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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為研究對象，首先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教師之

資訊尋求、利用資訊等現況後，進一步藉由訪談所蒐集之資料，分析探討幼教老

師的資訊行為特徵，及利用圖書館、網路資源、Blog 協助教學之概況。最後，

綜合研究結果，提出研究的結論與建議，並就研究發現，提供後續研究方向。 
 

第一節 結論 

一、幼稚園教師的資訊尋求行為 
幼稚園課程與幼兒日常生活習習相關，教師利用圖片、照片及網路資源支援

教學活動；在找尋資源時則會考量資訊的正確性與方便性，主要透過網路和圖書

室取得教學資源；而影響教師選擇查詢管道之主要因素為找尋資訊所花費的時

間。 
 
(一) 教師利用圖片、照片及網路資源支援教學活動 

幼稚園教師主要使用圖片、照片及網路資源支援教學活動；而影音媒體次

之；圖書及坊間教材則依教學內容所需使用。 
 

(二) 教師找尋教學資源時會考量資訊的正確性與方便性 
在找尋教學相關資源時，教師會先考量資訊的正確性及資訊的方便性；而資

訊與教學內容的相關性為次要考量因素；此外，資訊的易懂性、資訊與教學設備

的配合性，及資訊內容的品質亦為教師評估可運用資訊的準則。 
 
(三) 教師主要透過網路和圖書館(室)找尋教學資源 

幼稚園教師主要過網路和圖書館(室)找尋教學資源。其中，網路可協助教師

快速取得多元、新穎的資源，在設計教學活動時，亦可觀摩其他教師教學；教師

將取得生動活潑的資源加以編輯成為教學教材。而圖書館(室)內有豐富的圖書資

源，教師可同時取得大量相關主題之圖書，且圖書皆經過出版審查的過程，資料

較具有正確性，教師會將其與網路查詢到的資源加以對照使用。另一方面，家中

藏書與教學檔案、同事朋友、書局和家長亦為教師取得資源之途徑。再者，教師

亦會依需求同時使用多種方式查詢資源，並對照、選擇合宜者加以運用。 
 
(四) 教師選擇查詢資源管道時主要考量需花費的時間 

教師除需教導幼兒學習外，亦須處理行政事務、打掃班級環境與整理幼兒學

習檔案，準備教學的時間十分有限，因此，幼兒教師選擇查詢資訊管道時，首先

會考量找尋資源所花費的時間。除此之外，教師亦會依教學主題所需之資源決定

查詢資源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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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處理資訊以準備教學的能力 

現今資訊網絡中擁有豐富的影音媒體，多元且具聲光效果，教師選擇合適的

資源與媒體，並將其處理成教學教材以支援教學。教師具有中上的資訊素養能

力，可從各管道中獲得教學資源，並將其運用至教學中；而學歷與任教年資則會

影響教師的資訊素養。此外，不熟悉查詢資源的方法為教師找尋教學資源時最常

遇到的困難，並透過請教同事將困難排除。 
 

(一) 教師具有中上的資訊素養能力 
幼稚園教師具有中上的資訊素養能力，對於評估查詢到的資訊、利用網路資

源準備教學、使用關鍵字查找資訊，及將搜尋到的資訊運用於教學上皆頗具信

心；而配合課程從不同管道找尋合宜的資訊、利用圖書館資源找尋教學資源和自

我學習、將找尋到的資料製作成教材，及運用網路媒介與其他教師分享資訊則較

無把握。另一方面，教師的資訊素養會因其教育程度與教學年資而有所差異；其

中具研究所學歷之教師對於自身的資訊素養較有信心；而新進教學 1-5 年的教師

亦具有較高的資訊素養，對於利用網路準備教學和自我學習、運用關鍵字查找資

料、運用資源於教學上皆較熟悉。 
 
(二) 教師查詢資訊時遇到的困難為不熟悉資訊檢索方法 

幼稚園教師在找尋資訊的過程中，主要會遭遇到的困難為不熟悉資訊檢索方

法。而資訊存取限制，不易取得、沒有時間搜尋或瀏覽資訊，及語言能力有限的

困難居次。 
 

(三) 教師解決查詢資訊困難的方式為請教同事 
幼稚園教師在找尋教學資訊時，如遇困難，與其他教學階段教師相同，皆會

先請教同事；其次則為過一段時間再重新嘗試；請教專家居第三；再者，教師亦

會請教同行親友、家人、家長，及查詢網際網路、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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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幼稚園教師利用圖書館資源準備教學之概況 
教師常使用校內圖書室和台北市立圖書館，以找尋教學資源和借閱書籍為

