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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為探討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閱讀行為及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研

究，故擬針對閱讀行為作一概論並簡述其影響的因素以及對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等

主題文獻進行歸納分析，茲將其分為閱讀與閱讀行為的相關概念、圖書館館員專

業成長、閱讀行為相關研究、閱讀行為相關研究方法四部分進行文獻探討並提出

總結。 

 

第一節  閱讀與閱讀行為的相關概念 

此節為探討閱讀與閱讀行為的相關概念，分別就閱讀的意義、閱讀的功能類

型、閱讀態度、閱讀動機以及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五部分進行說明。 

壹、閱讀的意義 

廣義的閱讀，原本是不分任何媒體形式的，聆聽一場精彩的演講可以算是閱

讀，一幅好畫、一段音樂可以閱讀，舉凡用眼、耳、鼻、舌、聲、意，有「心」

的駐足就是一種閱讀（洪材章，1992）。而狹義的閱讀則偏於以文字形式的呈現

與獲取，洪材章也提出閱讀就是人們透過視覺器官接受符號所標記的意義的過

程；這一個過程的目的，就是為了交流思想、溝通情況。 

Kulik（1992）則指出，人類接受的資訊中有百分之八十是透過視覺所學習

到的；而閱讀的學習正是視覺學習的大宗；所以，閱讀對於人一生的生活和學習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除了傳統的書籍等印刷式媒介之

外，新的類型不斷出現，像是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報等；但網路閱讀目前主

要還是文字內容的表現；因此本研究所指之閱讀以視覺所能獲取之文字經驗為

主，不另行區分一般閱讀與網路閱讀。 

陳義芝、宇文正在民國92年時訪問諾貝爾文學獎作家Soyinka，內容談到世

上没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文字閱讀，包括電影。閱讀一本書的同時，不僅是與自

己對話，更可以透過文字的閱讀，讓我們進一步與作者對話，並與不同地方、不

同社會、不同環境、甚至不同時代的人產生親密的連接，而這種親密的對話是其

他任何形式載體的閱讀都無法達到的。閱讀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重要活動，隨著

文字的產生，閱讀突破語言與記憶在時間上與空間上的限制，使人類社會積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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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文化可以有系統的傳播及保留下來（劉毓欣，民93）。閱讀也是一項溝通

的行為，透過書裡的文字表述與圖畫內容的呈現，作者傳達自己的知識與經驗給

他人，達到溝通的目的；而讀者藉由自己的認知作用，透過閱讀使個人的閱讀興

趣與閱讀態度產生轉變，進而達到閱讀行為的整體改變（王仁宏，民92）。張志

公（民81）指出，從閱讀活動中，人們會受到思想的教育和情感的薰陶，透過閱

讀可以獲得所需的知識，從而能夠得到精神上的充實和享受；並指出，閱讀不僅

可以影響個人發展，同時也會影響到人類社會現實和未來的生產、生活以及科學

技術的發展。 

閱讀之意義因人而異，而閱讀之功能亦不勝枚舉。而從不同學科的角度來看

閱讀，也有不同的解釋。以下則從社會學與心理學角度的不同學者所提出的文獻

來解釋閱讀。 

以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閱讀可看成是一種舉止或行為；以休閒之視野來討

論，閱讀可以是一種愉悅的享受過程；以知識獲取之觀點來說，閱讀可以增廣見

聞；而課外閱讀不僅是知識吸取的過程，也是一種愉悅的分享經驗（謝彩瑤，民

89：6-7）。黃葵及兪君立（1996）則認為閱讀活動是一種促進社會精神文明的

活動，人類自身的發展之所以能夠從不完善逐漸發展到完善，閱讀的出現與發

展，正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在閱讀活動中，人們通過閱讀優秀的讀物，可以不

斷吸取歷代與現實生活中寶貴的精神與文化成果，受到生活美、情感美、思想美、

語言美、藝術美多方面薰陶與教育，用人類先進的思想支配自己的行動，並逐漸

確立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而在這種閱讀過程中，也就是閱讀者在不斷認識客

觀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主觀世界，逐漸實現自我完善的一種實踐活動。嚴媚玲

（民87）則認為閱讀行為就腦力運作的形式來看，閱讀非得一個人獨自進行不

可，表現出鮮明的個體性；就訊息的交流來看，閱讀是讀者和作者思想的交會，

或是諸多讀者的共同切磋，表現出群體性，因此提出閱讀具有個體性與群體性兩

種社會性。而周慶華（民92：61-62）也提到閱讀所表現出的一些社會性特徵，

像「閱讀是解釋」（挖掘閱讀客體所蘊含的特定意義）、「閱讀是溝通」（閱讀主體

和閱讀客體的互動）、「閱讀是改寫」（閱讀主體依自己的需求對閱讀客體進行任

意的增刪）、「閱讀是構造」（對閱讀客體的語意轉換或再編碼）和「閱讀是顯現

價值」（把閱讀客體所蘊含的價值呈現出來）的一些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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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融（民92）則從心理學角度提出分析，認為人獲取知識可以通過間接經

驗和直接經驗兩種方式；所謂直接經驗的方式，是指人們通過自己的日常活動和

實驗中親身的心理活動，如感知、思維、想像等來獲取知識。而所謂的間接經驗

則是指不通過親身實踐，而是透過書本來獲取知識。而從此定義來看，閱讀自然

就是屬於一種間接經驗的模式。Smith（1988）則以心理語言學的角度提出對於

閱讀的一些觀點，包括閱讀即思考；具有互動性；增加舊有的知識所建構出之理

論世界；藉由閱讀以及提出問題，並利用個人之「理論世界」，可以理解作者的

想法；閱讀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一些閱讀學習活動更可提升閱讀成效；閱讀是

一種目的性的活動，可藉由閱讀累積個人判斷力及影響力。 

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閱讀行為包括了生理及心理過程。前者即閱聽人

透過眼球的移動、回視等反映，視覺細胞及視網膜神經進行能量轉換，再通過視

覺神經傳到大腦的視覺中樞，而形成影像。通過閱讀的生理感知活動，閱聽人可

以認識文獻中的文字符號，但若沒有對文獻內容加以理解、吸收之心理活動，則

將只是一種無意義的閱讀活動，更失去了閱讀真正的意義。所謂對文獻內容的理

解，就是將文獻中讀者還沒掌握的知識，與讀者既有的知識建立邏輯的聯繫，這

種邏輯聯繫的深度及廣度則決定了閱聽人的理解層次（王京山、刑素麗，1998）。

閱讀是一項複雜的認知歷程，隨著認知心理學的發展，其主要理論架構─訊息處

理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則強調閱讀是一項「互動」和「主動建

構」的歷程，王仁宏（民92）則認為在此認知歷程中，讀者藉由文章訊息與既有

認知基模（schema）產生互動，進而建構閱讀內容的意義。作者透過所創作之文

獻，呈現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而讀者則通過閱讀文獻，進一步認識客觀世界，

所以閱讀活動是「作者—文獻—讀者」三者所構成的社會過程（黃葵、俞君立，

1996）。 

閱讀行為是資訊行為之其中一部份，「資訊行為」（ information 

behavior）所欲瞭解的問題是在於人們如何去找尋所需要的資訊，並進一步

的探求人們找尋資訊的原因及動機；閱讀本身即為資訊行為的一種，人們透過閱

讀這種行為來獲得所需要的資訊，其原因、動機以及中間的過程即屬於閱讀行為

的範疇。Wilson（1997）認為資訊行為的內涵有下列四點：分別是資訊需求、促

發資訊需求的因素、回應需求的歷程與行動以及影響回應需求的因素。Krike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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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則依據需求外顯的行為，將資訊需求分成「立即的」與「可延緩的」，

前者指的是某特定問題所引發的需求；後者指的是一種仍然沒有意識到的，深藏

在態度、衝動或價值之下的需求，而這種需求也有可能永遠不會付諸行動。換言

之，資訊行為可以是一種積極性的資訊尋求行為，也可以是一種消極的資訊蒐集

行為。因此可將「資訊需求」解釋為基於某種理由，或是為了要解答一個問題，

而對資訊所產生的一種需要，都可以視為是一種「資訊需求」。而閱讀也正是如

此，因有特定的問題發生，因應此立即的需求而利用閱讀來解決問題，也可以在

平日閱讀經驗中逐步累積知識，但是否有進行平日閱讀則可能受到人、事、時、

地、物各種因素影響，也有可能不會進行。 

根據Wilson的需求理論，可以將閱讀行為作如下之歸納：產生閱讀需求、

促發閱讀需求的因素、回應閱讀動機的過程與行動及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而受

到個人特質、扮演角色以及所處環境差異的影響，將導致每個人具有不同的資訊

需求以及尋求解決的方法。 

劉毓欣（民93）則整理各家之言，將閱讀行為歸納為擴大視野、可保存性、

因時依需、跨學科知識以及公共意識五項特性，茲將此五種特性分述如下：所謂

的擴大視野即是閱讀者可透過閱讀探知古今，或因閱讀刺激，創造其無限想像空

間；而可保存性為利用視覺作為吸收外界知識的管道，因為與聽覺相比，閱讀比

單單聽講還能吸收較多知識；因時、依需為閱讀者可因不同時候的不同需求，選

擇不同的讀物，且閱讀者可隨性的選擇何時中斷或重複閱讀，對於文意不懂之處

也可翻回前頁再讀；跨學科知識即為個人可以藉著廣泛閱讀，建構一個完整而多

元化的跨學科知識，並進行知識的累積，除了必要的生活常識外，亦可提升對生

活中人、事、物的感受性以及判斷力；而公共意識即是將人類累積的社會知識，

藉由具化之文獻等出版品，透過閱讀吸收這些出版品的知識與價值，成為知識的

消化者，以此促進社會與文化的變遷。 

由以上文獻，可將閱讀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一、 閱讀是一種心理活動 

人們透過閱讀來感知、思維、想像來進行思考並獲取知識，並對文獻內容

進行理解與吸收；透過閱讀進行「互動」與「主動建構意義」的處理過程，即是

經由與文字的互動，人類得以保存其文明與經驗，而透過閱讀意義的理解，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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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吸取前人精神與文化的結晶，除了將文字內化為個人

的知識之外，更可得到精神上的充實與滿足，並進而建構出意義。 

二、 閱讀是一種社會性活動 

閱讀是一種突破時間與空間的行為，可透過閱讀將人類社會經驗進行吸收

並進行傳播與溝通，不但可獲取知識也可進行經驗分享，並促進社會精神文明的

發展。 

三、 閱讀是一種個體活動 

閱讀是得一個人獨自完成的，是一種個人進行理解與吸收的過程，無法由

他人代勞；閱讀也是一種可隨各人喜好自行選擇讀物、決定閱讀內容以及安排閱

讀時間的一種個體活動。 

貳、閱讀的功能類型 

黃葵及俞君立（1996）認為人們進行閱讀活動，是為了獲取讀物中所記載的

各項知識，以便進行學習，因此，是有目的的閱讀，故依據閱讀的目的將閱讀的

類型初分為學習性閱讀、工作性閱讀、研究性閱讀及生活性閱讀四種。以下則將

此四種閱讀類型作一簡介： 

1、學習性閱讀：是指為了學習知識與發展能力為目的，知識與能力兩者相輔

相成，彼此促進，知識是人類長期實踐活動中經驗的結晶，也是發展能力

的重要基礎。 

2、工作性閱讀：是以適應環境與勝任工作需要為目的的閱讀，從事不同職業

的人，對讀物內容與讀物類型的要求自然不盡相同。 

3、研究性閱讀：以產出成果為主要目的之閱讀，包括學會利用檢索工具、對

讀物的思想內容等學習加以評論、以考證為目的、對不同論著進行比較性

閱讀，以觸發思考，產生創見，以及以自我為中心，一切讀物只是進一步

思考的起點，是一種創造慾望、激發靈感和頓悟的過程。 

4、生活性閱讀：以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為目的的閱讀，使人感受到生活美、

情感美、思想美、語言美、藝術美等多方面的薰陶和教育，使人更加美好

的生活，並開闊眼界，增長知識。 

黃葵、俞君立（1996）並建構一閱讀類型體系，如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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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閱讀類型體系 

