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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 PISA 推行以來，閱讀素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尤其是

青年的閱讀能力得到更多關注。在 PISA 2012 閱讀評量中，亞洲以中華文化為主流的國

家/地區之青年都有優異表現，那麼不同地區的華人子弟閱讀情況又是如何，也值得去

了解。故本研究希望從跨區域的角度，對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使

用等進行探討，以了解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基於上述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學生為研

究對象，共發放 1300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916 份，可用率 82.67%。 

研究結果發現：(一)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方面的共同點有：他們的內在閱讀動

機較外在閱讀動機強，但為了樂趣而閱讀時間不長；閱讀材料以報紙、小說、故事為主，

而線上閱讀以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為主；閱讀互動情況一般，不常使用各種閱

讀策略；(二)不同國籍之學生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上有顯著差異。緬甸學生閱讀動機

最高。在閱讀行為方面，澳門學生為樂趣閱讀的時間顯著低於香港學生。香港學生無論

紙本閱讀還是線上閱讀都比其他國家學生較具多樣性。緬甸、馬來西亞學生閱讀互動較

積極；(三)不同性別之學生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上有顯著差異。除了印尼、澳門，各

國女生的閱讀動機顯著高於男生。閱讀材料方面，男生的漫畫閱讀頻率顯著高於女生。

香港男生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

讀網路漫畫」使用／閱讀頻率上顯著高於女生；緬甸、馬來西亞男生的網路漫畫閱讀頻

率也顯著高於女生。而香港女生的閱讀互動顯著高於男生；(四)不同組別之華僑青年在

非小說類書籍、報紙、漫畫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網路漫畫、使用線上字

典或百科全書等的閱讀頻率上有顯著差異；(五)各國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

閱讀投入有顯著關聯，但各國情況有所不同；(六)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他們的閱讀行

為、閱讀策略使用有顯著相關。 

關鍵字：華僑青年、閱讀投入、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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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was performed, 

reading literacy especially the youth’s reading abilit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PISA 2012 reading assessment, Asian 

Chinese students had recorded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hen how is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in reading? It is also worth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ading engag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youth in Asia from a cross-regional perspective.  

I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achieve the above purpose. The 

subjects are students from Preparatory School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 “Reading Engagement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to all students in 

the preparatory school, and there were 916 valid samples, the availability percentage was 

82.67%.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e conclusion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re 

were some convergence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such as their intrinsic reading 

motivation was stronger than their extrinsic reading motivation. However, they spent little 

time reading for enjoyment. Also, the results shown that newspapers and fictions were the 

materials th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read the most; the most frequent forms of online 

reading activities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were reading informat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such as Facebook and reading online news. Thes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rarely used reading strategies. Moreover, their involvement in social interactions related to 

reading was not as positive as expected. Second, the reading motivation and reading behavior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from different country were varied. Burmese Chinese students 

were reported as the highest on reading motivation. In the aspect of reading behavior, the 

time that Macau students spent on reading for enjoyment i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Hong 

Kongese students. The diversity of reading materials and online reading activities of Hong 

Kongese students were favorable. Burmese and Malaysian students were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reading-related interactions. Third, gender made a difference in oversea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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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reading behavior. Overall, female students were more 

motivated than the male students in reading activities except for Indonesia and Macau. 

Except Macau, the male students read comic book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Mal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searched online information to learn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took part in online group discussions or forums, and read online comic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Burmese and Malaysian male students read online comics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female students. Female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active than the male stud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related to reading. 

Fourth,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divisions of Chinese youth in 

the frequencies of reading both paper-based and online materials such as non-fiction books, 

newspapers, comic books, online news, online comic, using an online dictionary or 

encyclopedia as well as reading information from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Fifth,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chool reading promotion and their reading engagement 

however it varied between each country. Sixth, Overseas Chinese youth’s reading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reading behavior and the use of reading strategies. 

 

Keywords: Chinese youth, reading engagement, reading motivation,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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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閱讀乃學習之本，能投入於閱讀，養成閱讀習慣，學習表現也會更好。所以閱讀

素養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2013 年 12 月，2012 年度「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 PISA)的成績公布。在閱讀素養方面，亞洲國家的 15 歲青年

表現佳，上海、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臺灣都在前十名（臺灣 PISA 國家研究

中心，2013）。其中，除了日本、韓國，其他都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或地區。由此可

知，華人子弟的閱讀表現突出。而今天華人遍布各地，不同地區的華人子弟在閱讀習

慣上又是如何，也是值得我們去了解的。 

亞洲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從兩岸三地一直到東南亞，都有華人的足跡。除了中

國與臺灣本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文化外，無論是香港、澳門還是東南亞各國的文化歷

史發展皆有所不同，例如香港、澳門受殖民地的影響，東南亞各國本土文化的多元性

與獨特性。而上述地區的華僑青年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成長、生活、學習，不同的

社會環境、多元的文化語言，都可能影響著各地華僑青年的閱讀習慣。來自亞洲不同

地區的華僑青年閱讀情況是如何的，有待探討。 

基於此，本研究將從跨區域的角度來探討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本章共

有五節：第一節闡述研究背景；第二節闡明研究動機；第三節敘述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第四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五節為相關重要名詞的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閱讀的重要性 

閱讀是獲得知識、開啟世界的鑰匙。英國前教育部長布朗奇說：「每當我們翻開

書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的基石。」（引自齊若蘭，2003）

在人類社會裡，閱讀是一種核心能力，是學習的基礎。著名作家阿爾維托．曼古埃爾

（1999）在其著作《閱讀地圖》中就說：「我們閱讀以求瞭解或是開竅。我們不得不

閱讀。閱讀，幾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們的基本功能。」熱心推動閱讀運動的認知

心理學暨神經心理學專家洪蘭教授（2007）在一個廣播訪談中也提到：「閱讀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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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指標之一，它能使人的心靈得以昇華，孩子經由閱讀，可以激勵出創造力，別

人費盡一生的心血寫一本書，我們卻只要讀完這一本書，就得到了他的經驗，正所謂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透過閱讀能開啟視野、累積前人的智慧。」 

對個人而言，閱讀是重要的。能培養閱讀的興趣，對一個人的終身學習能力有一

定的幫助。《閱讀的力量》（2009）一書中在綜合了多項研究結果後，就提出這樣的

結論：閱讀對於培養閱讀理解力、寫作方式、字彙、文法和拼字相當強而有力；閱讀

還能使人愉快、提升認知發展，以及降低寫作恐懼。在個人的身心發展、知能發展上，

閱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閱讀更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因為它關係到國家的競爭力。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就提到，「有多大比例的學生具備第五級閱讀能力，可能影響每個國家在未來

的全球經濟中，能擁有多少世界級知識工作者」(OECD, 2003)。因此，不論對個人，

還是對國家，閱讀都是很重要的能力，不可忽視。另外，對於未來的學習，提出「牆

中洞(hole in the wall)」實驗項目的著名學者 Sugata Mitra 認為未來的學習包含三個要素

閱讀、資訊檢索和信念(reading comprehension,information search and retrieval,believe)，

其中一個就是要會閱讀(Kaufman, 2012)。所以，不論世界如何變化，閱讀素養對人們

來說仍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二、全球青年的閱讀素養情況 

所謂閱讀素養，指的是閱讀能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自 2000 年起，針對全球

15 歲的學生進行一項「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PISA)，評比各國學生的閱讀素養、

數學素養與閱讀素養。PISA 旨在評估義務教育階段結束時，青年學子是否具備參與未

來社會所需的知識和技能，而不只是關注學生是否已掌握特定的學科內容。 

PISA 的評量結果揭示了全球青年的閱讀情況與問題，如以閱讀為焦點的 PISA 

2009 結果顯示：全球青年的閱讀能力表現差距仍然很大，還是有許多青年的閱讀能力

水平不達基礎水平;男生的閱讀表現比女生差的情況;學校及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對學

生的表現有強大的影響；全球青年享受閱讀的百分比仍然不高，超過三分之一的學生

根本不享受閱讀等種種情況。 

就 PISA 2009 的評比成績來看，中國上海、韓國、芬蘭、香港和新加坡為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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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2012 年的閱讀素養評比，中國上海、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臺灣都在

前十名。顯然，亞洲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的表現特出。反觀東南亞國家，只有約一半

的國家參與了 PISA，分別是新加坡、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這幾個國家的成

績表現以新加坡最好，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則不太理想。 

由 PISA 閱讀素養的評量，可以了解青年閱讀的現況，也讓我們關注怎麼讓青年

培養閱讀習慣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曾為馬來西亞的中學老師，在教學過程中發現許多學生對閱讀不感興趣；

常會去圖書館借書、看書的學生其實很少。這樣的情況是應受關注的，也引發研究者

欲研究青年閱讀的相關議題。 

另外，關於青年閱讀的研究很多，但進行跨區域的青年閱讀研究則屬少數。因此

依據研究背景，產生以下研究動機。 

一、青年的閱讀問題值得探討 

自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 PISA 推行以來，閱讀素養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重視，尤

其是青年的閱讀能力得到了更多的關注。青年作為國家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他們是否

具備各種應付未來挑戰的能力？如果說一個人的閱讀力就是一個人的競爭力，那麼青

少年是否已具備閱讀力？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事。雖然說閱讀能力的培養應從小開始，

但青年的閱讀能力培養也是不能忽視的。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所需具備的閱讀素養已不僅僅是讀寫的能力，更是一種能

解決問題、適應社會發展的能力（陳昱霖、陳昭珍，2010）。但事實上仍有很多青年

的閱讀能力並不足。根據一些研究發現，學生進入中學後無論在閱讀動機、閱讀態度、

閱讀表現上都不如小學(Lau, 2009; McKenna,Conradi, Lawrence,Jang, & Meyer, 2012)。

另一方面，因為網際網路的發達，許多青年都把時間花在上網瀏覽(Annamalai & 

Muniandy, 2013)，大部份青年對休閒閱讀也不太有興趣(Guthrie, 2008)。青年時期極為

重要，他們正處於學習的最佳階段，若無法培養閱讀能力，對其之後的生涯發展也必

然造成影響。青年的閱讀問題是複雜的，也是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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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閱讀投入的角度探討青年的閱讀情況 

探討青年的閱讀問題，須瞭解影響他們閱讀的因素。影響青年閱讀表現的因素甚

多，如能力、動機、態度、環境、社經地位等。除了這些方面，其實也可從閱讀投入

(Reading Engagement)的角度來探討。「閱讀投入」這一概念涵蓋了行為、情緒/動機及

認知等面向(Fredricks, Blumenfeld, & Paris, 2004)。研究發現，閱讀投入亦是影響閱讀

表現和閱讀能力的重要因素(Wigfield, Guthrie, Perencevich, Taboada, Klauda, Mcrae, & 

Barbosa, 2008; OECD, 2010b)。閱讀投入度愈高，閱讀成就表現愈高(Brozo, Shiel, & 

Topping, 2007)。PISA 更把閱讀投入的測量納入學生問卷，因為閱讀素養的發展不只

是技能和知識的發展，也包括動機、態度和行為(OECD, 2010b)。PISA 2000 的結果就

顯示，在每個參與的國家中，學生的閱讀投入程度與他們的閱讀能力有顯著的正向關

聯(OECD, 2002)。 

進行青年閱讀研究，若能從了解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著手，將有助於瞭解他們的

閱讀難題。故本研究欲探討青年的閱讀投入之情況，以瞭解影響他們閱讀表現的關鍵

因素。 

三、了解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另外，青年閱讀行為的研究其實不少，但多為針對個別國家情況之研究（楊曉雯，

1996；蔡慧美，2005；Lau, 2009），較少從跨區域的角度來探討。而且跨地區的研究

多是以分析 PISA 的數據來進行跨文化的閱讀研究（張文靜、辛濤，2012；陳木金、

許瑋珊，2012；Brozo, Shiel, & Topping, 2007），局限在對參與 PISA 的國家作探討。

基於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問卷調查來做跨區域的閱讀投入度研究。 

亞洲是一個許多華人聚居的地方，東亞如中國、臺灣是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東南

亞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泰國等國家也有許多華人。每個國家區域的文

化歷史發展不同，像東南亞彙聚了各種文化，包含馬來文化、印度文化、東亞文化，

甚至來自歐洲的基督教文明也在這裡紮根，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呈現出東南亞豐

富多元的社會景象。再如香港、澳門這兩個區域分別曾是英國、葡萄牙的殖民地，受

到這些歐洲國家的文化影響也很深遠，與中華文化兼容並蓄，呈現出另一種社會風貌。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即為這些來自亞洲各地區的華僑青年。而選擇華僑青年作為研究對

象，是因為研究者本身從小受華文教育，發現到華人的閱讀習慣與文化成一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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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又因多元文化、多種語言的學習背景，其閱讀材料有其複雜性，閱讀的範圍不同，

眼界亦不同。這些地區的華人青年閱讀情況如何，是研究者所欲比較探討的。而跨區

域研究有助於了解不同地方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故本研究嘗試透過比較來探討亞洲

地區華僑青年閱讀投入情況的異同，對他們在僑居地的背景資料與閱讀投入情況進行

深入分析，希望從中瞭解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情況及問題，並希望能提供教育學者們

作為推廣青年閱讀之參考。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僑先部）的學生為研究對象。

這些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尤其以東南亞、港澳僑生居多。這些僑生閱讀投入情況是怎

樣的？他們之間的閱讀投入情況是否有所不同？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也可藉此了解

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情況。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情況。具體研究目的

如下: 

1. 了解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2. 探討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之差異。 

二、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為： 

1. 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為何？ 

1.1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情況為何？ 

1.2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行為情況為何？ 

1.3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策略使用情況為何？ 

2. 個人與環境因素是否影響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2.1 不同國籍之亞洲華僑青年，其閱讀投入情況是否有差異？ 

2.2 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其閱讀投入是否有差異？ 

2.3 不同組別（類組）之亞洲華僑青年，其閱讀投入情況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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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校推廣是否影響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3.亞洲華僑青年之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閱讀策略是否有關聯？ 

3.1 亞洲華僑青年之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是否有關聯？ 

3.2 亞洲華僑青年之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是否有關聯？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旨在了解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相關研究範圍與限制如下： 

1. 本研究之地區為亞洲地區，無法推論到其他地區。 

2. 本研究以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的華僑學生為研究對象。這些學生來自華人家庭，

有著中華文化背景，同時又受自身國家/地區的多元文化、主流語言影響，具有多

元文化、懂多種語言的背景。因此，本研究結果只適合推論與本研究對象相近者，

不宜推論至所有亞洲青年。 

3. 本研究調查對象的國籍主要為印尼、緬甸、香港、澳門、馬來西亞者人數較多，故

本研究之亞洲國家主要指這五個國家/區域，而本研究所指之亞洲華僑青年，為來

到臺灣求學的各國華僑青年。 

4. 本研究所探討的閱讀投入情況是針對華僑青年在其國家的情況，並非指在臺灣求學

的閱讀情況。另外，本研究所指的閱讀不限於中文文本的閱讀，也並不限於中文課

程。 

5. 本研究僅以問卷作為調查工具，考慮學生的填答意願，內容為結構性問題，使受試

者能節省時間且易於填答。另外，以本研究有限的題目可能無法分析所有情形，因

此本研究之結果無法推論至研究問題以外的範圍，且可能有誤差存在。 

第五節 名詞釋義 

1. 亞洲：本研究所指的亞洲地區包括了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印尼、緬甸等國。 

2. 華僑：泛指有著中華文化背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華人。 

3. 青年：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青年是指 15 歲至 24 歲的人。這個年齡層的人大多是學

生（初中、高中、大學等）。而本研究所指的華僑青年主要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

生先修部年齡介於 17 歲至 24 歲的學生。 

4. 閱讀投入：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的探討，將閱讀投入定義為在進行閱讀活動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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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閱讀動機，能使用有效的閱讀策略，並能參與社會互動的閱讀行為。本研究主要

從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三個構面進行閱讀投入之調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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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三節，主要探討與本研究相關之概念與文獻。第一節就亞洲各國青年閱

讀情況加以陳述說明；第二節探討閱讀投入，就閱讀投入的相關概念加以說明；第三

節針對投入閱讀的讀者特質加以探討。藉由以上的探討與說明，呈現閱讀投入的相關

論點與發現，作為發展本研究的架構與論述之依據。 

第一節 亞洲青年的閱讀概況 

本節先概述全球青年的閱讀情況，然後就亞洲各國青年的閱讀情況加以陳述說明，

主要以 PISA 調查資料作為了解亞洲各國青年閱讀情況的依據。 

青年時期是極為重要的，正處於學習的最佳階段。閱讀作為學習的基礎，是青年

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基本素養。所謂的閱讀素養，不僅是讀寫能力，更是「個體能

理解、運用、省思和投入文本，以達成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並有效參與

社會」(OECD, 2010b)的能力。有效的閱讀素養實踐能更好的支持學生學習，幫助他們

建立未來的成功(Fletcher, 2013)。 

邁入 21 世紀，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閱讀素養更是一種競爭力的象徵。從 2000

年開始，OECD 就對成員國的 15 歲學生的學習水平進行評量—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

PISA，其中包括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項目的評量。PISA 這個計劃旨在評估義務教育

階段結束時，青年學子是否具備參與未來社會所需的知識和技能，而不只是關注學生

是否已掌握特定的學科內容。其調查資料和研究成果受到矚目，可說是目前世界上最

具影響力的國際學生學習評量項目之一。 

由 PISA 的評量結果，可以了解全球青年的閱讀情況。因 PISA 2009 評量以閱讀素

養為主，科學素養及數學素養為輔，故以 PISA 2009 的結果為探討依據。PISA 2009

的結果揭示了幾個青年面臨的問題。首先是全球青年閱讀能力表現差距仍然很大，還

是有許多青年的閱讀能力水平不達基礎水平。以 2009 年的測驗結果來說，各國青年的

閱讀表現差距相當大，閱讀表現最好的中國上海（平均分數為 556）與表現最差的是

吉爾吉斯坦 Kyrgyzstan（平均分數為 314）分數就相差了 242 分。針對此情況，PISA 2009

的分析報告就指出解決不同人群的教育需求，縮小差距仍是所有國家面對的艱鉅挑戰。

就閱讀能力水平而言，PISA 的閱讀評量以水平 2 為能力的基礎水平，即學生開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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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閱讀能力，使他們能有效及迅速地進行社會參與。但 PISA 2009 的評量結果顯示，

各國間閱讀能力低於基礎水平的學生比例差異很大，有些不到十分之一，有十個國家

的大部份學生卻面對閱讀能力水平低的問題。所以，解決這種能力低落的情況仍是一

個重大的挑戰。其實，PISA 2009 的結果也顯示了有優異表現和面對水平低的情況不

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換言之，即使表現好的國家也有學生的表現是極差的(OECD, 

2010a)。 

其次是性別間的差距，男生的閱讀表現比女生差的情況沒有改善。在每個參與國

家中，女生的閱讀技能都優於男生(OECD, 2010a)。男生的閱讀表現不佳是值得關注的

議題。 

第三，在社會背景的調查結果方面，顯示學校及學生的社會經濟背景對學生的表

現有強大的影響。但這顯然不是絕對的，有些社會經濟情況差的學生證明了克服社會

經濟障礙達到成就是可能的。另外，PISA 2009 的報告也指出，父母參與孩子的閱讀

活動對孩子的閱讀表現有正向的影響(OECD, 2010a)。 

第四，學生享受閱讀的百分比仍然不高，超過三分一的學生根本不享受閱讀。與

2000 年的結果相比，有下降的趨勢。享受閱讀與更好的表現有最密切的關聯，並伴隨

著高水平的批判性思維和學習策略。在所有國家中，享受閱讀的學生表現比很少享受

閱讀的學生好。在閱讀材料方面，雜誌和報紙是學生最常閱讀的材料，而漫畫和小說

則是學生較不常閱讀的材料(OECD, 2010c)。PISA 的結果提到閱讀各種讀物的學生表

現特別好。與那些較少進行線上閱讀的學生相比，那些廣泛地投入於線上閱讀活動如

閱讀電子郵件、線上聊天、閱讀線上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參與線上小組

討論及上網蒐集資訊的學生一般上是比較熟練的讀者。同樣的，男生較少能像女生那

樣享受閱讀。女生一般較喜歡閱讀小說和雜誌，而男生則較喜歡閱讀報紙和漫畫(OECD, 

2010a)。 

以上為全球青年的閱讀概況。現聚焦到亞洲青年的閱讀情況，東亞國家如中國上

海、香港、澳門、臺灣、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國家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

尼、越南都參與了 PISA。其他東南亞國家汶萊、菲律賓、緬甸、寮國等則沒有參與

PISA 的評量。以下僅就相關國家的 PISA 表現做概述。 

泰國自 2000 年就參與 PISA，但成績都不太理想。在 PISA 2009 閱讀表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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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學生獲得的平均分數為 421，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分數。在閱讀能力水平上，

有 42.8%學生的閱讀能力低於水平 2（水平 2 為閱讀能力的基礎水平）。泰國也面臨城

鄉學生表現差距的問題，社會經濟背景較不好的學生與社會經濟背景較好的學生成績

落差很大(Kaewmala, 2012)。 

印尼也是自 2000 年開始參與 PISA，在 2000 年至 2009 年期間，印尼學生的閱讀

表現有所進步(OECD, 2010a)，但平均分數仍低於 OECD 平均分數，有超過 50%的印

尼學生閱讀能力在水平 1 或以下。另外，資料顯示印尼女生的閱讀表現比男生好

(Indonesia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2011)。 

馬來西亞參與了 PISA 2009+（PISA 2009+是指供那些無法及時參與 2009 年 PISA

的國家而在 2010 年參加有關評量的計劃）。在閱讀素養方面，馬來西亞學生的平均分

數達到 414，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分數，約有 56%的學生具備有效參與生活所需的

基準或以上的閱讀素養。其中，與女生相比，有更多男生的閱讀能力屬於低水平(Walker, 

2011)。PISA 評量相差 38 分相當於一年的教育，以此為基準，與新加坡、韓國、香港

和上海相比，這些國家的 15 歲學生比馬來西亞 15 歲學生受三年或更多的學校教育

(Zainal Abidin, 2012)。 

新加坡於 2009 年第一次參與 PISA，在閱讀方面表現出色，排名第五。新加坡高

閱讀水平的學生比例占 15.7%，僅次於上海和紐西蘭。在新加坡，閱讀小說和報紙的

學生通常有較高的閱讀分數(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0)。 

越南則是參與了 PISA 2012（PISA2012 評量以數學素養為主），閱讀平均分數為

508，比OECD國家的平均分496略高，女生的表現比男生好，有31分的顯著差異(OECD, 

2013)。 

2002 年，香港首次參與 PISA+評量，歷次在閱讀表現上都名列前十名，表現極佳。 

以 PISA 2009 的表現來說，香港學生在閱讀能力上獲得 533，排名第四。在閱讀能力

水平上，大部分香港學生均能達到第二級或以上(91.7%)。香港女生的閱讀表現比男生

優異(HKPISA Centre, 2011)。另外，根據香港 PISA 中心的報告，在閱讀投入感方面，

較之 PISA 2000+，香港學生表示喜愛閱讀的百分比明顯上升；但香港學生在運用閱讀

策略方面表現未如理想，大多利用記憶策略，卻少用最有效的控制策略及後設認知策

略(HKPISA Centr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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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自 2003 年開始參與 PISA 評量，閱讀素養表現分數低於 OECD 成員國的平均

值，PISA 2009 閱讀方面分數為 487，女生的閱讀表現比男生好。與 OECD 國家比較，

澳門學生普遍享受閱讀，閱讀多樣性還算理想，線上活動多樣性部分良好，但在後設

認知策略的運用則較不理想(Cheung, & Sit, 2010)。 

由以上資料可知，亞洲各國青年的閱讀情況不太相同。有些國家的青年閱讀表現

較好，如新加坡、越南、香港、澳門等；有的較差，如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青年

表現都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分數（圖 2-1）。 

基於研究對象為來臺灣求學的僑生，故在此亦對臺灣的青年閱讀情況作概述。臺

灣從 2000 年起積極推動閱讀教育，從積極性的閱讀課程推動到補償性的閱讀資源提升，

閱讀可說是近幾年臺灣各界重視的議題（孫劍秋、林孟君，2013）。臺灣於 2006 年第

一次參加 PISA 評量。從 PISA 閱讀素養的結果可知，臺灣在 PISA 2009 及 PISA 2012

的成績在參與的國家或地區中均屬前段，表現優於 OECD 國家的平均分數。 

 

圖 2-1 參與 PISA 的亞洲國家之閱讀表現平均分數比較 

來源：PISA 官方網站；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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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國際排名來看，與名列前茅的國家相比，除了新加坡及越南，其他東南

亞國家的排名都落後許多（表 2-1）。而像汶萊、緬甸、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則沒有

參加像 PISA 這類國際學生學習評量，所以難以知道其情況。對照 PISA 閱讀素養的表

現結果，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情況會是如何？是否有落差？有待進一步探討。 

表 2-1 PISA 2009 年及 PISA 2012 年學生閱讀能力國際排名 

 國家 

排名 2009 2012 

1 上海（556） 上海（570） 

2 韓國（539） 香港（545） 

3 芬蘭（536） 新加坡（542） 

4 香港（533） 日本（538） 

5 新加坡（526） 韓國（536） 

6 加拿大（524） 芬蘭（524） 

7 紐西蘭（521） 臺灣（523） 

8 日本（520） 加拿大（523） 

9 澳洲（515） 愛爾蘭（523） 

10 荷蘭（508） 波蘭（518） 

   

16  澳門（509） 

   

19  越南（508） 

   

23 臺灣（495）  

   

28 澳門（487）  

   

47  泰國（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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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排名 2009 2012 

   

53 泰國（421）  

   

55 馬來西亞（414）  

   

59  馬來西亞（398） 

60  印尼（396） 

   

62 印尼（402）  

資料來源：PISA 官方網站；本研究整理 

根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於 2012 年底所做的統計，亞洲可說是華僑最多的地方，

亞洲的華僑人數約占全世界海外華人人數的 74%（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13）。這

些華僑所處的生活背景與以華文為主的中國、臺灣不同，如東南亞國家的主流語言不

是華文，該地區華人除了自身的文化、語言，也學習該地的語言，這也促成他們的背

景具備多元文化、多種語言的特點，接觸的書籍也較多元。另外，各國的教育制度、

國情不同，華僑青年生於斯、長於斯，接受各自國家的教育，他們的閱讀情況也各不

相同。亞洲華僑青年閱讀情況究竟如何？從以上的 PISA 研究結果，雖然可以了解全

球青年及亞洲一些國家的青年的閱讀概況，但似乎難以了解各地華僑青年的閱讀情況，

可作進一步探討。 

  



14 

 

第二節 閱讀投入的概念 

「投入」(engagement)可說是一個越來越受關注的面向，一些研究者認為「投入」

有延展性，順應於情境變化，像「學校投入」(school engagement)就有助於解決動機與

表現的下滑問題(Fedrick, et al., 2004)。在研究學生的學習表現方面，學習投入是一個

重要的面向（謝秉弘，2012），相關研究甚至形塑出學生學習投入的相關模式。在閱

讀研究方面，學生的閱讀投入也受到了關注。本節主要探討閱讀投入的定義與構面、

閱讀投入的相關研究。 

一、閱讀投入定義 

「投入」(engagement)一詞的定義，囊括了現在許多學生缺乏的素質(Fedrick, et al., 

2004)。以辭典對「engagement」的解釋來看，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online version)

的其中一個解釋為「emotional involvement or commitment」，意指積極參與。 

美國國家閱讀研究中心(National Reading Research Center, NRRC)在 1990年代就開

始著力研究閱讀投入這一項目，將動機研究轉移到閱讀素養領域，並強調動機因素為

閱讀的重要特質。此項工作建立在動機理論、知識獲取、認知和社會發展上(Rueda, 

MacGillivray, Monzó, & Arzubiaga, 2001)。 

那麼，甚麼是閱讀投入(reading engagement)? 

根據 Guthrie, Alao 與 Rinehart (1997)的定義，閱讀投入為「有動機的閱讀策略」。

動機與策略相連結，換言之，閱讀投入指的是在閱讀活動上動機與策略的整合，因為

學習所需的精深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內在動機(Guthrie et al., 1996)。內在動機包括了

對內容的興趣、為了自己而想學習、沉浸在閱讀任務中，是與更常使用閱讀策略有關

的(Guthrie et al., 1997)。其中，為享受而閱讀是內在動機的標誌，表示是為了自己而閱

讀(Guthrie, 2008)，進而投入於閱讀活動中;而投入閱讀的讀者會採用複雜的認知策略，

以達到動機目標(Guthrie et al., 1997)。另外，Guthrie, Van Meter, Hancock, Alao, 

Anderson 與 McCann(1998)亦在另一篇研究中將閱讀投入解釋為「閱讀時，有動機的使

用策略與概念知識」，這些過程是動態操作的，並隨時間增加。投入閱讀的讀者是在

激活和擴大他或她的概念理解的一個持續過程裡，利用和調整策略以增進他們的概念

理解(Guthrie et al., 1998)。Guthrie 與 Wigfield(2000)亦提到除了策略和動機面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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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面向（社會互動），沒有這三者，投入無法發生。Gambrell(1996)在利用閱讀動機

剖面量表（Motivation to read profile, 簡稱 MRP）探討三年級學生的動機後，總結出人

際間的互動——與他人分享和討論書籍——是發展閱讀投入的一個重要因素，推動讀

者和支持社會互動對閱讀成就有正向影響的論點。綜上所述，Guthrie 等人將「閱讀投

入」定義為，在進行閱讀活動時，動機、概念知識、策略和社會互動的聯合運作(Guthrie,  

& Anderson, 1999)。 

PISA 的研究者對於閱讀投入也作了定義。PISA2009 閱讀評量架構的報告中，提

到投入概念的基礎在於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自我決定理論是由美

國心理學家Deci,E.L.和Ryan,R.M.等人提出的一種關於人類自我決定行為的動機理論，

他們認為對人類動機的理解需要考慮先天心理需求，包括能力(competence)、自主性

(autonomy)和關聯性(relatedness)(Ryan & Deci, 2000)。這三種需求是必不可少的，以促

進天性傾向成長和融合的優化運作以及建設性的社會發展和個人福祉(Ryan & Deci, 

2000)。 

基於自我決定理論，PISA 的研究者提出，一個自我決定的讀者是有內在動機的，

會爲了自身利益和價值而閱讀，爲了多樣的興趣和目的而廣泛閱讀，並對喜愛的主題

或作者有自主權；一個自我決定的讀者保有閱讀的價值、自信和目的，讓他或她能追

求教育、工作、個人和社會目標及活動(OECD, 2010b)。這樣的讀者是積極主動的終身

學習者，能投入於閱讀，並享受閱讀。 

PISA 2009 的閱讀投入概念涵蓋兩個層面：個人投入與課堂投入。個人閱讀投入

是指學生閱讀的動機屬性和行為特徵；閱讀投入的課堂支持則指學生對於老師、課堂

和學校所提供之閱讀動機與行為支持的看法(OECD, 2010b)。個人閱讀投入方面， PISA 

2009 將學生投入於閱讀活動統稱為「閱讀習慣」，閱讀策略稱為「學習方法」(OECD, 

2010c)。 

綜上所述，對於閱讀投入之界定，Guthrie 與 Wigfield(2000)提出動機、概念知識、

閱讀策略與社會互動的整合；PISA 2009 著重閱讀動機與行為特徵、閱讀策略三個方

面。綜合以上的定義，本研究將閱讀投入定義為在進行閱讀活動時，具備閱讀動機，

能使用有效的閱讀策略，並能參與社會互動的閱讀行為。 

從定義來看，閱讀投入不等同於閱讀動機，其所涉及的超過動機(Baker, Dre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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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hrie, 2000)，還包括了行為、策略，即閱讀投入的概念與態度、興趣和實踐等有

關。這與動機、態度、興趣等概念有重疊之處，像情感投入與動機、態度有關；認知

投入與內在動機、學習目標等有關(Fedrick et al., 2004)。閱讀投入理論強調投入閱讀的

行為、動機、態度、策略等，涵蓋的面向相當全面。可知，作為探討學生閱讀行為之

視角，閱讀投入有其廣度與深度。 

二、閱讀投入構面 

「投入」具有多層面的特性(Fedrick et al., 2004)。關於閱讀投入的構面，Guthrie

在探討閱讀的投入與動機教學情境，描繪出一個閱讀發展的投入模型（圖 2-2）(Guthrie, 

2001)。 

 

圖 2-2 閱讀發展之投入模型 

資料來源：Guthrie, J.T. (2001). Contexts for engagement and motivation in reading. Reading Online, 4(8)，

http://www.readingonline.org/articles/handbook/guthrie/. 

圖 2-2 中的菱形環繞著成就、知識和實踐，菱形的四個面代表閱讀投入的四個面

向，包括動機、策略的使用、概念知識和社會互動。動機面向包含動機的多個層面：

http://www.readingonline.org/articles/handbook/guth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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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內在動機、外在動機、自我效能和社會動機；策略面向指的是學生在閱讀時運

用理解、自我監測和建構自己的理解與自信的多樣認知過程；概念知識層面則顯示閱

讀是知識驅動的；社會互動層面代表了閱讀是一種社會的努力，包括在一個社區的合

作實踐和幫助學生或與老師合作的社會目標(Guthrie & Wigfield, 2000)。而最外一層為

達到閱讀投入的教學情境項目，是提高動機，從而提高策略使用和閱讀投入的教學策

略框架(Concept-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CORI)，包括了現實世界的觀察、概念性

理論、策略教學、合作、自主支持、相關性等項目。由此模型可知，閱讀投入的發生

與動機、策略的使用、概念知識和社會互動有關。其中，動機是閱讀投入的關鍵，因

為動機激活行為，是協調認知目標和閱讀策略的基礎(Guthrie & Wigfield, 2000)。 

有的研究則把投入分為三個面向：行為投入(behavioral engagement)、情感投入

(emotional engagement)和認知投入(cognitive engagement)(Fredricks et al., 2004;張文靜、

辛濤，2012)。在探討學校投入的研究中，Fredricks 等(2004)從行為投入、情感投入和

認知投入三個方面界定學校投入，顯示了「投入」多層面的特性。從這個角度延伸，

閱讀投入亦包含三個面向：行為投入指積極進行學術學習任務；情感投入指享受學術

任務，並表現出對學習的熱情；認知投入指運用高階的策略以促進深入學習(Wigfield et 

al., 2008)。張文靜和辛濤（2012）就以此視角指出 PISA 2009 的閱讀投入涵蓋行為、

情感和認知投入三個方面。其中，行為和情感的投入稱為「閱讀習慣」，認知投入稱

為「閱讀策略」。 

Wigfield 與 Guthrie(2004)亦指出「投入」是多面向的，包括行為、情感/動機和認

知這幾個面向，並依此制定了「閱讀投入指標」(Reading Engagement Index)，此指標

是爲了檢驗概念閱讀教學(CORI)的成效而發展出來的，供老師評量學生在課堂上的閱

讀投入情況，共有 8 個項目。 

PISA 2009 通過學生問卷考察學生的閱讀投入，包括閱讀習慣和閱讀策略。基於

相關的實徵研究，PISA 2009 的研究者建構出閱讀投入的四個特徵(OECD, 2010b): 

 閱讀興趣(interest in reading)：享受於閱讀文獻和資料文本並滿足於好奇心。 

 認知自主權(perceived autonomy)：閱讀活動、選擇和行為方面的自我控制與自我

導向。 

 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閱讀和互動能力的社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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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實踐(reading practices)：行為投入，指閱讀活動的數量和類型。 

這四個特徵即為 PISA 2009 閱讀投入的構面，由這四個構面再分出，為樂趣而閱

讀(enjoyment of reading)、校內閱讀(reading for school)、享受閱讀頻率(time spent reading 

for enjoyment)、閱讀多樣性(diversity of reading materials)、線上閱讀活動多樣性

(diversity of online reading activies)（圖 2-3）這些指標(OECD, 2010c)。校內閱讀又通過

四個面向來測量，分別是文學文本的解釋、文本中非連續材料的使用、傳統文學作品

的閱讀活動、工具性文本的使用(張文靜、辛濤，2012)。 

 

圖 2-3 PISA 2009 對閱讀投入的定義 

來源：OECD.(2010c).PISA 2009 Results: Learning to Learn – Student Engagement,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Volume III)，26. 

網路的發達、電子文本的湧現，也影響了青年的閱讀。青年進行網路閱讀活動是

一種趨勢（林珊如，2010）。一些研究亦指出，線上閱讀已是許多青年的閱讀方式。

鄭美珍（2011）透過問卷調查臺北市公私立高職學校學生的網路休閒閱讀動機與行為，

就發現網路休閒閱讀已成為高職生關心時事與娛樂資訊的主要管道，他們常上網看新

聞和文章等。Biancarosa(2012)在談到青年閱讀素養的挑戰，也提到數位閱讀提高了青

年接觸文本的數量，加劇了批判性閱讀的需要。另外，PISA 2009 的閱讀素養評量架

構亦將電子文本閱讀視為一個重要的面向，故在投入評量方面包含線上閱讀活動的多

樣性。其調查結果顯示，廣泛投入於線上閱讀活動的學生，無論是他們進行多種線上

閱讀活動或是經常進行線上閱讀，他們一般比較少進行線上閱讀的學生更精通閱讀

(OECD,2010c)。顯然，線上閱讀也是不可忽視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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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PISA 2009 對於閱讀策略的測量，包含了熟記策略(memorization strategies)、

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ies)、精緻化策略(elaboration strategies)、摘要(summarizing)、理

解與記得(understanding and remembering)（圖 2-4）。 

 

圖 2-4 PISA 2009 對閱讀策略的定義 

來源：OECD.(2010c).PISA 2009 Results: Learning to Learn – Student Engagement,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Volume III)，26. 