主要目的；教師利用繪本、教師專業書籍、影音資源及教學教具等支援教學活

動。 
 

(一) 教師至圖書館的目的主要是找尋教學相關資源 
幼稚園教師前往圖書館以找尋教學相關資源(88.6%)為主，其次是借還圖書

(69.2%)、閱讀報章雜誌和使用參考工具等；由此可知，找尋教學資源為促使教

師使用圖書館的重要因素。 
 

(二) 教師常使用校內圖書室和台北市立圖書館找尋教學資源 
幼稚園教師為準備教學，會運用校內圖書室與台北市立圖書館找尋相關圖

書與視聽資料；其中，教師主要使用園內圖書室資源，當無法取得所需資源，

才會至小學圖書室查詢；而教師亦利用台北市立圖書館資源，如借閱童書、繪

本、影片、及教育專業書籍以補校內資源之不足。 
 

(三) 教師使用圖書館資源以繪本和影音資料為主 
幼稚園教師到圖書館找尋教學相關資源時，主要是找尋繪本和影音資料，其

中繪本為教師高度需求之資源；其次為協助教師教學之參考書籍；而一般書籍的

運用則居第三。此外，教師會配合教學主題，設計幼兒利用圖書室書籍之活動，

亦會定期更換各班主題書櫃，輪流閱讀園內圖書；或安排幼兒至圖書館參觀之活

動，讓幼兒從小即懂得如何利用圖書館資源。 
 
四、幼稚園教師利用網路資源協助教學 

教師利用網路資源支援教學，可節省找尋教學資源、製作教具的時間；應用

圖文並茂的多媒體於教學中，除令教學更加生動活潑外，亦可引起幼兒學習興

趣，產生良好的學習效果。再者，透過網路社群可與其他教師相互交流資源與經

驗；而網路平台不僅可紀錄教學活動，更可搭起教師與家長溝通的橋樑，且促進

教師與家長共同指導幼兒。最後，使用網路可觀摩其他教師教學，促進教師進行

專業成長。 
 
(一) 準備教學 

幼教老師每週約花 5 小時利用網路找尋教學資源，並將找尋到的資源加以製

作編輯成為教材。教師透過 Yahoo 和 Google 等搜尋引擎找尋教學圖片和音樂等

資料；而利用 Yahoo 知識+查詢主題知識；至於其餘國內外教學資源網站，如教

育部「生命教育學習網」等，教師亦會連至查詢使用。而教師亦參與如「窩比幼

教服務網」、「思摩特」及「批踢踢實業坊（PTT）」等網路論壇和 BBS 社群搜尋、

詢問及分享教學資源；於社群內取得之資源會與教學主題較相關，但如要找較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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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教材則較不易。再者，教師也使用教師教學檔案及出版社電子報支援教學準

