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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稚園教師之資訊需求及資訊尋求行為，以了解教師運用圖

書館資源、網路資源及社會性軟體於專業成長和教學準備上之情況為何。處於科

技快速發展及社會文化多元融合的時代裡，教師須時常調整教材內容以符合社會

時代之所需，此現象使教師專業知能及運用資訊之能力更顯得重要，以下分為四

個部分加以探討相關意涵：幼稚園教師資訊尋求行為、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研

究、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相關研究和幼稚園教師進行專業成長之探討。 
 

第一節 幼稚園教師資訊尋求行為 

Brenda Dervin 在圖書館服務的研究中提出對讀者研究新典範的看法，其強

調資訊需求的產生，為使用者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下，與身處的環境交相互動之結

果。(註1) 在了解幼教老師的資訊需求和找尋資訊的情況前須先了解幼稚教育的

特性，始能對其資訊需求和尋求資訊的行為更加瞭解。 
 

一、幼稚園教學特性 
 幼稚教育重視幼兒生活上經驗的學習，教學內容不應遠離幼兒的生活經

驗，結合生活倫理、健康教育及與家庭教育。幼稚園教學有別於其他教育階段，

不似國中小教育階段有既定的教學內容，教材大多都是幼稚園教師自行設計規

劃，有的還是與幼兒共同討論、建構出來的。教師教學內容或與園所主題特色、

地區歷史活動、節日、時事及六大領域教學內涵有關，且並未進行分科教學。 
 
學齡前幼兒屬識字、知識學習的起步階段，其學習能力有個別差異的情況，

教師不應教導過於艱深的內容或急於灌輸知識給幼兒。教學的方式和課程模式，

主要分為幼兒主導之方案、主題教學和教師主導之單元教學方式。因教學方式不

同，會影響教師教學準備的進行情況；單元教學為教師事先規劃好每個月、每週

要教授的課程，方案和主題教學則依幼兒興趣，透過不斷團討的過程與幼兒們共

同決定學習的內容，沒有固定的教學時程表，教師扮演協助幼兒學習的角色，於

各個學習段落中提供幼兒學習所需的資源。因此，教學內容應配合幼兒的興趣發

展、符合幼兒生活經驗及採用具趣味吸引幼兒學習之教學方法。 
 

幼稚園教師擁有較彈性的自主空間，可教授的內容多元、開放，沒有固定教

材，會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改變，且基於科技媒體的發達，教師面臨須重新思

考教學方式及選擇教學媒體的挑戰，在準備教學時難免承受壓力。社會環境的多

元且充斥多媒體影音特性，加上家長對於幼兒學習的期望，教師除須兼備各方面

基礎知識外，尚需時常吸取新知，瞭解自我成長的重要性；並懂得利用各式媒介

尋找資訊，對資訊加以篩選、利用，善用各式新資訊媒體和軟體充實教學內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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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教學方式。 
 

教學媒體為教師將學習內容傳達給學生之媒介，凡是教師和學習者之間傳遞

教學訊息的任何媒體、媒介皆屬之。教學媒體對於教學的貢獻為： 1.學習內容

的選擇與架構更精細；2.教學的實施具一致性；3.教學可以更有趣；4.減少學習

需要的時間；5.增進學習的品質；6.教學可以隨時依需要而進行；7.可加強對學

習內涵與過程的正面態度；8.藉由適當學習理論的應用，學習可以更具互動性。

(註2) 
                  

Lee & Owens 曾將所有媒體呈現的方式分為老師為主、電腦為主、遠距廣

播、網路為主、錄音帶、錄影帶、績效支援系統等七種，並分析教學目標與媒體

的關係。其初步建議：偏重基本概念或事實的教學內容可使用圖像來幫助學生記

憶訊息，像是錄影帶、圖與文、網站等均是可採用的方法；如要培養學生瞭解概

念並解釋之教學內容，可考慮使用網路聊天室、視訊會議等方式；若是要讓學生

了解情意態度之教學內容，可選擇適當的影片來做角色示範演示；至於步驟性的

知識，可利用自我控制速度的媒體來講解其步驟，如進度自我控制的練習簿、附

有練習活動和學習手冊的錄音帶或錄影帶、電腦或網路教學等方式。(註3) 
 

此外，教學媒體亦可分類為：實物及模型、印刷媒體、錄音媒體、投影媒體、

幻燈片、錄影帶媒體、多媒體和網路媒體等，不同的教學媒體有其特性與優缺點，

教學應用媒體類別的選擇端視其使用的時機、教學內容、教學目標和教學對象為

何而有所差異。以研究者對於現今幼稚園教學現況之瞭解，平時教師運用到教學

上的媒體包含：書籍、圖片、坊間教材、教具、手偶、PPT、海報、網路資源、

VCD 或 DVD、錄音帶或 CD 等等。 
 

現今網際網路的興起，多媒體網站資源大多結合文字、聲音、音樂、圖片、

影像、動畫等多種媒體，其豐富多元性便利教學設計者可一次獲得多種類型的教

學資源。然而，許多研究指出如果媒體設計不當，很可能會使媒體的特性盡失，

甚或分散了學生的學習注意力，降低學習成效。(註4) 陳佩君指出：網路上搜集

到的資料可能是不正確或沒有價值的，如果是有助於教學應用的教學媒體則可大

大提升教師教學進行的成效。因此，對教師來說，判別資訊價值的能力極為重要。

一般來說，教學媒體可應用於教學的引起動機、課程引導說明、作為課程輔助工

具、歸納學習的課程，或藉由教學媒體來進行形成性或總結性的評量，其中使用

媒體來進行評量或回饋，常是為了說明更清楚、生動地表達評量情境。(註5) 
 

綜合上述，幼稚園教師需要教授的課程包羅萬象，包含了語文、藝術、體能、

數學、常識、科學、音樂等領域知識，且為跨領域、無分科教學的情況。幼稚園

教師會隨著時代轉變、社會新議題的產生、幼兒興趣及園所教學特色等因素來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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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課程，雖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但相對亦是極富挑戰的工作。教師為能符合時代

和家長的期望，除已有的各方面基礎知識外，亦需隨時學習新知、自我成長，如

懂得尋找資訊並擁有加以篩選、利用的能力，可在廣大的資訊海中擷取有價值的

資訊進行教學準備及選擇有助於教學的教學媒體。 
 
二、資訊需求與資訊尋求行為的意涵 

在資訊行為研究的範圍中，「資訊」一般定義為資料的集合，包含文字、聲

音、影像或數位訊息等可組成傳播訊息的符號、標誌、信號及代替品。「尋求」

則意指：需要找尋及獲取資訊的欲求、需要的表達。行為往往透過態度、信念、

意識形態、情緒、感覺或價值觀而表現出來；(註6) 因此，資訊尋求行為可以說

是「個人用來解決一個資訊需求時所依循的途徑」。(註7) 
 

(一) 資訊需求之意涵 
當意識到自己的知識有所不足或產生疑惑，需要透過其他管道的協助才能解

決時，此種狀況可稱為資訊需求。(註8) 資訊之產生有其背景因素，對於個人而

言，資訊需求是產生於其感覺到需要某些訊息來解除內心的疑惑或加深自己的論

點的時候。(註9) 劉廣亮提出：資訊需求是一個人內心所產生對外在訊息的感受

度，經由個人認知而產生的複雜行為，資訊需求的產生，實際上是涵蓋了個人特

質及外在環境等兩個重要的因素。(註10) 普通人產生困擾時，會先產生內在意

識的問題，知道需要某些不確定的資訊來解決問題，而當此種不易說明的狀態可

轉化為口語可述說之「問題」時，才能瞭解到真正的需求為何。(註11) 
 

教師除在準備教學時產生之需求外，也會對自我進修研究、家庭生活、休閒

娛樂及電腦網路等方面之資訊有所需求，但大多與教學教材準備和回答學生問題

有關。 
 

(二) 資訊尋求行為之意涵 
資訊尋求行為主要涵蓋的範圍有：資訊選用的來源、尋求資訊的目的、查詢

資料的途徑等。(註12) 而資訊尋求行為有以下幾點特色：1.為做決策、解決問題、

蒐集資源等過程的一部分；2.資訊尋求行為本身即為一種過程，此過程具有變動

性，找尋資訊的方法和選擇資訊的標準會隨時間不同而改變；3.所尋求的資訊皆

是有價值的。(註13) 
 

