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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1 年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學校 

圖書教師制度在歐美國家行之已久，在美

國一般稱為 teacher librarian。圖書教師即為學

校圖書館之圖書館員，並同時具備教師資格，

因此稱為圖書教師。圖書教師主要之任務乃在

負責學校圖書館之經營、規劃及推動閱讀與資

訊素養活動、提供資訊協助教師教學、與教師

協同教學等，以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學生閱讀

興趣，並使之具備自學能力。 

臺灣絕大多數的小學圖書館並沒有正式

且專業的圖書館員，教育部自 98 學年度起在

全國 50 所小學試行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簡

稱圖書教師）一案，由學校推薦一位熱心推動

閱讀的教師，負責該校閱讀推動業務。兼任圖

書教師業務之教師可減授鐘點 10 小時，並由

教育部補助代課教師鐘點費，國小圖書教師學

校每學期 7萬元，國中圖書教師學校每學期 9

萬元。101學年度全國國小增加至 243所圖書

教師學校，國中亦首次增置 38 所圖書教師學

校，101 年補助之國中小圖書教師學校名單如

表 1。 

表 1  國中小圖書教師學校名單（101年）  

縣市 國中小 校名 

國小 

萬興國小、雙蓮國小、內湖國小、天母國小、文湖國小、石牌國小、溪口國小、

三民國小、永吉國小、成德國小、長安國小、碧湖國小、龍山國小 臺北市 

國中 南門國中 

國小 

平溪國小、大觀國小、仁愛國小、二重國小、中角國小、江翠國小、板橋國小、

復興國小、新泰國小、新興國小、鄧公國小、鶯歌國小、大豐國小、中山國小、

中園國小、光復國小、昌隆國小、野柳國小 

新北市 

國中 江翠國中、安康高中國中部 

國小 七堵國小、八斗國小、長興國小、仁愛國小、忠孝國小、東光國小、武崙國小 

基隆市 

國中 中正國中 

國小 

北成國小、光復國小、羅東國小、育英國小、二城國小、大福國小、竹林國小、

利澤國小、新南國小 宜蘭縣 

國中 東光國中 

國小 

中山國小、中原國小、龍安國小、中埔國小、五權國小、忠貞國小、富台國小、

華勛國小、新埔國小、龍星國小、大業國小、仁和國小、石門國小、楊心國小、

潛龍國小、菓林國小 

桃園縣 

國中 大成國中、大園國中 

陳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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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中小圖書教師學校名單（101年）（續 1） 

