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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研究問卷 

敬啟者： 
感謝您撥冗 參與本研究。本問卷旨在瞭解網路時代中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的資訊尋求

行為、利用資訊資源的方式、參與網路社群的情況，及教師如何運用資訊資源在教學準備上。

研究結果除可以讓幼稚園教師瞭解準備教學時可運用之資訊資源外，亦有助於資源提供者提

供適切的資訊服務。 
您的寶貴意見將是本研究成功的關鍵，所有填答資料僅供本次研究統計分析之用，不會

對外公開，敬請放心填答。 
 

再次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立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楊美華  博士 
                                                        研 究 生：許修嬋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三月六日

◎請依據您的實際情況與想法，在適當的□中打 “ ˇ＂，除標示 “(可複選)＂外， 

其餘皆為單選！ 

 

   個人背景資料 

1. 性別：□①女         □②男 

2. 年齡：□①20-30 歲    □②31-40 歲   □③41-50 歲   □④51 歲以上  

3. 最高學歷：□①教育大學幼教系 □②幼教學程 □③師專幼教科 □④四技二專幼保系(科) 

               □⑤教育相關研究所 □⑥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  

4. 任教年資(包含公私立)：□①1~5 年□②6-10 年□③11-15 年□④16-20 年□⑤21 年以上 

5. 請問您所採取的教學法為：□①方案(主題)教學法□②單元教學法□③其他(___________) 

 

資訊尋求行為 

6. 請問您常透過哪些管道找尋教學所需之資訊：(可複選) 

    □①網際網路  □②圖書館  □③報章雜誌  □④同事朋友  □⑤社教機構 □⑥傳播媒體 

    □⑦專家學者  □⑧書店    □⑨政府機構研□⑩討會與研習活動    

    □⑪個人蒐集之檔案與圖書  □⑫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 

7. 請問您透過使用哪些資料類型來滿足教學中的需求？(可複選) 

    □①網路資源  □②影音媒體□③圖片、照片□④坊間教材  □⑤期刊文獻 □⑥報章雜誌  

    □⑦百科全書  □⑧字、辭典□⑨研習資料  □⑩政府出版品□⑪圖書     □⑫部落格 Blog 

    □⑬教材半成品□⑭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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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您選擇教學所需之資訊時考慮哪些因素？(可複選) 

    □①資訊的方便性 □②資訊的正確性  □③資訊的新穎性  □④資訊的權威性  

□⑤資訊的易懂性 □⑥取得資訊的費用□⑦取得資訊的時間□⑧資訊內容品質  

□⑨資訊與教學內容的相關性  □⑩資訊與教學設備的配合性  □⑪其他(______________) 

9. 請問您在找尋教學相關資源的過程中，曾遭遇到何種困難？(可複選) 

    □①不熟悉資訊檢索方法□②資料過於老舊□③語言能力有限    □④資料太多，難以取捨  

    □⑤缺乏電腦設備      □⑥網路不穩定  □⑦資料內容不易了解□⑧取得資訊的費用過高 

    □⑨不知道透過哪些管道找尋資料□⑩個人分析判斷資訊能力不足   

□⑪資料存取限制(需帳號、密碼)□⑫沒有時間搜尋或瀏覽閱讀□⑬其他(______________)      

10.請問您如何解決找尋教學相關資訊時所遇到的困難？(可複選) 

    □①請教同事  □②請教專家  □③請教圖書館館員  □④過一段時間再重新嘗試 

    □⑤直接放棄  □⑥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        

 

圖書館利用 

11.請問您較常使用哪些類型的圖書館？(可複選) 

    □①園所圖書室 □②小學圖書館 □③台北市立圖書館 □④國家圖書館 □⑤專門圖書館  

□⑥大學圖書館 □⑦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 

12.請問在過去這一年中，您利用圖書館或圖書室的頻率為何？ 

□①每天使用   □②每週使用   □③每月使用    □④每半年使用    □⑤偶而使用  

□⑥不曾使用(請跳至第 16 題回答) 

13.請問您到圖書館或圖書室內常進行的活動為何？(可複選) 

    □①上網   □②閱讀報章雜誌  □③找尋教學相關資源  □④打發時間 □⑤影印資料 

    □⑥借還書 □⑦使用參考工具書□⑧使用館內視聽資料  □⑨尋求參考館員協助 

    □⑩參加圖書館舉辦之活動     □⑪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請問您到圖書館或圖書室會利用何種資源與服務來準備教學？(可複選) 

    □①網路資源     □②一般書籍 □③教學參考書籍    □④繪本     □⑤教具           

    □⑥紙本期刊雜誌 □⑦報紙     □⑧圖書館推廣活動  □⑨館際合作 □⑩電子資料庫    

    □⑪資源示意圖(Pathfinder)    □⑫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請問您利用圖書館找尋資源的最主要原因為何？(可複選) 