各家對於資訊尋求行為之看法有不同的見解，其中 James Krikelas 認為資訊

尋求行為的產生，為個人將資訊需求視為立即需要的訊息，透過各種管道取得之

過程；即是當一個人欲確認一訊息以滿足其感受到的資料時，其所從事之任何活

動，稱為資訊尋求行為。(註14) 資訊尋求行為的產生，可幫助讀者瞭解自我資

訊需求為何，當找尋到資訊後會開始判斷是否可以符合當初之需求，此從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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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到資訊需求再到找到資訊之過程是不間斷循環的，直至使用者對於找到資訊

感到滿意。(註15) 
 

影響教師資訊尋求行為的主要因素包含：個人因素、對新資訊的認知程度和

新舊教法的態度等等。(註16) 此外，教師在選擇資訊時亦會因以下因素而有所

不同：資訊的方便性、正確性、新穎性、專業性、易懂程度；取得資訊所需的費

用、時間；及資訊的內容品質和與教學內容的相關程度；且須考慮取得資訊與既

有設備的配合性為何。在網路時代中，於網路上檢索資訊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Raya Fidel 與 Dagobert Soergel 分析影響線上資訊尋求行為的因素，包含環境、

資訊需求者、檢索問題、資料庫、檢索系統與檢索者。(註17) 詳細項目如表 2-1： 
 
表 2- 1 Fidel 與 Soergel 分析影響線上資訊尋求行為之因素表 

影響線上資訊

尋求行為的因

素 
項  目 

環境 組織的特質、讀者群的特質、資訊檢索單位在組織中的定位 
資訊需求者 資訊需求者的學科背景、自行檢索的經驗、資訊尋求型態 
檢索問題 問題複雜性、主題範疇 
資料庫 資料庫的範圍、結構、索引的詳盡性和專指性 
檢索系統 系統介面的複雜性、成本因素、提供功能 
檢索者 所受的教育訓練、從事參考工作經驗、通常檢索的主題範圍、

花在參考相關工作的時間、電腦經驗、處理複雜問題的能力 
檢索過程 檢索者對問題的認知、檢索與資訊需求者之間的互動、檢索過

程中其他資源的應用、問題陳述、檢索系統選擇、與系統間互

動、實際檢索時檢索敘述的修正 
  資料來源：魏宇萱，「從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議題探討台北縣國民中學教師之資訊尋求行為」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2004 年)，頁 24。 
 

Savolainen 則指出網路世界中的資訊尋求行為包括：資訊尋求的目的、資 
訊資源管道的選擇、影響因素、資訊尋求的障礙、網路使用經驗等，其中影響因

素包含了：1.對其他資訊來源與管道的認知；2.資訊來源與管道的可得性、可及

性和可用性；3.資料來源與管道的優缺點評估。(註18) 
 

蘇諼於「網路環境中的資訊行為-理論與模式的探討」中，探討到網際網路

中特有的資訊行為模式，包含瀏覽模式、搜尋模式，並有資訊偶遇的情況。(註19) 
Choo 等人亦認為網路上的資訊尋求行為模式，是由瀏覽行為與搜尋行為相整合

的。(註20) 瀏覽網路中各網站很容易意外發現有價值的資訊，為瀏覽網站時很

普遍的情況，資訊偶遇往往發生在找尋某一特定主題資訊時，但亦可能在例行性

的活動中。(註21) 由上述可知，網路世界中的資訊尋求行為意涵和影響因素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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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資訊行為多出了與網路和電腦相關的概念和因素。 
 

在 Golian 的研究中提到，找尋資訊的經驗不論好與壞，皆會影響學習者學

習時的自我認知及對於新式科技工具使用的情況，學習者的資訊找尋、組織、使

用和捨棄都受先前經驗影響，特別是負面經驗，往往會使學習者對新科技產生不

信任和焦慮感。(註22) 
 
關於教師的資訊尋求行為，魏宇萱指出藉由教材準備和規劃相關教學內容，

而引發教師有獲取知識的動機，可稱做一種資訊尋求。關於教師資訊尋求行為的

過程和議題，包含其所利用的資訊資源類型、引發資訊需求的因素、產生資訊尋

求行為之動機，以及尋找資訊之管道和所遭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法。(註23) 
 

三、教師資訊尋求行為之相關研究 
網際網路的盛行，縮短了使用者與資訊本身的距離，現今使用者不用到圖書

館即可取用資訊，豐富的電子資源和全文資料散落於各網路內，透過搜尋引擎和

使用者本身的檢索技巧即可獲得。教師在準備教學教材時需要蒐集各式相關教材

並隨時吸收新知，十分需要各式且多元化資訊資源的支援，尤其是包含多元影音

媒體的網路資源方面。 
 
1997 年劉廣亮進行之「屏東縣國小教師資訊尋求行為研究」即顯示，國小

教師使用資訊大多和教學活動有關，學校圖書館是教師常利用的資源之一，且有

1/3 使用網路資源的情況。(註24) 而 2001 年藍治平則指出，國中生物教師認為

使用網路資源雖十分便利，但也有不少抱怨，因為要在眾多的資訊中抽絲剝繭出

合宜適用的資訊是有些困難，如可以建立專科的資訊服務系統，將有價值的網路

資源加以統整和分類，對於生物教師在教學上是十分有幫助的；其針對國中教師

的資訊行為特徵分為以下十大項(如表 2-2 詳述) ，且詳述其資訊意涵：(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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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國中教師的資訊行為特徵及其資訊意涵 
教學 
過程 

資訊行為範疇 資訊行為特徵 資訊行為意涵 

資訊需求 定義 確定資訊需求 
理解 對資訊的認識、態度及看法 
蒐集 長期且持續蒐集所需要的資訊 

資訊尋求 
選擇 

從現有資訊當中，選擇預期會使用到

的資訊 

組織 
將選擇的資訊進行組織，用以呈現有

意義的架構及概念 

教 
學 
前 
準 
備 
階 
段 

轉形 將資訊從某一形式轉變為另一種形式

教學 
互動

階段 

資訊使用 

實際教學 
將處理過的資訊以某些形式呈現出來

資訊評鑑 評鑑 
對於資訊處理的過程及結果進行整理

性評鑑 

反省 
對於資訊處理的過程與結果進行整體

性反省，以產生新的理解 

教學 
後 
省思

階段 
資訊創新 

修正 
將資訊處理的過程與結果進行修正，

以因應下一次任務的來臨 
資料來源：藍治平、張永達，「國中生物教師教學歷程與資訊行為探討」，圖書館與資訊科

學 27(2)(2001 年 10 月)：26。 

 
此外， 2002 年王福從「臺北市國民中學生活科技教師資訊行為研究」中亦

發現生活科技教師將資料庫、搜尋引擎等網路資源列為蒐集資訊的首要管道。(註
26) 從周明蒨的研究中也可以得知輔導老師仰賴網路資源來準備教學或輔導學

生的相關資料。(註27) 簡瓊雯的研究指出教師不僅透過網路來找尋教學資源，

更為網路資源的提供者，但較可惜的是教師並不熟悉圖書館所提供的服務；其根

據研究結果歸納出國小教師的網路資訊行為特徵包含：網路資訊行為受到工作任

務與生活情境主導；各種人際網路具有重要性、顯性資訊與隱性資訊並重；在網

路資訊的評估上特別著重適用性與正確性；教學中對網路資訊會加以轉化後再使

用；工作與非工作的網路資訊行為界線模糊。(註28) 
 
同年吳繡美研究發現，教師的圖書館素養與其利用圖書館的情形有密切的關

係，台北市國中英語教師的資訊需求情形，以及利用學校圖書館情況與教師採用

何種教學方法有關，有八成的國中教師每週至少使用一次學校圖書館以準備教學

課程，且有近七成的教師使用網路資源來豐富其教材，教師之資訊需求愈高就愈

容易使用圖書館資源。(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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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教學領域的國中教師其之資訊需求、資訊尋求行為和使用圖書館的情形

都不盡相同。關於在找尋資訊的過程中遇到難題教師處理的方式，魏宇萱發現，

國中教師在面對的問題，包括資訊檢索技巧以及硬體軟體方面的障礙時，最常請

求協助的管道為網際網路與校內同事。(註30) 
 

林慧芬 1998 年調查幼教老師電腦網路使用的現況與需求，並探討幼教老師

運用網際網路進行專業成長的可能性，發現幼教老師雖認為網路可助於教學的進

行，但僅使用「圖書館查詢系統」此項資源；其認為網際網路為進行專業成長之

一重要管道，但以現況來說必須先提升幼教老師的電腦網路資訊素養及能力始有

可能。(註31) 
 

