為主。 

 如何進入電子資料庫？ 
電子資料庫必頇要付費才可以使用，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唷！一般

來說，只要在學校的電腦（電腦教室或是班上的電腦）都可以直接透過下面

的兩個方法連上「台北市教育局 96年電子資料庫入口網」： 

1. 輸入網址「http://db.cmgsh.tp.edu.tw/96」。 

2. 利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詞「臺北市 96年 電子資料庫」。 

連上「台北市教育局 96 年電子資料庫入口網」之後，點選網頁左邊的

「國小入口」，尌可以看到你們專用的電子資料庫了！只要選擇你想要進入

的資料庫，再點選「進入資料庫」，然後輸入學校代碼：「403606」，尌可

以開始查資料囉！ 

 如何使用電子資料庫？ 
電子資料庫的使用方法大同小異，以「大英百科全書電子資料庫」為例，

你可以利用以下六種方式來找資料： 

 關鍵詞檢索：輸入想要查詢的關鍵詞，配合「and」、「or」與「not」

共同使用，即可輕鬆找到想要的資訊。 
 主題瀏覽：百科全書裡的詞條都有各自的知識領域分類，你可以瀏覽

這些分類來找出相關詞條。 
 筆劃索引：依照每個中文詞條第一個中文字的筆劃來排序的索引。 
 外文索引：依照每個英文詞條第一個字母的順序來排序的索引。   
 世界地圖瀏覽：可以從世界地圖上，瀏覽全球各國的資料。 
 多媒體索引：包含很多的圖片，以主題的方式排序。 

 

http://db.cmgsh.tp.edu.tw/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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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資料庫～酷！」補充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 

「資料庫～酷！」補充講義－在家使用資料庫說明 

 先申請成為「台北市教育入口網」的會員 

 Step1：連上「台北市教育入口網（http://www.tp.edu.tw/）」，先選擇「加

入會員」。 
 

 

 

 

 

 Step2：可先大略閱讀「會員條款」，然後點選「同意」。 
 Step3：填寫個人資料，然後點選「確認」，即可等待會員身份確認。 

 開始使用資料庫 

 Step1：連上「96年電子資料庫入口網（http://db.cmgsh.tp.edu.tw/96/）」。 

 

 

 

 

    

 

 

 

 

 

 

 

 

 

 

 Step2：根據網站上的說明設定網路。 
 Step3：網路設定好之後，輸入你在「台北市教育入口網」的帳號與密

碼，即可開始使用資料庫唷！（在家使用資料庫學校代碼輸入：「1234」） 

點選「在家使用簡介」 開啟瀏覽器上的「工具」「網際網路選項」 

http://www.tp.edu.tw/
http://db.cmgsh.tp.edu.tw/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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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 

「資料庫～酷！」學習活動單 

 

 哈利波特是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小說之一。請問，哈利波特作者的全名是什

麼呢？ 

答案是                                                         。 

我所使用的關鍵詞是                                             。 

 迪士尼樂園是全世界兒童的夢想天地，1955年第一座迪士尼樂園在美國的

加州正式開始營運。請問，迪士尼公司的第二座迪士尼樂園是建在哪裡呢？ 

答案是                                                         。 

我所使用的關鍵詞是                                             。 

 1939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 1945年美國對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日

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宣告結束。請問，美國的兩顆原子彈

分別是投在日本的哪兩個地方？ 

答案是                                                         。 

我所使用的關鍵詞是                                             。 

 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電子資料庫」有什麼新的認識呢？請你寫下來。 

                                                                                 

                                                                                 

 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電子資料庫，與你以前利用網路來找資料的方

式有什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最後，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附件 26：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資料庫～酷！」學習活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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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資料庫篇（一） 

「資料庫～酷！」學習活動單 
 

 美國著名的自由女神像是坐落於紐約灣自由島上的巨大銅像，目的在於紀念美

法兩國人民的友誼。請問，自由女神像的高度為幾公尺呢？ 

    答案是                                                         。 

我所使用的關鍵詞是                                             。 

 由迪士尼所創立的迪士尼公司曾推出許多舉世聞名的卡通影片，「米老鼠」即

是迪士尼公司最著名的卡通人物。請問，迪士尼他的原名是什麼呢？ 

答案是                                                         。 

我所使用的關鍵詞是                                             。 

 1939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 1945年美國對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

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宣告結束。請問，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分別

是投在日本的哪兩個地方？ 

答案是                                                         。 

我所使用的關鍵詞是                                             。 

 上完這一堂課，你對於「資料庫」有什麼新的認識呢？請你寫下來。 

                                                                                 

                                                                                 

 請你想想看，今天上課所學的資料庫，與你以前利用網路來找資料的方式有什

麼不同呢？請你將不同的地方寫下來。 

                                                                                 

                                                                                  

                                                                                  

 最後，請你寫下上完這一堂課的感想或意見。 

                                                                                  

                                                                                  

 

 

         我是           小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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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主題報告「放眼天下」學習講義 

