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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公共圖書館面對網際網路以及兒童上網趨勢所帶來的影響，早已嘗試結合網路與電腦來建置

兒童專屬的網站以提供新的兒童服務。然而，為求了解網站使用成效與提升網站之品質，公共圖

書館有必要針對兒童網站進行評鑑作業。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三：其一乃探討家長對公共圖書館

中文版兒童網站評鑑指標規範之觀點，以及家長對網站功能與服務項目之建議；其二則調查分析

國內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以了解現行網站之數量並針對服務內容進行比較。最後，提出

相關建議供國內公共圖書館日後規劃、設計與維護網站時之參考。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children’s use of the network, 
public libraries have already attempted to establish children websites to offer new 

services.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for public libraries to assess websites for 

children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by children. There are two 

objectives for this study: 1) gathering website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in different fields, discussing comments of parents on importance of 

website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collecting their suggestions on the functions and 

service contents of websites for children; 2) conducting survey on domestic public 

libraries’ websites in Chinese for children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current 
websites wit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n their services. At the end,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as reference for domestic public libraries in future website planning, design 

and maintenance. 

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評鑑之研究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Chinese Children’s 

Website of Public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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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數位時代的今天，資訊科技快速發

展使得資訊獲取之途徑更為廣泛，電腦

和網際網路的發展大幅地改變了 E 世

代兒童生活的環境，使得兒童不論是在

學習、或者是溝通上都產生了很大的變

革（註 1）。根據西元 2005 年我國交通

部統計處針對臺灣地區民眾使用網際網

路狀況所進行的調查研究中指出，兒童

到青少年時期使用網路之人數比例已有

逐漸增加之趨勢（註 2）。 
面對網際網路以及兒童上網趨勢所

帶來的影響，國外眾多公共圖書館已開

始嘗試結合網路與電腦來建置兒童專屬

的網站以提供新的兒童服務。例如：美

國俄亥俄州公共圖書館資訊系統（Ohio 
Public Library Information Network），為

了協助兒童有效利用公共圖書館的資

源，將兒童讀者依年齡分為 3 個層級，

分別建置專屬的網頁來提供合適的網路

資源及資訊服務（註 3）；加拿大柏林

敦（Burlington）公共圖書館於其兒童

網站中，也提供各種網站檢索工具、網

路資源以及好書推薦、小遊戲等相關資

源給兒童使用（註 4）。而在國內部

份，公共圖書館兒童網站的建置雖然起

步時間較晚且數量不多，然而各公共圖

書館也逐漸意識到建置兒童網站之重要

性，紛紛規劃兒童網站來提供兒童使

用。 
台北市立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以及國立台

中圖書館等都針對兒童建置了專屬的中

文版兒童網頁，提供兒童了解圖書館之

各項新訊息、webpac 查詢、參考服

務，以及電子資源或網站資源等。兒童

網站之建置已經是公共圖書館在資訊時

代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職責。 
由於網頁設計趨向於簡易性，造成

網路資源品質良莠不齊的現象，對於使

用者而言，面對網路資源的多樣化與複

雜化，常不知道如何來選擇資源，更無

從判斷網站資訊之正確性（註 5）。尤

其兒童受限於心智發展之成熟度以及經

驗之不足，不具備有效選擇網站或網路

資源之能力，因此，網站品質之優劣與

否對於兒童之影響十分深遠。為求了解

網站使用成效與提升網站之品質，公共

圖書館有必要針對兒童網站進行評鑑作

業。 
國外研究者針對兒童網站、兒童網

路資源早已建置許多網站評鑑指標提供

圖書館員、中小學教師與兒童做為選

擇、評鑑網站優劣時之參考，反觀國內

網站評鑑相關研究大多以公共圖書館和

大學圖書館成人版網站為主，以公共圖

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為研究對象者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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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缺乏。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

三：其一乃探討家長對公共圖書館中文

版兒童網站評鑑指標規範之觀點，以及

家長對網站功能與服務項目之建議；其

二則調查分析國內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

童網站，以了解現行網站之數量並針對

服務內容進行比較；最後，提出相關建

議供國內公共圖書館日後規劃、設計與

維護網站時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兒童版網站建置與規劃之研究 
兒童網站介面設計之準則 

兒童由於心智和思考能力部分尚未

成熟，太過複雜的網路介面會影響兒童

使用網站之成效，因此，公共圖書館在

規劃兒童網站時，使用者介面是不可忽

略的網站設計項目。兒童心理學中的信

息處理理論研究指出：圖式和腳本是兒

童首先使用的認知單元，兒童會特別期

待去認識、注意與圖示一致的東西（註

6）。相關的研究中也指出：兒童在資訊

網路使用過程中，比較偏好精簡的文字

內容、喜歡網路上的動畫與互動性，並

且對於網路上較長的下載時間會覺得沒

有耐心（註 7）。 
楊文祝、廖遠光曾針對國小網站建

置之重要因素進行研究，認為國小網站

的使用社群為小學生，因此，在網站使

用上需注意互動性與分類架構的明確

性，以及資訊檢索的方便性；在版面上

的顏色、字體大小與配置方式要清晰簡

明，讓使用者有舒適的瀏覽環境；網站

管理規範可讓網站使用者之間營造良好

的互動環境。該研究指出，使用者對於

國小校園網站之建置需求，前五項分別

依序為：(1)網頁中標示網站的名稱、

(2)資料分類不會太複雜；(3)各網頁提

供回首頁或回上一層的連結；(4)適當

的字體大小及行與行間的距離；(5)標
示網站服務信箱（註 8）。張瀚文曾經

建議在為小學生設計學校網路與資訊系

統時，應該要掌握幾點原則，包含：

(1)簡單的語言或文字表達；(2)使用圖

型化的介面設計；(3)介面色彩要豐

富，畫面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表達；(4)
提供適當的輔助功能等（註 9）。 

除了上述多位學者所提及的網站設

計原則之外，國內也有針對兒童使用的

線上公用目錄介面進行分析研究，其研

究結論也可以做為網站介面設計之參考

依據。張玉芳曾針對兒童線上公用目錄

發展與使用情況進行研究，發現兒童使

用 OPAC 所遭遇到的困難包含檢索技

術、檢索語彙、使用者知識背景、電腦

設備及介面設計不良所導致的障礙、系

統輔助說明引導不足、圖書館配合的問

題等。他對於線上公用目錄設計部分提

出以下建議：(1)使用者介面的設計更

具親和性、簡化系統操作；(2)改善螢

幕畫面的設計，增進畫面訊息之可讀

性；(3)改善標題結構及查詢方式；(4)
增加瀏覽檢索方式；(5)加強系統輔助

功能；(6)加強目錄使用指導及圖書館

利用教育（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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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淑賢則認為一個設計良好的線上