歸納以上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小學教師時常使用圖書館，在取用資訊時會優

先考量網路資源，並將其應用到教學準備上。教師的資訊需求皆與其教學所需有

關，找尋的資訊類型如教學補充資料、參考工具書、一般圖書、多媒體資源及豐

富的網路資源。而幼教老師如能提升自身的資訊素養能力，即可透過便利的網際

網路管道，找尋到豐富的資源以進行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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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研究 

一、資訊素養之意涵 
「資訊素養」一詞從 1970 年代出現，起先是隨著電腦的源起而來，由當時

美國圖書館與資訊科學委員會主席 Zurkouski 指出：人們能將資訊資源應用在工

作上，並學習到相關的技巧以解決問題的能力；亦即是學習如何去學的能力，表

達資訊需求的能力，解決問題的技巧，以及評估資訊品質的能力。(註32)  
 

1988 年美國圖書館學會資訊素養委員會總結報告書中提到，須培育國民具

備瞭解資訊的價值，擁有在需要資訊時有效地查詢資訊、評估資訊、組織資訊與

利用資訊的能力。報告書中也明列出個人需具備的資訊素養：知道哪些是有助益

之資訊的能力；知道在哪裡可以獲得資訊的能力；具備檢索資訊的能力；具備解

釋、評估與組織資訊的能力；具備利用及傳播資訊的能力。(註33)  
 

C.R.McClure 於 1994 年將資訊素養定義包含：傳統的識字、電腦素養、媒

體素養、網路素養的概念，此四概念與資訊素養的關係可以圖 2-1 示之：(註34) 
 

 
圖 2- 1 資訊素養意涵與相關概念關係圖 

 
其中，網路素養(Network Literacy)可謂具備網路的知識與技巧，在網路環境

下，可順利操作網路系統並檢索網路上各種資訊資源以解決問題。網路時代中傳

統的識字能力對教師來說是基本擁有的能力，而電腦、媒體和網路素養則是現今

急需加強的一部分，尤其是網路素養這一環。而吳美美在 2003 年則將資訊素養

加以闡釋，包含了三種意涵：圖書館蒐集資料的技能；批判性思考能力的養成；

電腦及網路技能的學習。(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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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資訊素養的定義為：一個人具有能力知道何時需要資訊、且能有

效地尋得、評估與使用所需要的資訊。而教師之資訊素養可以加以定義為：1.
瞭解資訊是否可用於教學上；2.知道到何處取得資訊以利教學進行；3.擁有檢索

教學所需資訊的能力；4.將檢索到的資訊加以解釋、組織和綜合，並運用到實際

教學上；5.利用和分享資訊有助於教學之能力。 
 

於教育部 1999 年所訂定之「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指標」及 1997
年到 2007 年的中程「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中對於教師培訓計畫，強調教師

需要接觸各種不同的資訊，教師資訊能力的提升，不僅應重視對電腦設備的瞭

解，懂得使用各式應用軟體和取得網路資源，更重要的是擁有如何找到與其教學

內容相關資源之技能，並進而將其運用於教學過程中。(註36) 國中小學教師需

具備以下資訊能力：了解網路禮節、尊重智慧財產權、了解資訊安全的重要、應

用電腦進行教學、會運用電腦輔助軟體和網路資源、懂得管理系統並處理學生資

料、利用網路資源來進行教學活動。其中教師會運用網路資源來進行教學之部

分，包含：可以配合各科教學之所需、到網路上搜尋資訊且經由挑選後，製作成

教學教材及搭配網路資源進行教學。(註37) 因此，教師擁有一定的網路素養後，

即能透過網路媒介找尋資源以進行教學準備，並將找尋到的資訊加以組織處理

後，作為教學媒體。 
 

二、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之相關研究 
國內幼稚園教師使用電腦大多以文書處理為主；(註38) 幼稚園教師很少使 

用電腦輔助教學可能的因素有：1.幼教人員非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資訊基本短期

指標」之培育對象；2.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並未延伸到學前階段；3.幼教人員資訊

教育未受重視。(註39) 
 

陳秋鳳 2004 年曾針對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教師之資訊素養進行研究，分析

教師個人背景與資訊素養的關係，並調查教師對於提升資訊素養期望的優先順

序；透過問卷進行研究，發現幼稚園教師擁有中上的資訊素養能力，對於網路資

源的使用高於使用電腦和圖書館；且設置圖書室會提高教師使用網路資源的能

力。(註40) 同年吳珍萍的研究著眼於幼教老師的電腦素養和使用電腦的情況，

發現教師在教學前及教學後使用電腦的頻率高於教學中，教師將資訊科技整合於

教學活動中的情形仍有待加強；常參與資訊研習進修的教師其之資訊素養較一般

教師高。(註41) 
 

而陳佳伶和張茵婷進一步探討幼稚園教師資訊素養與教學狀況，分析不同背

景變項的幼稚園教師，其資訊素養與教學現況之差異情形為何，並探討幼稚園教

師資訊素養與其教學現況之相關性。發現幼稚園教師的資訊素養會隨著不同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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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變項而有所差異，雖教師都能體認資訊素養的重要，但將資訊素養運用到教學

上的情況並不太理想。(註42、43) 
 
綜合上述發現，隨著時代之演變，幼教老師開始增加對於網路資源的應用，

且具備一定的資訊素養，除了教師電腦素養的研究外，尚須對網路素養、資訊運

用能力等方面進行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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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相關研究 

圖書館是知識的寶庫，資訊的匯集所，懂得如何利用圖書館資源，就如同握

有開啟寶庫的鑰匙。資訊蓬勃發展、出版方式與媒體的多元化、以及資訊網路的

發展，使圖書館進入了一個新世代，從以往的藏書樓變成了以使用者為主的供應

資源中心。教師除了使用圖書館資源外，亦應當使用其他管道的資源，像是網路

資源及各式應用軟體等，如此可助於教師於進行教學準備和專業成長。 
 
一、教師利用圖書館之概況 
(一) 圖書館的重要性 

網路的便捷降低了圖書館的使用率，網際網路中雖有豐富、多元之資訊資

源，但教師需要擁有一定的資訊素養始能從資訊大海中找尋到有價值、可利用之

資訊。(註44) 資訊科技的進步和便捷檢索工具地開發，使圖書館的服務更加精

緻化、個人化。 
 
學校圖書館是教師工作上資訊來源的主要管道，主要配合學校的教育宗旨，

提供師生多元學習、開放學習、學習如何學習的環境，使學生畢業後，有使用新

科技，繼續自我學習的能力。其具體行動有：圖書館作為多元學習和教學的中心；

協同設計開放學習及多元學習的課程及教材；指導相關資訊科技的應用。(註45)   
圖書館館員的角色為協助無法自行解決問題的使用者、營造適合其學習並獲得資

源的環境，指引並訓練使用者找尋資料。(註46) 
 
網路時代中，使用者對於圖書館的依賴雖越趨減少，但其提供資訊的功能仍

未消失，圖書館館員根據使用者需求提供個人化服務，透過圖書館館員的指引，

使用者可更有效地找尋到資訊；而學校圖書館為教師常利用的圖書館，館員應扮

演協助教師找尋資訊和進行教學準備的角色。 
 
(二) 利用圖書館資源之相關研究 

圖書館資源豐富且多元，包含紙本期刊、圖書、報紙雜誌、電子期刊、多媒

體資源、電子資料庫、線上參考資源、網路資源等等。教師如運用多媒體教材進

行教學可以豐富教學內容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Lynda 在 1979 年，對加拿大 Ontario 中學教師利用學校圖書館做調查發現，

有 85％的教師每週至少會去學校圖書館一次，其中 34.5％的教師以準備課程所

需資料為主，14.5％的教師會與圖書館員討論教學單元。至於 1978 年 Blair 綜合

各研究報告發現，於八個影響教師利用圖書館的因素中，最主要是圖書館員的態

度。(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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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淑慎於 1991 年，針對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利用學校圖書館，做現況及相

關因素之研究，發現教師對學校圖書館利用率不高，原因為對圖書館參考服務不

滿意、館藏資料不符所需、教師習慣自行購書，而教師雖認為圖書館可利於教學

準備，但教師利用圖書館的目的卻不是以教學為主。(註48) 
 

1999 年陳昱霖，以台北市立小學級任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師利用圖書

館資源教學的情形與意見，其相關研究發現，為了豐富教學內容教師會利用圖書

館資源，而充實教師專業知能有助於落實小學圖書館利用教育。(註49)  
 
