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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就國內外關於圖書館利用教育相關之文獻加以探討，並分別

就九年一貫課程、協同教學與學校圖書館之關係進行探討分析，最後探究

學習成效，共分六節：第一節為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意義；第二節為學校圖

書館利用教育的內容及實施方式；第三節為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相

關之研究；第四節九年一貫課程與學校圖書館的關係；第五節協同教學在

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應用；第六節為學習成效。 

 
第一節 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意義 

 

資訊爆炸，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為了追求新知、開啟知識寶庫，指導

學生使其瞭解各項資源，引導有系統瞭解圖書館所提供的資訊與各項服

務，使其能從事有效率的搜尋及獨立自由的利用圖書館，乃有其必要性。

且在此波教育改革之下，培養學生如何獲取、運用與整合資訊的能力，教

導學生善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料，學習圖書資訊檢索的能力，蒐集、分析、

批判、整合運用資訊，學生才能成為有效的資訊利用者，建構知識成為主

動學習者，因此，圖書館利用教育日趨重要。 

 
    圖書館利用教育在中文的名稱有「圖書館讀者教育」，「圖書館利用

指導」、「讀者教育」、「書目指導」、「讀者指導」、「圖書館指導」

等不同；英文則有 library orientation，library instruction， user education，

user instruction，library user instruction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library-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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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等不同說法（胡兆述等，民 84）。國內外學者專家針對圖書館

利用教育的意義提出不同看法如下： 

 

王錫章認為圖書館利用教育是指「圖書館對於讀者提供各種指導、教

育及研究計畫，使讀者能從事有效率的搜尋方式及可獨立自由的利用圖書

館所提供的資訊與資源服務。由此可知館藏資料的性質及擺設位置，以及

學習利用各種參考工具書、電腦資訊檢索工具來查尋資料的活動或措施。」

（王錫章，民 87） 

 

林孟真指出圖書館利用教育目的是整合知識，使智慧成長，她認為圖

書館利用教育是「融合教育與學習意願，傳達人類知識，以有效之資訊檢

索系統，整合主題資料，提供洗鍊個人智慧之方法與環境」（林孟真，民

88）。 

      

吳瑠璃認為圖書館利用指導（library instruction）是「指導讀者利用圖

書館的各項教育活動，從認識圖書館環境的活動（library orientation）到書

目教學（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都是圖書館利用指導的範疇。前者使讀

者認識圖書館的內外環境，瞭解館藏資料、服務項目、及各種規章等；後

者則指導讀者利用圖書館資源，其目的在有效而迅速的使用書目工具。」

（吳瑠璃，民 73） 

 

    吳明德指出圖書館利用指導乃「指導學生認識圖書館服務、人員、館

藏所在，及利用參考工具來完成圖書館查詢的一項活動，其目的在教導學

生正確地利用圖書館資源及人力資源，以滿足學生資訊需求。」（吳明德，

民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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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荷生認為圖書館利用教育就是「對讀者的一種訓練，訓練讀者讓他

們熟悉圖書館的各種設施，瞭解圖書館的豐富資源，知道如何透過服務，

得到自己所需的資源等。」（盧荷生，民 73） 

 

    張錦郎則說圖書館利用教育是「學校或圖書館藉一套完整的訓練計畫

或教育方法，指導學生或民眾認識圖書館及利用圖書館資源。」（張錦郎，

民 73） 

 

    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將圖書館利用教

育定義為：「圖書館為了教導讀者認識圖書館的各項服務、設施、組織、

資源，以及查詢策略所提供的各種資訊活動。」（Young,1983） 

 

    Rice 把圖書館利用指導就實施之程度，分為三個層次：認識圖書館環

境（library orientation）、圖書館利用指導（library instruction）、書目指導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Rice,1981）。 

 

歸納以上國內外學者的看法，可知圖書館利用教育是透過學校有計畫

的課程安排，指導學生認識圖書館而能充分地利用圖書館的教學活動，範

圍包括認識圖書館環境、教導利用圖書館的知能、書目指導等三個層次。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圖書館一方面採用電腦與新的設備，另一方面

也提供各種多樣化的資料。所以，資訊網路時代的圖書館利用教育，應教

導學生使用資訊媒體的技巧，包括網路資源的利用教育，使學生具備資訊

素養，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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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內容及實施方式 

 

為了引發學生學習興趣，國內外學者提出各種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的

內容及實施方式指導學生利用圖書館。本節首先就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的

內容及實施方式加以探討，而閱讀是傳統的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基礎課程且

和圖書館利用教育息息相關的是資訊素養，所以「資訊素養」是圖書館利

用教育重要的內容，因此亦併入本節討論。 

 

一、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內容 

  賴苑玲說：「根據文獻顯示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內容是以傳統的素

養為主。」她將國小一至六年級所編定的漸進式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綱要

歸納如下：（一）認識圖書館（二）文學欣賞（三）圖書資訊技能（四）

科技媒體。民國八十七年對中部國小教師的調查顯示：圖書館利用教育的

內容以認識圖書館環境列為最需要，其次依序為參考資料的利用、閱讀報

告之撰寫方法及圖書分類的認識，最後為網際網路的課程（賴苑玲，民 88）。 

 

王振鵠對兒童圖書館指導的內容提出十六個單元：（一）圖書館的認

識與利用（二）讀書的衛生（三）書本的構造與裝訂（四）圖書的分類與

排架（五）卡片目錄的利用（六）圖書的選擇（七）字典辭典的使用法（八）

百科全書使用法（九）其他參考書的使用法（十）小冊子使用法（十一）

期刊的認識與使用（十二）視聽資料的認識與應用（十三）書目的編制與

利用（十四）做筆記（十五）校外圖書資源的認識與應用（十六）增長學

生的閱讀經驗，並且依各年級之程度不同與需要之差異列出教學重點（王

振鵠，民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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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孟真認為學校圖書館之利用教育應包括「閱讀指導」、「利用指導」

及「配合各科教學使用圖書館指導」，這三方面的指導方法與使用教材及

指導教師皆不同。「閱讀指導」由國語文教師配合讀書與說話課進行指導；

圖書教師（館員）負責「利用指導」；另外「配合各科教學使用圖書館指

導」則由各科任課教師負責（林孟真，民 73）。 

 

   林美和主張圖書館利用教育的計畫應有以下十項：（一）認識圖書館的

環境（二）社會學習（三）圖書的結構（四）非書資料的認識（五）圖書

的分類及排架（六）卡片目錄的認識（七）參考書的認識（八）圖書的流

通（九）讀書報告的內容（十）社會資源的認識（林美和，民 70）。 

 

    曾雪娥則提出更詳盡關於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十二項教學活動：（一）

認識圖書館的環境和功能（二）學習圖書館的利用規範（三）認識圖書的

結構和版權（四）認識非書資料和利用（五）認識圖書分類和排架（六）

認識圖書目錄和採訪（七）認識參考工具書和利用（八）認識圖書的流通

和館際合作（九）學習閱讀方法、撰寫讀書報告（十）學習資料剪輯、習

作摘要大意（十一）認識社會資源、掌握資訊管道（十二）認識圖書館自

動化作業和利用（曾雪娥，民 85）。 

 

    林菁則歸納多位學者的主張將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內容重整為七項：

（一）快樂的圖書館（二）書的認識（三）非書資料的認識（四）資源的

分類與排架（五）參考工具書的認識（六）閱讀指導（七）資料剪輯等（林

菁，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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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淑賢歸納台灣地區兒童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內容為：（一）圖書館環

境的認識（二）圖書結構的認識（三）非書資料的認識（四）圖書分類與

排架的認識（五）卡片目錄與線上公用目錄的認識（六）參考書的認識（七）

社會資源的認識（八）閱讀指導（曾淑賢，民 85）。 

     

李惠卿認為國民中小學之利用教育必須視學生心智的成熟度而加以區

分其活動，如國民小學階段之圖書館利用教育，其目的是養成學生使用圖

書館的習慣，則教導方法可以是以閱讀指導為主，以提高學生的興趣為目

標。若要增加中小學學生對圖書館瞭解與認知，因此需要運用任務分析的

技術來界定圖書館利用教育應包括之基本內容為何。所包括之要素有：認

識自我、認識環境及設定目標（李惠卿，民 87）。 

 