公用目錄應該要具備以下的特質：易於

使用、能協助檢索、易於理解、有彈

性、螢幕顯示清楚明白、能適時且適當

反應、以及使用愉快等特質（註 11）。
此外，其「兒童圖書館現上公用目錄查

詢系統功能及介面設計專業人員意見調

查研究」，彙整介面設計專業設計人員

之建議，提出兒童線上公用目錄在設計

時應注意以下幾點要項：(1)畫面設計

能吸引兒童的好奇和使用意願，並能夠

適當運用色彩圖像，使畫面生動活潑；

(2)螢幕設計更具可讀性，選項名稱明

確表達內容，並適合兒童程度；(3)字
體及行距適中，同一畫面避免顯示太多

訊息，重要資訊顯示集中在螢幕中央區

域，兒童閱讀時不會有超過負擔的情況

發生；(4)提供網站瀏覽功能供兒童點

選，使兒童藉由瀏覽功能便能夠查到所

需要的項目，避免兒童因拼字或打字錯

誤造成檢索障礙（註 12）。 
兒童網站之服務內容 

Sherman 和 Herbeck 認為網際網路

普及使得兒童上網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因此無論是網站建置者、教育研究者、

教師或家長，都必須更加重視網站的設

計和內容是否適合兒童使用（註 13）。
公共圖書館兒童版網站中所提供的服

務，除了要能夠滿足兒童的需求之外，

也應該要兼顧教育性、娛樂性、知識性

之功能。Theng、Nasir 與 Buchanan 建

議兒童數位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可以分

為以下幾個內容：(1)閱讀區：能夠允

許瀏覽和閱讀；(2)館員區：能夠提供

詢問；(3)遊戲區：能夠玩遊戲；(4)字
典區：能夠搜尋字詞的涵義；(5)實體

圖書館區：能夠搜尋實體館藏書本資

源。除了上述的五大項內容之外，兒童

們也建議在數位圖書館中應該要提供十

大好故事/詩；有關作者的資訊，以及

一個能夠張貼和討論想法的訊息版

（Message board）（註 14）。 
林秀鳳認為一個兒童數位圖書館內

容架構應該要包含：(1)兒童閱讀區；

(2)兒童創作區；(3)多媒體欣賞區；(4)
主題區；(5)好書推薦區；(6)兒童益智

區（註 15）。陳昭珍建議公共圖書館應

在網站上多加提供與兒童相關的服務，

例如：(1)鼓勵兒童在電子環境中讀、

寫及溝通；(2)出版線上雜誌，刊登當

地青少年之文章；(3)主題聯誼，例

如：好書、光碟交換、科學園地等；

(4)獎助與比賽：如閱讀比賽、找資料

比賽、網頁設計比賽等；(5)筆友會

（Link-up Page）；(6)鄉土與兒童：鼓

勵兒童描繪、拍攝自己的社區並加以刊

載；(7)電玩大展：由圖書館篩選網路

上的免費電腦遊戲，提供給兒童（註

16）。 
蔡燕如分析國外 10 所公共圖書館

以及國內台北市圖所建置的兒童版網

站，歸納國內外公共圖書館兒童網站所

提供的服務項目包括：(1)各式主題的

網路資源；(2)資訊檢索；(3)圖書館導

覽；(4)參考服務；(5)其他（意見信

箱、資料索取等）。從該研究中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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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國外網站主要是以彙整各種主題