縣市 國中小 校名 

國小 科園實小、載熙國小、竹蓮國小、陽光國小、新竹國小、北門國小、虎林國小 

新竹市 

國中 虎林國中、建華國中、建功高中國中部 

國小 

十興國小、松林國小、陸豐國小、大肚國小、中正國小、寶石國小、竹北國小、

竹東國小、東安國小、博愛國小 新竹縣 

國中 富光國中 

國小 

竹南國小、苑裡國小、建功國小、文山國小、文華國小、卓蘭國小、建中國小、

照南國小、後龍國小、銅鑼國小 苗栗縣 

國中 大湖國中、頭份國中、致民國中 

國小 

仁美國小、永春國小、新平國小、三田國小、大肚國小、外埔國小、永寧國小、

宜欣國小、東勢國小、惠文國小、新興國小、僑仁國小、僑忠國小、九德國小、

大鵬國小、協和國小、和平國小、社口國小、神岡國小、梧棲國小、潭子國小、

潭陽國小、黎明國小 

臺中市 

國中 光明國中、大墩國中、新社高中國中部 

國小 

北斗國小、合興國小、湖西國小、福德國小、螺陽國小、成功國小、和東國小、

員林國小、新水國小、廣興國小 彰化縣 

國中 和美國中、鹿鳴國中 

國小 

東光國小、南港國小、北投國小、南光國小、隆華國小、愛蘭國小、互助國小、

前山國小、新豐國小、僑光國小 南投縣 

國中 三光國中 

國小 

中正國小、斗六國小、朝陽國小、大東國小、文正國小、斗南國小、北辰國小、

雲林國小、廉使國小、聯美國小、鎮南國小 雲林縣 

國中 崇德國中、石榴國中 

國小 大同國小、僑平國小、世賢國小、民族國小、林森國小、垂楊國小、嘉北國小 

嘉義市 

國中 大業國中、民生國中、嘉義國中 

國小 

梅北國小、蒜頭國小、中林國小、北回國小、朴子國小、竹崎國小、和睦國小、

圓崇國小、三和國小、內埔國小、太保國小、鹿滿國小 嘉義縣 

國中 鹿草國中、布袋國中 

國小 

白河國小、新民國小、賢北國小、土城國小、大光國小、日新國小、西港國小、

松林國小、南化國小、菁寮國小、大同國小、大成國小、文元國小、正新國小、

永信國小、長安國小、勝利國小、復興國小、新市國小 

臺南市 

國中 復興國中、安順國中 

國小 

林園國小、博愛國小、福山國小、興糖國小、龍華國小、三埤國小、大寮國小、

文華國小、右昌國小、永芳國小、陽明國小、瑞興國小、鳳西國小、鳳翔國小、

加昌國小、東門國小、金山國小、獅湖國小 

高雄市 

國中 明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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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中小圖書教師學校名單（101年）（續 2） 

縣市 國中小 校名 

國小 

佳冬國小、林邊國小、恆春國小、萬巒國小、玉田國小、長興國小、高樹國小、

萬丹國小、西勢國小、車城國小、復興國小、新庄國小 屏東縣 

國中 萬丹國中、東港高中國中部、里港國中 

國小 中興國小、望安國小、石泉國小、雙湖國小 

澎湖縣 

國中 澎南國中 

連江縣 國小 仁愛國小 

花蓮縣 國小 

北埔國小、志學國小、光復國小、富里國小、萬榮國小、鳳林國小、佳民國小、

明義國小、稻香國小 

國小 

月眉國小、復興國小、太平國小、東海國小、泰源國小、龍田國小、豐里國小、

卑南國小、馬蘭國小、新生國小、福原國小、霧鹿國小 臺東縣 

國中 大武國中 

國小 竹教大附小、中教大附小、嘉大附小、屏教大附小、東華大附小 

國立學校 

國中 政大附中、國光高中國中部、科學實驗高中 

二、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 

由於臺灣的國小從未有圖書教師編制，圖

書教師無範例可循，為使這些閱讀教師運作上

軌道，奠定國小閱讀基礎，因此特成立全國圖

書教師輔導團，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

學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陳昭珍擔任總召

集人，其下並分為北、中、南、花蓮及臺東各

分區輔導團，負責全國圖書教師輔導之規劃、

全國訪視等工作。各區輔導學校數如表 2。 

表 2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各區輔導學校數量表（101年） 

 

北區 中區 南區 花蓮地區 臺東地區 

國小學校數量（所） 92 63 66 10 12 

國中學校數量（所） 16 11 10 0 1 

涵蓋縣市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連江縣 

臺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澎湖縣 

花蓮縣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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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結合當地閱讀推

動、圖書館經營等有相當豐富經驗之大學教師

及學生建立合作團隊，協助合作學校在圖書館

經營及閱讀推動上成為當地的「典範學校」及

其他圖書教師的輔導工作。透過典範學校與合

作團隊間成功的合作模式，帶動其他學校全面

提升整體閱讀水準與圖書館經營品質。各區輔

導團召集人如圖 2。 
 

 

圖 2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各區召集人 

101 年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進行各項工作

並辦理活動，讓國小圖書教師能夠藉由這些活

動的參與，彼此互相交流並達到學習進修的目

的，活動內容包括全國圖書教師教育訓練、典

範學校計畫與全國圖書教師學校輔導訪視、 

《圖書教師電子報》報網站經營、《圖書教師

手冊》編輯及修訂、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

要及教案設計、香港小學圖書教師學校參訪

等。 

 

三、全國圖書教師教育訓練 

為加強圖書教師個人專業知能，輔導團自

98年開始，每年皆舉辦圖書教師訓練課程，至

101 年圖書教師計畫已邁入第四年，每年陸續

有新學校加入，為使新加入的圖書教師能獲得

基本的圖書館及閱讀專業知能，101 年沿襲過

去三年的模式，舉辦了 3 天 24 小時的教育訓

練課程，針對圖書教師學校於暑假期間安排南

北兩場初階課程。透過參與的圖書教師所填寫

的課程回饋問卷發現，無論是課程內容、講師

安排等均獲得相當高的滿意度，認為本次課程

為推動閱讀工作帶來實質上的幫助，並希望每

年都能有教育訓練，提供圖書教師進修充電的

機會。辦理情形如下： 

（一）培訓對象：圖書教師、學校圖書館員、

對本課程有興趣的教師，南北各招收

120人，共 240人。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表 3  全國圖書教師教育訓練課程一覽表（101年）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課程內容 

