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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案
服務單位：文化、淡水、竹圍國小
指導教授：宋雪芳、林素甘
組員：
姓名
系級
楊興鋐
資圖三 A
蔡依庭
資圖三 A
廖偉傑
張媛茹
吳芳姿

實習組別：第七組
實習助教：王薇涵
學號
403000358
403000630

資圖三 A
資圖三 A
資圖三 B

403000838
403000853
403000804

組長

40 分鐘

教案名稱

認識圖書館

活動時間

活動對象

文化、淡水、竹圍
國小中低年級生

活動人數

單元目標

職稱

30-40 人

藉由此教案介紹圖書館內的資源及設施、提供的服務與使用
規則，讓學員對圖書館有初步的認識，進而引發想到圖書館
使用服務的興趣。

活動原則

1.
2.
3.
4.

投影片上圖片多於文字
以投影片教學為主，其他教材為輔
請組員輪流掌控時間，並提醒其他組員剩餘時間，避免
影響後面活動的時間
教學進度：介紹圖書館資源、設施、圖書館使用規則
準備教具、自我介紹、課堂規則說明
(廖偉傑，3分鐘)

小短劇1、投影片及教材教學

(楊興鋐、張媛茹、廖偉傑，20分鐘)
活動架構圖
小短劇2、分組遊戲時間、小短劇3
(吳芳姿、張媛茹，13分鐘)

團體大合照
(全體，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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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活動目標

課堂規則及自我介紹
1. 藉由課堂規則說明讓小朋友清楚了解並遵守規則。
2. 組員上台自我介紹，讓小朋友對組員有初步的認識。

活動時間 約 3 分鐘
1. 組員名牌*5 約 50 元
準備事項 2. 大字報*1 約 15 元
3. 大章魚*1
0 分鐘 一、 準備活動
1. 將寫有課程規則的大字報貼在黑板上。
2. 組員戴上有角色名稱的名牌。
3 分鐘 二、 發展活動
1. 組員開始自我介紹
廖偉傑：大家早安~我們來自淡江大學資圖系，今天的這堂
課要帶大家認識圖書館，我是尼莫。
楊興鋐：我是旁白。
活
蔡依庭：我是多莉。
動
張媛茹：我是馬林。
程
吳芳姿：我是雷老師。
序

2. 說明課堂規則：
 希望小朋友們能保持安靜，專心上課。
 舉手發言。
 與小朋友的小默契：當小朋友討論得太熱烈的時候，
組員們會做把食指放在嘴巴上的動作，並說口號：
「噓！大章魚要出現囉」
，這時候小朋友應停止說話及
其他動作，希望藉此小朋友能將注意力拉回正在進行
的活動上。
<本單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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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認識圖書館(課程教學)

活動目標 藉由投影片教導小朋友認識圖書館。
活動時間 20 分鐘
1. 背景圖片*3 約 100 元
準備事項 2. 電腦及投影機各一台
3. 貼紙*20*6 大約 40 元
1 分鐘 一、 準備活動
組員各自準備課程中分配到的工作：
芳姿、媛茹：發貼紙
興鋐、偉傑：拍照
活
依庭：控制投影片
動
19 分鐘 二、 發展活動
程
使用投影片教導小朋友認識圖書館(教學內容於附件二)，在課
序
程中也會利用投影片上的圖片來問小朋友們問題，增加與小
朋友互動的機會，會給主動回答問題的小朋友一張貼紙，作
為遊戲加分用(一張貼紙加一分)。
<本單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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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你猜我猜(小遊戲)

活動目標 小遊戲讓小朋友加深對於課程內容的印象。
活動時間 約 13 分鐘
電腦及投影機各一台
準備事項 空白紙*10*6
小禮物(Corner bookmark，如附件一)*40 約 40 元，六次共 240 元
2 分鐘 一、 準備活動
說明遊戲規則(題目見附件三)


