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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從教學設計
談起？



原因有二
與教學最近的距離 數位化學習浪潮



館員在"類"教學現場的情況是...

學者Rothwell(2018)彙整了多位學者對於館員面臨教學設計技能、問題與流程中的
擔憂與困惑，包括dynamic evolution of library services, appropriate 
pedagogical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 how to design instruction, identifying and 
meeting user needs, improving teaching and technology skills, requirements 
for online and blended instruction,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i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supporting data -intensive research and incorporating active 
learning.（Bertot, Sarin, & Jaeger, 2016; Booth, 2010; Boyer, 2015; Brecher & Klipfel, 2014; 
Hovious, 2016; Jaguszewski & Williams, 2013; Lorenzen, 2012）。

教學設計可以在解決這些問題中發揮作用，但館員需要提高這方面的技能。

來源：Rothwell, Susan. (2018). Librarians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Challenges: Concepts, Examples, and a Flexible Design Framework.
10.4018/978 -1-5225-2802-9.ch002. 



教學設計在數位
時代有多重要？



依據2017年統計，WC有
超過18,000名學生(目前已
超過20,000人)；
因WC設置的523個職位中
，課程設計人員逾140人，
占總數1/4以上。

資料來源：World Campus簡報



教學設計在做甚麼？
--從2則徵人啟事來看



Instructional Designer



教學設計需具備的能力
課程發展

平台工具

推廣行銷

協同合作ID



然館員面對教學
設計的挑戰是...



檢視學者(Rothwell)提出的典型挑戰內容

● 在目標讀者群方面
● 在任務執行時間方面
● 在教學設計模式方面

○ 學習目標發展模式(bloom's taxonomy)
○ 建構主義模式：需要時間
○ 主動學習模式：需要建立信任關係
○ 及時的訓練需求(也可說是即時的參考諮詢)：有程度深淺的差異

來源：Rothwell, Susan. (2018). Librarians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Challenges: Concepts, Examples, and a Flexible Design Framework.
10.4018/978 -1-5225-2802-9.ch002. 



解方：ADDIE 模式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以學者Davis的定義為例
Analysis ：確定教學問題和學習者特徵；如何定義教學目標和學習目標？

Design：確定教學策略概要、決定學習活動和評估方法

Deve lopm ent：建立學習內容、學習任務和評估。選用一些方法或技術來增強學習
體驗。建立故事線、公版教學模組等。

Im plem enta tion：講者培訓以及課程實施。

Evalua tion：教學活動中的形成性評估、活動後的總結性評估

來源：Rothwe ll, Susan . (2018). Librarians and  Instructiona l Design  Challenges: Concep ts, Exam ples, and  a  Flexib le  Design  Fram ework.
10.4018/978-1-5225-2802-9.ch002. 



臺師大新生推廣活動的實踐-1
評估(Evaluation)

短期的講習活動多以過程中的形成
性評估為主，確保資訊有傳達。

以kirkpatrick四層次評鑑模式來看
，頂多至第二層次(滿意度)，但我
們更關心的是後續對於同學的學習

是否有產生正面影響

實施(Implementation)
1st彩排演練、現場應變輔助

2nd依授課教師時間規劃(在館
內或教室實施)，團隊協力支援

發展(Development)
1st 劇本開發、演練、有獎徵答
2nd 公版簡報製作、單元簡報、評量
設計 (再依授課老師需要調整)
實境解謎、闖關集點等沉浸式學習
主題書展

分析(Analysis)
大一新生
--伯樂大學堂(新生營)(10min)
--大學入門課程(20min-2hr)
與學務、教務密切配合

設計(Design)
兩階段執行，1st(新生營)由推
廣組與營隊成員合作，2nd(大
學入門)學科館員支援開課教師
角色說故事、講述、體驗活動
形成性評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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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新生推廣活動的實踐-2
營隊學員
100%會進
入圖書館或
參加圖書館
導覽單元

目前每年大學入門課程開課逾30門
(111學年度開設33門課)

每年有約70%的開課老師與圖書館
合作，逾1,000名學生更深入認識
圖書館資源與服務

圖書館設計實境遊戲體驗、書展
活動增進同學學習樂趣
搭配班級競賽，增進同學向心力

https://youtu.be/LoN_5E3ZP0c?t=272
https://youtu.be/LoN_5E3ZP0c?t=272


圖書館支援大學入門課程
約70%課程，隨著開課規
模愈趨穩定，館方配合模
式(含教材、評量與整體活
動規劃)亦趨成熟。



Another Case–For MA/PHD Students
教師課堂講習申請

資源講習一般申請
件以研究所開設研
究方法類課程為大
宗，申請教師多半
希望讓研究生了解
本校資源檢索與利
用。

論文寫作工作坊

每年分春、秋二季
辦理，秋季為多數
新生入學以初階課
程為主，春季則安
排進階課程。

論文原創性比對

圖書館為本校論文
原創性比對系統管
理單位，除教師與
研究/出版單位帳號
管理核發，並需協
助全校各系所同學
使用問題之排除與
利用指導。

論文上傳典藏

學位論文通過後需
上傳電子檔以完成
離校手續，圖書館
針對論文格式進行
審核，確認同學授
權意願，並統一送
繳國圖。



一般講習以實體上課為主，
2021年受到疫情影響，改遠
距上課，場次大幅減少。



2020-2021因疫情改[實體+線上]講座並行，辦理場次倍數增加，並
多獲教師授權錄影，供同學回放觀看。



1. 2021有三場次活動為非同步課程，故無實到人數統計。
2. 自2020年增加線上講座活動後，整體報名與實到人數均增加數倍，本

(2022)年度春季工作坊報名人數已超越2021年的八成。
3. 2020年起請參與同學回覆問卷，分別收到496份(2020)、385份(2021)及

402份(2022)回饋意見，對後續活動辦理甚有助益。



研究生利用講習的實踐與思考
評估(Evaluation)

來自授課教師/參與同學
滿意度與問卷(有獎填答率較高)

實施(Implementation)

線上/實體大不同：
參與規模、課堂互動、技術問

題與應變 發展(Development)
-班級講習(與授課教師互動搭配)
-講座-主題、師資(校內、出書)
主題模組化/共同備課
有獎(作者簽名書)徵答

分析(Analysis)
新進研究生/年輕學者
需求與工具的差異(大眾/小眾)
定位與藍圖
有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

設計(Design)
扣緊研究生的學習歷程
線上/實體的選擇或者說配套
方式(從混成教學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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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Basics:
Improve Instructional Design Skill



要當好老師，先當好學生--館員英語素養工作坊

時間/形式/師
資/經費/分工



善用外部資源
鼓勵學科館員參與
--簽請校內學習時數認證
--列入圖書館年報記載
--年終業務檢討會議表揚

非同步線上學習體驗
觀摩教學設計
[為圖書館微課程鋪路]



結論
小磚的心得

以使用者需求為本

多用教學設計的視角

與夥伴多交流、分享與學習

廣結善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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