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高中圖書館之定義、重要性與功能 

一、 高中圖書館之定義 

依據「高級中學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與「職業學校圖書館設立及營運

標準」之規定，高級中學圖書館由高級中學所設立，負責蒐集、整理及保

存圖書資訊，以全校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支援教學與學習，提供學

習資源，並實施圖書館利用教育之單位。(註1)

高中圖書館類屬於中小學圖書館，為學校圖書館之一環，隨著科技的

進步，多媒體的運用，在學校圖書館經營有成的歐美國家，也稱之為「學

校圖書館媒體中心（School library media center）」、「教學資料中心

（instructional material center）」、「教學資源中心（instructional resources 
center）」、「教學媒體中心（instructional media center）」、「學習資源中心

（learning resource center）」、「媒體中心（media cener）」、「多媒體中心

（multimedia center）」、「傳播中心（communications center）」、「圖書館資

源中心（library resource center）」、「學習中心（learning center）」、「視聽中

心（audiovisual center）」、「學校學習中心（school learning resource center）」、
「綜合圖書館（comprehensive library）」……等。 (註2) 

以上之名稱象徵著高中圖書館在支援教學服務上之深化，Silva 與

Turriff 認為「圖書館資源中心」有別於傳統圖書館之處，除了積極提供計

畫性圖書館使用支援外，更重要的是促進教學與學習的發展。(註3)亦即，

現代高中圖書館整經營應加強與教師之合作，主動而積極參與教學過程，

協助教師發展教學策略、執行、與評鑑課程、改進教學，以提升教育與學

習之效能。 

二、 高中圖書館的重要性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及國際圖書館協會聯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於 1999 年通過之

〈學校圖書館宣言〉(School Library Manifesto: The School Library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All)提及「學校圖書館須整合進學校教育過程之

中」。(註4)而加拿大學校圖書館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chool 
Libraries, CASL）於 2004 年通過之〈學校圖書館計畫指引〉（Guidelines for 
Effective School Library Programs）亦表明：「學校圖書館計畫應成為學校

教學計畫中的一部份，透過媒體專家與教師合作設計、實施、評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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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計畫發揮最大效能。……學校圖書館人員能花較多時間與教師、學生

互動，計畫之效能便能提升，進而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註5)。由此可知

學校圖書館在學校整體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是不可忽視的。 

美國一些研究便證明了學校圖書館所提供之服務品質對於學生的學

術成就有正向的影響。(註6) Lance 甚至透過研究發現，學校圖書館是較師

生比及生均經費更好的學生成就預測指標，由此可見學校圖書館對於學生

成就的影響力甚至大過學校的其他影響因素，學校圖書館建立教學合作關

係，如參與課程會議、為教師提供資訊素養課程、與校長討論、與教師合

作設計活動、與其他圖書館專業人員聯繫等，對於學生的表現皆有正向影

響(註7)。 

學校如果能具有優良圖書館及優質館員，其學生明顯有較好的基礎研

究能力，如較好的閱讀理解力及表達力、資訊蒐集能力、使用參考資源的

能力等等。(註8)而具有效能的學校圖書館透過教師及館員合作發展主題性

研究，引導學生使用圖書館以蒐集學校計畫所需的資訊及課外閱讀，並且

具備辨識能滿足資訊需求所需資源的能力等。(註9) D. Zweizig 等人亦發

現，當學校能藉由使用圖書館的資源（如圖書、CD、網路）以提供學生有

意義而豐富的學習活動，而不限於教室講課及課本習題，那麼學生也越能

具備深度探索主題的能力。 (註10)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高中圖書館之重要性在於，以館藏資料、館外

資源及資訊科技為後盾，積極建立與教師之間的良好教學合作關係，共同

設計合適的課程內容與活動，並為教師提供資訊素養課程，以增進教師教

學之專業知能，進而提升教學與學習之效果。 

三、 高中圖書館之任務與功能 

美國學校圖書館員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AASL）及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AECT）於 1988 所出版的《資訊之力量：學校圖書館媒體

計畫之指導方針》（Information Power: Guidelines for School Library Media 
Programs）指出，學校圖書館之任務在於確保師生成為有效率的資訊使用

者，並藉由以下方式達成任務：(註11) 

1. 提供知識與實務的幫助，能提供並檢索出各種形式的資料。 

2. 能激發學生閱讀、觀察及使用資訊的觀念，並提供指導以培養其力

行的能力。 

3. 與教師合作設計學習計畫，以符合學生的個別需求。 

英國圖書館協會（UK library Association）之高中圖書館指引強調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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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館與資訊服務之五大任務在於： (註12)  

1. 可支援學校文化與課程，並同時推展終身學習的學習資源中心。 

2. 學校教育與學習中，重要且不可忽視的一部份。 

3. 發展學校資訊技能的核心。 

4. 達成提供學生閱讀與獲取知識機會的傳統角色。 

5. 提供學生一個校園內可滿足休閒娛樂需求的場所。 

Trevillion 進一步指出學校圖書館在學校教育中的任務有： (註13) 

1. 更廣泛的參與學校計畫。 

2. 重視今日的教學發展，並熟悉各種教學大綱文件。 

3. 持續為學生提供與教師館員間的協同發展機會。 

4. 不斷協同發展可滿足學校課程需求的資源。 

5. 藉由提供有效的學習與教學、適當的在職教育以及有效的支援教

學，協助教師將資訊技能與資訊傳播科技整合進課程中。 

6. 提供特別的活動，以使學生持續發展批判性思考與獨立學習之能

力，進而促進他們的學習。 

7. 重視各個學生對於圖書館學習與教學環境之需求。 

8. 接受當前具挑戰性的教育改革，以及目前對於彈性、協同與整合的

需求，以促進校園社群的學習。 

我國學者林菁則認為學校圖書館的主要任務為：(註14) 

1. 主動提供教師各項支援教學的服務，提升教學品質。 

2. 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獨立研究和探索知識的知能，促使終身學習融

入每個人的生活中。 

我國〈臺北市資訊教育白皮書〉則強調學校圖書館之功能為：(註15) 

1. 提供課程諮詢的服務， 

2. 提供教材資料的服務， 

3. 提供教學的服務， 

4. 提供設計與製作的服務。 

故現代化的學校圖書館最重要的功能為： (註16) 

1. 提供課程諮詢的服務：媒體專家主動地參與學校課程的發展，與老

師一起設計合宜的教學活動、學習作業和評量方法，並整合教學資

源於教學活動中，以達到提昇教學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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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教材資料的服務：媒體專家向校內或校外多方徵集、選擇和購

置多元化的資源，以符合師生個別的需要。  

3. 提供教學的服務：媒體專家教導師生有關現代資訊科技的新知，推

廣檢索、利用和創造資源的知能，使師生成為資訊的識讀者。  

4. 提供設計與製作的服務：媒體專家協助師生設計、修改和製作所需

要的教學資源。 

5. 營造終身學習社群：結合學校與社區，營造終身學習社會的理念，

教學資源中心應提供給學校師生及社區人士每一個人成為終身學

習者的服務。 

第二節 支援教學之內涵與方法 

此節將探討支援教學之服務項目與服務層次，以及達成各項服務層次

之方式。 

一、 支援教學之內涵 

UNESCO 及 IFLA 於 2002 年所通過之《學校圖書館指導方針》（School 
Library Guidelines），提示了「人員」相關指引，其中學校圖書館館員與支

援教學相關之責任包括：(註17) 

1. 分析學校社群資源與資訊需求， 

2. 協助師生使用合適的資源， 

3. 參與與課程實施相關之活動規劃， 

4. 參與學習活動的準備、實施與評鑑， 

5. 推廣圖書館服務評鑑成為學校評鑑體系之一環， 

6. 建立與校外機構之合作關係。 

此外，教師與館員應建立合作關係，以達成下列之目標： 

1. 發展、指導及評鑑學生於課程中之學習， 

2. 發展並評鑑學生的資訊技能與資訊知識， 

3. 發展課程計畫， 

4. 準備與提出特別的計畫以延伸學習環境， 

5. 準備與提出閱讀計畫與文化活動， 

6. 將資訊科技融入課程之中， 

7. 使家長瞭解學校圖書館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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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校圖書館員學會及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於 1998 年所共同出版

的《資訊之力量：為學習而建立夥伴關係》（Information Power: Building 
Partnerships for Learning）中，於「學習與教學」之中，提及學校圖書在媒

體中心於支援教學上可行的相關做法：(註18) 

1. 與其他教職員合作以分析個別學生的學習需求，特別是關於資訊

素養課程。 

2. 維持具新穎性的專業館藏以支援跨課程之優質教學。 

3. 評估、徵集、提供並推廣資訊資源以滿足所有學習者的學習需求。 

4. 建立支援適合各種能力、背景、需求及學習型態使用者的多元型

式及內容館藏。 

5. 建議並協助學校社群評估及徵集以學校為主的資訊資源。 

6. 建立並保持與地區社群的聯繫，推展與外部資訊資源的關係，以

取得有助於滿足學習需求的資訊資源與服務，達到支援教學之目

的。 

7. 參與電子網絡與資源分析系統，以擴展圖書館媒體中心取得全球

資訊的能力。 

8. 創造、應用及評鑑各形式資源以滿足個人學習需求，並評估學生

學習成果。 

9. 以單獨及與教職員合作的方式，設計並實施反映最新研究與實踐

的教學與學習活動。 

10. 與教師及相關人員合作，利用學習設計原則創造、實施、評估與

革新以資訊為主的學習活動。 

11. 推展學習與教學科技的有效使用。 

12. 示範有效的使用圖書、視訊、電影、多媒體及其他資訊創意呈現

方式，以做為娛樂以及資訊的來源。 

13. 指引並協助學習社群使用學習及教學的新媒體與科技，並評估、

選擇合適的資訊及教學資源。 

Emanuael T. Prostano 與 Joyce S. Prostano 提出教學資源中心系統圖，

其中，教學資源中心為教師所提供之服務包括：(註19) 