遊戲名稱：你猜我猜



遊戲目的：透過遊戲的形式，將課堂所學到的知識再
次複習，讓同學們對這堂課的印象更加深入。
大綱：邀請同學一同回答課程相關問題。
遊戲內容：依據剩下的時間決定遊戲進行的回合數，
全班分成四到五人一組(我們會依現場座位事先幫他




們分好組)，請每組自行準備一張紙(有一面空白即
可)，準備好之後我們會在投影片上公布這一回合的題
目，原則上一回合討論的時間有一分鐘，每一組把討
論後的答案寫在紙上(我們會下去看看答題的情況，有

活

需要時協助答題)，過程中可以討論，但音量不要太
大，一分鐘之後公布答案並在黑板上記下每一組的得
分情況(請組員在台下檢查各組的答案是否正確)，一
題兩分，遊戲最後全對的組別或是加分之後滿分的同
學會有小禮物獎勵(一張貼紙加一分)。遊戲最後不會
有輸贏之分，目的只是為了讓所有小朋友都能複習課
程內容，而不是讓小朋友相互比較。
*整個遊戲只會使用一張紙喔！會事先準備的白紙給
他們

動
程
序

11 分鐘 二、 發展活動
開始遊戲。
2 分鐘 三、 綜合活動
頒發禮物給遊戲滿分的組別，並說明使用方法。
<本單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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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團體合照

活動目標 集合所有組員與小朋友拍一張大合照作為紀念
活動時間 約 4 分鐘
準備事項 相機或手機一台
活
動
程
序

3 分鐘 一、 準備活動
請同學們集合於講台上，過程中注意秩序問題。
1 分鐘 二、 發展活動
如果班級導師在場，請老師幫我們拍團體照；若沒有老師在
場，請組員輪流幫忙拍團體照。
<本單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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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小禮物

▲ 圖一 Corner bookmark
(圖一、圖二來源：

▲ 圖二 Corner bookmark

http://michellepepper.blogspot.tw/2014/09/corner-bookmarks-punch-art.html )
附件二：教學內容
介紹學校圖書館位置
介紹學校附近圖書館位置&該圖書館特色：
 淡水圖書館：在圖書館五樓有典藏淡水各類圖書、參考用書及文史展示，充
實民眾豐富知識並提供在地文化資源。四樓有圖書室、兒童閱覽區。3 樓有
自修室、期刊報紙區、資料檢索區。一、二樓是演藝廳，每周末會安排舞蹈、



戲劇、音樂等多元表演活動，提供在地藝文表演團體、學校一個有品質的表
演空間。地下室一樓則是藝文中心，致力於藝術推廣，為淡水地區藝術家、
學校美術班創作的展示平臺。
竹圍圖書館：4 樓設有兒童室，裡面有兒童圖書區與玩具區，館內玩具約 250
件，提供小朋友於館內使用。5 樓有圖書室、期刊報紙區、資訊檢索區，設
有館藏查詢電腦 1 台、資訊檢索電腦 1 台供民眾使用。6 樓則有自修室。