101.7.31- 

101.8.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 圖書館概論（臺師大圖書館陳昭珍館長） 

2. 資訊組織與圖書館自動化（交通大學圖書館呂瑞蓮館員） 

3. 21世紀學校圖書館讀者服務（康橋雙語學校圖書組呂美容組長） 

4. 閱讀的影響力（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廖祿立董事長） 

5. 如何利用愛的書庫資源（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林欣怡副執行長） 

6. 圖書館利用教育（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曾品方館員） 

7. 資訊素養與專題寫作（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賴苑玲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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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國圖書教師教育訓練課程一覽表（101年）（續）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課程內容 

101.12.12 臺北市萬興國小 觀摩與實習：參訪臺北市萬興國小 

101.12.13 臺北美國學校 觀摩與實習：參訪臺北美國學校圖書館 

101.8.21- 

101.8.23 

高雄市龍華國小 1. 圖書館概論（臺師大圖書館陳昭珍館長） 

2. 21世紀學校圖書館讀者服務（康橋雙語實驗學校圖書組呂美容組長） 

3. 資訊組織與圖書館自動化（交通大學圖書館呂瑞蓮館員） 

4. 閱讀的影響力（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廖祿立董事長） 

5. 如何利用愛的書庫資源（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張雅雯組長） 

6. 圖書館利用教育（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曾品方館員） 

7. 資訊素養與專題寫作（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林菁教

授） 

8. 觀摩與實習：參訪加昌國小（高雄市加昌國小張清茂校長） 

9. 閱讀知能與指導（臺師大圖書館陳昭珍館長） 

 

 

全國圖書教師臺北場研習（101.7.31-8.1） 

 

另外，101 年結合民間團體力量，與台灣

閱讀文化基金會合作，在北、中、南、花蓮、

臺東五區分別舉辦「全國國中小學教師圖書館

管理與利用研習」，以非圖書教師學校之國中

小閱讀推動人員，包含校長、設備主任、圖書

館志工等為對象辦理。讓未申請圖書教師計

畫，但對閱讀推動懷抱熱情與想法的老師們，

也能夠有機會參與研習課程、獲取新知，進而

能將所學帶回校園，推動校內閱讀。課程規劃

如下： 

（一）培訓對象：各縣市國中小負責圖書館經

營及閱讀推動之教師、設備組組長、學

校圖書館館員、學校圖書館志工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閱讀文化基金

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臺

中圖書館、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

南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國立臺

東大學。

圖書教師參訪高雄市加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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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國國中小學教師圖書館管理與利用研習課程一覽表（101年） 