1. 諮詢服務：特定專科、資訊導向之服務，聚焦於教師為增進教學活動

與專業發展的需求，在做法上，包括協助教師檢索並使用資訊、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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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以及提供專業服務，而在諮詢內容的層面上，若尚未有正式及在

職訓練計畫，則課程發展與改進、教材設計與製作，與在職訓練活動為

諮詢服務的一部份。 

2. 課程發展與改進：課程發展層面：應在課程發展過程中提供原則，

包括(1)教學方法、(2)學生活動、(3)資源；2. 應用層面：學校發展

應用媒體而非傳統教科書的教學方法需倚重 LMC, 與教師互動應

為 LMC 首要之工作，此外，如指導學生專題、參與會議、觀察課

程成效，或合作指導等，而設計與製作媒體也應包含在計畫之中。 

3. 在職訓練：在職訓練則提升教師於教學過程中使用媒體與設備的

能力，並引導學生使用圖書館媒體中心，為教師提供相關在職訓

練可爭取教師對於 LMC 提供教學方法、資源、學生活動等潛力的

認同。 

4. 媒體設計與製作：對於校內具效能、具創意的課程計畫實現有重

要意義。 

林美和於民國 85 年，根據國內外學者對教學資源中心支援服務的見

解，歸納建議未來建構教學資源中心所應提供支援教學服務的內涵，應該

包括下列類別：(註20) 

1. 提供軟硬體諮詢服務：教學資源中心的軟、硬體基本服務，有選

購、分編、流通、典藏及維修等最基本服務仍需繼續進行。其內

容應包括預約選購、檢查維修與媒體諮詢服務等項目。 

2. 協助視聽資料製作：依據教師教學需求，提供相關視聽資料教材，

定期更新教材內容，保持資料的新穎性與時效性，公佈中心服務

項目的資訊。 

3. 建置教學設計參考方案：提供查詢服務以利教師正式教學，協助

教師規劃安排教學資源，蒐集相關課程網站或教材資料庫，以提

昇教師專業知能，亦是中心應具備的服務內涵。 

4. 協助教師運用媒體教學：促進教師在教法、教材與科技的運用上

精益求精，服務內容包括教學技巧或教學法的改進、熟悉教學媒

體設備、新進教師訓練以及教學成效評量等內涵。 

5. 支援遠距教學：提供活動設計、教學策略規劃、教材發展及資訊

文化推廣等內涵。 

6. 訂定教學評量示範：依學校狀況以適當方式進行教師教學評量，

並集合校內教育專業人力和資源，協助教學資源中心做教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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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評鑑、諮詢等工作，以提昇教學品質。教學資源中心亦應訂

定教學資源評鑑標準，以評鑑教學資源使用及提供的情形。 

7. 規劃教學環境資源：新世紀教育設施規劃，應重視教學中心的學

校空間，其建構思想以學習的、研究的、資源的和彈性的為核心

概念，並應從教學中心的意象、教學空間的規劃、研究空間的設

置、學習資源的提供和教學情境的佈置著手。 

8. 提昇資訊素養訓練：教學資源中心是培養資訊素養的重要途徑之

一，服務內容應包括瞭解教學資源中心所提供的資源，與資訊社

會的檢索方式，以確認所需的資訊、找出搜尋策略、評估資訊的

內容、適當的應用資訊於學術研究或工作上，符合 Big Six Skill 的
要求。 

林孟真則強調，為配合多元化社會的需求，教學資源中心要採用各種

新媒體和新技術。其中，與支援教學相關之永續經營要項包括﹕(註21) 

1. 支援教學，並整合各科教學。  
2. 協助教師研究，以充實教學內容。  
3. 建置看不見牆壁的學校，規劃多元化媒體的教室。  
4. 規劃個別差異的學習單元，安排隨機教學的課程方案。  

鄭宏宣於民 93 年探討高中圖書館支援法治教學之原則，著重於深度

合作之支援教學服務的探討，分為「課程前」、「課程中」及「課程後」三

部份探討。(註22) 

1. 課程前：與教師進行教學設計與討論，決定教學單元，並核對圖

書館可提供學生使用之資源。實際做法包括：掌握學習者特質、

進行課程內容討論、決定課程進行方式、界定主題與範圍、檢視

與其他學科的關聯性、編寫教材與講義。 

2. 課程中：教師充份合作，培養學生法治知識與圖書館利用技能。

實際做法為：妥善規劃時間、精熟並運用各種教材教法、統整學

生需求、依需要調整教學活動、教學呈現。 

3. 課程後：提供自學服務並提供追蹤與輔導。實際內容為：評鑑、

反省教學、追蹤。 

陳海泓將高中圖書館服務內涵依據館員角色分為「教學諮詢者」、「教

學夥伴」、「圖書館經營者」、「教師」及「資訊專家」，其中與支援教學相

關者包括：(註23) 

1. 協助教師指派學生作業的型態，尤其是涵蓋各種類型媒體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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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教師將資訊技能統整在課程中。 

3. 根據館內觀察以及和學生互動所得的回饋，協助教師評鑑和調整

學習活動。 

4. 身為學科、學年及地區課程發展委員，並且參與課程設計和評鑑

方案。 

5. 協助教師發展單元目標，建構看、聽、讀和批判技能。 

6. 分析學習者的特質，協助教師在教學單元中使用媒體。 

7. 與教師合作設計真實的學習作業。 

8. 與教師合作，分析學生的學習需求。 

9. 定期與教師合作發展融入資訊素養技能的課程內容。 

10. 提升教師和行政人員的資訊素養技能。 

11. 與教師合作設計最能反映現行研究和切合實際的教學活動。 

12. 定期和教師設計教學活動。 

13. 與教師合作評鑑學生的作業。 

14. 善盡圖書館空間、設備、資源和服務的最佳管理。 

15. 通知教師有關圖書館的資源、活動和服務。 

16. 提供符合教師特質的深層知識，依個人需求提供適當的資料。 

17. 辨識和評鑑各科教師的資訊需求，提供適當的專業發展機會。 

18. 由參考諮詢及服務，幫助教師辨識適當的資源。 

19. 輔導及協助教師評鑑和選擇適當的資訊和教學資源。 

曾筱雯分析學校教學資源中心支援教學的服務可分為「軟硬體設

備」、「教學發展」及「服務社群」三大方面，在「軟硬體設備」方面，包

括軟硬體流通、媒體諮詢服務、教學環境規劃安排、特殊功能教室環境需

求調查等；「教學發展」之服務包括協助教師發展課程教材、設計教學、

支援遠距學習，及教學評鑑；「服務社群」方面則包括教師專業成長服務、

培養資訊素養，及營造終身學習社群。(註24) 

綜上所述，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服務，以配合教學需求和有效提升教

學效能為主要考量，其內涵由協助教學活動可因應資訊科技快速變遷，使

相關之教學資源、設備可順利運作，主動提供符合教學需求的個人服務，

以至於參與課程設計，並提升學生終身學習能力。而支援教學服務的各式

層次將於下一部份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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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援教學之層次 

Cleaver 與 Taylor 將課程覺察檢核表（Curriculum Awareness Checklist）
中的支援教學服務項目，依主動與被動的服務分類。被動服務包括：(註25) 

1. 協助前來圖書館媒體中心的學生寫作業， 

2. 研讀學校的課程指引， 

3. 保存教師教材購買清單的記錄， 

4. 留意師生借閱的資源種類， 

5. 評閱校內所使用的教科書。 

主動服務為： 

1. 與教師對話， 

2. 與教師分享主題相關的新資源， 

3. 參與課程委員會議， 

4. 掌握學校委員會的會議資訊， 

5. 發展資訊技能課程， 

6. 建立訪談機制， 

7. 舉辦在職研討會， 

8. 進行班訪並觀察上課情形。 

而 Loertscher 更將支援教學依服務的互動程度分為十個發展層次類

別。隨著層級之增加，學校圖書館與教師產生越多的互動，提供越深入的

教學支援服務： (註26) 

第一層 未涉入（No involvement）：學校圖書館館員未參與且教師也未

要求提供與教學有關之工作與服務。 

第二層 建設順暢運作的資訊基礎（Smoothly operating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學校圖書館館員負責設備、資料、網路及資訊

資源的建置及維護。 

第三層 個人參考服務協助（Individual reference assistance）：學校圖書

館館員扮演資訊系統與使用者之間的橋樑，運用資訊資源相關

知識，直接為使用者提供資訊，也幫助使用者培養資訊使用之

能力。 

第四層 自然互動與聚會（Spontaneous interaction and gathering）：學校

圖書館館員依教師需求提供服務，如教材、專家資源、上網、

製作、研究專案、遊戲或其他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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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層 粗略規畫（Cursory planning）：學校圖書館館員非正式而簡單