    綜合國內多位學者對圖書館利用教育內容的看法，可知圖書館利用指

導的教學內容應是有計畫、有步驟地來設計教學單元活動，提供學生一個

彈性的學習空間。賴苑玲說：「為了突破教科書範圍，擴增學習的效果，

電腦及網路是最好的工具，學校圖書館應與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相結合，不

僅將整個學習課程統整，而且圖書館也應有計畫辦理『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活動，相互結合，始有成效（賴苑玲，民 87a）。」因此，教師除了教導

學生認識圖書館提供的資訊與各項服務，提昇閱讀教學的品質來擴充學生

閱讀經驗及獨立思考的能力外，還須以圖書館利用教育與學科的結合的統

整課程內容來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由研究者設計教學單元讓學生

「愛上圖書館」，瞭解如何運用圖書館的參考工具書來查找資料，而後進

行網路資源檢索，教導學生瞭解查詢網路資源的各種方法為本研究圖書館

利用教育之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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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實施方式 

國外的圖書館媒體專家常將圖書館利用教育以趣味化的教學方式來實

施。美國學校圖書館館員馬歇爾（Keren K.Marshall）在她所著的回到書的

世界（Back to Books）一書中，提供二百種趣味性圖書館實施活動，來達

到圖書館技能學習的具體目標，透過遊戲的學習方式來提昇學習成效。 

 

賴苑玲說：「由於以往圖書館利用教育的課程都集中於資源的認識、查

詢方法與參考工具書的介紹，且缺乏有系統的教材，為了要迎接二十一世

紀資訊社會的來臨，加強國小學生資訊素養的培育與達成終身學習的目

標，圖書館利用教育必須與資訊技能整合，實施的方式可列入閱讀指導課

中，做為單獨的教學，或與各科教學結合應用。」（賴苑玲，民 88） 

 

劉貞孜強調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時，課外讀物的內容須與各科教材單

元互相配合，不可獨重語文類方可擴大知識領域。並依學生年級高低編選

圖書及目錄，以便利師生利用。課外閱讀兼採定時指導和隨機指導兩種方

式，並應教導學生利用資料及作摘要。不只國語科教師須隨時配合課程指

導學生習得相關之圖書館利用技能，其他各科教師亦應針對自己所負責的

學科，指導學生獲取各科圖書資訊的有效方法。學生不只能找到資料而且

須能習得如何選取、整理和利用資訊（劉貞孜，民 85）。 

 

黃明霞指出為了提昇利用教育指導課的趣味性及啟發學生的關心，教

師應參考利用教育實施資料設計為：（一）知識教學：圖片展示、實物展

示、幻燈及投影片解說；（二）實務操演：班訪、學習單、資料整理、課

外作業、製作；（三）活動式遊戲：語文遊戲、拼圖遊戲、表演、答客問…

等；（四）其他：展覽、參觀、戲劇、角色扮演…等（黃明霞，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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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中認為圖書館利用教育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有計畫的實施，導

引學生有效的利用圖書館。另外必須安排全校各班圖書館利用時間，養成

學生上圖書館的習慣或利用晨光時間與彈性教學時間實施圖書館利用課程

（何志中，民 89）。 

 

曾雪娥說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實施要積極、主動，在學校裡，各科教師

都是執行者，要把圖書館利用教育與各科教材結合，使其融入各科的教學

中，並善用各種教學策略如：親子共讀、家庭學習、自我導向學習、實作

演練學習、計畫學習、概念學習、充實學習、終身學習、科技整合學習、

社會學習、合作學習、統整學習、社區活動學習、資訊檢索學習、媒體教

學策略等方法（曾雪娥，民 85）。 

 

鄭佩琪指出圖書館利用教育的主要目標乃是支援教學活動及培養學生

的能力。在各科實施「隨機教室」，使「圖書館利用」的知識與技能融入

學習中，使學生能對圖書館、資料的檢索、蒐集、整理、分析與利用有所

認識與瞭解，進而應用於生活中，以解決各種生活上、學術上、研究上的

種種困難（鄭佩琪，民 76）。 

 

李春芳認為中小學圖書館除宣導學生如何運用各種圖書資料、設計各

種活動讓學生探索圖書館的奧秘外，還須與各科的教育作聯繫。目前中小

學圖書館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較有成效的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加強了圖

書館利用教育與各科教學之配合，使得學科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善用校內

外各種資源，進而啟發生活智慧（李春芳，民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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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許多學者對圖書館利用教育的課程安排，建議以單獨教學和配合

學科教學方式同時進行，如此才能提昇學生的圖書館知能（林蕙蓉，民 74；

周劍梅，民 82；林孟真，民 85；林菁，民 87；賴苑玲，民 87b）。 

 

綜觀之，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實施方式以納入正式課程並實施與課程相

關的圖書館利用指導為最有效、最理想而可行的方式。本研究嘗試採用圖

書館利用教育融入各科教學，教導學生獲取知識，瞭解查詢資訊的方法，

激發其創意思考的能力，結合教學團隊之力量共同研究設計教學方案，採

協同教學模式，及各種教學策略，運用多元的學習方式，達成認知、情意、

技能的學習目標。 

 

三、資訊素養 

    資訊網路快速發展下，如何提昇國民資訊素養，已是許多國家政府教

育改革的重點工作，因此許多教育學者視「資訊素養」為新世紀重要的教

育目標之一。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實施必須擴展學生對資訊的查詢、蒐集、

組織、利用及評估等能力的培養，也就是資訊素養的養成。林菁認為現代

化的學校需要設計一套循序漸進、由淺而深的資訊利用課程，以訓練學生

具有自我學習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終身學習的理想境界（林菁，民 87）。 

 

傳統圖書館利用教育方式已不符合資訊科技時代的需求，面對社會未

來的快速發展，教育的目標是在培養國民運用本身的知識解決其日常生活

的問題，亦即除了具備傳統利用圖書館資源的能力外，還需「學習如何學

習」的能力，此種「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即是「資訊素養」（黃世雄，

民 85）。 

 



 22

何謂「資訊素養」？根據 1989 年美國圖書館學會界定「資訊素養」應

包含四項能力：「確認、評估、尋獲和使用」（to identify, to evaluate, to locate, 

and to use）（ALA,1989）。Doyle 進一步利用 Delphi 循環問卷法的方式，結

合全美各地 136 位受訪者的意見，將「資訊素養」進一步定義為：「有能力

自各種不同的資訊來源，獲取、評估及使用資訊」（Doyle,1992）。換言之，

具備資訊素養，便能使用適當的工具，有效率地查詢、蒐集、組織、評估

與利用資訊，進而從事獨立學習與自我導向學習，促成終身學習。 

 

麥克庫勞認為資訊素養是解決資訊問題不可缺少的技能。所謂的資訊

素養應由四種素養共同結合而成，即為傳統識字素養 (Traditional 

Literacy)、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電腦素養(Computer Literacy)、及網

路素養(Network Literacy)等。其關係可見下圖：    

圖 2-2-1 資訊素養與圖書館利用教育關係圖 

 

 

 

 

 

 

 

 

 

 
 
 
資料來源：McClure, C.R. (1994). Network Literacy: A Role for Librari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13（2）,115-125. 

解決資訊問題 
的技能 

傳統識字素養

資訊素養 

圖書館利用教育 

網路素養 

媒體素養

電腦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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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道明主張將麥克庫勞對資訊素養所作的定義，應用於圖書館利用教

育課程，可將課程分成四個主要部份，即（一）傳統讀寫算基本能力的培

養（二）電腦應用能力的培育（三）網路資源的利用（四）多媒體資源的

使用（莊道明，民 87）。 

 

綜合各家對圖書館利用教育內容之看法，可知網路資訊時代的來臨，

儘管圖書館的形式可能改變，提供資源和資訊支援教學和研究的角色卻不

會改變。由於今日許多資訊的來源不限於圖書館，教師除了基本的圖書館

利用指導外，還需要教導學生如何判斷與利用新資訊媒體。唯有支持、指

導和提供機會讓學生學會檢索資訊、利用資訊、評鑑資訊，及呈現查檢的

結果，才能激發學生創意思考、培養學生獨立學習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教學層次必須提昇，不應僅停留在獨立課程的形成

或偏向教導介紹參考資源的類型及利用，而是能將之融入學科課程之中。

媒體專家與學科教師彼此之間必須合作，群策群力，共同設計教學活動協

同教學，才能訓練學生使能掌握資訊技巧，並實際運用在所學各個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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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相關之研究 

 

本節就國內研究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之論文，從研究者、研究

主題、研究對象、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分析及研究結果分析加以說明，

並對本研究之重要性加以探討如後： 

 

