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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現階段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專業成長相關閱讀之研究，包

括其閱讀態度、閱讀動機、閱讀現況以及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的關係等，並於本

章歸納整理及分析調查結果後，並根據研究調查結果，綜述本研究之結論。茲將

各項結論整理分述如下，並提出相關心得、建議，盼能對提升國內大專校院圖書

館館員閱讀風氣有所助益，最後並對於本研究可改進之處，提出進一步研究之建

議與研究貢獻提供後續研究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以進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日常閱讀中，試圖瞭解多項館員的閱讀

行為，包括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狀況、閱讀態度、閱讀動機、專業成長相

關閱讀行為以及其中的關係為何。本研究並採取量化的問卷調查方法，以進行研

究分析。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閱讀現況 

（一）閱讀時間沒有差異，但閱讀風氣明顯較一般民眾高 

根據回收問卷顯示，有 3.5％的館員自認平日並無閱讀的習慣，而在其餘有

閱讀習慣的館員中，有 28.47％的館員在近一個月來平均每週閱讀時間在三個小

時以下，而在七個小時以下的則累計達到 73.72％，亦即有七成以上的館員平均

每日閱讀時間低於一小時，與 Net and Books與台灣閱讀協會於民國 90年進行的

「台灣都會區閱讀習慣調查」中相比，台灣都會區民眾有將近四成的人不讀書，

而讀書的人口中，平均每日閱讀 1.9小時。顯示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閱讀風氣

較一般都會區民眾為高，但每天閱讀的時間並不會因此較長；與天下雜誌在民國

91年的全民閱讀大調查中的每日平均閱讀時間約為一小時相比，閱讀時間也是

差不多的；也由此二項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相比，得知閱讀時間的長短並不會因服

務於圖書館這個環境而有所差異，但是否進行閱讀卻會因身為圖書館員與一般民

眾而有差異。 

（二）閱讀電子郵件與一般書籍最為頻繁 

研究發現，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日常閱讀的狀況以閱讀電子郵件為最多，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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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94.16％強，其次則是一般書籍的閱讀，有 93.43%的比例，而又以閱讀電子書

的比例最少，只有 8.03％。而在最近一週各類型資料的閱讀時間中，則是以書籍

的平均閱讀時間最長，達到 214.79分鐘，其次則是電子郵件的 156.93分鐘。由

此可以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雖然最經常使用電子郵件，但並非利用電子郵

件進行長時間的閱讀，而由電子郵件的特性，我們也可以說是進行「少量多餐」

式的閱讀，而由書籍的閱讀時間最長，也可以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主要仍習於利

用印刷式紙本進行閱讀。 

由以上可得知，電子郵件與一般書籍在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現況中是

最為重要的，而且兩種媒介迥異的資料皆已成為館員日常閱讀的一部份，可知一

般利用印刷紙本的閱讀與透過電腦閱讀，兩種不同媒介都已是圖書館員熟悉的一

部份。至於電子書為何仍然較少館員閱讀，這又牽涉到媒體載具以及方便性等各

種可能因素，而詳細影響因素則有待進一步研究驗證。 

（三）以「休閒」為主要閱讀主題類型 

從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仍是以「休閒生活類」作為經常

閱讀的主要類型，佔了 85.4％的比例，其次的文學類，則為 46.3％，第三則為健

康家庭類，為 44.7％，第二的文學類與第三的健康家庭類與最經常閱讀的休閒生

活類差距甚大，可見得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對於休閒生活類閱讀的需求是很高

的，而這之下或許隱藏了閱讀需求相對較高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平日工作忙碌且

壓力大，因此在休閒的閱讀需求相對較高。 

而除了文學類與健康家庭類之外，尚有社會知識類也有 40.7％，旅遊類、小

說類與電腦資訊類也有 35％，可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種類非常廣泛，

並不侷限於某一類別。而圖書資訊學相關類別，研究者未將其列入問卷選項中，

仍有五名受訪者主動提出經常閱讀此類型圖書，在與閱讀原因中「工作所需」也

為主要原因之一相對照之下，可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經常閱讀圖書資訊學相

關類別的比例應不僅止於此。 

（四）以「休閒」為主要閱讀原因 

從結果顯示，大多數的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仍是以「休閒」為經常閱讀的主

要原因，佔了 88.7％的比例，與經常閱讀的類型是相呼應的，其次的閱讀原因則

是希望「獲取新知」，佔了 65.3％。而在館員經常閱讀的原因中，「工作所需」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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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6.5％，也可知道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工作中是經常需要利用閱讀來解決工