的與師生規畫圖書館資源中心的設備或網路，並藉由對資源的

了解取得師生信賴。 

第六層 計畫性蒐集（Planned gathering）：學校圖書館館員在課堂專題

前，依師生需求進行數位資源的徵集與使用。 

第七層 推廣及延伸服務（Evangelistic outreach / advocacy）：學校圖書

館館員透過推廣、培養、激勵、獎勵、推薦等方式（如在職訓

練），協調行政人員、教師及學生，以推廣圖書館媒體計畫之

理念。 

第八層  四項計畫要素的實施（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ur major 
programmatic elements of the LMC program）：學校圖書館館員

由圖書館媒體計畫中的協同教學、閱讀素養、以科技增進學

習、資訊素養等四項要素，達到提升學術成就的目標。 

第九層 完善的圖書館資源中心計畫（The mature LMC program）：圖

書館媒體計畫可滿足每位學生與教師的需求，四項計畫要素徹

底實施，並發揮最大功效。 

第十層 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學校圖書館館員與教師

共同設計舉組織學校或學區中之課程。對於資源、科技、現有

館藏及教學策略的知識使學校圖書館館員在課程改革時成為

重要的一員。 

Montiel-Overall 則將 Loertscher 之層次類別發展成四個教師與館員的

協同合作模式（Teacher and Librarian Collaboration ,TLC）：(註27) 

1. 協調（Coordination）：教師與學校圖書館館員透過組織、管理及有

序化事件、活動、功能，目的在於使事情順利進行、資源有效利

用。在此模式中，教師與館員少有教學目標上的溝通。 

2. 合作（Cooperation）：教師與學校圖書館館員為促進學生之學習，

依據各自的教學目標與專長，在課程單元之中負責各自的任務，

但系列性的圖書館課程或學科課程於此合作模式中仍不需考慮，

而教師與館員也可獨自進行課程思考、計畫、教學或評鑑。 

3. 整合教學（Integrated Instruction）：教師與館員於會議中有了正式

的互動，一起思考、設計與改善課程，並整合教師學科專長與館

員圖書館課程專長，透過創新的教學活動改善學生對於教學的理

解，而系列性教學也是此模式的一大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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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課程（Integrated Curriculum）：教師與館員在校長的召集下或

參與課程發展委員會（curriculum planning committees）定期開會，

透過共同合作思考、設計、執行與評鑑課程，以整合資訊素養與

學科課程內容。在此模式之中，教師與館員的教學地位平等，而

校長在教師與館員的協同氛圍扮演重要角色，並提供此模式所需

的時間、專業發展與經費資源。 

以上各種支援教學層次架構皆依據學校圖書館與教師間的互動程度

分類，圖書館由資訊與設備的設置、服務的提供以至於參與學校、學區的

課程發展。本研究將 Loertscher 與 Montiel-Overall 之支援教學層次內涵對

照整理，提出所採用之服務階層架構，將其整理如表 2-1。  

表 2-1 各支援教學服務之相關階層模式 

Loertscher階層 Montiel-Overall  本研究 

層次1. 無涉入 -- -- 

層次2. 操作資訊基礎建設 模式A：協調 協調 

層次3. 個人參考服務   

層次4. 自然互動及資訊蒐集   

層次5. 粗略計畫 模式B：合作 合作 

層次6. 計畫性蒐集   

層次7. 推廣及延伸服務   

層次8. 四項計畫要素的實施 模式C：整合教學  協同 

層次9. 成熟的圖書館資源中心計畫 模式D：整合課程  

層次10. 課程發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本研究所採用之支援教學「協調」、「合作」、「協同」三個層次歸納，

可將前部份各學會與學者所提出之支援教學內涵整理如表 2-2。 

表 2-2 高中圖書館各層次支援教學服務一覽表 

層次 服務項目 

協調  規劃教學環境資源。 

 善盡圖書館空間、設備、資源的最佳管理。 

 擴展圖書館媒體中心取得全球資訊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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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高中圖書館各層次支援教學服務一覽表 

層次 服務項目 

協調  建置看不見牆壁的學校，規劃多元化媒體的教室。 

 提供有關教學科技發展之資訊及諮詢。 

 透過個人參考服務，幫助師生辨識、使用適當的教學與學習資源。

 提供軟硬體諮詢服務，協助設備使用。 

 提供符合教師特質的深層知識，依個人需求提供適當的資料。 

合作  主動發掘教學、學習需求，以蒐集、製作所需教材。 

 主動蒐集各項資料，以供教師教學使用。 

 調整現在教學資源以符合教學或學習需求。 

 建議並協助學校社群評估及徵集以學校為主的資訊資源。 

 建立並保持與地區社群的聯繫，以取得有助於滿足學習需求的外

部資源與服務。 

 建立支援適合各種能力、背景、需求及學習型態使用者的多元型

式及內容館藏。 

 維持具新穎性的專業館藏以支援跨課程之優質教學。 

 將資訊科技融入課程之中。 

 為教師提供新教學科技與新媒體之相關資訊。 

 向教師推展學習與教學科技的有效使用方式。 

 示範有效的使用圖書、視訊、電影、多媒體及其他資訊創意呈現

方式。 

 協助教師運用媒體教學與設計所需教材。 

 提供在職訓練，提升教師和行政人員的資訊素養技能。 

 辨識和評鑑各科教師的資訊需求，提供適當的專業發展機會。 

 教導學生運用資源的技巧。 

 指引並協助學習社群使用學習及教學的新媒體與科技，並評估、

選擇合適的資訊及教學資源。 

 使家長瞭解學校圖書館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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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高中圖書館各層次支援教學服務一覽表 

層次 服務項目 

協同  與教師合作分析個別學生的學習需求。 

 與教師及相關人員合作，利用學習設計原則創造、實施、評估與

革新以資訊為主的學習活動。 

 協助教師編寫教案或建置教學設計參考方案。 

 協助教師指派學生作業的型態，並與教師合作評鑑學生的作業。

 指導及評鑑學生於課程中之學習。 

 協助教師評鑑和調整教學活動。 

 定期與教師合作發展融入資訊素養技能的課程內容。 

 準備與提出特別的計畫以延伸學習環境。 

 準備與提出閱讀計畫與文化活動。 

 發展並評鑑學生的資訊技能與資訊知識。 

 協助教師進行學術研究，以充實教學內容。 

 參與課程發展會議，共同規劃、執行及評估教學課程計劃。 

 整合各科教學。 
 促使媒體計劃成為學校整體教育計劃之發展重點。 

 推廣圖書館服務評鑑成為學校評鑑體系之一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 提升支援教學層次之方式 

教學資源中心與傳統圖書館最重要的差異即在於，主動參與學校課程

的設計與改進，與教師共同設計適切的教學活動，並整合教學資源於教學

活動中。然而，無論是 Loertscher 之高度互動層次，Turner 及 Riedling 之

深度涉入層次或是 Montiel-Overall 定義裡的協同關係皆非一蹴可及，高中

圖書館館員必須積極尋求合作機會，一步步取得教師及學校高層的信任。

茲將協調、合作與協同三大類層之相關做法與所需之風氣整理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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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支援教學層次之相關做法與所需氛圍 

層次 做法 氛圍 

協調

（Coordination） 

♦ 瞭解誰應在何時做什麼 

♦ 提供資源：課程相關館藏、教學工具、設

備選擇與維護、館舍 

♦ 對目標的共識  

合作（Cooperation） ♦ 瞭解一同工作之雙方益處 

♦ 清楚角色定義 

♦ 評估並增進積極的個人特質與溝通技巧：

角色自信與信賴 

♦ 先與具創造力之教師合作 

♦ 維持成員間頻繁的諮詢及知識分享活動 

♦ 運用會議技巧 

♦ 宣傳 

♦ 對目標的共識 

♦ 彼此信賴與尊重

♦ 分享 

♦ 互信 

♦ 平等 

♦ 互惠 

協同

（Collaboration） 

♦ 增進教學諮詢能力與協同技巧 

♦ 增進積極的個人特質：角色自信與信賴 

♦ 衡量館員能力及師生需求以選擇深度涉入

的教學步驟 

♦ 教師與館員間關係平等，而最後決策權應

在教師 

♦ 選擇具彈性、開放與教學熱忱的創始團隊

♦ 整合專業人力，使知識技能互補而多元 

♦ 充份溝通：時間限制、開會頻率、角色責

任澄清、目標、經費、益處 

♦ 為教師提供在職進修機會 

♦ 口碑宣傳 

♦ 創造成功故事 

♦ 對目標的共識 

♦ 彼此信賴與尊重

♦ 分享 

♦ 平等 

♦ 互惠 

♦ 互信 

♦ 歸屬感  

♦ 開放性溝通 

♦ 迫切感與義務 

♦ 專家認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Montiel-Overall, P.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 and Librarian Collaboration (TLC).” School Libraries 
Worldwide, 11:2 (Jul 2005), 39. 和 Philip M. Turner, & Ann 
Marlow Riedling, Helping Teachers Teach: A School Library 
Media Specialist’s Role, 3rd ed. (Westport, Conn. : Libraries 
Unlimited, 2003), 47-60。 

此外，UNESCO 及 IFLA 於 2002 年所通過之《學校圖書館指導方針》

「計畫與活動」之相關標準中提及圖書館須積極與教師之課程產生關聯，

向教師強調圖書館具備以下之能力：(註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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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教師提供可增進其主題知識或教學方法之資源， 