一、兒童資訊素養之研究（林菁，民 88） 

（一）研究者：林菁 

（二）研究對象：嘉義市嘉嘉國小（化名）六年級某班 40 人 

（三）研究方法：協同行動研究、個案研究、訪談、觀察、文件分析、

問卷調查 

（四）研究內容分析：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依照行動研究的七個實施步

驟共同設計八個圖書館利用教育單元，並在教學計畫結束後，檢

討計畫實施過程的優缺點，以及理論的周延性。 

（五）研究結果分析： 

      1.發展並評估五和六年級的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學生認為最有趣

的單元為網路資訊單元，很難懂的是網路上的英文網址和資料。 

2.瞭解參與研究之級任老師對圖書館利用教育的看法：圖書館利用

教育課程讓她和學生受益匪淺，對圖書館利用教育有新的看法及

洞見。 

3.探討媒體專家和老師合作策劃資訊素養課程的可行性：唯有二人

的通力合作，才能策劃出精采的教學單元；應以協同教學方式來

發展和教導資訊素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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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藉由行動研究，研究者可獲得專業成長：研究者發現資訊素養課

程很難獨立發展，須納入各科的聯絡教學；學校教學資源中心設

立的必須性。 

（六）對本研究之重要性 

1.就研究方法而言：使用不同的方法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將

可避免研究者的偏見，增進其研究判斷的正確性。 

2.就研究內容而言：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共同設計的圖書館利用教育

單元，須在教學計畫結束後，檢討計畫實施過程的優缺點，以及

理論的周延性。 

3.就研究結果而言：唯有通力合作才能策劃出精采的教學單元，應以

協同教學方式來發展和教導資訊素養課程且資訊素養課程很難獨

立發展，須納入各科的聯絡教學。 

 

二、國小學童資訊素養與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之研究（賴苑玲，民 88） 

（一）研究者：賴苑玲 

（二）研究對象：臺中市十四所公立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 1080 人 

（三）研究方法：利用相關文獻探討編成問卷 

（四）研究內容分析：研究者將麥克庫勞資訊素養的定義應用於圖書館

利用教育課程，瞭解國小學童的資訊素養與其利用圖書館的現

況，比較不同性別學童的差異。並引用許多學者之建議將圖書館

利用教育以單獨教學和配合學科教學方式同時進行。 

（五）研究結果分析： 

1.有 82.5%的臺中市國小學生一週一次利用學校圖書室，有 77.7%的

學生填答學校圖書室的書可以帶回家。學校圖書室最常辦的活動

是閱讀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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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市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媒體利用經驗與其媒體知識有顯著相

關，電腦利用經驗也與其電腦知識有顯著相關。 

3.臺中市國小五年級女生在網路知識方面優於男生，女生比男生較常

利用圖書館。 

4.研究者依據相關文獻，設計循序漸進的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綱

要，希望藉此課程培養兒童判斷、選擇、整理及處理資訊的能力，

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六）對本研究之重要性 

1.就研究方法而言：相關文獻探討有助於編擬問卷。 

2.就研究內容而言：研究者從探討資訊素養文獻而談到現階段圖書館

利用教育之內涵，課程安排建議將圖書館利用教育以單獨教學和

配合學科教學方式同時進行。 

3.就研究結果而言：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綱要之設計需循序漸進，藉

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培養判斷、選擇、整理及處理資訊的能力，

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 

 

三、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he web 
  （Leanne、Andrew&Gill,2001）                    
（一）研究者：Leanne Bowler, Andrew Large and Gill Rejskind 

（二）研究對象：以國小學童（11-12 歲）運用網路（www）完成作業 

（三）研究方法：本研究共有 3 位研究者一起進行，分別在不同班級進

行研究，以行動研究為主軸，配合文獻探討、個案研究，進行資

料分析。 

（四）研究內容分析：研究者以瞭解國小學童運用網路資訊完成作業，

包括資訊搜尋行為、使用資訊技巧及利用資訊。研究結果瞭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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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論題，研究者說明網路使用成功地運用在教師設計作業

及教學策略上。 

（五）研究結果分析： 

 1.教師的問題及要求，將影響學生資訊搜尋和知識形成過程。 

 2.有效地使用網路，顯示出對電腦和探索好奇的知識背景。 

 3.網路閱讀經驗，不同於傳統的印刷紙本形式。 

 4.學生並不瞭解使用資訊的道德責任，以及他們是知識的製造者的

角色。 

 5.許多網站的設計（如雅虎等），並不適合國小學童的能力及需求。 

 6.最後的結果以海報設計的形式呈現，限制了學生表達的形式。 

 7.合作學習限制了學生對老師所設計作業的反應，各組之間大多無

變化性。 

  （六）對本研究之重要性 

1.就研究方法而言：引用文獻部份皆舉證其權威性，讓研究在資料

分析時信而有徵，有助於研究之效度。 

2.就研究內容而言： 

（1）學生能以 OPAC CD-ROMs 鍵入關鍵字成功地尋獲答案。學

生分組進行搜尋，結果顯示 4 人一組較會分工合作，反而 2

人一組時，一人居於主動一人則較被動。 

（2）找尋資料的行為模式： 

            學生搜尋策略面臨三種障礙：缺乏資訊搜尋技巧，遊走於無

建構的環境；缺乏情境佈置，學生可能遭遇分心、迷惑的困

境；不良的搜尋策略，學生不知如何在茫茫大海中擷取所要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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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研究結果而言： 

（1）創新使用資訊－證明了當資訊被使用在最有效且適當的方

式，能傳達一個點子，也反映出學生的想法是如何來組織資

訊和傳遞彼此的意思。 

（2）在研究過程的歷練中，研究者提出的新論點，足為網路學習

者及教師進行網路教學及設計作業參考之方針。 

 

以上三篇論文之內涵與本研究息息相關，可作為本研究設計圖書館利

用教育課程之參考。三篇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雖不同，第一篇以協同行

動研究為主軸，第二篇為問卷調查法，第三篇為行動研究，但可見研究者

用心力求客觀及調查之正確性，並詳實紀錄了研究歷程及研究結果及建

議，提供本研究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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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九年一貫課程與學校圖書館的關係 

 

為因應社會的急遽變遷，促進教育鬆綁，加速改革課程與教學，協助

學生具備十大基本能力，提昇國民素質進而提昇國家競爭力來面對二十一

世紀，教育部乃提出「教育改革行動方案」，其中與國民教育息息相關者即

為九年一貫課程之規劃與實施。本節就九年一貫課程之教育理念、九年一

貫課程與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分述如下： 

 

一、九年一貫課程之教育理念 

林殿傑認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是要培養現代國民具備

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透過「人性化、生活

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的教育理念，培養學生自我導向學習，建

立終身學習的社會（林殿傑，民 88）。  

 

游家政指出九年一貫課程秉持「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為中心」

的教育理念，展現了許多特色，如：擬定十項基本能力，作為課程設計依

據；重視課程統整，將傳統的學科統整為七大學習領域，加強合科教學及

協同教學；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賦予學校和教師許多彈性和自主（游

家政，民 88 a）。 

 

目前我國國中小學課程大多屬於學科課程，其組織形式可分為兩大

類：其一、採個別科目的設計；其二、統合有關科目的設計，讓相關的科

目互有聯絡或融合。從個別至統合可分為科目課程、相關課程、融合課程

和廣域課程（李子建、黃顯華，民 85；黃政傑，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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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用生說成功的課程改革必須鼓舞教師參與，教師不能自外於教育改

革，誠如 Fullan 所提：「教師不是技術員，只有教師願意，才有可能改革；

沒有人能使教師改變，沒有人能使他有不同的想法或發展新的技能，只有

教師才能改變自己的動機、信念、洞見、態度和價值。」（歐用生，民 86） 

 

劉貞孜指出：當課程修訂緊盯時代腳步，具備資訊素養的教師是學生

學習成敗的關鍵。所以她根據九年一貫十大基本能力：（一）瞭解自我與

發展潛能；（二）欣賞、表現與創新；（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四）

表達、溝通與分享；（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六）文化學習與國

際瞭解；（七）規劃、組織與實踐（八）運用科技與資訊（九）主動探究

與研究（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提出（二）、（三）、（四）、（六）、

（七）、（八）、（九）、（十）項與資訊素養密切相關。尤其是第（八）

項旨在使能「正確、安全和有效地利用科技，蒐集、分析、研判、整合與

運用資訊，提昇學習效率與生活品質」不只是學生應有此能力，教師更應

有此資訊時代不可缺少之素養方能克盡教師之本責，提昇教學效率（劉貞

孜，民 88b）。 

 