之網路資源，加以整理以提供給兒童使

用，而對於圖書館本身所提供的服務則

比較少，甚至沒有。而國內部份則相

反，在網路資源的主題蒐集與彙整上則

比較缺乏，網站所提供的服務主要是做

為實體圖書館的延伸（註 17）。而劉昫

如則認為公共圖書館在設計兒童網頁

時，除了延伸圖書館的功能外，可再多

加入能與兒童互動的功能區，且可於兒

童網頁上多設計一些活動提供給兒童使

用。另外，也可以增加家庭作業的資源

連結，能夠輔助兒童來完成作業（註

18）。 
二、兒童資訊需求相關研究 

兒童本身也有資訊需求和資訊尋求

行為，只是受限於心智發展的成熟度不

如成人，加上既有的知識基礎比較薄

弱，且在學習的過程與態度上比較少主

動去尋求資訊來滿足需求，而使成人以

為他們沒有資訊上的需求（註 19）。
Walter 認為，由於認知發展的緣故，導

致兒童往往不知自己的資訊需求，再加

上兒童對世界的經驗非常有限，兒童缺

乏參考的架構來形成迫切的資訊需求，

所以必須要仰賴大人的幫助來形成資訊

需求。然而，他同時也指出，大部分提

供給兒童的資訊通常是他們從未要求的

資訊（註 20）。 
Herman 指出兒童的資訊需求多半

是與學校課業有關，或與流行文化有

關。而除了與學校相關事務為資訊需求

主要內容之外，兒童同時也會受到流行

文化（如電視、電影、運動、明星）以

及社會議題（如藥物、暴力以及家庭狀

況）等影響（註 21）。Solomon 針對美

國維吉尼亞州 Bonnie Brae Elementary 
School 700 學生進行兒童在 OPAC 上的

資訊檢索行為研究中發現，小學生的資

訊需求主要來自於兩方面：學校課業與

本身興趣。該研究也指出，不同年級、

年齡的小學生其需求也會有所不同（註

22）。而 Hirsh 認為兒童的資訊需求和

成人有所差異，兒童的資訊需求絕大多

數是來自於學校的課業，或者是從課業

中所衍生出來的疑問，而來自於本身興

趣所產生的資訊需求相對的比較少（註

23）。 
程良雄、黃世雄、吳美美等歸納兒

童在放學後最常做的事情是「做家庭作

業」，其次是看電視以及閱讀課外讀

物，該研究並發現兒童本身的閱讀主題

受社會傳播媒體影響很大（例如電視節

目之內容會影響兒童閱讀主題之選

擇），即兒童會因社會傳播媒體而影響

其需求。此外，該研究中也發現不同的

年齡層日常課後所做的活動比例順序排

列也不同（註 24）。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影響兒童

十分深遠，兒童資訊需求也產生極大的

變化。歐陽誾指出學生上網的主要活動

依次為：(1)玩電腦遊戲；(2)聽音樂；

(3)找自己有興趣的網站；(4)看佈告或

貼佈告；(5)完成老師要求的作業；(6)
抓圖片；(7)與人討論或聊天；(8)查詢

資料或抓檔案；(9)與人通信或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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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作業需求已經不再是小學生使用

電腦、網路之主要動機，而且小學生的

網路資訊需求呈現多元化且廣泛之情形

（註 25）。 
卓美玲歸納台北縣市國小學生最常

接觸的網站主題分別是：(1)提供電腦

遊戲的網站、(2)聊天室、(3)提供音樂

下載的網站、(4)學校作業要求的教育

性資訊、(5)網路書店。該研究發現：

兒童最常接觸的網站主題以電玩遊戲類

為主，兒童使用網路之目的以休閒娛樂

為重，不過作業需求與閱讀需求也是兒

童上網的主要目的之一（註 26）。張瑋

玲調查宜蘭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生使用網

路目的結果顯示：國小高年級學生以

「看自己有興趣的資料」之目的所佔比

例最高，其次依序為查詢和課業有關的

資料、收發電子郵件、打電動、聊天、

其他（如網路購物）等（註 27）。 
曾淑賢指出兒童使用電腦之目的以

玩電腦遊戲者佔多數、其次分別為畫

圖、玩撲克牌、上網路查資料、聽音

樂、打資料、上網隨意瀏覽、查圖書館

資料等項目（註 28）。其在「兒童圖書

館線上公用目錄系統功能及介面設計之

研究」中也發現兒童的資訊需求受到老

師的影響很大，兒童到圖書館所查找的

資料大多為老師指定的主題，以社會、

自然、國語三門課程較多，其次則為健

康教育、生活與倫理、音樂、美勞、數

學等（註 29）。 
總的來說，兒童需求內容更為多元

化且已經逐漸偏向以本身興趣、嗜好、

遊樂之主題為優先。不過，學校課程與

作業方面之需求，仍然是兒童使用網路

查找資源的主要動機之一，資訊環境下

的兒童資訊需求內容更為豐富、廣泛，

卻也更加的複雜。 
三、網站評鑑指標 

Smith 提出了圖書館員依據不同的

需求選擇合適資源的評鑑指標，其構面

包含：網站範圍、內容、圖形與多媒體

設計、目的與對象、評論、可操作性與

費用（註 30）。歐陽誾曾分析有關網路

評鑑的 19 位研究者之文獻後，發現網

站的可及性、作者的權威性、內容、資

訊架構與設計、連結的品質等 5 項評鑑

標準是普遍被多數學者所提到的重要評

鑑指標（註 31）。 
翁慧娟針對大學圖書館進行網站品

質評估之研究，該研究中針對 51 項準

則進行網站品質評估構面分析，總計共

萃取了 12 項網站品質評估準則因素如

下：(1)連結性；(2)畫面設計；(3)資源

分類架構；(4)內容；(5)權威性；(6)選
擇性；(7)新穎性；(8)多元性；(9)管理

資源；(10)服務溝通；(11)溝通性以及

(12)使用者調查（註 32）。林雯瑤認為

圖書館 WWW 網站資源會因圖書館的

類型不同而有所差異，然本著圖書館之

於使用者應有的責任和與職業道德，仍

可歸納出一套圖書館可用的評鑑標準如

下：(1)主題與層次；(2)內容；(3)版面

編排與設計(4)可用性與可得性；(5)目
的與使用者設定；(6)費用；(7)其他評

鑑來源（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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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馨基金會提出 7 大項原則做為兒

