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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圖書館的任務 

學校圖書館之任務在確保師生成為創意發想及有效的資訊使用者。其任務包括： 

 提供各種主題、類型及各種媒體資訊，擴大學生的學習環境，以實現學校教

學目標與任務； 

 提供圖書館及媒體利用指導，提昇學生的資訊素養、培養其閱讀習慣、好奇

心及批判能力； 

 與教師合作設計教學計畫，以符合個別學習者的需求； 

 讓學生具備終身學習的技巧，發展其想像力，並使其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圖書教師的責任 

圖書教師，是孩子和圖書資源間，最重要的橋樑，也是帶領孩童探索讀本及多媒

體世界的重要人物。 

圖書教師指具有教師資格且受過圖書資訊專業訓練者，又可稱為圖書館媒體專家

或學校圖書館員。圖書教師制度在歐美、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國家行之已久，

也是學校主要的閱讀推動者，其角色及任務主要有下列四項： 

 教師（teacher）：圖書教師教授圖書館利用指導，和兒童一起閱讀，協助學

童挑選適合的書籍，也指導學童利用圖書館資源完成其作業。 

 教學夥伴（instructional partner）：圖書教師應與教師建立合作關係，協助

教師培養學童獨立研究、資訊素養、資訊科技、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幫助學

童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資訊專家（information specialist）：圖書教師會以課程和學童的興趣為主，

徵集及購買各種圖書及多媒體資源，組織館藏，建立資料庫、網站、部落格

等，幫助兒童獨立閱讀，並培養其終身學習的習慣。 

 行政管理者（administrator）：圖書教師必須規劃、管理並領導學校圖書館

的發展，建立圖書館規則、管理圖書館預算、規劃吸引人的閱讀空間，營造

開放、積極並創新的學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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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灣在參與國際閱讀評比的衝擊後，各界提供了許多建議與資源參考，使得

學校重新調整閱讀教學的重心，例如國小開始重視閱讀理解策略的教導，閱讀素

養普遍受到重視……等。談論閱讀教學的面向很多，因此編寫手冊時，我們首先

思考的就是如何進行國中小閱讀教育的銜接性，我們認為:大量閱讀是閱讀教育

中養成習慣、豐富知識、興趣陶冶的第一任務，所以建議在國小階段培養；其次，

教學者便要從各方面教導閱讀學習的方法，讓閱讀啟蒙後進階到深度閱讀，進而

將閱讀力轉化為學習力。這一章節就嘗試著從閱讀的能力、閱讀的文本與閱讀的

技巧來介紹一些教導閱讀學習時可採用的教學法。 

     

壹、 從閱讀能力看教學策略 

從閱讀中學習，不僅獲得了閱讀能力，更藉由閱讀策略的操作，學會了「如何學

習」。本單元著重於根據不同閱讀歷程，找到最佳策略以解決該歷程閱讀理解的

困難，進而習得能擷取與檢索、能統整與解釋、能省思與評鑑的閱讀能力。 

一、閱讀能力: 

    所謂的閱讀能力除了一般語文理解與運用能力外，更希望具有反思閱讀內容、

建構意義，並且能對閱讀內容或形式進行批判的能力1。能力的養成必須循序漸

進，例如依循閱讀的歷程「擷取與檢索」、「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鑑」三階段

給予不同的養成教育。 

 

 

                                                      
1
閱讀能力的界定係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於 2000 年起進行的國際評量計畫 PISA 說法為

主（OECD, 2008） 

閱讀能力 

文本閱讀 

能檢索 

與擷取 

能統整 

與解釋 

外在連結 

能省思 

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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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能力看教學策略: 

    要獲得「能檢索與擷取、能統整與解釋、能省思與評鑑」2的閱讀能力就是

設定閱讀教學目標後，再以適合的、高效的策略在每一個閱讀歷程中進行認知的

學習，換言之，在每個閱讀歷程中找到最佳方法解決該歷程閱讀理解的困難，就

是能力的獲得了。 

閱讀能力 閱讀策略 策略使用目的 使用範圍 

能檢索與擷取 找一找 找出重要的、明確的、特

別的訊息 

句子、段落 

能統整 說出主要的 

畫概念圖(二層

次) 

統整概念、人物、事件、

趨勢、目的、類別、背景 

全文 

能解釋: 

解釋表層訊息 

為什麼 解釋因果 

比較異同 

排列順序 

換句話說 

段落 

能解釋: 

分析深層訊息 

想一想 解釋寫作技巧 

寫作目的 

寫作寓意 

段落 

能省思與評鑑 你認為 推論內容、形式 全文 

三、教學策略的操作3 

1 找一找 找什麼 重要的 

明確的 

特別的 

怎麼找 找關鍵字 

找關係 

找對比 

2 說一說 說什麼 1.說出主要的 

統整概念、人物、事件、

趨勢、目的、類別、背景 

2.畫二層的概念圖 

怎麼說 找句點 

畫重點 

分類歸納 

刪整排序 

                                                      
2
 閱讀能力的界定係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於 2000年起進行的國際評量計畫 PISA說法為

主（OECD, 2008） 
3
 本單元「閱讀策略」說法係由台師大鄭圓鈴教授指導 



 

6 

 

3 為什麼 為什麼 解釋 

比較 

排序 

詮釋 

 因為……所

以… 

比較異或同 

重組順序 

換句話說 

4 想一想 想什麼 寫作技巧 

寫作目的 

寫作寓意 

怎麼想 How 

Why   

why not 

隱藏的 

5 你認為 問什麼 推論內容 

推論形式 

怎麼答 提出看法 

說出理由 

找出證據 

四、示例說明： 

示例文章：梁實秋〈鳥〉第二段 

從前我常見提籠架鳥的人，清早在街上遛達（現在這樣有閒的人少了）。我感覺

興味的不是那人的悠閒，卻是那鳥的苦悶。胳膊上架著的鷹，有時頭上蒙著一

塊皮子，羽翮不整地蜷伏著不動，那裡有半點瞵視昂藏的神氣？籠裡的鳥更不

用說，常年的關在柵欄裡，飲啄倒是方便，冬天還有遮風的棉罩，十分地「優

待」，但是如果想要「搏扶搖而直上」，便要撞頭碰壁。鳥到這種地步，我想牠

的苦悶，大概是僅次於黏在膠紙上的蒼蠅；牠的快樂，大概是僅優於在標本室

裡住著罷？                            （摘自梁實秋〈鳥〉） 

教學設計 

教學目標 閱讀策略 閱讀設計 策略說明 

能檢索與擷取 找一找 找一找文中形容「飲啄方

便」的鳥是什麼鳥？ 

圈出文章中「明確的」

訊息 

能統整 說出主要的 這一段主要在說什麼? 摘要步驟：找句點→畫

重點→分類歸納→刪整

排序。 

先找出句點，了解有幾

句，再畫出每一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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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接著將重點歸納整

理加上連接詞，最後就

能排成一段通順的大意

了。 

能解釋: 

解釋表層訊息 

為什麼 為什麼籠中鳥的苦悶僅次

於黏在膠紙上的蒼蠅? 

解釋因果。 

可用因果句型來引導回

答。 

(因為)……(所以) 籠中

鳥的苦悶僅次於黏在膠

紙上的蒼蠅。 

能解釋: 

分析深層訊息 

想一想 想一想，作者在「優待」

的語詞加上引號的目的是

什麼？ 

推論作者的寫作目的 

能省思與評鑑 你認為 看完這段落，曉華認為籠

中鳥比胳膊鷹苦悶。請你

從文中幫曉華舉出證據，

來支持他的看法。 

為自己的看法說出理

由、找出證據。 

 

貳、從閱讀文類看教學策略 

閱讀的歷程從一開始的擷取檢索到統整解釋，最後能省思評鑑，就是完整的閱讀。

但是不同的文本類型，在閱讀操作步驟上，仍應根據文類的各自特色而有操作的

重點。本單元嘗試從國中生常接觸的四種文類思考如何進行閱讀教學的策略。 

 

一、閱讀文類 

文本類型很多，如果以文學與非文學分類，國中生常見常用的，文學類大致

有散文、小說4，非文學類大致有知識性質與圖表性質，本單元將採用散文、

小說、知識類與圖表類四種文類如何閱讀加以說明。 

二、不同文類不同策略 

雖然所有文本的閱讀歷程都是先擷取檢索、再統整解釋、最後省思評鑑，但

                                                      
4
 文學類的分類此處省略戲劇，因為國中小學教學現場接觸較少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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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文類屬性不同各具特色，例如「歷史」就著重於人與社會間的闡述，

因此各文類仍然有部分細節因為特色凸顯或者閱讀歷程省略而略有不同，以

下說明之。 

(一) 散文的閱讀歷程 

大部分散文的閱讀歷程都是先大致瀏覽，再摘取重要訊息，接著根據訊

息統整主要概念，然後深究文本的內容與探討文本的形式，最後評鑑賞

析提出自我的看法。 

 

 

(二) 散文的閱讀策略 

散文是一種自由、靈活抒寫見聞、感受的文體，選材、結構、表達方式、

語言運用都是靈活自由，指導國中生閱讀散文首先就要能欣賞作者謀篇

佈局、形式表達的自由；其次，仍須掌握中心意旨表達的思想軌跡。 

根據散文的閱讀歷程，閱讀的策略如下: 

 

概覽 摘要重點 統整概念 

分析內容 分析形式 
提出內容形

式看法 

找一找 說出主要的 畫概念圖 

為什麼 想一想 你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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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說的閱讀歷程 

小說的閱讀歷程與散文不太相同處是在於文字長、內容多，因此建議瀏

覽後，先統整主要的人物與情節脈絡，再去思考背景、解釋人物事件關

係、分析行為對話，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5。 

 

 

(四) 小說的閱讀策略 

閱讀小說著重於人物、事件與背景的交錯關係，以及作者透過小說想表

達的意旨；指導國中生閱讀小說時，也須提醒不要只把重心放在故事情

節的了解，人物如何塑造成功、情節如何緊湊連貫、意蘊如何耐人尋

味……等等都是閱讀小說的重點。 

根據小說的閱讀歷程，閱讀的策略如下: 

 
                                                      
5
 戲劇類的閱讀與小說類似，重視人物、對話、情節，閱讀歷程中可以將小說的背景改為戲劇的

場景即可。 

統整主要人物 組織情節脈絡 檢索人物背景 

解釋人物事件

關係 

分析人物行為

對話細節 

提出內容形式

看法 

說出主要的 畫概念圖 找一找 

為什麼 想一想 你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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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知識類的閱讀歷程 

知識類的閱讀重點在於知識概念的說明或評論認知，因此閱讀歷程於瀏

覽、摘要後，強調能組織統整重要知識概念，接著再分析解釋重要與相

關的知識概念，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六) 知識類的閱讀策略 

指導國中生閱讀知識類文章應著重能組織統整出重要的知識概念，其次

能分析解釋這些重要知識與文中相關知識彼此的關係。 

根據知識類的閱讀歷程，閱讀的策略如下: 

 

(七) 圖表類的閱讀歷程 

不論是統計圖、分類圖、數字表，圖表類，其閱讀歷程都注重讀懂標題、

橫軸、縱軸，再分析圖表的趨勢、變化，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瀏覽全文 

找重要訊息 

組織主要與 

相關概念關係 

解釋主要與 

相關概念 

提出內容與 

形式的看法 

找一找 畫概念圖 

為什麼 你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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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圖表類的閱讀策略 

目前國中教科書中圖表類知識的教材呈現較少，傳統語文教學也較不重

視圖表閱讀的指導，提醒老師可利用圖書館補充課外材料進行圖表教學，

教導國中生如何看懂橫軸、縱軸的趨勢意義，注意圖表特別的變化。 

根據圖表類的閱讀歷程，閱讀的策略如下: 

 

三、示例說明 

    (一)散文類—丁挽 (作者:廖鴻基  書名:討海人  出版社:晨星) 

                                                            

 

1. 內容簡介:敘述作者出海捕魚，首次擔任主鏢手時，與丁挽(白皮旗魚)

第一次接觸時的經驗與感受。 

2. 閱讀設計: 

讀標題 
看橫軸 

與縱軸 

 

找特別 

訊息 
解釋訊息 

提出看法 

說出主要

的 
找一找 為什麼 你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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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歷程 閱讀策略 閱讀設計 

概覽 找一找 找一找，丁挽魚都在什麼時間什麼天

氣下出現。 

摘要重點 說出主要的 說出本文最主要發生的事件。 

統整概念 畫概念圖 將漁船發現丁挽後，丁挽與船隻的互

動畫出兩層的概念圖 

分析內容 為什麼 漁船出海後，「一直搜尋那根旗子」，

請解釋「那根旗子」在這裡是指什麼? 

分析形式 想一想 想一想，作者最後說「我怔在鏢魚臺

上，久久動彈不得。」這樣的結尾，

有什麼特色? 

提出內容與形式

的看法 

你認為 作者說丁挽魚是「神秘狡黠」的，請

從第四段中例舉證據，支持他的看法。 

     

 

 

 

(二)小說類—數學零分的人 

      (作者:安娜•馮塔   譯著：夏維農  書名: 數學零分的人  出版社:宇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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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內容簡介:父母親都是數學天才的費納，對數學卻一竅不通，連費心教

導的爸爸都失望的說：「我的兒子是笨蛋」。熱愛文字的他因

為一段異性友誼與一場意外中展現的英雄行徑，使他有了自

信，勇敢的說出自己要當詩人的志向。 

        2.閱讀設計: 

閱讀歷程 閱讀策略 閱讀設計 

統整主要人物 說出主要的 說出故事主要的兩個人物 

組織情節脈絡 畫概念圖 請將小說發展的情節按照「開始、發

展、高潮、結束」畫出兩層的概念圖。 

檢索人物背景 找一找 找一找，少年費納的爸爸在事業上有

哪些成就? 

解釋人物事件關係 為什麼 1. 為什麼少年費納認為自己沒有朋

友但卻不孤獨?請說明原因，並舉

例證明。 

2. 閱讀第七章，請按照事件發生的先

後順序排一排。 

甲—四人爭搶放在書包的作文 

乙—費納在電車上掉淚了 

丙—老師竟然漏掉費納的作文 

丁—安娜讀了費納的作文 

分析人物對話情節

細節 

想一想 1. 想一想，小說中作者居然安排主角

「開始說謊」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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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想一想，在第二章開始先節錄字典

中關於數學天才布雷斯巴斯卡的

介紹，作者的目的是什麼? 

提出內容與形式的

看法 

你認為 因為友誼帶來的勇氣讓費納最後勇敢

說出自己的志向，但是並不是每個人

都能有如此機緣展現自己，所以你認

為應該怎麼做，可以讓自己不怯懦，

勇於表達自己？ 

 

    (三)知識類—壁虎腳底的高科技  (作者：佛布茲 譯著：張雨青 出版社：遠

流) 

                                                                

 

 

 

 

 

 

 

        1.內容簡介: 美國建築大師萊特的建築作品常常師法大自然，他曾說： 

「學習自然，愛自然，與自然更親近。它絕不會讓你失望。」因此科 

學家與工程師開始學習大自然的奧祕，致力發展「仿生學」，希望能 

找到更好的科技發展方向。 

        2.閱讀設計: 

閱讀歷程 閱讀策略 閱讀設計 

瀏覽全文 

找重要訊息 

找一找 找一找，根據文中所述，《奈米獵殺》

小說裡的微行飛行載具是根據自然

界何種現象而有的靈感? 

組織主要與 

相關概念關係 

畫概念圖 將書中有關奈米的資訊統整，畫出兩

層的概念圖 

解釋主要與相關概念 為什麼 解釋不沾污的牆壁塗料所以能夠不

沾污的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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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內容與形式的看法 你認為 你認為本書一開始引用美國建築大

師萊特說：「學習自然，愛自然，與

自然更親近。它絕不會讓你失望。」

的寫法有什麼目的? 

 

    (四)圖表類—溫室效應 (PISA科學素養樣本試題 S114Q04- 0129) 

 

 

        1.內容簡介:溫室效應的曲線圖  

(PISA科學素養樣本試題 S114Q04- 0129) 

        2.閱讀設計: 

閱讀歷程 閱讀策略 閱讀設計 

讀標題 

看橫軸與縱軸 

說出主要的 看看橫軸與縱軸，說出曲線圖主要在

說明地球大氣層平均溫度與二氧化

碳排放量之間有什麼關係 

找特別訊息 找一找 找一找，在 1900-1910 這段時期

CO2 增加時，溫度是否也上升? 

解釋訊息 為什麼 解釋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比沒有大

氣層時的溫度高的原因。 

提出看法 你認為 曉華認為溫室效應氣溫與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有正相關的說法在這曲線

圖中有些資料並不符合，請幫他找出

證據說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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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從閱讀技巧看教學策略 

閱讀的教學有時候只是要教導某個閱讀理解策略的技巧，例如這堂課老師只希望

藉著某一文本教學生「會摘要大意」，另一堂課老師希望藉著另一文本教學生「會

組織圖像」；本單元便嘗試從摘要閱讀、筆記閱讀、圖解閱讀到最後會閱讀推

論……等等這些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技巧示範其如何操作。 

一、摘要閱讀的技巧 

(一)定義：摘取重點的能力。透過閱讀，分析歸納文章主要概念意旨，以最簡單 

         扼要的方式，將本文資料重新詮釋。 

(二)步驟：找句點→畫重點→加連詞→排通順。先找出句點，了解有幾句，再畫 

         出每一句的重點，接著將重點加上連接詞，最後排成一段通順的大意。 

(三)示例： (作者:張蕙芬  書名: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出版社:天下文化) 

蜻蜓 

    成語裡的「蜻蜓點水」說的可不是蜻蜓喝水的行為，而是清楚描述了蜻蜓產

卵行為。不過，並不是所有的蜻蜓種類都如此產卵，其中以蜻蜓科、春蜓科和勾

蜓科最常以點水方式產卵。有的蜻蜓種類先將所有的卵排至尾端，然後點水讓它

們全部沉入水裡；有的則以連續點水的方式，分次將卵排放至水中，甚至也有的

是將整團卵塊直接空投到水裡，連點水的步驟都省略，堪稱一絕。                                    

節錄改編自《自然老師沒教的事》 

使用摘要技巧: 

第一步:找句點。本節選文，共有三個句點，所以可分為三部分的重點。 

第二步:畫重點。畫下重點，如上面文章灰色處為範例。 

第三步:再加上連詞，書寫成筆記，範例如下: 

  (1)蜻蜓點水是蜻蜓產卵行為 

  (2)蜻蜓科、春蜓科和勾艇科以點水產卵 

  (3)有的將卵排至尾端，點水，再沉入水； 有的連續點水，分次將卵排至水中； 

    有的整團卵塊直接空投。 

第四步:排通順:比較上面筆記內容，加以融合歸納，將內容排列通順。範例如下: 

   蜻蜓點水是蜻蜓產卵行為，例:蜻蜓科、春蜓科和勾艇科。方式有將卵排至尾

端，點水，再沉入水，或是連續點水，分次將卵排至水中，還有整團卵塊直接空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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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記閱讀的技巧  

(一)定義：筆記是知識內容的精華，而筆記策略即是一種強調從讀者著手做的策 

         略，著重讀者在閱讀的歷程中，有效處理、組織文本的內容。筆記也 

         是一項複雜的認知過程，涉及讀者對訊息的處理，需要在很短的時間 

         內去理解文章內容，選擇、組織訊息進行書寫，並透過書寫將訊息輸 

        入記憶。 

(二)步驟：筆記策略著重摘要與結構組織的訓練。筆記的過程，是由閱讀文本的 

         內容、思考內容、再記錄重要的內容。步驟如下: 

    1.畫重點: 可從(1)文章標題、附加問句、列舉項目(2)找出定義字詞和邏輯字

詞……中找出重點。定義字詞是指「被定義的字詞」，也就是文章中其他的字詞來

說明解釋，並賦予定義，常被隨著引號和粗黑體字的標示出現。邏輯字詞是指當

文章中出現因為、所以、當、就會、也會、但是、然而、總之、如果……等，具

有前因後果、強調、結論的字詞，就叫做邏輯字詞，具有掌握文章脈絡的功能。 

2.刪整重點: 必須保留文章的原意、中心思想及主要內容，在不偏離文意之

下，將重複的形容詞、例子……等刪去。 

3.組織重點: 分析文章結構，可以使讀者快速掌握文章的架構和脈絡。 

4.掌握重點字詞: 使用符號做筆記:可使用簡易符號、圖像、表格、流程圖等

來做筆記。 

 

(三)示例：      (作者:翰林自然與生活科技編輯小組   

書名: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 第四冊  出版社:翰林) 

〈 3-1 電解質 〉 

由實驗可知，鹽酸、醋酸的水溶液呈酸性；氫氧化鈉、小蘇打水的水溶液呈鹼

性；食鹽的水溶液呈中性。這些化合物水溶液的酸鹼性不同，通電時都可以導

電，且碳棒周圍伴隨氣泡產生，表示有化學變化發生，這些溶於水後會導電的

化合物，稱為電解質。而酒精或糖的水溶液呈中性，通電時無法導電，不會產

生任何化學變化，這類的化合物稱為非電解質。 

本文節選:自然與生活科技翰林版 

 

步驟一:畫出重點字詞，刪整後，寫下的筆記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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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鹽酸、醋酸--酸性  

  氫氧化鈉、小蘇打水--鹼性  

  食鹽水溶液--中性  

2.電解質:化合物溶於水、會導電 ，伴隨化學變化。 

3.非電解質:不導電、無化學變化，如酒精、糖--中性 

 步驟二:經過整理歸納之後，組織這些重點之後，畫出組織圖: 

 

 

三、圖像閱讀的技巧 

(一)定義：所謂的圖像組織策略就是在進行教學時，利用網絡圖、流程圖、矩陣

圖、階梯圖、心智圖……等各種圖像整理篇章重點或探討的主題。 

(二)功用：能分析文意脈絡、結構組織、段落文句關係、邏輯概念，了解彼此脈

絡的關聯性，因此它提供了教學的另一種可能性。 

(三)原則：圖像組織策略的實施，有其適當性與適量化之原則。所謂的適當性，

意指不同的教學重點或者不同屬性的文章，所使用的圖像應當力求適當，因為各

種圖像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所謂的適量化，意指在最恰當的時機下使用，而非

電解質 

定義 

化合物 

溶於水 

會導電 

分類 

酸性 
 鹽酸 

醋酸 

中性 食鹽水 

鹼性 
氫氧化鈉水溶液 

小蘇打水 

非電解質 

定義 電解質之外 

例如 中性 
酒精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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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堂課頻繁的使用，以免壞了思考的胃口。  

(四)步驟：閱讀進行時，先瀏覽、理解文本內容。由於教學圖像組織策略前，學

生已經習慣於使用畫線策略找出文句的重點，學會提煉內容要素，或擬訂段落文

章的核心概念、分析可加以分類、比較、說明的標題 。藉由教師介紹各種圖像

組織的特色後，便可選定一種圖表呈現個人對這篇文章理解的思維，以明確表達

出文本重點、段落核心概念或提煉的要素、欲探討的主題。 

(五)示例： (作者:南一社會科編輯小組  書名:國中社會第一冊  出版社:南一) 

以心智圖 為例，先採畫線策略找出文章重點字詞，再加以分類歸納。 

〈台灣的地形〉 

    地表高低起伏的型態，稱為地形。台灣地區這三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地形種類以山地、丘陵、盆地、台地及平原為主體。其中以山地的面積最為廣

大，呈南北走向，有阿里山、中央山脈、海岸山脈、雪山、玉山等。丘陵斷續

分布於山地的邊緣，高度多在數百公尺。起伏比山地小，中間低平，四周環山

的地形稱為盆地，有臺北、泰源、埔里、臺中等。台地地勢高，頂部尚稱平坦，

有大肚、林口、桃園、八卦等。平原大多分布在臺灣西部，地勢最低，佔本島

總面積的 30％，有宜蘭、嘉南、屏東、台東縱谷等。 

(節錄自七年級社會科南一版課本) 

整理之後，心智圖參考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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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論閱讀的技巧 

(一)定義： 

利用文章中所提供的資訊，瞭解文章字裏行間暗含的意義，或者推斷作者與

文章中某些人物的觀點、情感、態度以及人物或事物（事件）發展的走向、

結局等。推論是理解過程的核心，閱讀文章時，若能善用推論策略，就能填

補文中省略、遺漏的部分或是推論出意在言外、不能由本文字面上找到的答

案。 

(二)原則： 

關於推論策略的定義與使用，各家說法大同小異，個人試著整理歸納為七個

向度，這樣的分法主要是綜合 Bloom2001 版認知領域教育目標中的理解能

力、 ＜中學生閱讀策略＞、 ＜Building Basic Reading Skills＞這三本書的

說法。可推論的內容七向度如下： 

1.推論意義：根據六書造字原則或語文情境，推斷較難單字、語詞或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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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的意義。 

2.推論要點：推斷角色或事件特質。 

3.推論關係：推斷人物彼此的關係，文句的因果、相反或層遞關係，用以釐

清文義發展與主旨的關係。 

4.推論動機、寓意：看完一篇文章，讀者除了瞭解內容之外，更需要進一步

思考作者寫作的動機、是否隱藏了寓意。 

5.推論技巧：寫作目的（動機）瞭解後，可進一步探究作者的寫作風格與寫

作技巧，這不但能使我們瞭解本文的特色，更能進一步推想作者的寫作效

果。 

6.推論主旨：主旨是一篇文章的靈魂，藉由整合文章的段落、推斷作者寫作

動機，可以歸結出文章主旨。 

7.分類舉例：閱讀文章時，真正的理解是能為自己的推論舉例說明，證明推

論無誤。因此，舉例可說是推論策略的終極手段。 

(三)步驟： 

先感覺→找線索→下推論 →分析推論→支持推論 

                          →分析推論→修正推論→找線索→下推論→分析

推論→支持推論 

(四)示例： (作者:王淑芬  書名:地圖女孩 鯨魚男孩  出版社:天下雜誌) 

1.內容簡介:敘述張晴與戴立德是中學同學，兩人來自不同環境，戴立 

德始終扮演默默陪伴張晴的忠實好友角色。從成長中，他們都有所失， 

也有所穫。全書以『愛並無設定條件』為書寫主軸。 

2.推論設計: 

推論內容 題目設計 

推論意義 第一章中提到「地圖女孩」年輕時「熱切收集各種地圖，她執

拗的認為：地圖，能安全的帶她到任何地方。」請問句中 

「執拗」這個語詞是什麼意思? 