資料來源：閱讀學基礎（頁 197），黃葵、俞君立，1996，武漢市：武漢大學。 

 

洪材章等（1993）及孟昭晉（1994）則是將閱讀分為七大功能類型，分別如

下： 

1、 思想或教育性閱讀：以思想或是教育為主要目的，主要是培養自己的閱讀

能力，如語言學習這部分。 

2、 積累性的閱讀：以累積各種學科知識及心理為目標的一種閱讀方式，這是

因為凡是閱讀都有積累作用，因此終身閱讀可為最大的積累性閱讀。 

3、 搜集性閱讀：為搜集材料或資料而進行的閱讀，像是研究所需即會進行此

類閱讀。 

 

閱

讀

類

型 

學習性閱讀 

工作性閱讀 

生活性閱讀 

積累性閱讀 

理解性閱讀 

發展性閱讀 

研究性閱讀 

檢索性閱讀 

評論性閱讀 

考證性閱讀 

專題性閱讀 

創造性閱讀 

消遣性閱讀 

鑑賞性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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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鑑賞性閱讀：如對文學作品進行鑑別欣賞，讀者可依自己的時間或理解程

度作必要的鑑賞分析，來讓自己獲得更多的知識，受到更多薰陶。 

5、 評論性閱讀：對理論讀物進行鑑定、評論的一種閱讀，屬於較高層次的閱

讀，進行此類閱讀前對於理論領域需有較高的理解程度及較為深厚的知識

基礎。 

6、 創造性閱讀：在理解讀物內容後提出個人創見的一種閱讀，在閱讀的過程

中，有目的並主動的提出新理論觀點。 

7、 消遣性閱讀：在工作之餘、課外閒暇時間進行輕鬆、自在、以休閒消遣為

目的的閱讀，也是目前社會中進行最為廣泛的一種閱讀活動，一般都是自

發性、興趣導向的。 

閱讀也有人將其分為四類，稱為是「給大腦的四種飲食」，分別是主食、高

營養飲食、消化類飲食及零食類，以下則將此四類進行說明（逢甲大學圖書館）： 

1、主食型閱讀：是為了知識的需求。很像可以吃飽的主食，此時閱讀的特色

是，就是在某段時間或某個地區的需求會很大，但過了那段時間，或是出

了那個地區，其主題就不符需求，或不再引人興趣。 

2、高營養飲食閱讀：此種是為了思想上的需求，就像補充蛋白質高營養的飲

食。這種思想類需求的書籍也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價值不會受時間與

空間的限制，是歷久而彌新的。 

3、消化類飲食閱讀：是為了參考閱讀的工具需求，這種閱讀，是為了幫助查

證、參考其他書籍。也就是對於字典、百科全書、地圖等的需求。工具需

求類的書籍，功能可以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總要隨時代的變遷而調整，

很像是為了幫助消化的蔬菜水果類飲食。 

4、零食類閱讀：此類是基於消遣的需求，就像是甜點零食類般的飲食。主要

是為了娛樂、消遣，是一種休閒運動。羅曼史小說、許多漫畫、寫真集等

等，都屬於休閒類需求。休閒需求的書籍也有很大的特色，那就是可以視

為用過即丟的產品。  

以上四類也可以看成是閱讀目的上的不同，因應不同的目的而有不同的閱讀

需求，但這些需求並非單獨存在，是可以同時並存的。因此，雖有思想、知識上

的需求，但也不能忽略休閒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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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的功能類型來看，無論是哪一種閱讀類型，其目的皆是為了發展個人

內在知識，獲得自我的成長；並因不同的需求而採用不同的類型，而無論是透過

哪一種的閱讀類型，所獲得之各種閱讀成果，都可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工作並使其

在各方面有所成長，而非僅限於工作性閱讀所獲得之經驗。 

參、閱讀態度 

根據心理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的定義：所謂「態度」乃

對某一特別事物反映出好惡之知覺傾向和反應準備狀態，它具有持有性、個別差

異，涉及評價或感情，是為預設性架構，雖然無法直接觀察，但可透過外顯行為

加以推論（v.1：114）。心理學者認為態度是對某特別事物有關之知覺傾向和反

應的準備狀態。可將態度解析成三個成分以說明其內涵：（一）認知（cognitive），

係指對於態度對象所持有的信念、知覺及訊息，以及對態度對象的認識與了解，

因此態度的認知成分常是帶有評價意味之事實型式（factual-type）的陳述；（二）

情緒性（affective），係指個人對對象的情緒感覺及態度的好惡；（三）行為性

（behavioral），係指對態度對象的實際行動，一般認為態度是指個人對一特定對

象所持有的評價感覺及行動傾向（袁之琦、游恒山，民 75）。 

張春興（民 76）則提出態度的形成是以人知覺為基礎進而與人交往或與社

會事務接觸後，逐漸形成一種持久而且一致的行為傾向；而「態度」的涵義係指

個體對人對事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而又一致性的行為傾向；狹義的解釋，態度

是一種內蘊的心理歷程，廣義的看法，則是除了內蘊的心理歷程外，態度也包括

外顯的行為。Gettys和 Fowler（1996）提出，一個人對閱讀的態度，包括了對閱

讀的情感狀態，閱讀的準備度以及對閱讀的信念，這些都是影響一個人想去閱讀

和持續閱讀的原因，另外他們還認為態度是對事物和情況的一種特定傾向，通常

會伴隨著情緒感受與看法，因此閱讀態度則是一種伴隨情感狀態的反應，這種情

感狀態的反應，是影響閱讀行為的主要因素。Mckenna和 Kear（1990）指出閱讀

態度則是與促成學習者達成或阻礙進入閱讀狀態相關之感覺系統，是對人、對事

和對周圍世界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通常會伴隨著情緒感受與看

法，亦即個人對閱讀行為的情緒感受與看法。Fishbein及 Ajzen（1975）將閱讀態

度的意涵詳細分為信念、感覺及行為是構成態度的三種成分，將其說明如下： 

（一）閱讀的信念（beliefs）或觀點（opinions），即認知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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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的評價（evaluations）或感覺（feelings）。 

（三）閱讀的目的（intentions）及實際的閱讀，即行為成分 

Lewis與 Teale在 1980年提出他們認為閱讀態度是多面向的，主要有以下三

項因素： 

（一）個人發展：閱讀上的價值是獲得調查自我、他人和生活的方法。 

（二）效用：閱讀上的價值是達成教育或職業的成功或是生活經營。 

（三）快樂：從閱讀得到興趣。 

Alexander與 Heathington（1988）認為閱讀有其情意領域，例如：喜歡或討厭

閱讀，而在閱讀的情意領域中，閱讀態度是最重要的，閱讀態度的內涵包括學生

對閱讀的知識、閱讀的評價、伴隨著閱讀的行動。 

從對態度的三個內涵：認知、情意、行為三個層面來看，閱讀態度在認知層

面的定義，即為讀者對「閱讀」這件事的認識與了解（對閱讀的認知）；在情意

方面的定義，則為在進行閱讀行為時的情緒感受或看法，如討厭或喜歡（對閱讀

行為的感受）；以及在行為層面所表現出來的對閱讀所進行之行動（實際上之閱

讀行為）。 

綜合以上文獻，可以將態度看成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應傾向，對個人的行為是

具有影響力的，而且態度的傾向並非與生俱來，是可以經過後天改變的；也只有

好的閱讀態度，才可以導致閱讀的效果達到最高，雖然態度可從外在行為來推

論，但態度與行為卻不一定是一致的，就如同對閱讀活動持正面態度的人，不見

得就會從事閱讀活動。這主要是態度只是影響人外在行為因素之一，而影響人在

行為的因素尚有環境情境因素、他人的期望、社會規範、習慣及行為結果的預期

等（丁興祥等，民 77）。馬信行（民 86）則是指出：態度與行為有關，但持有某

種態度卻未必會發生某種行為，這是因為受到客觀環境及自己主觀條件等限制，

因而不能發生那種行為。而閱讀態度是一種伴隨著情感狀態的反應，這種情感狀

態的反應，是影響閱讀行為的主要因素，會影響一個人對閱讀行為的持續性。因

此，在瞭解了閱讀態度之後，便需探討閱讀動機，因為閱讀動機正是影響讀與不

讀之間的最主要因素。 

肆、閱讀動機 

多數心理學家會採取二分法將各種不同的動機歸屬於兩大類，名稱雖不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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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所指範圍卻大致相似（張春興，民76）。從人本身的生理或心理區分為「生

理性動機」（physiological motives），即是指以生理變化為基礎的動機以及「社會

性動機」（social motives），即是以心理變化為基礎的動機兩大類；有的從先天具

有或後天學習方面把動機分為「原始性動機」（primary motives）與「學得性動機」

（learned motives），也是所謂的「內發性動機」（intrinsic motives）與「外誘性動

機」（extrinsic motives）兩大類，所謂內發動機是指某些行為的動力是個體自發自

動的，但未必是與生俱來的，也可經由學習的歷程養成；而所謂外誘動機，是指

環境中刺激的外在力量促進個體的行為（張春興、林清山，民76）。時蓉華（民

85）則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內在動機」指的是人們對於活動本身

感興趣，活動能使人們獲得滿足，而像是求知慾等內驅力是引起內在動機的主要

因素。「外在動機」則是由活動以外的刺激所誘發的推動力。因此可歸納出生理

性動機、原始性動機、內發性動機、內在動機所指大致相似，而社會性動機、學

得性動機、外誘性動機、外在動機則範圍較接近。 

任何一種行為的背後都能蘊藏著多種不同的動機，動機絕非孤立存在，相同

的行為背後也可能有多種不同的動機，而閱讀行為的背後也同樣有著各種不同的

動機因素存在。楊曉雯（民85）便認為閱讀的動機是一種綜合體，它會同時存在

著多種動機的調和。人們要排除的是何種情緒、向何處排解、以及各種不同外在

因素都會影響到閱讀動機的產生。就動機與行為的關係來看，動機具有三種功

能：（1）引發個體活動（2）維持此種活動（3）引導此種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行。