2. 提供不同評鑑與評估策略之資源， 

3. 成為規劃課程任務之工作夥伴， 

4. 藉由提供給特殊需求者的特別服務，協助教師處理不同的上課情

況， 

5. 圖書館透過館際互借及資訊網絡而成為通往地球村之大門。 

許多學者亦提出使學校圖書館成功進行協同教學之相關策略： (註29) 

 提供資訊科技的設備， 

 舉辦讀書會， 

 教導資訊技能， 

 表達資訊素養及課程內容相關目標之聯結， 

 分享團隊協同合作之相關資源， 

 成為課程目標設定之專家， 

 傳播教學與學習策略之相關概念， 

 參與課程設計， 

 在圖書館媒體計畫發展中尋求教師之協助， 

 對於使用者期望與使用時間保留彈性， 

 持續性推展服務， 

 將課程議題納入圖書館資源中心目標之中， 

 將圖書館資源中心納入學校評鑑程序之中。 

  

四、 教學諮詢相關模式 

(一) Turner & Riedling 之模式 

Turner 及 Riedling 依八個教學設計步驟，做為學校圖書館進行教學諮

詢服務時可與教師討論之項目：（如圖 2-1）。 (註30) 

1. 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決定教授之課程內容。 

2. 學生分析（Learner Analysis）：包括選擇貼切的學習者特徵，以及

診斷每位學生特質的優勢。 

3. 課程目標（Instructional Objectives）：包括創造詳細目標聲明，並將

它們轉譯為主要的課程目標、辨識被授權的目標及入門技巧、依學

習類別將目標歸類，並將目標排進教學階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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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成就評量（Assessment of Student Performance）：重點可包含學

生應學到的知識與能力、可接受的成就範圍、確保專業判斷、成就

回饋方式。 

5. 策略與行動發展（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Development）：決定用以

輔助學習之策略，及課程中學生所參與的活動。 

6. 教材選擇（Materials Selection）：包括選擇適當的教材形式、選擇

合適的主題教材、參考書評、教材閱覽、評估教材對學生之效能。

教材選擇為學校圖書館支援教學的最佳機會，因為對於教師來說，

學校圖書館在傳統上便具有此項角色，而對圖書館人員來說此項工

作亦是較為得心應手的。 

7. 實施（Implementation）：在教學之中需管理的項目包括資訊管理（又

分為：教材追蹤、學生成就追蹤）、實體環境管理、教學事件管理

（又分為：教學順序、學習激勵、應用工具的用）。 

8. 評鑑（Evaluation）：包括教學目標的評鑑結果、態度測驗結果、與

學生對話的結果、主題專家的評語、中立觀察者的評語。 

 

 

 

 

 

 

 

 

 

 

圖 2-1 課程設計模式 

資料來源：Philip M. Turner, & Ann Marlow Riedling, Helping Teachers Teach: 
A School Library Media Specialist’s Role, 3rd ed. (Westport, 
Conn. : Libraries Unlimited, 2003), 18。 

 

需求評估 

學生分析 課程目標 

學生成就評量 

教材選擇 策略與行動

發展 

實施 

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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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 及 Riedling 將各個教學設計步驟，依教師及學校圖書館媒體專

家的合作關係分為四個層次：(註31)  

1. 無涉入（No Involvement）：學校圖書館媒體專家未幫助特定教師以

提高教學效能，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教師無此要求，或是媒體專家能

力、意願上無法配合。 

2. 初始程度（The Initial Level）：教師與媒體專家之間有少量或沒有

互動，而學校圖書館媒體專家選擇並管理支援教師從事教學活動的

教材、器材、場地設備。 

3. 中等程度（The Moderate Level）：媒體專家與教師之間有較多的非

正式互動，並且互動只限於某一段期間，通常此層級的互動關係所

包含的教學諮詢設計步驟是有限的，而教師在此階段中可能產生一

些知識、經驗及價值觀的改變，此為他們接受媒體專家建議的結果。 

4. 深度涉入（The In-Depth Level）：媒體專家與一位或多位教師之間

有正式的課程設計諮詢互動，並涉及所有課程設計之步驟，此層次

互動關係之目的在於使一位或多位教師增加未來執行這些步驟之

能力，因此，此階段之服務內涵可能包括成為課程團隊的一員，或

提供教師之在職訓練。 

Turner 及 Riedling 系統化的探討教學諮詢服務之內涵，提出各個教學

設計流程中，館員與教師各合作層次之諮詢方式，整理如表 2-4。(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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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Turner及Riedling教學諮詢模式服務內涵一覽表 

 初始程度 中等程度 深度涉入 

需

求

評

估 

1. 提供教師增進課程需

求評估效能的資源。 

♦ 幫助計算及轉譯目標及

需求排序的電腦程式 

♦ 課程設計小組所需的討

論會議室 

2. 徵集關於課程需求評

估程序相關的館藏。 

♦ 全國性或區域性規定的

教材內容 

♦ 各式教科書 

♦ 成就測驗規範 

♦ 課程指引 

♦ 標準課程目標聲明 

♦ 取樣工具 

♦ 資訊素養範圍 

♦ 需求分析之調查結果 

1. 取得其他學校的課程

目標、課本及其他教

材。 

2. 協助集思廣異的目

標、決定程序的排序或

管理取樣工具。 

3. 在課程會議中成為按

優先順序處理需求的

促進者。 

4. 提供教材費用及取用

的資訊等。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需求評估概念 

♦ 小規模程序的呈現 

♦ 完全涉入程序中的一個

步驟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介紹需求評估過程 

♦ 全程參與目標設定、目

標排序、目標達成程度

設定、需求列表 

♦ 於課程設計中考量資訊

素養需求評估，及相對

應的配合方式。 

 

學

生

分

析 

1. 協助教師取得並管理

學習者分析指引及手

冊。 

2. 維護關於學生分析概

念的相關館藏，以供教

師、管理者及家長使

用。 

3. 為教師更新快速發展

學生分析概念的主題

館藏及文獻。 

1. 熟悉學習型態及特殊

學生分析過程，把握非

正式協助的機會。 

2. 公佈學生分析服務的

相關資訊。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介紹學生分析的整理建

構或聚焦於特定的程序

♦ 請教師先做一份自己的

學習分析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同時扮演教育者及促進

者的角色 

♦ 發揮領導力，結合同一

位學生的各科教師組成

團隊以完成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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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Turner及Riedling教學諮詢模式服務內涵一覽表 

 初始程度 中等程度 深度涉入 

課

程

目

標 

蒐集並提供課程目標相關

館藏的取用。 

1. 宣導教學目標為課程

設計過程中的一部份。

2. 協助教師書寫教學目

標、建立課程大綱、建

立課程的順序。 

3. 協助教師將學習類型

及層級上將課程目標

分類。 

4. 將課程目標應用於設

計資訊素養課程。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創造課程目標、辨識學

習層級及設計課程大綱

♦ 慎選課程科技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將目的（goals）轉換成

課程目標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 參與學習類型及層級的

辨識、課程大綱的設計

以及教學主題的規畫 

學

生

學

習

成

果

評

量 

1. 建立學習成果評量的

相關專業館藏、文獻。 

2. 組織相關討論團體，以

每位成員閱讀報告一

篇文章的方式進行。 

3. 訂閱個人學習檔案

（portfolios）相關電

子報。 

4. 聯絡使用個人學習檔

案的學校，借一些樣本

給有興趣的教師參考。 

5. 提供學生建立學習成

果所需的素材，方式亦

包括館際互借或文獻

傳遞。 

1. 提供教師選擇各種評

量的方式。 

2. 協助教師指派學生適

當型態的作業。 

3. 教導學生各種媒體素

材呈現的方法及技

巧，如文字處理過程、

多媒體製作、口頭呈現

技巧等等。 

4. 協助學生準備、排演呈

現學習成果。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提供可靠學習成果評量

策略給教師 

♦ 成為學習成果評量專

家，並實施在職講習、

計畫具備各式素材的工

作坊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幫助教師設計學習成果

評量策略 

♦ 評鑑學生作品，特別是

學生於圖書館所完成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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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Turner及Riedling教學諮詢模式服務內涵一覽表 

 初始程度 中等程度 深度涉入 

策

略

與

行

動

發

展 

1. 提供學習資料、設備，

以及相關的專業館藏。 

2. 營造維護學生寫作業

所需之環境空間、器

材、與館藏。  

3. 提供學生圖書館相關

設備之利用指導。 

1. 幫助教師選擇特定學

習特徵合適的策略與

活動。 

2. 幫助教師設計特定學

習成果目標的策略與

活動。 

3. 幫助教師設計融入資

訊素養技能的課程內

容。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介紹符合各學習者特徵

的學習活動概念 

♦ 展示各類教學活動相關

的新資料與研究等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全程參與課程策略與活

動的過程 

教

材

選

擇 

1. 處理、儲存並流通課程

相關資料。 

2. 取得學校內外有助於

滿足學習需求的資訊

資源與服務。 

3. 藉由與教師、學生、課

程目標之間少量的溝

通而選擇館藏。 

4. 為教師設立課程概況

簡介區。 

5. 提供具備適當器材及

供應品的成品區。 

6. 徵集解釋教材選擇程

序的資料、資訊來源如

資源清單及書評索引

等。 

1. 協助教師選擇教材類

型。 

2. 協助教師找到資料所

在地。 

3. 協助教師取得可預選

的資料。 

4. 協助教師評鑑資料。 

5. 製作課程教材，或指導

教師製作教材。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各類型教材功能的展示

♦ 特徵教材的展示 

♦ 介紹校內或行政區內媒

體中心可得的工具 

♦ 取得教材的政策及程序

介紹 

♦ 評鑑特定學習型態及層

級所適用的課程教材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取得有效的課程教材 

♦ 改善教師在教材選擇上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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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Turner及Riedling教學諮詢模式服務內涵一覽表 