作時產生的需求與工作問題的解決的。除此之外，像是「知識的增長」以及「自

我提升」等因素，也皆有三分之一以上館員列為經常閱讀原因。因此總和大專校

院圖書館館員經常閱讀的原因，可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最希望透過閱讀獲

得休閒上的滿足，但同時也期望藉由閱讀對來進行個人的自我成長與專業成長，

對於知識的追求是不間斷的。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態度佳 

本研究將文獻探討所知之閱讀態度分為三個子構面，分別是「認知」、「情

意」、「行為」三部分，而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閱讀態度之平均數達到 4.0969，

顯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態度屬於極佳，而「認知」子構面的平均數為

4.0693，「情意」子構面之平均數為 4.0487，「行為」構面之平均數也達到 4.1606，

因此在閱讀態度的各項構面中，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各項閱讀態度皆屬於極

佳，也表示館員在閱讀態度的各項構面上知覺程度均非常高，以下再進一步說明

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背景變項與閱讀態度之間的關係。 

利用 t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得知，服務學校類型不同之館員，在整體閱

讀態度之平均數達到 3.959以上，但並無顯著差異，但進一步分析其子構面，則

可得知，在「認知」與「情意」構面上，學院暨專科學校館員是高於私立學校及

公立學校館員的，但在行為構面上則不因服務學校類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而其

他如服務年資、職位高低、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學科背景、教育程度以及進

修與否則是在閱讀態度的各個構面上皆無顯著差異，而從閱讀時間的長短與閱讀

態度進行分析得知，閱讀時間愈長的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態度則愈佳，兩

者成正比關係，而且在「認知」構面上此種關係最為明顯，其次則為「行為」構

面，而「情意」構面則與閱讀時間沒有顯著差異。 

而根據文獻可得知，閱讀態度是一種伴隨著情感狀態的反應，而此種情感狀

態可以影響到閱讀行為的持續性，再從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態度調查結果

可以知道，館員具有極佳的閱讀態度，雖說，閱讀態度只是影響閱讀行為的一部

分條件，但根據本部分研究調查中所獲知的「行為」子構面也具有高平均數，其

問卷各題中也皆具有 4以上平均數，可知館員的閱讀態度也直接影響其閱讀行為

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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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動機多元且強烈 