童優質網站的評鑑指標，包含：(1)不
含有色情、血腥暴力、賭博、迷信等內

容的網站；(2)提供正確的資訊。對整

個家庭而言，內容是實在、有用、且有

趣的；(3)網站內容時常更新且公佈最

新更新日期；(4)網站資訊應包含介紹

研發、贊助此網站的個人、機構、代

理、組織；(5)應提供相同主題的網站

連結，並確定此為有效連結；(6)文
章、聲音、影像的提供需有一個清楚的

目標，且不能妨礙網站傳輸的速度；

(7)不包含收取費用的網站或代為宣廣

競賽（註 34）。林姿妙則歸納出(1)網站

基本資料的描述；(2)多媒體特性；(3)
介面設計與架構(4)內容；(5)回饋與支

持等五個向度，可作為優良兒童學習網

站之重要準則（註 35）。 
美 國 兒 童 圖 書 館 服 務 協 會

（ Association for Library Service to 
Children，簡稱 ALSC）也提出了一系

列的優質網站選擇標準，提供兒童圖書

館員做為幫助兒童選擇良好網站資源之

參考依據。該學會所提出的評鑑項目包

括：(1)作者/贊助者：誰建置了網站？

(2)網站目的：網站建置的理由？(3)設
計和穩定性：一個良好的網站應該要有

其特色和長處。(4)內容：一個良好網

站應該要提供可以做為教育、傳遞資訊

以及娛樂的有意義的和有用的內容（註

36）。美國雅虎針對兒童建置了合適的

兒童入口網站「Yahooligans」，提供兒

童和教師使用，該網站認為網站品質對

兒童來說十分重要，因此提出 Four A’s
網路資源評鑑指標，包含可及性；正確

性；合適性和吸引性等評鑑構面，提供

教師和兒童做為選擇良好網路資源之依

據（註 37）。 
公共圖書館兒童版網站不但具備一

般網路資源之特性，更具備圖書館網站

之功能，且在設計與規劃上應從兒童的

角度來思考，才能夠有效幫助兒童使用

網站來利用圖書館館藏資源。 

參、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採用問

卷調查法以及網站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

調查。在問卷調查法部份，研究者依據

文獻探討彙整各領域專家學者所提出的

網站評鑑指標，得到(1)介面設計與資

訊架構；(2)網站內容；(3)網站互動性；

(4)多媒體特性以及(5)網站連結品質等

五大構面、50 項評鑑指標。研究者依

據該 50 項評鑑指標內容設計「公共圖

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評鑑指標問卷調查

表」，並以有網路使用經驗之家長做為

受測對象，以其透過研究問卷彙整家長

對於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應符合哪

些評鑑規範之看法、觀點與重要性排序。

研究問卷以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和國立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之兒童閱覽室為發

放地點，採便利抽樣法到館發放方式，

兩館各發放問卷 100 份，共計 200 份。 
本問卷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做為

問卷量尺，並以數字 1~5 代表評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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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重要性程度，數字越大者表示重要

程度越高。家長於瀏覽各項評鑑指標項

目後，依據認同之重要程度，從量尺中

勾選出答案，而研究者也依據家長勾選

之數字，分別給予 1~5 分之分數，以

方便研究者進行計算和分析資料。 
網站內容分析部份，本研究首先透

過文獻探討，彙整專家學者所建議之

12 項公共圖書館兒童版網站可茲提供

的服務項目，並以此做為網站內容分析

之依據，藉此探討國內公共圖書館中文

版兒童網站服務之現狀，項目內容包

含：(1)圖書館基本資料及相關規定；

(2)最新消息；(3)主題特色區；(4)新書

通告服務；(5)優良讀物推薦；(6)館藏

資源查詢；(7)兒童電子資料庫和電子童

書；(8)網路資源區；(9)多媒體欣賞

區；(10)諮詢服務與討論區；(11)兒童

益智和遊戲區；(12)家庭作業資源連

結。 
而在網站內容分析對象部份，本研

究參考國家圖書館網站所提供的全國圖

書館名錄，挑選公立公共圖書館網站中

有提供兒童版網站者，做為內容分析對

象，計有台北市立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

站、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兒童版網

站、國立台中圖書館兒童版網站、高雄

市立圖書館兒童版網站、台北縣立圖書

館兒童版網站、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圖書

館兒童版網站、台南縣文化局圖書館兒

童版網站、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兒童室網

站、嘉義縣政府圖書館兒童版服務網、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兒童版網站等 10 所

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做為內容

分析之對象，並於民國 95 年 3 月 20 日

至民國 95 年 3 月 27 日期間針對 10 所

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服務內容進

行分析研究。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據資料分析，得出相關研究結

果，分析如下： 

一、問卷調查資料分析 
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可用評鑑

指標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平均數和標準差

做為網站評鑑指標意見一致性之判斷標

準。在平均數計算部份，若平均分數越

高，代表家長對該評鑑指標之重要性認

同程度越高；反之，則代表該評鑑指標

之重要性越低。而在重要程度界定範圍

上，本研究基本假定各位家長們所勾選

之意見呈現常態分配，因此，界定指標

重要性等級如下：非常重要 5 ~ 4.19
分；重要 4.18~3.35 分；普通 3.34~2.65
分；不重要 2.64~1.81 分；非常不重要

1.80~0 分等五個等級（註 38），並以此

做為評鑑指標重要程度判斷之依據。 
總計在 50 項評鑑指標當中共有 49

條評鑑項目達到「重要」程度以上，其

中計有 33 項評鑑指標符合「非常重

要」程度（5>=M>=4.19），可做為公共

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檢核之優先評鑑

項目，各構面之評鑑指標依據平均數高

低排序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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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非常重要網站評鑑指標項目彙整表 

評鑑構面 評鑑指標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網站介面操作十分容易，兒童可以輕易使用 4.59 0.58
內容文字配置能符合兒童的閱讀習慣 4.38 0.69
內容資訊的呈現清晰且有調理，具邏輯性 4.38 0.61
內容經過分類處理，且層次安排十分簡潔清楚 4.37 0.61
版面設計簡單且具有美感，具吸引力 4.34 0.55
背景顏色和內容本文之間具協調性，不影響兒童閱讀 4.33 0.71
內容分類項目清楚、且標題選擇和內容一致 4.32 0.66
版面編排活潑具有創意 4.28 0.59

介 
面 
設 
計 
與 
資 
訊 
架 
構 網站提供多種檢索功能，例如：關鍵字、全文檢索等 4.24 0.77

提供豐富的學習題材和相關資源，幫助兒童學習 4.50 0.58
網站內容中沒有錯別字，文句也十分流暢 4.47 0.63
資源內容及遣詞用字適合兒童程度 4.46 0.59
資源內容不含政治意識形態或商業性廣告 4.42 0.70
針對不同年齡層之兒童提供合適的功能與服務 4.40 0.66
網站內容有定期更新，無過期資訊 4.37 0.67
所提供的資源內容具有趣味性 4.35 0.66

 
 
網 
站 
內 
容 

資源內容的寫作觀點客觀、無偏見 4.30 0.70
提供互動式教學遊戲、引導兒童從遊戲中學習 4.26 0.65
網站提供線上求助功能，能即時幫助兒童解決操作問題 4.22 0.77

互 
動 
性 網站設置常問問題集（FAQ）提供兒童參考 4.21 0.75

網站設計以圖片、聲音、影像來輔助內容說明 4.46 0.61
所提供的圖片畫質清楚，且大小適中 4.43 0.61
所提供的影像檔案畫質清晰，且聲音清楚 4.39 0.62
所提供的聲音音質清晰，且無雜音 4.39 0.65
網站提供豐富的動畫，可提高兒童使用網站之興趣 4.36 0.70
多媒體技術運用不會造成視聽覺之困擾 4.35 0.66