 初始程度 中等程度 深度涉入 

實

施 

1. 提供學生個人或團體

的指導，以及維護教師

及學生可查閱的設備

說明指引。 

2. 取得並維護電腦軟體

以協助教師管理課程

如：遠距教學平台。 

3. 徵集課程實施之專業

館藏。 

1. 依要求執行實施步驟

相關的設備管理。 

2. 依要求提供教師關於

教學策略的建議。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新設備的操作方式、設

備的進階使用技巧 

♦ 因應個別學習層次可使

用的教學活動技巧 

♦ 對於課程活動不足之處

的補救方法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與教師共同實施教學活

動 

♦ 與教師協同教學，對學

生授課 

評

鑑 

1. 提供關於評鑑的各式

資源，包括設備及資

料。 

2. 建立用以判斷學生學

習態度的指引檔。 

1. 幫助教師診斷課程的

問題。 

2. 評鑑線上課程的成果。

1. 設計並實施在職訓練。

♦ 於教師使用數位教學評

台時介紹平台所支援的

評鑑功能 

2. 參與課程設計團隊。 

♦ 強調評鑑及修正過程的

重要性 

♦ 將評鑑重點放於課程本

身 

♦ 推廣圖書館評鑑納入學

校評鑑中 

資料來源：本研究彙整自 Philip M. Turner, & Ann Marlow Riedling, Helping 
Teachers Teach: A School Library Media Specialist’s Role, 3rd ed. 
(Westport, Conn. : Libraries Unlimited, 2003), 8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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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leaver & Taylor 之 TIE 模式 

Cleaver 與 Taylor 為教學諮詢服務提出 TIE（Talking, Involving, 
Evaluating）模式（如圖 2-3 所示），為深度涉入之教學諮詢提出更詳盡之

進行流程，以「對話」、「涉入」及「評估」組成圖書館媒體專家與教師合

作發展課程的架構，為深度支援教學的目標實踐提出一個具體的實施方法

及步驟。（註33）如圖 2-2 所示。 

 

 

 

 

 

 

 

 

 

 

 

 
 
 

圖 2-2  TIE 模式 

資料來源：Betty P. Cleaver, & William D. Taylor, The Instructional Consultant 
Role of the School Library Media Specialist. (Chicago: ALA, 
c1989), 31. 

1. 對話 

(1) 選擇合作的教師：選擇之考量因素可包括：A. 適合融入資訊素養、

資源，與提升教學策略之學科；B. 教學聲望高之教師，以確保教師

具備精進教學方式的企圖心，以及對於新教學策略的開放度；並且

聲望高之教師對於其他教師也具有影響力，可透過他們推展服務的

口碑。 

TIE

對話（Talking） 

前往教室拜訪教師 

A. 選擇合作的教師 

B. 討論合作的目的 

C. 設定時間與地點 

D. 選擇單元 

E. 決定教師教學單元所

用的資源與策略，並

辨識合作的部份 

F. 描述下次拜訪前預期

達到的目標 
 

涉入（Involving）

與教師在圖書館

媒體中心合作 

A. 辨識單元可用的資

訊資源 

B. 檢視並分析資訊資

源 

C. 在圖書館媒體中心

與教師開會 

評估（Evaluating）

提供回饋機制 

A. 評鑑資訊資源與教

學策略效能 

B. 評鑑合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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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討論合作的目的：向教師傳達建立合作關係之理由，可讓教師相信

此項服務是值得他們花時間參與的。 

(3) 設定時間與地點：明確的設下教師與館員討論之時間，以提升合作

之計畫確實進行的機會，而在討論地點的選擇上，應以教師感到自

在的場地（如教師辦公室）為優先考量。 

(4) 選擇單元：在與教師進行合作討論時，可先為教師介紹 TIE 模式(如
圖 2-3)，以建立合作時的共識，並讓教師瞭解此合作為有系統的進

行。而可合作之教學單元包括以下幾種類型： 

♦ 老套而沈悶的單元（Ho-Hum Unit）、 

♦ 教材不足的單元（Undernourished Unit）、 

♦ 學生實作單元（Student Involvement Unit）、 

♦ 因新事件而受命教授的單元（Manddated Unit）、 

♦ 需更新的延伸單元（Expanded Unit）、 

♦ 新單元（New Unit）。 

(5) 決定教師教學單元所用的資源與策略，並辨識合作的部份：高中圖

書館員可以直接、間接的交談方式釐清教師對於以下問題之看法： 

♦ 教師偏好的教學策略、 

♦ 教師過去於此單元所使用的資源、 

♦ 教師偏好的學生活動、 

♦ 課堂作業、 

♦ 單元主題與副主題的辨識、 

♦ 單元教學目標、 

♦ 單元中可加入資訊素養課程之部份、 

♦ 其他：進行教學的分組團體大小、於圖書館媒體中心進行教

學之時間。 

(6) 描述下次拜訪前預期達到的目標：向教師複述、確認圖書館於此單

元所能提供之支援，並依目標達成時間預約下次討論之時間。 

2. 涉入 

(1) 辨識單元可用的資訊資源 

A. 檢視圖書館媒體中心館藏：列出討論結果的大綱，並排定蒐集符

合教師需求資源之時程。 



 30

B. 使用資訊資源檢核表以蒐集下列資源之主題相關資訊： 

♦ 學校圖書館媒體中心館藏與資源、 

♦ 校內班級館藏、 

♦ 其他教授此主題之教師意見與經驗、 

♦ 地區性館藏、線上系統與書目資料庫、 

♦ 其他學校圖書館媒體專家、 

♦ 公共圖書館與複合圖書館聯盟、 

♦ 社區、州與聯邦機構、 

♦ 費用低的教材、 

♦ 選擇工具與評估媒體、 

♦ 出版社與作者目錄、 

♦ 電子資料庫。 

(2) 評估並分析資訊資源 

A. 於討論前先依教學單元副主題分類與組織資源。 

B. 分析資源之下列特性： 

♦ 權威性、使用目的、範圍、組織、正確性、新穎性等、 

♦ 資源適用的學生團體大小、 

♦ 是否適合單獨使用、 

♦ 是否能支援課程、輔助呈現、引導討論、促進獨立學習、 

♦ 是否需要特殊的實體環境安排、 

♦ 是否能符合教師已知的課程目標、 

♦ 如何與資訊教育相連結。 

(3) 在圖書館媒體中心與教師開會 

A. 向教師說明資料蒐集過程、資料來源，以及分類組織的方式。 

B. 與教師共同檢視資源，及使用之前討論之結果做為討論的指引、

釐清與增加需求之依據。 

C. 發展符合學生特質的資源與策略計畫：引導教師選擇合適的資

源，以及討論資源使用的時機，如用於作業或課堂呈現、用於某

學習特徵之學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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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鑑 

(1) 評鑑資訊資源與教學策略效能 

A. 討論觀察與評估的指標，以使教師瞭解評鑑重點在於師生、教材

資源與教學策略之互動情形，而不在教師本身。 

B. 觀察策略與資源於教室與圖書館媒體中心的使用情形。評鑑與觀

察之焦點可以是： 

♦ 資訊資源引起學生興趣的程度， 

♦ 資源對於學生成長程度與能力的合適性， 

♦ 資源與教學策略增進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效能， 

♦ 資源如何迎合教師所偏好的教學方法， 

♦ 資訊素養課程於課程單元中的整合性。 

(2) 評鑑合作成效 

A. 與教師討論彼此於教室及圖書館媒體中心的觀察結果。 

B. 擬定未來的合作計畫：依據對於合作關係之評鑑進一步擬定未來

的合作方向，而合作關係之評鑑可包括： 

♦ 教師與館員在合作計畫之中學習到的事物， 

♦ 彼此溝通管道的效能是否有所增進？ 

♦ 此合作經驗是否促進彼此的專業成長？ 

♦ 學生成長品質是否值得彼此在時間與心血上的額外付出。 

 

第三節 我國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發展情形 

據民國 95 年的統計，我國高中圖書館共有 474 所，其中，臺北市有

68 所高中圖書館。(註34)而高中圖書館與教育政策之相關規定，以及資訊

傳播科技之發展，構成了臺北市高中圖書館發展的條件，進而影響了目前

支援教學服務的重點，以及教師對於服務的期望，與館方的自我期許方向。 

因此，本節將探討我國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之相關規定、教育政策與

資訊傳播科技為支援教學服務所提供的機會、目前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之

創新做法，以及教師與高中圖書館對於支援教學內涵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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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相關規定 