推論要點 關於張晴的爸爸，自從妻子不告而別後，作者形容他「成天成

夜將自己鎖進漫天木屑中，彷彿，自己也隨之懸空飄盪，不必

落地成為具象的支柱。」請從這個線索推斷張晴的爸爸的內心

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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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關係 請推論長大後的老戴為什麼喜歡機場的原因是什麼? 

推論動機、 

寓意 

看完這本書，請推論作者用鯨魚形象塑造了「抹香鯨」張晴、

「藍鯨」姐姐這兩個人物的動機是什麼? 

推論技巧 作者說戴立德是張晴「灰色」青春期的一抹「海藍」，請推論

作者採用「灰色」與「海藍」兩種色彩的寫作技巧是什麼? 

推論主旨 作者想藉著書名「地圖 鯨魚」表達什麼涵義? 

分類舉例 下列是小華網路搜尋的星座特徵，請推論主角張晴是屬於哪一

個星座，並找出支持的證據說明? 

(一)星座一覽表 

星座 特質 

牡羊座 勇氣、面對挑戰、熱情活躍、好奇心強、領導、

快速、好戰、不服輸、沒耐性、自我 

射手座 大膽冒險、上進好學、樂觀、好奇心強、不受拘

束、害怕承諾、說話犀利 

水瓶座 與眾不同、獨立、冷靜、好奇心強、聰明、冷酷、

不合群、孤僻、不穩定、變化大、無法捉摸 

雙子座 自信、創造、領導、表演、驕傲、 

不喜被忽略、無法認同他人。 

(二)主角星座 

1.我認為主角張晴是屬於(              )星座 

2.理由： (                                          ) 

 書中證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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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與資訊素養 

 

 

 

 

 

 

  

 

新竹市虎林國中 

● 黃筱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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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傳統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為指導讀者瞭解圖書館服務、設施、組織、資訊資

源，以及資訊查詢策略，所設計的各類教學活動。包含對潛在讀者進行圖書館使

用說明，以及對到館讀者實施利用指導二種層次。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讀者有效利

用圖書館習得知識與技能。 

    近年來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在教學或內容指導上，也由書

目指導擴展至資訊的分析、綜合、利用，即是從過去的圖書館利用教育到融入各

科教學中的資訊素養教育。資訊科技的發展促使圖書館利用教育的範圍將資訊技

能納入，而「資訊素養」即是「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再延伸。 

二、認識資訊素養 

    中華資訊素養學會「資訊素養標準工作小組」經過研究整理後指出「資訊素

養」（ Information Literacy）這個名詞是在 1974 年由資訊工業協會主席

Zurkouski 所提出。他認為一位具有資訊素養的人是指受過訓練而能夠應用資訊

資源於工作上的人。而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於 1989 年的報告書中所下的定義經常在教學時被引用： 

資訊素養是指一個人知道自己需要資訊的時機，並且能夠有效地蒐集、評

估和使用資訊的能力。具有資訊素養的人是指那些已經學會如何學習的人。

他們知道如何學習是因為他們知道資訊是如何被組織的，以及知道如何尋

找和使用資訊，他們是為終身學習做好準備的人，因為他們總是能夠找到

他們所需的資訊，用來完成他們的工作或做決定。 

    面對資訊充斥的時代，現代人學習如何面對資訊、選擇資訊、評估資訊、使

用資訊，甚至是創造資訊，已成為今日生活的重要課題。在駕馭資訊的過程中，

也必須展現批判思考、問題解決以及主動探索的能力，才能成為具有資訊素養的

終身學習者。由於資訊所包含的範圍涵蓋了文字、聲音和影像等呈現方式，其來

源可能是書籍、期刊、報紙、電視、電腦、網路等各種傳播媒介，因此學者將資

訊素養的範疇大致歸納為圖書館素養、圖像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和網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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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素養 

圖像媒體素養 電腦網路素養 

養等五個領域。「資訊素養標準工作小組」研究後將五大素養整合成下列三個環

環相扣、彼此交集的圓，而三圓聯集處即為「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的課程重點藍

圖。 

 

 

 

 

 

 

圖：資訊素養課程的內涵 

資料來源：中華資訊素養學會資訊素養標準工作小組 

    資訊素養是終身學習能力的核心，更能培養讀者的批判思考能力。圖書教師

在資訊快速變遷的洪流中，應致力於培養學生「尋找與利用資訊的能力，以建立

終身學習的基石」。 



 

26 

 

三、資訊素養教育指標 

    未來學生應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以迎接未來世界瞬息萬變、多元複雜的挑戰，

學校圖書館應邀集相關教師訂定學生資訊素養的標準與實施策略，並運用策略有

步驟地結合校內師生、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人士共同建立發展「圖書資訊利用

教育」的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才能有效整合不同技能與素養。 

    為了推動中小學資訊素養教育，中華資訊素養學會成立了「資訊素養標準工

作小組」致力於發展標準與指標，以期資訊素養教育獲得更高的效益。以下介紹

美國發展的資訊素養標準，並擷取「資訊素養標準工作小組」研擬之符合我國國

情的資訊素養標準及指標供圖書教師參考使用。若有不足，圖書教師可以參照〈資

訊素養標準草案〉一文，訂定適合各校的指標。 

（一）美國的中小學生學習資訊素養標準（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 for Student Learning, 1998） 

美國學校圖書館員學會與美國教育傳播與科技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Librarians &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 1998）於 1998 年提出資訊素養的九大標

準，以做為現代中小學學生達到終身學習理想的指南。這些標準分為三大領域，

其中每個領域又分別包含三個標準。此標準的重要性不只是首開此領域之先河，

更突顯了資訊素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故它也成為日後各國制訂資訊素養指準之

重要依據。 

 資訊素養  

1.具有資訊素養的學生會有效且有效率的接近資訊。 

2.具有資訊素養的學生會具有批判性且有能力的評鑑資訊。 

3.具有資訊素養的學生會正確且有創造力的使用資訊。 

 獨立學習  

1.一位獨立學習的學生是具有上述的資訊素養外，還能追尋與自我興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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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 

2.一位獨立學習的學生是具有上述的資訊素養外，還能欣賞文學及其它創意

的資訊表達形式。 

3.一位獨立學習的學生是具有上述的資訊素養外，還在資訊的尋求和知識的

產生上追求卓越。 

 社會責任  

1.一位對學習社群和整個社會有正面貢獻的學生是具有上述的資訊素養外，

還能確認資訊對於民主社會的重要性。 

2.一位對學習社群和整個社會有正面貢獻的學生是具有上述的資訊素養外，

還能在使用資訊科技時符合倫理行為標準。 

3.一位對學習社群和整個社會有正面貢獻的學生是具有上述的資訊素養外，

還能以群組合作的方式追求和產生資訊。 

(二) 我國資訊素養國中教育指標（K-16）的研訂 

 參照世界各地資訊素養標準之後，國內「資訊素養標準工作小組」研擬我國

之資訊素養標準及指標。各級指標的架構採漸進式設計，由國小、國中、高中至

大學，內容由淺至深、循序漸進，以利各級學校銜接利用。關於資訊素養內容主

要包含圖書館素養、圖像媒體素養及電腦網路素養等三大領域，因此指標的實踐

方式建議採用融入式教學，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以下僅收錄國中階段的

教育指標，圖書教師可依循此指標進行教學設計： 

資訊素養標準 國中教育指標 

1.能確認

資訊的需

求及範圍 

1-1 應用圖表組織發展主題

的範圍和架構 

◎應用圖像組織發展學習任務的範

圍和架構。 

1-2 瞭解不同型式的資訊類

型 

◎知道社區各類機構可獲得資訊。 

◎知道媒體網路可獲得中英文資訊。 

1-3 依照主題選擇適當的資

訊策略 

◎能獨立或與同儕合作列出取得至

少三種資訊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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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有效

地獲取所

需的資訊 

2-1 取得適當的圖書館相關

資訊 

◎應用公共圖書館以取得適當的資

源。 

◎利用館際合作以取得適當的圖書

館相關資源。 

2-2 取得適當的圖像媒體相

關資訊 

◎認識新聞多元的來源與種類。 

◎取得適當的圖像媒體資源（如圖

表、地圖、插圖、相片、表格、繪畫、

廣播、電視）。 

◎獨立訪問相關人物以取得需要的

資訊。 

2-3 取得適當的網路相關資

訊 

◎瞭解搜尋引擎及各類資料庫進階

查詢的策略。 

3.能批判

性地評鑑

與使用資

訊 

3-1 直接提取資訊的重點 ◎找出各種文體中的重點。 

3-2 直接推論資訊中的關聯

性 
◎推論資訊中的關聯性。 

3-3 綜合詮釋資訊的觀點和

內容 
◎找出資訊中的證據及重要觀點。 

3-4 檢驗、評估資訊的觀點和

內容 
◎比較資訊的不同觀點並提出評論。 

4.能有條

理且合理

地統整資

訊 

4-1 將新舊資訊重新彙整以

創造新成品 
◎能獨立統整各類資訊並發表。 

4-2 能符合倫理規範來整合

資訊 

◎尊重多元資訊的智慧財產權。 

◎遵守網路道德與禮儀。 

5.能瞭解

資訊使用

對於社會

5-1 瞭解資訊使用對於經濟

方面的影響 

◎瞭解自由軟體與商業軟體的不同。 

◎瞭解資訊使用的費用與品質。 

5-2 瞭解資訊使用對於民主 ◎利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生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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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

影響 

社會的影響 ◎瞭解民主社會的結構。 

5-3 瞭解資訊使用對於法律

的影響 

◎尊重我國智慧財產權 

◎遵守資訊安全 

◎保護個人隱私 

5-4 瞭解資訊使用對於文化

的影響 

◎認識並使用國家數位典藏資源 

◎參訪國家級文化資源機構 

6.能不斷

且有創意

地追求資

訊以達成

終身學習 

6-1 追求個人的興趣以與外

界連結 
◎搜尋符合自己興趣的國內資訊。 

6-2 能與他人合作以創造新

資訊 

◎應用多元資訊與同儕合作完成探

究報告 

6-3 能利用多元的資源與科

技以完成終身學習 
◎知道網路學習的重要性 

資料來源：中華資訊素養學會資訊素養標準工作小組：賴苑玲、林菁、吳美美 

(教案設計等相關資料可參考：資訊素養教學資源平台:http://140.130.43.156/ilc/) 

四、國中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的處境與方向 

    在訂定了符合國中階段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指標後，接著進行教學

課程的安排，國中圖資教育旨在承接國小的基礎課程，銜接補強進而培養學生獨

立學習的能力，以因應高中職多元的課程，實現終身學習的終極目標。因此教師

除了指導學子學會檢索資訊、整合資源外，更進一步要能夠運用資訊獨立學習，

並利用閱讀策略養成有效溝通和問題解決的能力。因此國中圖書館首要目標就是

指導學子能夠利用圖書館獨立學習，並且在課程中更加重視資訊素養，作為邁向

終身學習社會的基礎。 

    國中「圖書資訊利用教育」到底要教什麼？怎麼教？每個年級到底要學會哪

些項目？因國小圖書館利用教育已經推行多年，為使圖書教師在制定圖書資訊利

用教育課程時能夠更快上手，國小圖書教師輔導團邀請各地具有豐富經驗的圖書

教師組成「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學綱要及教學設計小組」，共同編製一系列完整

的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教材及教案，故國中端教師可以因應各校不同的

http://140.130.43.156/i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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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與城鄉不同的圖書館或學習環境，在新生始業式或開學之初參照國小的教案

進行圖書館利用教育的補強或銜接。 

從小學進入中學階段，課程的安排與學習方式皆有所不同，尤其國中採分科

教學且大多數國中並未設置「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專門課程，因此圖書館教師除

了利用空白課程或彈性課程施行「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協同

各科教師將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融入學科當中。 

五、國中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的對象 

(一)全校學生：各年級每學期至少進行一堂完整的課程。 

(二)全校教師：圖書教師可運用適合的機會向全校教職員介紹圖書館的各項服務，

希望能夠完善圖書館服務，達到圖書館支援教師教學活動的目的，並藉此開

啟協同教學的大門。 

(三)圖書館志工家長：國中圖書館若由志工家長協助開放，此時圖書教師也應該

向志工家長進行「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以利業務推行，使學校圖書館能

夠提供更專業的服務。 

(四)圖書館志工同學：藉由小志工的力量，將閱讀活動拓展至全校，一方面協助

圖書館正常運作，另一方面學生從中學習成長獲得成就感。 

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施行的方向 

 

 

 

 

 

 

圖書
教師 

志工
家長 

小志
工 

全體
學生 

全校
教師 



 

31 

 

六、國中圖書資訊利用教育的內容 

    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為一項教學活動，與校內其他教學活動相同，皆是為達

到教學目標而設計之活動。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的內容分為四種層次： 

層次 目標 內涵 
施行

年級 
教學設計 

第一層次 
認識圖書

館 

認識學校、社區、全

國甚至全世界各類型

的圖書館。 

七 

八 
主要在新生訓練及七年級上下學期

各進行一節課，可設計各項教學活動

或好書推薦等活動讓進入國中階段

的學子熟悉運用圖書館各項資源。 第二層次 
圖書館利

用指導 

介紹並學會使用圖書

館的參考工具書和電

子資源。 

七 

八 

第三層次 書目指導 

指導學生撰寫研究報

告時進行書目查尋，

以及報告撰寫格式的

方法。 

七 

八 

九 

協同教師融入國文、科學、社會等科

目，進行專題報告或議題探討。 

第四層次 資訊素養 
指導讀者如何有效利

用資訊的方法。 

七 

八 

九 

融入科技課程，學習設計圖像製作、

影片編輯、電子書等相關課程，從中

厚植資訊素養。 

    因此在設計「國中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課程內容時，可以考慮三個面向：

一是「圖書館利用」；二是「閱讀素養」；三是「資訊素養」。並利用各種學習的

型式，如講述、觀看錄影帶、實際操作、參觀、或報告撰寫等多元方式進行。更

重要的是鼓勵與各科教師協同合作，提供教學諮詢以協助教師在教學上與圖書館

資訊利用教育相結合。 

七、國中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課程綱要 

    國中階段課程依據課程綱要編排，各個國民中學可以依據各校特色及學生特

質彈性調整或增減。以下舉新竹市立虎林國中的「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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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林國中圖書館資訊教育課程綱要說明： 

  1.虎林國中七、九年級進行一堂「彈性閱讀寫作課程」，七、八年級進行一堂

「彈性資訊教育課程」，皆由專業教師授課。 

  2.承上，因此「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由圖書教師、閱讀教師與資訊教師協同

完成。 

  3.以下表格「閱讀素養」的部分與閱讀課程合併設計，因此省略。「閱讀素養」

七九年級由閱讀教師進行，八年級則融入國文課。(國中圖書館閱讀教師可以

參考本手冊進行課程安排) 

主題 圖書館利用 資訊素養 

任課教師 圖書教師 
七八年級：資訊教師 

七九年級：圖書教師 

    實施課堂

年級階段 

七九年級：閱讀課 

八年級：空白課程 

七八年級：資訊課 

七九年級：閱讀課 

七年級 

上學期 

(一)認識學校圖書館的規則與陳

設原則。 

(二)學會借還書，瞭解圖書館各項

規定。 

(三)認識書籍結構，認識中國圖書

十大分類法。 

(四)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五)圖書館閱讀活動介紹。 

＊圖書教師： 

(一)認識圖書館作業系統，能夠查詢

書籍，檢索資訊。 

＊資訊教師： 

(一)運用文書處理軟體基本功能。 

(二)運用關鍵字搜尋，認識網路安

全。 

七年級 

下學期 

(一)新書介紹。 

(二)認識期刊及圖書館非書資料。 

(二)熟悉索書號，練習尋書。 

(三)介紹公共圖書館，練習上網找

尋參考資料。 

(四)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圖書教師： 

(一)運用圖書館系統查詢新書。 

(二)利用圖書館系統了解個人閱讀

狀況。 

(三)運用圖書館系統推薦好書。 

＊資訊教師： 

(一)學習剪報製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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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構圖技巧。 

八年級 

上學期 

(一)利用圖書館系統檢索資料。 

(二)熟悉圖書館各項服務與資源。 

(三)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資訊教師： 

(一)管理電腦檔案。 

(二)學習影像處理。 

八年級 

下學期 

(一)探索圖書館，並能利用圖書館

各項資源協助各科目的學習。 

(二)根據文章和書籍標題分析可

用的資訊。 

(三)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資訊教師： 

(一)管理電腦檔案。 

(二)學習影像處理。 

九年級 

上學期 

(一)靈活使用圖書館。 

(二)運用圖書館各項資源完成專

題報告。 

(三)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一)能針對各項主題搜尋相關資訊。 

(二)能統整並利用資訊。 

(三)認識媒體素養，能正確解讀媒

體。 

九年 

下學期 

(一)統整評估圖書館或網路資料。 

(二)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一)應用文書處理、視聽設備等各種

資源完成專題報告。 

(二)建構媒體素養。 

 

 

  



 

34 

 

國中圖書資訊利用教育教案示例 

【範例一】 

◎認識圖書館 

※適用對象：國中七年級上學期 

※教學時間：兩堂課(90 分鐘) 

※教學目標： 

  (一)認識學校圖書館的規則與陳設原則。 

  (二)熟悉借還書等圖書館各項規定。 

  (三)認識書籍結構，認識中國圖書十大分類法。 

  (四)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教材準備： 

  (一)拍攝校內圖書館的照片製作簡報。 

  (二)依據國中教材設計適合的學習單或活動。 

※教學資源：建議實際帶領學生進入校內圖書館進行教學活動。 

※教學流程： 

第一堂課 

教學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學內容 

引起動機 5 

1.提出學習或生活會遇到問題，讓學生討論平時如何找到解

決方案？ 

2.說明圖書館的存在就是希望能協助大家解決各項問題，所

以學會使用圖書館就成為進入國中階段首要培養的能力。 

介紹圖書館硬

體環境 
10 

1.介紹圖書館的位置及設備、分區等陳設原則。 

2.猜一猜：運用照片，大讓家猜一猜位在圖書館的哪個位置。 

認識圖書館規

則 
10 

1.圖書館開放時間。 

2.提供照片使學生認識主要管理人員、志工伙伴。 

3.說明借書證、借還書流程、借書期限及其他各項規則。 

4.圖書館情境題：出幾題在圖書館會遇到的情境題，讓同學

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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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本書 20 

1.圖書館書籍擺放原則。 

2.認識書籍結構，索書號的規劃。 

   

221.71  分類號 

4411  作者號 

v.16 c.3  
冊次號 

複本號 

3.準備數本十大類書籍來各幾本介紹十大分類法，誦讀口

訣，並簡介館藏位置。 

4.使用圖書館系統檢索書籍。 

第二堂課 

教學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學內容 

引起動機 5 
1.列出數本不同主題的書籍，請同學分組討論屬於哪一類型

的書籍，應該歸在哪個分類中？ 

圖書館閱讀活

動介紹 
10 

1.統整介紹校內閱讀活動與流程： 

(1)班級書箱借閱方式。 

(2)「閱讀的移動城堡」借閱方式。 

(3)閱讀心得單的書寫與獎勵。 

(4)晨讀活動的運行。 

(5)「閱讀存摺」的記錄與獎勵方式。 

(......因校制宜) 

分組活動— 

圖書館尋寶趣 
25 

1.設計學習單(如附錄一)，分組進行圖書館尋寶活動。 

2.透過學習單實際運用圖書館的各項設施並熟悉書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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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小隊名稱：                        ★小隊成員： 