陳海泓認為資訊檢索的過程以及過程的研究，幫助使用者思考以及修

改找尋所需資料的方法，帶領讀者更接近圖書資訊利用的專業知能，並且

將習得的技巧轉用在學習其他科目以及解決問題上。因此提昇位於教育第

一線教師的資訊素養，用以指導學生學習、思考和解決問題所需的技巧，

就愈形重要。唯有支持、指導和提供機會讓學生在課程中練習這些技能，

學會查檢資訊、評鑑資訊、利用資訊，並適當的呈現查檢的結果，才能獨

立學習，激發思考、創造能力，並為終身學習奠定良好的基礎（陳海泓，

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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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內專家學者的看法：九年一貫新課程實施，教師須具備運用圖

書資訊解決問題的技能和策略，發展教材和設計課程以進行「課程統整」，

因此具備資訊素養的教師是學生學習成敗的關鍵。教師除了需要在職進

修，主動的參與進行教學專業發展成為課程改革的推動者外，學習圖書館

資訊檢索技能，統整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之中，才能引導學生發現、

分析利用和創造資訊，成為終身的學習者。 

 

二、九年一貫課程與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 

    學校圖書館是學校教學的中心，提供激勵、挑戰、引發和擴展學生思

考的各種資源來支援學生的主動學習。所以「學校圖書館較以往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除了改善學生的閱讀和寫作的技能外，更應創造出學習的課程，

讓學生熟悉利用圖書資源的技能，期以契合快速發展的電子時代和地球村

社會的需求（Morris,2000）」。 

 

    為確保學校教師及學生能有效的利用資訊，「學校圖書館媒體專家採

用各種方法，如同館藏類型的多元與多樣化，來教導學生理性和創造的思

考、解決問題、管理和檢索資訊、以及有效地溝通，來為未來資訊化的社

會和科技工作場所預作準備（AASL,1995）」。而今日許多資訊的來源不

限於圖書館，電視節目、網際網路都可查得資料是優點，但是卻充斥著錯

誤的訊息及色情、暴力資訊，所以需要教師教導學生如何判斷與利用。 

 

為符合時代需求，試就過去與現在圖書館利用教育重點的改變作一比

較，如下表 2-4-1 圖書館技能與資訊素養過去和現在重點差異的比較：

（California School Library Associati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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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圖書館技能與資訊素養過去和現在重點之差異 

過去重點 現在重點 

教師認定研究題目或計畫 學生合作認定適切的議題 

尋找資訊 評鑑和利用/應用資訊 

活動/資訊/資源取得是英語 活動/資訊/資訊取得是各種語言 

印刷資料 所有資訊的來源（人物、科技、虛擬、

印刷） 

間接資料（第二手資料） 直接資料（第一手資料） 

建立參考資料的權威性 質疑和辯論的觀點 

單一觀點 多元觀點 

成果通常是文件 深思地和解決問題的檢索過程和資訊應

用 

結果的呈現通常以英語的文字或口語

表達 

結果的呈現通常以各種形式或多種語言

表達 

資料來源：California School Library Association.（1997） 

 

總之，圖書館利用教育重點在強調檢索者主動參與、辨識和利用多元

文化中的各種語言的各類型資料，此乃契合九年一貫課程強調每一位學生

主動的建構知識與學習，批判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在學校就學中

習得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基本能力，並且「累積這些經驗的成效，自然會

發展成為自我導向以及能終身學習的學習者」（Liesener,1985）。所以在

課程改革之下的九年一貫新課程，教師應利用新科技來教導學生獲取知

識，瞭解查詢資訊的方法，並激發其創意思考、培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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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九年一貫課程「創新教學」的精神，本研究期許能以教學團隊共

同設計發揮學校圖書館功能的教學活動，希冀創造出有系統的、趣味性的

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學習課程，讓學生以合作學習的方式，熟悉利用圖書資

源的技能，而能具備尋找所要的資訊、評鑑和利用所需資訊的能力。讓教

育改革之下的九年一貫課程，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學生能從學習得到樂趣，

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最終能以自我導向的學習來達成終身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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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協同教學在學校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應用 
 

民國九十二年教育部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

民 92）規定「學習領域之實施應以統整、協同教學為原則。」許多學者提

出教師應該走出教師王國的界限，結合其他教師組成教學團隊，實施協同

教學，才能消除學科分立的缺失，落實學習領域統整的精神，達成九年一

貫課程全人教育的目標（鄭博真，民 91）。因此，協同教學將成為國民中

小學重要之教學型態之一。 

 

一、協同教學的定義 

國內學者吳清山、林天祐對協同教學做了以下的解釋：「所謂協同教

學（team teaching）是指由兩個以上的教師以及教學助理人員分工合作、

共同策劃及執行大規模教學活動之一種教學型態」（吳清山、林天祐，民

88）。被認為「協同教學（Team Teaching）」之父的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

夏普林（Shaplin J.T）博士曾對協同教學有下列精闢的闡釋：「所謂協同

教學是一種教學組織的型式，包括教職員和他們所擔任教學的兒童或學

生，在兩個人乃至更多教師的合作下，負責擔任同一群組學生的全部教學

或其主要部分」（柯啟瑤，民 89）。 

 

研究者綜合國內多位學者的看法，認為協同教學，具有以下要領：（毛

連塭，民 54；方炳林，民 56；李春芳，民 81） 

 

（一）適性教育：協同教學目標在於確實把握每個學生的個性和能力。 

    （二）二位或二位以上的助理人員：協同教學人員是一個教學團。 

    （三）一個團體的學生：協同教學之學生是彈性編組的學習團體，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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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班級」的桎梏。 

（四）不同教學方式：協同教學必須綜合運用各種不同教學方式，相

當強調分組學習、獨立學習。 

（五）目標導向的專業關係：教學團員各自以其專業建立合作關係，

充分整合並發揮學員的專長。 

（六）合作行為：一群教師的集合並非協同教學，必須以專業合作、

系統計畫為基礎的群集，方能稱之協同教學。 

 

根據國內多位學者對協同教學法所提出見解，協同教學人員是一個教

學團，目標在於確實把握每個學生的個性和能力，運用各種不同教學方式，

相當強調分組學習、獨立學習。認為協同教學法不是一般傳統的班級教學，

是一種打破以教師個人為主的教學方法，教學群的組成通常包括學校主

任、資深教師、普通教師、實習教師、視聽專長人員、圖書館人員及助理

共同組成一個教學團，發揮個人的才能，以一種專業的關係，共同計畫，

共同合作，完成某一單元或某一領域的教學活動共同計畫，在一個或數個

學科中，應用各種教學媒體，進行合作教學，並經由各種不同的方式，彼

此分工，各盡其職，通力合作，去指導學生學習，其教學過程包括教學計

畫的擬定、教學活動的設計、實際施教和教學評鑑工作的進行（黃光雄，

民 86；黃政傑，民 86；林進材，民 88；張清濱，民 88；毛連塭，民 54；

方炳林，民 56；李春芳，民 81）。 

 

二、協同教學與傳統教學的比較 

比較協同教學與一般傳統教學法的不同，傳統教學法的實施傾向於以

教師的專長進行分科教學，而協同教學運用的是教學群的互動，彼此發揮

所長整合教師專業素養，設計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內容，注重個別化、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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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的教學。有關協同教學與傳統單獨教學的差別，學者李園會（民 88）、

林志忠（民 90）、李坤崇（民 90）、張德銳等（民 91）及鄭博真（民 91）

分別從不同角度來比較傳統單獨教學與協同教學之不同： 

 

表 2-5-1 傳統單獨教學與協同教學差異比較表 

層面 傳統單獨教學 協同教學 
教師組織 教師負責自己班級教學，以教師個

人能力為主，組織較為固定。 
教師和其他人員組成大小不同的教學小

組，以團隊方式達成目標，以組織的力

量為中心，較富彈性。 
教師互動 教師固守班級王國，相當孤立，與

其他老師互動機會不多。 
教師積極溝通互動、合作教學、採納各

種不同意見，彼此可討論、分享。 
教師專業 教師單打獨鬥，缺少與人對話及相

互學習機會，專業難以完全發揮，

較難提昇自己的專業知能。 

教學群中透過相互對話，共同設計課

程，彼此學習，教師專業可以充分發揮，

並可以增進彼此的專業成長。 
教師分工 無法發揮協力分工的功能，只對特

定班級或學科作固定分工。 
可以發揮協同分工的功能，進行學科、

教材、角色、業務的分工。 
教學計畫 配合學校進度教師自行訂定。 小組成員自行討論訂定。 
教材選擇 大部分使用現有坊間教材。 教學小組可自由調整安排，強調課程統