我國前臺灣省政府教育廳於民國 88 年修訂公布〈高級中學圖書館工作

手冊〉，其中第一章便提示學校圖書館應以「教學資源中心」的角色自我

期許。(註35)民 92 年、93 年，我國教育部分別公布施行〈高級中學圖書館

設立及營運基準〉與〈職業學校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總則中皆明訂

高中圖書館「以全校教職員生為主要服務對象，支援教學與學習」，並於

「推廣及利用教育」中，分別提及進行方式可為「支援其他學科及單元教

學，實施協同教學」與「適切支援課程或單元課程」。 (註36)這些高中圖

書館之政策皆顯示出支援教學的使命。 

除了高中圖書館方面的政策之外，高中教育的政策決定圖書館的組

織、人員編制與經費，以及各種發展方針與服務方式等等。就臺北市而言，

教育局為呼應教育改革及資訊化社會需求，並達成資訊教育的目標，於民

國 87 年 6 月訂定了〈臺北市資訊教育白皮書〉。其中訂有學校圖書館「豐

富教學內容」、「強化教師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各領域之教學能力」、「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的能力」，及「統合社教機構資源與充分運用社區資源」等相

關規定；並於行政支援中提及「各校應設置資訊教育推動小組，由校長召

集各單位主管、圖書館主任、資訊組長及系統管理師等組成，供學校資訊

教育推動決策、資訊分配、培訓計畫等之政策訂定」。(註37)由此可看出臺

北市政府在資訊教育中，已將高中圖書館納入考量，肯定其支援教學之角

色。 

〈臺北市資訊教育白皮書〉亦充實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時所需之資

源，於轉型為教學資源中心之政策之中，對圖書館之設備、館藏、人力及

經費等層面皆有所補強：(註38) 

1. 設備：充實學校圖書館之資訊設備，電腦檢索區、多個小型研討

區、線上資料庫查詢區、各類光碟播放區、隨選視訊系統…等；

並建議將建置教師教材製作室設置於圖書館內，以結合圖書及其

他多媒體資源，多媒體製作系統，包含多媒體電腦、掃描器、數

位相機、印表機、數位攝影機、影像補捉卡等，另提供一套視訊

製作系統。 

2. 館藏：編列經費提供各校用於採購教學相關之線上資料庫，以供

教師教學使用；並強化市立圖書館之角色與功能，以支援教師與

學生之學習與資訊之取得。 

3. 人力：配置一位具圖書資訊專業的學習指導老師，以不增加員額

方式，由學校教師員額內調配。 

4. 經費：提供資訊設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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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目前臺北市高中教育政策來看，資訊教育為圖書館在提供支

援教學服務時的一個切入機會。 

二、 我國高中圖書館之發展背景 

杜修文於民 89 年曾綜合分析影響國外學校圖書館轉變的兩大因素為

「教學方式的改變」，與「教學科技、資訊科技的發展」；而我國高中圖書

館發展則隨「政策導向的高中教育」調整。(註39)周倩如於民 93 年之研究

中，將美國學校圖書館轉型為圖書館媒體中心之主要關鍵因素歸納為「教

育改革」與「電腦科技」之進步。(註40)加拿大〈學校圖書館計畫指引〉

中則提及，學校圖書館在各級政府政策、專業標準、教育目標及課程需求

的情境脈絡之中發展。(註41)事實上，我國高中圖書館發展除了之前所探

討之相關政策之外，亦受「教育改革」與「資訊傳播科技」等背景的影響，

以下將探析高中圖書館的支援教學服務如何呼應教育改革以及資訊傳播

科技的需求，及其所提供的機會。 

（一）教育改革 

朱則剛認為我國教育改革之兩大方向為改進學校教育、促進終身學

習。學校教育的基本目標，由傳統注重知識傳授的填鴨式教學方向，轉而

注重學習態度與學習能力培養的方向，在教學方法上，則傾向於朝多元化

學習、開放學習的方向發展。為導向如此的學校教學模式，完善的學校圖

書館體系是必需的，並且學校圖書館需要充實館藏，建立良好的服務，以

發揮其支援教學的功能。(註42) 

而在終身學習上，楊國賜更認為學校圖書館應成為學習資源中心，與

學校教育結合，提供師生在教學所需的資源與服務，參與教學活動與教材

設計，以使學生具備蒐集、分析、整理資訊的終身學習能力。(註43) 

此外，教育改革所需之人力素質的提升、各國教育措施、教育改革動

向、教育改革研究資訊之獲取等，亦可透過圖書館豐富的書籍、報刊、雜

誌、影音視聽資訊等館藏，以及全方位之知識服務，獲得普遍的滿足。(註
44) 

綜言之，我國教育改革需要學校圖書館支援之層面包括：1. 為師生提

供多元化的教材資源；2. 為師生開設資訊素養課程，以增進終身學習能

力；3. 為教師提供新穎的教育資訊。 

教育改革的種種需求影響了圖書館的角色定位、功能、服務內涵及與

教學間的互動，更為學校圖書館提供了一個新的契機，圖書館若能充份掌

握教育改革的時機與脈動，具體規劃圖書館與教學間的合作關係，便能推

動圖書館事業的發展。(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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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傳播科技蓬勃發展 

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 ICT）包

括用以儲存、檢索、處理、傳輸、取得電子化資訊之技術(註46)，諸如電

腦、網路、電信、行動電話、無線傳播、電腦條碼掃描器、全球定位系統

（GPS）……等皆為資訊傳播科技。(註47) 

1. 資訊傳播科技對於教育之影響 

由於資訊傳播科技之發展，逐漸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亦產生了新的

教學方式。「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議題關心教師將資訊科技整合於教學

活動的前、中、後各階段；換言之，教師在(1)教學的準備、教學活動的進

行；(2)教學內容的呈現、學生學習場域的改變；(3)學習方式的調整、評量

方式的多元化；及(4)教學結果的分析等，皆妥善運用資訊科技、網路、媒

體，並透過資訊科技的特色，讓學生能有效的學習，建構自己的知識體系，

進而提昇教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成果。 (註48)而數位學習

(e-Learning)即是一種利用資訊傳播科技以加強學習的教學方式。(註49)  

資訊與傳播科技促進了知識社會的建構。(註50)知識社會則強調以資

源及科技為基礎的獨立與整合學習，在此情形下，教師與教學團隊必須取

得廣泛的課程資訊，其需求包括：(註51) 

(1) 課程計畫與實施策略的廣泛知識， 

(2) 取用與課程相關的新穎資訊， 

(3) 取用來自學校、區域、全國及全球的資訊資源及服務， 

(4) 共同設計、教學及評鑑整合了資源與資訊傳播科技的課程計畫， 

(5) 發展相關技能與知識的專業發展機會， 

(6) 促進學生學習成果與素養的專業資訊來源。 

此外，由於學生在網路中之學習仍需引導，因此，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最重要的事情即在於，提昇老師的資訊基本素養，以在網路上搜集教學相

關素材，學習教學設計方法，並在班級課後能引導學生學習。(註52)王健

華亦認為，教學方法與環境之改革能否成功的主要關鍵因素之一即在於，

教師利用媒體教學的意願與使用新媒體(電腦多媒體)實施多元化教學的能

力。(註53) 

因此，由於資訊傳播科技對於教育所造成的衝擊，使學校開始強調使

用電腦與網路科技之資訊素養、數位學習、協同教學等新的教學知能與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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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傳播科技對於高中圖書館之影響 

高中圖書館主要在配合學校教育的進行，而目前教育的發展受資訊傳

播科技的影響至深。周倩如認為，影響學校圖書館的資訊科技包含三個層

面：(註54) 

(1) 媒體科技的應用，使學校圖書館增加了許多設備，而館藏則朝向

多元化與媒體化發展； 

(2) 圖書館自動化提供師生線上公用目錄的查詢，圖書館館員也因此

提供資訊素養教育，服務型態由提供藏書的閱覽場所轉變為學習

資源中心，館際合作也由複印、互借形式轉變為學習資源網路的

建立； 

(3) 網際網路快速發展使圖書館重視資訊取用，並與電腦教室有了新

的分工合作關係。 

此外，學校圖書館在人力、經費上的受限，往往影響服務的發展，而

資訊傳播科技為學校圖書館提供了與其他單位合作的契機，透過合作可取

得更多的教學資訊，藉由合作可使服務更具效能。 

3. 高中圖書館相關因應做法 

劉春銀認為，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研究活動的角色包括：(註55) 

(1) 培育E世代教師：使教師成為具有資訊素養的養成教育者，將學校

形成學習組織；利用教學與學習的轉化過程，融匯形成學習社會。 

(2) 管理教學人力資源：各學科教師之專長與興趣（人才檔）、各學

科課程教學資源（課內與課外補充教材）、電子（數位化）教學

資源皆為高中圖書館可建置、蒐集的資源。 

(3) 建置入口網站：與整合書目查詢介面、學習加油站、學科教學資

源網站、網路資源等相鏈結。 

黃文棟則認為，學校圖書館於網路時代中所應發揮的角色包括：(註56) 

(1) 建立教學知識庫： 

A. 規劃全校教學知識庫 

B. 協助各科教師建置學科教學知識庫 

C. 協調校際知識庫共享 

(2) 推廣教學知識庫： 

A. 宣導知識庫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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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訓練師生知識庫運用知能 

林珊如所提出之實務做法建議，可做為高中圖書館支援教學時之參

考：(註57) 

(1) 透過激勵，讓優良教師樂於分享其教學實務經驗與教學資源 

(2) 提升教師與學生的資訊素養，將知識管理落實在基礎教學中 

(3) 鼓勵老師間發展協同教學的意願與合作的方法 

 