★小隊長： 

 圖書館幾點開放：_____________ 

 每個人最多可以借幾本書：_____ 

 每本書可以借多久：___________ 

 圖書館有幾位志工家長：_______ 

 借還書櫃檯有幾台電腦：_______ 

 圖書館內有幾種期刊：_________ 

 圖書館內有哪些報紙，請寫出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想要知道教育的新知或政策應該關注哪一本期刊：_________________ 

 請找到圖書館電腦，依據使用原則，討論你們會怎麼利用它幫助學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書展示區有很多新書，請每個隊員找一本自己最想看的書，寫出書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__________課要進行小組報告，我們可以到分類號_________找資料，我

們決定討論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為討論主題。(完成請至櫃檯蓋章) 

(A：由老師寫，請至櫃檯找老師。B：請寫出一本符合主題的書) 

 請問 C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屬於十大分類法哪一類的書？_________ 

請找到這一本書拿到櫃檯蓋章。 

(C由老師派任務，請至櫃檯抽一張書名，小隊合作找到它) 

 請至分類號 855 的書櫃找到標有你們小隊的書籍與問題單，依據書籍內容

尋找問題單上的答案。找到答案立刻將「問題單」拿到櫃檯向老師大聲喊出

你們的答案，就完成今日的尋寶任務！祝你們幸運拿到寶藏！ 

☆☆☆闖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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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 教學示例 

【範例二】 

◎公共圖書館巡禮 

※適用對象：國中七年級下學期至八年級下學期 

※教學時間：30 分鐘 

※教學目標： 

  (一)介紹公共圖書館，練習上網找尋參考資料。 

  (二)認識學校附近的公共圖書館。 

  (三)養成良好使用圖書館的習慣。 

※教材準備： 

  (一)製作簡報介紹學校附近的公共圖書館。 

  (二)利用公共圖書館提供的資源協助教學。 

※教學資源： 

 公共圖書館輔導團電子報。 

 各大公共圖書館網站。 

 參考書：《世界圖書館紀行》。 

 簡報、照片等。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學內容 

引起動機 5 
1.分享芬蘭或其他先進國家的公共圖書館，吸引學生目

光引起興趣。 

世界圖書館

在我家 
10 

1.介紹台灣十大圖書館。 

2.介紹雲端網路資源，了解學生在家裡也可以接收圖書

館的服務。 

鄰近圖書館

巡禮 
10 

1.介紹學校、社區附近的圖書館。 

2.引導學生上網搜尋位置，並推薦其網站。 

3.介紹各項服務，並鼓勵學生立即辦理借書證。 

練習與熟悉 5 
1.自行進入鄰近圖書館或其他公共圖書館網站，搜尋書

籍或觀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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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 教學示例 
【範例三】 

◎融入國文——「名人生命地圖」專題報告 

※適用對象：國中八年級上學期至八年級下學期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目標： 

  (一)透過小組報告更加熟悉古今名人之生命軌跡與其作品風格。 

  (二)能運用圖書館資源解決學習過程中的疑問。 

  (三)能利用搜尋引擎找到所需資料。 

  (四)能將龐大的資料轉換整理為有用的資訊。 

  (四)能將資訊統整內化，進而習得知識。 

  (五)能透過分組報告，學習分工合作、主動思考，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教材準備： 

  【國文教師】 

  (一)蘇東坡生命軌跡的簡報。 

  (二)進行分組並確定各組成員角色分工，以簡報或角色卡呈現。 

  (三)確定報告主題。 

  (四)與圖資教師討論、分工。 

  【圖資教師】 

  (一)與任課教師溝通協調、提供協助。 

  (二)確認有足夠館藏提供學生查詢。(可以提早在寒暑擴增相關資源)  

  (三) Big6 教學，並在圖書館及公布欄布置 Big6 流程，提醒讀者參考使用。 

  (四)規劃小組發表後成果展示空間。 

※教學資源： 

圖書館搜尋引擎及各項設備、電腦教室、網路搜尋引擎、國文課本習作、簡報、

影片、書籍等。 

※學生先備知識：已習得簡報或影片製作技巧、〈蘇軾．記承天夜遊〉課文習作

授課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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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第一堂課】 

教學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學內容 

引起動機 10 
1.播放蘇軾生命歷程影片。 

2.「蘇軾生命地圖」簡報示範。 

Big6 模式教學 5 

1.運用「蘇軾生命地圖」進行問題解決 Big6 模式複

習與應用。 

2.分組練習 Big6 模式。(學習單如附件二) 

小組角色與任務

分配 
10 

1.報告主題說明： 

  (1)六個人物。 

  (2)用圖像展示其生命歷程，製作其「生命地圖」。 

  (3)介紹其作品、成就與人格特質。 

  (4)出題目。 

2.小組角色說明，例如:小組長、報告長、記錄長、

資料長......。 

3.分組討論演練，設計小問題讓各個角色進行討論練

習。 

4.議題討論：利用 Big6 模式討論完成任務單一。 

圖書館資料搜尋 15 進入圖書館蒐集資料。 

綜合活動 5 「報告長」向老師報告當天進度。 

【第二堂課】 

教學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學內容 

引起動機 3 流程說明 

分組報告 25 分組利用簡報或影像進行報告 

小組自評與他評 10 填寫自評表及他評表 

回饋與檢討 7 教師與同學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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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Big Six 問題解決模式練習單 

    所謂Big6即「資訊尋求及問題解決的模式」，是取其六個步驟英文名稱的一

個字母，然後組合而成： 

 定應問題：B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problem. 確切地瞭解探究的問

題 

 搜尋策略：Identif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確定資訊資源的範圍 

 取得資訊：Ga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獲取相關資訊 

 利用資訊：Select a solution. 選擇一個解決方案 

 整合資訊：Integrate the ideas into a product. 把觀點整合到作品中 

 評鑑成果：eXamine the result. 檢查結果 

概念圖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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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圖書館資訊利用教育 教學示例 
【範例四】 

◎媒體素養——真相只有一個？ 

※適用對象：國中九年級上學期 

※教學時間：45 分鐘 

※教學目標： 

  (一)培養學生閱讀課外書籍、新聞、期刊的習慣。 

  (二)關心時事並且知曉媒體的訊息並不全然呈現真實。 

  (三)能運用資訊表達自己的想法。 

※教材準備： 

  (一)收集新聞媒體值得探討的素材，設計教學簡報。 

  (二)準備各家報紙進行分組討論。 

※教學資源： 

  (一)媒體素養教學資源網。 

  (二)網路影片、圖片、簡報、新聞報導資料及學習單。 

※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 
時間

(分鐘) 
教學內容 

引起動機 5 

1.正確、真實？舉出幾個新聞媒體的實例，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記者蹲立水中報導水災新聞。 

 位置或人名錯置：柴起爾夫人過世，畫面誤植為英國女

王。把槍擊犯陳東榮的照片誤植為立委照。 

 媒體殺人：錯誤的報導害了一條生命。 

2.教導學生開始發掘媒體陷阱，了解到正確和真實是被媒體框

出來的。 

3.媒體讓我們又愛又恨！很不幸的我們要了解世界又不得不透

過媒體，媒體幫助我們了解但同時也框限了我們對事件的理

解。我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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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媒體的

現狀 
15 

1.〈災區慰民五大白目問題〉 (新聞來源：2009-08-31 

NOWnews，記者林睿康／台北報導) 

2.情境題： 

  (1)如果你被問，你會怎麼做？ 

  (2)如果你是記者，你會問什麼問題？ 

  (3)身為閱聽者你會怎麼做？ 

3.如果什麼都不做，收視率和媒體可能會殺人！ 

新聞不一樣 20 

1.請寫下對「800 旅客霸船 麗星退費息怒火」這一則新聞標題

的看法。 

2.再看看不同的觀點： 

 日本行變遊「公海」 500 客不滿麗星輪 

 麗星提早返台 7 百旅客怒霸船 

 800 旅客霸船 麗星退費息怒火 

 行程縮水 1590 人霸船 麗星優惠息眾怒 

      再次寫下自己的看法。 

3.比較自己前後的想法有何差異？ 

作業指導 5 

1.同一事件的新聞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新聞發佈時，可能爭

取時效，來不及求證，而有錯誤的報導。 

2 新聞媒體可能因不同的立場，而對同一事件產生不同的解釋。 

3.請學生回家蒐集類似的新聞事件（同一事件，不同寫法或觀

點），下次上課分享。 

(參考資料來源：台北市明德國小花梅真老師〈新聞「異」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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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班級：         座號：      姓名： 

 如果你是災民你被問了不得體的問題，你可以怎麼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幫記者想一些得體的問題訪問受災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到不實的報導或怪力亂神的媒體現象，請討論身為閱聽者該怎麼做才是有

媒體素養的展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看到這則標題，你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看到不同的觀點，你有什麼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較一下 AB你的想法有何不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生活週遭的朋友或長輩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因為看到不同的觀點，所以看法

就不同了？ 

看到一則新聞 形成一個觀點 又看到另一個 覺得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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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圖書館空間規劃 
 

 

 

 

 

 

  

● 潘金川 

 

 基隆市中正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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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空間 

國中圖書館的經營越來越重視讀者的感受，不再只是借書、還書、讀書的地方。

新世代的圖書館是以人為出發點的，當您和設計師討論圖書館空間規劃時，應

重視國中生合作學習、社交休閒、數位學習等面向，以滿足讀者不同需求，使

圖書館成為兼具科技與人文的學習資源中心。 

 過去圖書館與現代圖書館的思維比較：    

過去圖書館 

的實務思維 

重視藏書量 

 書架集中在同一區域，空間無變化。 

 閱覽空間制式化，吸引不了讀者。 

 缺少多樣化的閱讀體驗、無法滿足讀者需求。 

現代圖書館 

思維的轉變 

重視使用者 

 重視整體空間的氣氛營造，且空間運用彈性化。 

 圖書館的功能更多元化、數位化。 

 重視環保、節能減碳的綠建築思維。 

一所國中圖書館所需要的空間羅列如下，各校可依館舍空間大小、實際需求、

以及學校對圖書館的定位來彈性增減：  

書架區 

一、依主題排列的書架： 

國中生常因各科老師交代的作業來圖書館尋找資料，但書庫這麼多書，下課時間

又短，導致學生浪費許多時間，因此圖書館可針對國中各領域或課程主題，設置

專屬的書櫃，並將專櫃內的圖書再次進行專櫃圖書編目，以醒目清晰的標示來和

一般圖書做區隔，並在圖書系統的館藏地，標示主題書櫃名稱，以便於管理。這

樣一來，學生也不必在廣大書海中尋尋覓覓了。 

 

青少年總是對某些作家或某類圖書特別感興趣，與其全都按照十大分類來排書上

架，不如將一些同類型的書放在同一書架，如侯文詠作品、奇幻冒險小說、金庸

小說、三國故事、電影小說等等。這些書櫃可分散放置在圖書館，附近再放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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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閱讀桌椅，保證下課時間，這裡絕對是最熱門的一區，同學邊看書還可以和

志同道合夥伴一起討論和分享。 

國中生 

經常閱讀的課外讀物類型 

漫畫、推理偵探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

心理勵志類、文藝愛情小說等。 

國中生 

選擇課外讀物的因素 

內容主題、流行話題、原著改拍電視電影、

師友家人推薦、作者知名度等。 

二、依分類法排列的開架式書架： 

讀者可以自由的瀏覽書架，看到感興趣的書，即可取出閱讀。因此，書架間的走

道以可供兩人通過為準，書架旁可擺設吸引人的沙發，讓讀者隨手拿書後能就近

坐下舒適地閱讀。至於如何吸引讀者進入此區，實經營者最應著力的，你可以在

書架側面加裝木封板，再張貼活潑清晰的分類標示，或在封板上展示該書架借閱

率最高的圖書，讓讀者踏入書海裡，藉由書與書的串聯、牽引，獲得閱讀的感動。 

諮詢服務區 

一、流通服務櫃台： 

流通服務台是館員及志工服務讀者借還書或解惑之處，亦是讀者動線往來最頻繁

的空間，主要設置在入口鄰近位置，以便於管理。櫃台前後應留有較大空間，避

免擁擠；櫃檯內須設置書車，放置歸還或未上架的書。至於櫃台可有高低設計，

低的部分參考國中生平均身高，以便於和讀者互動；高的則具有遮蔽功能。 

 

通常國中圖書館的館員人數有限，而流通服務櫃台必須有人把守，故本區可考慮

與辦公室結合，不但能減省空間，又可避免館員「舟車往返」。而櫃台的電腦，

可加裝一接二的螢幕轉換器，讓讀者當下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借還書資料。 

 

二、資訊檢索區： 

本區可和其他機能區結合，如在書庫旁、入口區皆可擺上幾台無座位的電腦，讓

讀者能隨時查詢館藏或瀏覽圖書館最新資訊。本區電腦需嚴格限制作為他用，除

了張貼標語提醒外，最好擺放在館員容易看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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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覽區 

一、期刊報紙閱讀區 

期刊與報紙具新穎與時效性，故當期期刊及當日報紙皆應展示於期刊櫃及報架上，

讓讀者可立即獲得最新資訊。而過期期刊，則應擺放於期刊櫃的夾櫃中，讓讀者

可隨時掀開進行瀏覽與借閱。除當期雜誌，其餘皆可外借，以利資訊流通。 

 

在本區或鄰近處設置閱覽座位，尤其是能讓人身心放鬆的沙發，人慵懶地坐著，

悠閒地瀏覽雜誌或和好友閒聊交流，是繁忙課業後的最佳休憩地，故本區是圖書

館最受歡迎的心靈充電站。 

 

二、多元化閱覽區  

國中生時而喜歡和同儕結伴而行，時而又想自己單獨行動，所以可在圖書館規畫

各種不同類型的閱覽區，想要享受私人空間的，在角落或窗邊規畫個人閱讀桌椅；

想要三五成群感受團體氛圍的，可在各處書架區規劃小方桌或小圓桌，以滿足孩

子多元選擇。 

 

若空間夠大，還可規劃班級閱覽區，讓老師帶領全班到圖書館看書、進行圖書館

利用教育或推動閱讀教學，只是若要當作教學使用，最好能設有單槍投影機、布

幕、電腦等設備，以利於老師進行教學。 

 

你可在圖書館轉角的畸零地，打造木頭地板或鋪上地毯，放上軟墊，讓讀者於此

或躺或坐，優遊自在，營造一個舒活閱讀空間。再擺上一些漫畫或超人氣軟性讀

物，以吸引學生駐足，本區本就吸引人，亦可結合各類主題書櫃，使更多讀者進

入書庫尋寶探險。  

 

三、戶外閱讀區    

有些國中圖書館的外面尚有閒置空間，與其放置不管，不如稍加整理，適當地擺

放桌椅供同學於室外輕聲討論使用，或放一些過期的報章雜誌供讀者自由閱覽，

增加學生彼此交流與共同學習的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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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校也常在學生常走動的區域，規劃行動圖書櫃，放上師生或家長捐贈的書、

過期期刊、昨日報紙等，讓學生隨性閱讀。例如新竹市立虎林國中的「閱讀的移

動城堡」，將圖書送到學生面前，積極營造校園書香角落，讓閱讀無所不在。 

數位資訊區 

一、數位學習區：   

這區少了書的厚重，多了輕質及數位化的服務，也增加學生探索學習的機會。你

可將館內收藏的數位資源，如 DVD、電子書、教學軟體等，規劃專區管理，方

便老師借出與使用。原本占空間的錄放影機、光碟機和音響等設備，則可由電腦

取代，另外須特別注意本區的溫、濕度，以維護數位資料與器材的壽命。 

 

若經費充足或校內有汰換的電腦時，便可在此多擺放幾台電腦，除了播放視聽媒

體外，也可讓學生瀏覽電子書、資料庫、完成專題報告。這時代仍有部分家庭無

法上網，圖書館可扮演縮短數位差距的角色。若此區過於熱門，讓有課業需求者

優先預約使用，而適當地走動本區，也是管理者不可或缺的手段。  

 

二、多媒體工作室： 

新科技的興起，使得圖書館空間功能隨之改變。而館員、教師或讀者因課程或活

動的需求，使用到數位科技，製作各種多媒體資料、教材的情形也越來越多。在

規劃本區時可以準備幾台功能較強的電腦，備妥相關剪輯製作軟體，再加上錄影

器材、照相機與掃描機，便利大家製作、生產多媒體教材與資料。 

展示表演區 

一、新書展示區： 

青少年總是跟著最新的流行趨勢走，故國中圖書館應適時購買新書，吸引讀者瀏

覽借閱。一般新書展示區多配置在進館明顯處，做為吸引讀者進入圖書館的最佳

策略。如今很多新書展示區的圖書也開放借閱，讀者不但能翻看也能借回去慢慢

咀嚼品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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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展示區： 

策展也是圖書館重要的工作，我們可以配合教學主題或社會重要議題，定期的辦

理展覽，以圖書、文字、圖片再搭配聲音、影像，將知識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呈現，

以吸引讀者駐足參觀，並拓展視野。 

 

另外，閱讀課的延伸活動，如書籤、小書、立體書等作品也可以策展，國中生看

到自己的作品被大家欣賞與肯定，更能增加學生的學習動力。而老師也可以指導

學生針對不同主題，練習規劃策展活動，藉此開發學生潛能並培養多元能力。 

 

三、多功能空間：  

有別於主題展示區，是屬於大坪數的空間，方便舉辦藝文展覽、簽書會、作家講

座、小型表演等活動，以凝聚圖書館人氣，拉近和讀者之間的距離及增進彼此的

互動。因此設計上須考量活動時的規模並保有空間使用的彈性，成為閱讀、表演、

展覽兼具的多功能空間規劃。   

討論區 

一、半開放討論區：  

現在國中生對社交和團體學習的需求日增，而討論區是讀者腦力激盪，也是很受

歡迎的研究空間，學生可在此和同儕完討論專題報告、設計海報、寫小論文等。

例如，要做科展的學生可以先在本區討論主題，然後再去相關的主題書櫃找書，

並利用圖書館的電腦上網搜尋相關文獻資料，這樣一來，便能靈活運用圖書館所

有資源與設備了。唯此區可能會影響閱讀的同學，故可規劃在角落區域或用書架、

傢俱做為區隔，以減少干擾。 

 

二、獨立討論室 

討論的空間如果可容納較多人數，即可發展為討論室，不但能借給社團使用，更

可作為「圖書館利用教育」的上課場地。我們可堂而皇之地將討論者安排至獨立

討論室，使用者既可開懷暢談，圖書館亦能保持靜謐的閱讀氛圍。 

 

至於討論室的隔牆可使用部份透明玻璃或半透明玻璃，一來能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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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館員也能隨時注意裡面的動靜。此外，討論室應提供可書寫的牆面或白板，

而筆電的電源與無線網路也要一應俱全。    

入口區 

入口區是讀者接觸圖書館的第一站，在設計上應以吸引讀者為目的，讀者才會進

館一探究竟。例如在入口區擺放液晶螢幕或電子相簿，來展示圖書館最新資訊、

活動與照片，引起讀者的目光。至於入口區的牆面佈置則可結合學生作品，讓學

生有參與感，或在入口處擺上植物盆栽或懸掛圖畫，以營造圖書館的氣氛。 

 

一般入口區的規劃主要有佈告欄，這是圖書館的重要櫥窗，應力求醒目活潑，將

最新訊息或公告張貼其上，並考慮到更新內容時的便利與否。在入口附近還可設

置還書箱，讓館員不在時，還書者也可完成還書動作。此外，圖書館的入口宜設

置在方便進出之處，並設有無障礙設施，以輔助特殊讀者。 

 

 

 

 

 

 

 

 

 

 

 

小叮嚀  

 圖書館的地理位置不宜在太遠、太偏僻的角落，因下課時間短暫，若

沒有足夠的時間借還書，會降低學生到圖書館的動力。 

 圖書館空間規劃的終極目標是讓讀者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空間角落。 

 數位區應注意網路、電源佈線。另外，學校也可以和廠商合作，使電

腦連線投幣式印表機，提供學生列印服務。 

 若館內設有 K 書中心〈自修室〉時，也應有獨立進出走道，與圖書館

空間有適當區隔，以利各自管理經營。 

 隨著館藏增多，以致書庫空間不足，可考慮使用滾輪式移動書架。 

 如果空間足夠，可規劃過期報章雜誌放置區、小倉庫等空間。 

 在規劃時，可參考其他國中圖書館空間規劃的設計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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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氛圍 

圖書館的角色已有所改變，應該以新的策略來接觸讀者。其中空間氛圍是影響

讀者感受的重要因素，我們可以營造舒適和諧的氣氛來提升館內整體質感，讓

閱讀成為一件美好又享受的事。國中圖書館應以使用者的觀感來設計，透過色

彩、傢俱、燈光等元素的調配來營造氛圍，讓讀者沉浸在書海中。   

色彩搭配 

有創意的色彩搭配，能營造出饒富趣味的情境，達到吸睛效果並刺激人們的想

像力。您可以依據不同區塊的主題特性，利用牆面、傢俱、天花板和地板的配

色，創造出專屬於你們國中圖書館的風格。 

 

一、主體顏色之選擇 

在室內色彩搭配上，主體顏色不宜過多，避免讓人感覺零亂、不協調；若是選用

多種顏色時，則應以同色系為主。如果館舍空間不大，則應選擇淺色系，使人感

覺明亮，增加空間感。而彩度高的顏色較吸引人，可使用在劃分區域或主體牆面

之意象營造上，唯有在學生需要長時間專注閱讀之區域的牆面較不適合。 

 

二、淺色系牆面便於裝飾 

當你想在牆壁上加上流行壁貼、彩繪等藝術元素時，最好選擇淺色系當牆面，這

樣會比較適合另外再加上裝飾；若圖書館的牆面需要當作單槍投影機臨時布幕使

用時，白色的牆面也較為恰當。 

 

三、傢俱裝飾的顏色 

至於裝飾部分主要是點綴作用，較不限顏色多寡。若整體顏色過於單調時，你可

以在局部選用一些鮮豔的傢俱來裝飾，讓圖書館變得更有活力。建議你可以從稍

遠的距離來檢視圖書館的環境配色，以獲得空間配色的整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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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用色搭配風格參考 

色彩能營造氣氛，並呈現不同的感覺。若要表現活潑的氣氛，可選用鮮明的色彩；

如要讓人穩定情緒，可以採用粉色系。以下針對四組色彩的特性、搭配及使用情

形加以說明：  

 

 

 

一、年輕活潑的色彩 
 

     
 

 

 彩度高的明亮顏色表現出青春洋溢的感

覺，也更生動、輕快、有節奏感。 

 可適度搭配粉色系，能增加可愛、童話的

氣氛。  

 適合使用在局部傢俱或裝飾上。 

 

二、成熟古典的色彩 
 

     
 

 

 由濁色構成，並以深暖色居多，明度、彩

度低的顏色具有穩重及優雅感。   

 在深色調的基底中適度加入強烈色彩，可

增加豔麗及華麗感。 

 較不是年輕族群喜愛的色調，故國中圖書

館應適度使用與搭配。 

 

三、自然風的色彩 

 
 

     
 

 

 黃色、綠色及咖啡色系都接近草木的感

覺，予人柔和、樸素及溫馨感。 

 自然風的色彩適合搭配各種色調，若保持

一些留白也能有不錯的美感。  

 主體色及傢俱常常使用，屬於較容易被人

接受的顏色。 

 