而這種由動機所引發、維持、與導引的行為，通常即稱為「動機性行為」（motivated 

behavior），而動機性行為會隨動機的滿足而終止，故動機、動機性行為以及目的

物之獲得三者構成一個週期，稱之為「動機的週期」（motivational cycle）（張春興、

楊國樞，民87）。而由動機性行為的模式來看，閱讀動機的產生，閱讀的行為以

及知識的獲取三者之間的關係，便可稱之為閱讀的週期。因為動機是由「需要」

所激發，可用圖2-2來瞭解整個過程的關係。而閱讀也可用此週期圖解釋，同樣

是因需要而產生閱讀動機，進而有回應此動機的閱讀行為產生，閱讀動機有部分

來自於內在的需求，有部分則來自外在的驅力，而內在的需求經閱讀行為獲得滿

足後，則有新的概念產生或轉化；而一旦閱讀動機獲得滿足，有時則會帶來另一

個閱讀動機的產生，此週而復始的一個過程，也符合前述之資訊需求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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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閱讀週期圖 

 

陳明來（民89）則認為閱讀活動是一種綜合多種心理因素的心理活動，閱讀

行為都是在一定的閱讀動機支配下所進行的，而閱讀動機則是由閱讀需求所產生

的；此外，閱讀興趣也會產生相應的閱讀動機，人們在閱讀實踐中產生的直接興

趣和由閱讀目標、任務而引起的間接興趣，都能夠引起讀者的強烈閱讀動機。 

Purves（1976）曾整理各家說法，認為影響閱讀的內在動機包括：（1）自我

發展的需求，重視自我認知與自我定位，追求自我成就與自我肯定；（2）智性上

的需求，追求相關經驗、刺激知識發展、增加對生命意義的瞭解；（3）情感上的

需求，追求自我獨立的感覺以及心理上的安適感；（4）社會性的需求，追求融入

社會、建立自我形象等四種需求。 

Gambrell（1996）提出閱讀動機應被定義為個體的自我概念以及個體重視閱

讀的價值；他更強調閱讀教學最重要且最中心的目標就是要去激發學生的閱讀動

機，閱讀動機會驅使個體進行長期閱讀並且樂在其中，此即閱讀教學的最終目

標。Frank（1976）認為讀者之所以會進行閱讀，必定是因為他有深層特定的需

求，這種需求可以說是一種目標的產生－讀者期待透過與文本的互動以完成目

標。因此當讀者會選擇進入閱讀的狀態，必定是因為讀者在其閱讀的對象中發

現，他所必要的需求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滿足。Mcevoy及Vincent（1980）認為最常

被提及之閱讀動機有二：一是獲得一般知識，例如閱讀者期望自身成為一個擁有

暢通資訊的人；另一則是樂趣，閱讀者將閱讀視為一種休閒活動。 

Guthrie與Wigfield（1997）將動機解釋為感情、涉入和興趣，他們認為閱讀

動機的另一個重要向度是和閱讀有關的感情和愉快的感覺，這和一些構想有關，

閱讀動機 閱讀行為 知識獲取 

產生新問題 

概念產生或轉化 

需求產生 

需 求 滿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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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閱讀的價值、閱讀的內在動機，及閱讀的興趣。當個體覺得閱讀有價值，且對

他們所讀的主題有興趣時，他們對閱讀的涉入便增加了。另外，他們也認為學生

對文學的動機是多元且複雜的，動機不可被簡化為單一要素，它是多元的，以複

雜的方式影響著閱讀表現。這表示學生會因為不同的原因，用不同的方式選擇（或

逃避）閱讀。 

蘇蘅（民83）與陳冠華（民91）則從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觀點探討閱讀動機，

可將閱讀需求分為資訊目的、個人認同、尋求整合與社會互動、娛樂休閒四種，

簡要說明如下： 

1、為了資訊的目的，期望透過閱讀獲得各方面的知識，是有既定目標、具學

習的特質，而這種需求，無論在工作或生活上、個人的內涵增進或社會關

係的建立都會發生。 

2、尋求個人的認同，透過閱讀，幫助增強個人的認同價值、尋求符合自身特

質的行為模式、對書中的不同價值觀產生認識或認同、獲得對自我的啟發。 

3、尋求整合與社會互動，是一種社會性的經驗，這種經驗有助於認同他人並

獲得歸屬感，並可藉此獲得社會地位或聲望。 

4、為了娛樂休閒，這是屬於下意識層級的需求，目的是為了獲得心理上的放

鬆。 

Waples（1940）也將閱讀的動機歸納為以下六點：分別是：（1）聲望：期望

透過閱讀行為展示個人的博學與重要性，或是藉由閱讀某特定的讀物以獲得他人

重視；（2）工作或職業習慣：有特定的閱讀主題和目的，對於讀物的選擇以實用

為主；（3）藉閱讀了解他人；（4）尋求社會性滿足：為追求更高的收入及地位或

權力；（5）休閒：為排解無聊、轉移對某事的注意力或增加美感經驗，提昇文學

素養；（6）增加安全感：經由閱讀尋求慰藉或找尋安定心靈、減少焦慮的滿足。 

陳珮慈（民85）以訪談法進行的研究則將成人的閱讀動機歸納為六種，以下

簡述之： 

1、 與工作相關：簡言之，與工作相關動機為有解決工作發生的問題、專業的

追求、為二度就業做準備。 

2、 與學習相關：為了滿足學習的需求；個人從事閱讀的相關動機可將其歸納

為吸收新知、新觀念，避免與社會脫節以及完成教育需求四項閱讀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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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生活相關：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問題，除可以和他人交換意見外，圖書

提供很大的幫助，閱讀相關書籍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 

4、 與休閒娛樂相關：許多人因休閒時間的增加，藉由閱讀活動來打發時間，

以達娛樂目的。另一方面，閱讀過程因讀者對作品的投入有助個人感情的

轉移，忘記不愉快的經驗；而閱讀美好的作品個人則可獲得情緒的安慰。 

5、 與心靈提昇相關：多讀好書，無形中可以得到影響，提昇我們心靈，增加

我們的智慧，充實精神生活。 

Guthrie與Wigfield（1997）並提出閱讀動機的十一個可能的面向，Wigfield並

將此十一個面向分為「能力與效能信念」、「成就價值與目標」、「社會因素」三大

類。宋曜廷等（民92）則將此十一面向說明如下: 

一、能力及效能信念：瞭解自己能否成功閱讀的能力及效能信念。包括效能

（efficacy）：對自己能成功閱讀的信念以及能否控制閱讀的勝任感；挑戰性

（challenge）：精熟吸取文本複雜概念的滿意程度，閱讀艱澀內容的意願；逃避

（work avoidance）：面對工作時避免工作的投入，儘可能做得越少越好。 

二、成就價值及目標：是指閱讀者的個人目標，包括成就目標、工作價值與內、

外在動機。成份包括：好奇（curiosity）：對特定閱讀主題的興趣；投入

（involvement）：享受而忘我地投入閱讀中；認可（recognition）：視獲得實際能力

或目標達成認可是成功的閱讀；競爭（competition）：在閱讀中勝過別人的渴望；

重要（importance）：視閱讀為重要的工作價值；成績（grades）：希望被視為好學

生或為得到某種好成績而閱讀。 

三、閱讀的社會因素（social aspects of reading）：社會因素為較新產生之閱讀動機，

意謂著一個被選出的概念是為閱讀的社會理由（social reasons for reading），分享

從朋友或家庭的閱讀中獲得意義的一種過程；另一個是順從（compliance），因為

一個外在目的或要求而閱讀。亦即閱讀時與同儕、朋友或家人分享或透過追求閱

讀意義而能成為某社群一員的過程。會因社會文化原因而順從（compliance）、符

應外在或他人的期望而閱讀。 

宋曜廷等（民 92）則將閱讀動機之類別與面向整理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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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閱讀動機量表 

能力與效能信念 成就價值與目標 社會 

效能 

挑戰性 

逃避 

好奇 

投入 

認可 

競爭 

重要 

成績 

社會因素 

順從性 

資料來源：「閱讀動機量表的修訂及相關因素研究」，宋曜廷、劉佩雲、簡

馨瑩，民 92，測驗學刊，50（1），頁 50。 

 

劉佩雲於民國93年亦曾發表一關於成人閱讀動機之研究，此研究除了發展出

一套成人閱讀動機量表，並將成人閱讀動機歸納為個人興趣、學習新知、解決問

題、心靈享受、蒐集資訊、社會性因素、個人成長與消遣八個向度，而此成人閱

讀動機之研究結果則顯示，男性與女性在閱讀動機上是沒有顯著差異的，而在教

育程度上，也顯示閱讀動機似乎與教育程度成正比，研究中也顯示，成人閱讀最

大的動機是追求自我成長與新知，或是基於實用性目的而閱讀，也符應成人進行

自我成長與終身學習的特質。 

Mcevoy及Vincent（1980）曾提出一項美國對個人閱讀及購書行為的全國性調

查，其中顯示美國人主要的閱讀動機可分為下列幾種：為了獲取一般知識（for 

general knowledge）、為了娛樂需要（for pleasure）、尋求放鬆（for relax）、殺時

間（as a time-filler）、為特定的工作、職業或知識（for specific knowledge or 

work/career）、精神或宗教原因（for spiritual/ religious reasons）、完成教育需求（for 

fulfill educational requirement）。 

國內由天下雜誌在民國91年進行的「全民閱讀大調查」則顯示出國人主要的

閱讀動機主要可分為：為了增廣知識見聞、為了增加生活樂趣或技能、就是喜歡

看書、工作所需幾種。而此項調查結果與Mcevoy及Vincent 於1980年在美國所做

的調查大致相同。 

而從以上對閱讀動機的研究當中，可將閱讀動機依目的分為二種，其一是由

內驅力所引起，可經學習的歷程養成，包括追求自我肯定與成就、尋求個人認同、

心理上的放鬆，像是為了娛樂休閒、心靈上的滿足、滿足求知慾等等所產生的資

訊需求屬於內在動機的範疇；其二則是因環境中的刺激所產生的誘發力所促成。



 23

包括聲望的追求、社會性的滿足、職業上的目的以及教育上的需求則屬於外在動

機的範圍之內。 

若依Wigfield及Guthrie在1997年提出的閱讀動機三類型，分別為能力與效能

類，是對於自己閱讀能力的認知與信念，其中對於閱讀的效能、閱讀的挑戰性以

及逃避閱讀工作屬於內在動機的範疇；成就價值類，則是個人的閱讀目標與成就

價值感，其中對閱讀的好奇、對閱讀的投入、知覺閱讀的重要性屬於內在動機，

而競爭意識、追求認同感、為了成績因素則屬於外在動機的範疇；社會類，期望

利用閱讀與他人分享意義或因順從他人期望而進行閱讀，而社會因素與順從性皆

屬於外在動機的一部份。但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絕非無法並存，一件行為的產生

是可同時具備多種動機因素，互不牴觸的。 

伍、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 

根據Wilson的資訊需求理論，影響資訊行為的因素包括像是個人特質—有

關個人的年齡、性別、教育背景、價值觀、工作態度、生理及心理等因素；人際

互動—在工作環境中組織特性、工作伙伴與溝通傳播、網路，以及工作所需訓練、

任務計畫、進行和完成狀況與年資等因素；大環境—如文化、政治、法律、經濟

體系等社會影響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如成本效益與資料獲得難易程度等都是影

響閱讀行為之因素。閱讀行為屬於資訊行為的範疇之內，這些因素同樣也會影響

閱讀行為的產生，因此可以將閱讀行為作如下之歸納：產生閱讀需求、促發閱讀

需求的因素、回應閱讀動機的過程與行動及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而受到個人特

質、扮演角色以及所處環境差異的影響，將導致每個人具有不同的閱讀資訊需求

以及尋求解決此需求的方法。 

楊曉雯（民 85）則認為讀者對於書籍或任何媒體的應用，除了受媒體特質

影響之外，也受到個人特質的影響，這是屬於傳播方式的一種，而究竟是哪些因

素決定讀者對「閱讀」這種途徑的使用呢？「最小努力原則」便是主要影響因素，

以傳播的範圍來說，也就是選擇傳媒或訊息作為傳播途徑的標準，是以對於訊息

的需要程度以及傳媒使用是否順手、方便與習慣有關；讀者會選擇最能滿足需要

的一條路，若條件相同時，則會選擇最方便與快捷的一條路。Schramm曾提出一

個閱聽人選擇媒體的公式，而由此公式得知，當想付出的努力越小，會造成該媒

體被選擇的機率增加，但或許只能得到部分的報酬，即僅獲得部分的資料；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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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獲得之報酬越高，亦即想得到之資料愈多時，相對的，所需付出的努力也愈高，

