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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教育界不斷提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師們在教學過程中運用資

訊科技的機會日益增多，對於資訊科技資源的需求與資訊尋求行為也隨

時擴充與改變。對教師而言，圖書館不僅在教師的教學歷程中，同時在

尋求資訊科技資源時，確實可以達到扮演教學支援的角色。本研究以立

意抽樣法，向台北縣縣立國民中學之教師進行問卷調查，藉以瞭解台北

縣縣立國民中學教師對資訊科技資源的資訊需求、資訊尋求行為，與教

師使用圖書館資源之情形。 本研究結果顯示現今多數國中教師樂於實施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在教師尋求資訊科技資源的過程中，面對的問題包

括資訊檢索技巧以及硬體軟體方面的障礙。教師無論尋求資訊科技資



源，或是遇到困難時，最常請求協助的管道為網際網路與校內同事。教

師表示學校圖書館的館藏資源豐富性及新穎性仍有待加強。但對圖書館

扮演之支援教學與學生學習之角色皆持正面態度。 建議學校或圖書館，

除了應注重資訊科技設備的購置，亦可多舉辦資訊科技相關之研習或圖

書館利用教育，讓教師可依各學科領域之教學需求，選擇性參加合適的

研習，學習專業與資訊素養之相關知識，以提昇自己的專業成長。  

摘要

(英) 

Integrating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has been promoted in educa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 With more and more teachers adopting technology into their teaching 

practice, teachers’ information needs and their seeking behavior for information 

and teaching resources are expanded drastically. To meet teachers’ needs, 

librari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In this 

study, an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to assess teachers’ information needs 

and their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In the study, a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and distributed. Data were gathered among secondary-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most 

of the teachers are willing to integrate technology into instruction. However, a 

lack of skills in searching information and problems wi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are their major barriers for implementation. Teachers have difficulties getting 

technical support. Besides the Internet resources, most of teachers obtain teaching 

resources from their colleagues in the same school. Obsolete and insufficient 

collection in secondary school library was expressed by most teachers. However, 

teachers reacted positively toward the role that a school library could play in order 

to assist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is 

suggested that schools need to plan on technology integration from both 

technological and pedagogical aspects. Mor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to curriculum is needed. Opportunities of 

appropriate training workshops in teachers’ subject domain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kills are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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