本研究將以上研究的觀點加以整理，如表 2-2 所示。 

表 2-2 相關研究的閱讀投入構面一覽表 

相關研究 構面 

Guthrie(2001) 動機、概念知識、策略、社會互動 

Fedrick et al.(2004) 行為、情感、認知 

PISA 2009 閱讀興趣、認知自主權、社會互動、閱讀實踐、閱讀策略 

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研究的界定，本研究將「閱讀投入」的構面歸納為：閱讀動機、閱讀行

為、閱讀策略，分別為閱讀投入的動機/情緒、行為及認知三個面向。以下分述「閱讀

投入」的三個構面： 

（一）閱讀動機 

Fedricks 等人（2004）所提到的情感投入，包含態度、興趣層面；PISA 2009 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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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興趣」和「認知自主權」亦屬於動機概念，故本研究將二者歸納到閱讀動機。此構

面旨在探討心理方面的閱讀投入。 

閱讀動機的定義與面向 

閱讀動機是閱讀研究的重要主題之一，研究成果豐富。Guthrie 與 Wigfield(2000)

將閱讀動機定義為個人對於閱讀主題、過程和成果的目標、價值觀和信念。 

有的研究將閱讀動機視為多層面的(Wigfield, 1997; Wigfield, & Guthrie, 1997)。

Wigfield, Guthrie, & McGough(1996)就合併了主要的動機理論而發展出一套閱讀動機

量表(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簡稱 MRQ)來檢驗閱讀動機的不同面向，

MRQ 從十一個向度（自我效能、挑戰、好奇、投入、重要性、認可、成績、社會、競

爭、順從、逃避）來評量閱讀動機。這十一個面向可歸類為三大層面：能力及效能信

念(competence and efficacy beliefs)、成就價值及目標(achievement values and goals)和社

會因素(social aspects of reading)(Wigfield, 1997)。有些研究者以 MRQ 作為測量的依據，

並加以修訂，如宋曜廷、劉佩雲、簡馨瑩（2003）對 MRQ 加以修訂，以 835 名臺北

縣國小五、六年級與國中一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在修訂量表的信、效度檢驗結果發

現，三個面向及十一個向度皆和 Wigfield(1997)的閱讀動機理論的多元構念一致，可驗

證其建構效度。Lau (2004)亦將 MRQ 修訂與簡化為 CRMQ，分為自我效能、內在動機、

外在動機和社會動機四個面向，應用在其研究。 

根據Guthrie與Wigfield(2000)的分類，閱讀動機包括了閱讀目標(goal for reading)、

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外在動機(extrinsic motivation)、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和社會動機(social motivation)。而 Schiefele, Schaffner, Möller 與 Wigfield(2012)回顧檢

驗先前的閱讀動機概念，提出閱讀動機概念可分為兩類：真正的動機概念(genuine 

motivational constructs)，指內在和外在閱讀動機的概念和它們的組件；閱讀動機的前

因(antecedents of reading motivation)，包括閱讀能力的自我概念、閱讀的自我效能、閱

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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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有關閱讀動機面向的研究，整理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相關研究的閱讀動機面向一覽表 

相關研究 閱讀動機的面向 

Wigfield(1997) 能力及效能信念：閱讀效能、挑戰、逃避 

成就價值及目標：內在動機--好奇、參與、重要性 

外在動機--認可、成績、競爭 

社會動機：社會、順從 

Guthrie，Wigfield(2000) 閱讀目標、內在動機、外在動機、自我效能、社會動機 

Lau(2004) 自我效能、內在動機、外在動機、社會動機 

Schiefele, Schaffner, 

Möller，Wigfield(2012) 

真正的動機概念：內在和外在閱讀動機 

閱讀動機的前因：閱讀能力的自我概念、閱讀的自我效能、

閱讀的重要性 

來源：研究者整理 

歸納以上文獻，雖然各家對於閱讀動機面向之分類略有差異，但一般上可分為兩

大類：內在閱讀動機和外在閱讀動機（張芳全、王平坤，2012）。內在閱讀動機指的

是為了自己的理由而好奇並激勵自己去閱讀，認為閱讀很重要並願全然投入；外在閱

讀動機則是外在誘因促動而閱讀（宋曜廷等，2003）。故本研究將閱讀動機歸納為內

在閱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兩個面向。內在閱讀動機的向度包括自我效能、挑戰、好

奇、投入、重要性；外在閱讀動機的向度包括認可、成績、競爭、順從。 

閱讀動機與閱讀投入有極大的關聯(Guthrie, 2001)，Baker 與 Wigfield(1999)就發現

動機與投入閱讀是不可分割的，當有動機的讀者越投入於閱讀，他就對閱讀越積極。

對於最能影響青年閱讀表現的動機，研究也顯示內在動機是最優化的學習動機(Lau, 

2009)。Lau (2009)通過問卷對香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閱讀動機、對閱讀教學的看法和

閱讀量之比較研究中，就提到香港初中生和高中生在內在動機的平均值上都得到高分，

顯示他們因內在興趣而有強烈的閱讀動機，並指出香港學生在閱讀上有很弱的社會動

機，學生的動機往往比較個人。所以探討青年的閱讀投入不可忽視動機層面，尤其是

內在動機。 



22 

 

另外，關於閱讀動機的相關研究不少。年級的比較方面，有研究則發現升上高年

級，學生的閱讀動機卻呈現下降的趨勢(Lau, 2009)。Lau (2009)對香港高中生的閱讀動

機下降，做了分析，認為是因為學生的能力信念主要是來自他人的評價回饋，高中時

期比較競爭和以表現為導向的學習環境會削弱學生的學習自信。在背景與性別上，青

年的閱讀動機也有所差異（詹麗萍，2008；黃子恩，2010）。詹麗萍（2008）以問卷

調查法探討苗栗縣公立國中之七、八年級學生課外閱讀情形，發現女生的閱讀動機明

顯比男生佳；家庭社經地位較高之學生，閱讀動機也較佳。黃子恩（2010）針對臺灣

中部一所大學 98 學年度日間部大學生進行分層抽樣，探討他們課外閱讀之動機與行為，

發現大學生課外閱讀動機之現況屬中等程度，不同背景變項大學生之閱讀動機有所不

同，女生閱讀動機高於男生。不同國別的學生在動機上也有不同，Ho(2009)應用 PISA 

2000+和 PISA 2003 的數據，從比較的角度，探討四個東亞社會——韓國、日本、香港

和澳門——學生學習方式的異同，發現這四個東亞社會學生在學習動機上有所不同，

香港和澳門的學生有較高的內在動機但外在動機低；韓國和日本的學生內在動機和外

在動機都低於 OECD 平均水平。 

･閱讀動機與閱讀態度的關聯 

態度與動機有類似之處，兩者都促動行為的內在歷程；兩者都只能從外顯行為去

測驗解釋；不同的是態度包含了情感因素（張春興、林清山，1981）。 

Smith(1990)將閱讀態度定義為「一種精神狀態，伴隨著感覺和情緒，並使得閱讀

成為或多或少的可能」；McKenna 等人(2012)則將閱讀態度解釋為「對於不同閱讀面

向，所具有的趨避之傾向」。綜合兩者的定義，閱讀態度指的是影響人們對從事閱讀

活動的情緒感受，趨避之傾向。 

關於閱讀態度的面向，Lewis 和 Teals(1980)根據態度理論發展的檢驗和對教師、

閱讀教育專家、中學生和現有的閱讀態度量表，認為閱讀態度包括：個人發展(individual 

development)、效用(utilitarian)及娛樂(enjoyment)三個面向。張春興和林清山（1981）

則認為態度的形成包括認知、情感、行動三個因素。黃麗菁（2011）根據 PISA 的學

生問卷中閱讀態度的題目，將閱讀態度分為「自發性閱讀態度」與「工具導向閱讀態

度」兩個面向。「自發性閱讀態度」屬於主動、正面的閱讀態度，著重在對於閱讀的

感覺與行為層面；「工具導向閱讀態度」則屬於被動、負面的閱讀態度，著重在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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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價值判斷及對閱讀活動的看法，結果發現自發性閱讀態度優於工具導向閱讀態

度，自發性閱讀態度愈高，表示學生愈能感受閱讀所帶來的樂趣。McKenna 等人(2012)

則將閱讀態度分為兩個面向：媒介（紙本和電子型）和目的（學術和休閒）。 

有學者認為態度有別於動機，態度指的是對事物的喜好(Guthrie, & Wigfield, 2000)；

但也有研究者認為閱讀態度的測量與內在動機的測量有重疊之處，閱讀態度與閱讀能

力之間的關聯也支持內在動機的重要性（Schiefele et al., 2012）。而從投入的角度來看，

態度與動機都與情感投入有關(Fedrick et al., 2004)。 

綜上所述，動機與態度有密切關聯，都是影響學生閱讀表現的心理層面因素。而

本研究之閱讀動機構面包含了閱讀態度、內在動機、外在動機的探討。 

（二）閱讀行為 

此構面意在探討行為方面的閱讀投入。閱讀行為就是與閱讀相關的一切活動，如

讀者從事閱讀活動的頻率、次數、數量與廣度等行為（劉佩雲、簡馨瑩、宋曜廷，2003）。

社會互動亦是一種行為，故本研究將社會互動與閱讀實踐歸為閱讀行為的部份。閱讀

行為構面主要從閱讀時數、偏好及社會互動三個方面來探討，分別敘述如下： 

享受閱讀時數：指為樂趣而閱讀的頻率及時間。為樂趣而閱讀的頻率越高，表示

越享受閱讀，也可作為學生有閱讀興趣的指標(OECD, 2010c)。 

偏好：PISA 2009 的學生問卷中將此歸類於閱讀材料的多樣性，指因想要閱讀而

閱讀各種材料的頻率(OECD, 2010b)。由閱讀某種材料的頻率可知個人的閱讀偏好，故

本研究將此項目納入閱讀行為的構面。本研究對於學生閱讀偏好的調查包括紙本閱讀

及線上閱讀。廣義的網路（線上）閱讀包含閱讀電子書、電子報、電子雜誌或期刊、

討論群組、瀏覽網頁、E-mail、多媒體、使用網路書店、BBS 等行為；狹義的網路閱

讀則專指經由網路及個人電腦閱讀電子期刊、網路小說或文學、電子書（不含單機版

電子書）以及紙本數位化閱讀素材之閱讀行為（蔡慧美，2005）。本研究採廣義的解

釋，認為只要是閱讀各種數位化的文本資料，包括瀏覽網頁、閱讀電子郵件、線上聊

天、閱讀網路文本等都屬於線上閱讀。PISA 2009 報告結果就發現進行廣泛線上閱讀

的學生，無論是因為他們接觸多種線上活動或是因為他們常取用線上材料，比起較少

進行線上活動的學生，他們更是熟練的讀者(OECD, 2010c)。所以，將它們列入線上閱

讀行為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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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互動：指人際間的互動，如與他人分享和討論書籍等，此部分包括實體世界

及線上的互動。喜歡與同儕分享書本、參與學習活動的學生較容易成為有內在動機的

讀者(Guthrie, 2001)。 

從享受閱讀的時數、閱讀材料的多樣性、會與他人進行互動，分享和討論書籍這

些閱讀行為指標，可以了解學生投入於閱讀活動的情況。 

（三）閱讀策略 

此構面指的是閱讀文本時所使用的策略，旨在探討認知方面的投入。所謂的閱讀

策略是指在閱讀歷程中，任何被讀者用來促進閱讀效能，有助於達成閱讀目標，所用

的方法、行為或思考模式（黃麗菁，2011）。 

在分類上，閱讀策略的種類很多，較常見的是將閱讀策略分為認知策略和後設認

知策略（林清山、程炳林，1995；連啟舜，2002；黃麗菁，2011；湯明祥，2012）。

認知策略是為達到理解目的而採用的策略，涉及較多認知成分，如做筆記、畫重點、

分析文章結構；而後設認知策略是為了覺知自己的理解狀態所採用的策略，涉及較多

意識成分，包括主動執行和監控的歷程，這類的策略有計畫、自我評估、提問、調整

閱讀速度、重讀等（連啟舜，2002）。 

林清山、程炳林（1995）在探討國中生自我調整學習因素與學習表現之關係暨自

我調整的理解策略教學策略效果的研究中，將閱讀策略分為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

並細分為計劃、訊息選擇、精緻化、監控及調整等五個策略，茲分述如下： 

1. 計劃策略：指在開始閱讀前，注意文章標題、根據標題預測文章內容、設定閱讀目

標、規劃閱讀步驟等，屬於後設認知策略。 

2. 訊息選擇策略：指在閱讀時能在重要的地方做記號或劃線、找出每一段重點、做摘

要或大綱等，屬於認知（訊息處理）策略。 

3. 精緻化策略：指在閱讀時或閱讀後，為求理解文章內容，以自己的先前知識來統整

文章內容，屬於認知策略。 

4. 監控策略：指在閱讀時透過自我提問、查核閱讀步驟和方法、找出難以理解的地方、

檢查閱讀目標等來查出自己是否瞭解文章內容，屬於後設認知策略。 

5. 調整策略：指在閱讀中改變閱讀方法、回頭重讀不懂之處、改變閱讀速度、改變閱

讀方法、把疑惑的地方弄清楚等，屬於後設認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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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2009採用兩種方式來測量閱讀策略：一種是學生報告是否採用特定的策略；

一種是檢測學生是否知道哪種策略最有效，即後設認知策略。後設認知閱讀

(metacognition in reading)，指的是在以目標為導向處理文本時，使用各種適當策略的

意識和能力(OECD, 2010b)。PISA 2009 測量的閱讀策略包括： 

 熟記策略：指在閱讀所有細節和反覆閱讀時記住文章內容。 

 精緻化策略：指將新的知識與先前學的知識、生活的真實情境和個人經驗連結。 

 控制策略：指在閱讀時對文章的主要概念等自我提問，也指自我監控閱讀活動，

檢查閱讀目標等來查出自己是否理解文章內容。 

 摘要策略：擷取文章中的重要內容，經濃縮統整，形成代表文章主旨的敘述。 

 「理解與記得」策略：儲存訊息，並整合及連結到先前的知識，以便可以應用在

新的情境。在 PISA 的閱讀策略測量中，此策略與熟記策略似乎是緊密相關的，

但它們採不同方式測量學生怎麼存儲訊息。熟記策略是檢測學生在沒有採取進一

步的方式將新訊息記起來時，是否常使用背誦技巧；而「理解與記得」策略則試

著釐清學生能存儲新訊息，整合及連結先前知識，並應用在新情境的程度(OECD，

2010c)。 

其中，熟記策略、精緻化策略屬於認知策略；控制策略、摘要策略及「理解與記

得」策略屬於後設認知策略。 

湯明祥（2012）在大學生的數位閱讀動機與數位閱讀策略研究中，亦將閱讀策略

分為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認知策略包括查詢、筆記、畫重點、分析文章結構；

後設認知策略包括讀書計劃、自我評估、調整閱讀速度、重複閱讀。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將閱讀策略分為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其中，認知策

略包括熟記策略、訊息處理策略、精緻化策略、摘要策略；後設認知策略包括控制策

略、計劃策略、調整策略。 

關於閱讀策略的相關研究，有探討閱讀策略對閱讀理解的影響。Baier(2005)通過

對 14 名小六學生進行閱讀理解研究，發現這些學生在接受閱讀策略教學後，閱讀理解

分數有所提高。黃麗菁（2011）以 PISA 2009 上海、香港、韓國與臺灣的學生為研究

對象，探討不同性別與國別學生在閱讀態度、閱讀策略之表現，並分析閱讀態度、閱

讀策略對閱讀素養的影響，就發現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閱讀策略有顯著差異，且女生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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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男生；不同國別的學生在閱讀策略有顯著差異，香港與韓國學生的閱讀策略最佳；

不同閱讀策略對閱讀素養有顯著差異，且後設認知策略優於認知策略。 

善於使用閱讀策略是閱讀投入的重要指標。Guthrie 與 Wigfield(2000)指出能進行

廣泛閱讀並運用特定的策略來幫助學習的學生更能成為好的學習者，在學校也能有好

的表現。PISA 2009 報告結果就提到，享受閱讀、懂得自我導向學習并能運用各類閱

讀策略的學生在 PISA 評量中是表現好的學生(OECD, 2010c)。可知，由閱讀策略的使

用，也可了解學生的閱讀情況。 

三、閱讀投入的相關研究 

關於閱讀投入的研究，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分析，區分為以下幾點來談。 

（一）閱讀投入與成就表現 

動機、投入和使用有效的學習策略可被視為學生自身的重要成果，因為這些能力

可以影響學生在青年時期的生活質量，並可以影響他們進修的決定或把握工作機會的

能力(OECD, 2010c)。顯然，閱讀投入對學生自身的能力發展可說具有很大的影響。研

究者就指出，一個投入閱讀的讀者有深厚的動機目標，想要學習，相信自己的能力和

想要分享從學習得到的理解，他們擁有求知的慾望，會使用最好的策略來理解和詮釋

文本進而促進學習(Guthrie, Aloa, & Rinehart, 1997)。 

一些研究發現，閱讀投入是影響閱讀表現和閱讀能力的重要因素(Wigfield et al., 

2008; OECD, 2010b)，而且閱讀投入度愈高，閱讀成就表現愈高(Brozo, Shiel, & Topping, 

2007)。PISA 2000 的結果就顯示，在每個參與的國家中，學生的閱讀投入程度與他們

的閱讀能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閱讀成就越高的學生讀得越多，他們就更投入於閱讀，

成就也越高(Guthrie, 2008)。這樣的關係是互惠的(Guthrie, & Wigfield, 2000)。 

PISA 2009 研究結果亦探討學生享受閱讀的程度、學生享受閱讀的時間及學生的

閱讀偏好這三個閱讀投入指標與閱讀表現的關係。研究發現，較享受閱讀的學生表現

比較好；每天爲樂趣而閱讀超過一小時以上的學生成績表現也比較好；廣泛閱讀各類

讀物的學生閱讀表現也較好(OECD, 2010c)。 

值得注意的是，閱讀投入與閱讀素養表現的關聯甚至高於社經地位與閱讀素養表

現的關聯(Guthrie, 2008; OECD, 2010c)。Brozo, Shiel 與 Topping(2007)在分析美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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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愛爾蘭三個國家 PISA 2000 的閱讀投入情況時，就發現美國那些社會經濟狀況差

的閱讀投入程度高之 15 歲學生比那些閱讀投入低但父母有高或中等社會經濟狀況的

學生獲得較高的分數，與 PISA 的總體趨勢一致。由此可知，閱讀投入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彌補較差的社會經濟狀況對學習表現的影響。 

針對閱讀投入進行的跨文化、跨區域研究發現，學生的閱讀投入與閱讀素養表現

有密切的關係。張文靜和辛濤（2012）以 PISA 2009 的數據，探討中國上海、韓國、

芬蘭和美國四個國家∕區域的學生閱讀投入與閱讀素養之間的關係，就發現在四種不

同文化背景下，學生閱讀投入與閱讀表現都一樣關係密切，其中閱讀投入各變項（閱

讀興趣、控制策略、理解和識記認知策略、摘要認知策略）均對閱讀素養表現有正向

預測作用。另外，此研究還提到國家或地區間的情況也不是完全相同，閱讀時間量、

閱讀材料多樣性、網上閱讀活動多樣性、校內閱讀變量、記憶及精細化加工策略則對

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在不同國家間有差異。Linnakylä, Malin 和 Taube(2004)運用 PISA

的數據，比較了芬蘭和瑞士閱讀素養表現差的學生，發現對閱讀沒興趣和不積極投入

閱讀的學生都在閱讀素養表現上屬於較差的，也就是說無法投入於閱讀是學生表現差

的因素之一。此研究從反面證實了閱讀投入對於學生閱讀表現的影響。 

（二）個人背景因素 

在性別方面，無論是個別國家的情況或跨地區的情況，研究均指出女生的閱讀投

入程度都比男生高（Brozo, Shiel, & Topping, 2007；OECD，2010a；張貴琳，2011）。

張貴琳（2011）從閱讀習慣的角度檢視臺灣學生 PISA 2009 閱讀素養表現的閱讀投入

因素，就發現男生的閱讀投入程度低於女生。Brozo, Shiel和Topping(2007)比較了美國、

英國、愛爾蘭的閱讀投入情況，發現雖然個別國家男女生的閱讀投入略有不同，但整

體而言都是女生的閱讀投入程度高於男生。 

不少閱讀研究亦探討不同組別（或科別）學生的閱讀情況。李美月（2002）在探

討高中生課外閱讀與學業成就關係之研究中，就發現社會組學生之課外閱讀未顯著優

於自然組。謝彩瑤（2001）調查臺東師院學生課外閱讀行為，認為科系會影響閱讀興

趣，進而影響閱讀行為。 

關於不同組別的學生閱讀投入情況，則還沒有相關的研究探討，可以做相關的調

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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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因素 

社會文化因素亦是不可忽視的，有研究就提出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學生的閱

讀投入，發現一些社會文化因素如文化、語言等與小孩對自己作為讀者的看法及他們

認為閱讀的價值有關(Rueda et al., 2001)。Rueda 等人通過評量、焦點團體、訪談等方

法來探討那些低表現的學生閱讀投入的議題，就發現小孩越認為自己是好的讀者，他

們的家庭就越有可能是主動追求素養和文化活動的。 Bempechat, Jimenez 和

Boulay(2002)亦指出自我提升態度的文化差異會影響國家層面在閱讀投入活動和學習

策略使用的結果。由此可知，社會文化因素對閱讀投入有一定的影響。 

PISA 2009 研究報告在分析閱讀投入與社會經濟情況及閱讀表現的關係，亦指出

一些既來自社經背景較好又投入閱讀的學生，達到的閱讀分數比那些來自社經背景較

差又投入閱讀程度低的學生來得好(OECD, 2010c)。如果那些社經背景較差的學生投入

閱讀程度高，他們的表現將接近那些社經背景較好的學生。換言之，要提高社經背景

較差的學生之成就表現，閱讀投入是一個重要因素。 

另外，學校推廣包括教師的教學與學校的閱讀活動也對閱讀投入有所影響。爲了

了解國中生課外閱讀投入因素與學業表現之情形，向永樂（2011）針對高雄市公立某

國中的 300 位學生進行了問卷調查，就發現學校推廣對國中生的整體學業表現具有顯

著影響力。Guthrie 等人（2006）則提到教師給的促進閱讀活動任務的多寡，可以用來

鼓勵發展長期的個人興趣，並間接影響學生的閱讀理解力。 

（四）各國青年閱讀投入的差異 

各國的青年閱讀投入情況亦會有所不同。各國學生享受閱讀的差異，可能是因為

不同傳統和文化價值、學生課外閱讀的機會、學生發現閱讀是有樂趣的活動、學生在

閒暇時可接觸到的閱讀材料等(OECD, 2010c)。 

從 PISA 2009 對各國學生的閱讀投入之調查可發現，各指標的分析結果顯示各國

學生的閱讀投入有差異。以 OECD 國家的平均而言，約有 37%的學生表示他們不爲了

樂趣而閱讀，但在奧地利和列支敦斯登侯國就有超過一半 15 歲的學生不為樂趣而閱讀；

相反的，一些國家如泰國、中國上海等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學生享受閱讀(OECD, 

2010c)。 

在性別方面，雖然研究顯示女生的閱讀投入程度比男生高，但還是有國家間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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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如在所有國家，除了韓國，女生都比男生更享受閱讀(OECD, 2010c)。 

有的研究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探討不同國學生的閱讀情況，如 Ho(2009)則利用

PISA 2000+及 PISA 2003 的數據探討四個東亞社會─韓國、日本、香港和澳門─學生

的學習方式後，發現港澳學生有較高的內在動機但外在動機低，且自我效能是正向的，

與韓國和日本的情況不同，並從社會文化背景、教育環境等的角度來探討各國學生的

特性，四個東亞社會的學生既有儒家文化社會共有的主要認知習慣，也有各自的社會

文化的特色。而張文靜、辛濤（2012）亦基於 PISA 2009 的數據，對中國上海、韓國、

芬蘭和美國學生 PISA 閱讀投入之表現進行比較，發現閱讀時間量、閱讀材料多樣性、

線上閱讀活動多樣性、閱讀策略對閱讀素養表現的影響在不同國家或地區表現出不同

的關係模式。張國祥、薛寶嫦、麥瑞琪（2010）亦在探討 PISA 2009 各亞洲經濟體系

閱讀素養表現之差異中，發現各亞洲經濟體中，上海、臺灣的學生有正向的閱讀興趣，

而韓國、澳門學生則較沒有那麼積極的閱讀興趣；新加坡、臺灣、香港、上海學生在

閱讀材料多樣性較理想；線上閱讀活動多樣性亦是香港與新加坡學生的情況較良好；

在閱讀策略方面，新加坡學生的記憶、精緻化及控制策略使用情況良好，反之，日本、

澳門學生的表現較不理想。 

綜上所述，閱讀投入的研究主要包括閱讀投入與閱讀能力表現的關係、個人與環

境因素對學生閱讀投入的影響。另外還有以 PISA 數據做為分析依據的國際比較研究。

從中可發現，有關學生閱讀投入情況的研究大多是以 PISA 資料為依據，有其侷限。

若能在比照 PISA 的研究結果，對不同研究對象的閱讀投入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或可

獲得更多的發現，也有助於了解不同群體的閱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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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投入閱讀的讀者(Engaged Reader) 

閱讀投入的研究者在探討閱讀投入的內涵與面向時，都會描繪出投入的讀者之特

質。NRRC 提出了投入觀點，並發展出「投入閱讀的讀者」(engaged reader)來概念化

一個理想讀者的定義。其投入閱讀的讀者擁有四個特點：具有明顯動機、高度知識、

富有策略以及社會互動（如圖 2-5 所示）。具有明顯動機的投入讀者會為不同的目的

而選擇閱讀，如爲了獲得新知識；高度知識的投入讀者能運用先前的經驗得來的資訊

來建構新的理解，透過文本獲取知識並運用知識；富有策略的讀者能運用認知策略去

解讀、解釋、理解、監督和調整閱讀過程以滿足閱讀目的；社會互動的投入讀者能夠

在建構和擴展文本意義的過程中與他人分享與溝通(Gambrell, 1996)。 

 

圖 2-5 投入閱讀的讀者 

資料來源：Gambrell,L.B.(1996).Creating classroom cultures that foster reading motivationThe Reading 

Teacher,50(1),14-25. 

Guthrie 和 Wigfield(2000)在綜述了閱讀投入的面向後，亦將一個投入的讀者定義

為在一個閱讀的社群（社會互動）中能協調他們的策略與知識（認知策略）以實現他

們個人的目標、渴望和意圖（動機）。換言之，投入閱讀的讀者熱愛閱讀(devotion to 

reading)，他們熱衷於閱讀理解，專注於意義和避免分心；運用自我監控和推理等策略；

與同儕交換想法和解釋；具有爲了知識和樂趣的內在閱讀動機(Guthrie, 2001)。 

PISA 的研究者在分析學生閱讀投入情況時，亦指出閱讀投入程度低的學生利用很

少時間來為享受閱讀，閱讀的文類也少、無論個人或在社會情境中都只有很弱的閱讀

動機；反之，閱讀投入程度高的學生利用許多時間來進行樂趣閱讀，在紙本閱讀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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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閱讀方面都能進行廣泛的閱讀(OECD, 2010b)。 

這些研究者對投入閱讀的讀者所做的描述，可以作為辨別投入閱讀的讀者之特徵，

也可以作為判斷依據。 

以上三節分別從亞洲青年的閱讀概況、閱讀投入的概念及投入於閱讀的讀者特質

三個方面進行文獻探討。亞洲青年的閱讀概況主要以 PISA 的評量結果為依據，概述

全球青年的閱讀現況，並集中敘述那些參與 PISA 評量的亞洲國家，包括香港、澳門、

印尼、泰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等國青年的閱讀表現。有的國家/區域如

新加坡、香港、臺灣等表現佳，但一些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表現則較不理

想，而個別國家的情況又有所不同。 

關於閱讀投入的定義，綜合各家說法，將閱讀投入定義為在進行閱讀活動時，具

備閱讀動機，能使用有效的閱讀策略，並能參與社會互動的閱讀行為(Guthrie et al., 1997; 

Guthrie, & Anderson, 1999; Guthrie, & Wigfield 2000; OECD, 2010c)。至於閱讀投入的構

面，由文獻歸納出三個構面，即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Guthrie, 2001; Fedrick 

et al., 2004; OECD, 2010b)。閱讀動機分為內在閱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其中內在閱

讀動機的向度包括自我效能、挑戰、好奇、投入、重要性；外在閱讀動機的向度則包

括認可、成績、競爭、順從(Wigfield, 1997; Guthrie, & Wigfield, 1997)。閱讀行為構面

則包括享受閱讀時數、閱讀偏好與頻率（紙本閱讀及線上閱讀）、社會互動(Guthrie, 2001; 

OECD, 2010c)。閱讀策略分為認知策略和後設認知策略（林清山、程炳林，1995；連

啟舜，2002；黃麗菁，2011；湯明祥，2012），其中認知策略包括熟記策略、訊息處

理策略、精緻化策略、摘要策略；後設認知策略包括控制策略、計劃策略、調整策略

（林清山、程炳林，1995；OECD, 2010c；湯明祥，2012）。 

關於閱讀投入的相關研究，有研究發現閱讀投入是影響閱讀能力表現的重要因素

(Wigfield et al., 2008; OECD, 2010b)、個人與環境因素如性別、社經地位、學校推廣等

對學生閱讀投入都有影響（Brozo, Shiel, & Topping, 2007；OECD，2010a；張貴琳，2011），

還有從以 PISA 數據做為分析依據的國際比較研究亦可發現國家之間的差異，各國青

年的閱讀投入情況不同(Ho, 2009; OECD, 2010c; 張國祥、薛寶嫦、麥瑞琪，2010；張

文靜、辛濤，2012)。另外，由文獻可知投入閱讀的讀者具備的特質為：具有為了樂趣

和知識的內在閱讀動機、為樂趣閱讀的時間長、能進行廣泛閱讀、且善用策略及能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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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會互動(Gambrell, 1996; Guthrie, 2001; OECD, 2010b)，可做為辨別學生是否投入閱

讀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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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敘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第二節描繪研究流

程；第三節說明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第四節說明研究工具的選擇與編制；第五節敘

述研究實施程序；第六節說明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亞洲華僑青年之閱讀投入情況。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建構

亞洲學生背景資料及環境因素、閱讀投入之研究架構。其中個人背景資料包括性別、

年齡、國籍、組別；環境因素則為學校推廣；閱讀投入方面，包括閱讀動機、閱讀行

為、閱讀策略等，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圖中 H1、H2 線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閱

讀投入的差異性；H3、H4 線在探討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的相關程度。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一）背景資料及環境因素：主要藉由探討研究對象之個人背景資料，以了解在國籍、

性別、組別、學校推廣等方面對學生閱讀投入之影響。 

（二）閱讀投入：主要藉由探討研究對象所表現的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等

構面，以了解學生閱讀投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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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問題與研究架構，擬定的研究假設如下： 

H1：不同背景變項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有差異。 

H1-1：不同國籍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有差異。 

H1-1-1：不同國籍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有差異。 

H1-1-2：不同國籍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有差異。 

H1-1-3：不同國籍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有差異。 

 

H1-2：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有差異。 

H1-2-1：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有差異。 

H1-2-2：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有差異。 

H1-2-3：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有差異。 

 

H1-3：不同組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有差異。 

H1-3-1：不同組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有差異。 

H1-3-2：不同組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有差異。 

H1-3-3：不同組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有差異。 

 

H2：不同環境因素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有差異。 

H2-1：學校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有影響。 

H2-1-1：學校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有影響。 

H2-1-2：學校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行為有影響。 

H2-1-3：學校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策略使用有影響。 

 

H3：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有關聯。 

 

H4：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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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實施流程 

依據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提出研究流程，如圖 3-2 所示，步驟如下： 

（一）透過閱讀行為調查研究等相關文獻產生興趣，引發研究動機，並進一步根據所

看到的文獻、資料等，思考適合研究之議題，確定研究主題，確立研究目的。 

（二）根據研究主題，著手蒐集、研讀並歸納國內外之文獻，了解閱讀投入的相關研

究。 

（三）經由文獻探討，根據研究目的，擬定研究問題。 

（四）進行研究設計，擬定研究方法。 

（五）設計問卷，並徵詢專家意見作修改。 

（六）進行預試，依據前測結果修正問項後，正式進行問卷調查，蒐集資料。 

（七）整理問卷資料，進行統計結果分析。 

（八）進行論文撰寫，歸納研究成果，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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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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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研究對象 

一、研究方法 

閱讀投入的測量有兩種常用的方法，一種是教師對學生閱讀投入的評估(Guthrie et 

al., 1996)，Guthrie 與 Wigfield(2004)發展出閱讀投入指標（Reading Engagement Index，

簡稱 REI）即是此類教師對學生閱讀投入的評量。;另一種是針對學生的問卷調查

(Skinner, Kindermann, & Furrer, 2009; OECD, 2010b)。PISA 2009 是以自我決定理論為

基礎，建構出評量閱讀投入的構面，並依這些構面設計問卷。 

本研究採量化研究，主要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有關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之調查研究。選擇問卷調查法的原因為：問卷調查法可以針對調查對象的個人資料作

清楚了解，分析問卷結果用以得知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建

構閱讀投入之構面（表 3-1），並依此設計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包含三個部份：受試者

個人背景資料、環境因素、閱讀投入。 

表 3-1 本研究各變項之構面 

變項 構面 

背景資料 性別、年齡、國籍、組別 

環境因素 學校推廣 

閱讀投入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的亞洲華僑學生為研究對象。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是臺灣唯一辦理僑生大學先修教育之學校（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

學生來自全球各地區國家，其中大部分的學生來自東南亞地區、香港、澳門，大部份

學生的年齡介於 17 至 24 歲，男女比例相當。 

本研究針對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全體學生實施問卷調查。僑先部設置三種類

型的班級：春季班、秋季班及特輔班，春季班及秋季班各有三個類組，分別為第一類

組（文組）、第二類組（自然組，理工）、第三類組（自然組，農、醫）。特輔班則

是語文程度欠佳或分發成績未達先修班錄取標準等的印尼及其他地區僑生就讀的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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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僑生大學先修部，2005）。 

102 學年第二學期僑先部一共有 1300 位學生，男生 682 人，女生 618 人，37 個班

級，有關僑先部班級資料及學生國籍資料如表 3-2 及表 3-3。 

表 3-2 僑先部 102 學年第二學期學生人數統計表 

  

班數 

人數 

總計 男 女 

第一類組 春季班 4 61 85 146 

秋季班 16 281 301 582 

第二類組 春季班 1 15 8 23 

秋季班 4 117 23 140 

第三類組 春季班 2 29 39 68 

秋季班 8 148 135 283 

特輔班  2 31 27 58 

總計 37 682 618 1300 

資料來源：僑先部；本研究整理 

表 3-3 僑先部學學生國籍資料 

國家\班級 秋季班 春季班 特輔班 總數 

印尼 103 

 

39 142 

馬來西亞 381 237 

 

618 

越南 13 

 

13 26 

緬甸 71 

  

71 

汶萊 1 

  

1 

新加坡 2 

  

2 

泰國 1 

  

1 

菲律賓 6 

 

1 7 

香港 365 

  

365 

澳門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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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班級 秋季班 春季班 特輔班 總數 

南非 3 

  

3 

日本 3 

 

2 5 

韓國 4 

  

4 

紐西蘭 2 

  

2 

美國 4 

  

4 

加拿大 1 

 

1 2 

巴拉圭 1 

  

1 

約旦 

  

1 1 

多米尼克 

  

1 1 

總數 1005 237 58 1300 

資料來源：僑先部；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研究工具的選擇與編制 

一、編制依據及內容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乃通過文獻探討，參考 Guthrie 與 Wigfield(1997)編制之閱讀動

機量表（MRQ）、Lau(2004)編制之中文閱讀動機量表(CRMQ)、陳雅文（2004）編制

之「國小高年級學生閱讀理解策略量表」、PISA 2009 的中文版學生問卷（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09）、向永樂（2011）編制之「國中學生課外閱讀投入與學業表現

問卷調查」、鄭美珍（2011）編制之「高職生網路休閒閱讀動機與行為之調查研究」、

湯明祥（2012）編制之「大學生的數位閱讀動機與數位閱讀策略問卷調查」等相關資

料，編修成本研究之調查問卷。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分為學生背景資料、學校推廣、閱讀投入三個部份。背景資料

包含年齡、性別、國籍、組別（類組）、家庭背景。閱讀投入包含閱讀動機、閱讀行

為與閱讀策略三個構面。 

問卷題數計有個人背景 4 題、家庭背景 4 題、學校推廣 2 題、閱讀投入部份 6 題，

總計 15 題。問卷形式以封閉型問卷格式為主，只有部份題目輔以開放式填答。題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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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採李克特量表或發生的頻率等形式來蒐集資料。以下說明本研究問卷的設計內

容： 

（一）學生背景資料 

本部份的內容包括受試者的年齡、性別、國籍、在僑大就讀所選的組別、家庭社

經背景，茲說明如下： 

年齡：為開放題，讓受試者自己填寫。 

性別：區分為男生、女生。 

國籍：區分為印尼、泰國、越南、緬甸、汶萊、寮國、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

馬來西亞、香港、澳門及其他，共 13 地區或國家。 

組別：區分為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及其他。本研究之對象為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僑先部學生，學校根據學生未來進入大學的科系志願，將他們分配到三個類

組：第一類組為社會組（文科）；第二類組為自然組（理工科）；第三類組為自然組

（農、醫科）。另外，本研究亦將特輔班歸為一組。 

家庭社經背景：本研究僅就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作測量。教育程度區分為研究

所（含）以上、大學／技術學院、專科、高中／高職、初中、小學（含）以下；職業

部分為開放題，讓受試者自己填寫。本研究家庭社經地位的計算方式，主要參考林生

傳（2005）研究，首先將父母親教育程度及職業各分為一至五等級，再將其教育程度

等級乘以四，加上職業類別等級乘以七，即為家庭社經地位分數，並取數值較高者，

作為家庭社經地位代表。本研究家庭社經地位等級，分為五個等級：等級一（52-55）

為高社經地位；等級二（41-51）為中上社經地位；等級三（30-40）為中社經地位；

等級四（19-29）為中下社經地位；等級五（11-18）為低社經地位（林生傳，2005）。 

（二）學校推廣 

本部份主要在探討僑生在僑居地所就讀的中學閱讀推廣的情況，作為了解學校閱

讀推廣對他們的影響。本部份的問項主要參考向永樂（2011）編制之「國中學生課外

閱讀投入與學業表現問卷調查」，共有兩大題，問題包括： 

1.所就讀的中學是否有圖書館。 

2.學校閱讀推廣項目的符合程度，共有 7 題，以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普通、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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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非常符合五個選項作答。 

（三）閱讀動機 

本部份的問項主要參考 PISA 2009、Guthrie 與 Wigfield(1997)、Lau(2004)、湯明

祥（2012）等人所編制之問卷，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及考量學生語彙理解能力，加以修

改、增刪編制而成，問項共計 25 題，分別屬於內在動機（態度、自我效能、挑戰、好

奇心、參與、重要性）、外在動機（認可、成績、競爭、順從）兩個面向。問項以「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選項作答。 