地區 辦理日期 辦理地點 課程內容 

北區 101.7.12- 

101.7.1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 

1. 學校圖書館經營概論（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宋雪芳

教授） 

2. 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利用教育（桃園縣石門國小陳芳雅老師） 

3. 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編目（新北市鄧公國小劉俊宏老師） 

4. 閱讀指導（臺北市明德國小林玫伶校長） 

5. 志工招募與培訓（新北市中山國小林秀雲老師） 

6.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南投縣永昌國小吳佳樺老師、吳彩

雲老師） 

中區 101.7.9- 

101.7.10 

國立臺中圖書館國

際會議廳 

1. 學校圖書館經營概論（臺中教育大學賴苑玲教授） 

2. 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利用教育（苗栗縣後龍國小廖滿英老師） 

3. 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編目（交通大學圖書館呂瑞蓮老師） 

4. 閱讀指導（彰化縣和東國小周芷誼老師） 

5. 志工招募與培訓（臺中圖書館輔導推廣課劉杏怡課長） 

6.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南投縣育英國小巫邕儀老師） 

南區 101.7.10- 

101.7.11 

國立臺南大學啟明

苑演講廳 

1. 學校圖書館經營概論（臺南大學教育系陳海泓教授） 

2. 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利用教育（嘉義大學附小圖書龔冰蕾老

師） 

3. 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編目（交通大學圖書館呂瑞蓮老師） 

4. 閱讀指導（高雄市獅湖國小黃莉娟老師） 

5. 志工招募與培訓（臺南市勝利國小陳雅麗老師） 

6.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嘉義市垂楊國小圖書程可珍老師） 

花蓮區 101.7.11– 

101.7.12 

國立東華大學理工

二館國際會議廳 

1. 學校圖書館經營概論（東華大學圖書館張璉館長） 

2. 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利用教育（花蓮縣明義國小許慧貞老

師、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鍾佩怡老師） 

3. 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編目（東華大學圖書館採編組呂俊慧

組長） 

4. 閱讀指導（東華大學林意雪副教授） 

5. 志工招募與培訓（花蓮市立圖書館蔡淑香館長） 

6.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賴榮興老師） 

臺東區 101.9.7- 

101.9.8 

臺東縣卑南國小視

聽教室 

1. 學校圖書館經營概論（臺東大學華語系傅濟功教授） 

2. 閱讀推廣與圖書館利用教育（臺東縣卑南國小劉廉玉老師） 

3. 圖書館自動化與分類編目（交通大學圖書館呂瑞蓮老師） 

4. 閱讀指導（臺東縣豐源國小張月昭校長） 

5. 志工招募與培訓（臺東縣新生國小林淑釧主任） 

6. 班級共讀及愛的書庫（花蓮縣明義國小許慧貞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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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國圖書教師學校輔導訪視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自 101年進行全國圖

