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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大學圖書館利用教育是大學生學習如何使用圖書館資源的重要橋樑，故圖

書館應重視大學生對圖書館利用教育的態度。本研究先以紙本資源探討有

關圖書館利用教育的各種資訊，再利用網際網路上各大學圖書館所建置的

利用教育相關網頁，了解目前各大學圖書館推廣利用教育的概況。本研究

以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大學部學生為對象，透過問卷進行調查，藉以瞭解

研究對象對圖書館利用教育態度之現況，並探討不同背景的研究對象對圖

書館利用教育所持態度之差異及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 一、學生對於圖

書館利用教育課程極為肯定，有 90％以上的學生認同圖書館開設利用教育

課程是有所需要的。 二、在學生的學習成就、課程評估及課程規劃等方

面，學生的背景因素確實會影響其對於圖書館利用教育之態度。 三、學生

認為具備有利用圖書館資源的技巧是重要的，但多數學生因未收到相關訊

息，或因上課時間無法配合等因素，使圖書館在提昇學生對利用教育課程

的參與程度上，仍有發展的空間。  

摘

要

(英

) 

Library i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bridge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reach library 

resources. Therefore, libraries should take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library instruction into significant consideration. This research tried to see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the promotion for library instruction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through some 

of the related web pages constructed by these institute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College Liberal Art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s 

the target group,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for the sake of understanding the 

attitudes of today’s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 library instruction, and finding out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ous attitudes toward library education 

made by their various background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indicated as 

following: 1.Students are very positive to the value of the library instruction course. 

Over 90 % of the students agree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library to offer the library 

instruction course. 2.In terms of study achievement、course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students' backgrounds is indeed a significant issue which is influential to 

their attitude toward library instruction. 3.Students think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be 

skillful in utilizing library resources. However, most of them either did not rceive 

related messages, or blocked by the schedule issue, were thus unable to participate 



the classes. This leaves room for improvement for the library’s endeavor to 

promote their user educatio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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