此公式如下所示（李茂政，民 77）： 

 

 

 

 

閱讀行為本就會因人、事、時、地、物等多種因素而受到影響，而產生不同

的閱讀行為，而在Waples（1940）的研究中，則提出有個人因素、出版業、銷售

情形及裝訂、作者等皆是主要影響的因素，簡要說明如下： 

（一）讀者個人傾向：包括閱讀者本身之性別、職業等。 

（二）出版業：如社會對出版品的需求，作者對出版社的支持度等。 

（三）銷售狀況：出版品銷售狀況也會影響讀者是否閱讀這本書。 

（四）出版品本身因素：如裝訂、作者等。 

而楊曉雯（民85）則將影響閱讀行為的各種因素作一彙整，包括個人特質，

像是性別、教育程度、生活形態等，還有資料的特質，如讀物的內容、外觀、價

格等，以及社會因素，像是資料的可得性、周遭人的看法或是社會趨勢、新聞焦

點等；而此些因素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閱讀動機的形成以及讀者進行閱讀的

方式，楊曉雯並將各因素總結並以圖2-3表示之： 

 

 

 

 

 

 

 

 

 

 

 

報酬的承諾(Promise of Reward)   

所需付出的努力(Effort Required) 
= 選擇或然率(Probability of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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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模式 

資料來源：高中生閱讀行為研究（頁30），楊曉雯，民85，台北縣：淡江大

學教育資料科學學系。 

 

Hatt（1976）也曾指出，要讓一個人完成閱讀行為，必需同時具備下列四項

條件，缺一不可： 

（一）讀者的閱讀能力（literacy） 

這是讀者本身首先必需要具備的能力條件。因為要看懂文本，當然必須具備

解讀文字的基本能力，但這個能力是會因教育程度，以及閱讀經驗種種因素而有

不同。同樣一本讀物，在中學時閱讀與在成人時閱讀所得到的知識與感受度是有

所不同的。 

（二）資料的可得性（access） 

越容易被取得的讀物，相對被閱讀和使用的機會也就越高。實際上被閱讀使

用的文本內容和讀者有能力且真正想閱讀的內容，常是不一致的；而影響的因素

就在於資料的可得性。像是藏所的距離遠近及交通便利性、是否能即使取用、可

得的資料是否是讀者真正有興趣的，這種種因素都會影響讀物是否被選擇，也是

閱讀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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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最小努力原則」。 

（三）環境狀況的影響（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不同的時間位置與週遭人事的影響，生活周遭的親友，其閱讀的偏好及閱讀

的行為習慣，都會對個體的閱讀行為造成影響。 

（四）閱讀的時間（time） 

閱讀的量與次數，和閱讀時間多寡有相當大的關係。尤其在電視、網路如此

發達的現在，工作的多寡等，也都是左右閱讀時間的主因。 

綜合以上各項文獻，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有很多，茲將影響閱讀行為幾項主

要因素分為四部分並整理說明如下： 

（一）個人特質 

就個人特質而言，會影響閱讀的因素也很多，陳冠華（民91）在綜合相關文

獻後，提出了六種會影響閱讀行為的個人特質： 

1、 性別：許多閱讀的相關研究都指出，性別是影響閱讀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青少年漫畫閱讀為例，就青少年漫畫行為之研究發現，讀者的性別差異反

映在漫畫閱讀的種類上，男性較愛看體育武俠和幽默爆笑類，女性較則偏愛

浪漫愛情類漫畫（蘇蘅，民83）；陳珮慈（民85）的成人閱讀調查報告中，也

得出男性所閱讀者以「政治、法律」居冠，其次為「經濟、理財類」，而以「宗

教、哲學」、「家庭管理、育兒類」及「心理、人際關係」最低，女性則以閱

讀「家庭管理、育兒類」為最高，其次為「社會新聞類」，「科技、工程類」

為最低。民國九十年的台灣都會區閱讀習慣調查中，則得出台灣男性閱讀習

慣的前三名是「電腦資訊」、「投資理財」、「休閒小說」，實用性非常強。但，

台灣女性閱讀的前三名則是「文學」、「休閒小說」、「醫療/心理」，該研究並

提出結論認為男性與女性兩者在自我期望、閱讀需求與心靈上，有相當大的

差距（張惠菁，民90）。在「台東師院學生課外閱讀行為調查研究中」，也得

出男生在閒情閱讀上的興趣高於女生、男生在藝術閱讀行為顯然低於女生、

男生在純文學閱讀行為顯著高於女生、男生在大眾小說之閱讀興趣高於女

生、男生花在課外閱讀之時間高於女生（謝彩瑤，民89）。但仍有研究者對於

性別會是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持有保留態度，認為此種先天因素會和環境因

素互動，而較不具有主要的影響地位（楊曉雯，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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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齡：不同年齡的人反應出不同的社會背景、教育態度，進而影響閱讀動機

與興趣（時蓉華，民85）。而且青少年也較年長者習慣於利用電子媒體進行閱

讀行為。而且閱讀態度的轉變也會隨著年齡的不同而略有改變，Dwyer與Joy

（1980）針對三個不同年齡層，分別是國小六年級、18 歲上下之青年人以及

60 歲以上的成人所做的閱讀態度調查，結果則顯示：六年級兒童的閱讀態度

多為正面、積極的；18 歲上下之青年人的閱讀態度是最負面的；而60歲以上

的成人其閱讀態度最為積極。而且年齡的不同往往代表心智發展的不同，每

一人生發展階段都有其不同的認同模式。而且隨著年齡逐漸增長，個人會較

傾向注重知識與智慧，因此會多留意較為嚴肅的內容（宣偉伯，1983）。  

3、 教育程度：高教育程度者比較可能是讀者，但是又與其所受的教育類型有關，

所受的教育量對此則較沒有影響。而且，所唸的科系如果是比較實務性主題，

其閱讀興趣偏重在與生活相關之主題；高教育程度者則對個人生活以外的主

題較有興趣（Lucas，1992）。  

4、 以往的閱讀習慣：McElroy及Vinvent（1980）曾指出：早期的閱讀習慣將會影

響日後閱讀行為，其研究發現，青少年時期有閱讀習慣者，成人時期將會繼

續的保持閱讀的興趣及習慣，並會擴增其閱讀的主題範圍。嚴媚玲（民87）

的研究也提出，從小的閱讀習慣是影響日後閱讀行為的一項重要因素，對於

閱讀領域、閱讀媒介及閱讀管道的選擇都有影響。 

5、 興趣：從許多關於閱讀的研究中，都可發現，興趣是影響閱讀的主要因素之

一，「台灣都會區閱讀習慣調查」，調查結果也顯示「個人興趣」是閱讀的主

要原因（張惠菁，民90）。楊曉雯（民85）則整合說明Hajda及Lucas的研究，

並認為，個人的行為是影響閱讀行為相當重要的因素。除了會在閱讀主題上

反應興趣所在外，其興趣種類越多、對興趣的投入越高，則越容易引發閱讀

行為。 

6、 職業或身份: Magaret Monroe指出，專業的工作人員喜歡閱讀與工作相關的書

籍，而一般業務員較喜歡輕鬆型的書籍，二者之差別主要在於是否工作上有

需求。退休人員其閱讀型態較沒有變化，但社會學家則指出，閱讀可以幫助

退休人員面臨退休後的一些問題，例如保持自我肯定感、金錢的運用、維護

身心健康、確認生活中應扮演的新角色等（轉引自Ronami，1973）。不同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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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會影響個人不同的智力與訓練的需求；工作越專業的人，越需要專業性的

知識，因此不但其在閱讀的量上明顯較多，在內容及資料的情形上，也呈專

業性、即時性走向（楊曉雯，民85）。圖書館館員屬於專業人員，自然有其在

專業知識上的需求，而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在進行專業成長上的相關閱讀情

形便是本研究目的之一。 

（二）資料特質 

綜合不同研究者所提出之研究顯示，會影響讀者閱讀行為的幾項資料特質有

以下幾項： 

1、 資料的內容：讀物的可讀性與平易性、時效以及完整性，都是讀者考量的因

素之一，像是作品文字的流暢度、遣辭用句是否淺顯、流暢。但一般而言，

淺顯明瞭的內容較容易被大眾接受，尤其在現代的消費性文化中，其內容往

往是淺白、易懂易模仿的，越制式、不需耗費心思的內容，越容易被接受（馬

家輝，民78）。許多人閱讀是為了獲得資訊或是知識，因此文章內容的豐富與

專門性及出版的時效性對讀者的選讀與否有相當的影響。如專業的科學家及

技術人員會定期閱讀若干核心期刊，以求迅速掌握最新資料。而像一般閱讀

報紙的內容時，其時效性也是原因之一。 

2、 資料的外觀：閱讀資料的外觀是讀者接觸時第一印象，通常對於印象佳的資

料讀者閱讀意願會較高，因此外觀愈具吸引力的讀物，被使用的機會也愈高。

而像是書籍的裝訂、字體大小、版面編排也會有所影響。 

3、 包裝與廣告：Ross（2001）的研究顯示出，閱讀者在選取書籍時，會參考封

面的文章內容敘述，並優先選擇有名氣的書，或者是有權威書評、親友推薦

的書；而在「台灣都會區閱讀習慣調查中」（張惠菁，民90）中，調查結果則

顯示出有57％的民眾主要是透過親自翻閱來決定值得閱讀或值得買的書，另

有29.6％是透過親友師長推薦，另外像報刊書評佔了22.3％，電視媒體為11.5

％以及網路書評的10.4％，因此雖以親自翻閱為最主要影響因素，但可從其

次的親友師長推薦、報刊書評、電視媒體、網路書評、出版社的廣告單等瞭

解到廣告的重要性。 

4、 資料的價格：根據《上海城市讀書指數報告》的調查，上海市民認為「讀書

遇到的最大困難」，首先是沒有時間（32.5%），其次是書價太高（25.8%），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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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大陸圖書價格上漲了20多倍，每本書平均價格達30多元，大大高於