相關研究中指出，教師普遍認為圖書館有支援教學之功效，教師對於教學新

知和補充學科知識之需求最為需要，最常使用網路資源來蒐集資源。(註50) 國
中教師如同國小教師，雖對學校圖書館館藏不是很滿意，但仍會因教學所需而使

用。(註51) 由此可見，國中小教師都瞭解圖書館有助於蒐集教學上所需資訊，

且都會利用至教學準備上。 
 
圖書館是傳統找尋資訊重要的管道，如今網際網路盛行，資訊提供者與使用

者角色界線逐漸模糊，且電子全文的出現，改變了資訊需求者的資訊行為，使用

者如今不需要到圖書館即可取用資訊，多樣且豐富的電子全文資料散落於各網路

中，只要透過搜尋引擎和檢索技巧即可獲得，面對此衝擊圖書館不得不重新思考

如何有效提供使用者服務。教師因準備教學教材，須蒐集各式相關教材並隨時吸

收新知，十分需要各式且多元化資訊資源的支援，尤其是包含多元影音媒體的網

路資源方面。 
 
圖書館一向為教師找尋教學教材和自我增長知識的良好管道，如今網際網路

雖十分盛行，但無法完全取代圖書館的功能，圖書館仍舊可提供符合教師需求的

資訊；因此，圖書館須積極思考如何根據教師需求提供個人化服務，以協助教師

準備教學教材和進行自我專業成長。 
 
二、教師使用網路資源之概況 

於網路資訊時代中，傳統的圖書館資源已不能滿足眾多使用者的需求，網路

資源的快速便捷、資料豐富且多元化等特性為其招攬了不少使用者，教師蒐集資

訊時亦以網路資源為優先考量。國小教師使用的資訊有 1/3 為網路資源；(註52) 
教師不僅透過網路來找尋教學資源，更為網路資源的提供者。(註53) 由此可見，

國小教師仰賴網路資源來準備教學活動。 
 
此外，藍治平 2001 年的研究指出，國中生物教師認為使用網路資源雖十分

便利，但也有所不便處，因要在眾多的資訊中抽絲剝繭出合宜適用的資訊頗具困

難性，假使可建立專科的資訊服務系統，將有價值的網路資源加以統整和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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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生物教師在教學上是十分有幫助的。(註54) 而生活科技教師將資料庫、搜

尋引擎等網路資源列為蒐集資訊的首要管道；(註55) 輔導老師亦仰賴網路資源

來準備教學或找尋輔導學生的相關資料。(註56) 魏宇萱進行之「從資訊科技融

入教學的議題探討台北縣國民中學教師之資訊尋求行為」研究中，再次應證教師

使用網路資源以準備教學的情況。(註57) 總結上述，國中教師與上述國小教師

的資訊行為相似，對於網路資源的使用給予良好的評價，並將網路資源運用於教

學準備或輔導學生上。 
 
而林慧芬 1998 年針對幼教老師電腦網路使用的現況與需求進行調查，並探

討幼教老師運用網際網路進行專業成長的可能性，研究針對參與幼教研習會的教

師進行問卷調查；發現幼教老師認為網路可助於其教學的進行，但近八成的幼教

老師幾乎不使用網路，如使用，也以「利用圖書館查詢系統」為主；其於研究中

也提到設立幼教資源網站有助於進行專業成長。(註58) 2003 年陳秋鳳曾在研究

結果中指出幼教老師在教學準備時亦會使用網路資源。(註59) 因此，欲藉由網

際網路進行專業成長，勢必先擁有一定的資訊素養，懂得操作網路介面和運用相

關資源。 
 
歸納以上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小學教師在取用資訊時都優先考量網路資源，

並將其應用到教學準備上，而幼教老師雖亦會考量使用網路資源來準備教材，但

更須重視其資訊素養能力的培養。 
 
三、教師使用 Blog 之探討 

網際網路及電腦設備的普及，個人透過網路接觸資訊十分容易，亦可於網路

中分享、交流資訊；教師在網路資訊時代中，藉由網路可成立跨越地理環境的網

路社群，其中 Blog 便利撰寫與維護等特性，促使教師樂於使用。 
 

(一) Blog 之意涵 
Blog(網路日誌，或稱網誌)，台灣常譯為「部落格」，大陸地區則多以「博

客」相稱，為資訊社會中新興產生的資訊流通方式，亦為一種新的技術工具。

Blog，是 weblog 的縮寫，字面解釋為網路紀錄檔，可延伸為「網路日誌」或簡

稱「網誌」。其嚴謹的定義則意指一些文章，而文章須有彙整、迴響、引用、靜

態連結、時間戳印、日期標頭、RSS 等功能。(註60) 
 
至於 weblog 這個名詞源自 1997 年 Jorn Barger 的 Robotwisdom.com 網站。

不少人拜訪過他網站，且漸漸地接受他的 weblog 網頁形式，除了開始建立自己

的 weblog 之外，也繼續沿用 weblog 這個名詞。Blog 為一種 web 形式的個人或

團體傳播平台，使用者不必花時間瞭解 frontpage 和 html，也不需自己申請網域

名稱或架設網站，只須花數分鐘註冊即擁有自己的網頁，並馬上可以發表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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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張貼圖文，作者不必如從前在網頁後台做一個個上傳的動作，在前台即可自

由寫作張貼文章、設計網頁模板及維護網站，十分方便。特性包含：文章內容按

照時間順序排列，有頻繁更新、簡短明瞭、個性化與透過超鏈結將同類相聚。(註
61) Dvorak 在 2002 年更強調網誌具自我滿足、排除挫折、與其他人分享資訊及

滿足成為作家的夢想的功能；並提出網誌可分為以下四種型態：傳統日記型、個

人雜誌型、網路導覽型、團隊合作型，而現今的網誌多數為混合的型態。(註62) 
 

(二) Blog 應用於教育上 
Blog 除可作為個人寫作發布的平台外，亦有行銷、蒐集資訊和進行知識管

理的功用；(註63) 且為一個開放的個人交流、知識管理和網路出版的工具，目

前已經開始應用於教育，其倡導開放教育的精神和終身教育的理念，打破標準化

的學習過程，改變了教師對於教育的看法。(註64) 此外，Blog 可建構教學平台

和學習社區、展開教育敘事研究、進行研究性學習和論文寫作、管理學習資料及

結果的工具等等。(註65)  
 
周穎君提出 Blog 具有提供專業資訊、分享教學經驗或議題討論之功能，亦 

可運用其進行線上教學，師生於課堂教學外仍可共同互動學習，且協助教師撰寫

教學心情日誌，分享教學趣事及休閒生活心得，而教師團體也能利用其進行知識

管理及訊息之分享。(註66) 
 

鄒景平認為 Blog 是更精細的學習、思考與工作記錄，透過每日的資料整理

與書寫，不但會改善寫作能力，也會改善思考能力；(註67) Blog 提供了學習者

彼此間審問、慎思、明辨和踐行經驗交流的空間，透過「寫與錄」、「交流與分享」

及「積累與修正」的過程，調整個人之思考與判斷，以自己的方式表達，理解並

運用知識，此外，透過此工具可將自己的學習逐漸累積，隨時回顧以前的學習，

以作為下一次學習的基石；因此，Blog 可作為教與學的助手，建構學習的過程。

(註68) 
 
此外，部落格亦可作為教學輔助媒體，教師可在此儲存授課綱要和補充教

材、管理課程教材，以方便學生預習和複習；並匯集課程相關網站、勾勒知識地

圖，讓學生按圖索驥、自行學習。(註69)  
 
E-Portfolio 被普遍認爲能夠反映學生的學習進度，且可評價學習的學習，教

師觀察學生學習之狀況和學生所創造的內容，透過其能系統化匯總和呈現，不僅

可提高學生的參與度，亦會引出更多豐富、側面的學生自身收穫，較傳統的評價

考試方式更爲有效合理。而 Blog 隨時可寫的特性，可讓學習者隨時將知識加以

蒐集與整理，紀錄學習歷程，累積個人知識。(註70) 因此，教師可運用 Blog 或

協助學生形成個人的電子檔案（E-Portfolio），儲存重要作業、重要活動的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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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果（如科學展覽、畢業旅行），讓學生能夠在前人基礎上繼續前進。(註71) 此
外，Blog 亦可幫助教師整理專業教學檔案。 

 
葉明政透過觀察教師運用 Blog 的方式，了解教師使用 Blog 的經驗、狀況和

對其教學及自身成長的影響，發現網誌可紀錄教師平時的教學生活、讓教師們公

開討論教學情況、與其他教師分享教學經驗並相互學習，Blog 更成為教師之支

持群組。其亦於研究中分享自身運用網路社群-「美國社會科教育學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NCSS)的電子郵件清單論壇」作為教學準備的感