閱讀動機各面向得分代表受試者在該向度之情況，其值愈高，表示強度愈高。 

（四）閱讀行為 

本部份的問項主要參考 PISA 2009、Lau(2004)、鄭美珍（2011）所編制之問卷，

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及考量學生語彙理解能力，加以修改、增刪編制而成，包含課外閱

讀的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五個面向。茲說明如下： 

課外閱讀時間：共有五個選項，「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一天約 30 分鐘、

一天約 1 個小時、一天約 2 個小時、一天約 3 個小時」。 

閱讀材料：列出雜誌、漫畫書、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報紙這些閱讀材料種

類，主要勾選閱讀各別素材的頻率，以「沒有、一年數次、一個月約一次、一個月數

次、一星期數次」五個選項作答。 

線上閱讀活動：列出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

百科全書、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利用網路搜

尋實用訊息、閱讀網路雜誌、網路小說、網路漫畫等線上閱讀活動項目，主要勾選各

線上閱讀項目的頻率，以「我不知道這是什麽、從未或幾乎沒有、一個月數次、一星

期數次、一天數次」五個選項作答。 

閱讀互動：即社會互動，包括實體世界互動與線上互動，共有 7 題，以「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選項作答。 

閱讀行為各面向得分愈高，表示該閱讀行為表現愈高、愈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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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策略 

本部份的問項主要參考 PISA 2009、陳雅文（2004）、湯明祥（2012）等人所編

制之問卷或量表，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及考量學生語彙理解能力，加以修改、增刪編制

而成，問項共計 26 題，分別屬於熟記、訊息處理、精緻化、摘要、控制、計劃、調整

五個面向。本部份主要在了解學生採用閱讀策略的情況，以「從未、有時、不確定、

經常、總是」五個選項作答。 

閱讀策略各面向得分愈高，表示愈注重使用該閱讀策略。 

以下將各研究構面與問卷題項作對照，如表 3-4 所示。 

表 3-4 研究構面與題項對照 

 構面  題項 參考來源 

個 人

資料 

個 人

背景 

 9.年齡 

10.性別 

11.國籍 

12.組別 

 

環 境

因素 

家 庭

背景 

 13，14 父母職業 

15，16 父母教育程度 

 

學 校

推廣 

 7.您就讀的中學是否有圖書館？ 

8.學校閱讀推廣情況 

向永樂（2011）編制

之「國中學生課外閱

讀投入與學業表現問

卷調查」 

閱 讀

投入 

閱 讀

動機 

 

態度 

 

 

 

自我效能 

 

挑戰 

5-1 閱讀是我喜愛的嗜好之一 

5-2 收到書當禮物時，我覺得很高興 

5-3 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 

5-4 我願意用零用錢去買書 

5-5 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獨自閱讀 

5-6 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信心 

5-7 我會為尋求問題的答案而主動閱讀 

PISA 2009 的中文版

學生問卷、Guthrie 與

Wigfield(1997)編制

之閱讀動機量表

(MRQ)、Lau(2004)編

制之中文閱讀動機量

表(CRMQ)、湯明祥



43 

 

 構面  題項 參考來源 

 

 

 

好奇心 

 

 

 

 

 

投入 

 

重要性 

 

 

 

認可 

 

 

 

成績 

競爭 

 

 

順從 

 

5-8 我會挑戰閱讀內容有難度的書 

5-9 如果一本書有趣，我不在意它是否

很難讀 

5-10 我有喜歡閱讀的特定主題 

5-11 我喜歡閱讀新作品、新書 

5-12 對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藉由閱讀來

學習 

5-13 如果老師分享有趣的事，我會去閱

讀相關的內容 

5-14 我喜歡對讀過的書表達看法 

5-15 閱讀時，我會進入書中的世界 

5-16 我認為閱讀對學習成效、未來發展

很重要 

5-17 我認為成為一個喜愛閱讀的人很重

要 

5-18 父母親對我多閱讀的支持，讓我覺

得很高興 

5-19 師長對閱讀的讚許或獎勵，會讓我

對閱讀有正面態度 

5-20 我認為多閱讀可以改善我的成績 

5-21 我喜歡成為比別人更好的閱讀者 

5-22 比其他同學閱讀更多書，讓我感到

很開心 

5-23 我通常都是在老師有要求時才閱讀

課外讀物 

5-24 我會閱讀老師建議的書籍 

5-25 我會努力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書單 

（2012）編制之「大

學生的數位閱讀動機

與數位閱讀策略問卷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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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面  題項 參考來源 

閱 讀

行為 

 

 

 

 

 

課外閱讀

的時間 

閱 讀 頻

率、閱讀

偏好 

社會互動 

 

 

 

 

1.通常花多少時間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

閱讀 

2.因想閱讀而閱讀的各種素材及閱讀頻

率 

3.線上閱讀的各類活動及閱讀頻率 

4-1 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讀 

4-2 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 

4-3 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讀 

4-4 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 

4-5 我經常轉寄網路作品給朋友 

4-6 我經常回應網路社群的討論或部落

格文章 

4-7 我會在面子書或其他網絡媒體上推

薦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 

PISA 2009 的中文版

學生問卷、Lau(2004)

編制之中文閱讀動機

量表(CRMQ)、鄭美

珍（2011）編制之「高

職生網路休閒閱讀動

機與行為之調查研

究」 

閱 讀

策略 

熟記策略 

 

訊息處理

策略 

 

 

 

精緻化策

略 

 

 

 

 

6-1 我會記熟文章的許多細節 

6-2 我會反覆地閱讀文章來幫助我了解 

6-3 閱讀時，我會先了解文章的結構 

6-4 閱讀時，我會在自己認為重要或特

別的語句畫線或做記號 

6-5 我會做閱讀筆記，摘錄文章中的句

子 

6-6 我試著將新資訊與從前學過的知識

相連結 

6-7 我會弄清楚所學的課程內容在生活

上有何幫助 

6-8 我會試著弄清楚文章的內容與真實

生活的相關程度 

PISA 2009 的中文版

學生問卷、陳雅文

（2004）編制之「國

小高年級學生閱讀理

解策略量表」、湯明

祥（2012）編制之「大

學生的數位閱讀動機

與數位閱讀策略問卷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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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面  題項 參考來源 

 

 

摘要策略 

 

 

 

控制策略 

 

 

 

 

 

 

 

 

 

 

 

計劃策略 

 

 

 

 

 

調整策略 

 

 

6-9 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

及聲音 

6-10 我會用自己的話把文章的重點寫出

來 

6-11 我會說出文章的主要內容大意 

6-12 我會整理文章的內容重點 

6-13 閱讀前，我會先想一想我想學習的

是什麽 

6-14 我會確認我是否明白讀過的內容 

6-15 閱讀時，我會試著弄清楚還沒有真

正明白的概念 

6-16 閱讀時，我會記住文章最重要的論

點 

6-17 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其

他的資料來了解 

6-18 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中途

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6-19 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閱讀 

6-20 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仔細

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6-21 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

法，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6-22 我會先看文章的標題，想想用何種

方法進行閱讀較適合 

6-23 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

遍幫助理解 

6-24 了解文章大意後，遇到不重要的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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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面  題項 參考來源 

子或段落，我會很快的看過去 

6-25 我會整理文章中較難的部份，閱讀

後利用各種方式將它弄清楚 

6-26 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閱讀方

式，如大概瀏覽、或仔細閱讀等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問卷編製流程 

編製問卷的步驟包括：（一）問卷初稿題目的編擬；（二）問卷專家效度的調查；

（三）編製正式問卷。以下就本研究編製問卷的步驟，分別詳述之： 

(一)問卷初稿題目的編擬 

由文獻探討歸納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以此架構擬定問卷大綱，問卷內容包含學

生背景資料和閱讀投入兩大部份。背景資料又分為個人資料及家庭背景、學校推廣兩

個部份。個人資料包含年齡、性別、國籍、科別。閱讀投入包含閱讀動機、閱讀行為

與閱讀策略三個構面。 

接著，依據問卷大綱及相關研究之問卷編製本研究問卷題目，在與指導教授就問

卷設計進行討論及反復修正後完成問卷初稿。問卷題數計有個人背景 4 題、家庭背景

4 題、學校推廣 2 題、閱讀投入部份 5 題，總計 15 題。 

(二)問卷專家效度的調查 

為了使問卷能正確測量各項研究構面，因此在問卷設計上除了與指導教授討論，

並透過有關領域的專家來進行審核修正，以提高問卷的效度。研究者依據問卷初稿編

製「海外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之調查研究」之專家效度問卷（附錄一），送請三位閱

讀研究領域之專家學者，請他們就問卷初稿題項內涵的適切性、文句敘述的清晰性、

變項與題目的周延性等予以審查，提供修正之意見，以建立本研究問卷的內容效度。

專家效度之學者專家背景如表 3-5 所示。 

在回收專家之意見調查表後，參考專家學者針對各題所提之意見修訂不適合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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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有關專家效度之具體意見及修正說明，詳見附錄二。 

表 3-5 專家學者背景資料 

專家學者代碼 性別 領域 任職學校 

A 女 電子文件、檔案讀者服務、文書管理、數

位資源 

國立政治大學 

B 女 資訊網路檢索、成人教育 、國小圖書館

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C 女 圖書資訊學、閱讀教學、資訊素養 國立臺南大學 

（三）問卷預試之實施 

整合了專家的意見，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將問卷做修正，形成預試問卷（附錄

三）。為瞭解所編制問卷之信度是否達到一定之水準，本研究針對修正之後的問卷進

行預試，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一僑生為預試對象。預試採網路問卷，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29 日期間進行，主要向師大馬來西亞僑生發問卷，並請他們邀其他國

家之僑生填寫問卷，共回收 32 份問卷（如表 3-6）。預試完成後，進行預試問卷之信

度分析等。 

表 3-6 預試問卷統計表 

國籍 男 女 回收總數 

馬來西亞 10 16 26 

緬甸 1 2 3 

印尼 0 1 1 

香港 0 2 2 

總數 11 20 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根據預試問卷進行信度分析，利用統計軟體 SPSS 22 針對預試問卷中「閱

讀行為」（包括「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閱讀動機」

與「閱讀策略」這三個構面進行內部一致性之信度考驗，求 Cronbach’s α係數。本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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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在「閱讀行為」部分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80，「閱讀動機」部分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826，「閱讀策略」部分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914，整體信度為 0.930，分

析結果顯示皆超過接受最小信度值.70 的範圍，故本問卷信度良好（詳見表 3-7）。 

表 3-7 預試問卷構面信度分析表 

構面 題數 信度 Cronbach’s α 

閱讀行為 閱讀材料 5 0.665 

0.880 線上閱讀活動 10 0.846 

閱讀互動 7 0.797 

閱讀動機 內在動機 22 0.888 
0.826 

外在動機 8 0.665 

閱讀策略 認知策略 14 0.815 
0.914 

後設認知策略 16 0.903 

    0.930 

三、編製正式問卷 

完成預試問卷之信度分析後，與指導教授討論，將題意不清的題目加以修正，刪

除反向題及沒有鑑別度的題目，刪除的題目有第 15 大題的 4、16、20、21、22 題；第

16 大題的 1、9、22、26 題。然後將問卷中保留之題項依序重新編號，最後形成正式

問卷，詳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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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實施程序 

一、 發放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編製完成後，針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全體學生實施問卷調查。

在僑先部圖書館主任的協調下，於 2014 年 5 月 5 日到僑先部發放問卷，並通過教官召

集所有班級的班長，向他們說明問卷發放應注意事項，請他們把問卷發給同學填寫，

然後將問卷收齊，交到圖書館櫃台，由館員幫忙收齊，送回予研究者。 

二、 問卷回收 

本研究問卷於發放三天後陸續收回，於 2014 年 5 月 9 日完成回收工作。102 學年

第二學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先部共有 1300 名學生，實際回收問卷共 1108 份，回

收率為 85.23%。剔除胡亂填答者、超過三分之一沒填答者或填答同一答案者，以及資

料不完整的填答或非目標樣本者，實際有效問卷共 916 份，可用率 82.67%。茲將問卷

發放及回收情形彙整如表 3-8 所示。 

表 3-8 正式問卷發放及回收情形 

發放問卷 回收問卷 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 

份數 份數 回收率（%） 份數 比率（%） 份數 可用率（%） 

1300 1108 85.23 192 17.33 916 82.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信度分析 

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 SPSS 22 進行有效問卷的信度分析，「閱讀行為」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26，「閱讀動機」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18，「閱讀

策略」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34，整體信度為 0.945（表 3-9），高於 0.7，

顯示本研究問卷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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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有效問卷構面信度分析表 

構面 題數 信度 Cronbach’s α 

閱讀行為 閱讀材料 5 0.663 

0.826 線上閱讀活動 10 0.770 

閱讀互動 7 0.845 

閱讀動機 內在動機 17 0.923 
0.918 

外在動機 8 0.797 

閱讀策略 認知策略 12 0.866 
0.934 

後設認知策略 14 0.900 

    0.9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有效問卷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正式問卷共回收1108份，有效問卷916份，分別為馬來西亞僑生518份、印

尼僑生75份、緬甸僑生53份、香港僑生233份、澳門僑生37份（表 3-10）。其他國家

之學生因人數少於30人，所以沒有納入研究樣本。年齡分布方面，99%的學生年齡介

於17至24歲（表 3-11）。 

表 3-10 有效樣本國籍分布 

 人數 百分比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75 8.2 

53 5.8 

233 25.4 

37 4.0 

518 56.6 

 總計 9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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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有效樣本年齡分布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16-18歲 171 18.7 

19-21歲 671 73.3 

22-24歲 55 6.0 

25-27歲 7 .8 

小計 904 98.7 

遺漏 12 1.3 

總計 916 100.0 

 

由表 3-12得知，男女生比率各為49.1%及50.9%。各國的男女生比率也相當，除了

緬甸。緬甸女生比率較高，佔71.7%，男生則只有28.3%。由組別資料得知，以第一類

組的學生最多，占60.4%；第二類組及第三類分別占11.2%及26.6%；特輔班只有1.7%，

主要是印尼僑生。 

表 3-12 有效樣本性別與組別分布 

國籍 

類別 性別 組別 

項目 男生 女生 第一類組 第二類

組 

第三類組 其他（特輔

班） 

馬來西亞

n=518 

人數 249 269 310 62 146 0 

百分比 48.1% 51.9% 59.8% 12% 28.2% 0% 

印尼

n=75 

人數 40 35 40 10 9 16 

百分比 53.3% 46.7% 53.3% 13.3% 12% 21.3% 

緬甸

n=53 

人數 15 38 30 9 14 0 

百分比 28.3% 71.7% 56.6% 17% 26.4% 0% 

香港

n=233 

人數 129 104 154 19 60 0 

百分比 55.4% 44.6% 66.1% 8.2% 25.8% 0% 

澳門

n=37 

人數 17 20 19 3 15 0 

百分比 45.9% 54.1% 51.4% 8.1% 40.5% 0% 

總計 人數 450 466 553 103 244 16 

百分比 49.1% 50.9% 60.4% 11.2% 26.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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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經地位方面，有效樣本共 795。家庭社經地位的計算方式為，將調查對象

的父母教育程度及職業分等級後，然後再將其教育程度等級乘以四，加上職業類別等

級乘以七，即為家庭社經地位分數，並分成五個等級。 

表 3-13 顯示調查對象的家庭社經地位分布情況。整體而言，中下社經地位最多，

占一半以上(55.5%)。其次是中階社經地位，占 18.7%。低社經地位則占 13.8%，高社

經地位僅佔 0.5%。 

表 3-13 有效樣本家庭社經地位分布 

 家庭社經地位 

國籍 低 中下 中 中上 高 

印尼 人數 10 28 13 4 0 

百分比 18.2% 50.9% 23.6% 7.3% 0% 

緬甸 人數 9 25 8 3 0 

百分比 20% 55.6% 17.8% 6.7% 0% 

香港 人數 29 96 42 14 1 

百分比 15.9% 52.7% 23.1% 7.7% 0.5% 

澳門 人數 4 20 5 3 0 

百分比 12.5% 62.5% 15.6% 9.4% 0% 

馬來西亞 人數 58 272 81 67 3 

百分比 12.1% 56.5% 16.8% 13.9% 0.6% 

總計 人數 110 441 149 91 4 

百分比 13.8% 55.5% 18.7% 11.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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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問卷調查法，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整理、編碼及分析。主要採用

統計軟體 SPSS 22 來進行資料分析。資料分析的方法採用敘述性統計、相關分析、變

異數分析、Ｔ檢定等。以下分述之：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對各問項進行敘述性統計，藉以了解各問項之樣本分佈，以利後續分析的進行。 

針對受試者的個人資料與課外閱讀時間，主要採用次數分配表，以了解受試對象的基

本特性及課外閱讀時間的情況。另外，採用敘述性統計分析，來了解學校推廣、閱讀

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閱讀動機及閱讀策略等的平均數、標準差等分布情

況。 

二、研究假設檢定 

為了瞭解不同人口變項如國籍、性別、組別的亞洲華僑學生在閱讀動機、閱讀材

料、線上閱讀項目、閱讀互動、閱讀策略上的差異情形，分別採用 T 檢定、變異數分

析。 

另外，利用卡方檢定來檢定不同人口變項與課外閱讀時間是否有差異性。 

在學校推廣方面，採用相關分析，以了解學校推廣對學生閱讀動機、閱讀策略、

閱讀互動、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等的影響。 

針對閱讀動機、閱讀策略、閱讀行為三者的關聯程度，採用相關分析等來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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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針對問卷調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了解不同變項在不同構面是否有差

異及探討構面之間的關聯性。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

（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和閱讀策略）情況與差異分析；第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之亞洲

各國華僑青年閱讀投入的差異分析；第三節為亞洲各國華僑青年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

閱讀策略的關聯；第四節綜述研究發現。 

第一節 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與差異分析 

本節從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閱讀策略三個方面來探討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

投入情況及不同國籍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的差異情形。 

一、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之情況與差異分析 

(一)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情況 

關於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情況，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從內在閱讀

動機及外在閱讀動機這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1. 內在閱讀動機 

從整體來看，亞洲華僑青年的內在閱讀動機總平均數為 3.57，偏向於「同意」，

表示他們的內在閱讀動機屬正向。 

從國家／地區的角度來看，根據表 4-1所顯示，印尼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31)

略低於總平均數，表示他們在內在閱讀動機表現上不夠強。其中「我認為自己有能力

獨自閱讀」為最高(3.59)，而「我會挑戰閱讀內容有難度的書」平均數最低(3.04)。 

至於緬甸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73)則高於總平均數，表示他們有較強的內

在閱讀動機。其中「我認為閱讀對學習成效、未來發展很重要」為最高(4.08)，而「我

會挑戰閱讀內容有難度的書」平均數最低(3.43)。 

香港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56)與總平均數相近，表示他們的內在閱讀動機

表現尚可。其中「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獨自閱讀」平均數最高(4.07)，而「我喜歡對讀過

的書表達看法」所得平均數最低(3.17)。 

澳門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28)低於總平均數，表示他們的內在閱讀動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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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其中「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獨自閱讀」平均數最高(3.70)，而「我喜歡對讀過的書表

達看法」平均數則最低(2.95)。 

馬來西亞學生的情況則是，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61)略高於總平均數。其中「如

果一本書有趣，我不在意它是否很難」平均數最高(3.97)，而「我會挑戰閱讀內容有難

度的書」所得平均數最低(3.22)。 

就內在閱讀動機的六個分項來看，亞洲華僑青年「自我效能」與「重要性」的平

均數都高於總平均數，似乎可以此二項為這些國家／地區學生內在閱讀動機之特質。

除了「自我效能」，緬甸學生在各分項的平均數都高於其他國家學生；澳門學生則在

「閱讀態度」、「投入」、「重要性」這幾個分項的平均數低於其他國家。 

表 4-1 各國華僑青年內在閱讀動機敘述統計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態

度 

閱讀是我喜歡的休閒

活動之一 
3.15 0.926 3.77 0.954 3.42 1.096 3.14 1.032 3.51 1.048 3.46 1.052 

收到書當禮物時，我覺

得很高興 
3.12 0.869 3.70 0.992 3.18 1.107 2.97 1.093 3.47 1.016 3.36 1.045 

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

書館看書 
3.15 0.902 3.53 0.912 3.39 1.181 2.97 1.118 3.56 1.007 3.46 1.055 

我願意用零用錢去買

書 
3.17 0.935 3.66 0.979 3.46 1.171 3.05 0.998 3.50 1.054 3.45 1.075 

 3.16 0.639 3.67 0.817 3.36 0.989 3.03 0.888 3.51 0.889 3.43 0.904 

自

我

效

能 

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獨

自閱讀 
3.59 0.814 3.98 0.866 4.07 0.853 3.70 0.939 3.95 0.919 3.94 0.900 

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

有信心 
3.45 0.924 3.79 0.840 3.88 0.877 3.41 0.927 3.80 0.935 3.78 0.922 

 3.53 0.759 3.89 0.800 3.98 0.817 3.55 0.864 3.88 0.869 3.86 0.851 

挑

戰 

我會為尋求問題的答

案而主動閱讀 
3.39 0.957 3.75 0.782 3.58 0.981 3.43 0.959 3.65 0.900 3.61 0.924 

我會挑戰閱讀內容有

難度的書 
3.04 0.979 3.43 0.951 3.30 1.018 2.97 1.082 3.22 0.974 3.23 0.992 

分項 / 題項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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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如果一本書有趣，我不

在意它是否很難讀 
3.41 1.028 3.92 0.703 3.85 0.982 3.62 0.953 3.97 0.908 3.88 0.941 

 3.28 0.785 3.70 0.616 3.58 0.842 3.35 0.820 3.61 0.760 3.57 0.784 

好

奇

心 

我有喜歡閱讀的特定

主題 
3.33 0.920 3.57 0.844 3.92 0.906 3.62 0.794 3.84 0.918 3.80 0.919 

我喜歡閱讀新作品、新

書 
3.27 0.977 3.44 0.916 3.42 0.971 3.19 0.889 3.43 0.918 3.40 0.935 

對有興趣的事物，我會

藉由閱讀來學習 
3.43 0.918 3.81 0.878 3.75 0.961 3.43 0.867 3.74 0.922 3.71 0.931 

如果老師分享有趣的

事，我會去閱讀相關的

內容 

3.28 0.914 3.74 0.812 3.29 0.970 3.32 0.818 3.43 0.876 3.40 0.903 

 3.34 0.655 3.63 0.587 3.59 0.734 3.40 0.653 3.61 0.698 3.58 0.700 

投

入 

我喜歡對讀過的書表

達看法 
3.24 0.883 3.45 0.845 3.17 1.038 2.95 0.848 3.23 0.968 3.22 0.970 

閱讀時，我會進入書中

的世界 
3.36 0.968 3.87 0.900 3.68 1.060 3.35 0.919 3.72 1.050 3.67 1.038 

 3.30 0.805 3.66 0.739 3.43 0.933 3.15 0.763 3.47 0.877 3.45 0.877 

重

要

性 

我認為閱讀對學習成

效、未來發展很重要 
3.48 0.811 4.08 0.829 3.56 0.913 3.41 0.798 3.69 0.913 3.65 0.905 

我認為成為一個喜愛

閱讀的人很重要 
3.36 0.895 3.85 0.928 3.49 1.055 3.16 0.928 3.64 0.934 3.57 0.971 

 3.42 0.749 3.96 0.784 3.53 0.923 3.28 0.760 3.67 0.845 3.61 0.861 

總計 3.31 0.548 3.73 0.553 3.56 0.729 3.28 0.660 3.61 0.615 3.57 0.647 

2. 外在閱讀動機 

從整體來看，亞洲華僑青年外在閱讀動機總平均數為 3.16，偏向「同意」，表示

他們的外在閱讀動機是正向的。 

就國家而言，根據表 4-2 所示，印尼學生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20)略高於總平均

數。其中「我認為多閱讀可以改善我的成績」平均數最高(3.47)，而「我喜歡成為比別

人更好的閱讀者」及「我通常都是在老師有要求時才閱讀課外讀物」所得的平均數最

分項 / 題項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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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3.07)。 

緬甸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56)高於總平均數。其中「我認為多閱讀可以改

善我的成績」平均數最高(3.85)，而「我通常都是在老師有要求時才閱讀課外讀物」平

均數最低(3.00)。 

而香港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2.95)低於總平均數，表示他們有較弱的外在閱

讀動機。其中「我認為多閱讀可以改善我的成績」平均數最高(3.23)，而「我通常都是

在老師有要求時才閱讀課外讀物」所得的平均數最低(2.66)。 

澳門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09)也低於總平均數。其中「我認為多閱讀可以

改善我的成績」的平均數最高(3.46)，而「我會努力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書單」的平均

數最低(2.81)。 

至於馬來西亞學生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3.21)略高於總平均數。其中「我認為多閱

讀可以改善我的成績」平均數最高(3.60)，「我通常都是在老師有要求時才閱讀課外讀

物」一項的平均數則最低(2.71)。 

就外在閱讀動機的四個分項來看，「認可」與「成績」的平均數高於總平均數，

顯示能引發這些國家學生閱讀的外在閱讀動機是希望獲得認可及成績之追求。緬甸學

生在各分項的平均數都高於其他國家；印尼、緬甸學生在「順從」分項的平均數高於

其他國家學生。而香港學生在各分項的平均數則偏低，澳門學生情況與之相近。 

表 4-2 各國華僑青年外在閱讀動機敘述統計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認

可 

父母親對我多閱讀的支

持，讓我覺得很高興 
3.19 .968 3.81 .833 3.14 .988 3.19 .877 3.52 .916 3.40 .953 

師長對閱讀的讚許或獎

勵，會讓我對閱讀有正

面態度 

3.28 .879 3.70 .638 3.08 1.023 3.19 .908 3.38 .931 3.30 .948 

 3.23 .827 3.75 .670 3.11 .941 3.19 .785 3.45 .846 3.35 .875 

成

績 

我認為多閱讀可以改善

我的成績 
3.47 1.031 3.85 .770 3.23 1.070 3.46 .869 3.60 .888 3.51 .958 

分項 / 題項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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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競

爭 

我喜歡成為比別人更好

的閱讀者 
3.07 .890 3.62 .837 3.07 1.027 2.92 .829 3.25 .917 3.20 .946 

比其他同學閱讀更多

書，讓我感到很開心 
3.20 .870 3.31 .853 2.88 .995 2.95 .998 3.17 .952 3.10 .961 

 3.13 .781 3.47 .770 2.98 .962 2.93 .875 3.21 .869 3.15 .890 

順

從 

我通常都是在老師有要

求時才閱讀課外讀物 
3.07 .811 3.00 .899 2.66 1.087 3.27 1.045 2.71 1.058 2.77 1.049 

我會閱讀老師建議的書

籍 
3.17 .724 3.58 .745 2.85 1.007 2.92 .759 3.11 .775 3.07 .850 

我會努力完成老師指定

的閱讀書單 
3.15 .783 3.58 .795 2.69 1.030 2.81 .877 2.91 .904 2.91 .944 

 3.13 .615 3.39 .605 2.73 .846 3.00 .662 2.91 .666 2.92 .726 

總計 3.20 .545 3.56 .486 2.95 0.725 3.09 .556 3.21 .547 3.16 .612 

而從各國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的平均數（如表 4-3 所示）來看，緬

甸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及外在閱讀動機都是最高，其次是馬來西亞學生；澳門學生內

在閱讀動機平均數則最低(3.28)；香港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最低(2.95)。 

整體而言，各國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比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高，顯示亞洲華

僑青年主要是因內在興趣而有閱讀動機。 

表 4-3 各國華僑青年內在閱讀動機與外在動機敘述統計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印尼 3.31 0.548 3.20 0.545 

緬甸 3.73 0.553 3.56 0.486 

香港 3.56 0.729 2.95 0.725 

澳門 3.28 0.660 3.09 0.556 

馬來西亞 3.61 0.615 3.21 0.547 

總計 3.57 0.647 3.16 0.612 

分項 / 題項 

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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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動機上的差異分析 

基於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4）可發現，不同國籍的學生在內在閱讀

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上的差異達到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動機上會有所

不同。研究假設 1-1-1：不同國籍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有差異，獲得支持。 

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就「內在閱讀動機」而言，緬甸學生與印

尼、澳門學生之間，馬來西亞學生與印尼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緬甸學生在內在閱讀

動機上比印尼、澳門學生更高，而馬來西亞學生內在閱讀動機比印尼學生為高。 

就「外在閱讀動機」而言，香港學生與印尼、馬來西亞學生之間，緬甸學生與印

尼、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香港學生在外在閱讀動機上比印尼、

馬來西亞學生為低，而緬甸學生比其他國家學生有較強的外在閱讀動機。 

表 4-4 不同國籍華僑青年閱讀動機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法) 

內在閱讀動機 組間 10.005 4 2.501 6.109*** 緬甸>印尼 

緬甸>澳門 

馬來西亞>印尼 

組內 365.602 893 .409  

總計 375.606 897   

外在閱讀動機 組間 19.742 4 4.935 13.950*** 印尼>香港 

緬甸>印尼 

緬甸>香港 

緬甸>澳門 

緬甸>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香港 

組內 319.120 902 .354  

總計 338.862 90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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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行為情況與差異分析 

關於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行為情況與差異分析，主要從課外閱讀時間、閱讀

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四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亞洲各國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的情況與差異分析 

1.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課外閱讀時間 

就各國學生的情況來看，依表 4-5 所顯示，38.9%的印尼學生一天閱讀 30 分鐘至

一個小時，比率最高；其次是一天閱讀超過一個小時者占 31.9%，很少自己選擇課外

讀物來閱讀者則占 29.2%，顯示將近三分之一的印尼學生很少為樂趣而閱讀。 

緬甸學生中，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占 45.3%，比率最高，顯示約近一

半的緬甸僑生很少為樂趣而閱讀；而一天閱讀超過一個小時者只占 18.9%。 

香港學生課外閱讀的情況，一天閱讀 30 分鐘至一小時者占 41.2%，比率最高；其

次是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占 33.5%，可知約有三分之一的香港學生很少為

樂趣而閱讀；最少的是一天閱讀超過一個小時者，佔 25.3%。 

澳門學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占 75.7%，表示有三分之二的澳門學生

很少為樂趣而閱讀；而一天閱讀超過一個小時者僅佔 8.1%。 

馬來西亞學生的課外閱讀情況，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的學生最多，佔

39.3%，表示約有三分之一學生很少為樂趣而閱讀；一天超過一個小時者則最少，占

27.5%。 

綜上所述，各國學生在課外閱讀時間上差別不大，都有三分之一甚至超過三分之

一的學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其中澳門學生的情況比較極端，很少自己選

擇課外讀物來閱讀的比率高達 75.7%。整體而言，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的人

數最多，比率最高，佔 38.9%。由此可知，各國學生都面對很少能為樂趣而閱讀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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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國籍與課外閱讀時間交叉表 

 

課外閱讀時間 

總計 

很少自己選擇課

外讀物來閱讀 

三十分鐘至一

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時 

國

籍 

印尼 人數 21 28 23 72 

國籍 內的 % 29.2% 38.9% 31.9% 100.0% 

調整後殘差 -1.8 .7 1.2  

緬甸 人數 24 19 10 53 

國籍 內的 % 45.3% 35.8% 18.9% 100.0% 

調整後殘差 1.0 .1 -1.2  

香港 人數 78 96 59 233 

國籍 內的 % 33.5% 41.2% 25.3% 100.0% 

調整後殘差 -2.0 2.3 -.3  

澳門 人數 28 6 3 37 

國籍 內的 % 75.7% 16.2% 8.1% 100.0% 

調整後殘差 4.7 -2.5 -2.5  

馬 來

西亞 

人數 203 171 142 516 

國籍 內的 % 39.3% 33.1% 27.5% 100.0% 

調整後殘差 .3 -1.4 1.2  

總計 人數 354 320 237 911 

國籍 內的 % 38.9% 35.1% 26.0% 100.0% 

χ²=31.137*** 

 ***p<.001 

2.不同國籍學生在課外閱讀時間上的差異分析 

利用卡方檢定分析不同國籍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的差異，根據表 4-5 所示，

卡方值為 31.137，p<0.001，結果顯示不同國籍學生在課外閱讀時間上有顯著差異。檢

視調整後殘差發現，澳門學生很少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的比例顯著高於香港學生；

香港學生則在一天閱讀 30 分鐘至一個小時上的比例顯著高於澳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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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洲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各類材料頻率上的情況與差異分析 

1.亞洲各國華僑青年閱讀各類材料的頻率 

關於閱讀各類材料的頻率，根據表 4-6 所示，在印尼學生中，雜誌閱讀率以一年

數次者最多(28%)，閱讀頻率偏低；漫畫書閱讀呈兩極化，沒有閱讀漫畫書習慣的有

31.1%，而一星期閱讀數次者有 24.3%；小說、故事閱讀率以一個月數次者最多(29.3%)；

非小說類書籍閱讀率以一年數次者居多(27%)；報紙閱讀率以一星期數次者最多

(21.6%)，但沒有閱報習慣者也有 20.3%。 

緬甸學生的情況，雜誌閱讀率以一個月數次者最多(28.3%)；漫畫書方面，沒有閱

讀漫畫書習慣者比率最高，29.4%；小說、故事閱讀率以一個月數次者居多，27.5%；

非小說類書籍閱讀以一年數次者居多，有 29.4%；報紙閱讀率以一星期數次者最多

(30.8%)。 

在香港學生中，雜誌閱讀率以一個月約一次者居多，有 24.8%；漫畫書閱讀率方

面，有 30.6%之香港學生一星期閱讀數次，但也有 24.9%的學生沒有閱讀漫畫書習慣；

小說、故事閱讀率以一星期數次者居多，有 26.8%；非小說類書籍閱讀率以一年數次

者及一個月數次者較多，各佔 25.8%；報紙閱讀率以一星期數次者最多(35.9%)。 

澳門學生方面，沒有閱讀雜誌、漫畫書、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習慣者比率

都較高；報紙閱讀率以一星期數次者最多(32.4%)，但也有 27%沒有閱報習慣。 

馬來西亞學生的情況，雜誌閱讀率以一年數次者居多(34.2%)；漫畫書閱讀率也以

一年數次者較多(25.6%)；小說、故事閱讀情況平均，其中一年數次者及一星期數次者

略高，各有 24.4%及 24.2%；非小說類書籍以一年閱讀數次者居多(28.4%)；報紙閱讀

率以一星期閱讀數次者最多，達 48%。 

如果以「一個月數次」及「一星期數次」代表有經常閱讀的習慣，那麼報紙可說

是各國華僑青年最常閱讀的材料；其次是小說、故事，除了澳門，其他四國學生偏好

閱讀小說、故事的比率都超過 40%；澳門學生較偏好閱讀漫畫(37.8%)。 

整體而言，香港學生經常閱讀各材料的比率高，顯示他們較多能進行廣泛的閱讀。

其次是印尼、馬來西亞學生，閱讀率較高的材料有小說、故事、報紙、漫畫書；緬甸

學生則較常閱讀雜誌、小說、故事、報紙。澳門學生除了報紙、漫畫書閱讀頻率較高

外，其他材料閱讀率都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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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亞洲華僑青年各種閱讀材料閱讀頻率人數分配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沒

有 

一

年

數

次 

一

個

月

約

一

次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沒

有 

一

年

數

次 

一

個

月

約

一

次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沒

有 

一

年

數

次 

一

個

月

約

一

次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沒

有 

一

年

數

次 

一

個

月

約

一

次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沒

有 

一

年

數

次 

一

個

月

約

一

次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印尼 人數 18 21 16 12 8 23 14 11 8 18 14 13 17 22 9 17 20 15 17 5 15 13 17 13 16 

百 分

比 
24 28 21.3 16 10.7 31.1 18.9 14.9 10.8 24.3 18.7 17.3 22.7 29.3 12 23 27 20.3 23 6.8 20.3 17.6 23 17.6 21.6 

緬甸 人數 7 14 14 15 3 15 11 11 9 5 5 13 12 14 7 10 15 13 8 5 9 10 11 6 16 

百 分

比 
13.2 26.4 26.4 28.3 5.7 29.4 21.6 21.6 17.6 9.8 9.8 25.5 23.5 27.5 13.7 19.6 29.4 25.5 15.7 9.8 17.3 19.2 21.2 11.5 30.8 

香港 人數 39 54 56 47 30 57 44 22 36 70 27 49 40 53 62 38 58 42 58 29 32 30 29 57 83 

百 分

比 
17.3 23.9 24.8 20.8 13.3 24.9 19.2 9.6 15.7 30.6 11.7 21.2 17.3 22.9 26.8 16.9 25.8 18.7 25.8 12.9 13.9 13 12.6 24.7 35.9 

澳門 人數 12 9 8 5 2 13 8 2 9 5 13 9 8 4 3 18 7 5 4 1 10 8 2 5 12 

百 分

比 
33.3 25 22.2 13.9 5.6 35.1 21.6 5.4 24.3 13.5 35.1 24.3 21.6 10.8 8.1 51.4 20 14.3 11.4 2.9 27 21.6 5.4 13.5 32.4 

馬來

西亞 

人數 86 176 119 96 38 127 131 59 112 83 74 126 86 105 125 118 145 101 86 60 66 64 39 97 246 

百 分

比 
16.7 34.2 23.1 18.6 7.4 24.8 25.6 11.5 21.9 16.2 14.3 24.4 16.7 20.3 24.2 23.1 28.4 19.8 16.9 11.8 12.9 12.5 7.6 18.9 48 

 

國

籍 

閱

讀

材

料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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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各種材料頻率上的差異分析 

首先就不同國籍學生在各種材料總閱讀頻率上的差異進行分析，如表 4-7 所示，

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頻率上有顯著差異(F=5.762，p<.000)。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

結果顯示主要差異在澳門學生與香港、馬來西亞學生之間：澳門學生在總閱讀頻率上

比香港、馬來西亞學生低。 

表 4-7 不同國籍學生在各種材料總閱讀頻率上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法) 

組間 18.394 4 4.599 5.762*** 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澳門 組內 699.964 877 .798  

總計 718.359 881   

***p<.001 

針對不同國籍學生在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上之差異，基於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表 4-8）可發現，除了漫畫書，不同國籍學生在雜誌、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