國民收入和消費指數增長幅度（向明，2005）。而對讀者而言，網路出版的資

料類型除了代表閱讀介面不同、取得管道不同之外，成本費用機制同時也有

所也不同（林珊如，民92）。而「台灣都會區閱讀習慣調查」中的結果，年齡

層越高及高科技人才的網友也較為願意多花一點金額在網路下載書籍或報告

上（張惠菁，民90）。 

5、 作者：作者本身也會影響到讀者的選書行為，像是一些名人出書，會吸引一

般民眾有閱讀的慾望，或者是一些有名望的作者，不需多加宣傳即有基本的

支持者。 

（三）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也是影響閱讀的因素之一，可分為外在環境因素及社會因素兩方面

來探討： 

1、 外在環境因素 

（1） 資料的易得性：是影響閱讀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Ross（2001）的研究

中也顯示出，有部分讀者特別會去看「就在身邊」的書。因此像報紙、

雜誌，成為最常被閱讀的資料。而在楊曉雯（民85）的研究中，也顯示

出高中生在閱讀時，「就近可得」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2） 環境特質：有閱讀習慣的家庭、相同閱讀興趣之朋友，除了可利用共讀

來促進閱讀興趣之外，也可利用像是讀書會等團體增進閱讀能力，也是

影響閱讀行為的主要原因。 

2、 社會因素：社會對閱讀的看法也會影響閱讀行為，與西方社會相較之下，台

灣因教育制度及社會觀念，過去在兒童閱讀方面並未十分重視，雖然在前幾

年前教育部長曾志朗在位時曾大力推動兒童閱讀，並將西元2000年訂為兒童

閱讀年，但時至今日，卻似乎又沈寂下去了，這便是社會風氣影響閱讀的實

證；也有些人是想藉由閱讀，來尋求聲望的滿足以顯示與他人之不同。其他

像是社會熱門新聞話題也會影響讀者選書行為，因此社會因素與出版趨勢是

息息相關的。 

（四）媒體載具 

本部分其實已包含於以上三類之中，但因數位資訊之多元與龐雜，故將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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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作為深入說明。 

同樣的資訊如紙本與電子版皆有，會因不同的職業與不同的地點等需求，所

選擇的載體也有所不同，學者林珊如（民92）歸納出影響網路閱讀行為的六種特

性，分別為數位文件部分以及讀者層面。 

1、 數位文件部分：資訊性、科技性、經濟性。 

2、 讀者層面：情境性、需求性、個人性。 

德國學者Maletzke曾以以下傳播模式圖（圖 2-4）來解釋閱聽者的行為，而

閱讀行為也是屬於傳播模式的一部份，故就此模式來看，我們可以得出讀者選擇

書籍或其他媒體時是受到媒體特質跟個人特質等多項因素所影響。從媒體特質方

面來看，媒體使用的方便性是影響人們使用媒介的最主要的因素，尤其是當對於

各種媒介沒有特殊偏好時，便更容易選擇容易獲得的媒介（麥魁爾，民 77）。而

像是媒體表現符號的顯著程度以及內容的吸引力等，都是讀者會選擇該媒體的因

素之一。而從人格特質方面來看，楊曉雯（民 85）則提出包含個人的需求、個

人的閱聽習慣以及個人的傳播能力皆是可能選擇該媒介的原因。 

 

 

 

 

 

 

 

圖 2- 4 馬雷次克傳播模式 

資料來源：傳播模式（頁61），麥魁爾著，楊志弘，莫季雍譯，民77，台北

市：正中。 

 

就閱讀來說，電腦媒介的興起帶給了印刷媒介不小的威脅，尤其互動閱讀方

式的優勢帶給讀者的主動性，更是傳統線性閱讀方式所不能及的。再加上網路通

訊科技，利用電腦作為資訊的處理與傳播似乎已造成一股無法抵擋的趨勢（黃秀

義，民89）。從媒介的使用行為來看，有研究指出閱聽人使用WWW之後，其使

用傳統媒介的時間減少了，學者Kaye（1998）提出網路的出現對傳統的媒介使用

對媒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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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衝擊，有超過1/4的受訪者使用網路媒介之後，減少了看電視、閱讀雜誌、

報紙以及看錄影帶等傳統媒介的使用時間。 

根據對大學教師的網路閱讀行為調查中可以發現，網路讀者會從文本特性來

決定選擇紙本或電子版；以新聞為例，想看即時新聞就看電子版，想知道深度評

論就選擇紙本；以期刊為例，想方便迅速就使用電子資料庫，若要攜帶，則會選

擇紙本（林珊如，民92）。由中外不同時間對大學生及成人研究結果可歸納：即

使在e網傳訊時代，期刊雜誌、報紙、圖書等紙本印刷媒體所夾帶的便利及可攜

帶性以及不受限環境的因素，使其居閱讀媒介之首（謝彩瑤，民89）。 

因此，新的媒體載具是否終將取代舊有的傳統媒體，或會並存許久，仍有待

繼續觀察。  

若能更深入的了解各種媒體的特質，將會發現其實在資訊的傳遞及影響上，

各種媒體皆有其優勢，也各有所限。重要的是新的傳播媒體並不會完全取代舊科

技，而且是朝向多元合作的方向；「知識」，指的已不只是書的實體部份，過去依

書而存，而今已掙脫書的形體，以各種型態展現。因此若圖書館員的職責就在於

提供資訊，則很明顯的，我們過去沉醉於書媒體中的感官，已逐漸因各種媒體管

道的興起而有重新運作的需要（楊曉雯，民86）。  

未來應是多元閱讀形式並存的形態，過去我們對網路閱讀的研究並不關注，

圖書資訊從業人員對於讀者的閱讀動機、由閱讀獲得什麼、閱讀的價值、閱讀對

人們的生活和知識結構，產生的變化等並不了解，更何況是網路上人們的閱讀行

為。因此，政府和圖書資訊從業人員，應對鼓勵大眾閱讀和進行更多閱讀的實證

研究，投入更多的心力。 

 

第二節  圖書館館員專業成長 

圖書館館員在接受學校正規教育之後，進入職場，開始了就業生涯；然而，

在資訊環境的改變之下，館員也體認到新技術、新知識的不斷開展，過去在學校

教育所習得的知識，已不足以應付當前工作所需，館員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來提升

專業技能。因此，圖書館員之專業成長，目的即是為了追求工作專業上之自我成

長，包含專業知能的學習、工作能力之精進、問題之解決等；圖書館界目前普遍

已存在追求專業成長之觀念，且管道十分多元，但名稱也十分多樣，如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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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教育、在職訓練、館員發展、持續性專業發展等，各名詞在定義上有相近之

處，而涵蓋範圍則略有不同，其目的在使館員產生自發性學習、促進人力資源成

長、提升服務品質及圖書館營運績效（楊雅勛、王明美，民87）。相關名詞釐清

部分則不在本研究之討論範圍之內。 

本節則將圖書館員專業成長的範疇，分別就專業成長與專業知能兩部分進行

說明。 

壹、專業成長 

美國在1976年時，美國國會通過即終身學習法案，指出「終身學習係個體在

一生中，持續發展其知識、技巧與態度的過程。」歐盟十二個會員國則是將1996

年訂為終身學習年，以致力於推動終身學習；台灣則是於民國83年教育政策白皮

書中正式提出「以終生教育為發展遠景」，自此開始則以推動終身學習、建立學

習社會為目標，並將民國83年訂為「終身學習年」，希望結合體制內、外各種學

習管道，讓學習融入工作，成為生活的一部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6年出版

了「學習：內在的財富」一書，該書提出了邁向學習社會人類必須進行的基本學

習的四大面向（Delors, 1996）。而此學習的四大面向，即為在進行自我學習以求

成長時，所欲達成的四大目標，茲將此四面向說明如下： 

1、 學會認知（learning to know）：學習認知是建立豐富的知識基礎，並學習如何

學習及再學習。是為了掌握認識的方法，而不只是得到系統化的知識，經由

學習新知識不但可以幫助個人學會認知周圍的世界，並可發展自己的專業能

力，也是生活的目的與樂趣，也可以說是從生活中學習。 

2、 學會做事（learning to do）：是強調各種工作能力的培養，是一技之長的學習，

例如：與人溝通、共事的能力、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創造革新的能力等，應

該加強的是吸收資訊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建立關係的能力。

強調的是一種「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 

3、 學會與他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逐步去發現他人，了解人類的多

樣性，並從事一些共同的計劃，了解人與人之間具有相似性且是相互依存的。

人們應增進與他人之間的溝通、互相尊重、彼此和諧相處。幫助人們認識自

己，接受不同的觀點，學習發現他人（discovering others），進而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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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習發展（learning to be）：為達成全人發展的目的，每一個人應發展獨立的

批判思考與判斷能力，充分發揮自我潛能，解決自我問題，主宰自我生活。

而這也是Maslow所提出人類需求的最高層次-自我實現的部分。 

陳乃林（民87）則提出終身學習是一種發展中的社會化學習體系，就制度面

來說：它包括正規學習、非正規學習和非正式學習三種類型，唯有三者協調整合、

相輔相成，才能共同促進人的終身發展。此三種類型分別是：1、正規學習：學

習者在正式教育體制中的學習活動，係在教師引導下，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

之學習；2、非正規學習：指在正規教育體制以外有組織的學習活動；3、非正式

學習：學習者為了實現自己理想目標，或滿足工作、生活、興趣等需求，而自覺

進行的學習活動。 

劉毓欣（民93）則綜合各家說法，將圖書館員專業成長活動依其性質分為三

類：1、正式學習；2、互動式學習；3、自學式學習。其中的自學式學習，則是

指可由館員獨立完成，例如閱讀專業書刊等，且自學式學習活動限制較少，也較

為彈性。 

從繼續教育的角度來看專業成長，黃麗虹（民74）定義繼續教育為有計畫、

有系統之學習活動，目的在使館員保持新的觀念、知識技術不落人後、更新基本

教育、為變換工作而準備。因此，內容並不僅限於職務上，凡是影響服務的部分，

皆屬之。美國圖書館學暨資訊科學委員會則定義繼續教育為以下五點：終生學習

保持個人知識，以避免落伍為時代所淘汰、個人教育的更新、在一個新的領域中

求其多樣化、每個人對本身的工作有基本責任、繼續教育是超越專業領域所必經

的途徑（Neal，1980）。 

繼續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使個人能力更臻專業化，使個人在工作上足以應付，

方可形成專業文化，提升專業社會地位。因此，繼續教育有以下幾項功能：促進

專業的成長、適應社會的變遷、加速職業的晉升、激勵自我的超越、協助機構的

發展、提升人力的素質（王政彥，民84）。 

無論是在職進修或繼續教育，兩者的目的之一皆是為了提升自我，激勵自

我、超越自我，出發點皆是為了讓館員讓持續接受新知並提升工作上之技術，以

便滿足工作上之需求；專業成長範圍涵括以上各相關概念，但更強調的是館員自

覺，由個人自身引發之意念鼓勵其前進、學習；且主張不只學習技術，還包括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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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進而刺激館員對自身專業工作的認同及熱忱（劉毓欣，民93）。 