想，認為可以與世界各國教師討論教學方法及課程是具啟發意義的，議題或疑惑

可於論壇中熱烈獲得各地教師的迴響。(註72) 此外，易志亮 2004 認為 Blog 亦

可建構知識分享社群，甚至是建立學習型組織，可建立學科教師小組、師生學科

小組及學生興趣小組。(註73) 
 
美國哈佛大學和史丹福大學把部落格引入校園，作為學術交流工具。美國馬

里蘭州小學教師杜迪艾克建立班級部落格，他帶學生到農場郊遊，學生於是在部

落格上寫出他們玩弓箭、待在帳篷裡、撫摸水牛的經驗，內容簡短、夾雜錯字，

但杜迪艾克認為這方式獲得的同儕回應，比寫日記來得豐富，即使班上沈默寡言

的學生，寫起部落格也很活潑。(註74) 由此可知，部落格有助於教師經營班級，

與班上學生營造出學習之社群。 
 

再者，在輔大陳順孝教授所建之「阿孝札記」中提到，部落格可更進一步作

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媒介：1.儲存教師個人的教學研究檔案；2.公開自己的教學研

究檔案，接受公共評鑑；3.記錄自己的教學經驗， 並與其他教師交流；4.同科教

師交流教材和經驗，形成一個社群；5.同一領域教師交流看法、共同行動，推動

社會改革；(註75) 前三者如「阿孝札記」(註76) ，後兩者如「教師博客中心」(註
77) 、「媒體改造學社」(註78) 。此外，關心地方文史的教師亦可建置社區網站，

如「宜蘭網誌」(註79) ；喜歡登山、攝影等休閒活動的老師還可以建構同好網

站，如「凡想部落」。(註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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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使用 Blog 之現況 
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成立部落格作為教師間資源分享、教學經驗交流之用，

且提供平台給教師申請，鼓勵教師開設個人部落格。(註81)  (如圖 2-2)  
 

 
圖 2- 2 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部落格 

 
而類似的教師網路社群，像是「思摩特網」、「K12 數位學校」及「台灣 e

教師專業發展學園」，網站中教師們不僅可以相互交流資訊與討論疑惑，更有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課程及線上工作坊可以學習。 
 

此外，師大教育學院數位學習研究團隊 2006 建立「WIDE-KM 教師入口網」，

由張國恩與宋曜廷教授共同主持；結合教師社群、個人部落格、教育議題交流、

教學經驗分享、教學知識庫以及最新教學新知等功能之數位學習與知識交流平

台，不僅提供最新資訊入口，連到各個相關的教學網站，亦提供了最佳的數位網

路教學工具，輔助教師利用資訊進行教學；而公幼教師亦可利用此平台共享園內

教師知識與分享資源。此外，數位教學卷宗功能設計為根據四層面 A~D，包含：

「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精神與態度」

分別提供教師整理其個人教學檔案。(註82)  (詳如圖 2-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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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WIND KM 教師入口網 

 

 
圖 2- 4 部落格卷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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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信義國中葉志麟老師-漫遊象山阿麟遊憩教學回憶部落格 (註83) 

 
總結來說，Blog 方便使用、快速更新和可與其他人互動的特性，適合教師

在教學上加以運用，尤其是與其他教師討論及蒐集資訊部分；而 Blog 以學習者

為中心，使用者可隨時隨地將資訊整理、累積知識，教師也開始運用其整理教學

紀錄及檔案，分享學習心得及生活休閒活動，管理個人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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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幼稚園教師進行專業成長之探討 

一、教師專業成長之定義與意涵 
何福田與羅瑞玉將各家學者對於專業的定義和意涵加以歸納如下：專業知

能、專業訓練、專業組織、專業倫理、專業自主、專業服務、專業成長。(註84) 
因此，專業可謂需經過長期專業知能之培育，並通過其資格的檢定，專業人士共

同建立學會及倫理法則並維護共同之專業自主形象，且制定相關法規以獲得社會

上大眾對其專業的認同，此外更需要進行專業成長。 
 

關於教育專業的定義，國內學者黃昆輝於 1980 年提出：從教學工作中，可

以獲得增加專業知能和品德修養的機會。應包含專業認同、專業成長、專業服務、

專業的訓練、專業責任和專業道德等意涵。(註85) 
 
歐用生曾在書中提到 Wideen 將專業發展的意涵定義為： 1.協助教師改進教

學技巧的訓練；2.改革整體學校活動，可促進教師成長，並提高學習效果；3.一
種成人教育，可增加教師對其工作的了解；4.利用最新的教學成效研究，改進實

際的教學進行；5.專業發展本身為一個目的，讓教師在受尊重、支持和積極的氣

氛中，進行個人的專業成長。(註86) 
 

謝文全則認為教育人員專業化需符合標準有： 1.受過長期專業訓練，且能

運用專門的知識及技能；2.強調服務重於謀利；3.視為永久性職業：4.有相當的

自主性；5.建立了專業團體；6.訂定並且遵守專業的倫理信條；7.不斷從事在職

進修。(註87) 從中可以發現，教師在進行教學前必已經受過長期化的專業訓練，

且為了維持其專業的知能是需要不斷地進行和進行專業成長。 
 
黃文娟 2003 年的研究亦闡述國內對教育人員專業化的期許： 1.專業知能和

長期專業訓練；2.不斷地在職進修；3.組成專業組織及訂定專業規範，並能選擇

組成之份子；4.專業自主；5.專業服務與專業道德；6.具有專業認同並能視為永

久性職業。(註88) 同年，孫志麟對於教師專業成長的解釋為：要能主動積極學

習，為自己發出真實的聲音，透過思考作出明智的抉擇，並發展教學能力、技巧

與經驗。(註89) 
 

關於專業成長的定義，各家都提出其之看法，研究者根據陳淑美整理之專業 
成長的定義再加以補充、歸納如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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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教師專業成長定義彙整表 
年代 學者 教師專業成長的定義 

1988 
 

Erffermeyer 
& Martray 

專業成長是指教師透過工作表現，從事有關增進

個人專業知識和技巧之自我改善活動的能力及意

願 
1992 李俊湖 教師從事教學工作時，參加政府或學校機關所舉

辦的教育性進修活動，或主動參加各種非正式活

動，期能導引出自我反省與了解，並增進教學的

知識、技能和態度；目的在促進自我實現，改進

學校專業文化，以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增進教育

品質 
1993 Duke 專業成長代表一種新知識獲得的學習過程，成長

意味著知識的轉化，以變成個人的發展 
1993 蔡碧璉 教師在教學生涯中，不斷地追求個人專業知能、

技巧、態度的進步與發展時，所做的努力與意願。

包含了能達成教師積極成長的正式與非正式活

動，且是由教師個人認為有專業成長的必要，同

時又能得到其組織機構的行政人員、同儕共同支

持，而不斷評估與改進的連續性歷程 
1999 阮靜雯 教師透過工作表現，從事有關增進個人專業知識

和技巧之自我改善活動的能力及意願。它涵蓋各

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活動，例如政府舉辦或教師自

行主動參加之正式進修學位或學分、研討會、參

加專業組織的活動、閱讀期刊、寫作出版、參觀

訪問、研習、餐與課程設計、教育製作、協同研

究、向師長專家請益或與同儕互動等等。這為一

段持續成長與繼續不斷更新的歷程，包括的層面

有教學實務、任教學科的知識、教育學理論知識

以及專業工作態度等。 
2004 陳美齡 教師透過參與校內外研習活動、教育學分、學位、

自我閱讀、研究、成長團體等型態的進修活動，

以提升自己專業知能與實務工作的進步與成長，

並促使自己對知識的統整、省思及運用，以使自

己朝向更專業的地位 
2004 張佩玲 教師於從事教學生涯中，不斷學習以發展其專業

知識與教學知能、技巧與態度的精進與提升，進

而達到個人自我實現與改善教育品質，並能反映

在幼兒學習成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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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學者 教師專業成長的定義 