籍及報紙的閱讀頻率上都達到顯著差異。 

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就小說、故事及非小說類書籍而言，澳門

學生與香港、馬來西亞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澳門學生的閱讀頻率比香港、馬來西亞

學生的閱讀頻率低。就報紙而言，馬來西亞學生與印尼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馬來西

亞學生的閱讀頻率比印尼學生高。 

表 4-8 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材料上之變異數分析 

檢定變數 平方和 df 

平均值

平方 F 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法) 

雜誌 組間 15.779 4 3.945 2.669*  

組內 1329.949 900 1.478   

總計 1345.728 904    



65 

 

檢定變數 平方和 df 

平均值

平方 F 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法) 

漫畫書 組間 20.477 4 5.119 2.295  

組內 2003.193 898 2.231   

總計 2023.670 902    

小說、故事 組間 34.084 4 8.521 4.509** 

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澳門 
組內 1710.184 905 1.890  

總計 1744.268 909   

非小說類書籍 組間 32.238 4 8.059 4.763** 

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澳門 
組內 1505.879 890 1.692  

總計 1538.116 894   

報紙 組間 59.780 4 14.945 6.915*** 

馬來西亞>印尼 組內 1947.299 901 2.161  

總計 2007.078 905   

*p<.05，**p<0.01，***p<.001 

(三)亞洲華僑青年在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上的情況與差異分析 

1.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線上活動閱讀頻率 

關於線上活動閱讀頻率，由表 4-9 及表 4-10 得知，除了印尼學生以一星期閱讀

電子郵件數次者較多(27.4%)，其他國家學生閱讀電子郵件的頻率以一個月數次者居多，

42.3%的馬來西亞學生一個月閱讀電子郵件數次。 

在這些國家的學生中，閱讀社群網站資訊都以一天數次者居多，其中、澳門、馬

來西亞學生一天閱讀社群網站資訊數次者比率最高，分別有 81.1%及 81.4%；70.8%的

香港學生為一天閱讀社群網站資訊數次者，而有超過一半的印尼學生及將近一半的緬

甸學生一天閱讀社群網站資訊數次，可知社群網站資訊已成為學生的主要線上閱讀活

動。 

除了緬甸學生，其他國家學生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以一星期數次者居多，其

中澳門學生一星期數次者比率最高，有 45.9%；亦有超過三成的印尼、香港、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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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學生一星期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數次。而緬甸學生則以一個月數次者比率最高，

有 41.2%。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方面，除了印尼學生以一星期數次者較多(36.1%)，

其他國家學生以一個月數次者占比率較高，其中澳門學生有一半會一個月數次為學習

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其他國家也有超過三成的學生一個月數次為學習特定主題

而搜尋網路資訊。 

各國華僑青年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的頻率偏低，這些國家的學生從未或幾乎

沒有參加者都超過一半以上。而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的情況，除了印尼學生，其他

國家學生以一個月數次者比率最高。印尼學生則以一星期數次者居多，有 31.5%。 

閱讀網路新聞頻率偏高，48.1%的香港學生會一天閱讀數次網路新聞，超過三成的

印尼、馬來西亞學生會一天閱讀數次網路新聞。而閱讀網路雜誌的情況，各國學生以

從未或幾乎沒有閱讀網路雜誌者比率最高，其中有 62.2%的澳門學生從未或幾乎沒有

閱讀網路雜誌。各國學生閱讀網路小說和網路漫畫的情況，也是以從未或幾乎沒有閱

讀比率最高，其中 56.8%的澳門學生從未或幾乎沒有閱讀網路小說的習慣；而 58.5%

的緬甸學生從未或幾乎沒有閱讀網路漫畫的習慣，比率最高。 

整體而言，這些國家的學生線上閱讀習慣偏向於獲得即時資訊，如閱讀社群網站

資訊和網路新聞，而閱讀數位化文本如雜誌、小說、漫畫等還沒有那麼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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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人數分配(一) 

  電子郵件 社群網站資訊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

資訊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印尼 人數 8 15 16 20 14 1 10 9 14 41 4 9 20 29 13 2 11 23 26 10 6 37 14 10 7 

百 分

比 

11 20.5 21.9 27.4 19.2 1.3 13.3 12 18.7 54.7 5.3 12 26.7 38.7 17.3 2.8 15.3 31.9 36.1 13.9 8.1 50 18.9 13.5 9.5 

緬甸 人數 2 12 17 15 4 0 5 6 16 26 0 7 21 16 7 2 13 18 16 3 6 31 8 6 1 

百 分

比 

4 24 34 30 8 0 9.4 11.3 30.2 49.1 0 13.7 41.2 31.4 13.7 3.8 25 34.6 30.8 5.8 11.5 59.6 15.4 11.5 1.9 

香港 人數 3 27 93 85 25 5 5 12 46 165 4 7 70 82 69 5 29 90 71 37 7 115 48 41 21 

百 分

比 

1.3 11.6 39.9 36.5 10.7 2.1 2.1 5.2 19.7 70.8 1.7 3 30.2 35.3 29.7 2.2 12.5 38.8 30.6 15.9 3 49.6 20.7 17.7 9.1 

澳門 人數 1 7 14 12 3 0 2 3 2 30 1 0 12 17 7 0 4 18 11 3 1 23 7 2 3 

百 分

比 

2.7 18.9 37.8 32.4 8.1 0 5.4 8.1 5.4 81.1 2.7 0 32.4 45.9 18.9 0 11.1 50 30.6 8.3 2.8 63.9 19.4 5.6 8.3 

馬來

西亞 

人數 8 82 217 141 65 2 10 23 61 421 2 30 174 195 114 11 70 198 160 75 25 322 107 40 22 

百 分

比 

1.6 16 42.3 27.5 12.7 0.4 1.9 4.4 11.8 81.4 0.4 5.8 33.8 37.9 22.1 2.1 13.6 38.5 31.1 14.6 4.8 62.4 20.7 7.8 4.3 

國

籍 

項

目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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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人數分配(二) 

  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 網路新聞 網路雜誌 網路小說 網路漫畫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不

知

道

這

是

甚

麼 

從

未

或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印尼 人數 3 13 20 23 14 2 7 16 20 28 4 27 21 18 5 4 25 21 17 8 5 24 15 17 13 

百 分

比 

4.1 17.8 27.4 31.5 19.2 2.7 9.6 21.9 27.4 38.4 5.3 36 28 24 6.7 5.3 33.3 28 22.7 10.7 6.8 32.4 20.3 23 17.6 

緬甸 人數 0 17 22 7 4 1 11 8 21 12 1 21 19 9 3 0 24 18 7 4 1 31 13 7 1 

百 分

比 

0 34 44 14 8 1.9 20.8 15.1 39.6 22.6 1.9 39.6 35.8 17 5.7 0 45.3 34 13.2 7.5 1.9 58.5 24.5 13.2 1.9 

香港 人數 5 26 87 65 48 3 10 31 77 112 8 96 55 46 27 4 84 61 37 47 7 72 49 49 55 

百 分

比 

2.2 11.3 37.7 28.1 20.8 1.3 4.3 13.3 33 48.1 3.4 41.4 23.7 19.8 11.6 1.7 36.1 26.2 15.9 20.2 3 31 21.1 21.1 23.7 

澳門 人數 0 1 19 13 4 1 2 7 14 12 0 23 10 4 0 0 21 9 5 2 1 13 13 7 3 

百 分

比 

0 2.7 51.4 35.1 10.8 2.8 5.6 19.4 38.9 33.3 0 62.2 27 10.8 0 0 56.8 24.3 13.5 5.4 2.7 35.1 35.1 18.9 8.1 

馬來

西亞 

人數 6 63 222 148 76 3 57 106 174 177 19 263 143 57 31 12 233 143 66 62 9 227 128 89 65 

百 分

比 

1.2 12.2 43.1 28.7 14.8 0.6 11 20.5 33.7 34.2 3.7 51.3 27.9 11.1 6 2.3 45.2 27.7 12.8 12 1.7 43.8 24.7 17.2 12.5 

 

國

籍 

人

數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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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國籍學生在線上活動閱讀頻率的差異分析 

首先就不同國籍學生在線上活動總閱讀頻率上的差異進行分析，如表 4-11 所示，

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頻率上有顯著差異(F=8.756，p<.000)。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

結果顯示主要差異在香港學生與緬甸、馬來西亞學生之間，馬來西亞學生與緬甸學生

之間：香港學生在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上比緬甸、馬來西亞學生高，而馬來西亞學生的

線上活動閱讀頻率又較緬甸學生高。 

表 4-11 不同國籍學生在線上活動總閱讀頻率上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法) 

組間 10.704 4 2.676 8.756*** 香港>緬甸 

香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緬甸 

組內 262.203 858 .306  

總計 272.906 862   

***p<.001 

針對不同國籍之學生在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上之差異，基於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表 4-12）可發現，除了閱讀電子郵件及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不同

國籍之學生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參加網路小

組討論或論壇、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閱讀網路雜誌、網路小說及網路漫畫的閱讀

頻率上都達到顯著差異。 

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就閱讀社群網站資訊而言，印尼學生的閱

讀頻率顯著低於香港、澳門及馬來西亞學生，而馬來西亞學生的閱讀頻率顯著高於緬

甸學生。就閱讀網路新聞、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讀網路漫畫而言，香港學生

的閱讀／參與頻率顯著高於緬甸、馬來西亞學生。 

就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而言，香港學生與印尼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香港學

生比印尼學生更常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就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而言，緬甸學

生與香港、馬來西亞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緬甸學生比香港、馬來西亞學生更少利用

網路搜尋使用訊息。就閱讀網路雜誌及網路小說而言，香港學生的閱讀頻率顯著高於

馬來西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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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不同國籍學生在線上閱讀活動上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值 事後比較(Scheffe 法) 

閱讀電子郵件 組間 5.415 4 1.354 1.456  

組內 837.878 901 .930   

總計 843.294 905    

閱讀社群網站

資訊 

組間 34.195 4 8.549 13.396*** 香港>印尼 

澳門>印尼 

馬來西亞>印尼 

馬來西亞>緬甸 

組內 580.751 910 .638  

總計 614.946 914 
  

閱讀網路新聞 組間 25.090 4 6.273 6.178*** 
香港>緬甸 

香港>馬來西亞 
組內 920.856 907 1.015  

總計 945.946 911   

使用線上字典

或百科全書 

組間 13.198 4 3.299 3.988** 

香港>印尼 組內 748.675 905 .827  

總計 761.873 909   

為學習特定主

題而搜尋網路

資訊 

組間 5.849 4 1.462 1.562  

組內 843.587 901 .936   

總計 849.436 905    

參加網路小組

討論或論壇 

組間 24.269 4 6.067 6.753*** 
香港>緬甸 

香港>馬來西亞 
組內 813.104 905 .898  

總計 837.373 909   

利用網路搜尋

實用訊息 

組間 14.259 4 3.565 3.893** 
香港>緬甸 

馬來西亞>緬甸 
組內 825.140 901 .916  

總計 839.400 905   

閱讀網路雜誌 組間 19.682 4 4.921 5.065*** 

香港>馬來西亞 組內 879.192 905 .971  

總計 898.875 909   

閱讀網路小說 組間 18.021 4 4.505 3.826** 

香港>馬來西亞 組內 1070.352 909 1.178  

總計 1088.373 913   

閱讀網路漫畫 組間 35.361 4 8.840 7.051*** 
香港>緬甸 

香港>馬來西亞 
組內 1139.655 909 1.254  

總計 1175.015 913   

**p<0.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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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的情況與差異分析 

1.亞洲各國華僑青年閱讀互動情況 

本研究所探討的閱讀互動包括兩個方面：實體世界和線上的閱讀互動。整體而言，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互動平均數為 3.08，較接近「普通」，顯示他們的閱讀互動尚可。 

依據表 4-13 所顯示，印尼學生閱讀互動平均數略低於總平均數。其中，「我會與

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讀」平均數最高(3.19)；「我經常轉寄網路作品給朋友」所得的

平均數則最低(2.85)。 

緬甸學生閱讀互動平均數高於總平均數，表示他們在閱讀互動方面較積極。其中，

「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平均數最高(3.85)；「我經常回應網路社群的討論

或部落格文章」平均數則最低(2.89)。 

香港學生閱讀互動平均數低於總平均數，顯示他們閱讀互動情況不理想。其中「我

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平均數最高(3.35)；「我會在臉書或其他網絡媒體推

薦書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平均數則最低(2.41)。 

澳門學生閱讀互動平均數低於總平均數。其中「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

容」平均數最高(3.49)；「我會在臉書或其他網絡媒體推薦書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平

均數則最低(2.59)。 

馬來西亞學生閱讀互動平均數則高於總平均數，表示他們閱讀互動情況良好。其

中「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平均數最高(3.78)；而「我會在臉書或其他網

絡媒體推薦書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所得平均數最低(2.79)。 

比較各國學生的閱讀互動情況，可發現各國學生主要的互動是與別人談論書籍內

容，而對於線上閱讀互動較不積極。 

表 4-13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互動敘述統計 

國籍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

讀 
3.07 1.07 3.64 0.834 2.77 1.093 3.03 1.067 3.34 0.972 3.18 1.041 

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 3.12 0.986 3.85 0.841 2.90 1.142 3.22 1.084 3.48 1.014 3.32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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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的書 

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

閱讀 
3.19 1.069 3.54 0.896 2.47 0.991 2.84 0.958 3.10 0.976 2.96 1.029 

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

籍內容 
3.12 0.958 3.81 0.962 3.35 1.085 3.49 0.804 3.78 0.943 3.61 1.005 

我經常轉寄網路作品給朋友 2.85 0.94 3.00 1.00 2.68 1.111 2.78 1.031 3.05 1.044 2.93 1.060 

我經常回應網路社群的討論

或部落格文章 
2.87 0.875 2.89 0.974 2.82 1.086 2.62 0.982 2.82 1.059 2.82 1.044 

我會在臉書或其他網絡媒體

推薦書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 
2.93 0.89 3.00 1.092 2.41 1.138 2.59 0.896 2.79 1.08 2.71 1.090 

總計 3.03 0.642 3.39 0.759 2.77 .814 2.94 0.699 3.20 0.70 3.08 0.753 

2.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互動上之差異分析 

基於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14）可發現，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互動上

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互動上會有不同。 

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香港學生與緬甸、馬來西亞學生之間有顯

著差異：與緬甸、馬來西亞學生相比，香港學生在閱讀互動上較不積極。  

表 4-14 各國華僑青年閱讀互動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值 事後比較(Scheffe 法) 

組間 34.609 4 8.652 16.279*** 

緬甸>香港 

馬來西亞>香港 
組內 476.220 896 .531  

總計 510.829 900   

***p<.001 

以上從四個方面即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探討了不

同國籍學生的閱讀行為。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不同國籍的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

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上，都有顯著差異。假設 1-1-2：不同國籍的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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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有差異，獲得支持。 

三、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策略使用情況與差異分析 

(一)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策略使用情況 

關於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策略使用情況，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從認知

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這兩個層面進行分析。 

1.認知策略 

整體而言，亞洲華僑青年認知策略使用平均數為 2.94，偏於「不確定」，表示他

們自身似乎不太熟悉這些認知策略。 

從國家來看，根據表 4-15 所示，印尼學生認知策略平均數略高於總平均數。其中

「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及聲音」平均數最高(3.32)；而「我會記熟文章的

許多細節」所得平均數最低(2.73)。 

緬甸學生認知策略平均數高於總平均數。其中「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

象及聲音」平均數最高(3.58)；而「我會用自己的話把文章的重點寫出來」及「我會整

理文章的內容重點」平均數則最低(2.75)。 

至於香港學生認知策略平均數則低於總平均數。其中「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

述的景象及聲音」平均數最高(3.46)；而「我會做閱讀筆記，摘錄文章中的句子」所得

平均數則最低(2.45)。 

澳門學生認知策略平均數亦低於總平均數。其中「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

景象及聲音」平均數最高(3.46)；而「閱讀時，我會先了解文章的結構」平均數則最低

(2.64)。 

馬來西亞學生認知策略平均數略高於總平均數。其中「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

述的景象及聲音」平均數最高(3.55)；而「我會做閱讀筆記，摘錄文章中的句子」所得

平均數最低(2.53)。 

從認知策略的四個分項來看，亞洲華僑青年在精緻化策略使用上平均數高於總平

均數，而訊息處理策略平均數則偏低，推測精緻化策略是這些國家的學生較常使用之

策略，訊息處理策略是他們較不習慣使用的策略。其中，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學生

的情況相近，較常使用精緻化策略，而少用訊息處理策略。印尼學生較常使用精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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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較少使用熟記策略；緬甸學生較常使用精緻化策略，較少使用摘要策略。 

表 4-15 亞洲華僑青年認知策略使用敘述統計 

 國籍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孰

記

策

略 

我會記熟文章的許多

細節 
2.73 .949 2.85 .864 2.85 .949 2.68 .884 2.85 .964 2.83 .949 

我會反覆地閱讀文章

來幫助我了解 
2.95 1.012 3.23 .912 2.97 1.060 2.92 1.064 3.15 1.091 3.08 1.069 

 2.84 .882 3.04 .733 2.91 .858 2.80 .862 3.00 .873 2.96 .863 

訊

息

處

理

策

略 

閱讀時，我會先了解文

章的結構 
2.92 1.075 3.21 1.098 2.67 1.093 2.64 1.073 2.95 1.166 2.88 1.140 

閱讀時，我會在自己認

為重要或特別的語句

畫線或做記號 

2.99 1.222 3.23 1.154 2.50 1.246 2.61 1.248 2.86 1.352 2.79 1.313 

我會做閱讀筆記，摘錄

文章中的句子 
2.93 1.209 2.83 1.267 2.45 1.189 2.86 1.316 2.53 1.209 2.57 1.218 

 2.95 .959 3.09 .885 2.54 .959 2.70 1.017 2.78 .992 2.75 .985 

精

緻

化

策

略 

我試著將新資訊與從

前學過的知識相連結 
2.93 1.032 3.06 1.064 2.98 1.105 3.08 1.052 3.02 1.107 3.01 1.094 

我會弄清楚所學的課

程內容在生活上有何

幫助 

3.12 1.150 3.15 1.150 2.89 1.149 3.00 1.054 2.99 1.079 2.98 1.106 

我會試著弄清楚文章

的內容與真實生活的

相關程度 

2.99 1.097 3.15 1.144 2.98 1.141 3.00 1.027 3.18 1.131 3.10 1.129 

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

描述的景象及聲音 
3.32 1.129 3.58 1.200 3.46 1.217 3.46 1.070 3.55 1.194 3.50 1.190 

 3.10 .891 3.25 .931 3.08 .944 3.13 .810 3.19 .857 3.15 .885 

摘

要

策

略 

我會用自己的話把文

章的重點寫出來 
2.96 1.164 2.75 1.125 2.58 1.192 2.67 1.331 2.77 1.247 2.73 1.225 

我會說出文章的主要

內容大意 
3.00 1.110 2.91 1.165 2.77 1.209 2.76 1.164 3.03 1.130 2.95 1.156 

我會整理文章的內容

重點 
2.95 1.071 2.75 1.054 2.75 1.181 2.81 .995 2.82 1.163 2.81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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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2.97 .941 2.81 .900 2.70 1.062 2.77 .918 2.87 .994 2.83 1.001 

 總計 3.00 .777 3.07 .710 2.83 .800 2.88 .628 2.98 .694 2.94 0.730 

2.後設認知策略 

整體來說，亞洲華僑青年在後設認知策略使用上平均數為 3.01，接近「不確定」，

表示他們自身似乎不太熟悉這些後設認知策略。 

以國家來看，根據表 4-16 所示，印尼學生後設認知策略平均數略高於總平均數。

其中「閱讀時，我會試著弄清楚還沒有真正明白的概念」及「閱讀時，我會記住文章

最重要的論點」平均數最高(3.20)；而「我會依據文章內容，調整閱讀方式，如大概瀏

覽、或仔細閱讀等」所得平均數最低(2.89)。 

緬甸學生後設認知策略平均數略高於總平均數。其中「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

閱讀」平均數最高(3.34)；而「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法，來幫助自己專心閱

讀」所得平均數最低(2.72)。 

香港學生後設認知策略平均數低於總平均數。其中「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

思考幾遍幫助理解」平均數最高(3.30)；而「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法，來幫

助自己專心閱讀」平均數則最低(2.44)。 

澳門學生後設認知策略平均數低於總平均數。其中「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

思考幾遍幫助理解」平均數最高(3.19)；而「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法，來幫

助自己專心閱讀」及「我會先看文章的標題，想想用何種方法進行閱讀較適合」平均

數則最低(2.38)。 

馬來西亞學生後設認知策略平均數略高於總平均數。其中「對於看不懂的部份，

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平均數最高(3.42)；而「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法，

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平均數則最低(2.54)。 

就後設認知策略的三個分項來看，亞洲華僑青年在控制策略使用上平均數高於總

平均數，計畫策略平均數則偏低，推測控制策略是這些國家的學生在閱讀時較會使用

的策略。其中印尼學生較常使用控制策略，較少使用調整策略；緬甸、香港、馬來西

亞學生較常使用控制策略，較少使用計畫策略；澳門學生則較常使用調整策略，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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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計畫策略。 

表 4-16 亞洲華僑青年後設認知策略使用敘述統計 

 國籍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控制

策略 

閱讀前，我會先想一想我

想學習的是什麽 
2.99 1.168 2.79 1.116 2.52 1.164 2.62 1.063 2.61 1.208 2.63 1.187 

我會確認我是否明白讀

過的內容 
3.12 1.127 3.19 1.039 3.18 1.084 3.16 1.143 3.32 1.111 3.26 1.103 

閱讀時，我會試著弄清楚

還沒有真正明白的概念 
3.20 1.020 3.30 1.049 3.25 1.137 3.14 .976 3.38 1.099 3.32 1.096 

閱讀時，我會記住文章最

重要的論點 
3.20 1.000 3.19 1.103 3.03 1.141 2.95 1.026 3.22 1.113 3.16 1.109 

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

方，我會找其他的資料來

了解 

3.17 1.132 2.91 1.181 2.96 1.219 2.89 1.173 3.03 1.135 3.01 1.160 

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

時，我會中途回想前面讀

過的重點 

3.09 .989 2.98 1.065 3.17 1.180 3.08 1.115 3.29 1.132 3.22 1.131 

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

心閱讀 
3.01 1.020 3.34 1.285 3.13 1.205 2.89 1.149 3.16 1.116 3.14 1.144 

 3.10 .793 3.09 .842 3.03 .900 2.96 .772 3.15 .787 3.11 .820 

計畫

策略 

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

後，再仔細閱讀文章的細

節部份 

3.03 1.033 3.23 1.103 2.80 1.195 2.70 1.266 3.05 1.133 2.98 1.150 

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

閱讀方法，來幫助自己專

心閱讀 

3.00 1.103 2.72 1.133 2.44 1.213 2.38 1.063 2.54 1.172 2.56 1.178 

我會先看文章的標題，想

想用何種方法進行閱讀

較適合 

2.99 1.092 2.83 1.189 2.63 1.250 2.38 .953 2.64 1.215 2.66 1.207 

 3.00 .939 2.92 .919 2.62 1.076 2.49 .870 2.74 .974 2.73 .996 

調整

策略 

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

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3.17 .921 3.32 1.189 3.30 1.173 3.19 1.023 3.42 1.118 3.35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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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了解文章大意後，遇到不

重要的句子或段落，我會

很快的看過去 

2.91 .961 3.08 1.089 2.84 1.148 2.97 1.118 3.13 1.137 3.03 1.128 

我會整理文章中較難的

部份，閱讀後利用各種方

式將它弄清楚 

2.97 1.013 2.83 1.051 2.81 1.138 2.81 1.126 2.85 1.087 2.85 1.092 

我會依據文章內容，調整

閱讀方式，如大概瀏覽、

或仔細閱讀等 

2.89 .967 2.98 1.083 2.96 1.137 2.92 .983 2.98 1.148 2.97 1.119 

 2.99 .718 3.05 .854 2.98 .920 2.97 .724 3.09 .799 3.05 .826 

總計 3.05 .738 3.05 .796 2.94 .842 2.86 .632 3.05 .710 3.01 0.751 

而從各國學生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的平均數（如表 4-17 所示）來看，整體的

閱讀策略使用頻率並不高，認知策略的總平均值為 2.94，傾向於不確定；後設認知策

略的總平均值也不高，3.01。 

從個別國家的情況來看，印尼、緬甸、馬來西亞學生認知策略的使用高於總平均

值；香港和澳門學生認知策略的使用則低於總平均值。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情況與認

知策略相似。 

表 4-17 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敘述統計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印尼 3.00 0.78 3.05 0.74 

緬甸 3.07 0.71 3.05 0.80 

香港 2.83 0.80 2.94 0.84 

澳門 2.88 0.63 2.86 0.63 

馬來西亞 2.98 0.69 3.05 0.71 

總計 2.94 0.73 3.01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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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策略上的差異分析 

針對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策略上的差異，基於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18）

可發現，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策略使用上沒有顯著差異，顯示不同國籍學生在閱讀策

略使用上沒有太大不同。研究假設 1-1-3：不同國籍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

有差異不成立。 

表 4-18 各國華僑青年閱讀策略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值 

認知策略 組間 4.979 4 1.245 2.349 

組內 469.967 887 .530  

總計 474.946 891   

後设認知策略 組間 3.011 4 .753 1.338 

組內 501.731 892 .562  

總計 504.742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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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投入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就亞洲華僑青年的性別、組別及學校閱讀推廣來探討影響他們閱讀投入

的因素。 

一、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投入差異分析 

以下分別就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三個方面

之差異來探討。 

(一)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差異分析 

針對不同性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差異情形，就平均數來看，除了印尼，

各國女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都高於男生（表 4-19）。 

進一步經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內在閱讀動機與外在

閱讀動機上都有顯著差異，女生顯著高於男生（表 4-19），顯示亞洲華僑青年女生在

閱讀動機表現上較男生強。研究假設 1-2-1：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有

差異，獲得支持。 

事後比較發現，馬來西亞的女生在內在閱讀動機與外在閱讀動機都顯著高於男生；

而緬甸、香港女生在外在閱讀動機顯著高於男生（表 4-19）。 

表 4-19 不同性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閱讀動機差異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國籍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印尼 男 3.32 .572 .197 

 

3.21 .526 .239 

  女 3.30 .530 3.18 .572 

 總計 3.31 .548 3.20 .545 

緬甸 男 3.64 .410 -.790 

 

3.28 .407 -2.823** 

  女 3.77 .602 3.67 .473 

 總計 3.73 .553 3.56 .486 

香港 男 3.49 .775 -1.684 

 

2.84 .838 -2.850** 

 

 

 女 3.65 .661 3.09 .525 

 總計 3.56 .729 2.95 .725 

澳門 男 3.12 .674 -1.364 

 

2.96 .646 -1.346 

  女 3.42 .631 3.20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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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國籍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總計 3.28 .660 3.09 .556 

馬來西亞 男 3.53 .613 -2.960** 

 

3.10 .574 -4.373*** 

  女 3.69 .608 3.31 .502 

 總計 3.61 .615 3.21 .547 

總計 男 3.49 .662 -3.708*** 

 

3.03 .668 -6.009*** 

 女 3.64 .623 3.27 .527 

**p<.01  ***p<.001 

(二)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行為差異分析 

1.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之差異 

關於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的差異情形，根據課外閱讀時間

與性別交叉表（表 4-20）所示，男生與女生都是以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居

多，分別為 40.8%與 37%。卡方檢定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1.948，p>0.05，不同性別的

亞洲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沒有顯著差異，顯示男生與女生課外閱讀時間沒有太

大不同。 

表 4-20 性別*課外閱讀時間交叉列表 

 

課外閱讀時間 

總計 

很少自己選擇

課外讀物來閱

讀 

三十分鐘至

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

時 

性別 男 人數 182 156 108 446 

性別 內的 % 40.8% 35.0% 24.2% 100.0%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51.4% 48.8% 45.6% 49.0% 

調整後殘差 1.2 -.1 -1.2  

女 人數 172 164 129 465 

性別 內的 % 37.0% 35.3% 27.7% 100.0%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48.6% 51.3% 54.4% 51.0% 

調整後殘差 -1.2 .1 1.2  

總計 人數 354 320 237 911 

性別 內的 % 38.9% 35.1% 26.0% 100.0%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100.0% 100.0% 100.0% 100.0% 

χ²=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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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來看，根據表 4-21，各國男生與女生在課外閱讀時間上沒有顯著差異。檢

視交叉表，印尼男生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者比率較高，女生則一天閱讀超過

一個小時者比率較高；緬甸、澳門、馬來西亞男生與女生的情況相同，都是很少自己

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比率較高；香港男生與女生則都是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

時者比率較高。 

如果以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及「超過一個小時」歸類為「為樂趣而

閱讀」，那麼除了澳門，各國女生為樂趣而閱讀的比率都高於男生。 

表 4-21 性別*國籍*課外閱讀時間多重列聯表分析之結果 

國籍 

性

別  

課外閱讀時間 

總計 χ² 

很少自己選擇課

外讀物來閱讀 

三十分鐘至一

個小時 

超過一

個小時 

印尼 男 人數 13 17 8 38 4.398 

性別 內的 % 34.2% 44.7% 21.1% 100.0% 

女 人數 8 11 15 34 

性別 內的 % 23.5% 32.4% 44.1% 100.0% 

緬甸 男 人數 8 4 3 15 .806 

性別 內的 % 53.3% 26.7% 20.0% 100.0% 

女 人數 16 15 7 38 

性別 內的 % 42.1% 39.5% 18.4% 100.0% 

香港 男 人數 45 52 32 129 .257 

性別 內的 % 34.9% 40.3% 24.8% 100.0% 

女 人數 33 44 27 104 

性別 內的 % 31.7% 42.3% 26.0% 100.0% 

澳門 男 人數 12 3 2 17 註 1 

性別 內的 % 70.6% 17.6% 11.8% 100.0% 

女 人數 16 3 1 20 

性別 內的 % 80.0% 15.0% 5.0% 100.0% 

馬 來

西亞 

男 人數 104 80 63 247 1.699 

性別 內的 % 42.1% 32.4% 25.5% 100.0% 

女 人數 99 91 79 269 

性別 內的 % 36.8% 33.8% 29.4% 100.0% 

註 1：因資料格 (66.7%) 預期計數小於 5，故不進行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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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學生閱讀各類材料頻率之差異 

針對不同性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各類材料頻率的差異情形，從表 4-22 所顯示

的平均數來看，印尼男生偏好閱讀報紙、漫畫；女生偏好閱讀小說、故事。緬甸男生

偏好閱讀報紙；女生偏好閱讀報紙、雜誌。香港男生偏好閱讀報紙、漫畫書；女生偏

好閱讀報紙、小說、故事。澳門男生在閱讀各類材料上平均數均高於女生，男生主要

偏好閱讀報紙，女生則只有在報紙閱讀頻率較高，其他材料閱讀頻率偏低，尤其是非

小說類書籍。馬來西亞男生偏好閱讀報紙、漫畫書；女生偏好閱讀報紙、小說、故事。 

整體來看，報紙、漫畫書是各國男生的閱讀偏好；而報紙、小說、故事則是各國

女生的閱讀偏好。 

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表 4-22）發現，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只有在漫

畫書閱讀頻率有顯著差異，男生顯著高於女生，t 值為 6.926，p<.001。事後比較發現，

除了澳門，各國男生在漫畫書閱讀頻率上都顯著高於女生。而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

年在其他閱讀材料的閱讀頻率上都沒有顯著差異，顯示華僑青年在閱讀雜誌、小說、

故事、非小說類書籍、報紙上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顯著的不同。 

總的來說，雖然各國男生和女生在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上有所不同，但只有在閱讀

漫畫書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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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不同性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各類材料閱讀頻率差異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國籍 性別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印尼 男 2.48 1.281 -.982 

 

3.23 1.593 2.715** 

 

2.95 1.395 -.258 

 

2.58 1.318 -.444 

 

3.28 1.358 1.633 

  女 2.77 1.330 2.26 1.421 3.03 1.224 2.71 1.194 2.74 1.483 

 總計 2.61 1.304 2.78 1.581 2.99 1.310 2.64 1.256 3.03 1.433 

緬甸 男 2.53 1.246 -1.348 

 

3.20 1.265 2.249* 

 

3.40 1.183 1.144 

 

2.53 1.302 -.490 

 

3.47 1.356 .840 

  女 3.00 1.090 2.31 1.305 2.97 1.230 2.72 1.233 3.08 1.552 

 總計 2.87 1.144 2.57 1.345 3.10 1.221 2.67 1.244 3.19 1.496 

香港 男 2.92 1.359 .385 

 

3.31 1.660 2.548* 

 

3.20 1.438 -1.449 

 

2.90 1.382 -.205 

 

3.55 1.484 -.136 

  女 2.85 1.206 2.78 1.487 3.47 1.282 2.94 1.213 3.57 1.383 

 總計 2.89 1.290 3.08 1.604 3.32 1.374 2.92 1.307 3.56 1.437 

澳門 男 2.35 1.272 .088 

 

2.76 1.562 .623 

 

2.35 1.320 .122 

 

2.13 1.258 .829 

 

3.12 1.867 .295 

  女 2.32 1.250 2.45 1.504 2.30 1.302 1.79 1.134 2.95 1.538 

 總計 2.33 1.242 2.59 1.518 2.32 1.292 1.94 1.187 3.03 1.675 

馬來西

亞 

男 2.59 1.210 -1.222 

 

3.14 1.478 5.379*** 

 

3.10 1.479 -.881 

 

2.68 1.325 .320 

 

3.73 1.521 -.576 

 女 2.72 1.137 2.47 1.329 3.21 1.330 2.64 1.312 3.80 1.427 

總計 2.66 1.174 2.79 1.441 3.16 1.403 2.66 1.317 3.77 1.472 

總計 男 2.66 1.269 -1.197 3.18 1.537 6.926*** 3.10 1.450 -1.057 2.71 1.342 .286 3.60 1.509 .270 

 女 2.76 1.171  2.51 1.381  3.20 1.319  2.68 1.283  3.58 1.472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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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學生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之差異 

針對不同性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線上活動閱讀頻率的差異情形，依平均數來看，

除了閱讀網路雜誌、網路小說，印尼男生在其他各類線上活動平均數皆高於女生；緬

甸女生在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

小組討論或論壇平均數上高於男生，而男生在其他線上閱讀活動平均數上則高於女生；

除了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網路小說，香港男生在其他線上閱讀活動平均數

上都高於女生；與其他國家稍有不同的是，澳門女生除了閱讀電子郵件、參加網路小

組討論或論壇、閱讀網路新聞，在其他線上閱讀活動平均數上讀高於男生；而馬來西

亞學生的情況則是，除了閱讀電子郵件、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閱讀網路小說，馬

來西亞男生在其他線上閱讀活動平均數上都高於女生，而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方面，

男生與女生平均數一樣，詳見表 4-23 及表 4-24。 

整體而言，各國的男生和女生最常進行的線上閱讀活動就是閱讀網路社群資訊，

其次是閱讀網路新聞。 

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只有在「在為學習特

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讀網路新聞」、「閱

讀網路漫畫」上有顯著差異，如表 4-23 及表 4-24，顯示男生在這幾項線上閱讀活動

都顯著高於女生。 

事後比較發現，香港男生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

組討論或論壇」、「網路漫畫」使用/閱讀頻率上顯著高於女生；緬甸、馬來西亞男生

亦在網路漫畫閱讀頻率上顯著高於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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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不同性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線上活動閱讀頻率差異(一) 

  電子郵件 社群網站資訊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

路資訊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

壇 

國籍 性別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印尼 男 3.26 1.245 .208 

 

4.15 1.075 .240 

 

3.68 .997 1.450 

 

3.53 1.006 .853 

 

2.69 1.173 .244 

 女 3.20 1.346 4.09 1.245 3.31 1.157 3.32 1.007 2.63 1.060 

總計 3.23 1.286 4.12 1.150 3.51 1.083 3.43 1.005 2.66 1.114 

緬甸 男 2.93 .829 -.921 

 

4.13 .915 -.256 

 

3.50 .650 .237 

 

3.00 1.000 -.449 

 

2.14 .535 -1.165 

 女 3.22 1.072 4.21 1.018 3.43 .987 3.14 .976 2.39 1.001 

總計 3.14 1.010 4.19 .982 3.45 .901 3.10 .975 2.33 .901 

香港 男 3.36 .918 -1.423 

 

4.51 .920 -.745 

 

3.98 .935 1.695 

 

3.57 1.040 2.014* 

 

2.98 1.149 2.943** 

 女 3.53 .824 4.60 .782 3.77 .916 3.32 .873 2.58 .891 

總計 3.44 .879 4.55 .860 3.88 .930 3.46 .975 2.80 1.059 

澳門 男 3.35 .931 .639 

 

4.59 1.004 -.214 

 

3.76 1.033 -.124 

 

3.31 .704 -.323 

 

2.71 1.105 1.043 

 女 3.15 .988 4.65 .745 3.80 .696 3.40 .883 2.37 .831 

總計 3.24 .955 4.62 .861 3.78 .854 3.36 .798 2.53 .971 

馬來

西亞 

男 3.28 .961 -1.213 

 

4.72 .680 -.058 

 

3.76 .942 .167 

 

3.47 1.014 .982 

 

2.52 .935 1.860 

 女 3.39 .928 4.72 .669 3.75 .814 3.38 .925 2.37 .800 

總計 3.34 .944 4.72 .674 3.76 .877 3.42 .969 2.44 .869 

總計 男 3.30 .970 -1.304 4.58 .833 -.320 3.81 .944 1.814 3.48 1.012 2.113* 2.66 1.040 3.456** 

 女 3.38 .960  4.60 .808  3.70 .885  3.34 .921  2.44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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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不同性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線上活動閱讀頻率差異(二) 

  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 網路新聞 網路雜誌 網路小說 網路漫畫 

國籍 性別 平均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T 值 

印尼 男 3.66 1.047 1.774 

 

4.10 .995 1.771 

 

2.88 1.042 -.280 

 

3.00 1.198 0.000 

 

3.36 1.328 1.766 

 女 3.20 1.158 3.65 1.203 2.94 1.056 3.00 1.000 2.86 1.089 

總計 3.44 1.118 3.89 1.113 2.91 1.042 3.00 1.103 3.12 1.238 

緬甸 男 3.13 .915 .887 

 

3.73 .961 .528 

 

2.93 .884 .412 

 

3.20 1.265 1.483 

 

3.13 .915 3.622** 

 女 2.89 .900 3.55 1.179 2.82 .955 2.68 .739 2.32 .662 

總計 2.96 .903 3.60 1.115 2.85 .928 2.83 .935 2.55 .822 

香港 男 3.57 1.077 .496 

 