四、科技現代感的色彩 
 

     
 

 

 科技感的色彩是屬於較硬且冷的色調，給

人一種理性與現代的感覺。 

 常搭配金屬材質使用，當顏色過度硬冷

時，可加入一點暖色系來調和。 

 常用於數位化空間或傢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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傢俱選用      

傢俱設備最重要的是能發揮功能，因此圖書館通常會配置不同類型的傢俱，供

讀者自由選擇。而依據空間主題搭配合宜的傢俱，能使讀者愛上圖書館。透過

這些傢俱外形、顏色、材質的選擇，能營造出你想呈現的效果，但還須考量許

多以下因素。然而，傢俱設備也應配合館內整體色彩，以增進美感，營造視覺

效果。 

 

一、符合舒適性：  

國中生最喜歡舒服的傢俱，太硬太擠的總是被「排擠」，故在設計上應參考學生

的身高及肢體長度。除了選用符合人體工學的傢俱，如椅背或座椅部分有弧形設

計，會讓讀者更舒適地閱讀；更要衡量使用時的伸展空間，以免造成讀者不便或

因長時間使用導致疲勞；而桌面則是不宜採用亮面設計，以免反光影響閱讀。 

 

二、符合使用安全： 

我們須依照傢俱設備的用途，如閱讀、放置電腦、放圖書、放數位器材等不同目

的，來考量其使用時的潛在危險、承重力、耐用度、防災等因素。特別是國中生

的活動性高，應盡量避免選用過於尖銳或稜角太多的傢俱，以確保使用者的安

全。 

 

三、符合移動之便利性： 

事先評估傢俱設備是否會因課程或活動因素，須時常移動之考量，若有其需求應

避免使用過重之傢俱，以免搬運過程之艱辛與危險。另外，若能使用活動式組合

傢俱作為彈性區隔，則能使各區空間有更多元的運用。 

 

四、符合經濟實用功能：  

不同使用目的有各自適合的傢俱，例如報刊閱讀區適合沙發椅、討論區適合小圓

桌、教學區適合大長桌、參考書區適合堅固傢俱、大尺寸地圖則可以使用抽屜式

書櫃。圖書館可依使用目的來做設計與挑選，充分發揮傢俱設備之實用功能。另

外，使用頻率較高之傢俱，應務求堅固耐用，以符合經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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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顧慮使用者觀感： 

現今使用者的觀感受到重視，諸如隱私權、無障礙設施等。故圖書館須關照到國

中校園中的特殊讀者，如生理障礙者之需求，便利他們使用圖書館的各項資源與

設備。   

 

六、具備收納空間： 

現在國中學校正積極推動閱讀，因而圖書館也增加了行動書箱的箱子、共讀書目

的書，若空間足夠當然可規劃小倉庫放置；若空間不足，則可挑選或設計具有收

納功能的傢俱，以增加空間或便於收藏，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如書架最下層是

最容易被學生遺忘的，不如將此層設計成收納空間，你可以放置書箱，也可以將

共讀圖書收藏在此。 

燈光營造 

採光與照明是閱覽空間很重要的一環，也是營造閱讀氛圍的要素，透過不同光

源、亮度、光的呈現以及燈具造型，能變化出不同的效果。在環保意識抬頭的

今日，應盡量使用省電燈具，或在人員走動不頻繁的區域設置感應式照明。而

不同區域則可依使用目的，配置適當的燈具與電源開關，讓我們做一個喜愛閱

讀也關愛地球的人！  

 

一、善用自然陽光： 

館內燈光規劃可配合自然光源，陽光是最天然的照明，透過大面積強化玻璃能提

升整體採光，亦能節省白天用電。因此在自然光源照射處，如大門、窗戶旁，儘

量避免設置大型書架遮擋光源。另外，應注意陽光直射、西曬，及玻璃會增加空

調成本等細節。若陽光過強，建議使用半遮式窗簾，既可阻擋亦能保留部分光源。 

 

二、調整適合的亮度與照明：  

透過環境照明來營造氛圍，如昏黃偏暗的環境較有氣氛，明亮的環境能提振精神，

聚焦照明則能吸引大眾目光。館方可依實際需求做彈性調整，規劃適合的環境亮

度與照明，也可設計成讓讀者依個人閱讀狀況來自由開關呢！但要注意的是必須

考量閱讀區的使用者，照明度應為五百至七百五十勒克斯(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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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的顏色與呈現：    

暖色光能給人溫暖、舒適的感受；冷色光有明亮、清新、精神集中的感覺。光的

顏色除了和燈本身的設計有關，也和不同燈具發光類型的色溫有關。而圖書館牆

面的顏色也會影響燈光所呈現出來的色彩，直接照明和間接照明的光線也會有不

同效果喔！ 

 

四、選用多功能燈具： 

自然光源容易受天候影響而變化不定，須輔以人工照明，使光源充足穩定，以利

讀者與館員使用。我們可以針對空間的需求，使用日光燈、壁燈、桌燈、層板燈

投射燈等不同燈具，除了注意美觀外更要符合實用性。原則上書庫天花板的燈具

方向宜和書架成垂直，以確保將來書架位置變動時照明不受影響。若因樓板較高

導致照明不足時，則可使用垂降式燈管。 

 

  

 

 

 

 

 

 

 

 

小叮嚀  

 空間氛圍的營造應充分考量預算、館舍面積，再視使用者需求，充分

的和建築師、設計師、實務經驗者溝通，才能打造出令人喜愛的氣氛。 

 木質書架質感佳，但成本昂貴；金屬書架材質堅固且較經濟，然其質

感較差。故可選用金屬類的書架，另在側邊加上木封板的作法，則可

兼顧兩者的優點。 

 在書架側板上安裝易抽換內容的透明壓克力板，作為館藏的標示牌。 

 館員可運用巧思佈置環境，營造良好的空間氛圍。如裝置藝術、手工

藝品、美工裝飾等，在館員的巧妙佈置下，就能和燈光、傢俱、色彩

互相搭配。 

 行政區的櫃子，宜設計成可容納直立放置的 A4 資料夾，或採用可調

整高度的書架層板，俾利收納文件資料。 

 滑輪櫃和組合式展覽櫃都是方便好用的訂製傢俱。 

 



 

56 

 

動線規劃 

動線規畫是圖書館機能運作及節省人力最關鍵的設計。在規劃時，主要原則是

不交叉、不迂迴、不重疊。而良好的動線，應使兩點間往來的干擾最少，最具

效率，尤其是有關讀者服務的動線。以下所列供動線規劃參考：      

 

一、單一出入口設計：  

國中圖書館很多都是「一人圖書館」，為了節省管理人力，圖書館皆採單一出入

口設計。而為了消防逃生時所加設的緊急出口，宜加設蜂鳴器並設置於服務行政

區旁，避免學生無故使用。 

 

二、出入口動線及服務台位置： 

依一般人的習慣，出入口以右進左出為宜，因此流通服務台可以放在出口側，若

受限於建築物的格局，亦可考慮設置於進入圖書館大門正對面顯眼處。 

 

三、視覺空間宜具穿透性： 

若區隔空間的設計，及傢俱擺設能考量視覺的穿透性，會讓人覺得較寬敞並且減

少壓迫感，館員也能隨時注意讀者。因此館內較高大的傢俱應盡量安置於邊緣區

域，中間大範圍空間儘量以不阻擋視線的矮櫃做為空間、動線之區隔。 

 

四、入口意象及吸引人的區域：  

新書展示、主題展示通常都會放在入口區附近，以吸引讀者的目光。大門旁的區

域也是很好利用的空間，如活動海報、借閱排行榜等吸引人的消息都應以顯眼方

式呈現。另外，走廊旁的大片窗戶可參考百貨公司的櫥窗設計，將能吸睛的作品

或訊息放置本區，來達到最佳宣傳效果。   

 

五、高度詢問及需特別照顧區： 

國中生常需要詢問館員如何查詢資料、檢查電腦及網路問題，因此資訊檢索區以

靠近服務台為宜。若有閱讀護照、心得寫作報名表或學科指定的閱讀學習單，也

適合放置於服務台附近容易索取、詢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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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閱覽區 

閱覽區應避免緊鄰主動線，且應將閱覽桌椅放置在書架鄰近位置，方便讀者就近

取書並坐下閱讀，不但能節省時間，也能減少席間之干擾。 

 

七、安靜閱讀與討論活動需求： 

舉辦活動是吸引學生進入圖書館的手段之一，但難免影響想安靜閱讀的人，因此

可利用角落空間規劃安靜區或討論室，滿足不同需求。更可利用傢俱、書櫃區隔

出不同區域，使活動不受影響，也不影響其他讀者。 

 

八、指標設計： 

動線是連結各機能空間之路線，而指標則是動線的靈魂，清楚美觀並以顏色作為

區隔的指標，能指引讀者按圖索驥，快速找到他要的區域。 

 

 

 

 

 

 

 

 

 

 

 

 

 

小叮嚀  

 大門出入口可考慮防盜設備（唯需考慮預算與維護費用）。 

 所有動線均須考量行動不便者出入及輪椅的進出。 

 運送書籍的電梯或樓梯處，須預留足夠推車回轉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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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考量 

除了營造優質的空間氛圍吸引讀者來圖書館之外，我們仍須審慎考量圖書館內

部的環境安全。以下將各種常見的考量因素逐一說明： 

 

一、桌椅安全性 

國中生的體重差距甚大，而閱覽桌椅是圖書館最基本的傢俱，一般設計時，桌椅

耐用評量必須可承受一百公斤重量，這樣才能維護使用者安全。 

 

二、樓地板載重 

圖書館的樓地板載重量，每平方米不得低於 600 公斤，至於密集書架區，地板

載重每平方公尺不得少於 950 公斤。有些國中學校是將一般教室改為圖書館，

這時一定要特別考量樓地板載重量是否足夠，否則最好放在一樓，或分散較重的

傢俱設備。 

 

三、書架載重 

不管是木質或鐵質的書架層板，都至少必須能承受 100 公斤的重量，否則書架

層板容易彎曲斷裂，造成危險。當然也可以將較重的圖書分散放置，盡量不要集

中在同一書架。 

 

四、地震預防 

將較高的書架放置在角落或靠牆固定，而書架層板上都須安裝可移動的書擋，以

固定圖書，當發生地震時才能避免架上圖書落地。另外，盡量不要在館內中間區

域擺設高於一般人身高的書架，可避免強烈地震時書架倒塌，造成壓傷事件。 

 

五、防火消防 

圖書館應有防火消防設施，例如滅火器，並定期檢查各項設施的有效期限。雖然

木質裝潢較能表現柔和氛圍，但反而要特別注意防火措施。若有遮光窗簾、地毯

等，也須採用防火防焰材質，以符合相關法規規範。此外，排煙設備可保障人身

安全，亦可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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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溫溼度控制 

宜人的溫度與濕度，能增加閱讀的舒適性，也會影響圖書資料和器材設備的維護

與壽命，故應有合宜的溫濕度控制。室內溫度最好維持在攝氏 20-24 度，相對

濕度維持在 50-60%，而圖書館的空調宜獨立出來，避免管理上的困難，且為了

節能省碳，空調亦應採分區控制。 

 

七、無障礙空間設計 

無障礙空間的設計應符合身障者需求，凡地板、樓梯、門口、電梯、廁所、桌椅、

書架、服務台等設施，都需要考量身障者的便利性與使用安全。 

 

八、緊急事故之考量   

國中學校都有防災訓練，其實可將圖書館的緊急事故疏散納入防災演練中，至於

控制圖書館的緊急安全鈕及電源開關應設在服務台，方便館員於緊急時立刻做控

制。而逃生路線應公布於明顯處，並輔以緊急狀況下可發亮的逃生指示標誌或緊

急照明設備。此外，逃生門數量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且隨時保持逃生走道暢通無

阻，以維護讀者安全。  

 

九、淹水預防 

館內的藏書與設備是珍貴的資產，建議不要將其配置在地下室或容易淹水之樓層，

因為以台灣颱風、暴雨之威力，一旦淹水將造成極大之損失，故應盡可能配置在

二樓以上，以保護重要的館藏資料。 

 

 

 

 
  

小叮嚀  

 逃生緩降機的裝設須依據不同樓層做合適的配置。 

 若有鐵捲門須有防夾及運作中警示等裝置。 

 可安裝監視攝影機，作為安全管理上的輔助裝置。 

 門禁系統若為電子門系統時，須考量加裝不斷電設備，避免停電時

人員無法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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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上變些把戲，吸引更多讀者! 

圖書館的空間設計如何令讀者產生「嚮往」，並吸引學生進入這座寶山呢？讓

我們欣賞別人在空間上變的把戲，來一場視覺與心靈的饗宴吧!以下分「傢俱

裝潢」、「色彩運用」、「功能特區」、「展示陳列」、「燈光效果」，呈現圖書館空

間規畫的巧思，讓您成為空間的魔法師。 

 

 傢俱裝潢 

 

 

 

  

 

 

  

穿透性的隔間設計，能

呈現出不同空間的主

體性，也讓整個空間在

視覺上不受阻礙，讓館

員便於管理。 

 

在設計上融入美學與藝

術元素，利用拉門式書

櫃控制光線強弱，並造

成有趣的光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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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不同高度的流通

櫃台，不但方便服務國

中學生，亦能兼顧館員

的隱私空間。 

在書架區鄰近位置，放

上幾張舒適的座椅，讓

讀者找到書後即可放鬆

自在地閱讀與悅讀。 

為學生騰出一塊空間，

平時可隨興坐著閱讀，

有表演時，也可以在這

個小舞台溫馨開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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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一長排的靠背長

沙發，讓我想約三五好

友於下課後一起享受閱

讀的樂趣啊！ 

小圓桌適合上閱讀課時

進行合作學習或分組討

論，也可以在這討論科

展報告、小論文或製作

畢業紀念冊。 

 

師生共同將城市風情彩

繪在圖書館的牆上，角

落處還留有學生簽名，

誰說圖書館只能由設計

師一手包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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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的傢俱擺設，加上

牆上的流行壁貼，及兩

旁放置的軟性讀物，讓

閱讀更加自在輕鬆，使

人有種度假的感覺呢。 

 

在報章期刊區提供個人

大沙發座位，讓閱讀更

加舒適且不受干擾。這

裡可是下課時超搶手的

座位啊！ 

 

 

在窗戶旁擺上高腳椅，

讀累了，往外一瞥，盡

情享受四時的山景之美 

，能滌盡一天的疲憊，

淨化心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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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運用   

 

 

 

  

 

 

 

 

  
在單調的色彩中，搭配

上設計感強烈的繽紛傢

俱，讓色塊的展現多了

趣味與創意，非常具吸

睛效果。 

 

在大面積空白牆壁處，

張貼色彩鮮豔的各色國

旗，讓學生打開閱讀的

同時也打開想像。 

色彩搭配需有整體感，

除了牆壁，天花板及地

板的設計也應一起考

量，讓人踏進圖書館

時，眼睛為之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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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特區 

 

 

  

 

 

  

 

  

利用較高大的書櫃當隔

牆，讓小組討論區保有

獨立性空間，中間鏤空

設計，也讓館員能隨時

給予關注。 

 

個人閱覽桌，採半開放

式隔間，兼具隱私與可

視性，讓學生可以自主

學習。附設的插座也可

使用筆電或做報告。 

數位時代來臨，圖書館

必須提供妥善的數位化

設備與環境，培養學生

良好的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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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陳列 

 

 

  

 

 

  

 

  

以一大片書架設計，將

所有期刊雜誌擺在同一

區，能讓讀者一目瞭然

地找到他所想要看的雜

誌。 

利用書櫃上方的空間展

示推薦好書，並採直立

擺設方式，以封面來吸

引讀者的注意，能達到

宣傳的最大效果。 

 

獨立一區的牆面做新書

展示，再利用便於移動

的書車進行宣傳，除了

有彈性也能提升新書的

能見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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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展示除了一般的分

類法外，還可依據國中

學科主題來設置專門書

櫃，方便讀者快速地找

到所需圖書。 

 

將國中生感興趣的三國

故事或相關圖書放在書

架的同一層，當上到國

文課或歷史課時，能讓

讀者輕易地找尋。 

有巧思的陳列就是在閱

讀座位區放上幾本推薦

圖書，讀者坐下後，常

會不自覺拿起並翻閱，

不也是個好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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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光效果   

 

 

  

 

 

  

 

  

 照片提供： 

鵝黃色的燈光讓人有

種溫馨、放鬆的感覺，

置身於此，讓閱讀變成

是一種享受。 

天花板的照明，再搭配

垂降照明燈，讓整個空

間瞬間明亮清晰起來，

讓人精神一振，也增加

了圖書館整體質感。 

引進兩旁窗戶足夠的自

然光源，故不需裝設過

多燈具，符合節能減碳

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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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康橋中學圖書館(秀岡校區) 

台北美國學校國中部圖書館 

高師大附中國中部圖書館 

新北市文山國中圖書館 

基隆市中正國中圖書館 

香港培基書院圖書館 

香港弘立書院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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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技術服務 
 

 

 

 

● 吳麗靜 

臺中市新社高中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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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 

圖書館的技術服務包括圖書的選擇與採訪、圖書資訊組織、典藏與維護……等相關事

項。  

館藏發展 

什麼是館藏發展 

國民中學的圖書館（室）的館藏發展，是根據圖書館功能與任務以及師生需求等，來建

立館藏。 

國中圖書館的發展必需充分掌握師生需求，除了能支援學校老師教學需求，並且要滿足

學生多元學習的需要，讓學生樂在閱讀，養成終身學習的能力。除此也應該順應時代潮

流，訂定符合各校特色的發展計畫。  

 

館藏發展的重要性 

訂定館藏發展政策之後，並非就完成了圖書館的建置，後續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進行

「館藏評鑑」，能夠了解現有館藏優劣，並且掌握師生使用館藏情形，以確定能夠滿足

師生的需求。因此館藏的發展是透過「規劃→執行→評鑑」的循環，讓館藏發展不是單向

的，而是循環不斷的，藉此吸引師生能多到圖書館借閱，愛上閱讀。 

 

圖書資料的選擇與採訪 

 

何位選擇與採訪 

圖書館將館藏資料的取得稱為「選擇」與「採訪」。「選擇」是指從眾多出版品中挑選

符合圖書館蒐集的資料。「採訪」是指透過訂購、贈送或交換的方式將所選擇的資料納

入館藏的工作。 

 

圖書資料取得的方法 

 訂購：利用校內經費或專款採購學校師生需要的圖書資料。 

 贈送：圖書館有時或收到外界主動贈送圖書資料，這是屬於「受贈」，此外，學 

          校圖書可以主動出擊，上網蒐集各方資料，主動向發行單位以公文或電話 

          索取免費且適合圖書館的書刊。例如：空中大學贈書、法鼓山大智慧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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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http://life.ddm.org.tw/）、博客來（索取過期雜誌，可以分送班上或 

          放置於校園圖書角落）……等單位，都有適合國中生閱讀的書籍可索取。 

 交換：在國中圖書館，因為書籍屬於學校財產，較少使用交換的方式取得書籍 

          資料。 

 

如何選擇圖書資料 

 

圖書資料選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在今日出版極盛的時代，各種出版品相當多，

然而，國中圖書館每年能夠分配到的購書經費並不充裕，必須在有限的經費中，做最好

的運用，以期能符合全校師生的需求。因此，宜先充分了解圖書館發展動向，並且配合

各科領域教學需求，個別老師授課需要，以及學生提升多元能力之需要，廣泛蒐集各方

意見，作為圖書購買的參考依據。若經費不足之處，也可以透過館際合作，達到資源共

享。 

 

第一步驟：成立圖書管委員會 

選書工作不能只有依賴一兩位圖書館人員，畢竟，挑選入館書籍是很重要一件事，必須

有一群人專業的人員一同來完成選書的工作，因此首先要成立選書委員會。圖書館委員

一般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設備組長及各

科領域召集人組成。 

 

第二步驟：召開圖書館委員會議 

在學期初召開圖書館委員會議，發給每位委員空白「介購書單」，一個月後再將委員介

購書單收回整理，做為該學期購書的依據。也可以由負責採購書單的人員先行向各出版

社搜集適合的書單，提供書單給選書委員，透過勾選的方式選書。 

 

 

 

 

 

 

 

 

 

小叮嚀 

可以在圖書館或圖書館網頁設立讀者推薦購買區，讓一般師生也能夠推薦

他們想看而目前圖書館沒有的圖書資料，但是這些推薦的圖書資料，也必

須通過選書委員會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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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料採訪應注意事項 

圖書的採購要依各校的採購程序及要求辦理，圖書館負責提供採購書單，書籍的採買下

單則是總務處的權限。圖書入館驗收完畢，始得請款。 

 

 

 

 

 

 

 

 

 

 

 

圖書館的館藏資料可分為，圖書、非書資料、電子資料三種，以下根據這三

種分別加以說明，選擇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圖書選擇的注意事項 

 

站在學生的角度出發，可參考國中生課程內容，根據課程內容，提供加深加廣的圖書資

料，以國文科為例，課本作家的書籍是優先考慮買進的書籍，透過更多文本的閱讀，加

深國中學生對於作家風格的認識。 

除此，也可以依據報章、雜誌及網路上的書評報導，暢銷排行版上的作品，選擇符合國

中生閱讀的書籍。 

 

書籍資料選擇的參考資訊 

 

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清冊。 

 

各種書評書訊及各類圖書館之推薦書目。例如： 

知識通訊‧評論之書評書訊 http://www.k-review.com.tw/index/ 

誠品站之讀家書評 http://stn.eslite.com/ArticleByType.aspx?id=A5 

書香遠傳雙月刊 http://www.ntl.gov.tw/Publish_List.asp?CatID=10 

小叮嚀 

若遇缺書狀況，有兩種處理方式，若書籍已經絕版則註明處理狀況，由採

購單中刪除；倘若書籍再版中，則列入等待採購書單。 

圖書驗收，須經館方人員核驗後，始得請款。 

驗收後核列財產項目以一批（共幾本）為單位，由電腦列管，不必單本列

清單，以達簡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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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書資訊網 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http://nbinet2.ncl.edu.tw/ 

各同類型圖書館之好書推介 http://lib.smgsh.tc.edu.tw/ 

 

名家或出版社撰寫或編輯出版之書評。例如： 

李伯伯最愛的 40 本書／李家同／圓神出版 

洪蘭老師開書單(1)(2)／洪蘭／天下雜誌 

一生必讀的 60 本書／張玉斌／德威 

閱讀裡的生命教育／李偉文／天下雜誌 

 

各網路書店書籍中都有提供豐富的書籍選擇參考。例如：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網路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誠品網路書店  http://www.eslite.com/ 

中國時報開卷部落格 http://blog.chinatimes.com/openbook 

亞馬遜書店 http://www.ebooktw.com/   

 

非書資料選擇的注意事項 

 

