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輔仁大學課程大綱天主教輔仁大學課程大綱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不得非法影印任何有版權的著作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不得非法影印任何有版權的著作
Please respec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use the materials legally.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兒童圖書館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曾淑賢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5 學期
Semester 2

教學目標
使學生能達成下列目標：
一、瞭解兒童圖書館與兒童服務之理論與實務
二、認識兒童文學之範疇與瞭解兒童讀物之類型
三、瞭解兒童之興趣與資訊需求
四、熟悉兒童圖書館與兒童服務專家、文獻與機構
五、瞭解我國兒童圖書館之現況與困境
六、認識國外著名兒童圖書館之經營方式
七、具備規劃兒童服務與兒童活動之能力
八、具備從事兒童圖書館服務工作之基本條件

教學內容
一、我國兒童圖書館事業簡史
二、兒童圖書館之類型與功能
三、兒童之身心發展與資訊需求
四、兒童圖書館館藏資料之選擇採訪
五、兒童讀物介紹
六、兒童圖書館之館舍空間規劃
七、館藏組織與閱讀氛圍營造
八、兒童圖書館之館員特質與專業條件
九、兒童圖書館之館藏發展
十、兒童圖書館之館藏資料分類、編目與排架
十一、兒童圖書館之閱覽服務
十二、兒童圖書館之推廣服務與活動策劃
十三、兒童圖書館之利用教育
十四、兒童圖書館之公共關係、行銷策略與社會資源運用
十五、兒童圖書館之標準與評鑑
十六、兒童之資訊素養與資訊檢索行為
十七、國內外公私立兒童圖書館介紹

指定教科書或教材
曾淑賢。兒童圖書館的經營管理與讀者服務。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民94年。
蘇國榮。國民小學圖書館規劃與設計。臺北：臺灣學生，2005年。
曾淑賢。公共圖書館在終身學習社會中的經營策略與服務效能。臺北：孫運璿學術基金會，民91年。
曾淑賢。兒童資訊需求、資訊素養及資訊尋求行為。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民90年。
鄭雪玫。兒童圖書館理論╱實務。台北：台灣學生，民72。
鄭雪玫。資訊時代的兒童圖書館。台北：台灣學生，民76。
鄭雪玫。台灣地區的兒童圖書館。台北：漢美，民82年。

課程要求與評量
一、個人作業﹝占學期成績之百分之三十﹞
  二、分組報告﹝占學期成績之百分之二十﹞
  三、期末考試﹝占學期成績之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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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兒童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系統功能及介面設計之研究」。博士論文，民90年1月。
曾淑賢。兒童資訊需求、資訊素養及資訊尋求行為。臺北：文華圖書館管理，民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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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雪玫。台灣地區的兒童圖書館。台北: 漢美，民82年。
王振鵠。兒童圖書館。台北：台灣學生，民67年。
林美和。小學圖書館的管理和利用。台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民70年
林文寶主編。臺灣(1945-1889)兒童文學100。台北: 文建會，2000年。
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科學展示中心編。世界兒童精華網站。台北：編者，民86年。
蘇國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之經營。台北：台灣學生，民78年。
劉貞孜。小學圖書館。台北：台灣學生，民83年。
蘇國榮。國民中小學圖書館利用教育。台北：台灣學生，民86年。
圖書館之旅  第一輯。台北市雙園國小、逸仙國小合編。台北：編者，民81年。
圖書館之旅  第二輯。台北市雙園國小、逸仙國小合編。台北：編者，民81年。
國民小學圖書館之利用--有效教育，最好的資源。國民小學圖書館輔導小組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民80年。
圖書館之旅 82年度。台北市立圖書館，民81年。
林  勇。兒童圖書館家具及設備之研究。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協會，民79年。
義務林老師說故事使用手冊。台北市立圖書館編印，民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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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林老師說故事工作手冊。台北市立圖書館編印，民83年。
台北市立圖書館推廣活動彙編。台北市立圖書館編印，民88年。
我的蟲書學習手冊(國小1至3年級)。台北市立圖書館編印，民88年。
我的蟲書學習手冊(國小4至6年級)。台北市立圖書館編印，民88年。
我的蟲書操作手冊。台北市立圖書館編印，民88年。
王淑芬。不一樣的教室：如何推展班級讀書會。台北：天衛文化，民88年。
孩子一生的閱讀計畫。台北：天衛文化，民82年。
沈惠芳編著，賴馬譯。來玩閱讀的遊戲。台北：螢火蟲，民88年。
李坤珊。小小愛書人：0~3歲嬰幼兒的閱讀世界。台北：信誼，2001年。
連翠茉編輯。歡喜閱讀：親子共讀專刊。台北：遠流，2001年。
許慧貞。上閱讀課囉！台北：天衛文化，2000年。
松居直著，劉滌昭譯。幸福的種子—親子共讀圖畫書。台北：台灣英文雜誌社，民84年。
桂文亞主編。為孩子讀書的人。台北：民生報，2000年。
葛  琳。 兒童文學創作與欣賞。 台北：編者，民75年。
葉詠琍。 兒童文學。 台北：東大，民75年。
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台北：天衛文化，2000年。
鄭明進。 世界傑出插畫家。 台北：雄獅，民80年。
台北市立圖書館採編組。兒童好書書目。台北: 台北市立圖書館，民82年。
信誼兒童文學委員會。 幼兒的110本好書。台北: 信誼基金會。民82年。
二OO五年兒童讀物、少年讀物好書指南。台北: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 民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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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ood, N.J. : Ablex Pub., c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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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雪娥。「兒童圖書館利用教育」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4卷4期(民86年6月)：頁7-13。
曾淑賢。「如何為兒童選擇讀物」。中時報系社刊  86-88期（80年12月16日至81年1月16日）。
曾淑賢。「兒童閱讀指導之輔助工具--兒童讀物檢索系統選介」。 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10卷2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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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7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