4.24 .925 .314 

 

3.02 1.162 1.159 

 

3.09 1.221 -1.079 

 

3.46 1.297 2.067* 

 女 3.50 .928 4.20 .928 2.85 1.023 3.26 1.106 3.13 1.107 

總計 3.54 1.012 4.22 .925 2.95 1.104 3.17 1.172 3.31 1.224 

澳門 男 3.47 .624 -.532 

 

4.00 1.265 .276 

 

2.35 .606 -1.085 

 

2.41 .795 -1.657 

 

2.88 .993 -.353 

 女 3.60 .821 3.90 .788 2.60 .754 2.90 .968 3.00 1.026 

總計 3.54 .730 3.94 1.013 2.49 .692 2.68 .915 2.95 .998 

馬來西

亞 

男 3.41 1.024 -.652 

 

3.97 1.057 1.470 

 

2.67 .996 .554 

 

2.85 1.122 -.466 

 

3.24 1.152 5.933*** 

 女 3.46 .827 3.84 .975 2.62 .893 2.89 1.015 2.68 .951 

總計 3.44 .926 3.90 1.016 2.65 .943 2.87 1.067 2.95 1.087 

總計 男 3.47 1.028 .863 4.05 1.024 2.490* 2.79 1.048 1.114 2.93 1.158 -.537 3.29 1.201 6.995*** 

 女 3.41 .897  3.88 1.008  2.71 .940  2.97 1.024  2.78 1.005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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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學生閱讀互動之差異 

針對不同性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的差異情形，就平均數來看，除了緬

甸，各國女生的閱讀互動平均數高於男生（表 4-25）。 

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有顯著

差異，ｔ值為-3.360，p<.01，顯示男生的閱讀互動表現顯著低於女生。而主要的差異

就在於，香港男生在閱讀互動上顯著低於女生，表示女生在閱讀互動上較積極。 

表 4-25 不同性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閱讀互動差異 

  閱讀互動 

國籍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印尼 男 3.00 .701 -.514 

  女 3.07 .576 

 總計 3.03 .642 

緬甸 男 3.40 .599 .059 

  女 3.39 .823 

 總計 3.39 .759 

香港 男 2.67 .939 -2.292* 

  女 2.90 .611 

 總計 2.77 .814 

澳門 男 2.81 .763 -1.057 

  女 3.05 .638 

 總計 2.94 .699 

馬來西亞 男 3.15 .710 -1.669 

  女 3.25 .687 

 總計 3.20 .699 

總計 男 2.99 .808 -3.360** 

 女 3.16 .688  

            *p<.05，**p<.01 

以上從四個方面即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探討不同

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行為。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可發現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

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的差異不顯著，在一些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上

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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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策略使用差異分析 

針對不同性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的差異情形，從平均數來看，印

尼男生與女生在認知策略使用上平均數相同，而在後設認知策略上女生高於男生；澳

門女生在閱讀策略使用上高於男生，緬甸、香港與馬來西亞男生則在閱讀策略使用上

略高於女生（表 4-26）。 

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無論認知策略或後設認知策略，不同性別之亞

洲華僑青年之間都沒有顯著差異（表 4-26）。研究假設 1-2-3：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

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有差異，不成立。 

就各國華僑青年的情況而言，根據表 4-26，不同性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

上沒有顯著差異。 

表 4-26 不同性別的各國華僑青年閱讀策略使用差異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國籍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印尼 男 3.00 0.856 .014 3.01 0.789 -.534 

 女 3.00 0.687 3.10 0.686 

 總計 3.00 0.777 3.05 0.739 

緬甸 男 3.31 0.520 1.611 3.17 0.563 .684 

 女 2.97 0.758 3.00 0.876 

 總計 3.07 0.710 3.05 0.796 

香港 男 2.88 .860 1.077 2.99 .935 1.001 

 女 2.76 .716 2.88 .713 

 總計 2.83 .800 2.94 .842 

澳門 男 2.85 0.701 -.223 2.84 0.545 -.198 

 女 2.90 0.584 2.88 0.711 

 總計 2.88 0.628 2.86 0.632 

馬來西亞 男 3.01 .700 .991 3.11 .690 1.824 

 女 2.95 .689 2.99 .724 

 總計 2.98 .694 3.05 .710 

總計 男 2.98 .761 1.330 3.06 .769 1.696 

 女 2.91 .699 2.97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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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投入差異分析 

以下分別就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三個方面

之差異來探討。 

(一)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差異分析 

針對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閱讀動機的差異情形，從平均數來看，緬甸、香港

第一類組學生無論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都較高。印尼以第一類組學

生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較高，外在閱讀動機則以第四類組學生平均數較高。澳門的情

況則是第三類組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較高，第一類組學生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較

高。馬來西亞則以第三類組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及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較高（表 4-27）。

各國學生的情況可說有所不同，大體上以第一類組學生閱讀動機較強。 

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無論內在閱讀動機或外在閱讀動機，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都無顯著差異（表 4-27）。就各國情況而言，不同組別之各

國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沒有顯著不同（表 4-27）。研究假設 1-3-1：不同組別的亞

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有差異，不成立。 

表 4-27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閱讀動機情之差異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國籍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印尼 第一類組 3.35 .638 .173 3.18 .617 .326 

第二類組 3.24 .404  3.25 .583  

第三類組 3.33 .439  3.07 .410  

特輔班 3.24 .454  3.28 .399  

總計 3.31 .548  3.20 .545  

緬甸 第一類組 3.78 .492 .250 3.63 .443 .953 

第二類組 3.69 .274  3.51 .490  

第三類組 3.65 .806  3.42 .567  

總計 3.73 .553  3.56 .486  

香港 第一類組 3.58 .762 .526 2.98 .720 1.288 

第二類組 3.40 .444  2.70 .741  

第三類組 3.56 .717  2.96 .731  

總計 3.56 .729  2.95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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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國籍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澳門 第一類組 3.25 .433 1.757 3.16 .515 1.696 

第二類組 2.67 .534  2.54 .315  

第三類組 3.43 .845  3.10 .605  

總計 3.28 .660  3.09 .556  

馬來西亞 第一類組 3.57 .606 2.796 3.22 .530 2.311  

第二類組 3.60 .607  3.07 .507  

第三類組 3.71 .629  3.24 .591  

總計 3.61 .615  3.21 .547  

總計 第一類組 3.56 .650 2.435 3.17 .608 1.546 

第二類組 3.51 .565  3.04 .597  

第三類組 3.64 .674  3.16 .633  

特輔班 3.24 .454  3.28 .399  

總計 3.57 .647  3.16 .612  

經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無論內在閱讀動機或外在閱讀動機，組別與

國籍無顯著交互作用（表 4-28），表示組別與國籍不會交互影響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 

表 4-28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的差異情形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內在閱讀動機 組別 1.442 3 .481 1.174 

 國籍 8.870 4 2.218 5.416*** 

 組別*國籍 2.764 8 .345 .844 

外在閱讀動機 組別 1.836 3 .612 1.733 

 國籍 15.418 4 3.854 10.915*** 

 組別*國籍 1.951 8 .244 .69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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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行為差異分析 

1.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差異分析 

就不同組別之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差異進行交叉分析，根據表 4-29 所示，第一

類組和第二類組學生以很少閱讀者比率較高；第三類組學生以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

個小時者比率較高，特輔班學生以很少閱讀者及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者人數

一樣。卡方檢定結果則顯示，各組學生在課外閱讀時間上無顯著差異(χ²=1.724，

p>0.05)，顯示不同組別的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沒有太大不同。 

表 4-29 組別*課外閱讀時間交叉表 

組別  

課外閱讀時間 

 

很少自己選擇課

外讀物來閱讀 

三十分鐘至

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

時 

第一

類組 

人數 220 186 146 552 

組別 內的 % 39.9% 33.7% 26.4% 100.0% 

第二

類組 

人數 39 36 28 103 

組別 內的 % 37.9% 35.0% 27.2% 100.0% 

第三

類組 

人數 90 93 60 243 

組別 內的 % 37.0% 38.3% 24.7% 100.0% 

特輔

班 

人數 5 5 3 13 

組別 內的 % 38.5% 38.5% 23.1% 100.0% 

總計 人數 354 320 237 911 

組別 內的 % 38.9% 35.1% 26.0% 100.0% 

χ²=1.724 

進一步進行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分析，如表 4-30 所示，卡方檢

定結果顯示，以國籍來看，各國不同類組學生之間在課外閱讀時間上沒有顯著差異；

但以組別來看，不同國籍的學生在課外閱讀時間上有顯著差異。 

表 4-30 組別*國籍*課外閱讀時間多重列聯表分析之結果 

控制水準 考驗值 自由度 顯著性 

以國籍為控制變項 

印尼 7.108 6 .311 

緬甸 2.747 4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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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水準 考驗值 自由度 顯著性 

香港 .672 4 .955 

澳門 1.981 4 .739 

馬來西亞 1.900 4 .754 

以組別為控制變項 

第一類組 22.307 8 .004** 

第二類組 8.860 8 .354 

第三類組 11.455 8 .177 

         **p<.01 

檢視交叉表（表 4-31）可發現，差異主要來自印尼第一類組學生及澳門第一類組

學生。印尼第一類組學生一天閱讀超過一個小時者顯著多於很少閱讀者；澳門第一類

組學生則是很少閱讀者顯著多於一天閱讀超過一個小時者。從國家來看，印尼第一類

組學生很少閱讀者的百分比顯著低於澳門第一類組學生；印尼第一類組學生一天閱讀

超過一個小時者的百分比顯著高於於澳門第一類組學生，表示印尼第一類組學生比澳

門第一類組學生更常為樂趣而閱讀。 

表 4-31 組別*國籍*課外閱讀時間交叉表 

組別 國籍  

課外閱讀時間 

很少自己選擇課

外讀物來閱讀 

三十分鐘至

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

時 

第一類組 印尼 人數 10 14 16 

國籍 內的 % 25.0% 35.0% 40.0%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4.5% 7.5% 11.0% 

調整後殘差 -2.0 .2 2.0 

緬甸 人數 15 10 5 

國籍 內的 % 50.0% 33.3% 16.7%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6.8% 5.4% 3.4% 

調整後殘差 1.2 .0 -1.2 

香港 人數 54 61 39 

國籍 內的 % 35.1% 39.6% 25.3%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24.5% 32.8% 26.7% 

調整後殘差 -1.4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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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國籍  

課外閱讀時間 

很少自己選擇課

外讀物來閱讀 

三十分鐘至

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

時 

澳門 人數 15 3 1 

國籍 內的 % 78.9% 15.8% 5.3%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6.8% 1.6% 0.7% 

調整後殘差 3.5 -1.7 -2.1 

馬來西亞 人數 126 98 85 

國籍 內的 % 40.8% 31.7% 27.5%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57.3% 52.7% 58.2% 

調整後殘差 .5 -1.1 .6 

第二類組 印尼 人數 5 3 2 

國籍 內的 % 50.0% 30.0% 20.0%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12.8% 8.3% 7.1% 

調整後殘差 .8 -.3 -.5 

緬甸 人數 3 5 1 

國籍 內的 % 33.3% 55.6% 11.1%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7.7% 13.9% 3.6% 

調整後殘差 -.3 1.4 -1.1 

香港 人數 6 8 5 

國籍 內的 % 31.6% 42.1% 26.3%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15.4% 22.2% 17.9% 

調整後殘差 -.6 .7 -.1 

澳門 人數 3 0 0 

國籍 內的 % 100.0% 0.0% 0.0%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7.7% 0.0% 0.0% 

調整後殘差 2.3 -1.3 -1.1 

馬來西亞 人數 22 20 20 

國籍 內的 % 35.5% 32.3% 32.3%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56.4% 55.6% 71.4% 

調整後殘差 -.6 -.7 1.4 

第三類組 印尼 人數 1 6 2 

國籍 內的 % 11.1% 66.7% 22.2%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1.1% 6.5% 3.3% 

調整後殘差 -1.6 1.8 -.2 

緬甸 人數 6 4 4 

國籍 內的 % 42.9% 28.6% 28.6%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6.7% 4.3% 6.7% 

調整後殘差 .5 -.8 .3 

香港 人數 18 2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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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國籍  

課外閱讀時間 

很少自己選擇課

外讀物來閱讀 

三十分鐘至

一個小時 

超過一個小

時 

國籍 內的 % 30.0% 45.0% 25.0%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20.0% 29.0% 25.0% 

調整後殘差 -1.3 1.2 .1 

澳門 人數 10 3 2 

國籍 內的 % 66.7% 20.0% 13.3%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11.1% 3.2% 3.3% 

調整後殘差 2.5 -1.5 -1.1 

馬來西亞 人數 55 53 37 

國籍 內的 % 37.9% 36.6% 25.5%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61.1% 57.0% 61.7% 

調整後殘差 .4 -.7 .4 

特輔班 印尼 人數 5 5 3 

國籍 內的 % 38.5% 38.5% 23.1% 

   課外閱讀時間內的 % 1.4% 1.6% 1.3% 

   調整後殘差 .0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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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各類材料閱讀頻率差異分析 

針對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各類材料頻率上的差異情形，就平均數來看，

根據表 4-32，印尼第一、二類組學生偏好閱讀小說、故事；第三類組學生偏好閱讀報

紙，但小說、故事閱讀頻率偏低；特輔班則較常閱讀漫畫書、小說、故事。 

緬甸第一類組學生較常閱讀小說、故事；第二類組學生最常閱讀報紙，同時在雜

誌、漫畫書、小說、故事、報紙閱讀頻率上都較其他組別高，顯示第二類組學生有多

元的閱讀偏好；第三類組學生則在非小說類書籍閱讀頻率上高於其他組別。 

香港第一類組學生較常閱讀報紙；第二類組學生偏好閱讀小說、故事、報紙；第

三類組學生則在漫畫書、非小說類書籍、報紙閱讀頻率上都比其他組別高。 

澳門第一類組學生各類材料閱讀頻率偏低，其中只有報紙的閱讀率較高；第二類

組學生偏好閱讀漫畫書；第三類組學生在雜誌、非小說類書籍、報紙閱讀頻率上高於

其他組別。 

馬來西亞三個類組學生都偏好閱讀報紙。至於其他閱讀材料，第一類組學生在雜

誌、小說、故事閱讀頻率上高於其他組別，而第二類組學生在漫畫書、非小說類書籍

閱讀頻率上高於其他組別。 

整體而言，每個國家各類組情況似乎不太相同，但可發現第一類組學生在各類材

料閱讀頻率上不如其他類組，也沒那麼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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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各類材料閱讀頻率情形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印尼 第一類組 2.55 1.377 2.75 1.597 3.13 1.324 2.83 1.357 3.08 1.559 

第二類組 2.70 1.252 2.50 1.509 3.30 1.494 2.60 1.174 3.10 1.197 

第三類組 2.44 1.333 2.75 1.909 1.89 1.054 2.00 .756 3.38 1.506 

特輔班 2.81 1.223 3.06 1.526 3.06 1.063 2.50 1.211 2.69 1.250 

總計 2.61 1.304 2.78 1.581 2.99 1.310 2.64 1.256 3.03 1.433 

緬甸 第一類組 2.77 1.040 2.24 1.244 3.07 1.132 2.28 .996 2.86 1.407 

第二類組 3.11 1.537 3.11 1.167 3.22 1.202 3.00 1.225 4.56 .726 

第三類組 2.93 1.141 2.92 1.553 3.08 1.498 3.31 1.494 3.00 1.617 

總計 2.87 1.144 2.57 1.345 3.10 1.221 2.67 1.244 3.19 1.496 

香港 第一類組 2.97 1.223 2.92 1.573 3.38 1.334 2.86 1.232 3.54 1.400 

第二類組 3.00 1.455 3.32 1.765 3.53 1.307 2.95 1.268 3.53 1.577 

第三類組 2.63 1.396 3.41 1.599 3.10 1.495 3.05 1.503 3.61 1.509 

總計 2.89 1.290 3.08 1.604 3.32 1.374 2.92 1.307 3.56 1.437 

澳門 第一類組 2.16 1.015 2.21 1.398 2.05 1.224 1.68 1.057 2.42 1.610 

第二類組 2.33 1.528 4.00 0.000 2.67 .577 1.67 1.155 3.33 2.082 

第三類組 2.57 1.505 2.80 1.656 2.60 1.454 2.38 1.325 3.73 1.486 

總計 2.33 1.242 2.59 1.518 2.32 1.292 1.94 1.187 3.03 1.675 

馬來西亞 第一類組 2.69 1.206 2.83 1.436 3.18 1.399 2.55 1.310 3.66 1.483 

第二類組 2.56 1.196 3.11 1.483 3.10 1.490 3.03 1.342 3.85 1.494 

第三類組 2.64 1.097 2.57 1.408 3.14 1.383 2.73 1.296 3.97 1.426 

總計 2.66 1.174 2.79 1.441 3.16 1.403 2.66 1.317 3.77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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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在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上，不同組別

之亞洲華僑青年只有在報紙閱讀頻率上有顯著差異，Ｆ值為 4.584，p<0.01。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發現主要差異在於，第三類組學生在報紙閱讀頻率上高於特輔班（如

表 4-33 所示）。 

表 4-33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各類材料閱讀頻率差異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事後比較(Scheffe法) 

雜誌 組間 1.798 3 .599 .402  

組內 1343.930 901 1.492  

總計 1345.728 904   

漫畫書 組間 9.846 3 3.282 1.465  

組內 2013.824 899 2.240  

總計 2023.670 902   

小說、故事 組間 3.633 3 1.211 .630  

組內 1740.636 906 1.921  

總計 1744.268 909   

非小說類書籍 組間 12.690 3 4.230 2.471  

組內 1525.426 891 1.712  

總計 1538.116 894   

報紙 組間 30.138 3 10.046 4.584** 第三類組>特輔班 

組內 1976.940 902 2.192  

總計 2007.078 905   

**p<.01 

就個別國家來看，根據表 4-34所示，緬甸第二類組學生在報紙閱讀上與其他類組

有顯著差異，顯示第二類組學生在報紙閱讀上顯著高於其他兩個類組的學生；第三類

組學生在閱讀非小說類書籍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學生。馬來西亞第二類組學生在漫畫

書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三類組學生，而在非小說類書籍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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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各類材料閱讀頻率差異分析 

國籍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事後比較 

印尼 雜誌 組間 1.127 3 .376 .214  

組內 124.660 71 1.756   

總計 125.787 74    

漫畫書 組間 2.103 3 .701 .272  

組內 180.438 70 2.578   

總計 182.541 73    

小說、故事 組間 12.685 3 4.228 2.627  

組內 114.301 71 1.610   

總計 126.987 74    

非小說類書

籍 

組間 4.974 3 1.658 1.053  

組內 110.175 70 1.574   

總計 115.149 73    

報紙 組間 2.958 3 .986 .470  

組內 146.987 70 2.100   

總計 149.946 73    

緬甸 雜誌 組間 .891 2 .446 .332  

組內 67.184 50 1.344   

總計 68.075 52    

漫畫書 組間 7.387 2 3.694 2.133  

組內 83.122 48 1.732   

總計 90.510 50    

小說、故事 組間 .169 2 .085 .055  

組內 74.341 48 1.549   

總計 74.510 50    

非小說類書

籍 

組間 
10.771 2 5.385 3.884* 

第三類組>第一類

組 

組內 66.562 48 1.387   

總計 77.333 50    

報紙 組間 20.406 2 10.203 5.337** 第二類組>第一類

組 

第二類組>第三類

組 

組內 93.670 49 1.912  

總計 114.07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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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事後比較 

香港 雜誌 組間 5.215 2 2.607 1.576  

組內 369.020 223 1.655   

總計 374.235 225    

漫畫書 組間 11.196 2 5.598 2.199  

組內 575.389 226 2.546   

總計 586.585 228    

小說、故事 組間 4.022 2 2.011 1.066  

組內 430.272 228 1.887   

總計 434.294 230    

非小說類書

籍 

組間 1.471 2 .735 .428  

組內 381.089 222 1.717   

總計 382.560 224    

報紙 組間 .216 2 .108 .052  

組內 474.745 228 2.082   

總計 474.961 230    

澳門 雜誌 組間 1.378 2 .689 .432  

組內 52.622 33 1.595   

總計 54.000 35    

漫畫書 組間 9.361 2 4.681 2.163  

組內 73.558 34 2.163   

總計 82.919 36    

小說、故事 組間 2.894 2 1.447 .860  

組內 57.214 34 1.683   

總計 60.108 36    

非小說類書

籍 

組間 4.037 2 2.018 1.473  

組內 43.849 32 1.370   

總計 47.886 34    

報紙 組間 14.741 2 7.371 2.906  

組內 86.232 34 2.536   

總計 100.973 36    

馬來西亞 雜誌 組間 .807 2 .404 .292  

組內 707.045 512 1.381   

總計 707.852 514    

漫畫書 組間 13.805 2 6.902 3.356* 第二類組>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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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事後比較 

組內 1046.834 509 2.057  組 

總計 1060.639 511   

小說、故事 組間 .427 2 .213 .108  

組內 1013.858 513 1.976   

總計 1014.285 515    

非小說類書

籍 

組間 13.091 2 6.546 3.815* 
第二類組>第一類

組 
組內 869.860 507 1.716  

總計 882.951 509   

報紙 組間 9.776 2 4.888 2.267  

組內 1097.566 509 2.156   

總計 1107.342 511    

*p<.05，**p<.01 

經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在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上，組別與國籍沒有達

到顯著交互作用效果（表 4-35），顯示組別與國籍不會交互影響華僑青年各類材料閱

讀頻率。 

表 4-35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在各類材料閱讀頻率的差異情形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雜誌 組別 1.271 3 .424 .285 

國籍 10.036 4 2.509 1.689 

組別*國籍 7.392 8 .924 .622 

漫畫書 組別 19.219 3 6.406 2.900* 

國籍 15.930 4 3.983 1.803 

組別*國籍 31.125 8 3.891 1.761 

小說、故事 組別 5.671 3 1.890 1.000 

國籍 19.372 4 4.843 2.562* 

組別*國籍 17.408 8 2.176 1.151 

非小說類書籍 組別 4.706 3 1.569 .937 

國籍 21.784 4 5.446 3.253* 

組別*國籍 19.815 8 2.477 1.480 

報紙 組別 18.672 3 6.224 2.917* 

國籍 24.696 4 6.174 2.893* 

組別*國籍 29.092 8 3.636 1.70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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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線上活動閱讀頻率差異分析 

針對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線上活動閱讀頻率的差異情形，就平均數來看，

根據表 4-36 及 

表 4-37，印尼第一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第二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

網站資訊、網路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第三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

訊、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閱讀網路新聞；特

輔班學生則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小說、網路漫畫。從中可以看出印尼第三類

組學生線上閱讀較多元。 

緬甸各類組的情況差不多，較常進行的線上閱讀活動為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

新聞。另外，第二類組學生在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網

路雜誌、網路小說、網路漫畫上平均數都較其他組高，顯示他們會進行不同的線上閱

讀。 

香港三個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另外，第二類組學生也在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

閱讀網路漫畫上平均數都比其他組別高，顯示他們進行的線上閱讀較多元。 

澳門三個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另外，第三類組學生也在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讀網路雜誌、網路小

說、網路漫畫上平均數較其他組別高。但因為樣本較少，較難做正確的分析。 

馬來西亞各類組學生較常進行的線上閱讀為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及使用

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另外第一類組學生在閱讀電子郵件、網路雜誌、網路小說上平

均數較其他組別高；第二類組學生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

討論或論壇、網路漫畫上平均數較其他組別高，這兩個類組的線上閱讀似乎較多元。 

從以上各國的情況來看，第二、三類組學生在線上閱讀活動較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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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線上活動閱讀頻率差異分析(一) 

 

電子郵件 社群網站資訊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

路資訊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印尼 第一類組 3.61 1.242 2.350 4.53 .960 4.266** 

(第一類

組>特輔

班) 

3.55 1.085 1.423 3.44 .912 .883 2.85 1.089 1.187 

第二類組 2.80 1.317  3.70 1.059 3.70 .483  3.22 .972  2.30 1.160  

第三類組 2.89 1.167  3.89 1.054 3.89 .782  3.89 .601  2.22 1.093  

特輔班 2.81 1.276  3.50 1.366 3.06 1.389  3.27 1.387  2.69 1.138  

總計 3.23 1.286  4.12 1.150 3.51 1.083  3.43 1.005  2.66 1.114  

緬甸 第一類組 3.19 .962 .061 3.93 1.048 2.524 3.31 .967 .915 2.97 .981 .590 2.50 .820 1.497 

第二類組 3.11 .928  4.44 .726  3.75 .707  3.22 1.202  2.22 1.202  

第三類組 3.07 1.207  4.57 .852  3.57 .852  3.29 .825  2.00 .816  

總計 3.14 1.010  4.19 .982  3.45 .901  3.10 .975  2.33 .901  

香港 第一類組 3.47 .857 .261 4.53 .872 .285 3.85 .934 .442 3.41 .963 2.118 2.82 1.060 .060 

第二類組 3.37 .955  4.47 1.124  4.05 1.079  3.89 1.150  2.74 1.284  

第三類組 3.38 .922  4.62 .739  3.92 .877  3.43 .927  2.78 .993  

總計 3.44 .879  4.55 .860  3.88 .930  3.46 .975  2.80 1.059  

澳門 第一類組 3.11 1.049 .546 4.58 .902 1.135 3.68 1.003 .284 3.28 .752 .221 2.39 .850 1.234 

第二類組 3.67 .577  4.00 1.732  4.00 0.000  3.33 .577  2.00 0.000  

第三類組 3.33 .900  4.80 .561  3.87 .743  3.47 .915  2.80 1.146  

總計 3.24 .955  4.62 .861  3.78 .854  3.36 .798  2.53 .971  

馬來西亞 第一類組 3.37 .940 .807 4.75 .656 .864 3.66 .892 4.962** 

(第二類

組>第一

類組) 

3.36 .954 2.492 2.45 .858 .170 

第二類組 3.36 .967 4.74 .545 4.00 .876 3.65 .993 2.47 .900 

第三類組 3.25 .945 4.66 .756 3.85 .819 3.47 .979 2.41 .886 

總計 3.34 .944 4.72 .674 3.76 .877 3.42 .969 2.44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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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線上活動閱讀頻率情形(二) 

 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 網路新聞 網路雜誌 網路小說 網路漫畫 

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印尼 第一類組 3.63 1.076 .858 4.00 1.000 3.972* 

(第三類組 

>特輔班) 

3.05 1.154 .638 2.95 1.176 1.989 2.95 1.280 .668 

第二類組 3.10 .876 3.80 .919 2.90 .994 2.90 .876 3.40 1.350 

第三類組 3.22 1.302 4.67 .707 2.67 .866 2.44 .726 3.11 1.054 

特輔班 3.31 1.250 3.20 1.373 2.69 .873 3.50 1.095 3.40 1.183 

總計 3.44 1.118 3.89 1.113 2.91 1.042 3.00 1.103 3.12 1.238 

緬甸 第一類組 2.82 .819 .813 3.33 1.093 2.282 2.77 .898 2.444 2.83 .986 .032 2.43 .817 4.144* 

(第二類

組> 

第一、三

類組) 

第二類組 3.22 .833  4.11 .782  3.44 1.130  2.89 1.054  3.22 .833 

第三類組 3.08 1.115  3.86 1.231  2.64 .745  2.79 .802  2.36 .633 

總計 
2.96 .903 

 
3.60 1.115 

 
2.85 .928 

 
2.83 .935 

 
2.55 .822 

香港 第一類組 
3.52 .987 

.626 
4.19 .943 

.216 
3.07 1.142 

2.870 
3.30 1.144 

3.089* 

(註 1) 
3.19 1.180 

2.515 

第二類組 3.79 1.228  4.26 1.046  2.68 1.108  3.05 1.433  3.68 1.416  

第三類組 3.51 1.006  4.28 .846  2.72 .958  2.87 1.112  3.52 1.242  

總計 3.54 1.012  4.22 .925  2.95 1.104  3.17 1.172  3.31 1.224  

澳門 第一類組 3.58 .769 .141 3.74 1.195 .883 2.47 .697 .943 2.68 .946 .956 2.89 .994 .049 

第二類組 3.33 .577  4.33 1.155  2.00 0.000  2.00 0.000  3.00 0.000  

第三類組 3.53 .743  4.14 .663  2.60 .737  2.80 .941  3.00 1.134  

總計 3.54 .730  3.94 1.013  2.49 .692  2.68 .915  2.95 .998  

馬來西亞 第一類組 3.39 .937 1.000 3.87 1.016 1.819 2.67 .970 .433 2.91 1.095 1.029 2.93 1.100 .509 

第二類組 3.45 .953  4.13 .932  2.66 .957  2.69 .916  3.08 1.076  

第三類組 3.52 .890  3.86 1.044  2.58 .881  2.87 1.066  2.93 1.068  

總計 3.44 .926  3.90 1.016  2.65 .943  2.87 1.067  2.95 1.087  

*p<.05，**p<.01   註 1:事後比較各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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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各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印尼第一類

組學生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上與特輔班學生有顯著差異；馬來西亞第二類組學生在使

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上與第一類組學生有顯著差異；印尼第三類組學生在閱讀網路

新聞上與特輔班有顯著差異；緬甸第二類組學生在閱讀網路漫畫上與第一、第三類組

學生有顯著差異，詳見 

表 4-37。 

經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在各類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上，只有閱讀網路

社群資訊，組別與國籍達到顯著交互作用效果（表 4-38），顯示不同組別在閱讀網路

社群資訊上有顯著差異，不同國籍亦在閱讀社群資訊上有顯著差異。 

表 4-38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在線上活動閱讀頻率的差異情形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電子郵件 組別 3.060 3 1.020 1.102 

國籍 4.416 4 1.104 1.193 

組別*國籍 7.651 8 .956 1.033 

社群網站資訊 組別 5.087 3 1.696 2.730* 

國籍 20.542 4 5.135 8.269*** 

組別*國籍 14.211 8 1.776 2.860**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

科全書 

組別 7.982 3 2.661 3.243* 

國籍 5.157 4 1.289 1.571 

組別*國籍 1.268 8 .159 .193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

搜尋網路資訊 

組別 3.660 3 1.220 1.307 

國籍 5.862 4 1.466 1.570 

組別*國籍 5.157 8 .645 .690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

或論壇 

組別 3.355 3 1.118 1.244 

國籍 13.389 4 3.347 3.724** 

組別*國籍 8.227 8 1.028 1.144 

利用網路搜尋實用

訊息 

組別 .019 3 .006 .007 

國籍 10.362 4 2.591 2.821* 

組別*國籍 6.532 8 .817 .889 

閱讀網路新聞 組別 15.686 3 5.229 5.226** 

國籍 11.080 4 2.770 2.769* 

組別*國籍 10.627 8 1.328 1.328 

閱讀網路雜誌 組別 2.442 3 .814 .842 

國籍 9.186 4 2.297 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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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組別*國籍 9.323 8 1.165 1.205 

閱讀網路小說 組別 8.036 3 2.679 2.289 

國籍 8.869 4 2.217 1.894 

組別*國籍 8.179 8 1.022 .874 

閱讀網路漫畫 組別 6.656 3 2.219 1.774 

國籍 28.192 4 7.048 5.637*** 

組別*國籍 7.107 8 .888 .710 

*p<.05，**p<.01，***p<.001 

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由表 4-39 得知，第一類組中，緬甸學生與印尼、

香港、馬來西亞學生之間閱讀社群網站資訊情況有顯著差異；第二類組中，馬來西亞

學生與印尼學生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上有顯著差異。 

表 4-39 閱讀網路社群資訊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表 

單純主要效果內容 SS df MS F 值 事後比較 

國籍 

印尼 14.956 3 4.985 4.266** 印尼*第一類組>印尼*特輔班 

組別 

第一類組 20.575 4 5.144 8.498*** 第一類組*印尼>第一類組*緬甸 

第一類組*香港>第一類組*緬甸 

第一類組*馬來西亞>第一類組*

緬甸 

第二類組 10.481 4 2.620 4.176** 第二類組*馬來西亞>第二類組*

印尼 

**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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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互動差異分析 

針對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的差異情形，就平均數來看，除了印尼，

各國第一類組學生的閱讀互動平均數都比較高（表 4-40），其中香港第一類組學生與

第二類組學生平均數相同。 

表 4-40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閱讀互動情形 

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印尼 第一類組 3.14 .639 

第二類組 2.69 .652 

第三類組 3.24 .474 

特輔班 2.85 .651 

總計 3.03 .642 

緬甸 第一類組 3.35 .699 

第二類組 3.71 .544 

第三類組 3.26 .964 

總計 3.39 .759 

香港 第一類組 2.81 .755 

第二類組 2.81 1.032 

第三類組 2.67 .891 

總計 2.77 .814 

澳門 第一類組 3.09 .677 

第二類組 2.52 .412 

第三類組 2.83 .749 

總計 2.94 .699 

馬來西亞 第一類組 3.26 .644 

第二類組 3.09 .742 

第三類組 3.12 .777 

總計 3.20 .699 

總計 第一類組 3.13 .708 

第二類組 3.03 .809 

第三類組 3.01 .827 

特輔班 2.85 .651 

總計 3.08 .753 

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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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上沒有顯著差異（表 4-41）。就國家來說，只有馬來西亞不同類組學生之間有顯著

差異，但事後比較各類組並沒有顯著不同（表 4-42）。 

表 4-41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差異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值 

組間 3.463 3 1.154 2.041 

組內 507.367 897 .566  

總計 510.829 900   

表 4-42 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差異分析 

國籍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事後比較 

(Scheffe法) 

印尼 組間 2.583 3 .861 2.193  

組內 27.480 70 .393   

總計 30.063 73    

緬甸 組間 1.237 2 .619 1.077  

組內 28.155 49 .575   

總計 29.392 51    

香港 組間 .803 2 .401 .603  

組內 149.760 225 .666   

總計 150.563 227    

澳門 組間 1.135 2 .567 1.173  

組內 16.439 34 .483   

總計 17.573 36    

馬來西亞 組間 2.937 2 1.468 3.030*  

組內 245.692 507 .485   

總計 248.628 509    

*p<.05 

另外，經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組別主要效果未達顯著差異，組別與

國籍也沒有達到顯著交互作用效果（表 4-43）。可知各國情況差不多，各類組在閱讀

互動方面雖然有所不同，但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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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的差異情形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閱讀互動 組別 1.978 3 .659 1.248 

 國籍 20.530 4 5.133 9.716*** 

 組別*國籍 4.189 8 .524 .991 

***p<.001 

以上從四個方面即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探討不同

組別學生的閱讀行為。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不同組別的學生在課外閱讀時間、閱讀

互動上沒有顯著差異，而閱讀材料方面，不同組別學生只在閱讀漫畫書及報紙上有顯

著差異；線上活動方面，不同組別學生只在閱讀網路社群資訊、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

全書、網路新聞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閱讀策略差異分析 

關於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的差異情形，從平均數來看，除了

印尼與緬甸，香港、澳門與馬來西亞第三類組學生在閱讀策略上都略高於其他類組；

印尼特輔班學生閱讀策略的使用高於其他類組；緬甸第二類組學生閱讀策略的使用平

均數較高（表 4-44）。 

表 4-44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閱讀策略情形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印尼 第一類組 3.01 .850 3.05 .790 

第二類組 2.98 .571 3.03 .452 

第三類組 2.91 .669 3.03 .972 

特輔班 3.04 .824 3.10 .654 

總計 3.00 .777 3.05 .738 

緬甸 第一類組 3.14 .674 3.13 .772 

第二類組 3.40 .507 3.14 .581 

第三類組 2.70 .780 2.84 .963 

總計 3.07 .710 3.05 .796 

香港 第一類組 2.78 .839 2.89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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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二類組 2.80 .735 2.82 .790 

第三類組 2.96 .708 3.09 .696 

總計 2.83 .800 2.94 .842 

澳門 第一類組 2.90 .622 2.86 .464 

第二類組 2.25 .707 2.52 .694 

第三類組 2.93 .627 2.94 .807 

總計 2.88 .628 2.86 .632 

馬來西亞 第一類組 2.97 .703 2.99 .691 

第二類組 2.93 .588 3.10 .679 

第三類組 3.02 .721 3.14 .754 

總計 2.98 .694 3.05 .710 

總計 第一類組 2.92 .755 2.97 .758 

第二類組 2.94 .625 3.02 .677 

第三類組 2.98 .712 3.10 .763 

特輔班 3.04 .824 3.10 .654 

總計 2.94 .730 3.01 .751 

進一步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

略上沒有顯著差異（表 4-45）。研究假設 1-3-3：不同組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

略使用上有差異，不成立。 

表 4-45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閱讀策略差異分析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認知策略 組間 .607 3 .202 .379 

組內 474.339 888 .534  

總計 474.946 891   

後设認知策略 組間 2.730 3 .910 1.619 

組內 502.013 893 .562  

總計 504.742 896   

就國家來看，根據表 4-46 所示，只有緬甸不同類組學生之間在認知策略使用上有

顯著差異，但事後比較各類組學生之間並沒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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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青年閱讀策略差異分析 

國籍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值 事後比較 

印尼 認知策略 組間 .100 3 .033 .053  

組內 40.948 65 .630   

總計 41.049 68    

後设認知策略 組間 .045 3 .015 .026  

組內 38.677 68 .569   

總計 38.722 71    

緬甸 認知策略 組間 3.067 2 1.534 3.314*  

組內 22.673 49 .463   

總計 25.741 51    

後设認知策略 組間 .891 2 .445 .694  

組內 31.457 49 .642   

總計 32.348 51    

香港 認知策略 組間 1.464 2 .732 1.146  

組內 144.299 226 .638   

總計 145.763 228    

後设認知策略 組間 2.083 2 1.041 1.475  

組內 158.849 225 .706   

總計 160.932 227    

澳門 認知策略 組間 .844 2 .422 1.074  

組內 12.187 31 .393   

總計 13.031 33    

後设認知策略 組間 .430 2 .215 .525  

組內 13.941 34 .410   

總計 14.371 36    

馬來西

亞 

認知策略 組間 .427 2 .213 .442  

組內 243.957 505 .483   

總計 244.384 507    

後设認知策略 組間 2.300 2 1.150 2.295  

組內 253.058 505 .501   

總計 255.358 50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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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獨立樣本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無論認知策略或後設認知策略，組別與國籍

都未達到顯著交互作用效果（表 4-47），表示組別與國籍不會交互影響華僑青年閱讀

策略的使用情況。 

表 4-47 不同組別與國籍的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上的差異情形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認知策略 組別 .349 3 .116 .220 