張慧銖、邱子恆（民87）則將認為較常見的館員自我進修活動分為三種，分

別是：人際網絡、讀書會以及研討會論文集；遇到問題時，很多館員會先和同業

館員討論，學習他人的經驗，以尋求解決的方法，有時則會依所遭遇問題的主題

組織讀書會，大家一起來找資料，藉著討論專業的圖書期刊文獻來尋求解決的方

法，而當館員可能因為種種因素無法參加正式的繼續教育課程和研討會時，仍可

藉由閱讀相關主題的研討會論文集，來對某一主題做一概括性的了解。 

館員進行專業成長的方式有很多，程良雄（民88）提出多元化的館員在職進

修方式有研習、升學、參加會議、參加考試、閱讀、參與博覽會、上網學習、演

講及寫作、參訪與輔導及工作中學習共十種；其中的閱讀以及上網學習皆為與本

研究中所定義之閱讀相關，故特作說明如下： 

1、 閱讀：選擇自己興致所在或工作所需的中外書報期刊，查閱參考、略讀或精

讀，對於增廣見聞，掌握時勢及增強思辨能力皆大有助益；近年來台灣地區

積極推展讀書會，如能抽暇參與，或帶領同仁及親友，共同閱讀，並參加討

論，分享讀書的樂趣，又可增進友誼，實為進修成長的好機會。 

2、 上網學習：由於網際網路的開發成長，凡是現代國民都要學習上網運作，查

詢、擷取資訊、瀏覽智慧寶庫，掌握人類最尖端的科技結晶。 

黃麗虹（民 74）曾調查全國 26所大學圖書館館員專業成長的方式，其研究

結果主要除參加研習外，第二即為閱讀書刊，是為館員所認同的成長方式；但實

際調查中館員生活中的專業成長方式，卻是以閱讀書刊為首位。由此結果雖可得

知，館員認為最能促進專業成長的方式與實際執行的方式稍有落差，但也得知閱

讀在館員的專業成長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涂曉晴曾於民國 85年，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對我國 60所大學校院圖書館的

參考館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參考館員學習網際網路的管道，依序分別為：由

館方安排參加館外舉辦的各種相關演講或研討會、閱讀相關的圖書或期刊文獻、

請教同儕或朋友、參加館內舉辦的教育訓練課程、自行參加館外舉辦的各種相關

研討會、透過網際網路上的自學課程、利用視聽媒體自行學習、參加電子論壇。

陳雪華在民國 86年，也對我國 74所大學校院圖書館實施網路資源利用教育的狀

況進行調查。分析結果指出，從事網路資源利用教育的圖書館員中，主要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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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學習管道是閱讀相關的圖書或期刊文獻（64.6%）、請教同儕或朋友（54.0%）

以及參加館外舉辦的演講或研討會（53.1%）。而由這些調查中可以顯示出，閱

讀對於館員自我學習與成長的重要性。 

館員為了因應時代的進步與變遷，除了必須吸收專業知識外，工作上服務品

質之提升也是必須的；因此，無論是參與在職進修或繼續教育，或是個人從事其

他管道的成長，都是館員在工作專業領域上所必須從事的基本學習，而透過非正

式學習也是所謂的自學式學習，即閱讀，來從事這些與工作上有關之各項提升與

成長，即是本研究所指之專業成長，但本研究所指之閱讀，則將範圍擴大至日常

閱讀，而非僅僅限於專業閱讀範疇之內。 

貳、專業知能 

1999年，美國圖書館學會召開專業教育研討會（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探討並提出圖書資訊人員專業價值與專業核心能力應包括以下七項

能力：1、知識資源的組織；2、資訊與組織；3、資訊與服務；4、資訊與學習；

5、資訊與管理；6、資訊與科技能力；7、資訊與研究等（Deklcer，2003）。 

就一般而言，吳美美（民87）以為專業形象的形成至少包括專業信念、專業

能力和專業對社會的影響力幾個要件；專業信念包括很多層次，個人的、專業的、

抽象的信仰和價值觀、具象的工作目標、服務的宗旨等。而在專業能力的部分，

則是包括對資訊的內容和服務的對象有所了解以及能使用資訊傳播科技，也能指

導他人。鄒錦秋（民87）也在「圖書館的新形象」中提到圖書館應扮演指導者、

輔導者、協助者、知識探索者、管理者及企劃者六種角色，並應具備才學優良，

學有專精、品格健全，身心健康、良好的服務態度，三者相輔相成，能具有以上

三項者，才算是一個真正優秀的圖書館員。 

王梅玲（民89）在「二十一世紀我國學術圖書館員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研究」

中從專業能力的角度來看專業成長，將圖書館員應具備之將專業能力分成六大

類，共計48項專業能力，此六大類包括：資訊資源管理、資訊服務、資訊系統與

資訊科技、管理與行政及溝通與人際關係等。而此六點是除需藉由專業教育來習

成之外，也尚須利用個人自我學習來求得進步。楊美華與劉欣蓓（民92）在「知

識經濟時代專門圖書館員知能探究」中認為圖書館從業人員最重要的核心能力有

以下五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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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性上具有敬業精神、隨時吸收新知、積極主動。 

2、 態度上富有團隊精神及溝通協調能力。 

3、 具有企劃活動的能力、應變能力及多元思考的能力。 

4、 關心顧客、能充分掌握讀者問題的技巧，讓讀者對圖書館有好印象。 

5、 開發新資訊產品、資訊服務評鑑、資訊整合能力。 

呂春嬌（民87）在其「從終生學習社會的觀點談大學圖書館館員的繼續教育」

文中，除定義繼續教育之外，也提出一些我國大學圖書館員繼續教育的改進之

道，包括圖書館員繼續教育課程中應加強專業能力，以培育「全方位的人」為目

標，並認為以此目標下，圖書館員繼續教育課程應包括圖書館基礎主題類、技術

服務相關主題、讀者服務相關主題、電腦與網路類、圖書館組織與營運相關主題

以及有價值的人類品質等相關主題等六項。其中的「有價值的人類品質相關主題」

是根據Puk（1996）所提有價值的人類品質，包括基本智力、基本讀寫能力、學

科基本知識、基本社會技巧、文化價值觀、正確的自我觀念、獨立完成問題解決

之能力、與他人合作共同解決問題之能力、創造力、反省批判能力、負責任、自

我導向學習能力、具有美感、合理性思考能力、後設認知能力、關懷環境、自我

充實能力、改善環境能力、向他人學習的能力、檢視生活經驗以加強學習、自我

超越等能力。 

程良雄（民88）也提出資訊時代館員所應進修的項目，包括專業知能、專業

精神以及通才素養。通才素養則包括了像是正確價值觀、溝通協調、謙恭禮節、

領導藝術等，俾利為人處世和諧圓融、學習如何學習以及如何領導與服務。而這

些皆屬於圖書館員專業成長之範疇。李波（2004）則是提出網路時代對高校圖書

館館員素質的要求包括館員需具備敏銳的信息意識以應付網路時代豐富多樣的

訊息源、館員需具備創新能力與信息能力來應付數位化的服務方式、面對不同的

服務對象館員需具備嫻熟的職業技能、面對形式多樣的服務內容館員需具備良好

的信息道德四種；而提升的方式則需要館員擴展新知結構與職務技能、館員需強

化敏銳的信息與服務意識、館員需進行各種形式的培訓活動以便加強知識結構的

更新。林雯瑤（民87）則認為每個圖書館員所需要的網路素養皆因工作職責的差

異而有所不同，但普遍來說，網際網路時代的圖書館員的網路素養應包括具備電

腦網路的相關知識、對網際網路的歷史與發展有所瞭解、使用網際網路各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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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WWW網頁設計與管理的能力、評鑑網路資源的能力、對網路安全及網

路倫理的了解、電腦多媒體的相關知識、自我教育的能力八項。 

而一名優質的圖書館員除了要具備專業的服務能力外，也要具備服務讀者的

「心」。其中專業服務能力所指的是館員在提供優質服務時，所需具備的專業知

識、技巧與觀念。其包含了技術性與知識性的能力，而這兩種能力彼此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而服務人員的「服務心」所指的是一種服務的人生觀，和工作態度相

似，即一種主觀的服務意願與心態，其中包含助人為樂的服務精神，誠懇待人的

實幹精神與禮貌待人的友善精神，一般而言讀者對於這樣類型的人都會給予較高

的服務評價（陳光榮、劉鈺貞，民91）。 

專業成長的意義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專業技術上的學習，亦包括了工作上所因

具備的各項能力之習得，Griffiths和 King（1986）在「圖書館學和資訊科學教育

的新方向」一書裡，提及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能（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將「知

能」（competencies）定義為包括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s）和態度（attitudes）

三個層面。王梅玲（民 89）則定義知識為：係對於某事、某人、或如何作事，

一種具有資訊、知道、瞭解、熟悉、與知曉、有經驗等狀態；技能為：有效利用

個人知識的能力；態度為：一種面對某事與某人的心靈與感情表達的方式。因此

根據以上對於專業知能以及專業成長之文獻，可將圖書館員所應具備之各項能力

彙整為三大層面，如下所述： 

一、知識面 

1、 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識：包括圖書館基礎主題、技術服務、讀者服務。 

2、 資訊科技專業知識：應具備資訊科技基本知識，並隨時吸收新知。 

二、技能面 

1、 資訊科技類：包括相關資源管理能力、電腦軟硬體、通訊技術、網際網路、

網頁製作及維護等資訊科技，使之具備整合資訊之能力。 

2、 資訊服務類：應具備可針對不同讀者提供適切資訊服務之能力。 

3、 管理行政能力：包括圖書館組織營運相關主題、領導藝術、團隊精神以及

溝通協調能力。 

4、 溝通與人際關係：對外能分析讀者資訊需求及資訊行為，積極主動協助讀

者，對內則需能與組織各階層人員保持良好關係，俾便工作業務進行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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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作環境之維護。 

三、服務面 

1、 敬業精神：應具備積極負責的態度，在工作上兢兢業業，期望達到最好的

工作效果。 

2、 服務的人生觀：一種主動的意願與心態，包含助人為樂、誠懇待人、謙恭

待人的精神。 

3、 自省能力：瞭解個人的不足，並進行自我充實、改善、學習，以便自我超

越的能力。 

本研究所指之專業成長，則是期望以閱讀來達到上述之知識、技能以及服務

三大層面共21項能力的增長，以便對工作、個人上都能有所助益以及成長，並根

據以上對專業相關能力之彙整，將圖書館員所應具備之專業相關能力整理如表

2-2所示： 

 

 

 

 

 

 

 

 

 

 

 

 

 

 

 

 

 



 39

表 2- 2 圖書館員應具備之專業相關能力 

主要層面 次要層面 基本能力 

圖書館基礎主題 

技術服務 

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識 

讀者服務 

資訊科技基本知識 

知識面 

資訊科技專業知識 

資訊科技新知 

資源管理能力 

電腦軟硬體 

通訊技術 

網際網路 

網頁製作及維護 

資訊科技類 

資訊整合能力 

資訊服務類 提供適切服務之能力 

圖書館組織營運 

領導藝術 

團隊精神 

管理行政類 

溝通協調能力 

分析讀者資訊需求 

技能類 

溝通與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維護 

敬業精神 

服務的人生觀 

服務面 

自省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除了館員本身的因素之外，若有圖書館館方的支持，館員的表現也會較佳，