整。 
教學方式 大多以包班制或部分科任為主，教

學過程各個教師自己決定，教學難

以多樣化。 

小組成員共同分擔所有科目及所有教學

活動，教學較多樣化。學生可以接觸多

位師長的專長。 
教學評量 班級教師及科任教師各自負責。 由小組成員共同決定評量方式，可採多

元化評量。 
學習團體 以三十五人左右組成固定班級，因

為一位教師面對三十幾位學生，較

難注意學生個別差異。 

依教學目標和教學法，學生可彈性組

合。因為教學方式多變化，能注意學生

個別差異。 
時間安排 每節固定時間。 每節時間可彈性安排。 
學習空間 由一位教師在固定的一間教室，有

時利用到專科教室。 
可依教學需要充分利用校園設施，常使

用到多樣化空間，並彈性安排。 
教學品質 難以顧及個別差異，對資優或智能

較低學生無法獲得最佳教育。 
強調適性教育、重視個別差異，每個學

生能獲得最佳教育。 
志工參與 教師個人自行遴聘志工，志工制度

未受普遍重視。 
為增加教師人手，將志工納入教學組

織，學校需要建立一套志工制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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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教師應該走出教師王國的界限，與

其他教師組成教學團隊，實施協同教學，才能消除學科分立的缺失，落實

學習領域統整的精神，達成九年一貫課程全人教育的目標。所以本研究以

協同教學的方式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教學活動，由研究者與學科教師一

起合作發展圖書館利用教育之課程計畫及教學活動而後進行教學評鑑。 

 

三、協同教學的特色 

    實施「協同教學」是落實九年一貫課程的重要途徑。協同教學的教學

型態改變教師在傳統教學模式中的角色，教師根據不同的學科專長，在合

作的教學群中，以熟悉的教學法貢獻自己的專才，透過彼此教學資源的分

享及專業的對話，獲得專業的成長。張清濱則對於協同教學的意義及作法

提供了具體的建議。他指出協同教學具有五項特點，分別是：一、多樣性；

二、專業性；三、統整性；四、個別性；五、合作性。在模式上，則有單

科協同、科際協同、多科協同、跨校協同及循環式協同和主題式協同（張

清濱，民 88）。 

 

鄭博真歸納國內外多位學者之見解，認為協同教學的特色包括以下九

點：（一）教學團體分為階層式和合作式兩種；（二）資淺教師接受資深

教師的視導和指導；（三）重視教學小組合作計畫、教學和評鑑；（四）

鼓勵教師發揮個人專長，互補長短；（五）時間安排和學生團體規模具有

彈性；（六）重視學習者個別差異，兼顧個性和群性發展；（七）強調多

功能教學場所設計，因應多元化教學需求；（八）運用非專業助理人員，

協助處理事務工作；（九）有效使用教學媒體設備，發揮教具的最高效能

（鄭博真，民 91）。   

     



 38

國內學者（方炳林，民 56；高廣孚，民 78；林進材，民 88）及國外

學者 Buckley（1999）、Lee（1999）皆提出協同教學的優缺點而加以論述。

綜合國內外多位學者的觀點，歸納整理如下表：  

 

表 2-5-2 協同教學特色分析 

 優點 缺點 

行

政 

良好的工作團隊帶動有效的學

習，進而影響全校的氣氛，將有

利於吸引具備專長的教師的專業

成長，而且能充分運用設備。 

學校預算及經費運用須重新調

整，行政人員須付出相當的心力

來重新調配安排各項協同教學之

事宜。 
 

教

師 

教師可共同來進行教學計畫、執

行、檢討以提昇教學品質並提昇

教師專業與非專業學科之專業認

知。教師可藉由教學觀摩來學習

他人長處，改進彼此教學方法，

使教學現場彈性增加，並達成對

課程編選與執行之共識。 

團隊成員容易因個性不合而產生

摩擦，以致影響教師教學情緒及

學生學習成效，教師無法走出自

己的教師王國和其他教師分享知

識，且教師們討論的時間須由小

組提出時間彼此配合，是一項沉

重的負擔。 
學

生 

學生面對不同教師的上課方式，

可吸收不同教師的教學專長，提

昇學習效率並增加學生人際互動

與角色認同，延伸學習機會。 

學生須配合不同教師做不同的學

習準備，對團隊教師之間不一致

的想法或說法產生疑惑，妨害學

習習慣的養成。 
課

程

與 

教

學 

協同教學改進了教學型態，課程

由統整而分化。 
教學時數無法平均分配與計算，

且易影響教學進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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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以合作式教學團隊來激勵教師的專業成長並改進彼此教學方

法，但是討論的時間須由小組提出時間彼此配合。其最大的優點是學生面

對不同教師的上課方式，可吸收不同教師的教學專長，提昇學習效率並增

加學生人際互動、延伸學習機會。在行政方面，行政人員須付出相當的心

力以不影響學校預算、經費之情形下，調整課務來安排各項協同教學之事

宜，協同教學改進了教學型態卻易影響教學進度。 

 

四、協同教學的實施 

吳清山、林天祐指出實施協同教學必須相關措施的配合。首先，必須

增聘教學助理協助教師處理相關事務；其次，教學小組成員必須專長互補，

並在小組召集人協調之下確實分工合作；第三，學校必須實施彈性課表，

以利不同教學活動之銜接；第四，學校必須實施混齡教學，以便有效實施

教師混合編組；第五，學校必須配合大班教學、小組討論、個別學習之需

要、規劃設置不同的學習空間；最後，學校教學設備及教學媒體必須充實

完整（吳清山、林天祐，民 88）。  

協同教學就實施領域而言，Buckley（1999）提出單一領域實施及跨領

域實施二種方式，單一領域之協同教學由相同背景教師組成之教學團，以

自我的專業認知互相幫助，透過經驗交流、交換教學心得與教學資源，以

提昇團隊的教學效能。本研究乃採跨領域之協同教學，由不同學科專長之

教師，打破學科疆界、重在科技整合，統整圖書館利用教育與學科內容，

有系統的呈現給學生，讓學生能將所學的觀念連貫、內化、靈活運用，以

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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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法的實施，一般分成三個主要活動步驟，如圖 2-5-1：（方炳

林，民 67；高廣孚，民 78；王秀玲，民 86；林進材，民 88；王敏秀，民

91）    

 

圖 2-5-1 協同教學法實施過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一）教學計畫：由教師發揮集體力量，完成各項規劃，經過多次協

商，由全體教學團的成員共同參與，透過集體協商

達成目的。 

    （二）實施教學：教學活動一般分為大班教學、分組教學、個別學習

三種。當一位教師在進行大班教學時，協同組織的

其他教師可以同時進行小組指導或個別指導，教學

助理則協助教師準備相關教學器材、批改作業及處

理其他雜務。此種分工合作之教學型態，充分利用

教師專長及教學媒體，兼顧教師及學生個別差異下

進行大規模的教學活動。 

    （三）教學評鑑：協同教學在評鑑方面，由教師團的成員共同擔任，

從不同的學習場所、不同的角度從事評量工作。其

協商事宜 

教學成績評鑑 

組成教學團 
計畫 

教學 

大班教學 

小組討論 
個別學習 

評鑑 
學習成績評鑑 

協同工作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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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較傳統的教學法由教師單獨進行評量並決定成

績的高低來得客觀。通常包括學生學習成績的評

鑑、教學成績的評鑑和協同工作的評鑑等三方面。 

 

本研究之協同教學實施的步驟如下： 

圖 2-5-2 協同教學實施步驟 

 

 

 

 

 

 

 

 

 

 

 

 

 

五、協同教學之相關研究 

國內協同教學之相關研究並不多，研究者以「協同教學」為關鍵字查

詢「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關於國民小學協同教學之論文有二十多篇，

國民中學實施協同教學之論文目前僅有三篇，但卻無「圖書館利用教育」

相關之研究，茲將目前國民中學實施協同教學之三篇論文從研究者、研究

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分析、研究結果分析及對本研究之重要性整理

於後： 

組成教學團隊 

擬定教學計畫 

設計教學活動流程

實施協同教學 

教學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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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師實施協同教學之研究（王敏秀，民 91） 