2005 陳淑美 教師能追隨時代的腳步，透過持續學習與探究的

歷程，充實知識與技能的成長，並願意參加有關

教學的各項進修活動，以提昇其專業水準和表現

的一連串學習過程 
資料來源：據陳淑美，「新竹市幼稚園教師在職進修需求之調查研究」，朝陽科技大學幼保系

碩士論文(2005 年 7 月)，頁 6-7 修正。 

 
由上述關於教師專業成長的定義，可得知教師應進行的專業成長大多可分為

三個部分：教師對於學科知識的了解；懂得如何教授學科知識的技能；和教師本

身的專業知識和態度。於本研究中所指的教師專業成長為：教師透過正式或非正

式的學習管道進行個人或團體式的學習，此學習過程包含吸取新知、學習新技

巧、擁有新的教學理念，且將學習到的新觀念和技巧運用於實際教學上，此教師

自我學習的過程是不斷循環且應隨時進行的，而透過教師專業成長的循環過程，

教師可以在教學的知識、技能和態度上皆不斷地成長，以符合社會文化和一般大

眾的期望。而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發展與教師專業成長的意涵都十分相似，都有

補救教師不足的意涵。 
 

二、教師專業成長的意涵與重要性 
(一) 教學準備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 

Reynold 提出教師的教學活動可分為三個階段：教學前準備(Preactive)、教

學互動(Interactive)及教學後反省(Postactive)。於第一個階段中，教師需理解、準

備並熟悉教學、方案或教材，此即為教學準備；到了教學活動進行時，教師於課

堂上講授、呈現教學內容；最後於教學後反省階段，思考教學之成效、與學生的

互動、學生的反應、和同事間的互動情況，並持續地進行專業發展。詳見表 2-4。
(註90)   

 
表 2- 4 教師教學活動的三個階段 

階段 工作任務 
教學前準備 
 

‧ 理解教學內容與教材 
‧ 評論內容、教材、教學方法 
‧ 熟悉內容、教材 
‧ 準備教材及佈置教學環境 

教學互動 
 

‧ 於教學中執行並調整策略 
‧ 於教學中組織並監控學生、教材及時間 
‧ 評估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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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工作任務 
教學後反省 
 

‧ 反省教師本身的行為，及學生的反應已改進教學 
‧ 持續教師專業成長 
‧ 與同事的互動 

資料來源：Anne Reynold, “What is competent beginning teaching?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62(1)(1992)：4. 

 
由教師教學活動的三個階段意涵可得知，教學前的教學準備情形、教學中教

師與學生的互動、及最後教師的自身反省皆會影響到教師專業成長的進行，因

此，教師活動三階段會隨著教學進行而不斷循環，教師於各個過程中不斷進行著

專業成長。 
 
(二) 教師專業成長的目的 

專業成長的目的包含：教師在其教學生涯中，為了提升個人的專業知識、技

能和態度，參加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學習活動，進而達到人自我實現與改善教育

品質，並能反映在幼兒學習成就上，運用新的教育知識理念於教學活動中，增進

教學的品質，達成教育的目標；教師的工作為一項專業，教師是持續發展的個體，

可透過持續的學習和探究的歷程，來提升教師的專業水準和表現。教師專業成長

的歷程是階段性、持續性，不斷將知識加以轉化，老師在此過程中努力、主動的、

積極的增進自我專業的成長，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註91) 
 

1996 年時 Danielson 曾在其所著「增進專業性的教學實務」書中，將可以增

進專業性教學實務的組成因素，分為四大層面：教學計畫準備、班級環境與經營、

教學行為與個人專業成長責任。其中，第一層面：教學準備計畫中包含了：準備

所授學科與教學技巧方面的知識、適切選擇教學目標、運用教學資源、謹慎的設

計教學。由此可得知教學資源的運用情況亦會影響教師的專業，換言之，教師如

擁有專業知能，擁有善加利用資訊的能力，即具有一定的資訊素養。(註92) 
 

全美幼兒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NAEYC)1994 年發表幼教老師有效進行專業成長的九項指標：1.專業 
成長是一個持續不斷的過程；2.專業成長經驗如能電機在完整的理論與哲學基礎 
上，且如為有條理、系統的課程計畫，將最為有效；3.專業成長經驗如能和教師 
背景、經驗及現處的角色情境相扣合的話，將最為成功；4.有效的專業成長機會 
應彼此調配，以增進理論與實務的聯結；5.有效的專業成長經驗提供者，應具有 
一定的知識和經驗作為基礎；6.有效的專業成長經驗應採取主動、研討實例的取 
向；7.有效的專業成長經驗應有助教師形成正向的自我肯定；8.有效的專業成長 
經驗應提供應用和省思的機會；9.學生和專業人士應參與他們自己專業成長課程 
之規劃和籌備過程。(註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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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 
陳淑美在研究中指出，教師的專業素養與專業知識除了會影響教師的專業行

為外，更會決定教師的教學信念、思考與決定。(註94) Sachs 指出教師專業精神

發展的五大核心價值(Core Values)，是有效的專業發展活動不能缺少的，此些要

素包含：(註95) 
1. 學習(Learning)：專業教師須不斷學習始能進步，在學校裡教師要能與同

儕、學生一同學習。 
2. 參與(Participation)：專業教師是教育專業社群裡的活躍個體，有自我學 

習的能力，並積極參與個人與同儕的專業發展事務，發揮團隊精神。 
3. 協作(Collaboration)：強調同儕間互助互惠的專業守則。 
4. 合作(Co-operation)：教師一同朝專業努力，進行專業成長。 
5. 實踐主義(Activism)：發揮專業積極性和實踐主義，讓教師努力參與討論

和改善教學工作及技能之事務。 
 

1988 年陳奎熹分析教師如要具有專業地位，必須要具備專門的知識及技

能、接受長期的專門訓練外，並要有服務重於報酬的觀念，具有獨立自主性，參

與自律的專業團體，且需要不斷地在職進修。(註96) 而饒見維則認為教師專業

素養包含：教師的品德、教育精神、學科知識與能力、教學能力與技巧、溝通表

達技巧、教學評量能力、輔導學生能力、態度與價值觀等等。(註97) 因此，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須不斷的自我反省和思考，並且持續進修，始能充實自己的專業

知能。 
 

教師的專業可分為兩個層面，一為教師本身的專業領域，如語文、數學等，

二為教師教學方面的專業知識，如教材教法、師生互動、班級經營等。教師若要

在教學上有所施展，除在其專業領域發揮所長外，也需要在教學知能上有所掌

握。(註98) Shulman 指出教師在專業知能方面包括：學科內容知識、學科教學知

識以及課程知識，其中，學科內容知識又包括內容知識、實質知識和語法知識等

三類。(註99) 一位適任的教師必須具有廣泛的知識和擁有嚴密、組織性的知識

結構，應包含學科內容知識、一般教學知識、課程知識、學科教學知識、學生特

質的知識、教育情境知識、教育目的與價值，及相關之教育哲學、歷史淵源的知

識。(註100) 由此可見，教師惟有同時對於教學領域知識、學科教學技能和課程

知識都有所準備和涉獵，始能搭配欲教授的主題將課程傳遞給學生，完成教學的

過程。 
 

李盈蓁曾將學者專家所認為教師應具備的基本任務歸納為六類：1.課程規劃

與教學設計；2.教學方法與策略；3.教學媒體與科技；4.學習促進；5.教育情境與

教學資源；6.評量。(註101) 由此可知，教師除了要了解如何進行教學的方法與

策略外，須擁有利用教學資源規劃課程、設計教學內容的能力，並懂得利用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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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媒體和科技，且營造學習者學習的環境，引導學習生進行學習活動，並於教學

活動後進行學習成效的評量。 
 

(四) 幼教老師專業成長的內涵 
對於幼教老師教師專業成長應該朝哪些方面進行，葉郁菁認為幼稚園教師所

需進修的課程應包括：1.具備廣度的知識基礎以滿足幼兒的學習；2.輔導的知識

與技術，包含教室管理、偏差行為、特殊兒童的行為輔導；3.教學知能，包含教

學活動的設計、引導活動進行和於教學後自省之能力；4.溝通能力，涵蓋師生溝

通、親職溝通和同儕合作之溝通等；5.運用電腦科技和教學媒體以提昇教學的效

果；6.擁有愛心、耐心、細心，並尊重兒童、熱愛教師工作等專業教育理念。(註
102) 此外，各家學者皆提出了其之看法，以下則將其彙整、歸納如表 2-5： 

表 2- 5 幼教老師需要的專業成長彙整表 
年代 學者 教師需要的專業成長 

1986 張翠娥 

1. 專業之基本知識：心理學、社會學、教育概論、教育哲學、

教育研究學 
2. 專業知識：幼兒發展保育、幼兒輔導、幼兒行為觀察 
3. 專業技能：音樂、律動、體能等遊戲的教材選擇及教法實

施 
4. 教學專業能力：包括計劃及發展課程的能力、實施教學的

能力、班級經營的能力、教學評量及研究的能力 
5. 其他：有溝通、反省及自我要求能力 

1995 黃志成 

1. 專業知識：幼兒保育、幼兒生理學、幼兒心理學、幼兒發

展與輔導、幼兒心理衛生、個案工作、團體工作、活動單

元設計 
2. 專業技能：會照顧幼兒飲食、起居等一切生活上所必須的

實務工作，帶領幼兒作各種活動，如幼兒體能、幼兒音樂、

幼兒工藝、琴法、幼兒教育玩具及教具製作等。 

2001 呂垂卿 

2001 林生傳 

2003 賴春金 

1. 了解幼兒發展與學習的多元影響，以促進幼兒發展與學習

能力 
2. 知道如何運用觀察、檔案文件和其他適當評量工具與方 
式，以了解幼兒發展的學習情形 

3. 運用本身知識和其他資源，設計實施和評鑑有意義且具挑

戰性課程，以促進幼兒全人發展，提升自我能力，培養自

我成為專業教師 

2004 張珮玲 
幼教專業知能、幼稚園班級經營之相關課程、專業信念與態

度之相關課程、普通素養、其他相關課程、幼教課程與教材

教法相關課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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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面對於幼兒教師應有的專業知能，可以了解幼兒教師如需扮演好保育