 
多 
媒 
體 
特 
性 
 多媒體檔案下載速度不會太慢（以 30 秒為限） 4.28 0.72

網站容易連線，且不會出現中斷或錯誤訊息 4.37 0.64
網站具備足夠網路頻寬，資訊呈現或下載時間不會太長 4.32 0.68
首頁能在十五秒內下載，不會花費太久時間 4.30 0.70
網站有在相關或知名的搜尋引擎上登錄，容易被查到 4.29 0.71
定期檢視並更新所連結的網站狀態，不會有連結失效或錯誤
網頁的情形發生 

4.28 0.72

 
網 
站 
連 
結 
品 
質 提供其他相關網站連結，方便兒童取得相關資訊 4.22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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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評鑑指標重要行排序來看，

在介面設計與資訊架構評鑑指標構面部

份，家長主要關注的內容為網站可操作

性、網站資訊內容呈現與組織方式、網

站檢索功能等要項。例如：網站是否容

易為兒童操作使用？介面設計是否簡單

等都會影響兒童使用網站之效率；而網

站內容資訊呈現與組織則是影響兒童吸

收網站內容之重要因素，因此，網站內

容呈現是否清晰有條理、是否具備邏輯

性？以及網站內容安排是否合宜，內容

項目是否為兒童所了解，等都是家長關

注的項目。另外要注意的是，介面設計

之美觀性同時也是影響兒童使用網站意

願之重要因素，一個設計美觀的介面不

但可以吸引兒童前來使用網站，也必定

能夠加強其再次使用之意願。 
網站內容構面部份，家長所關切的

指標項目主要為網站內容之正確性、客

觀性與豐富性。網站應提供正確無誤之

資訊，而在資訊呈現之文字陳述部份也

應注意是否有錯別字之情形，以免兒童

在閱讀的過程中接受了錯誤的訊息。而

網站所提供的資訊也應客觀無偏見，不

帶有任何個人意識型態之內容，以免造

成兒童刻版的不良經驗。另外要注意的

是，網站內容應定期更新維護以提供兒

童最新資訊，並增加網站提供內容之主

題豐富性以滿足兒童需求。 
網站互動性部份，具備非常重要程

度之指標僅有 3 項，分別為(1)提供互

動式教學遊戲，引導兒童從遊戲中學

習；(2)網站提供線上求助功能，能即

時幫助兒童解決操作問題；以及(3)網
站設置常問問題集（FAQ）提供兒童參

考。從上述內容來看，家長認為網站可

以適時提供遊戲功能，但應配合學習過

程以有效幫助兒童從遊戲中學習，達到

寓教於樂之目的。而網站提供求助功能

以及提供常問問題集項目，則代表家長

認為網站本身也應透過良好的設計，適

時輔助兒童使用網站，提供線上指引功

能以求兒童能有效使用網站的各項服務。 
多媒體特性部份，從家長勾選的指

標來看，主要是以強調多媒體資源之影

像內容清晰程度、音質優劣以及圖片畫

質等項目為評鑑重點。多媒體資源在於

結合文字、聲音、影像、圖片之特質，

提供使用者視聽覺上之感受，尤其對兒

童使用者來說，單純的文字陳述可能使

學習過程過於枯燥無味，網站若能適時

提供動畫、語音或圖片配合文字內容進

行教學，必定能夠提高兒童學習之興

趣，幫助兒童有效學習。所以網站在提

供多媒體資源的同時，也應注意其品質

優劣以免適得其反，反而影響兒童學習。 
網站連結品質部份，評鑑的重點項

目則在於網站是否提供足夠的頻寬，連

線速度是否快速？網站內容中的連結是

否有錯誤的情形發生？以及網站是否提

供其他相關兒童網路資源之連結等項

目，強調網站本身品質之維護，以求提

供兒童一個優質的網路環境。 
而除了上述的 33 項符合「非常重

要」程度的評鑑指標外，另外有 16 項

評 鑑 指 標 符 合 「 重 要 」 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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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M>=3.35），也是家長認為不

可偏廢的網站評鑑項目，各構面之評鑑

指標依序平均數高低排序如下表二所

示： 

表二 重要程度網站評鑑指標項目彙整表 

指標構面 評鑑指標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提供瀏覽功能且可讓兒童選擇不同的瀏覽途徑 4.14 0.75 
網站內各網頁具有相同的版面配置方式（包含按鈕與標題） 4.09 0.73 

資訊架構

與介面設

計 
提供多種檢索結果呈現方式（如依時間、相關程度等） 4.03 0.82 
網站中有註明更新或維護日期 4.37 0.61 網站內容 
首頁中說明網站設置之目的與網站基本相關資料 4.34 0.55 
網站提供功能使用範例或輔助說明 4.13 0.66 
提供兒童發表作品或學習成果的地方 4.05 0.79 
提供線上測驗區或問題導向式的學習活動 4.05 0.75 
網站根據兒童使用行為適時提供可理解的回饋訊息 3.99 0.70 
提供討論區、留言板或公佈欄等使用者互動溝通功能 3.92 0.72 

互動性 

提供網站作者、管理者之聯絡資訊與電子郵件信箱 3.86 0.81 
網站可支援通用瀏覽器（Netscape 和 IE） 3.93 0.78 
多媒體技術在運用上符合無障礙網頁規範之標準 3.92 0.74 