1.研究者：王敏秀 

2.研究對象：國民中學的兩位體育教師、兩位健康教育教師及一年級兩

個班級的學生。 

3.研究方法：質性方法，藉由參與觀察札記、日誌及訪談紀錄資料的蒐

集，運用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ison method）分析

資料。 

4.研究內容分析：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

師實施協同教學之過程與反應。四位教師透過協同教學

計畫，設計出健康教育三節課、體育六節課單科及二節

課合科的協同教學。 

5.研究結果分析： 

  （1）協同教學促進教師專業省思，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發展學生的潛

能，提供未來教師實施協同教學的積極經驗。其協同教學計畫實施

之適合時機是在寒、暑假中進行，而減少教師授課時數、訂定協同

教學計畫共同的時間及空間，是教師的具體建議。 

（2）師生以班群的方式進行協同教學，避免學生之間或對教師的適應，

並促進教師對學生個別差異的瞭解。而視聽器材管理人員的協助，

提昇教師教學資源的運用及增強協同機制，提高對學生學習及個別

指導的成效。 

（3）教師在協同教學經驗中，課程經過不斷的討論、修改、評鑑，成為

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活動，是教師自行研發以學校為本位課程的新

契機。 

（4）體育教師在協同教學中，不但能夠互相觀摩教學，而且可以互相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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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場地器材的佈置或技能動作的示範，讓體育教學更有效，增進學

生的學習。 

（5）健康教育與體育的合科協同教學，受限於大班教學人數，場地器

材的不足，教學時間的限制，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不同學科的專

業教師，在教學中並未能觀摩或協助教學，對教師的教學沒有助

益，也無益於學生的學習指導。但是，可以讓學生有一個統整的概

念、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結合。 

（6）教師在協同教學過程中，必須承受協同教學計畫的時間、教學設

計、教師間意見的衝突與協調，面對另一位教師的專業監督、教師

間的合作、大班教學的壓力及學生的評價與比較。對於一位長期處

於獨立門戶的教師而言，所要突破的是生、心理及社會壓力。 

（7）協同教學讓學生覺得教師更認真教學，並且可以接受不同教師的

教學方法，得到較豐富、有趣、創意的學習活動。 

6.對本研究之重要性 

（1）就研究方法而言：藉由參與觀察札記、日誌及訪談紀錄資料的蒐

集，使用不同的方法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

料，運用持續比較法分析資料，可避免研究者的

偏見，增進其研究判斷的正確性。 

（2）就研究內容而言：瞭解教師實施協同教學之過程與可能會有的反

應。 

（3）就研究結果而言：研究結果顯示健康教育教師及體育教師在協同

教學中，都認同專業交流的益處，也產生了一些

顧慮，並進而提出實施協同教學的策略，可作為

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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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班群教師協同教學之行動研究（吳美嬌，民

92） 

1.研究者：吳美嬌 

2.研究對象：安安國中（化名）社會學習領域班群（選取該校一組協同

教學團隊） 

3.研究方法：觀察、訪談、省思日誌、文件分析等方式，探討其實施困

境與解決策略、影響因素，以及實施後教師的改變與成長。 

4.研究內容分析：本研究以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班群教師協同教學為

主題，時間自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二年一月；透過班

群教師協同教學的歷程，探討安安國中社會學習領域

班群教師協同教學之情形。 

 

5.研究結果分析： 

  （1）班群教師協同教學發展歷程，需要導航者的堅持與專業素養。 

（2）班群教師協同教學發展歷程中，「有計畫的研習」與「家長說明會」

是必須的要素。 

（3）班群教師協同教學歷程中，班群教師對一切的改變具有主體性及

平等的夥伴關係，才能產生真實的合作文化。 

（4）班群教師協同教學是不斷循環修正的行動研究歷程，「願意改變」、

「支持」、「對話」與「正向回饋」是協同教學成功的條件。 

（5）班群教師協同教學歷程中，班群教師的「教學信念」、「人格特質」、

「合作氣氛」、「所投注的時間」及「統整課程內容」是關鍵的內在

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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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協同教學」幫助班群教師將新的教學知識，轉化為教學實踐的作

為，須考慮到教師自身的教學態度、課程與教學的再概念化意義，

直到能將教學知能內化、自發呈現與彈性運用。 

（7）在協同教學行動研究能力方面，班群教師協同教學，可促進班群

教師在「協同教學觀」、「行動研究觀」、「實務理論觀」的改變。 

（8）在教學知能方面，班群教師協同教學，可以促進班群教師的「學

習領域內容知識」、「學習領域教學知識」、「學習領域課程知識」、「課

程設計與教材編選能力」、「教學省察能力」的成長。 

（9）班群教師協同教學實施歷程中，要避免權力分配的不均、教師時

間與精神的過度耗費，否則無法以批判性對話或協同方式，促進

彼此的反省與成長。 

（10）實施班群教師協同教學，「組織文化」、「研究資源」、「大型施教

場所」、「〝他者〞教師」、「熱心家長」是重要的外在影響因素。  

 

6.對本研究之重要性 

（1）就研究方法而言：使用觀察、訪談、省思日誌、文件分析等不同

的方法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將可避免研

究者的偏見，增進其研究判斷的正確性。 

（2）就研究內容而言：研究時間自九十一年八月至九十二年一月，以

不斷循環修正的行動研究歷程檢討實施過程的

優缺點，促進協同教師之間的反省與成長。 

（3）就研究結果而言：內在、外在影響因素是協同教學成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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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合作式協同教學設計平台－以國中九年一貫課程為例（周秀玫，

民 92） 

1.研究者：周秀玫 

2.研究對象：針對學校內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17 位教師、社會科學

領域 9 位教師，共 26 位教師，及教務處行政人員 5 位，

共計 31 位成員。 

3.研究方法：採演化式雛型發展法（Evolutionary Prototype）來進行系

統開發，在系統使用後一個月，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問卷

調查來評估系統效能。 

4.研究內容分析：本研究利用國民中小學有限的人力與資源，設計並

導入「網路合作式協同教學設計平台」，希望能提

供國民中小學教師們一個另類的溝通環境，利用社

群網站的特質，吸引教師們在此平台上交換意見、

文件、知識等，做為知識分享的起點，以利協同教

學之進行。 

5.研究結果分析： 

（1）提供領域教學團隊一個訊息溝通平台。 

（2）利用平台之文件管理功能，提供教學團隊教師知識分享的平台。 

（3）利用平台共同編輯教學方案與設計統整課程。 

（4）提出「網路合作式協同教學設計平台」模式，幫助資訊單位設計、

導入與管理系統。 

（5）教師在使用網路合作式協同教學設計平台後，對工作績效及工作

滿意度上，均是明顯的較為滿意。 

（6）不同身分教師（行政人員、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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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使用網路合作式協同教學設計平台後，其效益並無顯著

差異。 

6.對本研究之重要性 

（1）就研究方法而言：在系統使用後一個月，進行問卷調查來評估系

統效能系統開發，較具客觀性。 

（2）就研究內容而言：提供協同教學教師共同編輯教學方案與設計統

整課程之參考。 

（3）就研究結果而言：利用國民中小學有限的人力與資源，以協同教

學方式來合作發展教學課程，頗能讓老師接受。 

 

六、圖書教師與一般教師的協同教學 

1981 年加拿大研究報告顯示：學校本位的圖書教師應扮演合作計畫與

教學的角色，將資訊技能統整於課程之中，並就圖書教師與一般教師合作

關係由淺而深，分為四類型，分述如下：（Eshpeter & Gray,1989） 

（一）第一類型：圖書教師在一般教師提出要求時，提供諮詢服務乃至提

供所需資源。一般教師則借用上課可用的資源或回應圖書教師的建

議。學生從純粹圖書館資源中心（圖書館利用）個別的技能學習演

進到平行雙軌制的學習，與圖書館的接觸並不是那麼重要。 

（二）第二類型：圖書教師配合整體課程及個別學生需要，提供諮詢服務

乃至增進強化班級的課程。一般教師會從純粹圖書館資源中心個別

的技能學習演進到平行雙軌制的學習，與圖書館的接觸並不是那麼

深入。 

（三）第三類型：圖書教師主要負責規劃並執行教學單元中和圖書館有關

的部分，與一般教師合作規劃課程，將圖書館利用的學習課程融入

並強化了班級課程。一般教師則負責整個單元的教學計畫，只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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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某些必須與圖書教師合作進行教學的部分，會同圖書教師共同