本研究參酌相關文獻，將閱讀動機分為三構面，分別是「能力與效能信念」、

「成就價值與目標」、「社會性」，而根據研究結果得知，閱讀動機之平均數達到

3.6869，由此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動機是為強烈的，而三個子構面的

平均數也接近此數字，代表了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在此三個子構面中的動機也是

差異不大的，也表示館員的閱讀並非基於單一動機，而是由各種方面所引發不同

的動機。 

而利用 t檢定可以得知，在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個人背景變項中，不同職

位的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在整體閱讀動機上並無顯著差異，但細分其子構面之差

異，則可得知，職位為組長（主任）以上館員，在「社會性」的閱讀動機較一般

組員（職員）為高，且達到顯著差異；而家庭生活狀況是已婚或未婚，p值為 0.055，

接近達到顯著值，但仍未達到，但在「成就價值與目標」子構面上，則可以得知

已婚館員較未婚館員在此部分有較高的閱讀動機，而深入分析瞭解其原因，則可

得知已婚館員對於生活事件或新聞報導所引發之閱讀動機明顯高於未婚館員，而

未婚館員在對於別人提過的內容會有較高的閱讀動機，且明顯高於已婚館員，由

此兩項閱讀的「好奇」動機中已婚館員與未婚館員的差異可得知，已婚館員在生

活事件上具有較高的敏感度進而激發閱讀動機，而未婚館員則對於別人提過的內

容會有較高的動機產生。但在教育程度變項中，整體閱讀動機雖未達到顯著差

異，但在「成就價值與目標」變項中，則可以得知教育程度為碩士以上的館員低

於大學以下館員，且達到顯著差異，而深入分析後則可得知大學以下學歷館員在

追求閱讀的成就價值感，如好奇、競爭、認可部分的動機高於碩士以上學歷者。 

再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則得知，不同的館員服務學校類型在整體閱讀動機

上有顯著差異。進一步瞭解各個構面的差異，則得知，除了「社會性」構面，並

不因服務學校類型不同而有差異外，其他在「能力與效能信念」部分與「成就價

值與目標」部分，也皆達到顯著差異。而在服務年資的長短以及年齡的大小部分，

在閱讀動機上則沒有達到顯著差異。而從閱讀時間的長短與閱讀動機進行分析得

知，閱讀時間愈長的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動機則愈高，兩者為正相關，進

一步分析閱讀時間與閱讀動機各子構面之間，則可以得知，閱讀時間愈長的，在

「能力與效能信念」部分明顯優於時間短的，而在「成就價值與信念」也得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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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結論，然而「社會性」構面則不受閱讀時間長短所影響。 

四、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專業成長相關閱讀情形可再加強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專業成長相關閱讀之平均數為 2.882，並未到達平

均數，而根據文獻探討所彙整，專業成長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知識」、「技能」、

「服務」三部分，其平均數則分別為 3.018、2.861、2.747，顯示大專校院圖書館

館員的專業成長閱讀僅稱的上普通，並不是十分良好。 

而「知識」構面又可劃分為圖書資訊學專業知識部分，平均數為 3.075，資

訊科技專業知識部分，平均數為 2.931，可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在本科系專業

知識的攝取行為上較資訊科技類知識為高。「技能」構面則是「溝通與人際關係」、

「資訊服務」類技能之平均數超過平均數 3，其餘則為 2.727-2.925左右，可知大

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在「技能類」的專業閱讀行為以「溝通與服務類」技能較「資

訊科技類」與「管理行政類」技能為高。在「服務」類構面之各項平均數則為

2.7左右，皆低於平均值，因此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在「服務類」的專業成

長相關閱讀行為並不高。 

而利用 t檢定可以得知，在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個人背景變項中，職位、

婚姻狀況、是否具備圖書資訊學學科背景、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在進修，在專業

成長相關閱讀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在性別變項中，求得其 p值為 0.006，達到

顯著差異，並由數據得之男性之專業成長相關閱讀明顯較女性有較高的專業成長

相關閱讀行為。再分析專業成長相關閱讀之子構面，則得知有顯著差異的部分是

在「技能」方面的專業成長相關閱讀，而在「知識」與「服務」構面上，則沒有

達到顯著差異。 

再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則得知，服務的學校類型在整體上並無顯著差異，

但在「技能」構面上，則達到顯著差異。而以服務年資的長短來分析，則得知在

各子構面皆無顯著差異，但在細分到其下的類別，則可以得知，年資淺的館員在

「技能」構面的「資訊科技類」上則是明顯優於年資長的館員，且達到顯著差異。

而年齡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進行分析，則可以得知其中並無顯著差異，但進一步

分析其子項目，則可以得知，在「知識」構面部分，其子項目「資訊科技專業知

識」是與年齡成反比，年紀愈輕的館員在此部分的相關閱讀反而較高；而在「技

能」構面上，「資訊科技類」的相關閱讀是由年紀輕的館員高於年紀大的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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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管理行政類」上，則是由年紀大的館員高於年紀輕的館員，在「知識」構

