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參考資源與服務（6046） 

Introduction to Referenc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開課單位 

(offering dept.)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選修 

學分 

(credits) 
2 授課教師 

(teacher) 
蘇小鳳 

選課單位 

(department)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106 學年度 

第 1 學期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引導非本科系畢業之研究所一年級學生熟悉與運用常用之紙本及電子參考資

源，並了解參考諮詢與服務之本質、技巧與趨勢 

 
 The course introduces popular print and electronic reference resources and 
explores current practices, skills, and trends of  reference services. 

先修課程名稱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1. 熟悉中、西文

紙本及電子參

考資源 

2. 嫻熟參考諮詢

技巧 

3. 瞭解參考服務

範疇與趨勢 

蒐集、組織與管理資訊的能力 30 講演、討論、作業練習 課堂參與討論、作業、考

試、期末報告、實習 

規劃、設計及執行資訊服務的能力 15 講演、討論、作業練習

與實習 

課堂參與討論、作業、考

試、期末報告、實習 

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10 討論、作業練習、教學

觀摩 

課堂參與討論、作業、考

試、實習報告、期末報告 

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5 討論、作業練習與實習 課堂參與討論、作業、考

試、期末報告 

針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蒐集與分

析資訊的能力 

25 講演、討論、作業練習 課堂參與討論、作業、考

試、期末報告 

具備終身學習之習慣與能力 10 講演、討論、作業練習 課堂參與討論、作業、考

試、期末報告 

了解並具備圖書資訊人員的社會責

任與專業倫理 

5 講演、討論、教學觀摩

與實習 

課堂參與討論、考試、實

習報告、期末報告、實習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考試進度、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tests schedule) 

週次

(week) 

日期 

(Date) 

單元名稱與內容 

(subject and content) 

備註 

(remark) 

1 9 月 18 日 參考資源與服務概述  

2 9 月 25 日 參考服務簡史與功能（I)  

3 9 月 30 日 參考服務簡史與功能（II) 
10/9 國慶日調整放假，

9/30 下午補課 

4 10 月 2 日 參考諮詢 I：參考諮詢服務概論 Reference interview  

5 10 月 16 日 參考諮詢 II：參考諮詢服務技巧 The 30 seconds  

6 10 月 23 日 西文參考資源 (I) 百科、年鑑、手冊 

7 10 月 30 日 西文參考資源 (II) 
Smith & Wong, chs 16-28

作業一 檔案上傳 

8 11 月 6 日 期中考  

9 11 月 13 日 中文指引與快速型參考資源  

10 11 月 20 日 資料庫 (1)：理、工、商管 作業二 檔案上傳； 

11 11 月 27 日 資料庫 (2)：醫、農  

12 12 月 4 日 資料庫 (3)：文、法；LibGuide, Citation Indexes JCR 

13 12 月 11 日 參考諮詢服務實務分享 
作業三 檔案上傳 

 

14 12 月 18 日 期末報告題目與討論 

期末報告的 proposal ppt

請於 12 月 15 日中午前將

紙本遞送教師信箱，同時

上傳檔案 

15 12 月 25 日 LibGuide 作業；期末考 作業四 檔案上傳 

16 1 月 1 日 元旦放假  

17 1 月 8 日 期末報告（1） 

期末報告請於 1 月 5 日中

午前將紙本遞送教師信

箱，同時上傳檔案 

18 1 月 15 日 期末報告（2）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1. 課堂參與      5% 

2. 期末報告 (5 千至 6 千字之間) 30% 

3. 期末考       15% 

4. 作業      50%  

作業一: 西文參考資源（Powerpoint 檔）  (10%) 

作業二: 學科資料庫個案研究 (Powerpoint 檔) (15%) 

作業三: 參考服務實務與觀察報告 (2 至 3 頁)  (15%) 

作業四: 學科指引實作。     (10%) 

 

*敬請注意： 

 1. 嚴禁抄襲 

 2. 鼓勵同學多參加圖書館的資料庫教育訓練課程，勞請上網查詢開課日期 

 3. 作業有文字或 ppt 檔者，請於指定日上傳至 e-campus. 遲傳者每日扣減總成績一分(真的真的)。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 

教科書: 

Smith, L. C. and Wong, M. A., Eds. (2016).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An Introduction. 5th ed., 
Libraries Unlimited. ISBN: 978-1-59158-365-3. 

 
Ross, C. S., Nilsen, K., & Radford, M. L. (2009). Conducting the Reference Interview. 2nd ed. New York: Neal-
Shuman. ISBN: 978-1-4408-3696-1 

 

參考書目: 

張淳淳、張慧銖、林呈潢、賴美玲（民 94）。參考資源與服務。國立空中大學。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本校 e-campus. 請同學變更為自己的常用信箱以利課程聯絡。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Tuesdays and Fridays10AM-12PM, or by appoint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