備。 
 
(二) 協助實施教學 

教師利用網路上之繪本 PPT 資源，像至文建會兒童文化館網站下載電子書，

如此可省下教師拍攝、製作教具的時間；教師根據教學需要，將影音資源透過單

槍投影設備播放，支援教學活動。使用網路資源可彌補教師不足之主題知識，並

將無法拿至教室之教具，透過影像和聲音呈現給幼兒觀賞，教師除可省去具體描

述之困擾，亦可豐富教學內容；而幼兒更可身歷其境、清楚地瞭解教師講授之內

容，增廣幼兒的視野並提昇學習成效。 
 
(三) 分享教學經驗 

透過網路媒介，不僅可觀摩其他教師的教學，與其相互討論、分享教學經驗，

如遇問題時亦可得到協助。幼教老師主要使用 E-mail 與其他教師分享教學經驗

與資源，觀摩學習、吸取長處後，讓自己的教學更加精彩。 
 
(四) 紀錄教學活動並進行親師溝通 

教師藉由建置班級網頁以整理幼兒學習歷程，並與家長分享幼兒學習狀況，

而網頁中的教學相關資源，亦可協助教師與家長共同指導幼兒學習。此外，完整

紀錄教師教學歷程，不僅幫助教師整理教學檔案，亦助於教學活動的繼續進行。 
 
五、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進行專業成長之概況 

於資訊發達的時代裡，專業教師須不斷學習與進修，提昇運用資訊的能力

外，並培養相關的資訊素養。幼教老師利用各式資源以提昇自我專業知能，像是

閱讀書籍、瀏覽網路課程，及利用 Blog 撰寫教學日誌和省思、進行個人知識管

理；而參與研習活動、成長團體及讀書會，學習新知及刺激自身多元思考，亦能

促使教師不斷地成長。 
 

幼教老師透過參與研習活動、成長團體和讀書會提昇自身專業知識和技巧；

藉由閱讀書籍、興趣的培養、選修學分及攻讀學位、與教授對談等方式擴展專業

新知及學科主題知識；並運用國圖博碩士論文等資源，以撰寫文章、進行行動研

究，促成個人之專業成長。研習活動方面，除教育局規定參與的研習外，教師也

依個人興趣及專業能力所需選擇參加，學習新穎的資訊技能；而校內外成長團

體、工作坊，則可與夥伴一起討論、思考及設計教學活動；至於讀書會的參與，

可促進教師多元思考，並增廣詮釋故事的角度。 
 

關於利用網路進行專業成長方面，教師瀏覽網路文章和數位學習課程以自我

學習；參與 Blog、BBS 等網路社群與其他教師相互交流，分享經驗和資源；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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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開始應用 Blog 撰寫教學日誌及省思，並配合使用線上影音分享工具及線上

相簿來整理個人教學檔案；此外，教師也會將參加研習之學習歷程呈現於 Blog
內，統整個人學習成果並進行知識管理。 
 
六、幼稚園教師運用 Blog 之情形 

Blog 之更新容易、便於使用、個性化等特性，符合幼教老師需要多元化、

更新快速資訊的需求，並可利於教師將貼近幼兒生活之知識加以整理；而便於與

他人互動、討論的特性，更有助於教師形成討論社群。因此，幼教老師開始將

Blog 運用於教學及個人生活上，不論是分享教學經驗與資源、紀錄教學過程、

管理教師教學檔案與資源、呈現幼兒學習歷程，或與家長溝通，皆為教師開展了

運用資訊資源於教學上的新局面；而 Blog 亦可紀錄教師個人生活，分享閱讀及

教學心得。 
 
(一) 搜尋教學資源 

教師利用 Blog 蒐集教學相關資源，透過訂閱 Blog 中的文章，以瞭解其他教

師的教學經驗，並獲得相關的主題資源。 
 

(二) 分享教學經驗 
瀏覽 Blog 可瞭解其他教師之經驗談及教學活動，教師可快速獲得知識、充

實內涵，且進行專業成長；而建置 Blog 則可與其他教師分享幼兒作品及教學省

思，共享教學經驗。 
 

(三) 整理學生學習歷程檔案 
教師利用 Blog 和線上相簿，可快速方便建立幼兒學習活動之相片和檔案，

為幼兒紀錄完整的學習歷程。 
 
(四) 建置幼稚園校網 

教師利用 Blog 建置幼稚園校網頁，於網頁中張貼幼稚園簡介、教學願景、

教學活動照片及招生等公告訊息。 
 

(五) 建構班級網頁 
Blog 易於操作，便於教師快速整理教學內容，且即時讓家長參與幼兒的學

習，分享學習成果。教師因而使用其與家長溝通、傳遞教學資訊，及建立分享幼

兒成長歷程之平台；由此可見，Blog 有助於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的推展。 
 

(六) 紀錄教學並整理教師教學檔案 
Blog 可協助教師整理教學資料和資源，且給予分類，完整紀錄教師的成長，

並為一種管理教學檔案的方式，協助教師將個人知識加以管理；且只要連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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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Blog 中的內容彷如行動教材庫，教師可隨時、有效應用優良的教學資源。 
 