 國籍 3.104 4 .776 1.465 

 組別*國籍 5.393 8 .674 1.273 

後設認知策略 組別 .260 3 .087 .154 

 國籍 3.154 4 .788 1.400 

 組別*國籍 3.027 8 .378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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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閱讀推廣對各國華僑青年閱讀投入之影響 

根據文獻探討，環境因素如學校閱讀推廣對學生閱讀投入有影響。本部分主要就

華僑學生在居住地求學時的學校推廣情形對他們的閱讀投入之影響做分析。 

(一)學校閱讀推廣情形 

各國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情況，介於「普通」與「符合」之間。其中澳門

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平均數最低(3.12)；香港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平均數

則最高(3.32)，其次是緬甸(3.26)。從緬甸學生反映的結果，可知老師在閱讀推廣上扮

演積極的角色；而香港學生反映的結果，顯示學校重視閱讀的推廣。印尼與馬來西亞

的情況差不多，平均數分別為 3.19 與 3.18。有關學校閱讀推廣情形敘述統計如表 

4-48。 

表 4-48 學校閱讀推廣情形敘述統計 

國籍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總計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老師會鼓勵我多閱讀 3.25 .988 4.11 .776 3.68 .930 3.57 .835 3.58 .937 3.61 .940 

老師會以書本作為我

表現優秀的獎勵品 

3.01 .923 3.40 1.080 2.63 1.088 2.68 1.203 2.82 1.039 2.82 1.065 

老師會和同學一起共

讀，並和我們分享心得 

3.16 .973 3.36 .942 3.03 1.056 2.70 .968 2.85 1.020 2.95 1.028 

老師會鼓勵同學常到

圖書館 

3.21 1.082 4.00 .961 3.42 1.019 3.35 .949 3.33 .985 3.39 1.010 

老師在班上設置有圖

書櫃 

3.12 1.039 2.42 1.117 3.02 1.286 3.08 1.256 2.70 1.205 2.82 1.224 

學校有安排閱讀課程 3.31 1.026 2.75 1.239 3.62 1.127 3.00 1.155 3.22 1.205 3.29 1.191 

學校會辦理閱讀專題

講座、書展或其他閱讀

推廣活動 

3.24 .956 2.77 1.137 3.82 1.040 3.49 1.017 3.78 1.048 3.68 1.076 

總計 3.19 0.670 3.26 0.766 3.32 0.755 3.12 0.689 3.18 0.747 3.22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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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之影響 

就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動機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為0.203及0.342，皆達0.01顯著

水準，顯示華僑青年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和內在閱讀動機、外在閱讀動機有顯著正

相關（表 4-49），但只有低度相關，其中學校閱讀推廣與外在閱讀動機的相關程度比

較高，顯示學校閱讀推廣對於華僑青年的外在閱讀動機有一定的影響。研究假設2-1-1：

學校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有影響，獲得支持。 

表 4-49 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動機相關分析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學校閱讀推廣 .203** .342** 

         **p<0.01 

以國家來看，各國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內在閱讀動機、外在閱讀動機有

顯著正相關，其中印尼及澳門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內在閱讀動機、外在閱讀

動機達中度相關；緬甸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內在閱讀動機、外在閱讀動機相

關程度，分別為中度相關(0.424)及低度相關(0.337)。香港及馬來西亞的情況相似，學

校閱讀推廣與內在閱讀動機、外在閱讀動機只有低度相關，詳見表 4-50。 

表 4-50 各國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動機相關分析 

國籍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印尼 學校閱讀推廣 .497
**

 .640** 

緬甸 學校閱讀推廣 .424
**

 .337* 

香港 學校閱讀推廣 .194
**

 .361** 

澳門 學校閱讀推廣 .463
**

 .561** 

馬來西亞 學校閱讀推廣 .142
**

 .328**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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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行為之影響 

1.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之影響 

針對學校閱讀推廣與各國華僑學生課外閱讀時間的關聯，根據表 4-51 所示，亞洲

華僑青年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課外閱讀時間沒有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為 0.026，

p>0.05。 

表 4-51 學校閱讀推廣與亞洲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相關分析 

 課外閱讀時間 

學校推廣平均 .026 

從國家來看，如表 4-52 所示，各國華僑青年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課外閱讀時

間沒有顯著相關，顯示學校閱讀推廣與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的多寡沒有關聯。 

表 4-52 學校閱讀推廣與各國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相關分析 

國籍 課外閱讀時間 

印尼 學校推廣平均 0.144 

緬甸 學校推廣平均 -0.003 

香港 學校推廣平均 0.125 

澳門 學校推廣平均 0.207 

馬來西亞 學校推廣平均 -0.04 

2.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之影響 

就學校閱讀推廣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為0.099，達0.01顯著

水準，表示華僑青年在居住地求學時學校閱讀推廣和閱讀材料有顯著正相關（表 4-53），

但只有微弱相關，顯示學校閱讀推廣對華僑學生閱讀的偏好及頻率影響極小。 

表 4-53 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材料頻率之相關分析 

 閱讀材料頻率 

學校閱讀推廣 .099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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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個別閱讀材料而言，學校閱讀推廣與雜誌、報紙閱讀有低度顯著相關，與非小

說類書籍閱讀有微弱相關，詳見表 4-54。可知，學校閱讀推廣對學生閱讀各類材料的

偏好與頻率影響較小。 

表 4-54 學校閱讀推廣與各類閱讀材料之相關分析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學校閱讀推廣 .154
**

 -.044 .048 .075
*
 .135

**
 

*p<.05，**p<. 0.01 

從國家來看，根據表 4-55所示，印尼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只與非小說類書籍

閱讀有顯著相關，但卻只有低度相關。緬甸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只與雜誌閱讀有

顯著相關。 

香港的情況，學校閱讀推廣與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有低度相關，達顯著水

準。澳門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各類閱讀材料沒有顯著相關。馬來西亞學生反映

的學校閱讀推廣則與雜誌、報紙達顯著正相關，而與漫畫書閱讀達顯著負相關。 

表 4-55 各國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材料相關分析 

國籍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印尼 學校閱讀推廣 .090 .019 .203 .240* -.109 

緬甸 學校閱讀推廣 .294* -.124 -.040 .045 .242 

香港 學校閱讀推廣 .084 .001 .141* .196** .086 

澳門 學校閱讀推廣 -.064 .091 .190 .154 .169 

馬來西亞 學校閱讀推廣 .187** -.091* -.023 -.017 .178**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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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校閱讀推廣對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之影響 

就學校閱讀推廣與線上閱讀頻率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為0.155，達0.01顯著水準，

顯示華僑青年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和線上閱讀活動有顯著正相關（表 4- 56），但只有

低度相關。 

表 4- 56 學校閱讀推廣與線上閱讀頻率相關分析 

 線上閱讀頻率 

學校閱讀推廣 .155
**

 

**p<. 0.01 

就個別線上活動而言，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

網路雜誌、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利用網路搜尋實用

訊息有低度或微弱相關，達顯著水準，詳見表 4-57。可知，學校閱讀推廣對華僑學生

進行線上閱讀的偏好與頻率影響不大。 

表 4-57 學校閱讀推廣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之相關分析 

  

閱讀

電子

郵件 

閱讀社

群網站

資訊 

閱讀

網路

新聞 

使用線上

字典或百

科全書 

為學習特

定主題而

搜尋網路

資訊 

參加網路

小組討論

或論壇 

利用網路

搜尋實用

訊息 

閱讀

網路

雜誌 

閱讀

網路

小說 

閱讀網

路漫畫 

學校閱

讀推廣 
.138

**
 .123

**
 .135

**
 .100

**
 0.06 .083

*
 .107

**
 .140

**
 0.026 -0.052 

*p<.05，**p<. 0.01 

從國家來看，根據表 4-58所示，印尼、香港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只與閱讀網

路社群資訊有顯著相關，但卻只有低度相關。緬甸、澳門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

各類線上閱讀沒有顯著相關。 

馬來西亞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則與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

網路雜誌達顯著正相關，而與漫畫書閱讀達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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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8 各國學校閱讀推廣與線上閱讀活動相關分析 

國籍 

 

閱讀電

子郵件 

閱讀社

群網站

資訊 

閱讀網

路新聞 

使用線

上字典

或百科

全書 

為學習

特定主

題而搜

尋網路

資訊 

參加網

路小組

討論或

論壇 

利用網

路搜尋

實用訊

息 

閱讀網

路雜誌 

閱讀

網路

小說 

閱讀網

路漫畫 

印尼 學校閱讀

推廣 

.109 .299** .206 .187 .011 .115 .223 .122 .209 .148 

緬甸 學校閱讀

推廣 

.134 -.030 .058 -.018 -.001 -.027 .206 .172 -.014 -.028 

香港 學校閱讀

推廣 

.104 .151* .078 .126 .028 .112 .128 -.015 .047 -.009 

澳門 學校閱讀

推廣 

.315 -.026 .022 .087 .287 .208 .045 .153 .235 .073 

馬來

西亞 

學校閱讀

推廣 

.143** .129** .152** .079 .077 .048 .073 .207** -.034 -.131** 

*p<.05，**p<. 0.01 

4.閱讀互動 

就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互動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為.250，達.01顯著水準，顯示

華僑青年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和閱讀互動有顯著正相關（表 4-59），但只有低度相關。 

表 4-59 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互動相關分析 

 閱讀互動 

學校閱讀推廣 .250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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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來看，各國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互動有顯著正相關，其中緬

甸及澳門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互動達中度相關；緬甸、香港及馬來西亞的情況相似，

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互動只有低度相關，詳見表 4-60。 

表 4-60 各國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互動相關分析 

國籍 閱讀互動 

印尼 學校閱讀推廣 .317** 

緬甸 學校閱讀推廣 .517** 

香港 學校閱讀推廣 .138* 

澳門 學校閱讀推廣 .447** 

馬來西亞 學校閱讀推廣 .306** 

           *p<.05，**p<. 0.01 

以上從四個方面即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探討學校

閱讀推廣對華僑學生閱讀行為的影響。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學校閱讀推廣對華僑學

生的課外閱讀時間沒有顯著影響；而與華僑學生的各類材料閱讀頻率、線上活動閱讀

頻率分別呈顯著微弱相關、低度相關，但個別國家學生反映的情況有所不同。另外，

學校閱讀推廣也與華僑青年的閱讀互動有顯著相關。 

(四) 學校閱讀推廣對華僑青年閱讀策略使用之影響 

就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策略之相關而言，相關係數為0.272及0.263，皆達0.01顯著

水準，顯示華僑青年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和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有顯著正相關

（表 4-61），但只有低度相關。換言之，學校閱讀推廣對於華僑青年使用各類閱讀策

略是有一些影響的。研究假設2-1-3：學校推廣對華僑青年的閱讀策略使用有影響，獲

得支持。 

表 4-61 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策略相關分析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學校閱讀推廣 .272
**

 .263
**

 

      **p<0.01 



119 

 

 

就個別國家來看，除了緬甸，各國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認知策略、後設

認知策略有顯著正相關，其中印尼及澳門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認知策略、後設

認知策略達中度相關；緬甸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認知策略有低度相關、與後設

認知策略則沒有顯著相關。香港及馬來西亞的情況相似，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

認知策略、後設認知策略只有低度相關，詳見表 4-62。 

表 4-62 各國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策略相關分析 

國籍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印尼 學校閱讀推廣 .473** .407** 

緬甸 學校閱讀推廣 .350* .190 

香港 學校閱讀推廣 .216** .256** 

澳門 學校閱讀推廣 .556** .540** 

馬來西亞 學校閱讀推廣 .267** .252**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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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和閱讀策略的關聯 

根據閱讀投入理論，閱讀動機影響閱讀行為，有內在閱讀動機的學生會積極閱讀

各類書籍、享受閱讀；而投入於閱讀的學生會使用各種閱讀策略。由此可知，閱讀動

機、閱讀行為與閱讀策略之間關係密切。基於此，本節將就問卷結果來對亞洲華僑青

年閱讀動機、閱讀行為及閱讀策略之關聯進行分析。 

一、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的關聯 

本研究之閱讀行為調查包括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及閱讀互動

四個方面。以下就閱讀動機與這四個方面的關聯進行分析。 

（一）閱讀動機課外閱讀時間的關聯 

針對閱讀動機與亞洲華僑學生課外閱讀時間的關聯，如表 4-63 所示，無論內在閱

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都與華僑青年課外閱讀時間有顯著相關。其中，內在閱讀

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達中度顯著相關，顯示內在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關聯較大。 

表 4-63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關聯分析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課外閱讀時間 .434
**

 .112
**

 

**p<.01 

以國家來看，各國學生的情況有所不同。印尼、緬甸學生的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

時間沒有顯著相關；而澳門、馬來西亞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有顯著相

關；香港學生無論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都與課外閱讀時間有顯著關聯，詳

見表 4-64。 

表 4-64 各國華僑青年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關聯分析 

國籍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印尼 課外閱讀時間 .165 .064 

緬甸 課外閱讀時間 .220 .097 

香港 課外閱讀時間 .544
**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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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內在閱讀動機 外在閱讀動機 

澳門 課外閱讀時間 .529
**

 -.020 

馬來西亞 課外閱讀時間 .427
**

 .063 

**p<.01 

（二）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的關聯 

針對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之相關，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

相關係數為0.352；外在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相關係數則為0.117，兩者皆達

0.01顯著水準，顯示華僑青年閱讀動機和閱讀材料有顯著正相關（表 4-65），但只有

低度相關。 

表 4-65 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相關分析 

 閱讀頻率 

內在閱讀動機 .352
**

 

外在閱讀動機 .117
**

 

                     **p<. 0.01 

就個別閱讀材料而言，華僑青年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閱讀材料皆達顯著相關，其

中與閱讀雜誌、漫畫書、非小說類書籍、報紙有低度相關；與閱讀小說、故事有中度

相關，詳見表 4-66。外在閱讀動機方面，與閱讀小說、故事、報紙有低度相關；與閱

讀雜誌、非小說類書籍有微弱相關；與閱讀漫畫書則無顯著相關。可知，相較於外在

閱讀動機，內在閱讀動機與學生閱讀各類材料的偏好及頻率有較大關聯。 

表 4-66 閱讀動機與各類閱讀材料之相關分析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內在閱讀動機 .124
**

 .169
**

 .435
**

 .321
**

 .126
**

 

外在閱讀動機 .078
*
 -.026 .102

**
 .096

**
 .104

**
 

*p<.0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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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來看，根據表 4-67 所示，印尼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只與閱讀雜誌、小說、故

事有顯著低度相關，顯示內在閱讀動機越高，他們越常閱讀雜誌、小說、故事；外在

閱讀動機則與各類閱讀材料無顯著相關。 

緬甸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只與閱讀雜誌、非小說類書籍有顯著相關，表示內在閱讀

動機越高，他們越常閱讀雜誌、非小說類書籍；外在閱讀動機則與各類閱讀材料無顯

著相關。 

除了雜誌，香港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漫畫書、報紙有低度相關；與閱讀小說、

故事、非小說類書籍有中度相關，且皆達顯著水準，顯示內在閱讀動機愈高，香港學

生更常進行這些材料的閱讀；外在閱讀動機則與閱讀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報

紙有顯著相關，但相關程度較低。 

澳門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只與閱讀小說、故事有顯著相關，表示澳門學生會閱讀小

說、故事受內在興趣影響；澳門學生外在閱讀動機與各類閱讀材料皆無顯著相關，顯

示外在閱讀動機對他們閱讀各類材料的頻率沒有影響。 

除了報紙，馬來西亞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其他四類閱讀材料皆達顯著正相關，其

中與閱讀雜誌、漫畫書、非小說類書籍有低度相關，而與閱讀小說、故事有中度相關，

顯示馬來西亞學生閱讀這些材料與其內在動機有關聯。外在閱讀動機方面，只有與閱

讀雜誌、報紙有顯著正相關。 

整體而言，各國學生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可發現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

率有較大的關聯。 

表 4-67 不同國籍學生閱讀動機與各類閱讀材料相關分析 

國籍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印尼 內在閱讀動機 .269
*
 .233 .277

*
 .230 -.158 

外在閱讀動機 .129 .122 .110 .051 -.022 

緬甸 內在閱讀動機 .313
*
 .198 .202 .343

*
 .085 

外在閱讀動機 .108 -.062 .174 .096 .002 

香港 內在閱讀動機 .096 .225
**

 .514
**

 .407
**

 .239
**

 

外在閱讀動機 .076 .026 .241
**

 .278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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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報紙 

澳門 內在閱讀動機 -.160 .196 .443
**

 .290 .096 

外在閱讀動機 -.012 -.158 -.099 -.013 .094 

馬來西亞 內在閱讀動機 .112
*
 .130

**
 .424

**
 .284

**
 .078 

外在閱讀動機 .098
*
 -.030 .057 .039 .130

**
 

   *p<.05，**p<. 0.01 

（三）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活動的關聯 

針對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頻率之相關，內在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頻率相關係數為

0.274；外在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頻率相關係數則為0.071，兩者皆達0.01顯著水準，顯

示華僑青年閱讀動機和線上閱讀活動有顯著正相關(表 4-68)，但分別只有低度和微弱

相關。 

表 4-68 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頻率相關分析 

 線上閱讀頻率 

內在閱讀動機 .274** 

外在閱讀動機 .071* 

                      *p<.05，**p<. 0.01 

就個別線上閱讀活動而言，華僑青年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皆達顯著

正相關，但只有低度或微弱相關，詳見表 4-69。外在閱讀動機方面，則與閱讀社群網

站資訊、網路新聞、網路雜誌有顯著低度相關。 

表 4-69 閱讀動機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之相關分析 

 

閱讀電

子郵件 

閱讀社

群網站

資訊 

閱讀網

路新聞 

使用線上

字典或百

科全書 

為學習特

定主題而

搜尋網路

資訊 

參加網路

小組討論

或論壇 

利用網

路搜尋

實用訊

息 

閱讀網

路雜誌 

閱讀網

路小說 

閱讀網

路漫畫 

內在閱

讀動機 
.098

**
 .087

**
 .141

**
 .205

**
 .191

**
 .141

**
 .169

**
 .088

**
 .276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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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電

子郵件 

閱讀社

群網站

資訊 

閱讀網

路新聞 

使用線上

字典或百

科全書 

為學習特

定主題而

搜尋網路

資訊 

參加網路

小組討論

或論壇 

利用網

路搜尋

實用訊

息 

閱讀網

路雜誌 

閱讀網

路小說 

閱讀網

路漫畫 

外在閱

讀動機 
.042 .075

*
 .066

*
 .059 .050 -.002 .035 .066

*
 .047 -.050 

*p<.05，**p<. 0.01 

與外在閱讀動機相比，可發現內在閱讀動機與華僑青年進行線上閱讀的偏好與頻

率有較大的關聯。換言之，華僑青年大多會在內在閱讀動機驅使下進行相關線上閱讀

活動。 

從國家來看，根據表 4-70所示，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同。整體而言，內在閱讀動

機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有較大的相關性。印尼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網路新聞、網

路雜誌、網路漫畫、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有顯著正相關；

外在閱讀動機與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網路雜誌、網路小說、網路漫畫、利

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有顯著正相關。 

緬甸學生無論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都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無顯著正

相關，其中內在閱讀動機只與閱讀社群網站資訊呈顯著負相關。這些結果顯示緬甸學

生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活動沒有太大關聯。 

除了閱讀網路雜誌，香港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其他各類線上閱讀活動都有顯著正

相關，但都只有低度相關，顯示內在閱讀動機與香港學生進行各類線上閱讀有關聯；

外在閱讀動機情況則相反，只有與閱讀電子郵件、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有顯著正

相關，表示香港學生外在閱讀動機只與這幾項線上閱讀有關。 

澳門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讀網路雜誌、網路小說、

網路漫畫有顯著正相關(低度及中度相關)，顯示內在閱讀動機與他們進行這些線上閱

讀的頻率有關聯；外在閱讀動機則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無顯著正相關，表示他們的線

上閱讀活動不受外在閱讀動機影響。 

馬來西亞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網路新聞、網路小說、網路漫畫、使用線上字

典或百科全書、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利用網

路搜尋實用訊息都有顯著正相關，顯示他們進行這些線上閱讀會與內在閱讀動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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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在閱讀動機則與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

訊、閱讀網路雜誌有顯著正相關。 

表 4-70 不同國籍學生閱讀動機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相關分析 

國籍 

閱讀

電子

郵件 

閱讀

社群

網站

資訊 

閱讀

網路

新聞 

使用

線上

字典

或百

科全

書 

為學

習特

定主

題而

搜尋

網路

資訊 

參加

網路

小組

討論

或論

壇 

利用

網路

搜尋

實用

訊息 

閱讀

網路

雜誌 

閱讀

網路

小說 

閱讀

網路

漫畫 

印尼 內在閱讀動機 .138 .220 .316
**

 .261
*
 .239 .100 .329

**
 .290

*
 .210 .313

**
 

外在閱讀動機 .099 .296
**

 .248
*
 .217 .052 -.028 .271

*
 .259

*
 .290

*
 .341

**
 

緬甸 內在閱讀動機 .018 -.353
*
 -.183 -.184 -.182 .087 .077 -.040 .043 -.011 

外在閱讀動機 .162 -.174 -.074 -.070 -.181 .213 .061 -.062 -.137 -.170 

香港 內在閱讀動機 .160
*
 .149

*
 .221

**
 .307

**
 .224

**
 .186

**
 .192

**
 .056 .295

**
 .192

**
 

外在閱讀動機 .178
**

 .081 .125 .172
**

 .060 .027 .019 .043 .127 .000 

澳門 內在閱讀動機 .296 -.050 .050 .125 .321 .345
*
 .309 .408

*
 .616

**
 .422

*
 

外在閱讀動機 .168 -.117 -.154 -.134 -.106 .048 .282 .121 .153 -.141 

馬來

西亞 

內在閱讀動機 .060 .069 .142
**

 .186
**

 .208
**

 .139
**

 .158
**

 .082 .282
**

 .140
**

 

外在閱讀動機 -.028 .105
*
 .123

**
 .044 .110

*
 .039 .048 .099

*
 .016 -.057 

*p<.0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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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之關聯 

就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之相關而言，無論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都與

閱讀互動有顯著正相關，其中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有中度相關(0.411)，外在閱讀

動機與閱讀互動有低度相關(0.395)，如表 4-71所示，顯示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

他們的閱讀互動有關聯。換言之，閱讀動機越高，閱讀互動也越積極。 

表 4-71 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相關分析 

 閱讀互動 

內在閱讀動機 .411** 

外在閱讀動機 .395** 

                          **p<0.01 

以國家來看，根據表 4-72 所示，各國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都有顯著正相關。

印尼、香港、馬來西亞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有低度相關；緬甸與澳門學生的

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則有中度相關。另外，印尼、香港、澳門學生外在閱讀動機

與閱讀互動有中度相關；而緬甸、馬來西亞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則有低度

相關。相較之下，馬來西亞學生的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之關聯是較弱的。 

整體而言，各國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的關聯有兩種情況：一類是內在閱讀動

機與閱讀互動關聯較大，如緬甸、澳門、馬來西亞學生的情況；另一類是外在閱讀動

機與閱讀互動關聯較大，如印尼、香港學生的情況。 

表 4-72 不同國籍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相關分析 

國籍  閱讀互動 

印尼 內在閱讀動機 .382** 

外在閱讀動機 .458** 

緬甸 內在閱讀動機 .611** 

外在閱讀動機 .389** 

香港 內在閱讀動機 .391** 

外在閱讀動機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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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  閱讀互動 

澳門 內在閱讀動機 .574** 

外在閱讀動機 .552** 

馬來西亞 內在閱讀動機 .393** 

外在閱讀動機 .293** 

                  **p<. 0.01 

從以上華僑青年閱讀動機與四個方面的閱讀行為（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與頻

率、線上閱讀活動與頻率、閱讀互動）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可發現閱讀動機與閱讀行

為有顯著關聯，研究假設 3：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有關聯，獲得支持。 

二、 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之關聯 

就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之相關而言，無論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都與

閱讀策略有顯著正相關（表 4-73），但只有中度相關，顯示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他

們閱讀策略的使用有關聯。研究假設4：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有關聯，

獲得支持。 

表 4-73 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相關分析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內在閱讀動機 .480** .445** 

外在閱讀動機 .437** .421** 

**p<. 0.01 

而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使用都有顯著正相關。就個別國家來看，

印尼、緬甸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有較大關聯。

香港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認知策略關聯較大；但內在閱讀動機與後設認知策略關聯卻

較低。澳門學生的情況則相反，澳門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與認知策略關聯較低；內在閱

讀動機與後設認知策略關聯較高。 

與其他國家學生相比，馬來西亞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的關聯較弱，其中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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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的關聯較高，詳見表 4-74。 

整體而言，雖然相關程度沒有很高，但還是可以說明，閱讀動機越高，閱讀策略

的使用也越多。 

表 4-74 不同國籍學生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相關分析 

國籍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印尼 內在閱讀動機 .633** .516** 

外在閱讀動機 .512** .490** 

緬甸 內在閱讀動機 .520** .561** 

外在閱讀動機 .304* .407** 

香港 內在閱讀動機 .522** .499** 

外在閱讀動機 .504** .526** 

澳門 內在閱讀動機 .560** .630** 

外在閱讀動機 .599** .576** 

馬來西亞 內在閱讀動機 .437** .386** 

外在閱讀動機 .367** .328** 

*p<.05，**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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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一、 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一) 亞洲各國華僑青年閱讀動機情況 

整體來看，亞洲華僑青年的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比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高，顯示

他們較多是基於內在興趣而自動自發地去閱讀。各國學生的情況有些不同，緬甸學生

無論是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都是最高的，顯示他們的閱讀動機表現

良好。與其他國家相比，澳門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平均數最低，看來他們的內在閱讀

興趣較弱；而香港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最低，可知他們較不會因外在因素而進

行閱讀，這與 Lau(2009)的研究發現相符合。 

另外，可發現各國華僑學生在內在閱讀動機上的相似之處：他們在自我效能上都

有正向的態度，認為自己能獨立閱讀。由此來看，他們對於自己的閱讀能力是有信心

的，這可能是受各地方教育的影響，如 Ho(2009)就認為港澳學生具有正向的自我效能，

可能與這兩個後殖民社會吸收一些西方風格的教育有關。而各國學生尤其是馬來西亞

學生則有這樣的情況：他們較不會挑戰內容艱難的書，但卻會因一本書有趣而不在意

書是否難讀，表示當一本書能吸引他們時，內容的難度就不會是主要考量。港澳學生

的情況尤為相似，從「投入」這一分項來看，他們傾向於不喜歡對讀過的書籍表達看

法，即他們投入於閱讀中的表現不會是針對書籍內容表達看法。與其他國家學生不同

的是，緬甸學生表現出對閱讀重要性的重視，似乎對閱讀的重視最能引發他們閱讀。 

各國華僑青年於外在閱讀動機上也有共同點，即認為多閱讀可以改善成績，注重

認可，這可能與華人重視成就表現有關。但外在因素如老師的要求等較無法引發他們

閱讀，可能的情況是這些華僑學生都有自己的閱讀興趣，外力的限定反而引發不了他

們的興趣。 

(二) 亞洲各國華僑青年閱讀行為情況 

1.課外閱讀時間 

根據研究結果，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以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

較多，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華僑青年(38.6%)很少進行課外閱讀，這與 PISA 2009 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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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情況相近。課外閱讀時間越長，表示越能為樂趣而閱讀，由研究結果可知各國華

僑青年為樂趣閱讀的百分比不高，這可說是各國華僑青年面對的情況。其中以澳門學

生的情況最極端，有三分之二的澳門學生很少為樂趣而閱讀。 

本研究之結果與 PISA 2009 的研究結果有些不同，在 PISA 2009 的調查中，印尼、

香港、澳門有超過 80%的學生能為樂趣閱讀（PISA 2009 將一天閱讀少於 30 分鐘、一

天閱讀 30 分鐘至一個小時、一天閱讀一至二小時、一天閱讀超過二小時者都歸為「為

樂趣而閱讀」），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這三個國家或地區華僑青年為樂趣閱讀的百分

比分別只有 70.8%、66.5%、24.3%（合計「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及「超過

一個小時」的百分比），都低於 PISA 2009 的研究結果。PISA 評量的是 15 歲學生的

閱讀情況，而這些華僑青年年齡絕大部分都在 17 歲以上，那麼這是否也從一個側面顯

示年級越大，閱讀興趣越低，華僑青年為樂趣閱讀的情況比預想中還不理想。不過因

為本研究問卷選項為「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而非「不會為了樂趣而閱讀」，

所以與 PISA2009 的研究結果會有一些差異，此為須考量之處。 

另外，由研究結果可發現印尼、香港學生以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者的比

率較高，這似乎也顯示了他們日常有一定的閱讀時間。 

2.閱讀材料與閱讀頻率 

在閱讀各類材料的頻率方面，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偏好有些相近，印尼學生偏好

閱讀小說、故事、報紙；緬甸學生偏好閱讀報紙、小說、故事及雜誌；香港學生偏好

閱讀報紙、小說、故事及漫畫書；澳門學生偏好閱讀報紙及漫畫書；馬來西亞學生偏

好閱讀報紙、小說、故事。其中，香港學生閱讀材料較具多樣性，顯示他們能進行廣

泛多元的閱讀，這與張國祥、薛寶嫦、麥瑞琪（2010）的研究發現相符。而澳門學生

只有在報紙、漫畫的閱讀頻率比較高，對其他閱讀材料的興趣似乎不高，閱讀頻率偏

低。 

整體而言，各國華僑青年最常閱讀的是報紙，各國學生有超過三成至少一個月閱

讀數次，其次是小說、故事、漫畫書，而非小說類書籍是各國華僑青年較少閱讀的材

料。與 PISA 2009 研究結果略有不同的是：PISA 2009 指出雜誌和報紙是學生最常閱讀

的材料，而漫畫和小說則是學生較不常閱讀的材料(OECD, 2010c)。可發現雜誌不是這

些華僑青年愛看的閱讀材料，他們反而更常閱讀小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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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線上閱讀活動與閱讀頻率 

各國華僑青年在線上閱讀活動上情況相近，他們最常閱讀社群網站如 facebook 上

的資訊，其次是閱讀網路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由此看來，通過網路閱讀

獲得即時資訊如社群網站的資訊、網路新聞，已成為華僑青年的一種線上閱讀趨勢，

這與鄭美珍（2011）的研究結果相符。就各國學生情況而言，可發現香港學生在線上

閱讀活動上較具多樣性，大部分的線上活動都有三成以上學生至少一星期進行或閱讀

數次，其次是印尼學生。 

另外，可發現使用線上工具書也是他們常會進行的線上活動。而參加網路小組討

論或論壇、閱讀網路雜誌、網路小說、網路漫畫則是華僑青年最少或幾乎沒有的線上

閱讀偏好，可知雖然網路普及，但閱讀數位化文本如雜誌、小說、漫畫還沒有成為這

些華僑青年經常進行的線上閱讀活動。與閱讀紙本材料的情況相比，除了網路新聞閱

讀與報紙閱讀同樣是華僑青年常閱讀的項目，其他如小說、漫畫書、雜誌，華僑青年

還是偏好紙本閱讀。 

4.閱讀互動 

在閱讀互動方面，亞洲華僑青年的情況偏向「普通」。緬甸、馬來西亞學生的閱

讀互動平均數高於總平均數，顯示他們有較積極的閱讀互動；相較之下，印尼、香港、

澳門學生閱讀互動平均數低於總平均數，顯示他們的閱讀互動較不理想。而各國華僑

青年的閱讀互動也有相似之處，他們較常會與別人討論書籍內容。 

另外，各國華僑青年在線上閱讀互動方面如在網路媒體推薦書或分享閱讀心得等

較不積極。由此可知，雖然線上閱讀已成為一種趨勢，但這些華僑青年還是不習慣於

進行線上的閱讀互動。 

(三) 亞洲各國華僑青年閱讀策略使用情況 

至於閱讀策略使用情況，本研究發現，各國學生認知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使用的

平均值不高，偏向「不確定」，顯示他們並不經常使用各種閱讀策略，也有可能他們

平時閱讀並不注重策略的使用或是傾向於不自覺的使用。就國家而言，印尼、緬甸、

馬來西亞學生閱讀策略使用平均數較高，而香港、澳門學生閱讀策略使用平均數則低

於總平均數。在 PISA 2009 對學生使用理解與記憶策略、摘要策略的調查結果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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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門、印尼學生的使用情況也是低於 OECD 平均值。 

從各種認知閱讀策略來看，各國華僑青年較常使用的是精緻化策略，如他們常會

在閱讀時想像文章描繪的景象及聲音，顯示他們在閱讀時會連結個人經驗或知識。而

他們較少使用的是訊息處理策略，也許是因為他們在閱讀時沒有畫重點、做筆記的習

慣。在後設認知策略方面，各國華僑青年則較常使用控制策略如在閱讀時多思考不理

解的部分，可知他們會在閱讀過程中做自我監控。但是在計畫策略使用上則較不理想，

他們似乎不太會去設想閱讀的方法。 

二、 不同國籍之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之差異 

(一)不同國籍之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之差異 

不同國籍的華僑青年在內在閱讀動機和外在閱讀動機上都有顯著不同。內在閱讀

動機方面，緬甸學生的表現顯著高於印尼、澳門學生；馬來西亞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

於印尼學生。外在閱讀動機方面，印尼、馬來西亞學生的表現顯著高於香港學生；緬

甸學生的表現則顯著高於其他四個國家的華僑學生，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這些來僑先

部求學的緬甸華僑青年在閱讀上都是比較積極的。香港學生與緬甸學生可說是一個對

比，香港學生外在閱讀動機較弱，就如 Lau(2009)所提到的他們較注重個人，環境因素

對他們的影響沒那麼大；而緬甸學生外在閱讀動機較強，也許可以理解為外在誘因會

促使他們去閱讀。 

(二)不同國籍之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之差異 

在課外閱讀時間方面，不同國籍華僑青年之間有顯著差異，主要差異在於澳門與

香港學生之間，香港學生為樂趣閱讀的時間顯著高於澳門學生。可知與香港學生相比，

澳門學生明顯很少為了樂趣而閱讀。 

在各類材料閱讀頻率方面，研究結果顯示，除了漫畫書，不同國籍之華僑青年在

雜誌、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及報紙的閱讀頻率上有顯著差異。澳門學生在小說、

故事及非小說類書籍的閱讀頻率上顯著低於香港、馬來西亞學生；而馬來西亞學生在

閱報頻率上顯著高於印尼學生。 

不同國籍學生在線上閱讀頻率的差異情況則較複雜。就閱讀社群網站資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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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學生的閱讀頻率顯著低於香港、澳門及馬來西亞學生，而馬來西亞學生的閱讀頻

率顯著高於緬甸學生。就閱讀網路新聞、網路漫畫、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而言，

香港學生的閱讀／參與頻率顯著高於緬甸、馬來西亞學生。在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

書方面，香港學生比印尼學生更常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就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

息而言，香港、馬來西亞學生比緬甸學生更常利用網路搜尋使用訊息。就閱讀網路雜

誌及網路小說而言，香港學生的閱讀頻率顯著高於馬來西亞學生。概括而言，緬甸學

生似乎較不常進行各類線上閱讀，可能存在著數位落差；馬來西亞學生與香港學生的

線上閱讀情況也有明顯不同。香港學生在線上閱讀活動上比其他國家學生積極，也更

多元，這與張國祥、薛寶嫦、麥瑞琪（2010）所提到的情況相符。澳門學生與其他國

家在線上閱讀頻率上則無任何顯著差異，顯示與各國學生的線上閱讀差別不大。 

不同國籍之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有顯著差異，其中香港學生的閱讀互動平均數

顯著低於緬甸、馬來西亞學生，顯示香港學生較不習慣於進行閱讀互動。 

綜上所述，不同國籍的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如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

讀活動、閱讀互動上有所不同。 

(三) 不同國籍之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之差異 

不同國籍的華僑青年之間在使用閱讀策略上並沒有顯著的不同，顯示他們可能都

面對同樣的情況：不常使用各類閱讀策略，也有可能他們都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使用

閱讀策略。但黃麗菁（2011）的研究結果則顯示不同國籍的學生在閱讀策略上有顯著

差異，這可能是因為研究對象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結果。 

綜上所述，不同國籍之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有差異，這也與 PISA2009 研究

發現「各國學生的閱讀投入有差異」的情況相符。各國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有差異，

可能是因為不同的學習環境、學生課外閱讀的機會不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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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性別、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差異情況 

(一) 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之差異 

1. 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之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在閱讀動機上，無論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女生顯著

高於男生，顯示女生的閱讀動機比男生強。其中，馬來西亞的女生在內在閱讀動機與

外在閱讀動機上都顯著高於男生；緬甸、香港女生在外在閱讀動機上顯著高於男生。

這與詹麗萍（2008）、黃子恩（2010）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即女生在閱讀動機上表

現較男生佳。 

2. 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之差異 

首先就課外閱讀時間而言，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沒有顯著

差異，顯示亞洲華僑青年進行課外閱讀的時間不會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

PISA2009 的研究結果也提到一些國家性別與享受閱讀的時間關聯很小，由此可窺見一

斑。也許就這些華僑青年的情況來看，情況亦是如此。 

關於閱讀材料與閱讀頻率，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只有在漫畫書閱讀頻率有顯

著差異，男生顯著高於女生。除了澳門，各國男生在漫畫書閱讀頻率上都顯著高於女

生，表示只有在漫畫書閱讀上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而澳門的男生雖然在漫

畫書閱讀頻率上平均數高於女生，但沒有達到顯著差異，顯示他們在閱讀漫畫書上沒

有太大不同。 

不同性別的亞洲華僑青年在線上閱讀如「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讀網路新聞」、「閱讀網路漫畫」上有顯著差異，

都是男生顯著高於女生。其中，香港男生在「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讀網路漫畫」這三個項目閱讀頻率上都顯著高於

女生。另外，緬甸、馬來西亞男生也在閱讀網路漫畫上顯著高於女生。由此可知，無

論紙本還是線上，漫畫都是男生的偏好。 

至於閱讀互動方面，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主要差異在於香港女生的閱讀互動顯著高於男生。其他國家不同性別的華僑青年之間

則沒有顯著差異，顯示各國華僑青年的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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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上之差異 

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沒有顯著差異，顯示華僑青年在使用

閱讀策略上不會因為性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個別國家的情況也是如此。從平均數來

看，有的國家如印尼男生與女生在認知策略使用上平均數相同，有的國家如澳門女生

在閱讀策略使用上高於男生，有的國家如緬甸、香港與馬來西亞男生則在閱讀策略使

用上略高於女生，但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上述研究結果與 PISA 2009 的研究發現相