書教師學校訪視，將全臺分為北、中、南、花

蓮、臺東五區，由各區輔導團召集人帶領訪視

委員們至圖書教師學校輔導訪視，協助其圖書

館館舍空間規劃整理、館藏發展、系統運作、

活動規劃、圖書館利用教育，及全校閱讀推動

策略之規劃與執行，針對各校現況提出改善建

議，並規劃與執行輔導方案。 

經過訪視後彙整圖書教師目前在進行閱

讀推動及圖書館管理時所面臨的困境如下： 

（一）圖書館空間規劃與硬體設備 

1.受既有館舍空間的限制，難以另擴增閱讀空

間。 

2.圖書館在校之地理位置不佳，與學生主要活

動地區有距離。 

3.硬體空間需要經費支援。 

經由訪視發現，國小在圖書館空間規劃與

硬體設備方面皆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而校方以

及圖書教師皆有心進行空間改造，且有相當多

的創意，但並無經費可支援。因此期待教育部

能規劃專案專款，讓有心經營的學校有機會申

請，提升整體圖書館閱讀服務的品質。部分國

小圖書館設置地點不佳，空間亦不足，建議可

以利用流動書車的方式，拉近學生與圖書館的

距離；或是將書籍按照不同年級做分類，分送

到班級做為班級圖書。 

（二）圖書館經營管理 

1.圖書教師對圖書分類不熟悉，造成有些書未

分編或分編錯誤的情形，以致在管理和使用

上均不方便。 

2.圖書館原本已有自己的分類方式，但卻無人

力全面將舊有分類改成標準的十大分類法。 

對於館藏不足之問題，需加強國小與鄰近

公共圖書館的合作與連結，至公共圖書館辦理

學校或班級借閱證，支援校內館藏；另外也可

尋求民間團體之支援，善用巡迴書箱、愛的書

庫與社區資源充實館藏。有關分類編目的問

題，圖書教師培訓課程中已開設圖書館經營與

管理之課程，課程中亦包含分類編目。未來會

繼續安排此課程內容，以幫助圖書教師熟悉圖

書分類方法。 

（三）閱讀推廣活動 

1.閱讀教學欠缺有系統的規劃。 

2.閱讀教學課程的排課困難。 

3.圖書教師有心推動閱讀活動，但因學校其他

教師課程時間無法配合，造成其推動上的困

難。 

許多圖書教師安排了豐富的閱讀教學，但

卻欠缺整體性的規劃。輔導團訪視委員建議在

閱讀教學上應有全校性的計畫，分出不同年

級、年段的標的，並能由圖書教師為全校老師

辦理相關閱讀教學增能進修活動，強化老師之

間的交流，如此才能有效推廣。 

（四）圖書教師人力資源 

1.圖書教師自覺在閱讀推廣上的專業不足，雖

參與初、進階培訓，仍然希望能有更多進修

機會。 

2.圖書教師深覺業務繁重，整體閱讀推動力不

從心，減少授課鐘點並未因此減輕負擔。 

3.校內人員流動率高，受過培訓之圖書教師未

繼續留任，造成閱讀推動銜接上的困難。 

國小閱讀推動並不能單靠圖書教師一己

之力，還需要校長支持、校內教職人員共同的

配合以及圖書館志工的協助，才能有整體的成

效。輔導團應於圖書館志工培訓上多做加強，

以減輕圖書教師之負擔。也期待未來能編制更

多人力進行國小之閱讀推動。 

（五）圖書館管理系統 

教育部推行之全誼圖書管理系統，其服務

品質、系統穩定性及時效性皆需要改善。許多

學校在使用教育部全國閱讀推動及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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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統時都表示遭遇系統不穩定、檔案轉換

困難、系統當機等問題，但不知該如何解決，

因此也造成了圖書管理及閱讀推廣上的障

礙。期望未來此系統能夠有更完善之功能和服

務。 

 

五、《圖書教師電子報》網站經營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自 99 年開始發行

《圖書教師電子報》，邀請各圖書館閱讀教師

分享閱讀推動策略方案、圖書館經營、圖書館

利用教學計畫，或圖書教師心得分享，並邀請

圖書館經營及閱讀學者專家撰稿，使成為圖書

教師最重要的成長園地，至101年12月共發行

20期，圖書教師普遍反應良好，每月瀏覽人次

超過1,500次，每天約有60人次瀏覽。除此之

外，電子報也將分級推薦書單、相關活動資

訊、研習課程講義等資訊整合於電子報網站

上，方便圖書教師運用。 

《圖書教師電子報》網站規劃為三大區

塊：第一區為左側資源連結區，包括圖書教師

電子報粉絲團連結，提供 Facebook 粉絲團連

結，作為圖書教師互相交流的園地；小學圖書

館部分為提供國內外各地小學圖書館及兒童

圖書館網站的連結；好書推薦是依照低中高年

級將主題相關好書分級並提供簡介，做為圖書

教師選擇圖書之參考；閱讀網站為整理關於閱

讀教學、繪本介紹等相關網站的連結，提供圖

書教師教學資源的參考；相關資源為提供公開

授權的圖書館利用教育教案下載、圖書教師輔

導團出版品，包括閱讀知能指標、分級書目和

《圖書教師手冊》的全文內容下載。第二區是

中間文章區，其規劃為「本期主題」、「閱讀推

動」、「閱讀夥伴」、「學校圖書館經營」、「國外

兒童圖書館」等專欄，每期並邀請圖書教師、

閱讀及圖書館經營專家學者撰稿，提供圖書教

師心得分享、經營理念，以及閱讀和圖書館經

營專業資訊。第三區是右側圖書教師快訊及活

動連結區：放置本期主題介紹、圖書教師快訊

連結、熱門檔案下載連結和圖書教師培訓課程

網站。 

《圖書教師電子報》粉絲團於 100年 9月

設立，藉由網路社交工具的即時性，強化輔導

團與圖書教師之間雙向溝通的管道，並將連結

置於《圖書教師電子報》網站上。輔導團也鼓

勵圖書教師為各校的圖書館建立粉絲專頁，這

些圖書館粉絲專頁也在《圖書教師電子報》的

粉絲專頁上互相交流，分享心得。在使用統計

方面，自 101 年 3 月 10 日至 101 年 12 月 10

日止，累積粉絲按「讚」數為 618 個「讚」，

每月新增按讚人次呈現穩定上升的狀態；粉絲

專頁的塗鴉牆查看總數達到 3,017 次，在外部

推薦連結部分，《圖書教師電子報》網站被瀏

覽了 194次，顯示透過 Facebook粉絲團能有效

行銷電子報網站的瀏覽，另外，每期電子報透

過電子郵件發送給訂戶後，也會吸引更多新的

使用者加入粉絲團，達到電子報網站與粉絲團

互相宣傳的效益。 

 

六、《圖書教師手冊》編輯及修訂 

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邀請圖書資訊系所

教授、閱讀專家等共同編寫《圖書教師手冊》，

於 100年 3月發行第一版，發送至全國 113所

圖書教師學校，並將手冊全文電子檔放置於

《圖書教師電子報》網站上，供所有使用者下

載。手冊內容包含閱讀知能與閱讀推動方案、

閱讀策略及閱讀教學策略、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與資訊素養、圖書館經營：空間規劃、圖書館