綜言之，資訊科技對於學校教育產生影響，而高中圖書館面臨此變革

時，應善用、提供並推廣資訊科技及產品，具體而言，高中圖書館順應資

訊潮流與應用科技的做法包括： 

1. 應用資訊傳播科技提供資訊服務：如發佈電子郵件、新書通告、電

子期刊或電子報，以告知教師圖書館所提供之服務、活動與資源，

亦可進行專題選粹（SDI）、期刊目次服務（TOC Alert），以及教

師資訊需求調查等。 

2. 建置資訊傳播科技所提供之平台：如建置數位教學平台、教學知識

庫、入口網站等，以提供學科教師之專長與興趣人才檔、各學科課

程教學資源。成為教師分享、取用與交流教學經驗、教材之空間，

以及進行教學之管道。 

3. 使教師具備應用資訊傳播科技的知能：為教師開設面對面或線上講

習課程，協助教師建置多媒體教材，及使用知識庫、資料庫，以提

升教師備課、製作教材之效能。 

三、 我國高中圖書館應用資訊傳播科技以支援教學之情形 

國內有許多利用資訊傳播科技進行支援教學服務之例子，如：電子書

包、學習加油站、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線上資料庫、數位學習平台等，

部份為線上教材資源庫，部份為數位學習平台。就各種科技產品之國內應

用情形舉例說明如下。 

1. 臺北市線上資料庫 

「臺北市 95 年度線上資料庫」由臺北市教育局採購，供臺北市各級

中小學師生以及教師研習中心無限次數使用，並允許引用資料庫之內容於

教學用途。各資料庫另透過臺北市教育入口網認證機制，提供全市高中職

學生、各校教職員及教育局人員在家上線使用。其預期效益為：(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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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校師生可透過網際網路進行即時、互動的教學活動。 
 協助教師製作教材講義。 
 提供師生線上閱讀、查詢、檢索、下載及列印資料。 
 建立啟發式、互動式的學習環境。 

2. 學習加油站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是一個屬於全國中小學教師、學生的教與學共

享資源網站，其宗旨為「整合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提供全國師生共

享教學資源；及教學與學習經驗交流園地，達資源流通、縮小城鄉差距的

目的。」藉由更方便、好用的系統功能，提供師生更佳的課程結構、更多

元的資源、更方便的查詢方式、經驗交流園地等參考資源與服務，以協助

資訊科技融入各領域、學科教學之實施。負責建置學習加油站之高中如表

2-5。(註59) 

表 2-5 學習加油站高中學科教材建置學校一覽表 

科目 學校 

國文 高雄市立瑞祥高中、台中縣明道高中 

英文 臺北市立大同高中 

數學 台南二中 

藝術生活 台中市文華高中、臺北市立中正高中 

物理 新竹高中、台中二中 

化學 三重高中 

生物 台中縣明道高中 

地球科學 臺北市立明倫高中、羅東高中 

地理 高雄市立高雄高中 

電腦 高雄市立高雄高中、私立建台高中 

音樂 台南女中 

美術 竹山高中、臺北市中正高中 

家政 羅東高中 

生活科技 台中二中 

軍訓 台中一中 

歷史 台中縣大明中學、高雄市立瑞祥高中 

三民主義 私立建台高中 

資料來源：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edu.tw/new/subject_select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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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北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 

臺北市設立「臺北市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積極推動資訊教育之發

展，快速製作多媒體教材供各校教師教學使用，並提供教學之諮詢服務，

以利資訊科技融入各領域教學方案之推動。其服務項目包括：(註60) 

 研發多媒體教學資源，供臺北市中小學教師教學參考使用。 
 辦理學校行政主管暨系統管理師之資訊應用研習及研討，推展資

訊教育。 
 提供網路諮詢服務，解答學校推動資訊科技融入各領域教學之各

項疑難問題。 

4. K12 數位學校 

為了配合教育部資訊融入學科教學的政策推動，高雄市教育局與國立

中山大學為幼稚園到高中的教師和學生學習網站「K12 數位學校」(註61)，
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其具體做法為：(1)持續開設教師網路進修課程，提

供教師網路學習經驗；(2)鼓勵開設學生網路學習課程，真正落實資訊融入

教學；(3)積極開設家長成長進修課程，營造親子共同學習環境。(註62) 

在實施成效上，截至 91 年 1 月為止，在 K12 數位學校所開設的課程

計有 60 門課，註冊的學員人數為 8,364 人，並且學員分布遍及高雄、屏東、

台東、花蓮、宜蘭、台北、桃園、新竹、苗栗、台中、彰化、雲林、嘉義、

台南等縣市。此外，透過研究發現，只要提供教師進修之機會，我國教師

皆具有專業再成長的強烈需求，參與度極為熱烈。(註63) 

 

圖 2-3  K12 數位學校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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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K12 數位學校課程列表 

 

5. 臺北益教網  

臺北市教育局體認到知識管理與終身學習的重要性，於是著手建置

「臺北益教網」。透過提供此一教師交流知識的平臺，整合散置在臺北市

教育領域的知識和人力資源，使教育領域的知識管理做得更完備，進而便

於教師便捷精準地搜尋到所需的教學資料，和獲得更多良師益友的專業諮

詢與深度匯談，以協助教師進行終身學習。(註64)綜言之，「臺北益教網」

(圖 2-5)提供每一位教師有一個「供」與「取」的資訊平臺(圖 2-6)。(註65)  

 

圖 2-5  臺北益教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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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臺北益教網學程分類列表 

6. 電子書包 

臺北市立某高中的電子書包實驗計畫，整合「學習工具」、「網路教

學資源」、「學生學習活動」、「教師教學」等內容，提供個人化網路學

習教材，以帶給學生自主性、互動式、多元化的學習，並能儲存學生之學

習歷程，以提高學習效果。 

在邱玉菁的研究中，即以此高中電子書包實驗計畫為題，並以英文教

師為研究對象歸納整理出此教師運用數位學習的方式包括教科書內容及

延伸活動，前者以多媒體教科書為主，並配合遊戲引導學生背單字，而後

者則應用視訊會議軟體，讓學生與外國師生遠距同步交談，並配合交談主

題，製作多媒體簡報以豐富交談內容，此外也進行線上英語聽力測驗。(註
66) 

7. 數位教學平台 

(1)高中數學重補修學習平台 

華江高中利用遠距教學平台來建置課程，以提供重補修學生可以自學

的環境，以解決高中數學科暑期要重補修的學生人數眾多，但能配合上課

的師資的不足現象，另一方面也減少學生上下學的交通時間與社會成本，

此計畫先結合社區師資編製各種適性課程及教材，建立數學多媒體教學資

源中心。此計畫之特色為：(註67) 

♦ 課程區域合作：強化各學校間之合作關係，達成課程資源共享，以建

構學生適性發展的學習環境。 

♦ 資源整合：包含師資交流、學校網路平台開放、編製各種適性課程及

教材、建立數學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並利用學校社區化研習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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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教學媒體製作、遠距教學平台軟體使用等教師研習，以利教師透

過資訊媒體的使用，便利教材內容編撰，並強化資訊融入教學。  

 

圖 2-7  高中數學重補修平台 

(2)南港高級中學 E 學院 

南港高中於 94 學年度建置線上學習平台，提供教師將教學計畫與教

學內容上傳之平台，方便教師教材資源之統整與存取。並提供學生專屬個

人區、個人學習歷程記錄，以使教師與學生了解學生個人學習狀況，而討

論區的建置，則提供老師及學生交換意見或提問之空間。此外，並提供家

長瞭解教師教學內容，與學生學習情形之管道。(註68) 

四、 高中圖書館從業人員與教師對於支援教學之看法 

羅承文民國 85 年之研究，根據 Loertscher 十一個支援教學層次，檢視

我國公立高級職業學校視聽教育單位支援教學現況與負責人理想之執行

層次，以低類層工作獲得較高之執行率與工作意願，但第十一類層「身為

學校教育計畫小組成員，共同規畫學校教育發展計畫」及「促使媒體計畫

成為學校整體教育計畫之發展重點」皆有較高的執行率與工作意願；而在

實際執行率與工作意願間的落差上，以低類層工作的落差較小，高類層工

作雖普遍有中上的意願，但實際執行率偏低，特別是關於學生學習支援項

目之落差最大。(註69) 

黃瑞秋於民 90 年進行的研究中發現，在臺北市高中圖書館負責人對

支援教學的認知中，最重視的為「提供各科教學相關資訊」，最不受重視

者則為「協助課程發展改革」。(註70) 

黃添輝於民 91 年進行的公立高職製圖科教師對教學資源中心服務的

需求與現況滿意度研究，發現教師認為對於任教學校圖書館所提供之服務

皆有極高之需求，按需求度排序為：1. 教學相關軟硬體，2. 培養資訊素

養，3. 教學環境安排，4. 視聽資料製作，5. 教師發展，6. 教學支援，7. 教
學評量，8. 教學設計，並且八項服務滿意度及需求程度皆有顯著差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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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到的需求大過於對實際服務的滿意度。(註71) 

楊萬賀於93年之研究結果發現，臺北市公立高級中學教師認為教學資

源中心的功能最主要為「協助教師研究，充實教學內容」，以及「支援整

合各科教學資源」，而在實際的服務項目上，則應「告知何處取得教學資

源」，應努力的方向以「製作並提供資訊媒體教材」、「協同電腦多媒體教

學」為最。(註72)  