近，即性別的差異小(OECD, 2010c)；但與黃麗菁（2011）的研究發現有所不同，其研

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閱讀策略上有顯著差異，且女生優於男生。 

(二)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之差異 

1.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之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上沒有顯著差異，表示亞洲

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不會因為組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個別國家的情況亦是如此。雖

然從平均數來看組別之間有不同，但差異不顯著。 

2.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之差異 

首先就課外閱讀時間來看，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顯示

亞洲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上不會因為組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就組別來看，各國

華僑青年第一類組學生之間有顯著差異，主要差異在於印尼與澳門第一類組學生之間，

印尼第一類組學生較澳門第一類組學生更享受閱讀。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只有在報紙閱讀頻率上有顯著差異，主要差異為第三類

組學生與特輔班學生之間，特輔班學生主要是印尼僑生，他們的閱報率較低，顯示他

們較少閱讀報紙，而在漫畫書及小說、故事的閱讀率較高。就各國的情況來看，緬甸

第二類組學生在報紙閱讀上顯著高於其他兩個類組，第三類組學生在閱讀非小說類書

籍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學生。馬來西亞第二類組學生在漫畫書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三類

組學生，而在非小說類書籍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學生，顯示第二類組學生比其他

類組對這些材料有更大的閱讀興趣。不論由平均數還是進一步探討差異性，可發現各

國第一類組學生在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上都沒有比其他類組（自然組）高，正如李美月

（2002）在其研究中亦發現高中社會組在課外閱讀上未顯著優於自然組，情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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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線上活動閱讀頻率，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網路社群資訊上達到顯

著交互作用效果，顯示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網路社群資訊上會因為組別、國籍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經過事後比較發現，第一類組中，緬甸學生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上顯著

低於印尼、香港、馬來西亞學生；第二類組中，馬來西亞學生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上

顯著高於印尼學生；以國家來看，印尼第一類組學生在閱讀社群資訊上顯著高於特輔

班。由此可知，雖然不同組別之各國華僑學生都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但不同國家間、

不同組別之間還是有差異。 

另外，特輔班學生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顯著低於第一類組學生、在閱讀網路新聞

上顯著低於第三類組學生。由此似乎可看出特輔班學生較不習慣於透過線上閱讀獲得

即時資訊如新聞、社群網站資訊。馬來西亞第二類組學生則在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

書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學生；緬甸第二類組學生在閱讀網路漫畫上顯著高於第一、第

三類組學生。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上也沒有顯著差異，顯示華僑青年在閱讀互

動方面不會因組別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綜述以上的研究結果，不同組別之華僑青年在課外閱讀時間、閱讀互動上沒有顯

著差異，而閱讀材料方面，不同組別學生只在閱讀漫畫書及報紙上有顯著差異；線上

活動方面，不同組別學生只在閱讀網路社群資訊、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網路新

聞、網路漫畫等上有顯著差異。可知華僑青年的閱讀行為不太會因組別的差異而有所

不同。 

雖然不同組別的華僑青年在閱讀行為上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在對資料的分析中，

可發現第一類組，即所謂的文科組，並沒有想像中那樣更愛好閱讀。不過僑先部的分

組主要是為學生未來上大學而準備的，可能情況與一般的分科或許有所不同。 

3.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上之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策略上沒有顯著差異，顯示華僑

青年在閱讀策略使用上不會因為組別而有所不同。從平均數來看，香港、澳門與馬來

西亞第三類組學生、印尼特輔班學生、緬甸第二類組學生在閱讀策略使用上平均數較

高，各國情況不太相同，但組別之間並沒有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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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投入之影響 

（一）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之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各國華僑青年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閱讀動機有顯著正

關聯，顯示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受到其在居住地就讀之學校推廣的影響，其中學校閱

讀推廣對華僑青年外在閱讀動機的影響較大。可知，學校的閱讀推廣對華僑青年的閱

讀動機有積極意義。 

（二）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行為之影響 

首先就課外閱讀時間而言，各國學生為樂趣而閱讀的時間與學校閱讀推廣沒有關

聯。 

學校閱讀推廣與華僑青年的各類材料閱讀頻率只有顯著微弱相關。各國學生的情

況各不相同，學校閱讀推廣對印尼學生的非小說類書籍閱讀有影響；對緬甸學生的雜

誌閱讀有影響；對香港學生的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閱讀有影響。而學校閱讀推

廣則對澳門學生各類材料閱讀頻率沒有影響；馬來西亞學生在雜誌、報紙的閱讀頻率

上會受學校閱讀推廣影響，漫畫書閱讀則與學校閱讀推廣沒有正向關聯。這樣的差異

可能與各地學校閱讀推廣的實際情況有關。 

學校閱讀推廣亦與華僑青年的線上閱讀頻率有顯著正向關聯。各國學生的情況也

不相同，學校閱讀推廣與緬甸、澳門學生的線上閱讀頻率沒有顯著關聯，顯示他們進

行線上閱讀活動不受學校閱讀推廣影響；學校閱讀推廣對印尼、香港學生閱讀社群網

站資訊有影響。另外，學校閱讀推廣對馬來西亞學生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

網路新聞、網路雜誌有影響，而與閱讀網路漫畫呈顯著負相關。可發現馬來西亞學生

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漫畫、網路漫畫都呈負相關，顯示當學校閱讀推廣愈積

極，學生閱讀漫畫的頻率就愈少。而從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

等的相關性來看，或許可以推測學校老師在推動閱讀的過程也利用電子郵件、社群網

站作為推廣媒介。 

本研究亦發現學校閱讀推廣對各國學生的閱讀互動有顯著關聯，顯示如果學校進

行積極的閱讀推廣，學生的閱讀互動也會較積極。 

整體而言，學校閱讀推廣對於學生閱讀行為的影響主要在於各類材料包括紙本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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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線上閱讀頻率及閱讀互動上，雖然達到顯著水準，但相關性不強；學校閱讀推廣

對學生課外閱讀時間沒有影響，可能是因為課外閱讀與個人閱讀動機較有關聯，學校

的推動效果不大。 

（三）學校閱讀推廣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策略使用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各國華僑青年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策略都有顯著相關，

表示學校閱讀推廣對華僑青年使用閱讀策略的情況有影響。換言之，學校越積極推廣

閱讀，學生使用閱讀策略的情況就會更理想。另外，緬甸學生的情況有些不同：緬甸

學生反映的閱讀推廣與他們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沒有達到顯著相關，這有可能是與學

校閱讀推廣方式有關，如較少涉及有關後設認知策略的指導。 

五、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閱讀策略之關聯 

(一) 亞洲華僑青年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關聯 

1.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之關聯 

首先，就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之關聯來看，可發現：內在閱讀動機與課外閱

讀時間有顯著相關，如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學生，其內在閱讀動機越高，課外閱讀

時間越長，即能為樂趣而閱讀，這正與 Baker 與 Wigfield(1999)的發現相符，當有動機

的讀者越投入於閱讀，他就對閱讀越積極。 而像印尼、緬甸的學生閱讀動機卻與課外

閱讀時間沒有顯著關聯，這種情況可能是他們雖有閱讀動機，但課外閱讀時間不一定

就更長。可知，不同國籍的華僑青年之間情況會有不同。 

至於外在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的關聯，香港學生外在閱讀動機也與他們的課

外閱讀時間有顯著關聯。整體而言，內在閱讀動機與學生為樂趣閱讀時間長短的關聯

大於外在閱讀動機。 

2.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之關聯 

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各類材料閱讀頻率有顯著的低度關聯，其中內在閱讀動機

與閱讀頻率的相關程度(0.352)高於外在閱讀動機與閱讀頻率的相關程度(0.117)，顯示

內在閱讀動機比外在閱讀動機對華僑學生的閱讀偏好及頻率有更大的影響。 

如果就個別閱讀材料來看，可發現華僑青年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閱讀材料都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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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相關，外在閱讀動機只與雜誌、非小說類書籍、報紙有顯著相關，可知內在閱讀動

機與華僑青年閱讀材料多樣性有較大的關聯。 

就國家來分析，可發現每個國家學生的情況都不同。除了緬甸，其他國家學生內

在閱讀動機都與閱讀小說、故事有顯著相關，顯示這些華僑青年多是出於內在興趣而

閱讀小說、故事。而澳門學生的閱讀動機除了與小說、故事閱讀有顯著關聯，與其他

材料都無顯著相關，這似乎也顯示了澳門學生對於各類材料的閱讀意願不高。香港、

馬來西亞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就與大多數閱讀材料有顯著關聯，表示他們會在內在動機

的驅使下進行各類材料的閱讀。 

3.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活動頻率之關聯 

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頻率之相關性則更低，但還是有達到顯著水準，

內在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頻率有顯著低度相關(0.274)；而外在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頻

率則有顯著微弱相關(0.071)，顯示外在閱讀動機影響很小。 

就個別線上閱讀活動來看，可發現華僑青年的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

有顯著相關，表示內在閱讀動機會影響華僑青年線上閱讀的偏好及頻率。各國學生的

情況則十分不同，除了緬甸，各國學生內在閱讀動機都與網路漫畫有顯著相關，可知

這些華僑青年多因內在興趣而看網路漫畫。除了與閱讀網路社群資訊有顯著負相關，

緬甸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線上閱讀活動，都無顯著相關，這或許是因為他們並

不習慣於進行線上閱讀活動。相反的，除了網路雜誌，香港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大

多數線上閱讀活動有顯著相關，顯示他們因內在興趣而進行各類線上閱讀，推測這可

能與他們的學習生活環境有關。馬來西亞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也與多項線上閱讀活動

有顯著相關，可知他們在內在動機的驅動下也會進行這些線上閱讀活動。澳門學生的

內在閱讀動機與線上閱讀活動之關聯，偏向於網路作品如網路雜誌、網路小說、網路

漫畫，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有閱讀數位化文本的習慣。較特殊的是印尼、馬來西亞學生

的外在閱讀動機對他們閱讀網路社群資訊有顯著影響，可能的原因或許是他們在他人

的影響下才進行這樣的線上活動。 

4.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之關聯 

至於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之關聯，研究結果顯示，華僑青年的內在閱讀動機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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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動機都與閱讀互動有顯著正相關，可知閱讀動機會影響華僑青年的閱讀互動。

就國家而言，澳門、緬甸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有顯著中度相關，表示他們

會因內在動機而進行閱讀互動。而印尼、香港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則與他們的閱讀互

動有顯著中度相關，表示他們會受外在因素影響而進行閱讀互動。與其他國家學生相

比，馬來西亞學生的閱讀動機與閱讀互動之關聯雖然達到顯著水準，但相關程度較低。 

綜上所述，由探討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

動這四項閱讀行為之關聯，可發現閱讀動機尤其是內在閱讀動機對華僑青年的閱讀行

為有一定的影響，與 Guthrie 與 Wigfield(2000)所提出的觀點相符，即閱讀動機會影響

閱讀行為，學生會主動投入於閱讀活動。 

(二)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之關聯 

根據研究結果，華僑青年的內在閱讀動機及外在閱讀動機都與閱讀策略的使用有

顯著正相關，這與 Guthrie 等學者(1997)所提出的觀點相符，使用閱讀策略與閱讀動機

有關。首先看閱讀動機與認知策略使用的關聯，除了澳門，各國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

與認知策略相關性大於外在閱讀動機與認知策略的相關性，顯示內在閱讀動機會影響

他們使用認知策略的情況。而澳門學生使用認知策略與外在閱讀動機的關聯比較大。 

閱讀策略與後設認知策略使用的關聯情況則為，除了香港，各國學生的內在閱讀

動機與後設認知策略相關性大於外在閱讀動機與後設認知策略的相關性，表示在內在

動機的驅使下，這些華僑學生閱讀時會使用後設認知策略。 

六、各國學生之閱讀投入情況 

綜合各方面的探討，本節統整這五個國家/區域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分述如下： 

(一)印尼學生之閱讀投入情況 

印尼學生內在閱讀動機不夠強，但還是高於外在閱讀動機。他們在自我效能上是

正向的，對於閱讀的態度則較沒那麼積極。他們的外在閱讀動機表現尚可，注重成績

之追求，但在競爭及順從分項上平均數較低，似乎顯示了他們較不會為了與他人競爭

及達到師長的要求而閱讀。 

在課外閱讀時間上，以每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者的比率最高，顯示他們平

時有一定的課外閱讀時間。印尼學生較常閱讀的是小說、故事及報紙，但沒有閱報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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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的學生比率也高。線上閱讀活動方面，印尼學生最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線上閱讀多樣性僅次於香港學生。他們的閱讀互動表現則

尚可，較會進行的互動是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讀，線上互動較不積極。在認知策

略使用上，他們較常使用精緻化策略，較少使用熟記策略。而後設認知策略方面，他

們較常使用控制策略，較少使用調整策略。 

從性別差異來看，印尼男生在閱讀動機上高於女生，但女生在閱讀互動、後設認

知策略使用上高於男生，且男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比率較高。印尼男生

偏好閱讀報紙、漫畫；女生偏好閱讀小說、故事。其中，女生在漫畫書閱讀顯著低於

男生。除了閱讀網路雜誌、網路小說，男生在各類線上閱讀活動頻率上都高於女生，

可發現印尼男生比女生更喜歡進行各類線上閱讀活動。 

在組別比較上，印尼第一類組學生內在閱讀動機較強，而特輔班學生的外在閱讀

動機較強，也較常使用閱讀策略。第三類組學生的課外閱讀時間較長，同時在閱讀互

動上較積極。在閱讀材料上，第一、二類組學生偏好閱讀小說、故事；第三類組學生

偏好閱讀報紙；特輔班則較常閱讀漫畫書、小說、故事。線上閱讀活動方面，第一類

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第二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使

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第三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

全書、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閱讀網路新聞；特輔班學生則較常閱讀社群

網站資訊、網路小說、網路漫畫。從中可以看出印尼第三類組學生線上閱讀較多元。 

印尼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閱讀動機、閱讀互動、閱讀策略使用有

顯著相關，但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課外閱讀時間多寡無顯著關聯。另外，學校閱讀

推廣也與印尼學生的非小說類書籍、社群網站資訊閱讀有關聯。 

(二)緬甸學生之閱讀投入情況 

在這五個國家/區域中，緬甸學生無論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都是最高的，

顯示他們有良好的閱讀動機。從內在閱讀動機的分項來看，可發現他們重視閱讀的重

要性，但好奇心則不強；從外在閱讀動機的分項來看，可發現他們注重成績之追求，

但在「順從」分項上平均數較低，顯示老師的要求較無法引發他們閱讀的動機。 

課外閱讀時間方面，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比率最高，顯示有將近一半

的緬甸學生很少為樂趣而閱讀。在閱讀材料方面，他們最常閱讀報紙、小說故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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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進行的線上閱讀活動為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在閱讀互動上，緬甸學生

表現最好，他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但在線上互動也較不積極。緬甸學生

在認知策略使用的平均數上也是最高的，其中他們較常使用精緻化策略，較少用摘要

策略。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情況則尚可，較常使用控制策略，而較少使用計畫策略。 

性別差異方面，緬甸女生在閱讀動機上高於男生，但在閱讀策略使用上則低於男

生。男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者比率較高。緬甸男生偏好閱讀報紙；女生偏好閱讀

報紙、雜誌。女生在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頻率上高於男生。在閱讀互動表現上，男生只略高於女生。 

在組別比較上，緬甸第一類組學生閱讀動機較強，閱讀互動也較積極；第二類組

學生較常會為樂趣閱讀，且較常使用閱讀策略。第一類組學生較常閱讀小說、故事；

第二類組學生較常閱讀報紙，同時在雜誌、漫畫書、小說、故事、報紙閱讀頻率上都

比其他組別高，顯示第二類組學生閱讀偏好較多元；第三類組學生則在非小說類書籍

閱讀頻率上高於其他組別。各類組學生的線上閱讀情況差不多，較常進行的線上閱讀

活動為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另外，第二類組學生在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

書、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網路雜誌、網路小說、網路漫畫上平均數都較其他組高，

顯示他們會進行不同的線上閱讀。 

緬甸學生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閱讀動機、閱讀互動、認知策略使用、

雜誌閱讀頻率有顯著相關，而與課外閱讀時間、各類線上閱讀無顯著關聯。 

(三)香港學生之閱讀投入情況 

香港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尚可，與印尼學生情況相近，具有正向的自我效能，但

對閱讀的態度較不積極。與各國學生相比，香港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最低，他

們同樣的也注重成績之追求，而在「順從」分項上平均數最低，顯示老師的要求較無

法引發他們的閱讀動機。 

在課外閱讀時間上，以一天閱讀 30 分鐘至一小時者比率最高，占 41.2%，可推測

他們平時有一定的課外閱讀時間。與各國比較，香港學生在閱讀材料上較具多樣性，

他們最常閱讀報紙、漫畫、小說、故事。他們的線上閱讀活動也較多元，最常閱讀社

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但閱讀互動則較不理想，他們較

會進行的互動是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但線上互動較不積極。香港學生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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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策略還是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情況都不太理想，他們較常使用的認知策略為精緻

化策略，較少使用訊息處理策略。後設認知策略方面，較常使用控制策略，而較少使

用計畫策略。 

性別差異方面，香港女生在閱讀動機、閱讀互動表現上高於男生，但在閱讀策略

使用上則低於男生。不過，男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者比率較高。香港男生偏好閱

讀報紙、漫畫書；女生偏好閱讀報紙、小說、故事，其中男生在漫畫閱讀上顯著高於

女生。另外，香港男生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閱讀網路漫畫上顯著高於女生。 

在組別比較上，香港第一類組學生閱讀動機較高，第三類組學生較常進行課外閱

讀，也較常使用閱讀策略。閱讀材料方面，第一類組學生較常閱讀報紙；第二類組學

生偏好閱讀小說、故事、報紙；第三類組學生則在漫畫書、非小說類書籍、報紙閱讀

頻率上都比其他組別高。線上閱讀活動方面，三個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

網路新聞。另外，第二類組學生也在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

尋網路資訊、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閱讀網路漫畫上平均數都比其他組別高，顯示

他們進行的線上閱讀較多元。 

香港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閱讀動機、閱讀互動、閱讀策略使用相關，

也與閱讀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相關，但與課外閱讀時間無關

聯。 

(四)澳門學生之閱讀投入情況 

澳門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在五個國家/區域學生中最低。從內在閱讀動機的分項來

看，他們具有正向的自我效能，但對閱讀的態度則較不積極。澳門學生的外在閱讀動

機亦較弱，他們注重成績之追求，但與他人的競爭較無法引起他們閱讀。 

課外閱讀時間方面，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占 75.7%，顯示有三分之二

的澳門學生很少為樂趣而閱讀。在閱讀偏好上，他們最常閱讀報紙、漫畫書。但沒有

閱讀雜誌、漫畫書、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習慣者比率也很高。另外，與其他國

家學生相似的是，他們最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

他們在閱讀互動上較弱，較會進行的互動為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而線上互

動亦不積極。與香港學生相同的是，澳門學生在認知策略及後設認知策略使用上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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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理想。他們較常使用的認知策略是精緻化策略，較不常使用訊息處理策略；後設認

知策略方面，則較常使用調整策略，而較少使用計畫策略。 

在性別差異上，澳門女生在閱讀動機、閱讀互動、閱讀策略使用上高於男生，但

女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者比率較高。閱讀材料方面，男生的閱讀頻率均高於女生，

男生偏好閱讀報紙，女生則只有在報紙閱讀頻率較高，其他材料閱讀頻率偏低。與其

他國家稍有不同的是，澳門女生除了閱讀電子郵件、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閱讀

網路新聞，在其他線上閱讀頻率上都高於男生。 

在組別比較上，澳門第三類組學生內在閱讀動機高，也較常使用閱讀策略。第一

類組學生外在閱讀動機較高，且閱讀互動也較積極。三個類組學生都是以很少自己選

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居多。在閱讀偏好上，第一類組學生各類材料閱讀頻率偏低，只

有報紙的閱讀率較高；第二類組學生偏好閱讀漫畫書；第三類組學生在雜誌、非小說

類書籍、報紙閱讀頻率上高於其他組別。線上閱讀活動方面，三個類組學生較常閱讀

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 

澳門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閱讀動機、閱讀互動、閱讀策略使用有顯

著相關，但與他們課外閱讀時間多寡、各材料閱讀頻率、線上閱讀卻無關聯。 

(五)馬來西亞學生之閱讀投入情況 

馬來西亞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良好，僅次於緬甸學生。由分項來看，他們的自我

效能最好，但在「投入」上則較不理想。他們的外在閱讀動機亦屬良好，僅次於緬甸

學生，較注重成績之追求，但與印尼、香港學生相似的是，他們在「順從」分項上平

均數最低，顯示外在因素如老師的要求較無法引發他們閱讀。 

在課外閱讀時間上，超過三分之一的馬來西亞學生很少為樂趣而閱讀。閱讀材料

方面，他們最常閱讀報紙、小說故事；而他們最常進行的線上閱讀活動，為閱讀社群

網站資訊、網路新聞、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他們的閱讀互動良好，較會進行的

活動是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但線上互動亦不理想。馬來西亞學生的認知策

略使用情況尚可，較常使用精緻化策略，較少使用訊息處理策略；他們的後設認知策

略使用情況亦尚可，與緬甸、香港學生相似，較常使用控制策略，較少使用計畫策略。 

性別差異方面，女生在閱讀動機、閱讀互動上高於男生，女生為樂趣閱讀的比率

亦高於男生，但在閱讀策略使用上，男生高於女生。馬來西亞男生偏好閱讀報紙、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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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女生偏好閱讀報紙、小說、故事。其中，女生在漫畫書閱讀上顯著低於男生。

除了閱讀電子郵件、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閱讀網路小說，馬來西亞男生在其他線

上閱讀活動平均數上都高於女生，而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方面，男生與女生平均數一

樣。 

在組別比較上，第三類組學生閱讀動機較強，也較常使用閱讀策略。第一類組學

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者比率較高，但他們在閱讀互動上較積極。馬來西亞

三個類組學生都偏好閱讀報紙。至於其他閱讀材料，第一類組學生在雜誌、小說、故

事閱讀頻率上高於其他組別，而第二類組學生在漫畫書、非小說類書籍閱讀頻率上高

於其他組別。線上閱讀方面，各類組學生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及使用線

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另外，第一類組學生在閱讀電子郵件、網路雜誌、網路小說上平

均數較其他組別高；第二類組學生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

討論或論壇、網路漫畫上平均數較其他組別高，這兩個類組的線上閱讀似乎較多元。 

馬來西亞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閱讀動機、閱讀互動、閱讀策略使用

有顯著關聯，但與他們的課外閱讀時間卻沒有關聯。此外，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的雜

誌及報紙閱讀，還有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網路雜誌閱讀有顯著正相

關，而與漫畫書、網路漫畫閱讀有顯著負相關。 

綜上所述，可發現各國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有幾個共同點：一、內在閱讀動機都

高於外在閱讀動機；二、很少為樂趣而閱讀者的比率高；三、閱讀互動情況一般，而

且線上閱讀互動較不積極；四、較常閱讀的是報紙、小說、故事（表 4-75）；五、較

常進行的線上閱讀為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表 4-75）；六、不常使用閱讀策

略。 

表 4-75 各國學生最常閱讀的材料及最常進行的線上閱讀活動 

項目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雜誌      

漫畫書      

小說、故事      

非小說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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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印尼 緬甸 香港 澳門 馬來西亞 

報紙      

電子郵件      

社群網站資訊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      

網路新聞      

網路雜誌      

網路小說      

網路漫畫      

另外，各國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也有差異性。根據表 4 -76，緬甸學生在閱讀動機、

閱讀互動及閱讀策略使用方面的表現都比其他四個國家/區域的學生好，但在課外閱讀

時間、閱讀材料及線上閱讀活動多樣性上則較不理想。由此看來，緬甸學生雖然有良

好的閱讀動機，但似乎較缺乏閱讀習慣。 

香港學生在閱讀材料及線上閱讀活動方面比其他四個國家/區域的學生更具多樣

性，會為樂趣而閱讀者的比率也較高，顯示他們有一定的閱讀習慣，能進行廣泛閱讀；

但他們的外在閱讀動機、閱讀互動及閱讀策略使用則較弱（表 4-76）。 

馬來西亞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在五個國家/區域中屬於中等。他們在閱讀動機及閱 

讀互動上表現良好，在課外閱讀時間、閱讀策略使用、閱讀材料多樣性上則屬中等（表

4-76）。線上閱讀活動多樣性方面則有些不足，閱讀數位文本如網路雜誌、網路小說、

網路漫畫等頻率偏低，與緬甸、澳門學生情況相近。 

相較其他國家，印尼學生在閱讀策略使用上較好，會為樂趣閱讀者的比率較高，

外在閱讀動機、閱讀材料多樣性、閱讀互動表現中等，但內在閱讀動機較弱，如表 4-76

所示。而線上閱讀活動多樣性方面則較好，僅次於香港學生。可知，印尼學生閱讀動

機不強，但有一定的閱讀時間，較喜歡進行線上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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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較不理想，內在閱讀動機最弱，很少為樂趣閱讀者的比

率最高，而外在閱讀動機、閱讀互動、閱讀策略使用上則不太理想，閱讀材料及線上

閱讀活動多樣性也有些不足。 

總的來說，各國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雖然有共同點，但也存在著差異性，這些差

異可能是受他們接觸各類讀物的機會、他們的學習環境，甚至國家的教育政策等影響。 

表 4 -76 各國學生閱讀投入情況比較 

構面 排序(依平均數/頻率) 

內在閱讀動機 緬甸>馬來西亞>香港>印尼>澳門 

外在閱讀動機 緬甸>馬來西亞>印尼>澳門>香港 

課外閱讀時間 印尼>香港>馬來西亞>緬甸>澳門 

閱讀互動 緬甸>馬來西亞>印尼>澳門>香港 

認知策略使用 緬甸>印尼>馬來西亞>澳門>香港 

後設認知策略使用 印尼、緬甸、馬來西亞>香港>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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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跨區域的角度，通過問卷調查，探討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本

章依據研究目的所發展出來之研究問題，從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個人與環

境因素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投入之影響及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閱讀策略之關聯三個

方面，歸納研究結果及發現。 

本章內容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第三節為後續研究

建議；第四節為研究貢獻。 

第一節 結論 

一、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 

（一）各國學生閱讀投入情況的共同點 

根據研究發現，各國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有以下共同點： 

1. 內在閱讀動機較外在閱讀動機強，但為了樂趣而閱讀的時間不長 

亞洲各國華僑青年的內在閱讀動機較強，而且顯現出對閱讀的信心及重視，所以

可說這些華僑青年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信心。外在閱讀動機方面，各國華僑青年也表

現出共同點，那就是肯定閱讀對提高成績的幫助並希望得到認可。從這些共同的特質，

可看出他們有別於東方人風格的自信，但又有華人對成就表現重視的觀念。整體而言，

各國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較外在閱讀動機強。其中以緬甸學生的閱讀動機最高。 

雖然內在閱讀動機較強，但亞洲華僑青年為了樂趣而閱讀的時間卻不長，有超過

三分之一的學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個別國家的情況又有所不同，以澳門

學生來說，就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 

2. 閱讀材料以報紙、小說、故事為主 

各國學生較常閱讀報紙、小說、故事，他們閱讀報紙的頻率以「一星期數次」者

居多，而小說、故事的閱讀頻率，除了澳門學生，其他國家的學生都以至少一個月閱

讀數次者居多。各國華僑青年閱讀頻率較低的材料則是非小說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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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閱讀活動以閱讀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為主 

線上閱讀活動方面，顯然閱讀社群網站資訊已成為各國華僑青年的一種線上閱讀

趨勢，他們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以「一天數次」者居多，都有一半以上（緬甸學生將近

一半）。除了較常閱讀報紙，亞洲華僑青年也愛閱讀網路新聞，以至少一星期數次者

居多。由這些研究結果，可知這些華僑青年偏向藉由網路獲得即時資訊。 

4. 閱讀互動情況一般，不常使用各種閱讀策略 

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互動情況一般，這樣的情況可能與東方人的教育環境或教育

模式有關，東方學生比較不會主動投入於討論、互動中。另外，也可發現各國華僑青

年的線上閱讀互動並不積極。由此來看，雖然線上閱讀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學生還

是不習慣在線上進行閱讀的討論或分享。 

至於使用閱讀策略的情況也不是很理想。不管是認知策略還是後設認知策略，亞

洲華僑青年都不常使用這些策略。其中他們較常使用精緻化策略及控制策略。整體而

言，這些華僑青年較少能廣泛的利用各種策略在閱讀上。 

（二）各國學生閱讀投入情況的不同點 

除了上一節所提到的共同點，各國學生閱讀投入情況也有不同之處： 

1. 緬甸學生在閱讀動機上表現最好 

雖然各國學生的閱讀動機表現都是內在動機高於外在動機，但各國學生之間還是

有差異。根據研究結果，可發現緬甸學生無論是內在閱讀動機還是外在閱讀動機平均

數都是最高的，顯示他們有良好的閱讀動機。與其他國家相比，澳門學生的內在閱讀

動機平均數最低，顯示他們的內在閱讀興趣較弱；而香港學生的外在閱讀動機平均數

最低，顯示外在誘因較不能引發他們閱讀。 

2. 緬甸、馬來西亞學生的閱讀互動表現較好 

整體而言，各國學生的閱讀互動表現一般，但比較各國學生的情況，還是有所不

同。緬甸、馬來西亞學生的閱讀互動平均數高於總平均數，顯示他們有較積極的閱讀

互動；相較之下，印尼、香港、澳門學生閱讀互動平均數低於總平均數，顯示他們較

不習慣與他人進行閱讀方面的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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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學生閱讀材料及線上閱讀活動較具多樣性 

如前文所提到的，各國學生無論閱讀材料還是線上閱讀活動都有共同之處，閱讀

材料以閱讀報紙、小說、故事為主；線上閱讀活動方面，則較常閱讀社群網站資訊、

網路新聞。比較各國學生的閱讀偏好，可發現香港學生在閱讀材料及線上閱讀活動都

較具多樣性。換言之，他們能進行較廣泛的閱讀。 

4. 印尼、香港學生為樂趣閱讀者比率較高 

課外閱讀時間方面，各國學生都面對同樣的情況：會為樂趣而閱讀的比率不高。

比較各國學生的情況，可發現印尼、香港學生以一天閱讀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者的比

率較高，顯示他們為樂趣閱讀的情況較其他國家學生好。 

5. 緬甸、印尼學生在閱讀策略使用上較好 

根據研究結果，各國學生都面對不常使用閱讀策略的情況。進一步比較各國之間

的不同，則可發現緬甸、印尼學生在閱讀策略使用上比其他國家學生稍好，即他們較

常使用閱讀策略。 

二、個人與環境因素對亞洲華僑青年閱讀投入的影響  

（一）不同國籍之學生在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有差異 

不同國籍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但在閱讀策略使用

上則沒有顯著差異。內在閱讀動機方面，緬甸學生的表現顯著高於印尼、澳門學生；

馬來西亞學生的表現顯著高於印尼學生。外在閱讀動機方面，印尼、馬來西亞學生的

表現顯著高於香港學生；緬甸學生的表現則顯著高於其他四個國家的華僑學生。 

在閱讀行為方面，澳門學生為樂趣閱讀的時間顯著低於香港學生。香港、馬來西

亞學生在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閱讀頻率上顯著高於澳門學生；馬來西亞學生在

報紙閱讀頻率上顯著高於印尼學生。不同國籍之華僑青年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閱讀

網路新聞、網路漫畫、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利用網

路搜尋實用訊息、閱讀網路雜誌及網路小說這些線上閱讀活動上有顯著差異。緬甸學

生似乎並不常進行各類線上閱讀；而香港學生在線上閱讀活動上比其他國家學生積極，

更多元。另外，香港學生在閱讀互動上與緬甸、馬來西亞學生有顯著差異，較不積極。 



151 

 

（二）不同性別之學生在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有差異 

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在閱讀投入上亦有所不同。華僑青年在閱讀動機、閱讀

行為方面會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但在閱讀策略上則不會因性別不同而有差異。具體

而言，除了印尼、澳門女生，各國女生的閱讀動機顯著高於男生。各國男生與女生在

課外閱讀時間上沒有顯著差異，但從交叉列表所顯示的數據來看，除了澳門，各國女

生為樂趣而閱讀的比率高於男生。不同性別之亞洲華僑青年只有在漫畫閱讀頻率上有

顯著差異，男生高於女生。在線上閱讀方面，香港男生在「在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

網路資訊」、「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網路漫畫」使用/閱讀頻率上顯著高於

女生；緬甸、馬來西亞男生亦在網路漫畫閱讀頻率上顯著高於女生。在閱讀互動上，

差異主要在於香港女生的閱讀互動顯著高於男生。 

（三）不同組別之學生在一些材料及線上活動的閱讀頻率有差異 

不同組別之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差異不大，主要在一些閱讀材料及線上閱讀

活動上有顯著差異。在閱讀材料方面，以緬甸學生而言，第三類組學生在非小說類書

籍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學生；第二類組學生在報紙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一、第二類

組學生。以馬來西亞學生來說，第二類組學生在漫畫書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三類組學生，

在非小說類書籍閱讀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 

線上閱讀活動方面，印尼第一類組學生在閱讀社群網站資訊上顯著高於特輔班學

生，第三類組學生在閱讀網路新聞上顯著高於特輔班；馬來西亞第二類組學生在使用

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上顯著高於第一類組學生；緬甸第二類組學生在閱讀網路漫畫上

顯著高於第一、第三類組學生。 

各國華僑學生在閱讀動機、課外閱讀時間、閱讀互動及閱讀策略使用上則不會因

組別不同而有差異。 

（四）學校閱讀推廣會影響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 

根據研究結果，可發現各國華僑青年在僑居地求學時就讀的學校閱讀推廣與他們

的閱讀投入情況有一定關聯。各國華僑青年所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動機、閱讀

互動和閱讀策略使用都有顯著相關，顯示學校越積極推廣閱讀，學生的閱讀動機、閱



152 

 

讀互動和閱讀策略使用情況也會越理想。 

另外，學校閱讀推廣與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的相關性，各國的情況有所不同。

閱讀材料方面，印尼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只與非小說類書籍閱讀有顯著相關；緬

甸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只與雜誌閱讀有顯著相關。香港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

與小說、故事、非小說類書籍有顯著相關。澳門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各類閱讀

材料沒有顯著相關。馬來西亞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則與雜誌、報紙達顯著正相關，

而與漫畫書閱讀達顯著負相關。 

線上閱讀活動方面，印尼、香港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只與閱讀網路社群資訊

有顯著相關；緬甸、澳門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與各類線上閱讀沒有顯著相關；馬

來西亞學生反映的學校閱讀推廣則與閱讀電子郵件、社群網站資訊、網路新聞、網路

雜誌達顯著正相關，而與漫畫書閱讀達顯著負相關。 

總的來說，學校閱讀推廣對於學生的閱讀動機、紙本閱讀及線上閱讀頻率、閱讀

互動及閱讀策略使用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三、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閱讀策略有顯著相關 

整體而言，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閱讀策略都有顯著相關。在閱

讀行為方面，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尤其是內在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閱

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閱讀互動有顯著相關，但各國國家學生的情況有所不同。以

課外閱讀時間來說，澳門、馬來西亞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有顯著相關；

而香港學生的內、外在閱讀動機都與課外閱讀時間有顯著相關，印尼、緬甸學生的閱

讀動機與課外閱讀時間則沒有顯著相關。 

在閱讀材料方面，印尼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雜誌、小說、故事閱讀顯著相關；

緬甸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雜誌、非小說類書籍閱讀顯著相關；而澳門學生的內在閱

讀動機只與小說、故事顯著閱讀相關；除了雜誌，香港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閱

讀材料顯著相關；除了報紙，馬來西亞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各類閱讀材料顯著相關。

線上閱讀活動方面，有的國家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只與某一類線上活動有顯著相關，如

緬甸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閱讀社群網站資訊呈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動機愈高，閱

讀社群網站資訊的頻率愈低；有的國家學生內在閱讀動機則與大部分的線上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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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相關，如香港、馬來西亞學生。另外，研究結果也顯示各國學生的閱讀動機越

高，他們的閱讀互動越積極。 

各國華僑青年的閱讀動機與閱讀策略使用也有顯著正相關，顯示閱讀動機越高，

越常使用閱讀策略。根據研究結果，除了澳門，各國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認知策略

相關性較大；除了香港，各國學生的內在閱讀動機與後設認知策略相關性較大。由此

亦可發現閱讀策略使用與內在閱讀動機有較強的關聯。 

  



154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要對各地華僑青年進行閱讀調查，其實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慶幸的是臺灣有一所

僑生先修部，提供了進行閱讀情況調查的條件。由這樣的調查，可以供有關機構作為

了解各地華僑青年閱讀情況的依據。因為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僑先部學生進行調查，故

以下主要基於研究發現，提出一些建議給僑先部： 

一、課堂上加強閱讀互動 

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華僑青年在閱讀互動方面並不積極，因此建議學校老師可以

在課堂上加強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閱讀互動。根據研究結果，這些學

生較常進行的互動為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所以可以採共讀、小組討論、讀

書會等方式，讓學生能有更多閱讀上的交流。另外，閱讀社群網站資訊可說是這些青

年的一種閱讀趨勢，雖然研究結果顯示他們的線上互動不積極，但老師可以藉著社群

網站來推動線上的閱讀互動，如分享閱讀心得、推薦書籍等。 

二、加強閱讀策略的指導 

研究結果發現，這些華僑青年似乎並不常使用各種閱讀策略，這可能是他們平時

閱讀並不注重策略的使用或是傾向於不自覺的使用，因此建議老師可以在課堂上進行

閱讀策略的指導。就個別國家/地區學生的情況來看，可加強印尼學生的熟記策略及調

整策略；緬甸學生須加強的是摘要策略與計畫策略；而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學生須

加強他們的訊息處理策略及計畫策略，所以老師可視他們的情況做指導，以便他們在

閱讀上能更善用各種策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 

三、學校圖書館可以扮演推動閱讀的角色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學校閱讀推廣對於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是有影響的，因

此建議學校圖書館可以多多舉辦各類的閱讀推廣活動，如舉辦讀書會、專題講座、與

各班導師合作安排閱讀課程等，以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另外，

也可藉著社群網站來進行閱讀推廣，如好書推薦、閱讀心得分享等。 

從研究結果可發現各國學生的閱讀習慣、興趣不同，學校圖書館或可根據學生的

閱讀興趣，提供適合他們的閱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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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本研究僅做量化問卷調查，問卷調查雖然能對現況有一個普遍的了解，但無法做