多媒體特

性 
註明螢幕解析度與瀏覽器使用之建議事項 3.81 0.84 
首頁中清楚呈現連結設定 4.03 0.67 連結品質 
網站網址具助記性 3.87 0.78 

 
此外，50 項評鑑指標當中唯一屬

於「普通」程度（3.34 >=M>=2.65）的

評鑑指標為「提供網站地圖（sitemap）
功能」項目，其平均數則為 3.09。雖然

本項指標僅符合「普通」程度，然而，

從瀏覽功能角度來看，網站地圖可以幫

助兒童了解網站整體架構，而透過連結

之提供也可以幫助兒童到達網站的任何

一項服務之下，因此，也可以做為公共

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評鑑項目之一。 

家長意見調查分析 

1. 關注教育性、知識性、正確性、適

切性、趣味性和新穎性的網站內容

特性 
大多數的家長皆認為公共圖書館之

中文版兒童網站內容具備教育性知識為

主，內容應經過館員嚴格選擇並具備正

確性，而且不宜有暴力和色情等不良資

訊出現。在教育性部份，網站選擇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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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應可以幫助兒童學習，培養兒童閱讀

和思考之能力；在知識性部份，網站應

定期慎選各項主題知識提供豐富的學習

資源；在正確性部份，網站提供的資訊

應該是正確的、有權威性的，避免兒童

接觸到錯誤的資訊；在適切性部份，網

站應針對不同程度之兒童提供適合的服

務，網站內容也應進行分級處理；在趣

味性部份，網站除了提供教育性資訊之

外，公共圖書館也可以嘗試提供兒童有

關生活禮儀、道德修養、休閒娛樂等生

活資訊，豐富兒童的生活；在新穎性部

份，網站內容應定期更新，提供兒童最

新消息以維持網站之品質。 
2. 重視介面設計之易操作性、閱讀性

與美觀性 
網站介面設計過於複雜會直接影響

兒童使用網站之成效，進而降低兒童對

網站之信任感和再使用之意願；而網頁

內容陳述表達與版面配置也間接影響兒

童是否有效吸收網站資訊。因此，在介

面設計與資訊架構項目中，家長首要強

調的項目為網站介面是否容易操作，以

及網站內容表達是否清楚、容易理解？

部份家長認為網站在介面設計部份應考

量兒童程度，而在網頁內容配置及內容

陳述部份，也都要考量兒童的閱讀能力

和習慣，過於複雜的網站功能或服務反

而會造成兒童在使用上之困擾，兒童版

網站設計應以簡單、明瞭為主，才能確

保兒童既能夠自我使用網站功能，又能

夠有效吸收網站內容。此外，網頁在設

計上需具有美感且在繪圖部份應力求美

觀、清晰，以吸引兒童並提高兒童之使

用興趣。 
3.網站互動性功能應以有效協助兒童

使用網站為首要目標 
家長認為網站互動性之最大功能在

於如何有效幫助兒童網站，協助兒童找

尋所需要的資訊。當兒童於操作過程中

發生問題或困難時，網站適時提供線上

求助功能，可以有效逐步引導兒童解決

疑難，幫助兒童順利使用網站；而網站

設置常問問題集則可以讓兒童事先了解

網站操作過程中相關注意事項或其他疑

難問題之解答，做好事前預防，可以免

除日後操作過程中有錯誤發生的情況。

此外，部份家長認為，網站可以嘗試提

供遊戲功能，設計教學性質之遊戲，讓

兒童透過和遊戲之間的互動過程來提高

學習效果。因此，由上可知，網站互動

性功能設計應以有效幫助兒童使用網站

為考量因素。 
4.網路頻寬為影響多媒體技術和網站

連結品質之重要因素 
兒童對於過久的下載時間缺乏耐

性，而成人亦然；而網站本身連結經常

發生錯誤，促使兒童無法有效連上網站

也大多會影響兒童繼續使用網站之意

願。因此，家長認為：網站雖然使用多

媒體特效提供網站介面之美觀度，或者

是透過多媒體檔案設計來輔助內容說

明，但要注意的是，網站是否有提供足

夠頻寬以支援多媒體效能之執行？圖片

太大、動畫太多，時若無足夠的網站頻

寬將會導致網站連結速度變慢，間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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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兒童使用網站之效能，而網站下載速

度、網頁開啟速度皆和網站頻寬大小有

直接的影響關係，因此，家長認為網站

應提供足夠頻寬，以確保網站之可用性

和連結性。 
二、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內容分析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所得之 12 項

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可茲服務項

目，針對國內 10 所公共圖書館中文版

兒童網站進行內容分析，得知各館服務

數量情形如下表 3 所示： 

表三 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服務內容比較表 

館別 
 
 
 
 

項目 

國

立

台

中

圖

書

館 

中
央
圖
書
館
臺
灣
分
館 

台

北

市

立

圖

書

館 
高

雄

市

立

圖

書

館 

台

北

縣

立

圖

書

館 

嘉

義

縣

文

化

局 

台

南

縣

文

化

局 

南

投

縣

文

化

局 

台

東

縣

文

化

局 

台
中
縣
立
文
化
中
心 

提

供

館

數

總

計 

圖書館基本資料及相關規定  ◎ ◎ ◎ ◎ ◎ ◎ ◎ ◎ ◎ 9 
最新消息 ◎ ◎ ◎ ◎ ◎ ◎ ◎ ◎  ◎ 9 
主題特色區 ◎ ◎ ◎        3 
新書通告 ◎ ◎ ◎ ◎ ◎ ◎ ◎    7 

優良讀物推薦  ◎ ◎ ◎  ◎    ◎ 5 

館藏查詢 ◎ ◎ ◎ ◎ ◎ ◎ ◎   ◎ 8 
兒童電子資料庫和電子童書  ◎ ◎ ◎  ◎     4 
網路資源區 ◎ ◎ ◎ ◎  ◎ ◎  ◎ ◎ 8 
多媒體欣賞  ◎ ◎        2 
諮詢服務與討論區 ◎ ◎ ◎ ◎  ◎ ◎  ◎ ◎ 8 
益智和遊戲區 ◎  ◎ ◎  ◎ ◎  ◎  6 
家庭作業資源連結           0 
服務項目總計 7 10 11 9 4 9 7 2 4 6  

 
有關國內公共圖館中文版兒童網站

內容分析相關結論如下 
目前國內共有 10 所公共圖書館提供

中文版兒童網站介面，建置單位層級

以縣（市）圖書館為主 
截至民國 94 年為止，相關研究提

及僅有臺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

館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有建置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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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網站。而依據研究者於民國 95 年