及教育幼兒的角色，需要具備課程構思及設計、教具製作、相關資訊找尋、教學

情境佈置、教學引導、各科教材教法能力、幼兒學習規劃、親師溝通、照顧幼兒

生活等。 
 
(五) 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 

1970 年世界教師組織聯合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Organization of Teaching 
Profession)的代表大會中曾經提出：「教師的素質在專業執行期間應不斷增進。

教師應繼續增加其知識與經驗，才能不斷發展其準備教學時所不可或缺之素

質」。而在 1978 年的代表大會中，更加強調此觀念，以「明日世界的教育專業」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為主題，關切教師的專業資格

與其專業地位，期盼教師建立其執行專業的判斷能力，並負擔起改善明日世界良

好素質的重大責任。(註103) 
 

歐用生於 1996 年提到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包含： 1.課程和知識基礎的增

加；2.教師自我革新的需要；3.社會對學校教育的要求和不滿增大。(註104) 而
1998 年黃雙鴻則闡述教師專業成長的必要性，可分為下列幾點來說明：1.依教育

改革的潮流而成長，以提升教育品質：教育需隨著社會的脈動，不斷地革新和發

展，而世界各國的教育革新皆強調教育品質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2.教師於各

生涯階段皆須規劃自我成長，以滿足各階段教學專業的需求；3.透過不斷地進修

以滿足教師之自我實現的心理需求。(註105) 
 

自 2000 年以來，網際網路世界形成，學習者學習的管道與環境也較過去自

由且多元，教師應該注意到此情況。網際網路的普及，使得學習者更有能力掌握

及決定獲取資訊的內容、量和速度；以往被視為權威的教科書，如今都可能被日

益增多的網路資訊所取代，知識及資訊的獲得必須隨時更新。教科書的知識已經

不主要是教師所需教授的課程內容，也不應繼續要求學生記誦知識，教師應該教

導學生發現資訊與知識、知識與生活的關係，以及如何在資訊爆炸的學習社會

中，進行更有意義而且有方向性的學習，始能避免淹沒或迷失於網路叢林中。(註
106) 因此，教師應察覺到不斷學習新知的必要性，且多加以思考如何增進自身

的專業能力和知識。 
 

饒見維認為教師達到專業化的關鍵為是否有完整且完善的專業發展制度和

專業發展活動。(註107) 教師從事專業成長活動可有助於教師解決教學或其他方

面的問題，並滿足其專業上的需求，對於激勵教師自我意識和培養專業責任也有

實質上的助益。(註108) 由此可得知，教師應當要能體認專業成長的必要性和其

不可被忽略之重要性，施行教學活動的同時也要不斷地從事新知的學習和學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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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的教學方法。 
 
三、教師資訊尋求與專業成長途徑 

教師進行專業成長的過程裡，資訊需求為其首要的需求之一，當教師對資訊

有所需求時，必須透過各資訊尋求管道始能取得資訊。資訊尋求管道意指概念、

意見、事實及詮釋藉以交流的媒介，(註109) 亦可為獲取資訊來解決問題所採行

的方法或進行的程序。(註110) 李盈蓁指出 Ford 在 1973 年時將資訊尋求管道分

為正式與非正式兩種，正式管道為可容許眾多使用者使用，像是圖書、期刊、廣

播及影片等；非正式管理則立基於個別的人與人相處上，像討論、通信、同事間

非定期的會議等。而 Siegel 在 1981 年則提及，正式管道通常會限制資訊的行為，

非正式管道則可以助長且激發資訊的回饋。(註111) 因此，正式與非正式的尋求

管道，皆為找尋到資訊的重要媒介，不論是何種方式皆對於找尋到資訊有很大的

助益。 
 

Jirojwong & Wallin 在 2002 年整理研究指出，教師使用非正式管道，像人際

溝通與接觸，其頻率是大於使用正式管道的。因為非正式管道使用較便利，得到

的資訊也較符合原本的需求。再者，某些教師對於自身的資訊尋求技巧沒有自

信，找到的資訊過多或過少，有得也無法使用，此種狀況使得教師會較喜愛採用

非正式管道來找尋資訊。(註112) 然近年來網際網路的發達，資訊資源容易取得

的比例提高，且根據 2001 年 Young and Von Seggern 的研究，教師在找尋資源時

大多都異口同聲表示，都會優先考慮使用網路資源。(註113) 
 
因此，本研究所謂的資訊尋求管道，依據上述正式管道、非正式管道及線上

電子傳播三個部分加以延伸分為：專業機構、政府機構、出版社、書店、圖書館、

書籍期刊、同事朋友、研討會、校內外研習、網路、報章雜誌、電視等傳播媒體、

個人藏書、專家學者。 
 

至於教師進行專業成長的方式，歐用生倡導教師進行行動研究，不僅可對於

自身教學進行省思，亦為自我專業成長之方式。(註114) 而饒見維將教師專業成

長進行之方式分為「被動發展」與「省思探究」兩類，分別包含進修研習課程、

實習輔導、參觀與觀摩、協同成長團體、協同行動研究、引導式自我探究、一般

專業研究、個人導向式學習等方式，詳如表 2-6。(註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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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型態 
類別 活動型態 

被動發展類 1. 進修研習課程：專題演講、收看電視節目或錄影帶、研習

課程或講習、研討會、學分學位課程 
2. 實習輔導 

省思探究類 1. 參觀與觀摩 
2. 協同成長團體：讀書會式、問題導向式、主題中心式 
3. 協同行動研究：課程研發、改進實務、改革情境、增進理

解力 
4. 引導式自我探究：省思札記、行動研究、個案建立、個案

討論、建構個人專業理論 
5. 一般專案研究 
6. 個人導向式學習 

資料來源：據饒見維，教師專業發展-理論與實務。(台北：師大書苑，1996 年)，頁 317 修

正 。 

 

此外，林育瑋在 1996 年的研究指出可幫助幼教老師成長的方式有：參加研

習會和座談會；廣泛閱讀專業書刊及蒐集相關資料；提升專業對話，多與同好相

切磋溝通；討論專業的問題等。(註116) 因時代變遷和網際的發達，如今教師亦

可藉由網路媒介參加成長團體，針對案例討論與分享，或透過 Blog 等網路資源

達到專業成長。 
 

葉明政於研究中引述學者提出之專業社群特徵包含：共享和支持性的領導、

共同的價值觀與願景、共同的學習與應用、支持性條件、共享的個人實踐。另外，

其亦提出教師專業社群最重要的特徵即是藉由教師教學實踐之經驗來提高學生

學習成效。社群的組成，教師可由對話、觀察、協助支援，使得教師們可以自我

建構、調整與成為自主研究的個體，從中達成專業成長。此外，其認為教師社群

可與網路科技相加結合，不僅因網路的便利，更是兩者學習理念可以相結合；透

過網路社群教師可以與各地的教師在各自專精的議題上進行討論，包含以下優

點：將散落各處的知識加以儲存、透過不斷協調與溝通，教師可對主題發展有更

高的思考層次。(註117) 
 
於網路時代中，除了既有的閱讀文章、參加研習會、參加成長團體等專業成

長方式外，借助網路軟硬體，教師亦可透過網站、討論區、Blog、即時通訊軟體

等方式，參加專業社群並參與討論，進行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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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知識管理進行教師專業成長 
陳永發強調藉由知識管理來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知識管理所強調的知識、學