什麼是非書資料 

凡是不以書籍型態出現，或是雖具書籍形態，但不必依照書籍的編目規則去分類編目，

供人學習、研究、參考的資料，都是非書資料。一般又可分為印刷資料 

與非印刷資料兩類。 

印刷資料：例如期刊、政府出版品、小冊子、圖片等。 

非印刷資料：CD、VCD、DVD、標本、模型、立體圖型、電影片、電視錄影、多媒體

資料等。它們都是利用視覺或是聽覺去接受，而且須藉助器材才能使用，習慣上又稱為

視聽資料。 

 

非書資料選擇的注意事項 

 

國中圖書館在購買非書資料，以期刊和視聽資料為主，以下就期刊和視聽資料加以說明，

選購的注意事項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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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通常以一年為原則，為求卷期完整，訂閱起迄宜由每年元月至十二月為宜。通常

在十月左右可藉由系統了解各期刊借閱的統計狀況，重新檢視續訂與否。訂購作業宜於

每年十月左右擬定訂購清單。 

 

視聽資料：在購買 VCD、DVD 時，要注意播放的版權，並尊重智慧財產權問題，若為

教師講課時會在上課中會公開播放，則需購買公播版。然而，公播版的費用昂貴，國中

購書經費不足，購買一片公播版 VCD、DVD的金額，將可以購買將近十本書籍，因此，

若該視聽資料老師不會在課堂間播放，但這些資料與課程有相關聯性，可以加強學生對

於課程的理解，或是提升身心靈以及課外益智且富有休閒性之資料，則可採買家用版（價

格約莫一本書的單價），讓學生自行借回家收看。 

 

  

 

 

 

 

 

 

 

 

非書資料選擇的參考資訊 

 

中華民國出版期刊指南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guide.htm 

報章、雜誌及網路之介紹、評論等。 

參考各相關類型圖書館的館藏目錄。 

各視聽出版社目錄或影評介紹。 

 

電子資源選擇的注意事項 

 

什麼是電子資源 

電子資源的類型多樣化且推陳出新，一般可依存取方式、載體形式、資料型式、內容的

變動性質等區分。若依存取方式分類，可分實體（直接存取）與遠端存取兩種： 

小叮嚀 

視聽資料購買之後，因為有公播版和家用版的分別，所以，放置的位置要

有所不區別，在 VCD、DVD 的外殼上也要加起區別，在公播版本上貼「教

師專用」或「公播版」等字樣的貼紙，以示區別。公播版只限老師借閱，

家用版的可以提供全部師生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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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存取：係指電子資源有實體載體（例如：磁碟、光碟片、磁片），使用時必須插入

電腦設備或隨附之週邊設備（例如：光碟機）。 

遠端存取：係指電子資源無實體載體，使用時需連上網路，例如：電子期刊、電子書、

線上資料庫及網站等。 

 

電子資源選擇的注意事項 

 

國中人力、經費有限，要購置遠端存取的電子資源（使用時需連上網路），例如：電子

期刊、電子書、線上資料庫……等，在選擇上考慮宜更周延，因為這些電子資源十分昂

貴。 讀者推薦的電子資源，第一步要做複本查核，確定館內沒有；如已有紙本，就要評

估是否有需要購買；避免重覆購買。 

 

採訪實體載體的電子資源應該注意，因為這些設備更新速度快，購買數量宜少量多樣，

逐年更新為宜，避免一次大量購入相同設備。對於電子資源的安裝、啟動、授權、維護

方式，必須充分了解。 

安裝限制：是否限於安裝在一台電腦之後。 

啟動方式：輸入序號就啟動或須有序號且要上網啟動，有沒有啟動次數限制。 

授權：是限個人使用、限量使用或沒有限制。 

版權：單機版、區域網路版或網際網路版。 

 

買斷式資料庫、電子書，內容更新，通常須另付費。電子書格式，並沒有統一的標準，

有些電子書閱讀時須有特定軟體或載體，這些因素，在購買電子書或電子書閱讀器前，

應詳加分析、實際操作比較。 

 

 

 

 

 

 

 

 

 

圖書的資訊組織 

小叮嚀 

建議可以透過幫學生辦理大型圖書館的借閱證（例如：台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圖書館、國立台中圖書館），取得使用區域圖書館電子資源的權限

即可。或蒐集免費電子書、免費資料庫、試用資料庫、各科教學網路資源，

做成網頁，方便讀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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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資訊組織是圖書館的基本工作，圖書館館員將入館的資料，依據分類編目相關規則及編

目系統，建立館藏目錄，以利讀者檢索及館藏管理。透過圖書的資訊組織，可以協助讀

者快速找到書籍。 

 

圖書入館處理步驟 

圖書加工 → 圖書分類編目→ 書標列印 → 上架或展出。以下根據這四項分別說明如

下： 

一、圖書加工 

    A、蓋章： 

    （a）館藏章：蓋在書名頁。 

    （b）側章：蓋書口處中央。 

    （c）暗記章：蓋書內固定指定一頁(例如：100 頁)。 

    （d）來源章：例如○○學年度本校經費購置、○○年度教育部專款補助、○○○ 

         贈書……等。   

   B、貼到期單：浮貼書內最後一頁（若為不可外借之書，則不貼）。 

   C、貼條碼：共 2 張。 

    （a）1 張貼書名頁館藏章下方。 

    （b）1 張貼書背，角落上方靠書脊處(此處需貼膠膜)。 

※以上準備工作可依各館的工作流程或工作政策調整。 

   

  

 

 

 

  

 

        編目前的準備工具           書名頁上的館章、贈閱章、條碼及登錄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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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口章                                 書後類號章 

 

二、圖書分類編目 

分類編目的重要性 

 

圖書分類編目有助於讀者檢索和圖書館員管理圖書資料。早期圖書分類是很龐大艱難的

工作，現在國中圖書館都有自動化系統，加上國家圖書館書目預行編目(CIP)，讓分類編

目變得更容易。只要刷書籍上的 ISBN，就能找到書籍的書目資料，網站上無法查到則

可參考版權頁上的「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唯抄錄書目資料時應注意書目

的正確性，並注意是否該加作者區分號、作品號等，才能維護館藏書目的一致性與品質。  

 

A、 圖書分類 

何謂分類號 

圖書館編目人員按所採用的分類法，將入館的資料（包括圖書、期刊、視聽資料……等），

依其內容主題及其文獻形式，由分類表中獲得一個代表該書類別的號碼，稱為「分類號」。 

最常用的分類法 

目前國內各大圖書館中文書分類，主要以《中文圖書分類法》，賴永祥編訂為主，將知

識分為十大類，以 0 至 9 十個數字代表十大類，每一類別再細分為十項。 

主要以分類如下： 

 

 

總類 

（000-099） 

人類所有的知識皆包括於此。 

如：百科、一般雜誌、圖書館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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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類 

（100-199） 
東西方哲學、美學、倫理學，還有心理學都屬哲學的範圍內。 

宗教類 

（200-299） 

探討人類各種信仰，如佛教、回教、基督教、猶太教、日本教、

婆羅門教和傳統宗教都能在此類找到。 

神話、迷信、占卜和禁忌等。 

自然科學類 

（300-399） 

自然界各種現象、理論及基礎科學都歸入自然科學類。 

如數學、化學、物理、生物、植物學或人類學、地質學與電腦

等。 

應用科學類 

（400-499） 

應用自然科學類來改善生活之學科。 

如醫藥、農業、工程等。 

社會科學類 

（500-599） 

研究社會現象，發現因果關係的各學門。 

如社會、政治、教育、統計學、軍事、經濟等。 

史地類 

（600-799） 

一般史地。 

包括人類全體的發展記錄。 

語文類 

（800-899） 

人類的語言和文學的圖書資料，如字辭典以及世界各國之文學。 

包含詩、詞、歌、賦、小說、散文、日記、評論等。 

藝術類

（900-999） 
包含繪畫、書法、音樂、舞蹈、建築等，還有遊戲和休閒。 

 

圖書編目 

目的 

編目的目的在建立館藏目錄，提供使用者經由公用目錄，以書名、作者、主題等查詢到

讀者所需要的資料。 

什麼是（CIP） 

近幾年書籍版權頁上都可以看到的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CIP），內容包含

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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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題名及著者敘述項 

題名主要根據書名頁，若無書名頁則參考版

權頁、封面取得，著者敘述包括「著者名稱」

及「著作方式」（著、編、譯、繪、註）。 

乙、版本項 初版、再版、第二版、增訂再版 

丙、資料特殊細節項 
適用於連續性出版品、地圖資料、樂譜、電

腦檔。 

丁、出版項 出版地、出版者與出版年。 

戊、稽核項 數量單位、高廣、尺寸、插圖與附件。 

己、集叢項 集叢名和附屬集叢名。 

庚、附註項 
解說題名、著者、版本、出版、稽核、集叢

各項未能詳盡的資料。 

辛、標準號碼及其他必要記載項 國際標準號碼、獲得方式、裝訂方式。 

注意：叢書務必填寫集叢項，以方便讀者以叢書名查詢。 

以《教出閱讀力》（柯華葳著）一書之 CIP 為例：  

 

 

 

 

 

 

 

 

 

 

 

（c）可參考的網路書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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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索書號的取定 

為了方便圖書館管理及使用者找書，每本書都應有一書碼，作為排架、出納及典藏的依

據，稱之為索書號〈call number〉。通常由分類號、作者號、作品號、部冊號、特藏號

所構成。 

由於國中圖書館自動化的普及，通常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皆可自動取定索書號，編目工作

人員只需視館藏狀況，調整作者號或作品號即可。 

但基本的取碼方式還是應該了解，以下根據作者名稱分為中文和英文的取碼方式，簡略

說明如下： 

著者號 

根據作者姓名取碼，其功能用來進一步細分同類書，並可以聚集同作者不同作品的一組

號碼。著者號的取法有很多種，國內中文書較通行的有「四角號碼法」與「首尾五筆檢

字法」兩類，英文書則普遍使用「克特表」。分別介紹如下: 

【中文圖書作者名稱中文取碼】 

（a）四角號碼法：用數字 0 到 9 表示一個漢字四角的十種筆形，筆形編號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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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號碼檢字法歌謠：橫一垂二三點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點下有

橫變零頭】。  

 

 

 

 

 

 

 

 

 

 

 

 

 

 

※四角號碼取碼規則 

● 單字：依序的左上、右上、左下、右下角的編號取字，取得四位數字，有時在最後

增加一位補碼，故最多為五碼，如圖： 

● 單姓單名：單姓、單名各取左上、右上二碼，共四碼。 

小叮嚀 

● 0 和 4 至 9 是由數筆組成的複筆。取筆時應以複筆優先。 

● 字的上部或下部只有一筆或一複筆，則取作左角，右角作 0。每筆用過後再充他角，

也作 0。 

● 第五個號碼是可省略的。 

● 取角要注意的地方： 

1. 獨立或平行的筆，以最左或最右為角，不以高低選取。 

2. 最左或最右的筆，如上方有其他筆蓋著，取蓋在上方的筆為上角；如下方有其他筆

承著，取承在下方的筆為下角。 

3. 有兩複筆可取時，上角取較高的複筆，下角取較低的複筆。 

4. 斜撇下為其他筆承著，取承在下方的筆為下角。 

5. 左上的撇作左角，右角取右筆 。 



 

83 

 

例：林良 4430 

「林+良」＝十（林左上，叉四）十（林右上，叉四）→44 

+、（良左上，三點）亠（良右上，零頭）→30 

＝44+30→4430 

● 單姓複名：單姓取左上、右上二碼，複名各取左上一碼，共四碼。 

例：張愛玲 1121 

「張+愛+玲」＝一（張左上，橫一）一（張右上，橫一）→11 

+丿（愛左上，垂二）→2 

+一（玲左上，橫一）→1 

＝11+2+1→1121 

 

● 複姓單名：取複姓第一字左上、右上各一碼，複姓第二字及單名 

之左上碼，共四碼。 

例：歐陽龍 7770 

「歐+陽+龍」＝「（歐左上，角七）﹁（歐右上，角七）→77 

+﹁（陽左上，角七）→7 

+亠（龍左上，零頭）→0 

＝77+7+0→7770 

 

● 複姓複名：取各字左上一碼，共四碼。 

例：司馬中原 1757 

「司+馬+中+原」＝一（司左上，橫一）→1 

+「（馬左上，角七）→7 

+十（中左上，插五）→5 

+「（原左上，角七）→7 

＝1+7+5+7→1757 

 

● 機關團體：依字的名稱（字數）決定取號方式，一樣共四碼。 

例：教育部 4800，三個字屬單姓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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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十（教左上，叉四）八（教右上，八八）→48 

+亠（育左上，零頭）→0 

+亠（部左上，零頭）→0 

＝48+0+0→4800 

 

 

 

 

 

 

（b）首尾五筆檢字法：以著者「時代號（1 碼）」加上「著者首尾五筆號碼（2~3 碼）」，  

     其中著者取每字的首尾筆代號相加來決定字碼。首尾五筆檢字法取碼規則，分個   

     人著者和機關團體著者兩種。個人著者之姓名每個字取 1 碼，最多取 3 碼，佔 

     2-3 位；加上著者時代號取 1 碼（佔 1 位），即構成完整的著者號碼（佔 3-4 位）。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之構成要素公式，如下： 

     首尾五筆著者號碼法=著者時代號+著者首尾五筆號碼 

 

下表為時代號： 

時代號 

年

代 
先秦 

秦漢 

三國 

晉南 

北朝 

隋唐 

五代 

宋遼 

金元 
明代 

明清 

近代 

明清、近

代民

國、現代 

世

紀 
古希臘 古羅馬 中世紀 近代 17世紀 18世紀 19 世紀 20 世紀 

代

號 
1 2 3 4 5 6 7 8 

（資料來源：http://catweb.ncl.edu.tw/class2007/b13_app02.pdf） 

下表為首尾五筆檢字法： 

首尾五筆檢字法  

名稱 點 橫 豎 撇 捺 

小叮嚀 

● 若著者不詳則書名首四字各取一碼。 

● 若作者為機關團體，如有習用簡稱，則依簡稱取號碼。 

http://catweb.ncl.edu.tw/class2007/b13_app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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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法 、 ー | ノ ∖ 

代號 1 2 3 4 5 

● 單姓單名 

例：林良 876 

時代號為現代「8」 

＋林字碼為「7」→首筆（橫 2）+尾筆（捺 5） 

＋良字碼為「6」→首筆（點 1）+尾筆（捺 5） 

＝8+7+6→876 

● 單姓複名／複姓單名／複姓複名 

例：張愛玲 8793 

  時代號為現代「8」 

+張字碼為「7」→首筆（橫 2）+尾筆（捺 5） 

+愛字碼為「9」→首筆（撇 4）+尾筆（捺 5） 

+玲字碼為「3」→首筆（橫 2）+尾筆（點 1） 

＝8+7+9+3→8793 

例：歐陽龍 8763 

時代號為現代「8」 

＋歐字碼為「7」→首筆（橫 2）+尾筆（捺 5） 

+陽字碼為「6」→首筆（橫 2）+尾筆（撇 4） 

+龍字碼為「3」→首筆（點 1）+尾筆（橫 2） 

=8+7+6+3→8763 

例：司馬中原 8436 

時代號為現代「8」 

+司字碼為「4」→首筆（橫 2）+尾筆（橫 2） 

+馬字碼為「3」→首筆（橫 2）+尾筆（點 1） 

+中字碼為「6」→首筆（豎 3）+尾筆（豎 3） 

=8+4+3+6→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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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著者取碼規則 

例：教育部 

時代號為現代「8」 

+教字碼為「7」→首筆（橫 2）+尾筆（捺 5） 

+育字碼為「3」→首筆（點 1）+尾筆（橫 2） 

+部字碼為「4」→首筆（點 1）+尾筆（豎 3） 

=8+7+3+4→8734 

 

 

 

 

 

 

 

 

 

 

 

 

【中文圖書作者名稱英文取碼】 

 

（a）中文圖書英文作者的作者號取碼 

    新世代的作者喜歡用英文當筆名，作者號的取碼，可採用克特號取擷法。例如：     

    羽毛／Delia 著  索書號：857.7／D278，或翻成中文後再取碼。 

 

（b）翻譯書的作者號取碼 

    （1）作者姓名已譯成中文，直接以中文作者取碼方式取碼。唯應注意以姓為取碼  

         標的，並將作者英文全名表述在中文譯名之後。 

    例如：味覺日記：愛戀味蕾的舊金山時光／蓋芝(Fran Gage)著；蕭寶森譯 

         作者 Gage, Fran 作者碼 858，以蓋芝為取碼標的。 

小叮嚀 

● 當複姓複名時，第四字不取。 

● 不同作者但著者號相同，則應在著者號後方加上區分號， 

如：劉墉 875、劉軒 875:1。 

● 同一作者但不同書名之著者號，應在後方加上序號。 

如：張曼娟 8786   （圖書館購入之第一本書） 

張曼娟 8786-1 （圖書館購入之第二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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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作者姓名未譯成中文，直接以克特號取擷法取碼。 

   例如：NEW TOEIC 新多益單字大全／David Cho 著 , 金蘭譯 

   方式一：翻譯成中文，周大衛，以周大衛為取碼標的。 

   方式二：直接以克特表取碼，唯應注意，作者姓名 Cho, David 以「Cho」為 

           取碼標的。 

以上採用方式，則端看各館政策而定，一旦選定就該一貫依循。 

 

 

 

 

 

 

 

【英文圖書英文作者取碼】 

國中圖書館英文館藏量通常不像大學圖書館般豐富，建議仍以中文圖書分類法為分編工

具，作者號則可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特號擷取法。以下簡介「克特號擷取法」： 

 

（c）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特號擷取法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克特號碼表，是一個大寫字母加上阿拉伯數字而組成的號碼。國會圖

書館採用的克特號碼表如下： 

 

1. 第一個字母為母音 

第二個字母為：b d l/m n p r s/t u-y 

取號：    2 3  4   5 6 7  8   9 

例： Abernathy .A2    Ames   .A45    Astor  .A84  
Adams    .A3    Appleby .A6    Atwater .A87 

Aldrich    .A4    Archer  .A7    Austin  .A9 

2. 第一個字母為Ｓ 

第二個字母為：a ch e h/i m-p  t u 

取號：    2 3  4  5     6 7-8 9 

小叮嚀 

 作者號取碼與分類法間沒有絕對關係, 圖書館可政策決定選哪種作

者號取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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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Saint     .S2    Simmons  .S5      Storch .S75  
Schaefer  .S3    Smith     .S6      Sturges .S8 

Seaton   .S4     Springer  .S66     Sullivan .S9 

Shank   .S45    Steel     .S7 

3. 開頭為 Qu 

第三個字母為：a e  i  o r y 

取號：    3 4 5 6 7 9  
開頭為 Qa-Qt，取號：2-29 

例： Qadriri   .Q2     Quick   .Q5   Qureshi  .Q7  
Quabbe   .Q3     Queist   .Q6    Quynn  .Q9 

Queener   .Q4  

4. 第一個字母為其他子音 

第二個字母為：a e  i  o r u y 

取號：    3 4 5 6 7 8 9 

例： Carter  .C3(7)    Cinelli    .C5(6)    Cullen   .C8(4)  
Cecil   .C4(2)    Corbett   .C6(7)    Cyprus   .C9(6) 

Childs  . C45     Croft    .C7(6) 

5. 如需更細分， 

第三個字母為：a-d e-h i-l m n-q r-t u-w x-z 

取號：     2  3   4 5    6    7    8  9 

例： Cabot  .C3 Callahan .C34 Carter .C37  
Cadmus .C32 Campbell .C35 Cavelli .C38 

Caffrey .C33 Cannon .C36 Cazalas .C39  
※可視內容多寡，彈性調整 

(資料來源：西文編目規範標準 http://www.libdipper.com.tw/cat/class/2-2-1.htm) 

每一個著者，依其姓氏的第一個字母及其後的第二個字母取號，但可視館藏實際情形而

作彈性的增減，作者號取二至三個號碼，直至能分別為止。 

 

（B）特藏號 

區分館藏資料類型的代碼，如下： 

一般資料  視聽資料 

R→參考書  A→聽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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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兒童用 AC→卡式錄音帶   

T→教師用書  AP→音樂 CD片   

DF→電腦檔 V→視覺資料 

P→期刊  VC→卡式錄影帶  

G→政府出版品  VD→影音光碟片   

 

電子資源（含網路資源）的分類編目 

 

直接存取的電子資源，與一般紙本館藏一樣，要分類編目。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以

網頁方式，建立電子資料庫查詢系統，常不納入 OPAC/WebPAC編目及顯示。 

電子書分類編目，要注意讀者查詢書目時，在畫面上容易分辨是電子書，且超連結網址

確定可連至電子書存放位置，限校內閱讀或校外可閱讀的設定方式，在畫面上要有使用

說明。 

電子資源書目資料轉入方法說明如下： 

（一）從已經建好的機讀書目轉入，是最快速的方法。 

（二）從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 http://aleweb.ncl.edu.tw/F?RN=276610461 查詢  

      後，下載的書目資料轉入。 

（三）從 ISBN全國新書資訊網 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查詢後，下載 

      的書目資料轉入。 

（四）從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http://nbinet2.ncl.edu.tw/查詢後，轉出的書目資料  

      轉入。 

（五）查詢各圖書館書目資料，找到類似書目資料，全螢幕匯入後修改。 

 

以上各種書目轉入方法，須圖書館編目系統有支援才能轉入。因圖書分類編目是非常專

業的工作，如有需要自行建立電子資源書目資料，不須分得很細，幾個大項，加上電子

資源必備欄位，MARC 欄位 856，LDR、204 段即可。請詳閱「國家圖書館全媒體編目

規範-電子資源編目」手冊。 

 

三、書標列印 

http://aleweb.ncl.edu.tw/F?RN=276610461
http://lib.ncl.edu.tw/isbn/index.htm
http://nbinet2.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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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進館經過蓋章、貼上條碼，透過電腦分編編目建檔後，還需要列印書標，並且貼在

書脊後，再貼上護膜貼紙，就完成了書籍入館的作業。 

          

 

 

 

 

 

 

 

 

四、上架或展出 

當書籍完成了圖書加工、分類編目、書標列印等工作，就可根據各館的規定，進行新書

展示或上架流通。 

為了和讀者間保持良好的互動，書籍若是其他單位或個人推薦，也記得回覆各單位和推

薦的人，圖書已經購入的訊息，甚至可以提供推薦者優先借閱的福利。 

 

 

期刊入館處理步驟 

期刊雜誌一般不編目，僅給予登錄號以利流通。入館之後加工步驟如下 : 

（一）蓋章： 

    （a）館藏章：蓋在期刊目錄頁。 

    （b）暗記章：蓋書內固定指定一頁(例如：100 頁)。 

（二）貼條碼及排架號貼紙： 

      可貼在雜誌封面(需貼膠膜)下方左側，下方右側貼排架號貼紙。 

小技巧 

 貼書標時，索書號上的第一碼應呈現於書背上，並距書根 3 公分處，

可折張 3 公分寬的紙條協助對齊，讓館藏書標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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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架。 