深入的探討，如從問卷的調查結果，有時很難知道學生的想法、行為背後的原因。故

建議可進一步進行質化研究如訪談，以彌補數據上的解釋不足。 

二、本研究只侷限在了解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但卻未能探討他們的閱讀投入與

閱讀表現之關係。如果能進一步就閱讀投入與閱讀表現來深入探討，將有助於了解兩

者的關係。 

三、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因樣本人數的限制，僅就在臺求學的印尼、緬甸、香港、

澳門及馬來西亞華僑青年進行閱讀投入調查，故在閱讀投入上的發現，無法推論到其

他地區的華僑青年，因此建議可以再針對其他地區的華僑青年或者就某一個地區的華

僑青年進行在地的閱讀調查研究。 

四、本研究僅就性別、國籍、組別與閱讀投入進行差異分析，尚不夠周全，如家庭社

會經濟地位礙於所收集的資料有許多不足而無法進行探討。另外，各地區的華僑青年

因學習環境具多元語言、文化的特色，各種語言的閱讀、閱讀的文類等皆值得進一步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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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以了解

來臺灣求學的華僑青年閱讀情況，透過本研究達成以下貢獻： 

一、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來臺華僑學生的閱讀投入情況，包括閱讀動機、閱讀行為與閱

讀策略使用等，這樣的調查研究有助於深入了解這些來自不同學習環境的僑生閱讀現

況，進而就他們的實際情況出發，尋得更理想的推動方式，以提高他們的閱讀興趣及

閱讀能力。 

二、華僑青年雖然都是來自華人家庭，但個別家庭背景乃至國家教育政策不盡相同，

在此之下所形成的學習環境差異，當會形塑各具特色的閱讀習慣與興趣。本研究通過

比較得出的分析結果或許有助於教育者省思、探究不同國家的教育政策對於學生學習、

閱讀之影響，進而尋求更好的教育策略。 

三、臺灣的僑教政策提供了各地僑生到臺灣求學的機會，而僑務委員會對於僑生輔導

工作也十分重視，如「僑生服務圈」資訊網即有僑生就學、在學、畢業、就業等諸類

服務，企圖通過資訊網平台提供僑生更為完善的輔導服務。僑生輔導服務，除了生活

輔導外，亦相當重視學習。而要進行這方面的輔導，就要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本研

究之僑生閱讀情況調查結果，或可作為教師及僑輔人員輔導僑生學習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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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專家效度評定問卷 

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之調查研究 

（專家效度評定問卷） 

 

 

 

 

 

 

【第一部份】背景資料 

壹、個人資料 

1. 年齡：__________歲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性別：□男□女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國籍：□印尼□泰國□越南□緬甸□汶萊□寮國 

□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___________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組別：□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貳、家庭背景 

5. 您的父親教育程度為何？（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研究所（含）以上 

□ 大學/技術學院 

□ 專科 

□ 高中/高職 

敬愛的教授：教安！ 

本問卷旨在了解亞洲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情況。敬請教授能惠賜寶貴意見，協助我進

行專家效度審查，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謝謝您的鼎力支持即不吝指正。 

敬祝 道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昭珍 博士 

研究生 駱淑萍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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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 

□ 小學（含）以下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的父親的主要職業是什麽？（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中央民代/國會議員、經理、專業人員（如醫師、工程師、大專教師、會計師、

律師、法官等） 

□ 地方民代/議員、主管、大專以外教師、公務員、藥劑師、護士、記者、軍警 

□ 行政職員、服務員、廚師、商人、自由業人員 

□ 農林漁牧人員、技術員、工匠、勞動工作人員 

□ 家管/退休/待業 

□ 其他____________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的母親教育程度為何？（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研究所（含）以上 

□ 大學/技術學院 

□ 專科 

□ 高中/高職 

□ 初中 

□ 小學（含）以下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您的母親的主要職業是什麽？（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中央民代/國會議員、經理、專業人員（如醫師、工程師、大專教師、會計師、

律師、法官等） 

□ 地方民代/議員、主管、大專以外教師、公務員、藥劑師、護士、記者、軍警 

□ 行政職員、服務員、廚師、商人、自由業人員 

□ 農林漁牧人員、技術員、工匠、勞動工作人員 

□ 家庭主婦/退休/待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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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____________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學校推廣 

9.您就讀的中學是否有圖書館？ 

□有□無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關於學校（您就讀的中學）所進行的閱讀推廣，下列各項敘述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

度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普

通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老師會鼓勵我多閱讀------------------------------------------------------ □ □ □ □ □ 

老師會以書本作為我表現優秀的獎勵品------------------------------ □ □ □ □ □ 

老師會和同學一起閱讀並和我們分享心得---------------------------- □ □ □ □ □ 

老師會鼓勵同學多多到圖書館------------------------------------------- □ □ □ □ □ 

老師在班上設置有圖書櫃------------------------------------------------- □ □ □ □ □ 

學校有安排閱讀課---------------------------------------------------------- □ □ □ □ □ 

學校會辦理閱讀專題講座、書展或其他閱讀推廣活動------------- □ □ □ □ □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個人資料與家庭背景，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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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閱讀投入 

11.您通常大約花多少時間爲了樂趣而閱讀？（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我不會爲了樂趣而閱讀 

□ 一天 30 分鐘或少於 30 分鐘 

□ 一天超過 30 分鐘，但少於 60 分鐘 

□ 一天 1 至 2 個小時 

□ 一天超過 2 個小時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您閱讀下列素材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沒有 一年數次 一個月約一

次 

一個月數

次 

一星期數次 

雜誌------------------------ □ □ □ □ □ 

漫畫書--------------------- □ □ □ □ □ 

小說、故事--------------- □ □ □ □ □ 

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報紙------------------------ □ □ □ □ □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學校推廣，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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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您參與下列閱讀活動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如果您不知道項

目中的活動，請勾選「我不知道這是什麽」） 

 我不知道

這是什麽 

從未 一個月

數次 

一星期

數次 

一 天

數次 

閱讀電子郵件---------------------------------- □ □ □ □ □ 

線上聊天/社交媒體（如 facebook）-------- □ □ □ □ □ 

閱讀網路新聞---------------------------------- □ □ □ □ □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如：維基百

科） 

 

□ 

 

□ 

 

□ 

 

□ 

 

□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 □ □ □ □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 □ □ □ □ 

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例如：時刻表、

事件、秘訣、食譜）--------------------------- 

 

□ 

 

□ 

 

□ 

 

□ 

 

□ 

閱讀網路雜誌---------------------------------- □ □ □ □ □ 

閱讀網路小說---------------------------------- □ □ □ □ □ 

閱讀網路漫畫---------------------------------- □ □ □ □ □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13 題（爲樂趣閱讀的時間、紙本閱讀材料、線上閱讀活動），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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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下列關於閱讀的敘述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閱讀是我的愛好之一------------------------------------------------------- □ □ □ □ □ 

我會跟別人談論書籍------------------------------------------------------- □ □ □ □ □ 

我喜歡內容艱深、具挑戰性的書---------------------------------------- □ □ □ □ □ 

我覺得讀完一本書很難---------------------------------------------------- □ □ □ □ □ 

收到書當禮物時，我覺得很高興---------------------------------------- □ □ □ □ □ 

對我而言，閱讀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 □ □ □ □ □ 

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 □ □ □ □ □ 

我是一位好讀者------------------------------------------------------------- □ □ □ □ □ 

我願意把大部份的零用錢用來買書------------------------------------- □ □ □ □ □ 

我只在需要獲取資訊時閱讀---------------------------------------------- □ □ □ □ □ 

我有喜愛閱讀的主題------------------------------------------------------- □ □ □ □ □ 

我無法靜靜坐著閱讀------------------------------------------------------- □ □ □ □ □ 

我喜歡對讀過的書表達看法---------------------------------------------- □ □ □ □ □ 

我總是在老師的要求下閱讀---------------------------------------------- □ □ □ □ □ 

我會為尋求問題答案而閱讀---------------------------------------------- □ □ □ □ □ 

我會與朋友交換書籍------------------------------------------------------- □ □ □ □ □ 

如果一本書有趣，我不在意它是否很難讀---------------------------- □ □ □ □ □ 

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 □ □ □ □ □ 

我喜歡閱讀新的事物------------------------------------------------------- □ □ □ □ □ 

閱讀時，我會進入書中的世界-------------------------------------------- □ □ □ □ □ 

我總是閱讀老師建議的書籍---------------------------------------------- □ □ □ □ □ 

我會與家人或朋友一起閱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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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信心---------------------------------------------- □ □ □ □ □ 

我喜歡成為最佳的閱讀者------------------------------------------------- □ □ □ □ □ 

閱讀複雜的故事很無趣---------------------------------------------------- □ □ □ □ □ 

我認為閱讀對人生很重要------------------------------------------------- □ □ □ □ □ 

對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藉由閱讀來學習-------------------------------- □ □ □ □ □ 

如果老師分享有趣的事，我會去閱讀相關的內容-------------------- □ □ □ □ □ 

我經由閱讀來改善我的成績---------------------------------------------- □ □ □ □ □ 

對我來說，成為一個好讀者很重要-------------------------------------- □ □ □ □ □ 

當我的父母贊同我閱讀，我很高興-------------------------------------- □ □ □ □ □ 

我經常會轉寄網路作品給朋友------------------------------------------- □ □ □ □ □ 

我經常對網路社群討論或部落格文章做回應------------------------- □ □ □ □ □ 

我會在臉書或其他網絡媒體推薦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 □ □ □ □ □ 

我喜歡老師稱讚我的閱讀表現------------------------------------------- □ □ □ □ □ 

我喜歡比其他同學更快完成閱讀---------------------------------------- □ □ □ □ □ 

我嘗試準時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內容---------------------------------- □ □ □ □ □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針對第 14 題（閱讀動機及社會互動），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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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閱讀時，您做下列事情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從

未 

有

時 

不

確

定 

經

常 

總

是 

我會先想清楚我真正要學習的是什麽---------------------------------- □ □ □ □ □ 

我試著將新資訊與從前學過的知識相連結---------------------------- □ □ □ □ □ 

我會閱讀一篇文章很多次以致能背誦---------------------------------- □ □ □ □ □ 

我會確認我是否明白讀過的內容---------------------------------------- □ □ □ □ □ 

我會用自己的話把文章的重點寫出來---------------------------------- □ □ □ □ □ 

閱讀時，我會先了解文章的結構---------------------------------------- □ □ □ □ □ 

我會弄清楚所學的課程內容在生活上有何幫助---------------------- □ □ □ □ □ 

閱讀時，我會先從簡單的內容開始閱讀-------------------------------- □ □ □ □ □ 

我會試著弄清楚還沒有真正明白的概念------------------------------- □ □ □ □ □ 

我儘可能試著背熟文章的許多細節------------------------------------- □ □ □ □ □ 

我會試著連結我個人的經驗，以便更加理解文章的內容------------ □ □ □ □ □ 

我閱讀時會依理解程度調整閱讀時間---------------------------------- □ □ □ □ □ 

閱讀時，我會確定記住文章最重要的論點----------------------------- □ □ □ □ □ 

我會試著弄清楚文章的內容如何符合真實的生活情境------------- □ □ □ □ □ 

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 □ □ □ □ 

我會說出文章中的主要內容大意---------------------------------------- □ □ □ □ □ 

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額外的資料來了解----------------- □ □ □ □ □ 

遇到不懂的字詞時，我會在困難的地方做記號來提醒我自己------ □ □ □ □ □ 

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中描述的景象及聲音--------------------------- □ □ □ □ □ 

了解文章大意後，遇到不重要的句子或段落，我會很快的看過去 □ □ □ □ □ 

閱讀時，我會在覺得特別的語句畫線或做記號------------------------ □ □ □ □ □ 

閱讀時，我習慣在自己認為重要的地方畫重點------------------------ □ □ □ □ □ 

寫摘要時，我試著抄寫許多文章中的句子------------------------------ □ □ □ □ □ 

我會整理文章中較難的部份，閱讀後利用各種方式將它弄清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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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未 

有

時 

不

確

定 

經

常 

總

是 

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 □ □ □ □ 

我會反覆地閱讀文章來幫助我了解------------------------------------- □ □ □ □ □ 

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閱讀------------------------------------------- □ □ □ □ □ 

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仔細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 □ □ □ □ 

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自己的閱讀方式，如瀏覽、仔細閱讀

等------------------------------------------------------------------------------- 

 

□ 

 

□ 

 

□ 

 

□ 

 

□ 

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向，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 □ □ □ □ 

我會先看文章的標題，想想用何種方式進行閱讀較適合------------ □ □ □ □ □ 

我會將文章的內容重點整理成筆記------------------------------------- □ □ □ □ □ 

修正意見：□不修改□修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題目。感謝您的撥空填寫！ 

  

針對第 15 題（閱讀策略），綜合意見： 



175 

 

附錄二 專家效度之意見彙整及修正說明 

專家學者代號 

林教授 A       賴教授 B       陳教授 C 

第一部份背景資料 

壹、個人資料 

向度/題目 題目說明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最後修訂 

4. 組別：□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 

C：請問組別是指何組別？ 

指的是學生在僑先部就讀的組別，與他們將來選擇的大學科系有關。 

組別：□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 

貳、家庭背景 

向度/題目 題目說明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6. 您的父親的主要職業是什麽？（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中央民代/國會議員、經理、專業人員（如醫師、

工程師、大專教師、會計師、律師、法官等） 

□ 地方民代/議員、主管、大專以外教師、公務員、

藥劑師、護士、記者、軍警 

□ 行政職員、服務員、廚師、商人、自由業人員 

□ 農林漁牧人員、技術員、工匠、勞動工作人員 

□ 家管/退休/待業 

□ 其他____________ 

A：職業別區分含糊（如第一項中央民代第二項地方民代為何分開），

請參考一般執業別項目區隔 

您父親的主要職業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讓受試者自己填寫） 

原始題目 

 

8. 您的母親的主要職業是什麽？（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中央民代/國會議員、經理、專業人員（如醫師、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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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 

修訂 

大專教師、會計師、律師、法官等） 

□ 地方民代/議員、主管、大專以外教師、公務員、藥劑師、

護士、記者、軍警 

□ 行政職員、服務員、廚師、商人、自由業人員 

□ 農林漁牧人員、技術員、工匠、勞動工作人員 

□ 家管/退休/待業 

□ 其他____________ 

同第 6 題 

您母親的主要職業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讓受試者自己填寫） 

綜合意見 A：研究架構分析家庭社經背景與閱讀投入的影響，請問上述題項哪一

題為社經背景的衡量指標（職業別嗎？） 

回答：職業別與教育程度 

叁、學校推廣 

向度/題目 題目說明 

 10.關於學校（您就讀的中學）所進行的閱讀推廣，下列各項敘述您同

意或不同意的程度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老師會和同學一起閱讀並和我們分享心得 

B：老師會和同學一起共讀並和我們分享心得 

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和同學一起共讀並和我們分享心得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老師會鼓勵同學多多到圖書館 

B:老師會鼓勵同學常到圖書館 

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鼓勵同學常到圖書館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學校有安排閱讀課 

B：學校有安排閱讀課程 

在僑居地就學時，學校有安排閱讀課程 

綜合意見 

修訂 

A：左欄加上項目名稱—閱讀推廣事項 

左欄加上「學校閱讀推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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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閱讀投入 

向度/題目 題目說明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11.您通常大約花多少時間爲了樂趣而閱讀？（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 我不會爲了樂趣而閱讀 

□ 一天 30 分鐘或少於 30 分鐘 

□ 一天超過 30 分鐘，但少於 60 分鐘 

□ 一天 1 至 2 個小時 

□ 一天超過 2 個小時 

A：“為了樂趣而閱讀”的定義有些模糊，讀教科書不見得是沒有樂趣，

是否調整為”課外主動閱讀”較為明確，或是原設計有特殊考量，亦尊重

題意設計 

B: 平常還是假期要標示 

在僑居地就讀時，您通常花多少時間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請只

勾選一個答案） 

□ 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 

□ 一天約 30 分鐘 

□ 一天約 1 個小時 

□ 一天約 2 個小時 

□ 一天約 3 個小時 
 

原始題目 

 

 

 

 

 

 

 

 

12.您閱讀下列素材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沒

有 

一 年 數

次 

一 個 月

約一次 

一 個 月

數次 

一 星 期

數次 

雜誌------------- □ □ □ □ □ 

漫畫書----------- □ □ □ □ □ 

小說、故事-------- □ □ □ □ □ 

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報紙------------ □ □ □ □ □ 

A:左欄加上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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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 

 

修訂 

C：一星期數次與一個月數次如何定義？可修改列出數目字較易填寫 

（1）左欄加上「閱讀素材種類」 

（2）您閱讀下列素材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沒

有 

一年數

次 

一個月約

一次 

一 個 月

數次 

一 星 期

數次 

雜誌------------- □ □ □ □ □ 

漫畫書----------- □ □ □ □ □ 

小說、故事-------- □ □ □ □ □ 

非小說類書籍----- □ □ □ □ □ 

報紙------------ □ □ □ □ □ 

（按照 PISA 學生問卷的頻率選項） 

原始題目 

 

 

 

 

 

 

 

 

 

 

 

 

 

 

 

 

13. 您參與下列閱讀活動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如

果您不知道項目中的活動，請勾選「我不知道這是什麽」） 

 我不知

道這是

什麽 

從

未 

一 個

月 數

次 

一 星

期 數

次 

一

天

數

次 

閱讀電子郵件----------------- □ □ □ □ □ 

線 上 聊 天 / 社 交 媒 體 （ 如

facebook） 

□ □ □ □ □ 

閱讀網路新聞----------------- □ □ □ □ □ 

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如：

維基百科） 

□ □ □ □ □ 

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

訊- 

□ □ □ □ □ 

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 □ □ □ □ 

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例如：

時刻表、事件、秘訣、食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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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 

 

修訂 

閱讀網路雜誌----------------- □ □ □ □ □ 

閱讀網路小說---------------- □ □ □ □ □ 

閱讀網路漫畫---------------- □ □ □ □ □ 

A:左欄加上項目名稱 

B: 「線上聊天/社交媒體」改為「閱讀社群網站資訊」 

（1）左欄加上「線上閱讀活動項目」 

（2）「線上聊天/社交媒體」改為「閱讀社群網站資訊」 

 

向度/題目 題目說明 

 14.下列關於閱讀的敘述您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為何？（每一項請只勾

選一個答案）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閱讀是我的愛好之一 

B：這題太空洞 

閱讀是我喜歡的休閒活動之一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會跟別人談論書籍 

B: 我閱讀過或別人推薦？ 

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喜歡內容艱深、具挑戰性的書 

B: 我喜歡閱讀內容艱深、具挑戰性的書 

我喜歡閱讀內容有難度的書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 

B：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看書 

C：書局或圖書館，保留一種並說明做甚麼事 

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看書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是一位好讀者 

B：這題太主觀 

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獨自閱讀 

原始題目 我喜歡閱讀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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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議 

 

修訂 

B：我喜歡閱讀新的事物（如…..) 

C：新的事物(新的書本？) 

我喜歡閱讀新作品、新書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認為閱讀對人生很重要 

B：不明確 

我認為閱讀對學習成效、未來發展很重要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當我的父母贊同我閱讀，我很高興 

B：題意不清 

C：贊同是讚美嗎？ 

當我的父母讚許我閱讀，我很高興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喜歡老師稱讚我的閱讀表現 

B：這應該是對小學生而不是成年人 

師長的讚許會讓我對閱讀有正面態度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喜歡比其他同學更快完成閱讀 

B：題意不清 

比其他同學閱讀更多書，讓我感到很開心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嘗試準時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內容 

B：我嘗試準時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書單 

C：「嘗試準時」兩者一起語意不明，保留一個即可 

我會努力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書單 

綜合意見 

 

修改 

A:左欄加上項目名稱 

請將此題閱讀動機與社會互動兩個項目分開，未來統計比較能清楚

區隔 

（1）左欄加上「題目」 

（2）將閱讀動機與社會互動分為兩個大題。 

 

向度/題目 題目說明 

 15.在閱讀時，您做下列事情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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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我會試著弄清楚文章的內容如何符合真實的生活情境 

B：文章內容不一定跟生活情境有關 

我會試著弄清楚文章的內容與真實生活的相關程度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寫摘要時，我試著抄寫許多文章中的句子 

B：一般閱讀時很少人會寫摘要 

我會做閱讀筆記，摘錄文章中的句子 

原始題目 

專家建議 

修訂 

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向，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C：「我會設想幾個閱讀方向」不太清楚題意 

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式，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綜合意見 

 

 

 

 

 

 

修改 

A：左欄加上項目名稱 

有些類似的閱讀策略可以加以整併，否則入後統計難以解釋，例如： 

遇到不懂的字詞時，我會在困難的地方做記號來提醒我自己 

閱讀時，我會在覺得特別的語句畫線或做記號 

閱讀時，我習慣在自己認為重要的地方畫重點 

這幾題都是劃重點策略 

B：題目沒有編號很難看出哪幾題是屬於哪一個層面 

（1）左欄加上「題目」 

（2）「遇到不懂的字詞時，我會在困難的地方做記號來提醒我自己」 

「閱讀時，我會在覺得特別的語句畫線或做記號」 

「閱讀時，我習慣在自己認為重要的地方畫重點」 

以上三句整倂為 

「閱讀時，我會在自己認為重要或特別的語句畫線或做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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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預試問卷 

海外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之調查研究 

 

 

 

 

 

 

 

【第一部份】背景資料 

壹、個人背景 

1. 年齡：__________歲 

2. 性別：□男□女 

3. 國籍：□印尼□泰國□越南□緬甸□汶萊□寮國□香港□澳門 

□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___________ 

4. 組別：□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 

貳、家庭背景 

5. 您父親的教育程度為何？（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研究所（含）以上 □高中/高職 

□大學/技術學院 □初中 

□專科 □小學（含）以下 

 6. 您父親的主要職業為何？（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軍/公/教人員 □農/林/漁/牧業 

□工商企業投資/自營商 □文化/運動/休閒相關 

□金融/保險/貿易相關 □專業技術人員(如醫師/律師/資訊/工程/會計/設計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問卷主要在了解海外華僑青年的閱讀情況。您的答案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不需

具名，也絕對不會對外公開，敬請放心作答。感謝您撥冗協助填寫問卷。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昭珍 博士 

研究生 駱淑萍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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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製造/營造相關 等有執照或證照人員) 

□其他服務業 □運輸/倉儲/通信相關 

□家庭管理 □無業/待業 

□退休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母親的教育程度為何？（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研究所（含）以上 □高中/高職 

□大學/技術學院 □初中 

□專科 □小學（含）以下 

8. 您的母親的主要職業為何？（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軍/公/教人員 □農/林/漁/牧業 

□工商企業投資/自營商 □文化/運動/休閒相關 

□金融/保險/貿易相關 

□工業/製造/營造相關 

□專業技術人員(如醫師/律師/資訊/工程/會計/設計

等有執照或證照人員) 

□其他服務業 □運輸/倉儲/通信相關 

□家庭管理 □無業/待業 

□退休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參、學校推廣 

9. 您就讀的中學是否有圖書館？ 

□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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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回答下列問題？（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學校推廣事項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普

通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鼓勵我多閱讀-------------------------- □ □ □ □ □ 

（2）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以書本作為我表現優秀的獎勵品 □ □ □ □ □ 

（3）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和同學一起共讀並和我們分享心

得 

□ □ □ □ □ 

（4）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鼓勵同學常到圖書館----------------- □ □ □ □ □ 

（5）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在班上設置有圖書櫃-------------------- □ □ □ □ □ 

（6）在僑居地就學時，學校有安排閱讀課程-------------------------- □ □ □ □ □ 

（7）在僑居地就學時，學校會辦理閱讀專題講座、書展或其他

閱讀推廣活動----------------------------------------------------------- 

 

□ 

 

□ 

 

□ 

 

□ 

 

□ 

【第二部份】閱讀投入 

11.在僑居地就讀時，您通常花多少時間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請只勾選一個答

案） 

□ 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 

□ 一天約 30 分鐘 

□ 一天約 1 小時 

□ 一天約 2 小時 

□ 一天約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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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閱讀下列素材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閱讀素材種類 沒有 一年數次 一個月約一次 一個月數次 一星期數次 

（1）雜誌----------------- □ □ □ □ □ 

（2）漫畫書--------------- □ □ □ □ □ 

（3）小說、故事--------- □ □ □ □ □ 

（4）非小說類書籍------ □ □ □ □ □ 

（5）報紙------------------ □ □ □ □ □ 

13. 您參與下列閱讀活動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如果您不知道項

目中的活動，請勾選「我不知道這是什麽」） 

 

線上閱讀活動項目 

我不知道

這是什麽 

從未 一個月

數次 

一星期

數次 

一 天

數次 

（1）閱讀電子郵件---------------------------- □ □ □ □ □ 

（2）閱讀社群網站資訊（如 facebook） □ □ □ □ □ 

（3）閱讀網路新聞---------------------------- □ □ □ □ □ 

（4）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如：維

基百科）--------------------------------- 

 

□ 

 

□ 

 

□ 

 

□ 

 

□ 

（5）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 □ □ □ □ 

（6）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 □ □ □ □ 

（7）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例如：時

刻表、事件、秘訣、食譜）-------------- 

 

□ 

 

□ 

 

□ 

 

□ 

 

□ 

（8）閱讀網路雜誌---------------------------- □ □ □ □ □ 

（9）閱讀網路小說---------------------------- □ □ □ □ □ 

（10）閱讀網路漫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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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列閱讀互動的情況您是否同意？（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讀---------------------------------- □ □ □ □ □ 

（2）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 □ □ □ □ □ 

（3）我會與家人或朋友一起閱讀-------------------------------------- □ □ □ □ □ 

（4）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 □ □ □ □ □ 

（5）我經常轉寄網路作品給朋友------------------------------------- □ □ □ □ □ 

（6）我經常回應網路社群的討論或部落格文章-------------------- □ □ □ □ □ 

（7）我會在臉書或其他網絡媒體推薦書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 □ □ □ □ □ 

15.下列關於閱讀的敘述您是否同意？（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閱讀是我喜歡的休閒活動之一------------------------------------- □ □ □ □ □ 

（2）收到書當禮物時，我覺得很高興----------------------------------- □ □ □ □ □ 

（3）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看書------------------------------------- □ □ □ □ □ 

（4）我只為獲取特定資訊而閱讀---------------------------------------- □ □ □ □ □ 

（5）我喜歡對讀過的書表達看法---------------------------------------- □ □ □ □ □ 

（6）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獨自閱讀---------------------------------------- □ □ □ □ □ 

（7）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信心---------------------------------------- □ □ □ □ □ 

（8）我會閱讀內容有難度的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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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我會為尋求問題答案而主動閱讀---------------------------------- □ □ □ □ □ 

（10）如果一本書有趣，我不在意它是否很難讀---------------------- □ □ □ □ □ 

（11）我有喜歡閱讀的主題------------------------------------------------ □ □ □ □ □ 

（12）我喜歡閱讀新作品、新書------------------------------------------- □ □ □ □ □ 

（13）對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藉由閱讀來學習------------------------- □ □ □ □ □ 

（14）如果老師分享有趣的事，我會去閱讀相關的內容------------- □ □ □ □ □ 

（15）我願意用大部份的零用錢去買書-------------------------------- □ □ □ □ □ 

（16）我無法靜靜坐著閱讀----------------------------------------------- □ □ □ □ □ 

（17）閱讀時，我會進入書中的世界------------------------------------- □ □ □ □ □ 

（18）我認為閱讀對學習成效、未來發展很重要---------------------- □ □ □ □ □ 

（19）我認為成為一個喜愛閱讀的人很重要-------------------------- □ □ □ □ □ 

（20）我覺得從頭到尾讀完一本書很困難----------------------------- □ □ □ □ □ 

（21）對我而言，閱讀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 □ □ □ □ □ 

（22）閱讀複雜的故事很無趣-------------------------------------------- □ □ □ □ □ 

（23）當我的父母讚許我閱讀，我很高興------------------------------- □ □ □ □ □ 

（24）師長的讚許會讓我對閱讀有正面態度-------------------------- □ □ □ □ □ 

（25）我經由閱讀來改善我的成績-------------------------------------- □ □ □ □ □ 

（26）我喜歡成為比別人更好的閱讀者-------------------------------- □ □ □ □ □ 

（27）比其他同學閱讀更多書，讓我感到很開心--------------------- □ □ □ □ □ 

（28）我通常都是在老師有要求時才閱讀課外讀物----------------- □ □ □ □ □ 

（29）我會閱讀老師建議的書籍----------------------------------------- □ □ □ □ □ 

（30）我會努力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書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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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閱讀時，您做下列事情的情況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題目 

從

未 

有

時 

不

確

定 

經

常 

總

是 

（1）我會重複閱讀一篇文章以致能背誦------------------------------- □ □ □ □ □ 

（2）我儘可能試著背熟文章的許多細節------------------------------- □ □ □ □ □ 

（3）我會反覆地閱讀文章來幫助我了解------------------------------- □ □ □ □ □ 

（4）閱讀時，我會先了解文章的結構---------------------------------- □ □ □ □ □ 

（5）閱讀時，我會在自己認為重要或特別的語句畫線或做記號 □ □ □ □ □ 

（6）我會做閱讀筆記，摘錄文章中的句子----------------------------- □ □ □ □ □ 

（7）我試著將新資訊與從前學過的知識相連結---------------------- □ □ □ □ □ 

（8）我會弄清楚所學的課程內容在生活上有何幫助---------------- □ □ □ □ □ 

（9）我會試著連結我個人的經驗，以便更加理解文章的內容------ □ □ □ □ □ 

（10）我會試著弄清楚文章的內容與真實生活的相關程度--------- □ □ □ □ □ 

（11）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中描述的景象及聲音------------------- □ □ □ □ □ 

（12）我會用自己的話把文章的重點寫出來--------------------------- □ □ □ □ □ 

（13）我會說出文章中的主要內容大意--------------------------------- □ □ □ □ □ 

（14）我會整理文章的內容重點------------------------------------------ □ □ □ □ □ 

（15）我會先想清楚我真正要學習的是什麽--------------------------- □ □ □ □ □ 

（16）我會確認我是否明白讀過的內容--------------------------------- □ □ □ □ □ 

（17）我會試著弄清楚還沒有真正明白的概念------------------------ □ □ □ □ □ 

（18）閱讀時，我會記住文章最重要的論點--------------------------- □ □ □ □ □ 

（19）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額外的資料來了解---------- □ □ □ □ □ 

（20）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 □ □ □ □ 

（21）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閱讀------------------------------------ □ □ □ □ □ 

（22）閱讀時，我會先從簡單的內容開始閱讀------------------------ □ □ □ □ □ 

（23）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仔細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 □ □ □ □ 

（24）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式，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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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從

未 

有

時 

不

確

定 

經

常 

總

是 

（25）我會先看文章的標題，想想用何種方式進行閱讀較適合---- □ □ □ □ □ 

（26）閱讀時，我會依理解程度調整閱讀時間------------------------- □ □ □ □ □ 

（27）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 □ □ □ □ 

（28）了解文章大意後，遇到不重要的句子或段落，我會很快的

看過去---------------------------------------------------------------- 

 

□ 

 

□ 

 

□ 

 

□ 

 

□ 

（29）我會整理文章中較難的部份，閱讀後利用各種方式將它弄

清楚------------------------------------------------------------------- 

 

□ 

 

□ 

 

□ 

 

□ 

 

□ 

（30）我會依據文章的內容，調整自己的閱讀方式，如大概瀏覽、

或仔細閱讀等------------------------------------------------------- 

 

□ 

 

□ 

 

□ 

 

□ 

 

□ 

 

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題目。感謝您的撥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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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正式問卷 

海外華僑青年的閱讀投入之調查研究 

 

【第一部份】閱讀投入 

1. 在僑居地就學時，您通常花多少時間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請只勾選一個答

案） 

□ 很少自己選擇課外讀物來閱讀 □ 一天約 2 個小時 

□ 一天約 30 分鐘 □ 一天約 3 個小時 

□ 一天約 1 個小時   

2. 您閱讀下列素材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閱讀素材種類 沒有 一年數次 一個月約一次 一個月數次 一星期數次 

（1）雜誌      

（2）漫畫書      

（3）小說、故事      

（4）非小說類書籍      

（5）報紙      

 

親愛的同學您好： 

本問卷主要在了解海外華僑青年的閱讀情況。您的答案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不需

填寫名字，也絕對不會對外公開，敬請放心作答。感謝您撥冗協助填寫問卷。 

敬祝學業進步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昭珍 博士 

研究生 駱淑萍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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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參與下列閱讀活動的頻率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如果您不知道項目

中的活動，請勾選「我不知道這是什麽」） 

線上閱讀活動項目 

我不知

道這是

什麽 

從未或

幾乎沒

有 

一個月

數次 

一星期

數次 

一天 

數次 

（1）閱讀電子郵件      

（2）閱讀社群網站資訊（如：facebook）      

（3）閱讀網路新聞      

（4）使用線上字典或百科全書（如：維基百

科） 

     

（5）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6）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7）利用網路搜尋實用訊息（例如：時刻表、

事件、秘訣、食譜） 

     

（8）閱讀網路雜誌      

（9）閱讀網路小說      

（10）閱讀網路漫畫      

4. 下列閱讀互動的情況您是否同意？（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會與朋友交換課外讀物閱讀      

（2）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分享閱讀的書      

（3）我會與家人或朋友坐在一起閱讀      

（4）我會跟別人談論閱讀過的書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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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我經常轉寄網路作品給朋友      

（6）我經常回應網路社群的討論或部落格文章      

（7）我會在臉書或其他網絡媒體推薦書或分享我的閱讀心得      

5. 下列關於閱讀的敘述您是否同意？（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閱讀是我喜歡的休閒活動之一      

（2）收到書當禮物時，我覺得很高興      

（3）我喜歡去書局或是圖書館看書      

（4）我願意用零用錢去買書      

（5）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獨自閱讀      

（6）我對自己的閱讀能力有信心      

（7）我會為尋求問題的答案而主動閱讀      

（8）我會挑戰閱讀內容有難度的書      

（9）如果一本書有趣，我不在意它是否很難讀      

（10）我有喜歡閱讀的特定主題      

（11）我喜歡閱讀新作品、新書      

（12）對有興趣的事物，我會藉由閱讀來學習      

（13）如果老師分享有趣的事，我會去閱讀相關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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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4）我喜歡對讀過的書表達看法      

（15）閱讀時，我會進入書中的世界      

（16）我認為閱讀對學習成效、未來發展很重要      

（17）我認為成為一個喜愛閱讀的人很重要      

（18）父母親對我多閱讀的支持，讓我覺得很高興      

（19）師長對閱讀的讚許或獎勵，會讓我對閱讀有正面態度      

（20）我認為多閱讀可以改善我的成績      

（21）我喜歡成為比別人更好的閱讀者      

（22）比其他同學閱讀更多書，讓我感到很開心      

（23）我通常都是在老師有要求時才閱讀課外讀物      

（24）我會閱讀老師建議的書籍      

（25）我會努力完成老師指定的閱讀書單      

6. 在閱讀時，您做下列事情的情況為何？（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題目 

從

未 

有

時 

不

確

定 

經

常 

總

是 

（1）我會記熟文章的許多細節      

（2）我會反覆地閱讀文章來幫助我了解      

（3）閱讀時，我會先了解文章的結構      

（4）閱讀時，我會在自己認為重要或特別的語句畫線或做記號      

（5）我會做閱讀筆記，摘錄文章中的句子      

（6）我試著將新資訊與從前學過的知識相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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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從

未 

有

時 

不

確

定 

經

常 

總

是 

（7）我會弄清楚所學的課程內容在生活上有何幫助      

（8）我會試著弄清楚文章的內容與真實生活的相關程度      

（9）閱讀時，我會想像文章描述的景象及聲音      

（10）我會用自己的話把文章的重點寫出來      

（11）我會說出文章的主要內容大意      

（12）我會整理文章的內容重點      

（13）閱讀前，我會先想一想我想學習的是什麽      

（14）我會確認我是否明白讀過的內容      

（15）閱讀時，我會試著弄清楚還沒有真正明白的概念      

（16）閱讀時，我會記住文章最重要的論點      

（17）閱讀時有不明白的地方，我會找其他的資料來了解      

（18）當我閱讀較長的文章時，我會中途回想前面讀過的重點      

（19）我會注意自己是否有專心閱讀      

（20）我會先了解文章的大意後，再仔細閱讀文章的細節部份      

（21）閱讀時，我會先設想幾個閱讀方法，來幫助自己專心閱讀      

（22）我會先看文章的標題，想想用何種方法進行閱讀較適合      

（23）對於看不懂的部份，我會多思考幾遍幫助理解      

（24）了解文章大意後，遇到不重要的句子或段落，我會很快的

看過去 

     

（25）我會整理文章中較難的部份，閱讀後利用各種方式將它弄

清楚 

     

（26）我會依據文章內容，調整閱讀方式，如大概瀏覽、或仔細

閱讀等 

     

 



195 

 

【第二部份】學校推廣 

7. 您就讀的中學是否有圖書館？□有□無 

8. 請回答下列問題？（每一項請只勾選一個答案） 

學校推廣事項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普

通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鼓勵我多閱讀      

（2）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以書本作為我表現優秀的獎勵品      

（3）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和同學一起共讀，並和我們分享

心得 

     

（4）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會鼓勵同學常到圖書館      

（5）在僑居地就學時，老師在班上設置有圖書櫃      

（6）在僑居地就學時，學校有安排閱讀課程      

（7）在僑居地就學時，學校會辦理閱讀專題講座、書展或其他

閱讀推廣活動 

     

【第三部份】背景資料 

9. 年齡：__________歲 

10. 性別：□男□女 

11. 國籍：□印尼□泰國□越南□緬甸□汶萊□寮國□香港□澳門 

□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___________ 

12. 組別：□第一類組□第二類組□第三類組□其他___________ 

13. 您父親的教育程度為何？ 

□研究所（含）以上□大學/技術學院□專科□高中/高職□初中□小學（含）以下 

14. 您母親的教育程度為何？ 

□研究所（含）以上□大學/技術學院□專科□高中/高職□初中□小學（含）以下 

15. 您父親的主要職業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6 

 

16. 您母親的主要職業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之題目。感謝您的撥空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