陳海泓於民 93 年之調查研究中發現，高中圖書館主任在教學諮詢者、

教學伙伴等角色上，所認知到之重要性與實際服務情形皆達顯著性差異，

即理想中之服務重要性較實際服務情形高出很多。 

綜合上述之研究，可發現我國至民 93 年止，高中圖書館負責人之理

想及高中教師之需求，皆高過於支援教學服務之現況，因此，我國高中圖

書館所提供之支援教學服務尚有進步空間。此外，在臺北市高中圖書館負

責人與教師的認知中，圖書館最重要之支援教學服務為提供並整合教學資

訊及教材資源，關於國外學校圖書館媒體專家所提供之「合作設計課程服

務」與「協助課程發展改革」方面，似乎理想與需求皆較其他服務來得少。 

此外，亦有少數研究顯示，臺北市教師對於圖書館之支援教學相關服

務，具有合作意願以及發揮專業知能之舞台。盧竺玫於民94年中等學校圖

書館建置英語E-Learning情境之調查研究中發現，大多數英語教師有意願

協助學校圖書館建置英語e-Learning情境。(註73)葉永標則於民國91年之研

究中辨識出教師為學校圖書館推展知識管理工作的最佳推手；學校圖書館

可運用利用教育、輔導活動課程及相關自主學習的機會，或透過專題討論

的方式來進行知識分享和互動式的學習，及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協助教

師進行研究教案及教具之製作，並請教師對圖書館提供相關建言，及針對

圖書館相關軟硬體設施提供意見等。(註74)因此，學校圖書館可建立與教

師之合作關係，透過教師推展支援教學服務。 

第四節 支援教學所需之專業知能 

優秀而充足的高中圖書館人力資源，可提升支援教學服務的品質，學

校圖書館人力的相關專業資格，是為了確保其具備相當程度之專業能力，

而足以勝任支援教學之使命。UNESCO及IFLA制訂之〈學校圖書館宣言〉

指示：「學校圖書館館員需具備專業知能與資格，並持續進修，以瞭解資

源、圖書館與資訊管理，以及教學之相關知識，並勝任規劃與教導師生掌

握資訊技能之任務」。(註75) 

《資訊之力量：學校圖書館媒體計畫之指導方針》提及媒體專家所應

具備之知能包括：(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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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書館與資訊科學 

♦ 圖書館媒體中心組織、經營與管理； 
♦ 紙本、非書資料與硬體館藏之發展； 
♦ 資訊技術、系統管理與資訊政策； 
♦ 網路發展與管理； 
♦ 兒童及成人教學、休閒用途之各式館藏； 
♦ 兒童及成人的圖書館資訊活動計畫與服務； 
♦ 特殊族群之資訊需求與圖書館服務； 
♦ 研究及研究方法。 

2. 教育 

♦ 教學與學習理論； 
♦ 學習心理與兒童、青年、成人發展； 
♦ 課程發展； 
♦ 特殊族群學習需求； 
♦ 哲學與社會基礎； 
♦ 應用於教育實務、教育媒體使用及圖書館服務之研究。 

3. 傳播學理論 

♦ 人際溝通； 
♦ 各式媒體承載的資訊，如：大眾傳播媒體； 
♦ 應用於圖書館媒體計畫之研究。 

4. 技術 

♦ 傳播系覺與服務； 
♦ 電腦系統與服務； 
♦ 教學設計； 
♦ 媒體的基礎、進階製作與使用； 
♦ 軟、硬體系統的管理； 
♦ 支援使用適當媒體的設備設計。 

除了以上之能力外，《資訊之力量：學校圖書館媒體計畫之指導方針》

提出圖書館媒體專家必須瞭解並展現：(註77) 

♦ 專業於社會所扮演角色的廣泛瞭解； 

♦ 倫理道德行為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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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的領導力； 

♦ 為學校社群所有成員提供服務的承諾； 

♦ 有效的問題解決、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 繼續學習與個人成長的保證； 

♦ 支持第一次美國憲法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與圖書館權利法案（ the Library Bill of 
Rights）中所提供的智識及學術自由； 

♦ 積極參與地方性、地區性、州與全國性的專業學會。 

美國國家專業教學標準局（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亦為學校圖書館媒體專家制定了「三到十八歲學生之

教師的圖書館媒體標準」（Library Media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Students 
Ages 3-18），在此標準中提到了10項媒體專家所應具備的能力：(註78) 

圖書館媒體專家所具備的知識，包括： 

1. 圖書館媒體專家瞭解學生的學習習慣與成長發展。 

2. 圖書館媒體專家瞭解生動學習環境中教與學的原理。 

3. 圖書館媒體專家瞭解創造有效整合性圖書館媒體計畫所需的圖書

資訊學原則。 

圖書館媒體專家所從事的工作，包括： 

4. 整合教育：圖書館媒體專家將資訊素養整合進學習的合作、計畫、

施行及評估中。 

5. 領導革新：圖書館媒體專家引進科技及革新在教學上的利用，並

提供公平而有效的取用。 

6. 管理圖書館媒體計畫：圖書館媒體專家設計、發展、實施、管理

並評鑑圖書館媒體計畫，以確保學生及教職員能有效的運用思想

及資訊。 

圖書館媒體專家發展自我專業的方式，包括： 

7. 反思：圖書館媒體專家反省自身及媒體計畫的表現，以增進工作

效能。 

8. 專業成長：圖書館媒體專家塑造終身學習及自我專業性的承諾。 

9. 道德、平等且多元：圖書館媒體專家維護倡導資訊倫理、平等及

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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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領導、提倡、合作：圖書館媒體專家提倡圖書館媒體計畫，並連

結媒體計畫、學校課程、教育趨勢及更為廣泛的學習社群。 

美國青少年圖書館服務學會（The 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 YALSA)於2003年新修訂之〈青少年值得最好的：服務青少年

之館員之專業知能〉（Young Adults Deserve the Best: Competencies for 
Librarians Serving Youth）中，提示了圖書館員在服務12-18歲之青少年時，

所應具備的知能包括：(註79) 

1. 領導與專業能力(Leadership and Professionalism)， 

2. 顧客族群知識 (Knowledge of Client Group)， 

3. 溝通能力（Communication）， 

4. 行政能力（Administration）， 

5. 資料相關知識（Knowledge of Materials）， 

6. 資訊取用能力（Access to Information）， 

7. 服務能力（Services）。 

Silva與Turriff認為高中圖書館館員須具備之知能包括：(註80) 

1. 圖書館專業能力：辨別資訊需求、資源徵集、資訊提供與管理； 

2. 課程發展：設計、實施與評估課程； 

3. 資訊科技：利用資訊科技使資訊更容易被取得； 

4. 管理能力：計畫、管理經費與評鑑經營成效，以確保經費與課程

需求密切相關。 

陳素娥認為圖書館館員在電子化圖書館所扮演的專業角色，由傳統單

一角色轉變為包括資訊專家、資訊管理者、學科專家、資訊顧問、資訊提

供者、系統專家等多樣化的角色。(註81) 

黃瑞秋認為，為扮演好學校圖書館館員的各種角色，以充分發揮教學

資源中心的功能，館員必須具備選擇、利用、設計、發展、製作及管理各

種教學資源的知識。具體而言，數位時代的學校圖書館員應具備的知識與

技能包括：(註82) 

1. 基本的圖書館學與資訊科學：包括圖書館自動化、資訊儲存與檢

索、電腦通訊網路的架構等、資訊系統連結等。 

2. 學科背景及語文能力：具學科背景及語文能力對不同學科及不同

國別資料的理解與分析均較得心應手，主題關鍵字的掌握及編寫

的能力也需逐漸加強，另外在提供讀者服務上也較具說服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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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處理的技術和應用：包括網路的管理與應用、電腦專業技能、

線上檢索知能及資料庫的檢索策略使用能力，為不熟悉資料檢索

的讀者提供服務，解決特殊問題。  

(1) 網路的管理與應用：網路為資訊流通的橋樑，扮演資訊中介角

色的圖書館員應該瞭解網路之可用資訊，並能以最有效的方法

取用、通訊、傳輸等，成為網路資源的領航員，有系統地整理

網路上的資源，及時廣泛地予以傳布。  

(2) 電腦專業技能：自從圖書館自動化以後，幾乎所有的業務都與

電腦有關，因此，在這一個領域範圍內除了操作上的技能外，

基本的錯誤訊號排除、機件故障修復、通訊網檢查、資料安全

備份等技術都要有所加強。  

(3) 線上檢索知能：必須對線上檢索有通盤的認識，包括資料庫結

構、各種資料庫特性、系統指令及語言、索引概念與規則、檢

索策略的擬定及各種索引技巧的運用等。 

4. 大眾傳播與人際關係：以諮詢專家、顧問和使用者指導的圖書館

員角色來看，館員處於第一線面對使用者，故必須對傳播理論、

使用者行為模式等方面有所涉獵。  

5. 行政管理之理論與應用：具備組織能力、行銷知識，執行預算能

力等，以利決策之進行。  

6. 終身學習能力與習慣：隨著資訊傳播科技快速發展，知識的成長

一日千里，因此除了正規教育外，圖書館員必須養成隨時吸取新

知的習慣，並從事繼續教育（包括研習會、研討會、學術會議、

在職訓練、學分課程等），以更新知識。 

綜言之，高中圖書館館員應具備下列知識與能力： 

1. 圖書館與資訊科學知識， 

2. 專門學科背景知識， 

3. 教育學知識， 

4. 資訊技術能力， 

5. 傳播學知識與溝通能力， 

6. 行政管理與領導能力， 

7. 資訊倫理素養， 

8. 終身學習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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