      當期的雜誌上架，上一期的雜誌則收在放下 

      ※以上準備工作可依各館的工作流程或工作政策調整。 

典藏維護及報廢 

一、排架 

(一)注意的事項 

 不同資料類型應分開排架。在國中圖書館內，可分為一般圖書、參考書、視聽資料

等，這些資料應分區（室）或分架排列。 

 國中學生比較興趣的圖書或相關資料，可根據各校用空間配置，特別抽出成立專區

或專架，例如：新書展示區、熱門圖書區（漫畫、武俠小說、科幻、推理……等）、

主題圖書區、各類競賽考試圖書區、各學科指定參考圖書區、特藏區、推展閱讀圖

書區（讀書會、班級閱讀、閱讀認證）、參考用書、西文書……等。 

 書架之排列方式應考慮採光是否足夠、空間舒適、親切感等因素。燈具如屬條型(日

光燈)，宜與書架成垂直狀。 

 叢書排架可依照各校圖書館自定排架原則決定是否整套放在一起。原則上以內容相

近者，才整套放在一起，國中圖書館書籍的數量應該不少，若各書之內容並不相近，

則應該依其內容分類之後，分散在各類號的書架。 

 

 

 

 

 

 

（二）原則 

 按索書號大小排架，由小至大。 

 索書號包括分類號、著者號、部冊號及特藏號等項，排架時先按分類號予以比對排

列。分類號如完全相同，再按著者號、部冊號依序排列，跟排分類卡一樣。 

    例如： 

023.3/4471 

023.3/4562 

023.3/4562/c.2 

小叮嚀 

 放置在專區的書籍，在電腦系統管理上，宜在註記欄位標示書籍被擺

放在那一個專區，以免讀者進入一般書庫區找不到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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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4756/v.1 

023.3/4756/v.2 

025.4 

028.1 

 

 分類號按十進法的數號由小至大排列。小數點以下數字，其排序方式列舉正、誤例

子如下 

(正確) (錯誤) 

123 123 

123.1 123.1 

123.11 123.3 

123.12 123.6 

123.3 123.11 

123.51 123.12 

123.6 123.51 

 排架方式，以書架組為單位，由左至右，由上而下。依序再延至下一組書架。(參見

書籍排架方向圖) 

 每層書架排架須預留空間，以便流通在外圖書歸架及購買新書放置使用，尤其是 

     學生特別喜愛的類別，預留的空間要更多一些。 

 每一層書架均置書擋予以固定，將圖書背脊排列整齊且往左靠，以免圖書傾倒、散

落而受損。 

 大型圖書若已超出一般書架能容納的高度或寬度，宜另闢架排列，或是調整書架高

度，勿倒放使圖書受損。 

 於書架邊緣加明顯的標示，例如：傳記類，若該類書很多，可加索書號標示，亦可

善用顏色管理，同類或同架圖書以同色彩同標誌處理，俾利讀者找尋或歸架，亦方

便館員上架。(參見書架邊緣類號範圍標示圖) 

 讀架，每天檢查各書架書刊之排架情形，建議安排志工或工讀生負責，將誤置之圖

書予以正確歸架。(參見書架封板標示圖) 

 書籍排架方向圖，正、誤例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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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架邊緣類號範圍標示                  書架封板標示〈類號指引、負責志工〉 

〈855/832~855/8332〉 

（三）各類型資料的排架方式 

 一般圖書：按照排架一般原則排架。 

 參考書： 

 參考書一般多半獨立排架，可自成參考書室(區、架)，宜陳列在較低書架，以

便取閱。 

 參考書屬館內閱讀性質，通常在索書號上加“R”字或“參”字予以區分，例

如： R016.7/4418 或 參 016.7/4418，可以避免不慎被借出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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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架時可按索書號排，也可先按工具書類型，這兩種方法各有優缺點，各館可

斟酌採用。 

 常用的期刊論文索引工具，可置於期刊區(室)桌上，以方便讀者檢索。 

 報紙 

 當天報紙以報夾裝妥置於報架。 

 過期報紙可依各館政策，定期送廠裝訂或予以淘汰。 

 視聽資料 

視聽資料的排架，一般是先按資料的形式分置於視聽資料專用架上，同類型視聽資

料媒體再按索書號依序排列。 

 期刊 

 現期期刊可按刊名的筆劃數(中文)、或字母(英文)順序排列。在期刊陳列架上，

須製作刊名及架號標示。在期刊封面上粘貼所在架上的架號，以方便讀者閱畢

歸回正確位置。 

 當年度過期期刊應置放於陳列架下方櫃內，以方便取閱。 

 高中圖書館得依據館藏政策，將不裝訂保存的過期期刊分贈教職員生參考或報

廢。有保存價值期刊在現期期刊架附近另闢過期期刊書架，以立式資料盒置放

各單本期刊，其排列方式跟現期期刊一樣，以筆劃數或字母順序排列於架上。 

 已裝訂期刊，可跟各單本期刊一併排架，以方便讀者參考。 

 

 

 

 

在期刊陳列架上，須製作

刊名及架號標示 

 小冊子 

 小冊子及剪輯資料因性質特殊，應單獨排架。小冊子可按分類類名或標題筆劃

數排列於立式資料盒中。 

 立式資料盒、剪輯資料冊之外側或書背處，須標示類名或標題名稱並按筆劃數

排列，以便查檢 

二、書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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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熱防熱 

 書庫方位以南北座向為宜，避免設在溫度較高的頂樓。 

 書庫外牆採用淺色光潔的外飾面，增加隔熱效果。 

 書庫屋頂可種植植物隔熱，但須儘量選種對水肥需求不高的植物和選用輕質種

植材料，避免造成屋頂表面不良影響和負荷過重。 

 嚴防滲水、漏水和積水 

 注意書庫天花板、地板和四周牆壁是否有水管管道流經，預防滲水和漏水。 

 經常清理屋頂和排水孔，預防因雜物堵塞，造成積水侵蝕屋面而導致天花板漏

水。 

 颱風或雨季加強門窗安全檢查。 

 溫濕度合宜 

 書庫內溫度經常維持在 25℃，相對濕度 50％為宜。溫濕度的調控可借助空調

除濕設備。 

 書庫應避免設置於地下室，因為濕度較高，若遇到淹水狀況也容易進水。 

 防範火災 

 館內全面禁止吸煙。 

 定期檢查各項電氣用品開關。 

 裝設消防警報系統和放置乾粉式滅火器。 

 重視清潔工作 

 定期清潔書庫四周環境，包括：遮陽設施、門窗、玻璃、地毯、地板、書架和

櫥櫃等。 

 一旦發生蟲害時，慎選驅蟲方法和評估其效果。 

 科技化管理 

 可裝設電子監控系統，維護館舍與人員之安全。 

 可裝設圖書安全維護系統，防止館藏資料遺失。  

三、圖書維護 

 防止光害 

 書架勿緊靠牆壁擺放，書庫窗戶裝設窗簾，紅、黃、綠有色玻璃和遮陽板，防

止日光直射，造成紙張脆化。 

 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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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架間保持足夠空間，以利空氣流通。 

 書架不緊靠窗邊，防止雨水潑濺。 

 防塵 

 時時清除書架和圖書上落塵。清除時，可使用毛刷、靜電抹布或小型電動吸塵

器等處理之。 

 可安裝具過濾功能的空調設備。 

 防蟲 

 禁止食物、飲料進入書庫。 

 定期清理書架和櫥櫃。 

 溫濕度控制合宜。 

 排架 

 書本不宜排得過於緊密，因取書時易造成磨損；也不宜過於鬆散，免得書頁扭

曲變形。 

 隨手護書行動 

 借還書時，若發現圖書破損或脫頁，馬上予以修補。 

 

四、盤點 

目的：主要是為確立館藏記錄的正確性，並維護館藏內容的完整性，使得系統館藏與   

      實際館藏正確相符。 

方法：可利用盤點機將在書架上及已借出之書登錄號讀入，再將盤點機之檔案轉入本 

      館自動化系統，與電腦所記錄之館藏進行比對，若發現有未盤點之書，則到書 

      架上再尋找，找尋 3 次仍未找到，則在電腦上註記「已遺失」。 

       

時間：利用寒暑假較長假期定期盤點，至於盤點期間是否照常閱覽或流通，則可視各 

      館的實際狀況訂定。 

 

 

 

 

 

小技巧 

未盤點的書籍，可能還在圖書館內，利用開學後的一個月，可以辦理「尋

書」活動，透過圖書館小義工進行書籍的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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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廢 

(一)報廢原因 

館藏因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使用者三種情形，才能構成報廢的原因。 

(二)報廢原則 

1、 破損狀況已不堪使用，且無參考價值之館藏資料。 

2、 破損而整理裝訂費用超過購買新書價格，此書可於市面上可再購得。 

3、借閱遺失且無法購得，並已辦妥賠償手續之館藏資料。 

4、已典藏新版資料涵蓋舊版之舊版館藏資料。 

(三)報廢數量 

每年在不超過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得自行報廢。若欲特殊狀況報廢量逾館藏百分之

三者，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報廢程序 

1.篩選：檢視擬報廢館藏書刊是否合報廢原則之規定。 

2.造冊：擬報廢館藏書刊，按登錄號由小而大排列（期刊按刊名排），並依中文圖書、西 

        文圖書、中文期刊、西文期刊、非書資料分別造冊。報廢清冊格式一律由總館提 

        供。 

3.審核：館藏報廢清冊一式三份簽會圖書館、總務處、會計室覆核後，呈校長核示。 

4.銷毀：館藏報廢清冊奉校長核准後，在圖書資料上蓋上「註銷」章，公告兩週確認無其   

        他用途後，聯絡總務處處理報廢書刊。 

5.銷帳：奉准報廢館藏銷毀後，依報廢清冊由總館分別於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登錄簿註記 

        銷帳。 

 

參考資料： 

 王梅玲(2000)。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館藏發展近況與展望。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65：36-55。 

 吳明德，館藏發展，(台北市：漢美，民國 80 年 5 月),頁 3。 

 http://www.lib.ntu.edu.tw/general/publication/univj/uj1-3/uj3_4.html#b3 

http://www.lib.ntu.edu.tw/general/publication/univj/uj1-3/uj3_4.html#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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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6/6-main2.htm 

 http://www.slideshare.net/maolins/ss-1927906 

 陳和琴、吳琉璃、江綉瑛〈1996〉。圖書分類編目。臺北縣蘆洲市：空大，頁 

 沈華海主編（1995）。高中圖書館工作手冊。台北市：教育部。 

 

附錄一：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附錄二：國民中學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範例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6/6-main2.htm
http://www.slideshare.net/maolins/ss-192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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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 
                                             中華民國91 年10 月30 日教育部台（91）國字第   

                                               91136532 號令訂定，自91 年11 月1 日起生效。 

壹、總則 

一、本基準依圖書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基準營運之目的為規範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之基本要求，提供多元 

    學習之圖書資訊服務，建構適性發展之學習情境，並促其健全發展。 

三、基準所稱國民中學圖書館，指以全校師生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教學及學習 

    媒體資源，並實施圖書館利用教育之單位。 

四、本基準之員額編制、館藏量及空間面積等標準之訂定，以學校班級數為計算 

    依據。 

 

貳、設立 

五、國民中學應設圖書館，配合學校發展目標及師生需要，蒐集、整理、保存圖書資訊

與學校文獻，提供圖書資訊服務、推廣各種利用教育及辦理文化活動。前項設立，

依本法第四條及國民教育相關法規辦理之。 

 

參、組織人員 

六、國民中學圖書館學校班級數在十三班以下者，置圖書館組長或職員至少一人，學     

    校班級數在十三班以上者，置圖書館組長及職員至少各一人，隸屬於教務處；學 

    校班級數在二十五班以上得設圖書館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教 

    師聘兼或遴選專業人員擔任。 

七、國民中學圖書館應設圖書館委員會，由校長遴聘適當之教師及熱心教育之家長組   

    織之，以校長為召集人，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就圖書館業務興革提供意見。 

八、國民中學圖書館工作人員每年應接受六小時以上之在職專業訓練。 

 

肆、館藏發展 

九、國民中學圖書館館藏蒐集與選擇，應符合設置之目的，並配合校務發展及社區特性，

訂定館藏發展計畫，力求館藏均衡發展。 



 

100 

 

十、國民中學圖書館館藏包括一般圖書、參考工具書、期刊報紙、政府出版品、論文、    

    輿圖、小冊子、學校出版品、剪報資料、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等。前項館藏，以 

    購置、租用、贈與及交換等方式為之。 

十一、國民中學圖書館基本館藏量以九千種(件)為原則；學校班級數逾六班者，每增一 

      班以增加二百冊(件)為原則。前項年增加量以不低於總館藏量百分之三為原則， 

      每年館藏購置費至少應占教學設備費百分之十五以上。 

十二、國民中學圖書館應訂購期刊至少三十種，報紙至少五種，其內容具典藏價值者， 

      並得予裝訂保存。 

十三、國民中學圖書館應定期辦理館藏清點，因館藏毀損滅失、喪失保存價值或不堪 

      使用者，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每年在不逾館藏量百分之三範圍內辦理報廢。 

      前項報廢量逾館藏百分之三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伍、館舍設備 

十四、國民中學圖書館宜設於學校合適之地點，並以獨立設館、分層設區或專用 

      教室設置為原則。 

      前項設置，應配合業務需要及未來之發展。 

十五、國民中學圖書館之館舍與設計，應由校長、建築師、學者專家、圖書館工 

      作人員、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社區人士等組成小組共同規劃之。 

十六、國民中學圖書館館舍與設備，應符合人體與環境工學，力求實用、美觀、安全、

防火、防水、防潮、防蟲、耐震、通風、採光充足及隔音良好等要項，並應考慮

特殊讀者之需要。 

十七、國民中學圖書館之電路設計及配管，應考量資訊科技應用之需要，並預留 

電腦、視聽設備及網路節點等管線。 

十八、國民中學圖書館之閱覽桌面照度，應合於五百至七百五十勒克斯(Lux)。 

十九、國民中學圖書館之館舍與設計，應考量結構承載力，各樓版載重量每平方公尺 

      不低於六百公斤，密集式書庫之樓版載重量每平方公尺不低於九百五十公斤。 

二十、國民中學圖書館空間面積以下列數量為原則，並得視學校條件予以增減： 

      (一)二十四班以下學校：相當二間普通教室大小。 

      (二)二十五至三十六班學校：相當三間普通教室大小。 

      (三)三十七至四十八班學校：相當四間普通教室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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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十九班以上學校：按照比例增加。 

二十一、國民中學圖書館空間配置，得依功能區分如下： 

      (一)工作行政區：供圖書館工作人員服務及辦公之處所，以能綜覽閱覽區為宜。 

 

      (二)閱覽典藏區：供典藏圖書存放及讀者閱覽之處所，其閱覽座位規劃以能容納   

         八十人以上為原則，並得視學校現況及學生班級數調整之。 

      (三)參考資訊服務區：供參考工具書存放及諮詢服務之處所，並得規劃資訊檢      

         索、小組討論或主題探索等場所。 

二十二、國民中學圖書館得依業務及實際需要備置下列器具設備： 

      (一)書架：考量不同年級學生取閱高度，設置單面或雙面開放式書架。 

      (二)閱覽桌椅：桌椅設計應符合人體工學，並適合不同年級學生體型，其擺設以 

         動線流暢為原則。 

      (三)出納台：配置圖書電腦管理系統及流通作業所需之檯面。 

      (四)雜誌架：全架可分多層，供陳列不同類別之雜誌。 

      (五)報架：提供多種報紙陳列。 

      (六)展示架：提供新書介紹與展示。 

      (七)公布欄：提供資訊傳達、海報張貼之用。 

      (八)辦公桌椅：應足夠圖書館工作人員使用。 

      (九)電化、資訊及視聽器材：配置擴音、資訊、多媒體播放等設備。 

      (十)其他：運書車、影印機、吸塵器等。 

 

陸、營運管理  

二十三、國民中學圖書館應詳訂館內管理及作業程序，館藏資料應加以組織、整理、         

        開架陳列、建立目錄，俾利讀者查詢閱覽。 

二十四、國民中學圖書館館藏書目內容應符合書目資料著錄總則（CNS13227）之 

        標準，書目資料交換應符合機讀編目格式標準（CNS13226）之規定，以 

        利書目資料交換、抄錄編目等工作之進行。 

        前項書目資料，應提供讀者檢索使用。 

二十五、國民中學圖書館基於使用者權利義務均衡原則，應訂定各項讀者服務規章。 

二十六、國民中學圖書館應配合校務發展，支援教學、研究及學習活動，其營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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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設計，應考慮教學與輔導學生等需要。 

二十七、國民中學圖書館應提供資訊檢索，並指導學生使用網路資源。 

二十八、國民中學圖書館應充分配合學校安排之閱讀課程，並提供個人或班級之閱讀  

        及外借服務。 

二十九、國民中學圖書館除另有規定外，每週開放總時數以四十小時為原則，並得視    

        師生需要，於課餘實施彈性開放。 

三 十、國民中學圖書館依本法第十七條規定，應接受定期業務評鑑，提升服務品質。 

 

柒、推廣與利用教育 

三十一、國民中學圖書館應結合學校及社區資源，共同推行活潑多元之圖書館利用教  

        育，擴大學習領域，充實資訊素養。 

三十二、國民中學圖書館圖書館利用教育之實施途徑如下： 

        (一)實施主體：圖書館工作人員、教師、學生及志工等。 

        (二)實施時機：新生始業輔導、週會、班會、班級圖書館時間、社團活動、圖   

           書館週及定期舉辦活動等。 

        (三)實施方式：公開講授、書面宣導、辦理活動及配合教學等。 

        (四)實施內容：認識圖書館、工具書與網路資源之使用指導及閱讀指導等。 

三十三、國民中學圖書館應透過各種規劃設計，積極辦理各項推廣活動，引導讀者利     

        用圖書館，培養閱讀興趣。 

三十四、國民中學圖書館得協助教師指導各班成立讀書會及班級書庫，鼓勵學生閱讀。 

三十五、國民中學圖書館除推動館務外，得協助各領域教師蒐集教學資源。 

三十六、國民中學圖書館得視實際需要與其他圖書館進行館際合作。 

 

捌、附則 

三十七、本基準得作為國民中學圖書館輔導及評鑑之依據。 

三十八、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需要依本基準另訂補充規定。 

 

 

                           刊載：《教育部公報》336 期(91.12.31)，頁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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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館藏發展政策 

○○國民中學圖書館(室)藏發展政策 

一、依據： 

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30 日教育部台（91）國字第 91136532 號令訂定，自 91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 

二、目的： 

○○國民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使館藏發展得以配合校務發展，發揮圖書館應有的

功能，有系統的採訪徵集圖書資訊，支援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並建立館藏特色，力求

館藏均衡發展。特訂定本校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以下簡稱本政策)。其目的如下：  

（一）、合理分配與有效運用經費。 

（二）、確立館藏資料徵集原則與程序。 

（三）、確立館藏資料淘汰原則與程序。 

（四）、維持館藏資料時效及完整性。 

（五）、作為館藏評鑑的依據。 

（六）、作為館際合作與資源共享基礎。 

三、服務對象： 

（一）、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為主。 

（二）、在校生家長、退休教職員工、畢業校友及各合作圖書館之讀者為輔。 

四、館藏學科範圍： 

（一）、本館館藏以宗教書籍、生命教育書籍、音樂書籍及語文類書籍為特色。 

（二）、以支援本校教師之教學與研究及學生學習需求為主，擴及其他相關學科，並

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為蒐藏範圍。 

（三）、兼顧學生全人格之發展並提升學生之閱讀素養，凡具有知識性、啟發性、文

化性及休閒性之資源亦為館藏之蒐藏範圍。 

（四）、因應資訊媒體儲存型式及檢索技術發展，加強視聽多媒體資料、線上資料庫

等數位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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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費來源與分配 

（一）經費來源： 

1.學校核定之預算。 

2.教育部專案補助款（非經常性經費）。 

（二）經費分配原則： 

1.依據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十一條第二款，每年圖書購置費至少

應占教學設備費之百分之十五以上，每年館藏增加量不得低於基本館藏的百

分之三。 

2.經費預算依學校核定之預算分配，經費實施由圖書館提出，經圖書館委員會

通過後實施。 

六、資料之蒐藏政策 

（一）一般性政策 

1.合乎著作權法。 

2.合乎館藏發展目的及學科範圍。 

3.外文書刊以英文為主，日文次之，其他語文視需求酌量蒐集。 

4.以不蒐藏複本為原則，借閱率高且有 2 人以上同時預約、業務用書或特殊教

學研究需求者除外。 

（二）蒐集政策 

1.圖書蒐藏政策 

1)以最新年份或版次之資料為主要蒐藏對象。但文學類及有助於教學或為師

生喜愛之出版品得視需要購買。 

2)資訊圖書以近二年內出版品為選擇原則。 

3)教師著作及校內各單位出版品應至少保留一份於圖書館。 

4)隨書附贈之磁片、光碟，列為附件蒐藏。 

5)五十頁以下小冊子不收錄。 

   2.參考工具書蒐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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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廣泛蒐藏各學科之各類型基本參考工具為原則。 

2)以內容範圍、編排方式、出版商權威性、版本新穎度為評估原則。 

3)有電子型式資料者，以電子型式為優先考量。 

3.期刊蒐藏政策 

1)每一學科核心期刊以不少於 3 種為原則。 

2)各學科專業期刊由各科推薦，統一由圖書館訂購。 

3)一般性期刊（包括報紙）保存期限以一年為原則，資料性期刊以十年為原

則。 

4)電子期刊（包括報紙全文）視適用性及經費採購。 

4.視聽多媒體資料蒐藏政策 

1)以具公開播放版權者為基本採購原則。 

2)同一內容有不同出版型式之視聽資料，以易保存、不占空間、有特殊操作

功能者為優先。 

3)校內製作之視聽多媒體資料應至少保留一份於圖書館。 

4)以圖書為主體，需與圖書合併使用之視聽資料，以列入圖書附件蒐藏為原

則。 

5)以視聽資料為主體，以列入視聽資料蒐藏為原則，小冊子為附件。 

6)同一內容同時發行書本及視聽資料型式者，分別列入圖書及視聽資料蒐

藏。 

5.電子資源蒐藏政策： 

1)符合學科範圍，內容包含書目索摘、全文期刊、電子書、電子文件、網路

教學課程、網站資源等。 

2)電子資料庫採購的優先順序為：現有版本資料庫續訂、現有資料庫版本升

級、全文期刊資料庫、補充各領域不足之資料庫。 

3)以 Web 介面為優先考量，經試用並就系統功能（檢索功能、系統操作簡

易度、連線速度、權限控管彈性、關聯連結等）、內容品質與更新效率、

價格、授權合約保障、廠商信譽等要點評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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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權與擁有權之取捨：綜合考量資料使用便利性、使用頻率高低、成本