面上，則是從「服務觀」可以看出，年紀大的館員在這部分的相關閱讀是較高的，

且達到顯著差異。而在閱讀時間的長短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的分析得知，其間並

無顯著差異。 

從研究得知的結果，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在專業成長相關閱讀方面的行為並

不如預期來的高，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而這可能也跟閱讀現況中所獲知的，館

員的閱讀行為是以休閒閱讀為主要類型與主要原因，而基於工作目的閱讀雖也為

前三名的閱讀原因之一，但與休閒閱讀相比已有相當的差距，且當在進行休閒或

其他閱讀時，也並不會自覺到透過閱讀所得到的內容與知識是否可與工作相結

合，因此未來可以在進行相關研究探討以確知影響館員專業閱讀相關行為的因素

有哪些。 

五、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為正相關 

本部份研究是利用 Pearson積差相關進行統計調查，結果顯示，大專校院圖

書館館員之閱讀動機與閱讀態度兩變項間具有正相關，其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721，且 p值為 0.000***，已達到顯著相關水準，因此可確定，大專校院圖書館

館員之閱讀態度愈佳者，其閱讀動機也愈強烈。 

在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的子構面中，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的三個構面皆達到

顯著相關，尤其是在「成就價值與目標」中，相關係數更高達 0.652；而反過來

看閱讀動機與閱讀態度的三個子構面，則同樣也是達到顯著相關，特別是在「行

為」構面，相關係數為 0.742。因此可得出，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兩者具有顯著

相關關係存在。 

六、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態度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為

正相關 

在閱讀態度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部分，同樣也是利用 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

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態度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兩變

項間具有正相關，其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355，且達到顯著相關水準（p值為

0.000），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態度愈佳者，其專業成長相關閱讀行

為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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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分析閱讀態度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各子構面的關係，閱讀態度與知識構

面的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231，達到顯著相關水準，而與技能構面及知識構面的

Pearson相關係數分別為 0.347及 0.325，兩者的顯著值皆達到顯著相關水準；因

此可說，閱讀態度愈佳者，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及其三個子構面的閱讀行為也愈

佳。再進一步分析閱讀態度的子構面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子構面之間的相關，則

可以得知，閱讀態度的「情意」構面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的三個子構面皆無相關，

也就是說喜歡閱讀與否並不會影響到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進行專業成長相關閱

讀。 

七、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動機與其專業成長相關閱讀

為正相關 

而閱讀動機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部分，同樣利用 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進行

統計調查，結果顯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動機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兩變

項間具有正相關，其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409，且顯著值為 0.000***，已達到顯

著相關水準，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動機愈強烈者，其專業成長相關

閱讀行為也愈佳。 

其次分析閱讀動機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各子構面的關係，閱讀動機與知識構

面的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257，與技能構面的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408，與服務

構面的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356，且除了閱讀動機與知識構面的顯著值為 0.002*

達到顯著相關水準外，與其他兩構面之顯著值更達到 0.000***的顯著相關水準；

因此可說，閱讀動機愈強烈者，與專業成長閱讀及其三個子構面的閱讀行為也愈

佳。再進一步分析閱讀動機的子構面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子構面，則得知閱讀動

機的各子構面皆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的各子構面達顯著相關以上，但在閱讀動機

的「社會性」構面，與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的「知識」構面上則並無顯著相關，這

也代表了閱讀動機中的分享與順從概念並不會影響到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進行

各種專業知識類的閱讀行為。 

七、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之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對其專業成

長相關閱讀有顯著預測力 

以迴歸分析來了解「閱讀態度」、「閱讀動機」變項對「專業成長相關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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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間的關係，而從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中總共可以解釋專業成長相關閱讀

17.7%的變異量，而其中只有「閱讀動機」變項達到顯著水準，具有顯著的預測

力。整體預測力不高的原因很多，由本研究結果得知可能是影響大專校院圖書館

館員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的因素有很多，包含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皆有不同程度的影

響，如服務年資與年齡也會影響到「資訊科技類」的相關閱讀，而性別在專業成

長相關閱讀上也有顯著的影響，這些不同因素都會影響到館員進行專業成長相關

閱讀，因此閱讀動機與閱讀態度並無法完全有效預測。 

 