從Havener及Stolt曾於1991年針對185所美國的學術圖書館進行圖書館館方對於館

員的專業成長支持調查研究，而研究結論則得知支持館員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圖

書館會有較良好的成效，以閱讀專業期刊方面來看，若有館方支持，館員閱讀專

業期刊情況便比不提供支持的館方來的好。根據此研究結果顯示，支持館員提供

時間是最多圖書館館方所採取的方式，有83.8%，其次則是提供金錢上的資助，

有65.9%，兩者皆提供者也佔了65.4％。由此可知，若有圖書館館方的支持，館

員在進行專業成長活動時不但可無後顧之憂，也可達到較佳的效果。 

 

第三節  閱讀行為相關研究 

國內目前已有多項關於閱讀行為之相關研究，而閱讀雖經多項研究已得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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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業成長的方法之一，但對於兩者間影響的研究則付之闕如；故本節之閱讀行

為相關研究則以閱讀態度、閱讀動機以及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幾部分作為相關研

究探討。而目前關於閱讀行為的諸多研究當中，其研究對象則多以兒童為主，本

節僅列出以青少年以上年齡層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茲分述如下： 

壹、閱讀態度相關研究 

Dwyer與 Joy（1980）針對三個年齡層，國小六年級、18 歲上下之青年人以

及 60 歲以上的成人所做的閱讀態度調查，結果顯示：六年級兒童的閱讀態度多

為正面、積極的；18 歲上下之青年人的閱讀態度是最負面的；而 60歲以上的成

人其閱讀態度最為積極。 

楊曉雯（民85）在「高中生閱讀行為研究」中，以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

生為研究對象，歸納高中生閱讀態度及行為如下：1、大多數學生認同閱讀是重

要的事，亦承認閱讀是獲得知識的來源，但「看課外書不應影響課業」亦是受訪

者共同心聲。2、受訪者表現的閱讀心態著重「必須性」和「求知性」，而其閱讀

行為則顯出消極而被動。3、整體而言，閱讀算是學生常進行活動，一方面閱讀

課外書簡單可行，另一方面建中學生從小即有閱讀的習慣。但受訪者多反應花很

多時間建國中學學生在課業的閱讀，即使很想多看課外書，時間上常常不允許。

4、取得課外讀物的途徑以到書店去翻閱最多，因為書店多位於熱鬧、交通方便

之處，隨時都能進去翻閱；其次是向同學借閱。 

嚴媚玲（民 87）在「大學生的閱讀活動與其管道之研究」中以質化訪談法

訪問新竹地區大學生，發現對課業閱讀比較積極的學生，其課外閱讀也較會懂得

自我安排，但由於大學生進行課外閱讀活動的時間有限，故閱讀態度有偏向「速

食」-快速擁有新知識、新資訊的媒介較受歡迎；「雜食」-鮮少有固定的閱讀主

題的心態；除此之外，大學生的閱讀態度所表現出來的實用性價值也相當明顯。 

陳明來（民 89）以問卷調查法與質性訪談法在「台北市公立國中生課外閱

讀行為之研究」中，分析台北市公立國中學生的課外閱讀行為、態度、動機、興

趣及影響閱讀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課外閱讀態度方面，整體而言，台北市公

立國中生的課外閱讀態度是屬於積極的態度，而性別、學業成就及平均每天課外

閱讀時間會影響到國中生課外閱讀態度，但年級則不會影響到國中生的課外閱讀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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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毓欣（民 93）以問卷調查法與質性訪談法在「我國大學圖書館館員專業

閱讀之研究」中，則是針對大學圖書館館員專業閱讀作研究，並得到館員專業閱

讀現況為 72.8％的人每月閱讀不到四種專業期刊；而有閱讀期刊習慣的人中，有

六成不閱讀西文期刊。而在館員認知與態度方面，館員多傾向為了提升個人能力

與專業知識而閱讀；有近九成的受訪者認為訓練、修習課程及閱讀為最理想的專

業成長活動，但最常利用的還是閱讀；且資深館員較資淺者更常使用以上三種專

業成長活動。受訪者普遍認為目前的專業文獻過於偏重科技導向、圖書館學本身

的研究日漸稀少；理論與實務差距過大。 

貳、閱讀動機相關研究 

蘇蘅（民83）以問卷調查法針對台北市青少年閱讀漫畫動機與行為進行研

究，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閱讀漫畫動機以「內容有趣好笑」居多，其他則為：畫

面美麗動人、具有想像力、內容刺激。由此動機可看出，青少年閱讀漫畫主要是

為了輕鬆和休息，也有不少是因為美觀而被吸引，也有近三成是因內容本身發展

動人或具想像力而閱讀漫畫。 

楊曉雯（民85）在「高中生閱讀行為研究」中，以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

生為研究對象，將高中生閱讀行為分為課內閱讀及課外閱讀；課內閱讀的主要閱

讀動機是為了達到課業評量的要求，而課外閱讀的動機則分為書籍、漫畫、雜誌

以及報紙，影響閱讀書籍的動機包括：1、老師要求寫報告所引發的外在動機，

或在找報告的過程中因發現喜歡的主題所產生的內在動機；2、打發無聊，消磨

時間或排遣孤獨的感覺；3、剛好手邊有書、就近有翻閱的機會；4、本身對閱讀

有特別的喜好，為空閒時的主要休閒活動；5、追求新知或技術學習。 

而引起台北市建國高級中學學生閱讀的動機則分述如後，閱讀漫畫的動機則

有：1、為了休閒娛樂；2、受故事吸引；3、隨手向同學借來看；4、打發時間；

5、因電視播放而引起刺激。影響閱讀雜誌的動機則有：1、打發時間；2、新一

期雜誌出刊；3、訂閱的雜誌剛送到；4、同學流傳討論時；5、增加新知識、新

資訊的需要；6、老師要求。影響閱讀報紙的動機則有：1、因家中或班上有訂，

隨手取來看；2、喜歡閱讀某些主題的專欄報導；3、打發無聊；4、習慣；5、不

看報紙就無法知道外界發生的事物；6、老師規定。總結歸納高中生閱讀動機有

二類：1、刺激性動機：屬於外部非預期性的激力，動機強度較弱、壓力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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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於形成閱讀樂趣。2、目的性動機：是屬於具預期性的激力，動機強度較強，

但易於形成閱讀壓力及閱讀疲勞。 

黃育君（民87）在「青少年閱讀行為與公共圖書館服務探討」中，以雲林縣

立文化中心青少年讀者為對象，指出青少年的閱讀動機可歸納為學習與求知、休

閒娛樂、增進人際關係、為未來工作做準備、滿足想像力、作為感情的發洩以及

受師長或朋友的影響幾種，而其中主要的閱讀原因則在於休閒娛樂或因為無聊所

以藉著閱讀以達到消遣目的，其次則是為了增加知識而進行閱讀。明確指出影響

青少年閱讀的因素與動機，並將青少年的閱讀行為與圖書館可以提昇的功能做一

結合。 

嚴媚玲（民87）在「大學生的閱讀活動與其管道之研究」中以質化訪談法訪

問新竹地區大學生，將大學生的閱讀動機歸納如下：1、與課業相關；2、吸收新

知與學習；3、無聊、打發時間；4、從小的閱讀習慣；5、同學介紹影響；6、電

視等傳媒刺激；7、老師介紹。並總結受訪者的閱讀動機不只一種，可分為1、自

發性動機，如從小培養閱讀習慣、目的或新竹地區大學生興趣等；2、被動性的

刺激動機：如課業刺激、老師同儕影響、傳媒刺激或話題壓力等；3、休閒動機；

4、隨機型的閱讀動機；其中以被動性的刺激動機居多。 

陳明來（民89）以問卷調查法與質性訪談法在「台北市公立國中生課外閱讀

行為之研究」中，分析台北市公立國中學生的課外閱讀行為、態度、動機、興趣

及影響閱讀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在課外閱讀興趣與動機方面，台北市公立國

中生閱讀課外讀物的主因是打發時間。其論文又指出閱讀方式以「閱讀印刷紙本

式的書」比例最高。該研究又發現性別、課外閱讀態度影響課外閱讀動機有關係，

而年級、學業成就不會影響到課外閱讀動機。 

劉應琳（民90）以訪談法在「閱讀研究：台大BBS Books版愛書人休閒閱讀

之探討」中，將愛書人之閱讀動機分為自發性動機與誘發性動機。前者為主動的

動機，包括認知需求，包含刺激思考、追求知識、增長知識、滿足好奇；情感需

求，含認識自我、尋找答案、希望認同、自我激勵、疑惑指南、忘記現實、獲得

樂趣；社會需求，含關心世界、社交需要、發掘人生百態。而後者為受外在引發

的動機，包括外界推薦以及刺激聯想。 

而台灣在天下雜誌於民國91年所做的全民閱讀大調查中，台灣民眾對於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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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看書的主要原因，則依序如下：（1）增廣知識見聞（58.2%）；（2）增加生活樂

趣或技能（39.7%）；（3）就是喜歡看書（26.8%）；（4）工作所需（25.9%）；（5）

為了考試（8.5%）；（6）其他（7.9%）；（7）變化氣質、提高品味（6.6%）。此外

像打發時間佔了2.9%，休閒也有0.9%，但休閒與第二名的增加生活樂趣的差異性

不大，似仍可以用休閒概括之（李雪莉，民91）。 

天下雜誌同年也對全國國中小學老師進行的「中小學教師閱讀大調查」中，

老師們看書的原因以「增廣知識見聞」最高，有76％，其次為「增加生活樂趣或

技能」有69.4％，而「工作所需」為第三原因，也佔了58.9％，是「全民閱讀大

調查」中一般民眾的一倍以上；且老師們休閒時也以看書為主要活動，而由整個

調查結果也顯示出台灣全國中小學老師們是一群愛讀書、也肯定閱讀功能的教育

工作者（游常山，民91）。 

Weaver於2001年時針對美國圖書館協會會員進行的研究中則得知館員閱讀

專業書刊的動機大多是為了追求專業領域的知識，而且館員也認同專業閱讀為重

要的專業資訊來源，僅次於會議所得到的知識（Weaver, 2002）。 

劉佩雲（民93）在成人閱讀動機調查中，則是根據晤談與相關文獻將成人閱

讀動機歸納為個人興趣、學習新知、解決問題、心靈享受、蒐集資訊、社會性因

素、個人成長與消遣八個向度，並以因素分析得到愉悅分享、好奇、外在動機、

社交、競爭、自我成長、追求新知、挑戰與實用性閱讀九個因素。研究結果則顯

示，成人閱讀最大的動機是追求自我成長與新知，或是基於實用性目的而閱讀，

也符應成人進行自我成長與終身學習的特質。 

由以上各項研究中即可得知，閱讀的主要動機中，無論是期望藉由閱讀獲得

他人重視的聲望需求，或者是工作上的專業追求，心靈上的提升或是增廣知識見

聞等等諸多動機，皆是為了滿足個人成長上的需求，故，追求自我成長可說是閱

讀的主要動機之一。但僅有外在動機不足以讓閱讀行為持續下去，惟有與內在動

機作一調和，方可成為生活中之一部分。 

參、影響閱讀行為之因素相關研究 

影響閱讀行為之因素眾多，閱讀動機、閱讀態度也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閱讀

行為的產生，以下則分述其相關研究。 

楊曉雯（民 85）在「高中生閱讀行為研究」中，以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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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研究對象，歸納影響高中生閱讀行為的因素可分為各類組的不同以及個別