(七) 建置個人 Blog 

一成二的教師持續積極經營個人 Blog，利用 Blog 紀錄平日教學、學習和生

活休閒心得；而二成五的教師曾建置個人 Blog，但未持續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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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下就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研究結果，針對教育主管機

關、圖書館和幼稚園教師三個方面提出建議： 
 
一、教育主管機關應鼓勵教師參與線上讀書會與成長團體，辦理各式資訊素養研

習，委託相關單位編製資源示意圖、建立知識共享平台。 
 
(一) 鼓勵教師參與線上讀書會與成長團體 

教師參與網路社群，可與各地教師討論相關議題外，亦能將散落各處的知識

加以彙整；且透過不斷協調與溝通，教師對於相關主題會有更深一層的思考。目

前幼稚園教師參與之各式讀書會與教學專業成長團體，以面對面的形式為主，甚

少教師參與線上讀書會或成長團體，如有關單位對於線上讀書會與成長團體等社

群加以推動，可提高教師參與網路社群之意願，跨越地理限制與各處教師進行交

流。 
 
(二) 辦理各式資訊素養研習以提昇教師的資訊素養能力 

根據研究發現幼教老師具有中上的資訊素養，但對於利用資源仍有困難，像

是不熟悉檢索方法，但教師幾乎不會尋求圖書館館員的協助；而要提昇教師個人

的資訊素養能力，必須透過舉辦研習及利用教育課程。由此可見，教育局應委任

如教師研習中心多開辦各式網路素養、資訊資源利用研習，讓教師藉由研習的機

會，學習、培養相關的資訊能力。 
 
(三) 編製資源示意圖協助教師準備教學 

現今資訊網絡十分發達，各式資源儲存於多元載體中，如何便捷取得相關資

源，顯得相當重要；其中，如大海般的網路資源更是吸納眾多且豐富、生動、具

價值的資源。而資源示意圖為資訊中介者撰寫，以指引使用者快速取得相關資

源；同理，可協助教師於資訊網絡中便捷取得資源。可惜的是，根據問卷調查，

使用資源示意圖的教師僅佔 2~3%的比例，使用狀況並不普遍。因此，教育局應

責成資訊服務單位，如國立教育資料館、臺北市立圖書館等單位，扮演資訊導航

者的角色，依據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等需求編製相關主題之資源示意圖，引導教

師使用資源，協助教師於廣大知識海中快速、便捷取得具價值的資訊資源。 
 

(四) 建立幼教專業知識共享平台 
目前幼教相關之資訊服務網眾多，各縣市教育局、幼教系所及民間單位皆有

建置，然相關資源及討論散於各處，教育主管機關應委任相關單位將其統整，提

高教師使用率。在網路資源豐富的環境下，教師開始參與網路社群，不論是找尋

知識、尋求問題解答、分享教學資源，此些皆為教師管理個人知識之過程；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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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逐漸開始運用 Blog 紀錄個人教學、學習內容和心得，逐漸累積個人知識；

於 Blog 中相互討論教育相關新知與議題。因此，如能建立幼教專業知識共享平

台，提供教師分享教學資源與經驗，如此，教師不僅可按類瀏覽、搜尋查詢教學

資源，亦可整理個人專業知識，與其他教師分享、討論，並內化成為知識，持續

進行個人知識管理，以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二、園所圖書室應與鄰近圖書館合作並共享資源，以協助教師充分利用圖書館資

