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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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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需求取向的讀者服務規劃為主題，以高中圖書館、讀者服務規

劃、與使用者需求形成主要架構。其間所提及的各級學校圖書館支援教學

的任務與功能，不是和教師共同規劃與實施各種教學方案的參與性支援，

而是提供使用者（教與學雙方）所需服務的供應性支援。換個方向說，本

研究以高中圖書館的支援教學功能，作為圖書館讀者服務規劃中，探討使

用者需求時的一個立足點。過程中，以現在學校與社會積極推展的「生命

教育」為實例。一方面是因為舉實例有助於說明，另一方面是因為本研究

原本也有以單一學科或專門主題為取向的意思。 首先探討圖書館讀者服務

規劃的原理與通例，其次轉向高中圖書館宗旨定位與經營管理，及其讀者

服務部分，再以生命教育之內涵與發展的討論，加強圖書館員與使用者所

需資訊的學科背景知識。其後進而討論圖書館滿足使用者對生命教育課程

相關資訊需求之道，並整理出需求取向的高中圖書館讀者服務規劃時所依

據的基本原則與所需考量的因素，提供高中圖書館經營者規劃時的參考。 

至於圖書館讀者服務應如何幫助使用者滿足其資訊需求的問題，是從滿足

其「對資訊內容的需求」、「對資訊源的需求」、以及「對資訊獲取方式

和方法的需求」三方面舉例，說明圖書館應如何滿足使用者需求。此外，

本研究從學校創設及治校宗旨與發展取向、學校圖書館或教學資源中心的

角色定位、圖書館讀者服務的理念與努力目標、使用研究、使用者研究與

使用者社群研究、經費因素、人力資源、建築與設施及環境因素、館藏與

器材及設備、趨勢與潮流、相關法規、以及行政與管理因素等方面，提供

高中讀者服務規劃前置作業的參考資料。 本研究所引用與分析研討的基本

專業原理原則，依內容性質，可分五類：（一）高中圖書館及其館員的角

色功能，（二）高中圖書館讀者服務的角色功能，（三）高中圖書館讀者

服務館員的基本知能，（四）需求取向的讀者服務規劃之意義、功能、與

基本原理原則，（五）以生命教育為例之學科相關知識與讀者服務規劃。

研究過程固然是在探討高中圖書館讀者服務規劃，同時卻也兼顧高級中學

生命教育實施之道，以及高中圖書館在這方面應該發揮的功能。  

摘

要

(英

This research took for its subject the user-need approach to the planning of senior 

high school library public services, with the frame structure composed of the studi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library、public service planning、and the user needs.Teaching 



) support as school library''s role function was used not in terms of the partipation in 

and support of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various teaching projects or programs, but 

in terms of the provision and supply for the users (either those who need the service 

for teaching or those who need them for leranning). Or we can put it this way: this 

research took the senior high school library''s role function in teaching support for its 

standing point to work on the issues in user needs. In the progress, the new course for 

Life Education, which has been a big point for attention and target for promotion in 

schools and in society , was taken for the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relevant theoreries 

and principles. On one hand, taking a practical example is usually of big help to 

explanation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other, this research also leaned toward course-

oriened or subject-oriented approach. The study began with the theories and general 

principles for planning library public services, then turned to the positioning of goal 

and management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library as a whole, followed by the goal 

and management for the part of public service. After that, the discussions turned 

toward the contents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Education so as to enforce the librarians 

and the users with the relevant subject knowledge in need. To be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librarians in charge of public service planning, this thesis endeavored to find out 

the ways for libraries to satisfy their users with th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Life 

Education related courses, an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ith essential elements for 

considerations. In regard to the proper ways for the libraries to utilize their public 

services for satisfying their users'' needs and demands, examples were taken from 

three aspects: to satisfy the users'' needs and demands "for the contents of 

information"、" for the resources of information"、as well as "for the means and 

ways to get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endeavored to provide the libraries 

with refernce materials to be used in preparing for the task of planning their public 

services,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the goals & perspectives & envisions of the senior 

high school、the role position of school library or instruction resource center、the 

concepts & objectives of library public services、use study、user study & 

community study、budget、human resource、architecture & facilities & 

environmental elements、library cllections & utilities & equipments、trends & 

tides、related laws & regulations、as well a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ssues. 

The basic professional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cited、analysed、and discussed here 

in this research could be categoried in terms of contents: (1) role function of high 

school 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 (2) role func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library public 

services, (3) fundamen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public service 

librarians, (4) significance、function、and basic theories & priciples of the user-need 

approach to the planning of public services, (5) subject knowledge and the planning 

of public services as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Life Education. Through its progress, 

this research was obviously considered as being designated to the study in planning 

senior high school library public services, yet in fact the spot light also covered the 

ways for offering Life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as well as the functions 

which senior high school libraries should carry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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