影響因素。個別影響因素又可分為個人性因素，有興趣、對自我期望及從小的閱

讀習慣三種；同儕的影響；老師的影響；父母的態度；課業的影響；其他休閒活

動的影響；資訊與讀物的可得性；經濟狀況幾種。 

嚴媚玲（民 87）在「大學生的閱讀活動與其管道之研究」中，分析出影響

大學生的進行閱讀的因素有八項，分別是主題內容興趣、性別、年籍、閱讀習慣、

家人朋友影響、課業因素、資料特質以及閱讀資料取得管道。而主題興趣是影響

大學生進行閱讀的最主要因素，而資料特質又分為資料內容，如是否符合興趣、

內容難易度、篇幅、內容表達方式、書籍的評價；外觀封面及印刷；作者；出版

社幾項因素。 

林珊如（民 92）以大學教師為對象，進行大學教師網路閱讀行為之研究，

並歸納出選擇數位閱讀的影響因素，可分為就數位文件部分的考量以及與閱讀者

有關的需求，分述如下： 

（一）數位文件部分 

1、資訊性：內容題材有特定主題異於傳統媒體者。如電子期刊論文、笑

話、勵志溫馨小品、新聞。 

2、科技性：載體特性鼓勵網路閱讀活動，即私密性、易取得性、易轉寄

性、更新快速。 

3、經濟性：不用花錢，但並非大學教師上網的主要考量點。 

（二）閱讀者本身 

1、情境性：可依當下時間允許時，可多在網上閱讀。 

2、需求性：如需要的或想知道的是即時性或評論性的新聞。 

3、個人性：如個人特質部分。 

劉毓欣（民93）也提出影響館員專業閱讀的因素有下列幾項： 

（一）館員本身：包括其閱讀習慣、閱讀能力、年資、進修與否、是否有同伴。 

（二）書刊方面：實務與理論的差距以及書刊的易得性。 

（三）圖書館方面：館內的政策與規模皆有影響。 

（四）資訊科技方面：館員的資訊尋求模式產生改變，從整本期刊、整期目次改

為主題性的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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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閱讀行為相關研究方法 

用於閱讀學研究，調查法是常用的方法之一，一般有兩種實施方式，一是問

卷調查法，一為訪問法，兩種方法各具優缺點，問卷法有標準化的表格，有省時

及成本低的特性，但回收率及資料正確性則無法預期；訪談法是由訪員與受訪者

直接溝通，較具彈性，可減少對問題的誤解，提高回收率與精確度，但花費的時

間與經費均較高（陳冠華，民91）。 

問卷調查法具有經濟、方便、可對地理上分佈較廣的樣本進行廣泛性意見調

查、受訪者有較充足的時間思考答案、以及有較佳的匿名性等優點；但其亦有問

卷回收率偏低的風險、無法控制填答的情境、以及無法進一步探問受訪者以及無

法進一步探問受訪者深入的原因等缺失（劉毓欣，民93）。 

學者黃瑞琴（民83）提出，訪談資料有兩種運用的方式，一是作為蒐集資料

的主要策略；二是配合參與觀察，文件分析或其他研究技巧，作為資料的輔助方

式。本研究則採取第一項的運用方式，即是以訪談作為蒐集資料的主要方式，並

輔以各研究技巧作為輔助方式。 

以下則列舉多項閱讀研究之研究方法，以作為本研究研究方法參酌之依據。 

蘇蘅（民83）以問卷調查法針對台北市青少年閱讀漫畫動機與行為進行研

究，屬於青少年傳播研究的初探性研究，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青少年閱讀漫畫的

動機與行為，主要偏重在對於台北市青少年與漫畫之間認知真實及使用行為的層

面部分作研究，但其抽樣對象僅限於台北市國中和高中職專校學生，基於城鄉差

距，並不一定能推論到全台灣所有青少年之漫畫閱讀行為。 

陳珮慈（民85）以訪談法進行成人閱讀研究，並以台北市立圖書館永春分館

讀者為小樣本研究對象，研究目的是為了瞭解公共圖書館成人讀者之閱讀情形，

由於本研究為先導研究，仍不足以代表成人實際閱讀情形，且研究對象為圖書館

讀者，本身已屬於經常閱讀的族群，因此雖無法推論至其他成人閱讀，但可作為

瞭解成人之閱讀動機與興趣、選擇資料考慮因素、資料來源及使用圖書館館藏方

面之相關研究參考。 

楊曉雯（民85）在「高中生閱讀行為研究」中，以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

生為個案研究之閱讀行為研究對象，並以電話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原因在於

可瞭解閱讀行為的本質之外，且適合於地方性、小樣本之研究。由於此研究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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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僅限於建國中學二年級之學生，因此對於其他年級，甚至其他學校之學生

無法逕行推論。 

黃育君（民87）在「青少年閱讀行為與公共圖書館服務探討」中，以使用雲

林縣立文化中心圖書館圖書閱覽室之青少年讀者為研究對象，並採用深度訪談法

作為研究方法進行個案閱讀行為之先導研究，此研究以使用該閱覽室之讀者為便

利取樣對象，此類讀者本身即為較具有閱讀動機之讀者，因此對於其他青少年讀

者並無法瞭解其閱讀狀況，研究者本身也建議若輔助採用結構式問卷將會有較完

整之研究結果。 

嚴媚玲（民87）在「大學生的閱讀活動與其管道之研究」中以質化訪談法訪

問新竹地區大學生，目的是為了瞭解大學生的想法，取得受訪者「參與意義」的

資料，期望探知讀者的閱讀活動與行為的產生因素，此目的無法藉由量化方法獲

得真實資料，故以質化方式進行本研究，但也因如此，研究的結果並無法涵蓋所

有的大學生。 

陳明來（民89）以問卷調查法為研究架構，並以質性訪談法輔助蒐集研究資

料，在「台北市公立國中生課外閱讀行為之研究」中，分析台北市公立國中學生

的課外閱讀行為、態度、動機、興趣及影響閱讀之因素之所以加採訪談法的原因

是為輔助問卷內容結果之分析及結果分析之信度效度考量。 

劉應琳（民90）在「閱讀研究：台大BBS Books版愛書人休閒閱讀之探討」

中以民族誌學的質化研究方法作為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此研究方法適用於發現性

與探索性研究，與此研究為求以當事人的視野及角度觀察，並深入瞭解愛書人的

閱讀活動與經驗相符，但也因此無法推論至其他閱讀團體或場域。 

劉毓欣（民93）以問卷調查法與質性訪談法在「我國大學圖書館館員專業閱

讀之研究」中，針對大學圖書館館員專業閱讀作研究，除利用量化研究進行廣泛

性意見調查，同時為了避免量化有無法深入探討之缺點，另採用半結構訪談法，

以問卷結果中資訊較豐富的個案作為訪談對象，針對需深入探討之題目，作更明

確之調查，並補足問卷調查不足之部分。 

劉佩雲（民93）以開放晤談及閱讀動機量表對成人進行閱讀動機之研究，先

透過文獻設計出閱讀晤談表進行訪談，並於整理分析後晤談結果後設計出成人閱

讀動機量表，研究中雖已針對年齡、職業進行分析，樣本也依照國內成人人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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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特性及樣本取得可能進行抽樣，但正式施測人數為511人，此樣本數似乎仍不

足以代表台灣地區之成人。 

由上述多項研究可知，閱讀行為仍以訪談及問卷為主要研究方法；採用質化

的研究方法，較能反應出受訪者真正的看法，對於受訪者本身的經驗、意見、以

及他們的知識等，都可獲得較完整之答案，但多僅能針對小樣本進行研究，因此

多作為初探性研究之用。而量化的研究方法，則是可進行廣泛性調查，也方能推

論到整個母群體。經參酌以上各研究及研究方法，本研究則將以訪談法做為前導

研究，目的是為了獲取受訪者本身的經驗；並依據訪談結果及文獻資料設計問

卷，以將研究結果推論至母群體。 

 

第五節  小結 

「閱讀」所包含的範圍十分廣泛，研究的領域也十分多元化，本研究是從閱

讀行為的角度來探討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行為，但至於是否可依此研究成

果推論到所有類型的圖書館館員則需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 

閱讀不但是一種心理活動，更是一種社會性活動，也是極具個人色彩的一項

活動；人們透過閱讀來感知、思維、想像來進行思考並獲取知識，除了突破時間

與空間的限制將文字內化為個人的知識之外，也將人類社會經驗進行吸收與分

享，並促進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 

態度是對某一事物的一種知覺傾向與狀態，是一種持久且一致性的行為傾

向，而閱讀態度便是對閱讀這件事所產生的喜惡，當對於閱讀持有正面的信念並

且喜歡閱讀這件事情時，便會有實際閱讀行為的產生，但基本上一個人對閱讀所

抱持的態度是經常性且不易更改的；而當人們產生閱讀需求時，並會依當時所期

望獲得滿足的部分決定進行不同類型的閱讀，而當時所產生的情感狀態與實際狀

況，便是當時候的閱讀態度。然而閱讀態度與閱讀行為卻不一定是一致的，這是

因為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眾多，而閱讀態度只是其中一項因素（丁興祥等，民

77）。故，閱讀態度持正面的人，卻不一定會有較高的閱讀行為。 

而閱讀態度影響到閱讀動機的產生，閱讀動機依目的可分為二種，其一是由

內驅力所引起，可經學習的歷程養成；其二則是因環境中的刺激所產生的誘發力

所促成。依類型區分則為能力與效能類，是對於自己閱讀能力的認知與信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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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價值類，是個人的閱讀目標與成就價值感以及社會類三種類型。而期望透過閱

讀所獲得滿足的需求，無論是工作上的需求；或是為了生活、學習、休閒娛樂等

的需求；或是知識上的增長、自我心靈提升的需求等等，則是閱讀的主要動機之

一。而此種種的需求，皆是為了滿足專業成長或個人成長的需求，由此可見，閱

讀與自我成長兩者之關係不可謂不深。 

而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以服務讀者為主要工作，但在環境變遷如此快速的

情況下，如何適當的扮演讀者與資料間的角色，如果僅是滿足於就學期間所習得

的資訊是絕對不夠的，因此館員勢必得利用各種管道進行自我進修與成長，以便

提供讀者更好的服務，而館員應具備的能力眾多，不同職務的館員所需具備的能

力也有所差異，但身為圖書館館員，仍須具備基本三大類專業能力，分別是知識

面的獲取、技能類的習得以及服務心的培養。 

因此館員唯有透過不間斷的自我學習，方可獲得新知並學習各種技巧，以使

自己能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而閱讀正是最適合自我學習的一種方式，基於閱讀

的自由性、方便性、獨立性，加上閱讀可以激發的想像力、創造力，並建構多元

的學科知識並可累積成為個人內在的財富；因此，「覺察」自己的不足，並藉由

「閱讀」來學習，並進而投入閱讀的過程、享受閱讀所帶來的樂趣，才是真正閱

讀的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