經營：技術服務、圖書館經營：讀者服務等主

題。101年修訂第二版的《圖書教師手冊》，將

部分內容濃縮，為圖書教師提供更精簡的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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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圖書教師手冊》內容一覽表

篇 章 內 容 

緒論 ● 21世紀學習者應具備的知能 

● 學校圖書館的任務 

閱讀知能與閱讀推動方案 ● 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 

● 兒童的閱讀知能 

● 各年級閱讀知能的發展 

● 閱讀推動方案 

● 圖書教師資源整合平臺 

閱讀策略及閱讀教學策略 ● 圖書教師在促進閱讀理解上的任務 

● 閱讀策略的指導 

● 如何與班級教師合作 

● 閱讀訪談大綱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與資訊素養 ● 什麼是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 一同進入資訊素養教育的世界吧 

● 資訊素養教育的實施方式 

● 二合一：圖書教師與班級老師的協同教學 

● 從小例子看資訊素養單獨教學 

● 從小例子看資訊素養融入教學 

● 資訊素養課程綱要 

● 你我都是資訊素養教育的推動者 

圖書館經營：空間規劃 ● 圖書館空間 

● 空間氛圍 

● 動線規劃 

● 安全考量 

● 參考別人怎麼在空間變把戲 

圖書館經營：技術服務 ● 館藏發展 

● 資訊組織 

圖書館經營：讀者服務 ● 借書閱覽規則與其他規則的制訂 

● 參考諮詢服務及網路資源 

● 圖書館閱讀推廣與利用教育 

● 班級圖書經營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教案分享 ● 大鵬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圖書教師手冊》初步發行 300 本，分

送到全國各地有圖書教師的小學。未來《圖

書教師手冊》會持續的修訂，日後更會擴大

印製數量，分送到全國各地小學，讓更多學

校了解圖書教師的角色、任務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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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及教案設計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是圖書教師重要的任

務之一，為協助圖書教師進行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課程，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邀請多位小

學圖書館員以及具有現場教學、課程發展經

驗的圖書教師，共同開發國小一到六年級完

整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具體工作包含

（一）規劃國小一到六年級圖書資訊利用教

育課程綱要，並與九年一貫能力指標互相對

應；（二）配合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綱要的每項

主題，發展教案，以作為教師教學的參考；

（三）針對本計畫所開發的圖書資訊利用教

育課程綱要及教案，辦理教育訓練，協助全

國圖書教師發展適用於各校的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課程。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及教案設計

小組團隊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昭珍教授、

基隆市仁愛國小林心茹老師、臺北市萬興國

小李惠珍老師和曾品方老師、新北市中山國

小林秀雲老師、桃園縣石門國小陳芳雅老

師、苗栗縣後龍國小廖滿英老師暨苗栗縣推

動閱讀教師、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小學龔冰蕾

老師，期能達到提供公開取用的圖書資訊利

用教育教學綱要、能力指標、教案及教材，

可讓老師直接應用，也可依據各校情境而調

整；提供圖書資訊利用「協同教學」的資源；

精進教師在圖書資訊利用上的「教學力」，提

升學生「學習力」。 

成果上，首先完成建立國小一到六年級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課程綱要中三

大架構以及十大主題，並按照一至六年級，

發展出符合主題之課程內容，並利用「教育

部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建立每一課程需達到

的能力指標，進而依據此能力指標及課程主

題，設計出合適的教案及課程簡報。第二，

發展課程教案，內容包含課程基本資料、教

學資源、教學研究、能力指標、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是一種簡案，可以自行調整節數