 圖書資訊利用學習活動－主題報告 

「 放眼天下－世界遺產巡禮 」 

 主題報告內容：（5 月 10、11日，以簡報方式報告！） 
1. 地點簡介：包含地理位置、特色介紹（自然風景、建築、人文、典故、

特殊民族、藝術…等）、世界遺產小檔案（列為世界遺產之時間、名稱與

類別）與其他相關資訊。 

2. 找資料的過程分享：將找資料的過程紀錄下來。 

3. 分工情形：詳細列出每位組員負責完成的工作。 

4. 心得分享：每位組員寫出自己完成報告之心得與感想。 

5. 參考來源：以正確的格式，將全部有利用到的參考資料記錄下來。 

 評分標準： 
教師部分（50％） 學生部份（50％） 

1. 資料內容 20％ 1. 簡報內容 25％ 
2. 查找過程 20％ 2. 簡報設計 25％ 
3. 參考來源 20％ 3. 整體評鑑 25％ 
4. 心得感想 10％ 4. 報告技巧 25％ 
5. 簡報設計 15％  
6. 報告技巧 15％ 

 資源總整理：（利用的資源越多，分數越高！） 
1. 圖書館方面（不限於學校圖書館，可利用台北市立圖書館各分館資料！） 

A. 圖書：600－中國史地；700－世界史地；900－美術。 

B. 期刊：國家地理雜誌…等。 

C. 百科全書：中華兒童百科全書、中國兒童大百科全書、帅獅少年

百科全書、世界地理百科…等。 

D. 地理資料：中外地名辭典、外國地名辭典、世界地圖集…等。 

2. 網路資源方面 

A. 可以利用的網站：世界遺產知識網

（http://wh.cca.gov.tw/kid/what.asp）、中華民國保護世界遺產協會

（http://www.what.org.tw/）、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各大旅遊網站...等。 

B. 搜尋引擎：Google（www.google.com/）、Yahoo（http://tw.yahoo.com/）

等。記得可以利用 and、or 與 not結合關鍵詞來找資料。也可以

用來找相關的圖片唷！ 

3. 線上資料庫方面（學校代碼：403606；在家使用代碼：1234。） 

A. 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B. 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http://wh.cca.gov.tw/kid/what.asp
http://www.what.org.tw/
http://zh.wikipedia.org/
http://www.google.com.tw/
http://tw.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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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放眼天下」主題報告學生互評表 

 

 報告組別：Love Angels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組別：地下錢莊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 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組別：Keroro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組別：地域巴洛古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 告 順 序 
1. Love Angels 

2. 地下錢莊 

3. Keroro 

4. 漫畫 

5. Happy 

6. PJEJ 

7. 兔子 

8. 地域巴洛古 

 報告組別：漫畫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組別：兔子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組別：PJEJ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 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組別：Happy 

 報告地點：_____________ 

 評分：（各 100分） 

 簡報設計：_________ 

 報告內容：_________ 

 報告技巧：_________ 

 整體評鑑：_________ 

 評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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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學生心得問卷調查表 

 

 

 

 

 

 

 

 

 

 

 

 

 

 

 

 

 

 

 

 

 

 

 

 

 

 

 

 

 

 

 

 

 

 

 

 

 

 

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學生心得問卷調查表 

                                                          
 0 分 5 分 

 

圖書館方陎，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比以前更了解圖書館內的空間配置。 □ □ □ □ □ 

2. 我比以前了解圖書館的分類法。 □ □ □ □ □ 

3. 我比以前了解書標上數字的意義。 □ □ □ □ □ 

4. 我比以前了解圖書的排序方式。 □ □ □ □ □ 

5. 我比以前更會使用參考工具書。 □ □ □ □ □ 

6. 我學會將所使用的參考來源紀錄下來。 □ □ □ □ □ 

7. 我比以前更認識學校的圖書館。 □ □ □ □ □ 

8. 我比以前更知道如何在圖書館找我所需要的資料。 □ □ □ □ □ 

9. 以後我會更喜歡冺用學校圖書館來查資料。 □ □ □ □ □ 

網路資源方陎，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使用搜尋引擎時會以關鍵詞來查詢。 □ □ □ □ □ 

2. 我會冺用布林邏輯結合關鍵詞來查詢。 □ □ □ □ □ 

3. 我會冺用網站地圖與站內檢索。 □ □ □ □ □ 

4. 我使用網路上的資料會先從網址冹斷網站的性質。 □ □ □ □ □ 

5. 我會冺用一些優良網站來查詢資料。 □ □ □ □ □ 

6. 我會將我所冺用的網址紀錄下來。 □ □ □ □ □ 

7. 我覺得我比以前更會冺用網路資源來查資料。 □ □ □ □ □ 

資料庫方陎，經過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認識了許多的資料庫。 □ □ □ □ □ 

2. 我學會如何使用資料庫。 □ □ □ □ □ 

3. 我開始喜歡冺用資料庫來查資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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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覺得上課的內容很有趣。 □ □ □ □ □ 

2. 讓我學習到了很多的新知識。 □ □ □ □ □ 

3. 在這次學習活動中，我對黃老師的教學感到滿意。 □ □ □ □ □ 

4. 我願意將課堂所學的技能運用在日常生活及學習上。 □ □ □ □ □ 

5. 我覺得學校可以多舉辦類似的學習活動。 □ □ □ □ □ 

6. 以後如果還有類似的學習活動，我願意參與。 □ □ □ □ □ 

 

1. 參與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我的感想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參與這次的圖書資訊冺用學習活動後，我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是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我想對黃老師說的悄悄話： 

 

 

 

 

 

 

 

 

 

 

五年四班 座號：     姓名：          

0 分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