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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茲: 網際網路將改變整個教育環境

在西元二○○五年，
電腦網際網路的運用，將
大幅改變整個教育學習環
境，屆時，學生可隨手帶
著電子書（E-book）到處
跑，想要什麼資訊，只要
上網一抓就有 學生不一上網一抓就有；學生不一
定就得坐在個人電腦螢幕
前，更不必要待在學校的前，更不必要待在學校的
教室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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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年時比爾蓋茲說：2000年時比爾蓋茲說：

電腦與其週邊設備悉數進入每個人的家庭與生活電腦與其週邊設備悉數進入每個人的家庭與生活
之中，從現下開始的社會型態是一個「I」世代
（i t lli ）（intelligence ）。

學生不必待坐在大電腦螢幕前，只要隨手拿著E-
book，就可上網找尋自己想要的資訊，

學校教室就非唯一的受教與求知的環境 ，學校教室就非唯一的受教與求知的環境

進入第三階段的電腦網際網路數位化時代後，e
書還能做「超連結 ，所以，資訊取得不單容易、書還能做「超連結」，所以，資訊取得不單容易、
也快速、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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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 eBook?什麼是 eBook?
e書是你最喜愛的精裝書或平e書是你最喜愛的精裝書或平
裝書的電子版。

為什麼做成 書？為什麼做成e書？

1  旅遊時可隨身攜帶；1. 旅遊時可隨身攜帶；

2. 一次容量可帶20-30本；

3  簡單使用且多功能；3. 簡單使用且多功能；

4. 電子書比紙本書便宜；

5 不同版本交互運作，坐可讀，5.不同版本交互運作，坐可讀，
行可聽，走到哪閱聽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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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茲介紹平板型電腦蓋茲介紹平板型電腦
(Tablet PC)

將紙和筆的簡單性帶將紙和筆的簡單性帶
入電腦設計(bring the 
simplicity of pen andsimplicity of pen and 
paper to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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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你的讀者了解你的讀者

什麼樣的人在用？什麼樣的人在用？

用什麼？
“圖書館應該重新定位，
擘畫新的工作：例如，
digital scholarship(數位

用多少？

怎麼用？

digital scholarship(數位
著作權、數位典藏、開放
取用學術傳播等數位資訊
議題)，以及 open怎麼用？

新世代的習慣

議題) 以及 open 
source projects等”

Self-sufficiency

Seamlessness

“圖書館員無法改變使用
者行為，所以需要了解真
正的使用者.”Seamlessness

Abu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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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數位學術環境新的數位學術環境

研究人員以新的電子格式發表學術性的知識

影響所及，重新定義研究、閱讀、書寫及思考影響所及 重新定義研究 閱讀 書寫及思考
的模式

取用數字型(e g statistics)或文字型(e g official取用數字型(e.g., statistics)或文字型(e.g., official 
records)的資料庫

線上瀏覽、跳躍式閱讀、搜尋資訊等同時發生

閱讀各樣的文字內容

能夠與同道網上連線並討論研究能夠與同道網上連線並討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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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從螢幕閱讀直接從螢幕閱讀

JISC (Ni h l 2008 )JISC survey (Nicholas, 20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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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閱讀的年齡層分佈線上閱讀的年齡層分佈

2011/10/13 9

閱讀文本內容的類型閱讀文本內容的類型

JISCJ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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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ing 舉例Googling 舉例

查詢關鍵字或名字查詢關鍵字或名字

從Google所有的連結至相關的文本資料從Google所有的連結至相關的文本資料

在找資料的過程中，許多的資訊資源(例如，
作者的個人網站 機關或出版社網站)會被作者的個人網站、機關或出版社網站)會被
瀏覽作跳躍式的閱讀，甚至閱讀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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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Knowledge Project 
http://pkp.sf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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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Journal SystemsOpen Journal Systems 
(Screen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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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S Reader’s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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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oolsReading Tools

目的目的

介接讀者更方便的從介面處去利用資訊

提升整體閱讀環境t提升整體閱讀環境t

相同的模式 - Highwire Press, PubMed, etc.