支出及資料保存價值等因素，分 intranet（建置自有資料庫）、internet

不限人次、internet 限制人次、單機光碟、計次付費等不同等級方式採購。 

七、採訪途徑 

（一）徵集途徑 

1.教師推薦：各學科之專業資料由教師推薦。 

2.館內推薦：泛學科之基礎級資料及媒體資料，由本館採編人員，參考選書工

具或館藏使用狀況進行薦購評選。 

3.讀者推薦：讀者可透過圖書館網頁之薦購服務系統推薦。 

4.家長推薦：家長可透過圖書館網頁之薦購服務系統推薦。 

5.電子館藏由圖書館蒐集資料庫資訊、或教師推薦引進試用。 

（二）評選與採購 

1.由圖書館蒐集推薦書目，整理採購書目，經圖書館委員會審核通過即可購

買。  

2.例行採購：將經費預算的百分之九五平均分配至每月採購。 

3.特殊採購：教師或行政需要緊急用書，以經費預算的百分之五購置。特殊採

購經費不足時得視情況由每月例行採購經費中調整。 

（三）受贈原則 

1.受贈出版品應符合本政策。 

2.受贈出版品本館有全權處置之權。 

3.為求典藏排架之標準化，不接受贈書者要求贈書專櫃陳列。 

4.外界捐款，如有指定之購書範圍應符合本館藏發展政策。 

八、館藏淘汰 

（一）淘汰註銷原則 

1.一般圖書： 

1）經盤點確定遺失之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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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閱圖書遺失且無法補購原書者。 

3）紙張破碎、缺頁很多、破損至不堪修復、發霉、蟲害之圖書。 

4）過時無參考價值之圖書：如出版超過五年之電腦操作類書籍。 

5）內容陳舊而另有較新之版本者：如各種學科書籍、標準、法規等。 

6）無人借閱，無永久保存價值者：如陳舊之教科書等。 

7）空間不足時優先淘汰複本書或其他非書資料形式可取代之圖書。 

8）圖書經淘汰者，如有隨書磁片等附件則一併淘汰。 

9）隨書附件限於空間需進行淘汰時，以過時電腦操作磁片為優先。 

10）過時無史料價值之小冊子。 

2.參考工具書： 

1） 內容複製之參考書、已有彙刊本或電子版形式可供取代之單本索引、摘

要書目等。 

2）抽換式（活頁）資料新版到館，舊版可註銷。 

3）有新版資料可完全取代舊有資料，舊版可註銷。 

3.期刊及報紙： 

1）殘破不全，無法修補者。 

2）零星贈送無保留價值之期刊。 

3）可以電子形式取代之紙本期刊，可視館藏空間之狀況，予以下架或淘汰。 

4）隨刊贈送之光碟，若有保留價值，則依視聽資料方式典藏，若無保留價

值則隨刊處理。 

5）休閒性或非學術性之期刊、館藏卷期完整蒐集後之多餘複本、彙編本內

容已涵蓋全卷之單本期刊，現刊本保留一年後即可淘汰。 

6）報紙保留一年後，即可淘汰。 

4.視聽資料： 

1）影像、聲音模糊或毀損至不堪使用者。 

2）機器設備無法配合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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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媒體型式可取代者。 

   5.電子資源： 

僅享有使用權之電子資料庫，因使用率過低或有其他系統介面可供取代而停

訂者，無實體淘汰，但需於館內資料庫蒐尋系統中註銷。 

（二）淘汰註銷程序 

1.對於部份老舊、利用率低的館藏，可暫時下架儲藏，經一年後評估其典藏價

值，再考慮淘汰。 

2.期刊每年、圖書每二年盤點並篩選符合淘汰之館藏（非書則視需要），經圖

書館委員會通過後，於館藏資料庫中淘汰註銷。 

九、館藏評鑑： 

（一）量的評鑑： 

每年至少一次館藏量統計分析，參酌「國民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評鑑

館藏量是否達基本標準。 

（二）質的評鑑： 

每學年至少一次進行館藏內容類別統計分析，內容深度分析則視需要辦理。 

（三）讀者使用分析 

1.每學年至少進行一次借閱人次、借閱冊次統計，以分析館藏服務比重、了解

使用需求及各類資料流通率。 

2.讀者意見：讀者可透過圖書館信箱或圖書館部落格提供意見，本館依據意見

回饋處理。必要時進行問卷調查。 

十、館際合作 

本館參與之合作計畫： 

（一）、由圖書館工作人員為館合代表人，透過成為○○○○圖書館讀者，間接參加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為全校師生提供服務，享有全國性館際互借與

複印權利。 

（二）、中國圖書館學會：全國性圖書館會議及研討交流。 

（三）、台灣學校圖書館館員學會：學校圖書館會議及研討交流。 



 

109 

 

（四）、○○學校策略聯盟：師生可借閱及使用○○高中○○圖書館資源。 

 

十一、館藏政策之訂定與修訂 

本館館藏發展政策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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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讀者服務 
 

 

 

 

 

  

● 吳淑珍 

臺南市安順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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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服務 

    圖書館的讀者服務主要任務是關注讀者的需求，提供最適宜的服務。而國中圖書館

的讀者有三：學生、教職員工、社區民眾，其中學生更是重點服務對象。 

近年來隨著閱讀在國中校園被重視，圖書館的流通服務益形重要。為讀者提供方便

且審慎的借還書服務是圖書館的要務，其次是讓讀者選擇適合的書籍，適切解答讀者的

各種問題的參考諮詢服務。 

    國中學生階段向來在升學壓力的擠壓下，閱讀的時間相當有限。再加上國中正值身

心改變的時期，對師長的要求多所排拒。要讓校園中眾多缺乏學習動力的學子，靜下心

來閱讀，或樂意參與圖書館活動，的確需要圖書教師詳加規畫。 

   「好不好玩」通常是中學生決定是否參與的原因，因此圖書館活動不一定要繽紛繁多，

但一定要夠亮眼，才能吸引師生。建立口碑後就能逐步增加閱讀深化的活動策畫了。所

以在流通服務與參考諮詢服務之外，接著介紹國中圖書館可以為讀者提供書與讀者最深

刻的連結──辦理讀書會，和針對舉辦閱讀推廣活動的建議。最後提供圖書館建立人氣的

小秘訣，以及能協助圖書教師增加校園支持力量的方法。 

ㄧ、流通服務 

國中圖書館在館藏流通服務理念上大致著重：以教職員工生與社區民眾為服務對象，

運用現代資訊技術、自動化服務系統，提供和善有效的專業服務，促進圖書資訊流通。

實務上服務項目如下： 

〈ㄧ〉館藏查詢 

尚無資料檢索查詢設備的圖書館，服務人員、志工仍是處理讀者館藏查詢的主力，

經常需要讀者先到流通櫃台填寫想要查詢的書目資料，志工查詢後再轉知。 

設有資料檢索區的圖書館，可由學校圖書館網頁的「館藏查詢系統」或「圖書館書

目系統」查詢「館藏情形」。可供查詢的主要選項有：圖書、期刊、視聽資料、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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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詢後確認圖書館有該筆館藏，即可自行依圖書館分類書櫃尋找該筆館藏，或到

流通櫃台請服務人員協助。 

〈二〉借還書 

1.圖書借閱 

圖書借閱規定依各校「借還書管理辦法」或「圖書館流通規則」而異，基本上仍是

讀者到流通櫃台以「借書證」或「學生證」辦理為主。〈可參照附錄二〉 

2.圖書預約 

提供讀者預約被他人借出的館藏，傳統作法是跟圖書館櫃台辦理預約。學校圖書館

資訊系統若有網上預約功能，即可方便讀者館藏查詢之後逕行網路預約。 

3.借閱權限與規則 

學生、教職員工和社區民眾在圖書借閱需求稍有不同，為管理方便並促進流通，學

生的借閱本數和借期不宜過多、過長。以筆者學校為例，圖示如下： 

館藏類型 權限 學生 教職員工 社區民眾 

圖書 件數 3 5 5 

天數 14 30 30 

期刊 件數 3 5 5 

天數 14 30 30 

視聽資料 件數 不外借 5 不外借 

天數 30 

注意事項： 

1.學生須用學生證辦理借書，教職員工與社區民眾以身分證號碼辦理借書。 

2.學生最高總借閱量 3 件，教職員工與社區民眾最高總借閱量 5 件。皆可於借

書期滿前續借一次，逾期圖書不得續借。 

3.有書逾期即不得另借他書。 

權限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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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須歸還所借書籍才可完成離校手續，教職員工也得歸還所借書籍方可

辦理離職手續。 

4.還書 

目前約有兩種方式讓讀者歸還書籍 

〈1〉 流通櫃台：在流通櫃台把所借書籍完成刷還，馬上可看到借閱計錄的清除。 

〈2〉 還書箱：一般設置在圖書館大門口，讀者隨時可將借的書籍投入，但得等服務人員開館

時才能刷還。有了方便的還書箱，卻也不能任何書都塞進去。應該在還書箱上明白貼示

「還書箱注意要點」： 

A. 大型書、或體積超過還書口，不可放入，請至櫃檯還書。 

B. 有附件的圖書不可放入，也不可將書籍硬塞或摺疊投入。如附件未還，或造成汙漬、毀

損，將無法完成還書作業，讀者必須依「書籍遺失污損賠償辦法」賠償。 

C. 書籍放入還書口後，會由服務人員在當日或次一個工作日刷還。之後如果還收到「逾期

催書單」，請立即到圖書館詢問。 

5.通知單發送 

最常發送的通知單是「逾期催書單」，請班級導師代發可發揮最大效益，一方面讓

導師清楚班上書籍借閱情形，另方面透過導師的提醒，讓同學積極正視自己逾期借閱的

問題。 

學生書籍逾期的處理，通常有依逾期天數停止其借書權、逾期一天罰一元、扣班級

閱讀分數、罰勞動服務數種。圖書教師選擇處理方式時需多方面加以考量。停止借書權

適合學生逾期人數不多、天數不多且學生非常在乎借書權；罰款須專款專用，收支紀錄

要清楚、公開且符合學校會計法；學校有明列各項閱讀活動評分標準才適合扣班級閱讀

分數；勞動服務需有老師全程陪伴，防止意外發生。 

 

6.圖書協尋〈點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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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讀者查詢要借的書「在館內架上」，依索書號卻找不到，或缺乏時間找書，可在

櫃台填寫「書籍協尋單」或「點書單」〈類似到餐廳點菜〉，再由圖書館工作人員協助尋

找，整理妥當在櫃台等讀者來取，一般都有保留期限〈3 天左右〉。更貼心的做法是直接

在圖書館刷借後，由小志工送到班級交給預約讀者。 

7.購書推薦 

除了學校閱讀教育小組推薦購書之外，任何讀者應有機會提出購書推薦，讓閱讀教

育小組選購書籍時能加以參考。購書推薦可書面、網頁並行，方便讀者進行為自己的閱

讀推薦好書。 

〈三〉報紙資料 

國中很少有經費購置大量的報紙，除了適合青少年的《國語日報》、《中學生報》外，

大多為公益團體贈閱。當日報紙以報架陳列，舊報則整理收納。除非校內讀報風氣盛行，

或辦理讀報相關活動需要，舊報留存難有足夠的空間。假如圖書館位置偏遠，可在學生

活動集中區設置讀報牆，方便學生當日能閱讀「新」聞。 

〈四〉期刊資料 

以一般國中圖書館經費預算下，能長期訂閱的期刊數量有限，常見的有《天下》系

列、《牛頓雜誌》、《科學月刊》、《地球公民》等，其餘多為宗教公益團體贈閱或地方政府

宣傳刊物。筆者學校的做法是：當期期刊以開放式雜誌櫃陳列，過期雜誌則整理收納。

學校篩選受學生喜愛且長期訂閱的刊物，加以編目，其餘各方贈書僅上架展示，如有讀

者要借未編目的期刊，另用書面登記。待年終辦理「曬書活動」，讓喜愛過期未編目雜誌

的閱讀者可以把書帶走。 

〈五〉視聽資料 

無個人視聽座的學校視聽資料可採閉架式陳列，有借閱權限的讀者進入選取、辦理

借閱。圖書館有視聽空間者，可將視聽資料採開架式，讀者在圖書館使用視聽座只能觀

賞館內視聽資料，且向櫃檯登記辦理後使用。為減少視聽資料管理的問題，可考慮外借

的權限僅限教職員工與志工，學生若要需要視聽資料做班級教學使用，仍以任課教師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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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借閱為原則。另外也可先對借閱率高的資料複製子帶，母帶留存館內不予以流通。 

〈六〉圖書館空間使用 

圖書館閱覽室、視聽室、互動教育室應加入學校網頁的「專科教室預約」系統，方

便有需要的老師上網預約使用。沒掛網的情形下，書面登記當然也可行，務必讓校內老

師清楚預約的方式。國中圖書館空間使用，上課期間仍以任課教師帶領學生利用圖書館

為原則，除非特殊狀況，不接受學生在上課時間個人或數人使用圖書館空間，以免影響

學生的受教權。 

二、參考諮詢服務 

〈ㄧ〉一般諮詢服務 

讀者對圖書館館務、推廣活動等一般性服務方式的任何疑問或建議，圖書館需讓讀

者清楚明確的聯絡方式。圖書館可以採口頭、提供電話、傳真、E-mail 等方式回覆讀者

的問題，協助讀者解決問題。 

1. 服務時間 

一般以學校行事曆的放假日為休館日，寒暑假另行安排開館日期。但是近年來學校圖書

館友善提升對社區民眾的服務，也有在夜間或假日增加開館時間。平時開館時間約為上

午 8：30 到 12：00，下午 1：30---16：30。每日開館時間需視圖書館人力與學校作息

時間排定。 

2. 聯絡方式 

學校網頁會有學校總機號碼與圖書館分機號碼、傳真，通常也會將「意見反映園地」掛

網，方便讀者聯絡。但最直接、方便的方式，還是在流通櫃檯放置「活動回饋單」、「詢

問單」與「建議單」。當然更新的溝通網路工具〈臉書、Line〉也可幫忙圖書館迅速處

理讀者的需求。 

〈二〉資料檢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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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工具書 

傳統工具書仍有其參考價值，圖書館仍須具備基本的工具書，並安排圖書館教育課程或

針對需要的讀者，解說參考工具書的使用方法。 

2. 電子資源檢索 

國中圖書館大多會在圖書館網頁推薦並連結適合中學生的網路學習資料庫，也會把「線

上檢索」、「資料判讀分析」加入圖書館資訊教育課程，只是在資訊爆炸，網路來源紊

亂的情形下，「合理使用規範」和「正確的引用標示」更不能忽略。 

〈1〉 合理使用規範 

     須提醒學生，使用圖書時，要依著作權法，在合理的使用範圍內從事重製〈影印、

列印、掃描、複製等〉。使用電子資源，須先閱讀版權聲明，並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將

電子資源做商業營利用途。當然也不得利用軟體，大量卸載內容。〈教育部尊重及保護智

慧財產權宣導網 http://www.lhu.edu.tw/psmart/ex.htm〉 

〈2〉 正確的引用標示 

引用網路資源範例 

A.英文格式：Auther，A.A. （Year，month day）.Title of work. Retrieved month day，

year，from URL 

範例：Slanina, S. (August 21, 2008).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Retrieved 9 20, 2013, 

from http://www.eoearth.org/view/article/149932/ 

B.中文格式：作者（年，月日）。網頁標題。上網日期：年月日，檢自 URL 

範例：教育部全球資訊網（民 102）。認識校園霸凌──防制校園霸凌安全學校要點。上網

日期：2013年 2 月 6日，檢自 https://csrc.edu.tw/bully/ 

〈3〉 資料庫推薦 

http://www.lhu.edu.tw/psmart/ex.htm
http://www.eoearth.org/view/article/14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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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一入口網站提供便利取用數位學習資源是數位時代公民的需求。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已有建置完整的「數位時代公民數為資源」網，並能搭配國中各科教學運用。把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當入口網站，可連結多元網站，以簡馭繁，相當方便圖書教師提供讀者

參考諮詢。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網址：http://www.nlpi.edu.tw/ 

〈三〉圖書館答客問 

學生進入圖書館，常詢問的內容相當繁瑣卻大同小異，以下引列可能的狀況，做為參考： 

1.借還書 

問題 可能的狀況 建議做法 

1.我沒有借這本書，為

什麼給我逾期通知單？ 

A 學生忘記他有借書 

B別人用他的借書證借書 

C 借書處理鍵入錯誤 

再次請他回想是否有借書→

詢問是否曾把借書證借給別

人→請他協助到書庫把書找

出來 

2.這本書我早就還了，

為什麼給我逾期通知

單？ 

A 學生根本沒還卻誤認為

已還 

B學生託別人幫他還，對方

還沒歸還 

C 學生未經電腦刷還，直接

放在書車或書庫 

D刷還太快，電腦未讀入資

料 

請他回教室或回家再找找→

詢問他所謂的還書是 B、C

狀況嗎→請他協助到書庫把

書找出來 

3.可以歸還上一節借的

書，換借別的書嗎？ 

一般借閱系統設定有時間

限制，例如最低借閱時數是

4 小時，未達 4 小時就不能

還書。 

告知需要 4 小時後才能還

書，請他 4 小時之後再來。 

4.我想看「龍騎士」，它 雖然借閱自動化系統可查 請他先做書籍預約，書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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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被誰借走了？ 出借閱者，但不可公開借閱

者。 

時會通知他來借。 

5.共讀書箱缺 2 本，可

以先刷還嗎？ 

班上 2 位同學書未帶來歸

還，或是書籍損毀。 

詢問缺書的原因→在借還書

系統依缺書號碼註明「遺失」

再刷還，書箱上也貼上遺失

班級與缺書號碼，方便催書

或賠償。 

2.指引性 

問題 指引 

1. 書的放置位置： 

武俠小說在哪裡？關於植物的書在

哪裡？貓戰士在哪裡？ 

熟悉圖書分類與書籍放置位置加以指引 

2. 延伸閱讀： 

金庸的讀完了，有古龍的嗎？ 

這本書有續集嗎？ 

告白的作者還有出別本書嗎？ 

有沒有一本叫○○○的書？ 

查詢館藏資料，加以指引。→未購置的請學生

填寫「購書推薦單」 

3. 工具書 

有英文字典嗎？ 

七年級英文有練習查字典的課程，最好準備一

箱英文字典供借用。 

3.事實性 

  問題 指引 

1. 歷史性 

鴉片戰爭在哪一年？ 

指導查詢百科全書、相關書籍或電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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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哪一年死的？ 

2. 地域性 

台灣元宵節慶典活動有哪些？ 

台灣各族原住民住在哪裡？ 

用關鍵字查詢書目系統或依地區查詢分類

書庫，提供建議書單。 

3. 活動性 

「語花語彙」是甚麼？ 

甚麼是「微電影」？ 

各縣市教育局可能有個別的議題或行銷比

賽活動，名詞釋義只是開始，建議要向業務

單位取得比賽辦法來做指引參考。 

4. 指導性： 

配合領域教師學習單或科展主題，學生需要到圖書館查詢資料時，可能會有怎麼

訂定題目、查尋資料與判讀分析資料過程中的問題，圖書教師可適時予以協助。當然領

域教師與圖書教師應事先討論教學計畫，並熟悉網路資料庫的路徑，方能事半功倍。 

三、辦理讀書會 

    讀書會係指一群人閱讀相同的材料，在輕鬆、自由的氛圍中，透過引導者的提問、

對話，相互分享個人的閱讀與思考，觀摩與擴展彼此對閱讀材料的經驗與深度。藉著彼

此腦力激盪、相互激發來理解文本，透過對話和分享的過程，體會到豁然開朗的喜悅。  

   讀書會可說是人與書結合的閱讀與討論的組織團體，讓參與者能將閱讀與愉悅連結在

一起。  

   由此可見讀書會成功的要素包括：氣氛輕鬆自由、優秀的引導者、對話分享、從閱讀

獲得愉悅。因此辦理讀書會時，要從這四項考量使讀書會的運作順利。 

成功要素 氣氛輕鬆自由 優秀的引導者 對話分享 獲得閱讀的愉悅 

建議做法 完整時段較無

時間壓力 

須熟悉讀書會

運作情境 

熟悉討論方式

鼓勵發表 

立即正向回饋 



 

120 

 

活動式座位 

閱讀情境安排 

可商請校外讀

書會專家 

要求彼此尊重 

 

讓人人有任務對

團體有貢獻 

鼓勵創意思考 鼓勵成員輪流

嘗試 

鼓勵有深度、廣

度的分享 

適合的讀本 

接著依不同類型的讀書會特性，列出注意事項 

（一） 班級讀書會  

1. 讀本挑選：圖書館可和各教學研究會或各年級導師共同合作，列出主題可啟發想法、值

得討論、情節有創意、且符合國中學生興趣、程度的優良讀本，作為進行班級讀書會的

讀本。  

2 安排讀書會時間。  

3. 教學活動：各種導讀、討論、互動活動均應詳細、清楚的規劃、安排和執行， 

   始能讓班級讀書會更有效運作。  

4. 班級讀書會的預期成效：  

（1）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養成樂於閱讀的生活習慣。  

（2）增加閱讀的廣度與深度、激發創意思考。  

（3）培養學生清楚發表自己意見的能力，並能尊重他人意見與看法的態度。  

（4）培養學生擁有團隊合作、分擔責任，以及良好的溝通能力。  

（5）鼓勵學生從研讀書籍主題充分討論、分享心得，形成普遍的閱讀文化，促成校園

內的知識分享交流現象。  

（二）教師讀書會  

教師讀書會是由校園中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師或跨校教師自願組成的團體。通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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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或心靈支持是團體的主要目標。透過定期聚會的活動形式，針對一個共同的議

題，以特定的閱讀材料為基礎，利用對話、討論、分享等團體學習方式，來刺激思考，

並吸收知識。目前國中校園各學習主題社群的運作模式，跟讀書會相當類似。 

教師讀書會經營上軌道時，會形成學校閱讀領航員，逐漸帶領校園閱讀風氣。透過

喜愛閱讀的教師的閱讀分享 ，學生也容易愛上書，例如台南市復興國中的觀自在讀書會

〈網址 http://www.fhjh.tn.edu.tw/reading/〉十ㄧ年來的經營，堪稱為教師讀書會成

功的例子。 

（三）志工讀書會  

志工的讀書會盡可能鼓勵志工參與。透過定期的活動形式，提供志工閱讀分享、討

論與增能的機會，幫助志工熟悉閱讀策略與分享技巧，有助於志工個人成長與閱讀推廣。 

了解學校志工成員組成特質是籌畫讀書會活動前要先做的功課，否則活動可能叫好

不叫座，無法凝聚人氣。活動方式要從靈活貼近志工生活需要且沒有壓力開始，例如：

電影讀書會、無毒生活讀書會、美食文化等，搭配實作課程效果更好。接著盡可能讓志

工人人有機會擔任講師，分享志工的才藝或專業，形成志工共學網絡，才可防止志工讀

書會曇花一現。 

（三）網路讀書會 

1. 教師可將班級讀書會擴展到網路上，以「台灣閱讀基金會「愛的書庫」為教學平台，

利用網路進行閱讀活動，如討論書籍內容、張貼閱讀心得佳作、網路問答活動與推薦新

書等。  

2. 圖書館可在圖書館網頁上，擴展班級讀書會為年級網路讀書會，利用網路學習的優勢

和特性，讓來自不同班級的同年級學生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自主且充足的討論，充分