    □①可找到需要的資料  □②地點方便  □③開館時間能配合 □④有館員服務  

□⑤資料較新穎        □⑥環境良好  □⑦資料完整       □⑧可支援教學準備  

□⑨常舉辦各種活動及展覽      □⑩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16.當您要找尋資料時，未曾想過利用圖書館的原因是？(可複選) 

    □①資料太老舊  □②沒有需要  □③時間無法配合  □④距離太遠  □⑤個人使用習慣  

    □⑥館員服務態度不好  □⑦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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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資源利用 

17.請問您使用網路找尋資料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①便捷           □②資料新穎    □③不受時空限制  □④資料豐富多元   

    □⑤可與其他人討論 □⑥畫面生動    □⑦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18.請問您常使用哪些網路資源查詢教學所需之資訊：(可複選) 

    (1)搜尋引擎：□①Google □②Yahoo 搜尋 □③Msn Live search □④其他(_________)  

    (2)圖書館網路資源： 

       □①圖書館公用目錄 □②線上參考工具 □③線上期刊 □④電子書  □⑤數位圖書館 

□⑥線上資料庫     □⑦資源示意圖(Pathfinder)    □⑧其他(_____________) 

    (3)社會性軟體： 

       □①部落格(Blog)   □②線上即時通工具(MSN)     □③線上影音分享工具(Youtube) 

       □④線上百科全書(維基百科)     □⑤線上相簿(Flickr、Picasa、無名小站) 

       □⑥網路書籤(del.icio.us、智邦 My share、Yahoo 分享書籤、黑米 HEMiDEMi)         

       □⑦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 

    (4)社群資源：□①網路論壇 □②BBS 電子佈告欄 □③Yahoo 知識+ □④電子郵件  

                 □⑤電子報   □⑥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其他資源  □①教育相關網站 □②其他（請舉例：___________________） 

19.請問您每週使用網路準備教學的時數為何？ 

     □①從不使用  □②5 小時以下  □③6-10 小時  □④11-15 小時  □⑤16 小時以上 

20.請問您參與何種類型的網路社群？(可複選) 

     □①不曾參與      □②網路讀書會      □③教師建置的 Blog  □④數位學習園地 

□⑤教學資源網論壇□⑥網路專業成長團體□⑦線上佈告欄 BBS(PTT) 

□⑧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21.請問您參與網路社群的目的為何？(可複選) 

     □①找尋教學資源   □②分享教學經驗   □③專業成長  □④獲得新知 

     □⑤個人興趣       □⑥終身學習       □⑦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22.請問您有沒有建置個人部落格（Blog）的經驗？ 

□①從未考慮       □②規劃中         □③曾經建置，但未更新 

   □④積極經營        

23.請問您如何運用 Blog？(可複選) 

     □①尚未運用   □②蒐集教學相關資料   □③作為親師溝通的媒介  □④分享教學經驗   

     □⑤撰寫教學日誌與省思 □⑥整理學生學習歷程檔案 □⑦整理並製作教師個人教學檔案 

     □⑧個人專業成長       □⑨個人休閒及興趣       □⑩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      

24.請問您如何運用 Youtube 等線上影音分享工具？(可複選) 

     □①尚未運用        □②蒐集資料準備教學   □③進行個人專業成長   

     □④個人休閒及興趣  □⑤建立網路社群       □⑥分享教學經驗 

     □⑦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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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請問您如何運用 Flickr 或 Picasa 等線上相簿？(可複選) 

     □①尚未運用               □②分享教學內容         □③蒐集資料準備教學   

     □④與家長分享幼兒學習狀況 □⑤整理學生學習歷程檔案 □⑥建立網路社群 

     □⑦整理並製作教師個人教學檔案        □⑧紀錄個人休閒及興趣活動          

     □⑨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資訊素養 

26.請您在仔細閱讀以下敘述句後，依照您實際的狀況，勾選出合適的答案，並在每一題後□ 

上打ˇ，越靠近右方分數越高代表與實際狀況越符合，謝謝您的合作。 

 

          全  還  相  完 

                                                      不  算  當  全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1)我能評估所取得的資訊是否適用。                             □  □  □  □  

(2)我可以配合課程從不同管道找尋到合宜的資訊。                 □  □  □  □  

(3)我能利用圖書館資源找尋到教學上所需之資源。                 □  □  □  □  

(4)我能利用網路資源準備教學。                                 □  □  □  □  

(5)我會利用網路資源自我學習。                                 □  □  □  □  

(6)我會利用關鍵字找尋資料。                                   □  □  □  □  

(7)當找尋到資料時，我可以將其製作成教材。                     □  □  □  □  

(8)我能運用網路媒介與其他教師分享資訊。                       □  □  □  □  

(9)我可以將搜尋到的資訊用於教學準備上。                       □  □  □  □    

 

27.請問影響您選擇尋找資料管道之原因為何？您認為最容易獲得教學相關資源的管道有哪 

些？為什麼？請詳述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請問您認為網路資源和社會性軟體(Blog、MSN、線上相簿等)對您在教學上最大的協助為 

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到此結束 

再次感謝您提供寶貴意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