它們提升critical engagement的方法

利用既有的線上資訊資源利用既有的線上資訊資源

提供銜接的功能讓讀者更方便利用這些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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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JS Reading Toolsg

PKP計畫， 按各學科使用資料習慣，開發
了19個R di T l 可由期刊主編選了19個Reading Tools ，可由期刊主編選
擇外掛入 the OJS 系統

每一篇文章旁的Readings Tools提供讀者每一篇文章旁的Readings Tools提供讀者
在閱讀的當下利用 ：

文章結構性工具(structural)文章結構性工具(structural)

Abstract, About the author …

外部資源查詢工具(external resources)外部資源查詢工具(external resources)

利用keyword搜尋學科相關的 open-
access databasesaccess databases

索引工具( index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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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ReadingActive Reading

閱讀伴隨著批判性思考和學習閱讀伴隨著批判性思考和學習

不只是讀而已，還有劃線、螢光筆彩塗不只是讀而已 還有劃線 螢光筆彩塗
重點、用文字摘記重點

找尋相關資訊 (例如 li )找尋相關資訊 (例如，googling)

在不同文本之間移動

還包括與其他使用者在網上的互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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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EngagementCritical Engagement

認知顯示資訊中的細微之處，並且可以標誌出認知顯示資訊中的細微之處，並且可以標誌出
來關於瞭解和理解的各種觀點的能力

辨識對立觀點和立場之重要區別的能力 以及辨識對立觀點和立場之重要區別的能力，以及
檢視和解釋證據、因果關係等等的能力

本文中，Critical engagement指的是從所遇到的
資訊以及後續分析和使用該資訊的互為因果的
能力

此外，因進行“Active Reading”而對資訊利用此外，因進行 Active Reading 而對資訊利用
上產生的批評、解釋、和創見等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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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while Annotating
(in the print world)

(Marshal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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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urnal Sites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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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urnal Sites Reviewed



Plug-ins to Open Journal System

Reading Tools with Annotating/Linking ToolsReading Tools with Annotating/Link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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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FrameworkReview Framework
Serve OJS purpose

Server-based

Academic reading

Features and functions (tentative)
Basic functionsBasic functions

• Highlight, write notes, and create links

Organization and editingg g

Search and view

Workspace and re-arrange notesp g

Private and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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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Reading Tools Prototypeg 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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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 Reading ith WritingIntegrate Reading with Writing
ReadingReading

Engage readers in thinking, making mental connection, linking 
ideas together meaningfully, and expressing themselves clearly

Active Reading

Annotation: Integr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Annotation: Integr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 part of active reading

Common activity in the printed environment

Annotating electronic document requires resources and additional 
skill

N d t b ti l f dNeeds to be article fo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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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Annotations OnlineSharing Annotations Online

藉由系統功能設定角色 我 你 他們等 因為可以設定藉由系統功能設定角色(我、你、他們等)，因為可以設定
想分享的對象，進而影響了註記的過程

開始作註記的時候，通常是個人的閱讀和解釋的紀錄；

因為網路的發展，特別是在小組或社群團體成員之間，
為了改進在共同合作時分享工作和意見，而被用來作為
發送和分享ideas的工具

分享註記給別人，會考慮到是否文字解釋合宜、內容對
讀者有幫助、註記得到別人的回應、分享有利於工作的
進展 或對象可以辨識或指定進展、或對象可以辨識或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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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 Online：
Reader-Author Relationship
閱讀的時間多於寫 寫也多半在作註記閱讀的時間多於寫，寫也多半在作註記

以reader的觀點--Usefulness
利用註記來分解文章有助於瞭解

隨著閱讀的深入瞭解而改寫註記，讓文字更清楚清

利用熟悉的 patterns註記，更有效的吸取文章重點

以寫註記者的觀點--Ease of Use以寫註記者的觀點 Ease of Use
方便的工具邊看邊寫，盡量不打斷閱讀的思路

方便融合自己的文字及改寫方便融合自己的文字及改寫

匯出註記至workspace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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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ing RemarksClosing Remarks

User studies in online annotation for 
supporting online reading and writing needs

Development of new and creative annotation 
toolstools

New ways to respond to materials, respond 
to read and respond to ha e their readingsto read, and respond to have their readings 
shaped by the thoughts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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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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