或是授課時間。第三，發展課程簡報檔，課

程簡報檔可直接取用作為教材，部分內容需

要自行調整以符合學校情境，或改作學習單

或是活動單。第四，建立教案及課程簡報檔

下載專區，將課程設計小組所完成之圖書資

訊教育教學綱要、課程教案及課程簡報檔整

理並發布於《圖書教師電子報》網站上，開

放讓有需要的老師們下載使用。 

表 6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一覽表

架構及主題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一 認識圖書館 認識圖書館 

的位置、陳 

設與閱覽的 

方法 

遵守圖書館 

的各項規則 

參觀公共圖 

書館 

參與圖書館 

的各項活動 

認識各類型 

的圖書館 

能介紹圖書 

館 

二 圖書的結構

與智慧財產

權 

認識圖書館 

的書籍特徵 

認識圖書的 

結構與功能 

了解圖書的 

演變發展 

會做一本完 

整的圖書 

認識智慧財

產權的基本

觀念 

認識網路資 

源的智慧財 

產權 

三 圖書的分類

編目和排架 

會使用書插 認識十大分 

類和排架 

會選擇特定 

類別的書籍 

認識索書號 

的意義 

會運用索書

號並協助排

架 

練習規劃小 

小圖書館 

圖

書

館

利

用 

四 圖書的查詢

與借閱 

了解並學會 

借還書的方 

法     

學會自助借 

還書的方法 

會檢索校內 

圖書館的館 

藏目錄 

能運用校內 

圖書館系統 

各項功能 

會檢索鄰近

公共圖書館

的館藏目錄 

能綜合運用 

校內外圖書 

館系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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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一覽表（續） 

架構及主題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圖
書
館
利
用 

五 認識參考工

具 

知道參考工 

具書的位置 

和基本特徵 

認識字典、 

百科等參考 

工具 

會查詢數位 

化字典、百 

科全書 

認識其它各 

類型的參考 

資源 

會使用各類 

型參考工具 

會使用書目 

索引等參考 

工具 

六 閱讀的策略 故事重點重 

述 

圖像組織 預測與連結 自我提問與 

詰問作者 

摘要 做筆記 

七 閱讀各類型

圖書資料 

知道圖書館 

提供各類型 

的圖書 

認識各類型 

出版品 

學習如何閱 

讀各類圖書 

（科普書等） 

學習如何閱 

讀各類圖書 

（名人傳記 

等） 

學習如何閱 

讀各種文本 

及資料 

閱讀書評 

閱

讀 

八 閱讀的呈現 學會說故事 能分享閱讀 

內容 

能參與閱讀 

討論 

以多元方式 

呈現閱讀內 

容 

能剪輯整理 

資料 

建立閱讀檔 

案 

九 多媒體與數

位資源 

認識多媒體 

的種類與陳 

列 

會使用圖書 

館的多媒體 

會使用電子 

書 

會使用網路 

搜尋引擎 

會查詢資料 

庫 

能運用各種 

資源完成報 

告 

資

訊

素

養 

十 資訊利用素

養 

能發現並表 

達問題 

能溝通並討 

論問題 

能定義問題 

並能尋找解 

決問題的策 

略 

能使用資訊 

並遵守資訊 

倫理 

能統整與評

估資訊 

會使用參考 

資料引註格 

式以進行專 

題研究 

 

八、圖書教師參訪香港小學 

101年全國圖書教師輔導團香港參訪，赴

香港參訪之相關人員包含圖書教師、輔導團

委員以及工作人員共計 30人。開放圖書教師

報名參加，並由北、中、南、花蓮、臺東各

區召集人負責審查，以「全國圖書教師學校

輔導訪視」成果及報名資料作為評選參考，

挑選適合之圖書教師參加。 

4天參訪行程共計參訪 6間香港小學包括

參訪弘立書院、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

校、循道學校、滬江維多利亞學校、嗇色園

主辦可立小學、長洲聖心學校，關注重點在

於香港小學及圖書館空間設計、圖書館主任

的任務、與學校教師協同教學情形、香港小

學閱讀推動的各項方案、實地進行課程觀摩

等，並舉辦圖書教師交流座談會，邀請香港

及臺灣閱讀研究學者分享研究成果，並與香

港的圖書教師交流互動。香港學校在閱讀方

面真正落實「閱讀素養」、「資訊素養」、「樂

在閱讀」三者並重。在活動方面，香港與臺

灣學校規劃的活動差不多，包括閱讀獎勵制

度、親子閱讀計畫和專題研究等等，但因為

香港每所學校皆把「閱讀」納進整體學校課

程規劃之中，並且用心落實，因此其成果也

比較顯著，這也正是臺灣目前最缺乏的部

分，因此，透過香港經驗我們可以發現，培

養圖書館專業人員、閱讀納入學校整體課程

規劃，是臺灣未來在推動閱讀方面應該發展

的方向。 

參訪結束後，於全臺各地辦理「香港參

訪分享會」，將此行所見所聞以及在香港吸取

之經驗分享給其他圖書教師，有臺北場、新

竹場、花蓮場、中區、南區及臺東區，共計 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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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香港弘立書院 參訪嗇瑟園主辦可立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