第二節  建議 

身為一名館員，面對的是讀者，以解決讀者問題、提供讀者服務為工作目標，

加上來自於讀者的刺激與期待，館員自然不希望被讀者認為能力不足或知識不

足，以致提供的服務不佳，加上社會上普遍對於圖書館員的認知，館員自然要透

過各種管道來進行自我成長。本研究則是以希望以閱讀為管道，瞭解大專校院圖

書館館員進行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的現況，並針對各項研究結果，分別針對館員、

館方以及研究工具的部分，提出以下幾點具體建議。 

一、對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建議 

（一）應透過不同管道多進行資訊類相關閱讀 

從專業成長相關閱讀量表研究結果顯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專業成長相

關閱讀中，「資訊類」的閱讀整體來說並不高，無論是資訊科技專業知識或資訊

科技相關技能皆是如此，但仍可從服務年資與年齡中看出顯著差異；但在資訊科

技不斷進步的今日社會中，館員不能不懂這些基本能力，以提供符合時代需求的

服務給讀者。雖然大多數的館員並非資訊背景出身，但在學習資訊科技基本知能

上，卻是不分學科背景的，如果習得相關知能，個人可以進修學習的管道與方式

不但更多元，也可以提供更貼近讀者的服務，就像圖書館從卡片目錄時代一直到

現今的線上目錄時代、從紙本通知到電子郵件服務、從電話詢問到線上參考服務

時代來臨等等新技術的轉變，都是資訊科技與圖書館融合的實例。 

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圖書館員可以從網際網路上得到的資源也是前所未

有的豐富。因此建議圖書館員可透過網際網路多進行自我充實，尤其如國家圖書

館的網路學園、專業電子報、專業人士建立的部落格或個人網頁、專業學會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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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以及各圖書資訊學系所都有許多豐富的專業知識與資源可供個人學習。研究中

得知館員已經慣於利用一般書籍進行閱讀，建議也可以多利用上述各專業網路資

源進行閱讀與學習，以提供讀者更方便且符合時代潮流的服務。 

尤其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面對的讀者群是各專業教師及青少年以上學

生，對於資訊類的需求更是迫切，並不能因年齡而對資訊技能學習有所卻步，因

此建議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無分年齡皆應多進行資訊類相關閱讀，讓自己成為一

名更稱職的館員。 

（二）進行各類閱讀時皆應思考與專業成長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極佳，但在進行

專業成長相關閱讀時卻不如預期，經思考其中可能的問題後，可以發現，大專校

院圖書館館員雖會進行各種不同主題的閱讀，但仍以「休閒」為主要閱讀原因與

主題，這可能與館員平日上班工作繁忙，期望透過閱讀獲得身心靈的放鬆有關，

因此在進行圖書館專業領域的閱讀之外，並不會將一般閱讀所獲得之知識技能等

與工作進行結合，尤其是在「服務類」的相關閱讀，服務類相關閱讀包括敬業、

服務心態及自我反省三大主題，但一般來說，閱讀到服務類的主題時，並不會即

時反應到與工作上是可以有所幫助提升的，但實際上，此種服務構面的知識與技

能，對於進行讀者服務時是有絕大的幫助的。 

閱讀並不是館員進行專業成長的唯一方式，但是卻不可否認是最可以自我

安排與調整的方式。因此，建議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應多利用閱讀來進行自我進

修，利用閱讀來學習各項新知識與新技能，除了本科系專業書刊的閱讀之外，在

閱讀各項非專業性的讀物時，也可多思考是否可與工作上作一結合，藉由此種方

式，不但可增進館員的專業性並提供更好的服務之外，也可拓展視野，學習更多

經驗與知識。 

在這發達的時代中，知識的發展超過人們所能想像，就算是圖書資訊學科的

資訊也是有著驚人的成長，不只是在知識技能方面需要累積與成長，服務也是館

員的使命之一，自然也需不斷學習。而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處在大專校院圖書

館這樣的環境中，知識的獲得與擷取應是唾手可得，而最直接、最簡易的獲取方

式，便是利用閱讀。 

二、對圖書館館方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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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目前的大專校院中，並未曾聽說有圖書館館方鼓勵館員利用上班時間