一、圖書館設施
1. 借還書櫃台
借書和還書的地方，會有圖書館員替我們處理借書和還書，並且借書時一定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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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攜帶借書證。
2. 還書箱
會設置在圖書館外面，還書時如果遇上圖書館閉館時間，可以直接把書投進
還書箱裡，圖書館人員每天會去收還書箱裡的書。
3. 自助借還書機
讀者可自行辦理借閱程序，並可利用自助借書機查詢個人借閱紀錄，節省排
隊等候時間，快速簡便。
4. 期刊報紙區
會擺放雜誌和報紙，通常旁邊會設一些座位讓讀者方便閱讀。
5. 資訊檢索區
需先攜帶借閱證至指定櫃檯進行登記才能使用，每人每次登記使用以一小時
為限，禁止玩遊戲，可以用來找資料、做作業、查詢圖書館館藏。
6. 視聽區
視聽座位及視聽小間僅可觀看館內公播版視聽資料，不提供其他用途使用（如
自修）。
7. 兒童閱覽區
典藏兒童圖書，通常是木質地板，並且入內需脫鞋，以供親子同來席地共讀。
8. 自修室
設置許多桌椅以提供民眾自我學習的空間。
二、圖書館使用規則
1. 圖書館三不：不可以喝飲料、不可以吃東西、不可以嚼口香糖
2. 圖書館內不能奔跑嬉戲
3. 在圖書館講話要輕聲細語
4. 將行動電話及電腦等設備設定為靜音或震動
5. 跟圖書館申請之後才可以攝影
6. 寵物及危險物品不得帶入館內
7. 不能在書上塗鴉
8. 不能毀壞圖書
9. 看完書請放回原來的位置或放在書車上
10.沒有到櫃台借閱的書不能帶出圖書館
11.離開座位請把椅子歸位
12.借書與還書時請排隊
13.借閱的書要準時還給圖書館(會提到續借方式：進入新北市圖書館首頁登入後
並點選【讀者服務＞讀者帳戶＞我的帳戶＞預約/借閱記錄查詢】
，在【已借閱冊
數】頁面中勾選要續借的書籍，點擊【續借】，即可完成續借動作，每本書只能
續借一次，多借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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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1. 新北市圖書館-淡水分館。檢自：
http://www.library.ntpc.gov.tw/htmlcnt/toquerylist/ad6b755347d84272b130cfc92e
6acf4d
2. 新北市圖書館-淡水竹圍分館。檢自：
http://www.library.ntpc.gov.tw/htmlcnt/toquerylist/ad6b755347d84272b130cfc92e
6acf4d
3. 新北市立圖書館還書箱使用注意事項。檢自：
http://www.library.ntpc.gov.tw/MainPortal/htmlcnt/5e5582ce01af4749b1abc5059
709746f
4.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自助借還書。檢自：
http://www.nlpi.edu.tw/ReaderService/LoanService/selfloan.htm
5. 新北市立圖書館資訊檢索使用注意事項。檢自：
http://www.library.ntpc.gov.tw/htmlcnt/9059331d2a0444fcae82a5cde4b65c85
6. 新北市立圖書館視聽座位及多功能空間使用管理要點。檢自：
http://www.library.ntpc.gov.tw/htmlcnt/f6c427ecfd134215a69831d6f70a3deb
7. 新北市立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則(民 104 年 7 月 14 日)。
8. 臺北市立圖書館閱覽規定(民 98 年 2 月 16 日)。
9. 國家圖書館閱覽服務規定(民 104 年 9 月 17 日)。
附件三：小遊戲題目
1. 淡水有哪間圖書館呢？
A. 淡水圖書館
B. 水碓圖書館
C. 竹圍圖書館
D. 以上皆是
答案：D. 以上皆是
2.

竹圍圖書館在哪一個節日會開放呢？
A. 國慶日
B. 聖誕節
C. 中秋節
答案：B. 聖誕節

3.

到竹圍圖書館需要攜帶甚麼東西才能借書呢？
A. 學生證
B. 身分證
C.

借閱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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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借閱證
4.

我們可以在圖書館做甚麼事呢？
A. 喝飲料
B. 吃口香糖
C. 看影片
D. 玩捉迷藏
答案：C. 看影片(視聽區)

5.

圖書館哪一區可以利用電腦查詢想要找的書籍呢？
A. 視聽區
B. 資訊檢索區
C. 電腦區
答案：B. 資訊檢索區

6.

我可以用螢光筆在書上畫重點。
答案：不可以

7.

新北市圖書館續借書籍一次可以多借幾天呢？
A. 一個月
B. 十天
C. 一個星期
答案：A. 一個月

8.

竹圍圖書館的營業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A. 每天 8:30- 21:00
B. 星期一至五 8:30-21:00，星期六、日 8:30-17:00
C. 星期二至六 8:30-21:00，星期日、一 8:30-17:00
答案：C. 星期二至六 8:30-21:00，星期日、一 8: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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