規劃。由於資訊技能與策略有系統的融入，結合了圖書館利用的課

程與班級課程。 

（四）第四類型：圖書教師全程參與整個單元的規劃、教學與評鑑工作。

由於權力的合作規劃使得圖書館資源中心與班級課程得到完全的整

合。一般教師能以非常合作的態度，會同圖書教師一起進行規劃、

教學、評鑑工作。 

  

劉貞孜評析第一與第二類型不夠積極，不足以形成有效的機制使學生

獲得應有的資訊素養。唯有第三和第四類型雙方能針對課程的需要而合

作，這樣的關係才是平等互惠的（劉貞孜，民 88a）。本研究嘗試國內較少

做到的第四類型，克服人員、設備、資源、經費等現實環境因素，由研究

者扮演圖書教師之角色，與一般教師協同合作規劃整合的課程，以期提昇

學生的資訊素養。 

 

七、課程統整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係以學習領域取代現在的分科課程，強調以學生為

主體，以生活為重心，以學校為本位的統整課程設計。易言之，透過知識

的統整、經驗的統整、社會的統整、教學的統整等策略，培養面對二十一

世紀現代國民必備的生活基本能力（廖春文，民 90）。國內外多位學者提

出對課程統整的看法如下： 

 

林進材認為課程統整的理念是課程設計者、教學者與學習者針對課程

內容與知識結構，作學理方面的整合與聯貫，以主題式、問題式、單元式

等方式，形成課程統整。教師在教學時，可以結合各科的重要概念，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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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教學方式，達到學科統整的效果（林進材，民 89）。 

 

甄曉蘭認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相當重視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所以學

校最好從整體課程規劃來進行課程的統整設計。不同專長背景的老師一起

合作規劃統整課程的組織架構、進行教學設計，才可能帶出教學實踐上的

合作默契，讓學生經驗到統整過的課程與教學(甄曉蘭，民 90)。 

 

游家政說課程統整的實施策略之一是組織教學團隊實施協同教學，由

於學校課程涉及不同年級各種課程或領域，通常不是個別教師可以單獨完

成，必須結合校內不同專長教師，組成「教學群」，打破學科界限、班級界

限，進行協同教學(游家政，民 89)。 

     

    陳伯璋指出由於學科知識愈來愈分化，因此學校學科數及教學時數也

不斷增加。因此，統整相近學科之知識成為較大學習領域，以減少學科及

教學時數。因此以七大學習領域，採取較大單元設計，將相關學科知識統

整，就成為共識。（陳伯璋，民 89） 

     

Beane 說尋求「現在與過去」、「學校與社會」、「學科與學科」的聯結，

而設計為一個特殊的整體的課程，可稱之為課程統整。課程統整是一種課

程設計，打破學科限制，師生共同擬訂問題和爭論，增加個人和社會的統

整（Beane,1997）。  

 

Connole 指出通常所謂的「課程統整」做法如下：（Connole,1937 ） 

（一）將各分立的的學科相互聯結成一個整體。 

    （二）將幾個學科融合為一個新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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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某個非學科的主題為中心設計一個單元，兼含數種學科內容。 

（四）將學科教材重新選擇、排序、分群。 

（五）在某一段時間裡以某個主題為中心，實施跨學科的整體性工作。 

（六）組織某些經驗及學習型態以發展個人的創造性、欣賞能力、合

作能力等生活能力。 

（七）以某個學科或經驗為核心組織材料（類似核心課程）。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對課程統整的看法，可知課程統整的意涵乃在打

破學科知識的疆界，在任何單元或課程當中所包含的知識不再具有本來學

科的身分，而是以一個新的主體呈現。因此，當教師發展統整課程時，必

須確認如何整合，以提昇教學效能、延伸與擴展學生的學習。所以，課程

統整的改革必須伴隨著教學上的改革，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Dr. Robin Fogarty 提出課程統整的十種方法其中之「共有模式」：透

過跨學科的教師互相合作，以便規劃課程之中較為深入的單元。當確認各

自的優先順序之後，便可以找尋學科內容中重複的部分。藉著連結相似領

域，重疊部分能促進概念遷移的深入學習。但需要特別挪出一段用來共同

規劃課程的時間，相互信任和團隊合作方能成功（Fogarty,1991）。 

 

研究者嘗試將「圖書館利用教育」與科目中類似技能、主題概念，以

歸納法整合出讓學生能掌握有效資訊之能力，並讓課程有統整概念，如此

一來，學生獲致概念理解的模式，學習將融入學生真實經驗之中。因此根

據 Dr. Robin Fogarty（1991）整理出圖書館利用教育與九年一貫課程共有

式的課程統整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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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 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共有式的課程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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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課程的統整，以跨學科的夥伴關係來實施共有式的合作精

神，是經過構思的課程計畫，以彼此合作的方式，加上深入的對話，一起

討論教學內容，並界定、排列共同的技能、主題與概念，進行圖書館利用

教育融入九年一貫課程，讓學生具備資訊檢索能力。在跨領域的協同教學

下，透過不同科目統整的討論，經由協同教學的計畫、實作與評量，把圖

書館利用指導融入領域教學，希望藉圖書館利用教育活動，指導學生具有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能將所學之資訊檢索、掌握有效資訊之能

力施展於各科學習之中。所以「在各科教學中，教師能於課前先提出某些

問題，令學生到圖書館或家中先行『蒐集資料』，經過『整理』，在於課

堂中『報告』『討論』，且於課後評鑑時，把『蒐集』『整理』『報告』

『討論』的內容與方法列為主要評鑑項目，必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也更

注意於教學目標的達成（鄭佩琪，民 76）。」學生的學習活動不再限於技

術的學習與訓練而已，還包括學生主動探索相關知能、小組創作與分享、

獨立設計與研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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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學習成效 

 

    關注學生在學校裡的學習成效，是教育工作者的責任，因此幫助和促

進學生的學習是教育實踐工作者的一項義不容辭的工作，只有瞭解學習的

性質和影響學生學習過程的諸多因素，才能有效的促進學生的學習，達到

學習成效。本節首先定義學習成效之名詞意義再加以探討影響學習成效之

因素及協同教學的學習成效。 

 

一、學習成效的意義 

教學評量包括三大部分，即教師的教學效率之評量、學生的學習成就

之評量、課程設計與實施之評量（黃光雄，民 86）。因此學習成效在教學

評量上是與教師的教學效率、課程設計與實施二者相輔相成的，學習成效

是根據教學目標認知、情意、技能三大部分而訂立的，也就是說學習成效

是由教師針對教材內容編寫教學目標進行評鑑，並設計出一套對學生成果

的評鑑，以探究教師是否達成教學成效、斷定學生學習成效的優劣。黃政

傑認為學習的成敗，教師應負擔相當大的責任，想要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提高學生的教育福祉，教師的教學方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有效的教學，

教師應能指出目標、重點、大綱、做摘要，將全班共同需要的學習透過全

班教學來教導，再藉由分組教學來研討和練習。教師要能擴充學生學習時

間，引發學習動機，充分掌握學生學習的空間；教學內容設計不可照著教

科書內容一成不變，而應以所知的教學策略和教育知識來加以轉化，讓學

生更容易學習（黃政傑，民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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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資訊社會的到來，學生的學習方式改變，為達到最佳教育目的，

教師本身對於資訊的認知以及對於透過教育手段所欲達成的目標，將會左

右著其教學活動的實施。所以教師是關係著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人物，除

了是教學的設計者，還需因應學生學習模式的改變，對其教學方法上作一

修改，應用科技，將科技納入教學活動呈現，塑造一個快樂的學習環境促

使學習可以成為一個快樂的過程（黃雅慧，民 93）。 

因此教師在「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實施方面的學習成效評估，

可以根據學生多元評量的各種表現，由觀察學生在課程進行時的學習態

度、發表、討論的表現及各種學習的紀錄如學習單、紙筆測驗等成績表現。

學習成效評估在客觀的學習效果包括：學生經歷完整教學活動的學習歷

程、各種測驗的成績、完成進度的時間、參與學習同儕與師生交流等；主

觀的學習收穫包括：學習上的滿足及有成就感等。 

 

二、影響學習成效之因素 

（一）教師的教學信念 

所謂教學信念係指教師在教學中所秉持和教學過程中有關的觀

點，這些觀點可能是自己原本就清楚的，也可能是引含非系統化的，

但皆會影響教師評估、計畫、甚至決定教學過程（藍雪瑛，民 84）。

教師個人的信念會影響教師的行為表現，教師教學行為的表現會影響

師生互動的品質及學習的成效，為多數研究結果所支持（陳英豪，民

66；郭生玉，民 69；王亦榮，民 81；王朝茂，民 83；Ashton,1983；

Gorrell,1995）。由於教師個人的信念、態度、動機等心理建構，潛存

在教師的心中，會導引教師表現各種可知覺而不必負責的行為，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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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過程變項和情境變項，而影響學習結果（王朝茂，民 88；張俊紳，