習、轉化、合作、理論與創新和教師專業成長特性相符合。而欲進行教師個人知

識管理的策略有：1.建構一個合作、分享的學校文化；2.建構終身學習的學習型

學校；3.重視實務理論的建構與分享；4.培養教師個人知識管理的能力。透過舉

辦教學實務研討會，可增多教師間彼此面對面互動學習的機會外，更能讓教師建

立終身學習的觀念，不斷發展理論概念和專業的能力，藉由多元的進修管道和機

會，像是網路式的學習，來分享交換資源和知識，並建構資訊與學習的交換中心。

(註118) 
 
2001 年鍾欣南的研究發現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成長呈正向關係。(註119) 隔

年李瑪莉和俞國華的研究結果也說明知識管理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的進行。(註
120、註121) 而孫志麟更對於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關係加以闡述： 1.知
識管理是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方法；2.教師專業成長有助於知識管理的持續

推動；3.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成長為動態的循環關係。教師知識的形成為一動態

的建構歷程，受教師本身經驗、當前情境與及教學的觀點而影響，教師的教學決

定、行動和反思，是教師知識累積與創造的重要關鍵。假使教師成功轉化知識，

並應用於教學情境中，提升其教學推理和行動力，將使教師得以專業成長，詳見

圖 2-6：(註122) 
 

 
圖 2- 6 知識管理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 

資料來源：孫志麟，「教師專業成長的另類途徑：知識管理的觀點」，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學

報 16：(2003 年 3 月)：236-238。 

 
此外，孫志麟從知識管理的角度提出教師進行專業成長的途徑：建構教學知

識地圖、建置教學知識庫、設立教學資源中心、進行網上學習、建立教學檔案、

從事行動研究、建構教師專業社群、發展知識分享機制及形塑組織學習文化。其

中知識地圖可讓使用者按圖索驥，找到知識來源；而教師專業社群中值得被關注

的是網路教師專業社群的發展。(註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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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個人知識管理為教師進行專業成長的一個手段及方式，透過此歷

程可促進教師個人或彼此間實務知識的建構、轉化與創新，進而達成教師專業成

長之最終目的。 
 

五、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研究探討 
現今處於知識經濟社會中，教師須具備終身學習的素養，時時充實教育相關

新知，不斷地增加自我的專業能力；因此，對於知識需更專精且要不斷再創造，

除擁有教導學習者知識與技能外，更可對自我的知識加以管理，達成教師自我專

業成長。(註124) 
 
    教師藉由豐富的圖書館資源和網路資源來準備其教學教材，有助於其專業成

長的發展，其功能和優點包含：促進教師對教學反省、給予教師精神的支援、提

供偏遠地區教師便利的進修管道、並充實教師專業知能。(註125) 林慧芬 1998
年歸納教師可運用的方式有：輔助教學公用軟體、遠距圖書資源檢索服務、教育

資源資料庫系統、電子郵件和論壇等。(註126) 
 

教師網路社群進行的方式包括：團體討論、資料的蒐集組織與分享、文件分

享、線上同步溝通、線上課程或工作坊；(註127) Blog 具有以作者為中心、著重

內容、講求與世界互動、為一種生活態度等四個特徵，對於需要個人化和書寫的

教師而言，是可以探索內心思想和感受的媒介。(註128) 
 

2002 年陳美玉針對網路世紀中的教師專業發展特性提出看法，網路世紀中

教師雖需面臨教與學方式需革新的挑戰，但擁有取用不盡的教學資源，在進行專

業發展時可選擇的管道更加多元且便利，透過網際網路即可組成教師專業的成長

社群。教師為了因應網路時代的來臨，在進行專業成長時，不僅需調整其教育理

念與教學方法，更需擁有電腦網路的基本素養，且善加以利用網路教學資源，建

置教師個人教學網頁；而透過電腦網路科技的運用，教師可不受身處地理位置的

影響，易於參與專業社群，擴展多元的專業發展途徑。(註129) 另外，張新仁和

周啟葶亦提出：應鼓勵教師形成教育專業社群，且於網路時代中可透過網路社群

來進行。(註130、註131) 
 
在 2002 年黃文娟針對資深公立幼稚園教師之專業成長歷程加以探究，發現 

教師的教學年資與其專業成長無絕對的關係，如能滿足教師資訊的需求即能促進

其專業成長。(註132) 
 

施宜煌從知識經濟的意涵來論述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可作為教師專業成長

努力的目標：1.教師應富有人性關懷的能力。關懷是一種態度，教師若有人性關

懷的能力，才可以避免學校過度傳授科技與知識過程中產生的負面現象，像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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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失落；2.教師應具備知識管理的知能。教師需不斷地學習及增進自我能

力，並以知識管理的方法系統化與創新個人知識，才可以時時擁有最新的專業知

能；3.教師應具有知識分享的能力；4.教師應具備行動研究的能力；5.教師應具

有教學創新的能力；6.教師須提升運用教學科技的能力。(註133) 
 

至於 2007 年林湘怡，則透過個案進行質化研究，得知教師透過多元化管道

進行專業成長，特別是教師成長團體的參與，但發現因幼稚園園內教師人數少，

不易單獨成立成長團體；(註134) 而網路社群的形成可解決此困境，讓教師跨越

地理環境的限制，與各處教師一同進行成長。 
 

關於利用網路資源進行專業成長，教育主管單位與各幼教系所皆建置相關資

源分享、專業成長進修網站供教師利用。其中，「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為

教育部指導建置，以提供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及資源分享服務為主。(註135) 
(詳如圖 2-7) 

 

 
圖 2- 7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而國立教育資料館亦建有「教師專業成長服務系統」，作為國中小學教師專

業成長與發展所需資源的服務系統，且發展相關論文、研究報告、影帶、檔案、

資源檔、及網站等資源，以利教師進行專業成長。教師可自網站中獲取教學經驗、

訂閱教育新知，及瞭解教育法規。此外，系統亦設計教師個別化專業發展計畫，

期透過，自我檢核且逐步漸進的方式，協助教師在專業成長與發展上的自我診

斷、分析、省思與發展；並邀請現職教師分享其實施專業成長與教學檔案實作的

經驗。(註136)  (如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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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 國立教育資料館 教師專業成長服務系統 

 
另一方面，民間單位或學者專家亦進行相關研究，建立像「窩比幼教服務網」

等幼教專業社群，提供教師討論教育議題及分享教學資源的園地。(詳如表 2-7) 
 

表 2- 7 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資源一覽表 

 名稱 維護單位 網站內容 

1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inservice.edu.tw/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

網暨全國推廣中心 
(指導單位：教育部)  

集結全國各地進修資料，提

供全體教師 e 化的進修網路

資訊 

2 

教師專業成長服務系統 
http://teacher.nioerar.edu.tw/standard/standard.jsp

國立教育資料館 提供教師專業成長資源、教

師經驗分享、教育新知及教

育法規；設計教師自評之專

業發展標準 

3 
幼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child.nutn.edu.tw/newweb/index.htm 

台南大學幼教系 教材資源分享 

4 

幼教教師進修網站 
http://www0.nttu.edu.tw/ecte/index.asp 

台東大學兒童發展中心 提供專業知識、教學指導、

資料查詢服務、問題與回

應、互動式學習、與新知新

訊報導 

5 
窩比幼教服務網 
http://www.woby.com.tw/index.asp 

窩比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學齡前兒童教育相關資

訊，及討論交流園地 
6 WIDE-KM 教師入口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公佈各式活動訊息外，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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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維護單位 網站內容 
http://elearning.ice.ntnu.edu.tw/Teacher.asp 學院數位學習研究室 

(張國恩與宋曜廷教授共同主

持) 

供教師教學網站，以彙整豐

富的教材、教案，且設有討

論區、社群、知識問答、部

落格、教學平台等服務，教

師可建立個人教學文件庫，

並廣交全國教師友人 

7 
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部落格 
http://www.tiec.tp.edu.tw/lifetype/summary.php 

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 教師建立 Blog 並分享 

8 

思摩特教師專業社群 
http://sctnet.edu.tw/ 

中山大學計算機與網路

中心應用組(指導單位：教

育部、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高雄市立華山國小) 

專業教師知識管理、經驗分

享的網路社群 

9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幼教資訊網 
http://www.kids.tp.edu.tw/sblog/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相關研習資訊 

10 
台北益教網 
http://etweb.tp.edu.tw/ 

台北市政府教育局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建置) 

教師知識交流平臺 

11 
台北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 
http://insc.tp.edu.tw/ 

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 公告各項研習資訊及提供教

師整理個人研習紀錄 
資料來源：本研究歸納 

 
綜合上述，教師為能符合社會之期待，須有時時求知的態度，吸取新知來準

備教學。於網路時代中，教師應懂得應用網路資源和 Blog 等方式，打破時空限

制，與各地教師一同交流和討論，進而達成個人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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