源準備教學。 
 
(一) 協助教師充分利用圖書館資源以準備教學 

圖書室館員除配合教師教學需求，提供相關資源協助教學外，更應協助教師

利用圖書館資源設計教學活動，或舉辦資訊利用講習以提昇教師運用資訊的能

力，或協助教師找尋教學相關資源，如此可提高圖書館資源之使用率。 
 

(二) 與附近圖書館合作並共享資源 
在教師運用圖書館資源部份，教師主要以找尋教學資源為主，像是繪本和影

音資源。其中，教師對於繪本有高度的需求，加上各班幼兒亦需閱讀繪本，在教

師與幼兒皆須繪本的情況下，園內圖書室的繪本資源無法完全支援；為解決此困

境，園內圖書室應與附近公共圖書館或學校圖書館建立合作，出借相關繪本資

源，以同時滿足幼兒與教師的需求；而相關的電子書、影音資源，亦可與公共圖

書館合作共同建置。另外，校(園)內圖書室的經營與規劃，可與鄰近圖書館相連

結，不僅請公共圖書館館員給予建議或加以支援，亦能借助其專業知能，協助教

師利用資訊資源，提昇教師的資訊素養能力。 
 
三、幼稚園教師應學習並充分利用資訊資源協助教學，積極參與網路社群、利用

社會性軟體支援教學。 
 
(一) 幼教老師應學習並充分利用圖書館資源 

據調查發現，幼教老師每月至少使用一次圖書館資源，以利用繪本、教學參

考書籍為主。教師在準備教學時，應更充分利用圖書館資源，像是使用資源示意

圖找尋資源、尋求參考館員的協助等服務。更重要的是，在倡導終身學習的今天，

教師應自發學習利用資源的技能，除須不斷增長個人教學專業外，也應對非教學

知識與技能加以學習，成為終身學習之楷模。 
 

(二) 幼教老師應積極參與網路社群 
現今幼教老師參與網路社群的比例仍不算高，大部分的教師因無時間、無法

使用電腦過久等因素，鮮少參與網路社群的討論與分享，主要以瀏覽、找尋資源

為多；然而教師使用 E-mail 與好友教師分享經驗與資源的情形則較普遍，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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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應將與好友分享資源和討論教學的習慣及熱情，轉移參與網路社群，跟更多

教師分享教學經驗和資源，如此，教師本身亦可獲得更多的回饋與建議。 
 

(三) 幼稚園教師宜應用各種社會性軟體支援教學 
Web2.0 時代中，網路世界以互動、共筆、串連為趨勢，從事教育工作之教

師，應瞭解新新科技的發展，並將其運用於教學上。Blog 易於更新及利用，可

有效協助幼教老師整理生活化的知識，並加以分享。然而，目前從未運用之教師

卻達 40.1%，顯得有些遺憾；而尚未使用線上影音分享工具和線上相簿之教師亦

分別佔了 53.8%和 75.5%，承上所述，教師對於此些工具的瞭解尚不足。舉例來

說，教師可採用 Blog 建置班級網頁、與家長溝通，持續管理個人專業知識；利

用 Youtube 等線上影音分享工具分享、找尋影音媒體，並運用其支援教學活動；

而線上相簿則可幫助教師分享教學經驗和紀錄幼兒學習歷程。因此，教師應瞭解

此些工具之功用，與利用於教學上之可能性；並觀摩相關工具運用於教學上的現

況，參考已運用教師之經驗後善加利用。 
 

(四) 幼教老師應利用 Blog 等網路平台與家長共同指導幼兒 
如今網際網路的發達與普遍，拉近人與人間的關係，搭起另一種溝通、聯絡

的橋樑。透過 Blog 等網路平台，教師可與家長相互溝通，而家長間亦可開闢相

互討論、交流的天地，此外，教師藉由網路平台中的教學資源，如班級網頁中的

相關網站，可與家長共同指導幼兒，相互連結幼兒在校與在家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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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係針對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之概況進行研究，然限於

人力、時間、研究者能力等因素，未能針對相關議題深入加以探討，因此，希望

未來研究可從以下幾個層面擴大進行，使幼稚園教師能獲得更大的收穫，累積更

多的研究成果： 
 
一、公私立幼稚園教師利用資訊資源概況之比較研究 

本研究針對台北市公立幼稚園教師進行研究，然私立幼稚園教師之人數更

多，進行的教學課程更加廣泛，其利用資訊資源準備教學之情況或有所差異。此

外，不同縣市的幼教老師運用網路資源之情形亦值得加以研究探討。 
 
二、學校圖書館支援幼教老師教學之研究 

公立幼稚園大多附屬於國小下，教師除使用園內圖書室資源外，亦會使用國

小圖書室資源。現今國小圖書室之館藏越趨豐富，且各校開始建置相關之網路主

題教學資源和網站，如針對國小圖書館之館藏和服務加以瞭解，並分析其支援幼

教老師教學之可能，有助於幼教老師取得更多更廣、適用於教學之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