調查國內公共圖書館網站得知目前共有

10 所公共圖書館有提供中文版兒童介

面，而此 10 個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

網站在建置單位部份，以縣（市）層級

公共圖書館數量最多，計有台北縣立圖

書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南投

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嘉義縣政府文化

局圖書館、台南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和

台東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等 6 館；而其

次為直轄市立公共圖書館（臺北市立圖

書館和高雄市立圖書館）2 館；和國立

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和國

立台中圖書館）2 館。從上述資料顯示

國內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建置數

量已有逐漸成長之趨勢，但對照國內

600 餘所公共圖書館之數量來看，各級

單位仍有待加強改進。 
各館網站服務項目數量提供不平均，

數量差距頗大 
在國內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

服務數量部份，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提供

11 項服務內容最多，其次則為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0 項），以及高雄

市立圖書館（9 項）和嘉義縣文化局圖

書館（9 項）。而提供服務項目最少的

圖書館則為台北縣立圖書館（4 項），

台東縣文化局圖書館（4 項），以及南

投縣文化局圖書館（2 項）。從上述各

館所提供的服務數量來看，國內公共圖

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在服務數量提供

上，差異甚大且服務數量不均。 
圖書館基本資料和相關規定、最新消

息、館藏查詢、網路資源區、諮詢服

務與討論區為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

網站最常提供的服務項目。 
從研究結果中得知，12 項網站內

容服務以「家庭作業資源連結」項目最

為缺乏，各館目前皆無提供相關資源。

因此，國內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

目前所提供之服務項目，主要有以下

11 大項，分別為：(1)圖書館基本資料

和相關規定；(2)最新消息；(3)主題特

色區；(4)新書通告；(5)優良讀物推

薦；(6)館藏查詢；(7)兒童電子資料庫

和電子童書；(8)網路資源區；(9)多媒

體欣賞；(10)諮詢服務與討論區；(11)
益智和遊戲區。其中，以圖書館基本資

料和相關規定（9 館）、最新消息（9
館）、館藏查詢（8 館）、網路資源區

（8 館）、諮詢服務與討論區（8 館）等

5 項內容，為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

站內容最常提供的服務。而兒童網站內

容提供次數最少的末 3 項服務，則分別

為家庭作業資源連結（0 館）、多媒體

欣賞（2 館）、以及主題特色區（3 館）

3 項服務。 
各館中文版兒童網站服務項目內容各

有特色，服務名稱採用適合兒童程度

之詞彙 
國內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服

務內容十分豐富且各有特色，例如：主

題特色區中，臺北市立圖書館以動畫方

式提供有關圖書館利用教育知識，幫助

兒童認識圖書館；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則是提供生活台語百寶箱，配合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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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設計教導兒童學習台語文化。而在網

站遊戲部份，國立台中圖書館提供著色

版繪畫功能；台北市立圖書館則提供圖

書館知識問答小遊戲；而高雄市立圖書

館則提供拼圖遊戲、記憶遊戲等。而各

館之間除了服務內容各有特色之外，在

服務名稱標題選擇上，也採用適合兒童

了解之標題，例如：以「我要找書」是

最常用來代表館藏查詢之詞彙；「我要

問問題」、「我有問題要問」則代表諮詢

服務功能；「好書大家看」則提供兒童

優良閱讀書籍清單等，在在顯示公共圖

書館嘗試以適合兒童程度之詞彙來幫助

兒童了解網站服務。 
部份網站內容有連結錯誤或服務項目

無內容之情形 
從網站觀察過程中得知，部份公共

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服務內容有錯誤

連結，或者是網站服務項目無內容的情

形，尤其是網站服務提供數量少者如南

投縣文化局圖書館、台東縣政府文化局

圖書館和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公共

圖書館等情形較為常見，部份館甚至有

兩項以上的錯誤情況發生；而服務數量

提供多者如高雄市立圖書館和台南市立

圖書館也有連結項目錯誤的情形產生，

顯示公共圖書館在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

部份仍有待加強。 
各館缺乏兒童專屬之館藏查詢介面 

各館中文版兒童網站不論是在網站

介面或者是服務內容部份，在規劃上皆

與成人版網站有所不同。不過，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國內 10 所公共圖書館中

文版兒童網站皆無提供兒童專屬之館藏

查詢介面，各館兒童館藏查詢功能都連

結至成人版介面中的關鍵字/詞檢索功

能，或者是使用圖片或顏色將成人版檢

索介面美化而成，而非專門針對兒童規

劃適合的館藏查詢系統。而且成人版館

藏查詢介面系統大多使用圖書資訊專業

用語，在系統功能性和操作性部份比較

複雜，甚至系統功能也缺乏兒童偏好適

用的瀏覽檢索功能，兒童是否能夠有效

透過館藏查訊介面檢索所需求的書籍實

有待觀察，而公共圖書館也應加強此項

服務內容。 

伍、建議事項 

綜合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本研究

提出數點建議如下： 
一、國內公共圖書館應加速規劃建置中

文版兒童網站 
國內目前約有 600 餘所公共圖書

館，其中建置中文版兒童網站者僅有

10 所，兩者數量比例極為懸殊，因

此，建議國內尚未提供中文版兒童網站

者應加速網站規劃與建置。公共圖書館

於網站規劃過程中，可以參考國內外公

共圖書館有建置者兒童版網站者之經驗

與建議，觀摩網站介面設計之特點、網

站資訊架構層級之安排以及網站服務項

目之規劃，並依據所屬服務地區兒童讀

者之資訊需求和資訊尋求行為特性，以

及地區特色規劃專屬的中文版兒童版網

站，提供兒童有別於一般傳統圖書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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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訊服務。 
二、已建置網站者應加強內容更新與維護 