書寫其意見與心得，引發學生對閱讀的興趣、激盪出創新思維，並建立起良好的學習互

動進而增進其語文能力。  

四、國中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 

〈ㄧ〉閱讀推廣活動的目的 

http://www.fhjh.tn.edu.tw/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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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閱讀推廣活動的首要目的在增加校內閱讀的人數。透過活動設計，讓學生體驗

閱讀的樂趣，拓展閱讀的領域與視野，逐漸培養閱讀的習慣，並且增強閱讀力。 

〈二〉設計活動的準則 

1.閱讀計畫推動委員會擬定全校閱讀計劃： 

 (1)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帶領全校教師投入閱讀推廣活動。 

 (2)制定學校閱讀課程發展計畫，整合各方資源並適時檢討其成效。 

2.閱讀教育小組執行閱讀計劃：以圖書教師為主，並由各領域推派委員成立閱讀教育小

組，透過各領域教師的專業，擬定學校各領域閱讀課程計畫，藉以融入各領域的教學之

中，並討論校內有關閱讀教育的推廣活動，利用小組的群策群力，致力推廣閱讀教育。 

〈三〉推廣活動大致區分為 

1. 經常性活動： 

指依照各校閱讀計畫，每學年必辦理的活動。這類型活動的目的通常是培養閱讀習慣、

訓練閱讀發表、增強閱讀能力。等於是為閱讀扎根。學校常見經常性的閱讀活動舉例： 

〈1〉 讀書認證： 

目的在檢視學生閱讀的量與質。推動初期可將「量」的提升列為短期目標，依閱讀本數

頒獎，鼓勵多讀。例如： 

   書香銅質獎  書香銀質獎  書香金質獎  閱讀達人  

閱讀館藏數（本）  18 本  36 本  50 本  100 本  

獎狀   V  V  V  

獎品      V  V  

接著要著重「質」的提升，當然實務上「質」的提升須仰賴「閱讀指導課」的教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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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圖書教師也有著力的地方： 

A. 閱讀分級制：將圖書分為經典書目、一般書籍、快樂閱讀〈漫畫、童話、繪本等〉，依等

級有不同計點方式，鼓勵學生勇敢嘗試高一個層次的閱讀。 

B. 可以透過建立「領域經典書目」來推動深度閱讀，並賦與任務，例如：「生活法律必讀十

本書」，完成閱讀者授予「超強法律閱讀達人」獎項。其他書目如「古典小說界的十大專

書」、「你一定要看的十本英文短篇小說」、「超強十大數學家的故事」、「現代科學最夯的

十本書」等，一定能吸引該領域有偏好的學生投入任務挑戰行列。 

C. 活化閱讀心得寫作：為避免制式的心得寫作扼殺了閱讀的動力與樂趣，可將心得呈現的

內容與方式加以活化。例如：四格漫畫畫心得、小組討論上台分享、搜尋類似內容的書

籍作簡介、心得交換日記〈與其他同學共用一本筆記，互相交換閱讀心得〉等。 

D. 閱讀擂台賽：透過趣味性競賽，誘導學生閱讀嚴肅的知識性題材或古典文學作品。事先

預告比賽文本，學生可命題做為復活籌碼，圖書館依照選出來的題目問問題〈是非題、

選擇題〉。賽制分兩回合。第一回合為淘汰賽，淘汰到約 5 組時，進行第二回合積分賽。

出二十道題，可選擇回答或不回答，答對得 2 分，答錯扣 1 分，不回答 0 分，最後視機

分來排名次。〈上述比賽辦法引用自台北市明倫高中林宛儀主任的閱讀推動方案〉 

〈2〉 好書、新書推薦： 

學校添購新書時例行會做新書展示或推薦，當然也可將新書書目單公告，先引起學生注

意，提前醞釀借閱動機。至於好書推薦有以下幾點建議： 

A. 主題式的好書推薦較能聚焦。可採用的主題例如：奇幻文學、城市閱讀、手藝 DITY、電

影文學、青少年冒險英雄等。 

B. 特別注意男生的閱讀偏好：二○○六年，PIRLS的台灣四年級學生閱讀素養報告中曾提到，

高分組沒有統計上明顯的男女差別，但低分組不論是文體或閱讀歷程，都是女生成績優於男

生成績。男生在閱讀素養表現上是相對的弱勢。〈2011 年親子天下第 22 期 給男孩的 101

本開胃閱讀書單 作者張淑瓊〉所以，推薦好書時，要考量男生偏好的閱讀類型。給男孩

的 101 本開胃閱讀書單提出八類建議書單：(1)給愛昆蟲的男孩；(2)給愛偵探冒險的男孩；

(3)科幻奇幻故事；(4)主角系列；(5)運動嗜好類；(6)幽默爆笑故事；(7)漫畫圖像類；(8)圖

鑑科普類。可做為選書時的參考。 

C. 學生推薦比親師推薦效果好：同儕認同也左右著閱讀活動，同學推薦的書籍往往形成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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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話題。所以學生當然是好書的最佳代言人。例如：由學生寫「好書推薦單」貼在書

籍上吸引其他同學目光，好書推薦書櫃由學生策展，學生志工入班推薦好書，年度好書

票選、學生寫「幫好書說話」等。當然為了增加老師的參與感，也可請各領域老師為領

域好書策展，或由老師來做好書推薦。 

D. 導讀活動：有計畫的導讀活動對閱讀理解相當有幫助。可凝聚領域教師的共識，辦理「夫

子說書坊」，舉辦好書導讀。或成立「少年說書人」、「說書劇場」訓練學生擔任書籍

的簡介或導讀。 

〈3〉 共讀箱書： 

學校購置足夠數量的同一本書，設置「共讀書箱」，提供班級同學借閱共讀。如果學校共

讀書箱數量不足，可向台灣閱讀基金會「 愛的書庫」借閱。 

學校共讀書箱閱讀方式如果是書箱在各班巡迴輪換的方式，須擬定輪流序號，訓練負責

學生熟悉作業程序，並有輪換檢核表加以評分，以減少輪換造成的書籍破損、遺失，且

能釐清賠償責任。 

〈4〉 晨讀 123： 

教育部在 102 年 4 月 23 日世界書香日開始推動國中「晨讀 123」，學校可評估實際需求

及資源，選擇適合的晨讀推動方案。其中，方案 1 為每週至少 1 天，以自由閱讀方式進

行晨讀；方案 2 為每週至少 2 天，可以專書閱讀、班級讀書會等方式進行晨讀；方案 3

則為每週至少 3 天，可以主題閱讀、班際交流等方式進行晨讀。具體實施原則包含建立

閱讀習慣、培養閱讀興趣，及採行多元推動方案。 

〈5〉 轉角書櫃與戶外閱讀區： 

主要的用意是要讓學生隨處可看到書，隨手可拿到書。不論是書車、書架或書櫃，盡可

能是開放式，方便同學取書。鄰近轉角書貴的區域可增添閱讀區，營造舒適、寧靜閱讀

的環境。 

〈6〉 班級圖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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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於班級教室，通常由班級自行維護，是學生最方便的閱讀來源。圖書館可匯整各界

所贈適當的圖書，豐富各班圖書角。也可將圖書角布置與維護列入教室布置評分，使班

級重視圖書角。 

〈7〉 講座或與作家有約： 

讓學生有親近作家的機會，也不單是閱讀作品而已，透過作家的分享與互動，等於就近

閱讀了「作家」這個人。辦理這類型活動首先需考量國中生對演講活動的需求。具有語

言魅力、能吸引全場焦點的作家適合安排全校性演講；專業性高的作家最好安排座談會，

讓真的有興趣的師生參與。至於爭議性作家，在國中階段若要邀請，一定要有相當的配

套措施，以免造困擾。 

〈8〉 圖書館利用教育： 

國中很難擠出時段安排班級的「圖書館教育」課程，因此與各領域協同教學是必然的趨

勢。除了主動與各領域協商時段之外，也可建請教務單位協助，例如：要求每學期「閱

讀指導」課程要有兩節由圖書教師與任課老師實施圖書館教育課程，「電腦資訊」課教師

協同圖書教師實施圖書館資訊素養課程。 

2. 特別性活動：指有特別情況才辦理的活動，通常有主題性、時效性。這類型活動辦理的

目的除了增加讀者對活動主題的認識之外，還希望讓圖書慣對讀者產生拉力。例如： 

〈1〉 時事性活動： 

例如：節慶活動〈配合春節、詩人節、母親節、教師節、聖誕節等〉、學習過程活動〈配

合開學、結業、校慶等.〉、特殊日期活動〈配合名人生日、災難紀念日等〉 

〈2〉 本土性活動： 

可依各校校本課程構思活動，也可舉辦「社區走讀」、編製「社區閱讀地圖」或舉辦「在

地城市閱讀」。 

〈3〉 拓展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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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時空的拓展活動，例如：東南亞特展、紐澳特展、歐洲古堡特展、四大古文明特展

等。也可商洽其他博物館、圖書館展品到校，或配合展館展覽做宣傳並在校內辦理搭配

的小特展。 

〈4〉 校內書展： 

商洽書商在校內辦理書展，讓師生在校即可選購書籍。為免書商搬運頻繁，最好有一間

教室提供為書展場地，為期至少一週。爭議性的書籍須提前要求書商不得展出，當場發

現有不宜國中生閱讀的書籍，應立刻下架。 

3. 協同教學活動： 

圖書教師需與各科老師建立教學夥伴關係，進行協同教學。例如：進行導讀活動的「夫

子說書坊」，協助領域教師籌畫領域書展，配合教師教學內容設計協同教學活動，或配合

領域寒暑假作業提前進行作業指導，與美術科合作推動閱讀的「書籤比賽」。當然圖書教

師也可透過社群推動國文 PISA閱讀、讀報教育、科普閱讀等。 

五.讓學生愛上圖書館的祕密武器 

〈ㄧ〉小禮物大效果： 

藉機送小禮物，營造圖書館親切和善的口碑。例如：開學第一天借書送神秘小禮物。 

〈二〉借閱排行榜顯目處理： 

不管張貼海報或跑馬燈，一定要進圖書館第一眼就會看到每月排行榜。對榜上有名

的學生更要在同學、老師和家長面前加以讚揚，會讓其他同學起仿效作用。 

〈三〉推行「點書吧」： 

仿效餐廳點餐，先查詢圖書館書目資料，填寫要借的書目，由小志工找出並送到班級的

貼心服務。 

〈四〉同學寫「購書推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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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網路、書面並行，讓閱讀者選書才能貼近他們的閱讀需求。 

〈五〉同學寫好書推薦卡： 

好書推薦卡寫好後，護貝黏於書本封面上，再上架展示，增加同學對圖書館的參與感。 

〈六〉曬書活動： 

將圖書館過期雜誌、報廢書籍或各單位捐書〈不希望佔據書庫空間者〉整理後，推行曬

書活動，讓舊愛變愛書人的新歡，相當環保。 

〈七〉打破規矩的閱讀： 

圖書館不能飲食，但在「書香茶香」日裡可利用圖書館空間營造茶香中閱讀，增加閱讀

樂趣。也可增設圖書館戶外閱讀區，開啟閱讀與環境的連結，讓陽光、清風、鳥鳴陪伴

愛書人。 

〈八〉趣味閱讀： 

利用各類閱讀活動，辦理有獎徵答、抽獎、集點送、擂台賽、達人賽等，增加學生的參

與感。 

 

六.讓圖書館被護持的祕密武器 

 國中圖書館通常隸屬於教務處設備組，在學校行政組織中往往被邊緣化，活動推展

常會有缺乏資源、缺人力的困境。建議圖書教師以下幾項做法，主動爭取可見度，讓圖

書館在校內被認同、支持。 

〈ㄧ〉建立圖書館專屬媒體： 

運用網路資源，設立專屬網站連結學校網頁首頁、臉書，或採傳統平面新聞稿方式，

宣傳圖書館活動，舉凡新書好書推薦、師生閱讀心得分享、書評、作家介紹皆可放上版

面，增加圖書館的可見度，盡量讓學校任何地方都看得到圖書館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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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同學發表的園地： 

不管是作家演講後回饋，還是閱讀心得，投稿到校刊或中學生地方性刊物，讓同學

更有閱讀發表的意願。。 

〈三〉辦理議題融入閱讀活動： 

國中有許多議題需要融入教學，依性質往往列入各處室的業務。圖書教師可搭配議

題辦理書展或閱讀活動，既可推動閱讀，又可協助各處室業務推展。例如：反霸凌、家

庭教育、食育、本土語言、海洋教育、生涯、性平、生命、紫錐花運動等。 

〈四〉協助志工團辦理增能活動，提升志工讀者服務知能，強化志工向心力 。 

〈五〉勇敢、主動、多次詢問教師教學需求，提供支援服務。 

〈六〉善用適切的時事新聞設計活動，藉傳播媒體的力量幫圖書館推動校內閱讀。 

結語 

    圖書館讀者服務業務龐雜而繁瑣，初任圖書教師又面臨各校條件不一的景況，實須

依照學校目前可行條件下，參考教育主管單位極為重視的教育焦點與校務推展重點項目，

並在個人目前能力時間可及的情形下，推展閱讀活動。 

    起步的第一學期活動量少而耀眼，就能讓人看到圖書館不一樣，建立對圖書館活動

的信心。人和是重要的，活動設計可考量先服務老師與行政，以協助他們減輕負擔，獲

得同仁的認同，爭取未來推動的助力。 

    志工人力在城鄉有顯著的差距，如果短缺，校內學生絕對可訓練成主力，讓小志工、

畢業校友是圖書教師的好幫手。 

沉默不該是圖書教師的美德，一定要把所提供的服務宣揚出去，讓全校都認識圖書教

師，清楚圖書館可以提供的服務，圖書教師才能發揮在校內閱讀推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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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圖書館規章訂定參考 

一、 圖書館閱覽規則參見附錄一 

二、 圖書館流通規則參見附錄二 

三、 圖書館圖書遺失汙損賠償辦法參見附錄三 

四、 圖書館場地借用辦法參見附錄四 

五、 班級使用圖書館登記辦法參見附錄五 

六、 班級閱讀書箱巡迴實施辦法參見附錄六 

七、 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辦法參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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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圖書館閱覽規則 

國中圖書館閱覽規則 

第一條  本館主要服務對象如下： 

(一) 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 本校退休人員暨校友、校外人士得經本館同意入館閱覽，並得依本校相

關辦法申請借書證。 

第二條  本館開放使用時間如下： 

(一) 學期中：週一至週五早上 8:00 至 12:00，下午 1:30 至 5:00 

(二) 寒暑假開館時間另行公告 

(三) 國定假日不開館。 

(四) 遇有特殊情況，本館得於事先公告後，變更開館時間。 

第三條  本館採開架式制度，在開館時間內，讀者可自由取閱任何書刊，唯離開時應自

動接受館員檢查。如欲借還書請於開放使用時間內，親向流通櫃台辦理借還書

手續。 

第六條  學生入館須穿著符合學校規定的服裝，並保持肅靜，館內不得吸煙、飲食並不

得任意使用電話、手機，以維持館內秩序及清潔。 

第七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並陳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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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圖書館流通規則 

國中圖書館流通規則 

第一條  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充分發揮館藏效能，特訂定本校圖書館流通規

則。 

第二條  本館主要服務對象如下： 

(一) 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 本校退休人員暨校友、校外人士得經本館同意入館閱覽，並得依本校相

關辦法申請借書證。 

第三條  本館採開架式制度，在開館時間內，讀者可自由取閱任何書刊，唯離開時應

自動接受館員檢查。如欲借還書請於開放使用時間內，親向流通櫃台辦理

借還書手續。 

第四條  本館館藏之參考工具書、輿圖及特殊資料等均限館內閱覽，不得外借。 

第五條  借書冊數及借期規定如下： 

(一) 本校教職員工：借閱冊數冊，借期日，得續借一次。 

(二) 學生：以冊為限，借期日，得續借一次。 

(三) 本校退休人員暨校友、校外人士：借閱冊數及借閱期限依本校相關辦法

辦理。 

第六條  非書資料限本校教職員工借閱，借閱件數件，借期日外，學生及校外

人士僅能在館內登記使用。 

第七條  過期雜誌借閱期限日為限。 

已合訂本之過期雜誌限館內閱覽，不得外借。 

第八條  教師指定參考書服務辦法另定之。 

第九條  續借：借書期滿，如無他人預約，可於到期日前日起辦理續借，續借以一

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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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預約：可向館員登記或利用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辦理預約，待圖書歸還後通知

日內辦理借書，逾期視同放棄。 

第十一條  還書：借書到期應如期歸還，亦可將書投入還書箱內，其還書冊數及日期以館

方收書為憑。還書箱使用辦法另訂之。如還期適逢國定、校定及連續假日，以

假期屆滿之次日為還期。 

第十二條  圖書逾期歸還處置： 

不得另借他書：採逾期一冊逾期一日凍結借書權一日為原則，依此類推。 

第十三條  教職員工退休、離職、出國進修，學生學籍如有變更、畢(結)業、休學、退學、

轉學，即立即喪失借閱權、且必須還清借書。凡未辦妥上項手續者，如影響個

人權益事項，自行負責。 

每學期期末終止前，本館執行之例行性催還及罰款結清，學生務需配合方得完

成離校手續。 

第十四條  借出圖書遇有盤點、整理、裝訂或其他必要時，得隨時索回。 

第十五條  借書需由本人持書到流通櫃台辦理不得冒稱他人之名，如經察覺，本館即停止

該學期借書權利，並追回所借圖書，如因上述情形，使本館圖書遭受損傷時，

原借書人應負賠償之責。 

第十六條  本館非書資料，讀者可向流通櫃台辦理洽用。 

第十七條  讀者未經辦理借書手續，擅自攜帶本館圖書資料離館者，校內讀者依校規處

置，校外讀者一律移送法辦。 

第十八條  本規定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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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圖書館圖書遺失汙損賠償辦法 

國中圖書館圖書遺失汙損賠償辦法 

 

借出圖書如有遺失或因圈點、撕破、割頁、批註、污損或其他損壞至不堪使用

時，借書人須負賠償責任，其辦法如下： 

第一條 由借書人購買同一書名、著者之圖書償還。但翻版書不得抵賠原裝

書，平裝書不得抵賠精裝書。 

第二條 原書已絕版，則按本館購入價格之三倍賠償。 

第三條 贈閱書籍若無定價者，中文及翻版書籍，精裝以每頁元，平裝

以每頁元計算；外文書籍精裝以每頁元，平裝以每頁元

計算，折合現金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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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圖書館場地借用辦法 

國中圖書館場地借用辦法 

第一條 本館設有〇〇室〇〇間，教師之學術討論活動，或有教師在場指導

之學生學術性社團活動(如討論會、讀書會、小型演講會等)，均可

借用。 

第二條 場地開放時間與圖書館開放時間相同，其他時間恕不開放。 

第三條 場地使用以本館活動為優先，學生活動使用需由指導教師提出申

請。 

第四條 欲申請場地使用者請利用網路進行借用登記(網址：XXX.XXX)，其

餘特殊活動之需求請洽館員登記。 

第五條 場地內之器材、桌椅及其他相關設備均可自由使用，使用完畢須負

責回復原狀，因使用不當而造成之損壞需負責賠償。 

第六條 使用者不得從事與申請主旨不合之活動，所使用之影音媒體不得違

反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第七條 場地內嚴禁飲食，使用者離開前應負責清理現場，保持整潔。 

第八條 本館遇有特殊需求，如配合全校性、特殊性之活動，或非人力可抗

之事件時，本館有權終止原有之借用申請。 

第九條 本規定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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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班級使用圖書館登記辦法   

 

○○國中班級使用圖書館登記表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午休時間 

5      

6      

7      

 

實施辦法 

一、為維護圖書館使用品質，班級使用圖書館圖書區，請於天前預約，每節

課最多 2 個班級。 

二、班級閱讀課，請任課老師務必親自到場指導，否則請勿進入。 

三、進出圖書館，請勿攜帶自用書籍、書包、飲食、雜物等。 

四、入館後請輕步並禁語，違者請離館並暫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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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班級閱讀書箱巡迴實施辦法    

 

○○國中班級閱讀書箱巡迴實施辦法 

 

一、 依據：本校閱讀推動計畫辦理。  

二、 目的： 

（一） 透過圖書的流動與交換，增加學生大量閱讀書籍機會。  

（二） 鼓勵、培養學生建立閱讀習慣。  

（三） 建立學校圖書流動機制。  

三、 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四、 協辦單位：本校教務處、總務處。  

五、 實施方式：  

1. 由學校圖書館委員會選購適合各年級圖書各套 40 本。  

2. 將圖書依年級及學科屬性分門別類，平均放置巡迴圖書箱中。  

3. 巡迴圖書箱中置放「班級巡迴圖書箱圖書清冊」，便於圖書箱巡迴時之清點與

移交。  

4. 約以一個月為圖書巡迴之週期，視學生使用及閱讀情形，再予檢討與調整。  

5. 圖書箱巡迴時，務必清點並請圖書股長及導師於圖書清冊上簽章，若有遺失或

嚴重損壞，亦請於備註欄上註明，並依圖書資料賠償辦法處理。  

6. 每次段考完，請依指定時段，送回圖書館，與其他班級再交換。  

7. 學期末，圖書箱於清點後，統一交回學校圖書館。  

 

六、 獎勵：依據「班級巡迴圖書箱」辦理與閱讀情形，推薦優良班級事例，表揚與鼓勵。  

 

七、 經費來源： 

（一） 爭取上級機關、家長會或其他民間機構補助支應。  

（二） 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八、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並陳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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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辦法    

 

○○國中圖書館學生志工服務辦法 

一、目的：鼓勵學生以實際行動參與學校校內服務，培養服務他人的美德。並能落實圖

書館利用教育及協助圖書館相關活動，以提升圖書服務品質。  

二、招募對象、申請與審核方式  

對象：有高意願及配合度高之本校一、二年級學生/圖書股長為主。  

申請：每學期期初，由各班導師推薦三至五位學生。  

審核：申請者經圖書館審核通過後，由圖書館邀請加入志工行列，並參加志工知能

研習，通過後發給圖書志工服務證。  

三、服務內容  

方式：各年級每週一天。（一年級：週二；二年級：週四）  

時間： 

1. 上課日午休/課餘。  

項目： 

1. 協助書刊資料及書庫之排架、整架、清點。  

2. 協助本館讀者書目檢索、提供簡易諮詢服務。  

3. 協助書架清潔及圖書館整潔維護。  

4. 協助流通櫃台借還書作業。  

5. 協助活動執行。  

四、義務  

1. 志工應熟悉本館各項規章，熱忱服務。  

2. 簽到值勤，無法出勤時須事先告知。  

3. 執勤時應穿本館準備的圖書志工背心或佩掛本館製發之志工服務證，並於服務

時間結束時繳回本館。  

4. 志工若違反前述義務，或有影響本館服務形象之行為，本館得終止其服務資格，

並收回服務證。  

五、獎勵  

1. 表現優異之學生志工，得以公告在本館相關網頁。  

2. 於每學期末，由本館提報學校給予敍獎以資鼓勵。  

六、本辦法經陳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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