進行閱讀的，這或許與大專校院圖書館工作事務繁忙加上人力不足有關，館方並

無法進行這樣的鼓勵。雖說利用上班時間進行閱讀或許有其窒礙難行之處，但管

理者仍應以積極鼓勵的態度，鼓勵館員參與各類閱讀活動，並進行閱讀的分享，

不但認同館員以閱讀的方式來進行專業上的學習與補足，更鼓勵館員以分享的方

式來進行。 

且透過本研究之閱讀動機的社會性構面中，「在不影響日常生活的情況下，

我會想加入朋友推動的閱讀活動」子題中，平均數達 3.28，可見得大專校院圖書

館館員是樂於參與讀書會等團體的，加上社會性構面中的「分享」次構面中，平

均數皆達 3以上，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也是十分認同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閱讀

經驗的；即使每個人閱讀的喜好不同，也可藉由分享互動來讓其他同仁多知道好

書，因此即使閱讀的時間不充分，也可透過此種方式來瞭解吸收該資料的精華，

以此方式，不但可有效提升閱讀效率及圖書館館員的素質，讓服務效率增加，使

用者也可得到更好的服務。 

三、未來研究工具的建議 

（一）注意抽樣方式 

本研究從理論邏輯的角度去進行抽樣，因此研究時採用的抽樣方法是配額抽

樣，由此理論邏輯所得知，大專校院圖書館館員人數範圍在 1-21人的館抽樣份

數皆為 1份；但從實務邏輯的角度來看，館員人數是 2人或 20人，這樣的館員

人數與圖書館規模兩者相較之下差異性是很大的，因此在抽樣時可能會有樣本誤

的產生；因此建議改採其他抽樣方式或進行普查，以避免樣本誤差，並可能會有

不同的研究結果產生。 

（二）測量工具之設計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雖有信、效度的測量，且信度已達到 0.94，但並未對問卷進行因素分

析，乃是參考各相關研究與各研究者之問卷來進行本研究問卷之設計，並逕行將

各問題作構面分類，導致部分構面的題目分類或有疑義，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

事先進行因素分析，並注意應用多元三角驗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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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建議 

限於時間、人力各項因素，本研究尚有力有未逮之處，因此僅針對大專校院

圖書館館員之閱讀動機、閱讀態度、專業成長相關閱讀現況進行研究與分析，但

仍有許多問題與層面可供後續研究者進行研究，茲將後續研究建議分述如下。 

一、 本研究為大專校院圖書館員之閱讀行為的初探性研究，但閱讀是一種很個

人化的行為，因此建議，可利用質化的研究方法，來進一步深入瞭解大專

校院圖書館館員的閱讀行為。 

二、 本研究並無分析其他類型圖書館館員之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但閱讀態度

與閱讀動機是會因環境等各因素而有差異的，因此像中小學圖書館館員以

及專門圖書館館員的閱讀行為便不會相同，因此建議可針對不同類型圖書

館館員進行閱讀態度與閱讀動機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三、 根據本次問卷回收結果顯示，有五份問卷，相當於百分之三的館員認為自

己並無閱讀習慣，此部分館員為何不進行閱讀，是有其他可替代的資訊來

源，或有其他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瞭解。 

四、 根據文獻顯示，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有很多，從本研究得知的結果，大專

校院圖書館館員在專業成長相關閱讀方面的閱讀行為不如預期的高，尚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這或許與圖書館多不鼓勵館員利用上班時間進行閱讀進

修以及館員時間有限有一定的關係，因此未來可以在進行相關研究探討以

確知影響館員進行專業成長相關閱讀行為的因素有哪些。而館員的網路閱

讀行為研究也是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因應網路的發達，造成多數人資訊

擷取習慣的改變，而圖書館館員，又是如何進行網路上資訊的閱讀與擷取？

其目的又是為何？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瞭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