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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圖書館網站建置作業需求日益增加，但目前國內以圖書館網站為主題進

行研究者，多以大學圖書館為主，且相關研究並不多，尤其在圖書館兒

童網站部分更是缺乏。圖書館不得不善用此一新世代媒體，在考量館內

及館外資源、讀者需求及圖書館經營目標後，建置優良的圖書館兒童網

站。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圖書館兒童網站與一般商業兒童網站在

服務內容建置上差異之處、圖書館如何發揮所長提供兒童、家長、教師

更好的網路服務內容、國內圖書館兒童網站在建置與管理上面臨的問題

以及一個優良的兒童網站所具備的條件有哪些等等，以作為圖書館未來

規劃兒童網站、提供更好的服務內容時之參考。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



網站資料內容分析為主，以訪談法為輔。研究結果發現，國內外圖書館

兒童網站部分，通常服務對象不限於兒童、在服務內容規劃上多以發揮

兒童圖書館的任務為目的、各網站對於網路資源的組織與整理方式不同

且對於網站內容資源品質的選擇標準不一；在國內外商業兒童網站方

面，網站服務對象不限兒童、多提供網路資源搜尋服務、網站內容規劃

多樣化、對於兒童網路安全議題重視程度不一；在台北市公私立兒童圖

書館方面，大部分圖書館尚未建置專屬兒童網站、兒童網站內容多以讀

者服務方面資訊為主、均未針對兒童網路資源加以整理運用。另針對台

北市公私立兒童圖書館館員訪談結果發現：母機構政策影響兒童網站之

建置、圖書館網站內容以圖書館的服務與館藏介紹為主、簡單網站資料

維護工作多由館員負責、兒童圖書館多無進行網路資源整理工作。 最後

提出以下建議： 1.確立圖書館網站的任務，發揮網站服務功能； 2.選擇

與整合網路資源，作為館藏與服務的資源； 3.成立專責單位統籌及規劃

圖書館網站相關事宜； 4.進行服務對象需求研究，建立圖書館網站特

色； 5.研擬圖書館網站政策以供遵循。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sought for this study, the domestic researches which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subject of library web sites, dealt predominantly with those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The total amount is by no means large, not to mention 

the tiny portion dealing specifically with web sites for children. On the other hand, 

libraries are bound to face the tides pushing toward the ingenious application of 

the new media to all services.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s both the library''s own 

collections and the resources from the outside world, with the objectives of library 

management as the goal, each library i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users by means of 

building a good kids’ web site. The amount of research outcomes vs. the 

demand of such information sources makes a good picture of quite a considerable 

room for the study on the library''s websites for children. This study is primarily 

set up to (1) look into how library kids’ web sites differ from those commercial 

ones in terms of content design (2) discuss how the libraries should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to provide children?parents?and teachers with the best 

contents for the web sites (3) investigate on such issues as the 

planning?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omestic library kids’ web 

sites(4) explore for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good kids’ web sites, in order to be 

of reference value to the libraries for their planning?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kids’ web sites in the days to come. The major research methods 

for this study are literature search and contents survey, both with analysis, of 

course; the supporting one is interview. As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it was 

observed that kids’ web sites, domestic and foreign included, do not confine 

their services to children; and that the content design leans obviously toward the 

promotion and extension of children’s library system. However, each web site 

differs from the others in the approaches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ing of the 

resources for the site, and has different standards, in terms of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for sele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ercial kids’ web sites also intend to serve not only children but also adults. 

Most of them provide their users with online information seeking services. The 



contents are multi-dimensional and in bigger variety. But each site reveals its own 

attitude toward the issue of security for internet services to children. Most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Taipei have not yet built web sites which are designated to 

children.Those which already built, are in fact used essentially for offer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libraries'' public services, not specifically for the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of online resources for children. Brief conclusions from 

interviewing children’s librarians of the public libraries in Taipei are as follows: 

1. Policies of the parental institute has dominant compact on the building of each 

library''s kids’ web ; 2. Most web sites of the libraries are so designed as be the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collection and services; 3. For the web site resources, basic 

maintenance responsibilities are assigned to the librarians; 4. Most of the 

children’s libraries do not work on the processing and organization of web site 

resources. Suggestions are to be made as the outcome of this study: ( I )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practice: it is essential and significant 1. to ensure the role 

posi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ibrary kids’ web sit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ake best use of them; 2. to work on library kids’ web site policy for the 

librarians to follow; 3. to integrate online resources and traditional library 

collection, build the kids’ web sites according to the essential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 4. to do further studies on relevant topics so as to find the 

most appropriate approaches to build the web site best fit each library''s user 

needs; 5. to have an independent unit, in each library system, formally designated 

to be in charge of library kids’ web site. (II)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1. 

User studies and community studies for kids’ web sites; 2. Use studies for 

kids’ web sites; 3. Studies on interface design and other format Issues for kids’ 

web sites; 4. Studies on other types of library with topics relevant? related?and/or 

similar to the above mentioned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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