部份網站中有服務項目無內容、服

務項目連結錯誤以及網站內容缺乏更新

的情形。因此，為求提供兒童一個優質

的網路空間，公共圖書館應加強網站管

理與維護工作，指派專人定期進行網站

更新與檢測作業，了解網站本身或網站

提供之資源是否有錯誤的狀態發生。此

外，網站也應能夠即時提供圖書館最新

消息以及更新網站服務內容，並加強網

站服務項目之設計，以求提供兒童一個

新穎、豐富以及內容正確的網站。 
三、從使用者觀點建構優質兒童網站 

兒童為網站之主要使用者，中文版

網站不論是在內容服務、版面配置、資

訊架構排列以及介面設計部份，都應該

要滿足兒童之需求與使用能力。因此，

建議公共圖書館可以有以下幾項做法： 
1. 透過訪談兒童、觀察兒童使用網站

之情形，了解兒童對於現行網站介

面與功能優缺點之建議。 
2. 舉辦相關討論會或者是兒童焦點團

體座談，邀請兒童家長和兒童一同

針對網站介面設計與內容規劃進行

討論，透過交談過程中彙整雙方之

意見做為網站設計規劃之基礎。 
3. 邀請具備網路設計能力之兒童參與

網站設計，或者是定期舉辦網站設

計比賽，從中挑選優勝者加入網站

規劃小組，讓兒童參與其中。此舉

不但可以提高兒童對網站之認同

感，而網站設計過程中也可以直接

融入兒童之設計觀感。 
現行的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

大多是由成人的觀點來設計的，其功能

服務與網站介面、版面文字說明或版面

配置等項目不一定適用於兒童，因此公

共圖書館有必要邀請兒童讀者參與網站

設計，除了可以提昇與兒童之互動外，

也可以完備網站之功能。 
四、依據年齡層級提供網站分層服務，

實施網站分級制度 
不同教育程度之兒童在網站操作使

用能力以及閱讀能力上彼此有所差異，

因此，在介面設計規劃部份，網站應考

量兒童之實際使用能力來規劃介面網

站；而在網站內容部份，不管是公共圖

書館本身所建構的資源，或者是網路上

彙整而成的資源清單，公共圖書館皆有

必要針對資源內容進行過濾，以求資源

內容能夠符合兒童之程度，針對不同程

度之兒童設計專屬的服務區，以滿足其

不同之需求。例如：網站內容在編輯、

排版上應符合不同年齡層級兒童之閱讀

程度和習慣，針對國小高年級部份可以

提供具備邏輯性思考的內容，而針對低

年級兒童部份，網站則可以適時加入注

音符號以幫助其閱讀。總結而論，網站

應依據不同年齡層之程度提供合適之服

務，才能確保兒童能有效吸收網站資

訊。 
五、網站可加強規劃討論區、留言板；

多媒體資源區；遊戲區和課業資源

區服務 
網站提供討論區、留言板，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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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發表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並且可以

和其他讀者分享彼此之間的作品，達到

互動交流之功能；多媒體資源區供應各

項主題多媒體資源，可以提供兒童視聽

覺方面的感官享受，也可以透過多媒體

資源之特性提高兒童學習之效率；遊戲

區功能除了可以設計教學性質的小遊

戲，讓兒童從中學習之外，也可以適時

提供娛樂性質遊戲，做為兒童休閒活動

之用途；課業資源區結合學校課程與作

業內容，幫助兒童蒐集相關的課程補充

資源，可以提供做為兒童輔助學習之

用。從本次研究中得知，兒童和家長認

為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應提供此

四項服務，然而，國內 10 所公共圖書

館在相關服務項目提供部份極為缺乏，

尤其在遊戲區和課業資源區以及多媒體

資源區部份，因此，公共圖書館可以先

針對此四項內容進行改善。 
六、加強兒童版網站之利用推廣 

一個良好的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

網站即使內容豐富、介面美觀和操作簡

便，如果沒有透過良好的宣傳推廣，讓

兒童知道網站的存在進而前來使用，也

是無法達到網站設置之目的。因此，資

訊時代環境下，公共圖書館面對眾多網

路資源競爭者，為求有效讓兒童成為公

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之忠誠顧客，

有必要針對兒童版網站內容規劃一個良

好的推廣策略。可以實施的作法如下： 
1. 透過各大入口網站、兒童常瀏覽之

網站和其他優質兒童網路資源，協

助公共圖書館宣導中文版兒童網

站。而公共圖書館本身也可以和上

述網路資源之相關機構進行合作，

透過舉辦活動方式，設計相關動畫

或其他網路宣傳媒體，以網路行銷

之方式達到宣傳之目的，吸引兒童

前來點閱網站。 
2. 和地區學校結合，除了網站內容服

務部份可以增加課業資訊區，提供

兒童課程輔助資訊之外，也可以藉

由學校老師協助引導兒童使用公共

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站功能，教導

兒童如何有效使用網站服務與內

容。 
3. 公共圖書館本身可以定期舉辦兒童

網站使用研習課程，並邀請兒童和

家長一同參與。一來除了可以讓家

長了解網站優點，進而肯定網站之

功用、達到宣傳之目的，二來兒童

也可以在家長陪同之下專心進行學

習，達到親子同樂之美，一舉二

得。 
七、針對現行公共圖書館中文版兒童網

站進行評鑑 
一個優質的網站要永久受到使用者

的認同，除了一開始的建置評估與維護

外，更重要的是要針對網站定期進行評

鑑作業，了解現行網站是否有何需改進

之處並予以修正，才能確保網站的永續

經營。 

陸、結語 

網際網路的發展已經大幅的改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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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生活環境，也逐漸影響兒童的資訊

需求。兒童是公共圖書館重要的服務讀

者群之一，數位時代中，公共圖書館應

加強規劃中文版兒童網站，以提供兒童

新時代下的資訊服務。兒童網站建置完

成之後必須要時時加以評鑑，才能確保

網站能夠具備可用性並提昇網站之品

質。尤其兒童仍屬於初期學習階段，在

認知程度以及網路使用經驗部份皆不如

成人，公共圖書館除了應針對兒童之使

用特性，規劃一個良好的網站操作介面

提供兒童便於利用之外，針對網站內容

部份，更應審慎篩選良好的網路資源內

容以提供兒童閱讀，幫助兒童有效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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