民 86；Kagan,1992）。 

 

所以，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教師的教學信念除了教師特質：

愛心、耐心、熱忱、盡職等…，更應具備對教育工作的觀察力與敏銳

度，從教育改革的被動者而成為主導者，並注重同儕關係的團體協調

合作，讓教師本身更具課程改革的主導性及主體性，方能提昇學生的

學習成效。 

 

（二）教學策略   

教師的教學需要改革，尤其要特別重視教學策略，才能讓學生的

學習變得有意義，教師的教學策略和方法，直接影響學生的價值判斷、

自我概念的形成與學習興趣。所以教學策略的運用關係著整體教學的

成效。以下就本研究所運用之教學策略加以說明： 

 

1. 引發學習動機          

張春興認為多數知識性學科的學習動機是要靠學科本身所具

有的正誘因特徵而引起的。因此，在教學之初如何設計教材、教法

以及教學活動，使之具有正誘因的特徵，從而引導學生喜歡學習，

自然是培養學習動機的重要條件（張春興，民 85）。施良方指出為

了讓學生的學習更具效果，達到教學目標，教師須採用各種外部誘

因來推動學生學習，也就是引發學生學習動機，需提出明確而又適

度的期望和要求、給予清楚而又及時的回饋、注意評估、回饋和獎

勵的頻率、瞭解學生對獎勵的估價並使所有學生都有得到獎勵的可

能性（施良方，民 85）。由此可知，教師可以各種獎勵來引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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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比如口頭上的讚美、加分及發棒棒糖等小禮物的方式來鼓勵

學生回答問題，讓學生的學習更具動力，學習更有興趣。 

     

2. 有意義的學習（significant learning） 

意義學習把邏輯與直覺、理智與感情、概念與經驗、觀念與意

義等結合在一起。當我們以這種方式學習時，我們就成了一個完整

的人，即成了能夠充分利用我們自己所有陽剛和陰柔方面的能力來

學習的人（Rogers,1983）。因此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協同教學

時，除了讓學生瞭解「圖書館利用教育」不僅是一種增長知識的學

習，而且是每個人各部分經驗都融合在一起的學習。如此一來，學

生確定自己學習的目標是什麼，以此目標為方向來盡責任，達到學

習的效益。 

 

3. 促進學習遷移 

學習心理學家探討分析學習遷移的問題，提出為了促進學生學

習的遷移，教師需注意：一是把各獨立的教學內容整合，注意各門

學科的橫向聯繫；二是強調簡單的、複雜的、新舊的知識技能三者

之間的聯繫；三是注重有助於學生超越簡單累積事實性知識範圍的

學習原理、規則和模型等方面內容的重要性；四是當學生運用其他

學科知識來解決某一學科問題時，應予鼓勵；五是學生是否掌握有

效解決問題的策略（施良方，民 85）。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注重統整

課程與協同教學的精神，透過教學內容整合，將圖書館利用教育融

入各科教學之中，強調各門學科的橫向聯繫，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

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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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學習單教材設計 

          一種理想的因材施教之教學環境是每個學習者在某種非齊一的

教學形式之下，依自己的能力、速度或興趣進行有效的學習。所以

學習單（worksheet）又稱工作單，常使用於課堂教學中，可以促進

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的教學設計。也就是說在同一教學時間內，學

習者在配合其程度的教材與活動下進行自主的學習是學習單設計的

最大特色，並使此種教學策略成為有利的適性教育資源（李咏吟，

民 87）。藉由學習單教材設計，將圖書館利用教育融入各科教學之

中，各科教師配合教學進度與學生程度編擬與圖書館利用結合的學

習單，透過學習單的評鑑更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5.合作學習教學法 

          由於許多實證研究支持了合作學習的成效，使得合作學習被視

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的「萬靈丹」，因此在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的教

學改革中，合作學習便成為教師的最佳選擇之一。Rolheiser 與

Glickman 認為「合作學習」是達成民主教育目標最有效的教學策略

之一，此為合作學習在民主社會中受到重視的原因（Rolheiser & 

Glickman,1995）。但合作學習成功與否除受到小組成員凝聚力、成

員完成小組任務意願及任務本身的特性等因素影響（Leonard & 

McElroy ,2000）外，亦與教師本身的實施意願、專業素養與教學風

格有關。 

 

6.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策略  

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策略，特別側重教師在教學中所扮演的角

色，因此教師的教學策略要特別重視設計豐富學習情境，引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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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去評估問題而獲得知識、安排呈現合適的學習情

境，適時的給予關懷、鼓勵和支持，以利提供和協助學生主動並成

功地建構知識。此教學策略應注意一些原則，例如問題要與即將學

習的知識有關，也要能與學生既有的知識或經驗有適當關連；要注

意問題的難易度與開放性，過分簡單或封閉式的問題並不恰當（江

武雄，民 84）。 

 

（三）學習策略 

學習困擾是目前學生普遍感受的，因此學習者「如何學」和他們

「學習如何去學」，是教育心理研究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除了分析

學習者究竟使用哪些學習技巧或策略進行學習外，並試圖發展出某種

理想的訓練方案已提高學習成就（李咏吟，民 87）。許多研究學習策

略的教育學者均傾向於將學習策略分為四類：一是以統整和組織資料

為主的資訊處理策略；二是以結構訊息重點為主的學習策略（study 

strategies）；三是以考試技巧和時間計畫為主的支持策略；四是以檢

視閱讀理解為主的統合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Weinstein 

& Underwood ,1985；Jonassen,1985）。大多數教育研究者和教師均體

認，學業成就除了由教學促成外，並須依靠學習者自我學習策略的運

用，因此學習策略被視為學習者針對某一特定學習目標，主動操弄訊

息以促進學習效能的活動（Meyer,1985）。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強調教師個人教學專業自主，教師對其所授課

程須負責地做有效的設計、對學習活動做合宜的安排、對學生有所規範與

引導、並對學習成效有所評估。總而言之，在課程改革之下，影響學習成

效的因素，除了廢除傳統意義上教師的角色，以促進者來提供各種學習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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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供一種促進學習的氣氛，使學生知道如何學習外，鼓勵學生發自內

心願意學習、喜歡學習、主動學習，方能培養出自學方法，透過親身體驗、

激發出創意思考的能力，以提昇學習成效。 

 

三、協同教學的學習成效 

Anderson 和 Speck 指出許多文獻支持協同教學對於提昇學生學習成

效上，確實有其價值，而其研究的資料也支持以上的發現（Anderson & 

Speck,1998）。Wenger 和 Hornyak 也認為教學者在面對持續發展創造力與

生 產 力 的 的 責 任 時 ， 協 同 教 學 是 一 種 可 用 的 方 法 (Wenger & 

Hornyak,1999)。Bloom 等人所提出協同教學能塑造學生的可能性，並鼓勵

學生對其多樣化的經驗進行想像、評鑑及判斷（Bloom 等，1971）。 

 

王秀津等多位教師的行動研究中也發現在協同教學實施後，學生的評

價中正面的評價明顯居多，諸如「有趣、多變化」，「比平常更專心」，

「分享自己的收穫並交換心得」…等（王秀津等，民 88）。 

 

王真麗指出協同教學重視學生個別能力和不同的興趣，所以在教學活

動中，由具有不同專長的教師進行不同科目或不同層次的教學工作，學生

則依能力興趣分組學習，使能達因材施教的目的。在教學上，教學效果得

以提昇，對學生而言，學生可以在合適的環境學習、發揮潛能、增進主動

學習的能力（王真麗，民 90）。 

 

林奇佐認為在新課程實施後，要達成國中課程統整目的的有效方法是

成立各領域的教學群，教學群以協同教學，經由各種不同的方式，指導學

生學習，其成功與否，則有賴全體參與人員的合作（林奇佐，民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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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國內外學者專家之看法可知：二十一世紀課程發展的趨勢是以

協同教學模式強化教師的專業知能和自主性，進而營造學生的適性發展的

條件，提昇教育的品質，並注重教學方法的創新及運用，避免重複施教，

落實課程統整，讓學生能在不同的教學型態下快樂而有效的學習，並可獲

得完整的概念及知能，提高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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