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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

況，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以及閱讀態度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澎湖縣國小六年級 37所國小六年級學生共 675 人普

測，有效樣本為 660 份，研究調查結果以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卡方檢定以及皮爾遜積差相關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

議，做為教育當局、學校及家長，以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依據資料分析與討論的結果，本研究有六個結論： 

一、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普通，閱讀態度良好，閱讀行為待加強。 

二、 家庭閱讀環境以家人閱讀習慣方面最佳，親子閱讀互動及家庭閱讀資源次

之，閱讀獎勵制度最缺乏。 

三、 學生閱讀來源以學校圖書館為最多，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在學校閱

讀課或晨讀時間，每週到圖書館借閱書籍 1-2次，最常閱讀書籍的地點是

在班級教室，最常閱讀的課外讀物為語文類，女生喜歡閱讀小說，男生喜

歡閱讀故事。 

四、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家庭閱讀環境大部分有顯著差異。不同就讀

學校類型、父母親學歷、家庭狀況之六年級學生其家人閱讀習慣、家庭閱

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有顯著差異。 

五、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閱讀行為大部分有顯著差異。父母親為高學

歷、與父母親同住之學生也擁有較多的家中及校外閱讀資源，學校所在區

域會造成學生借閱頻率方面的差異。 

六、 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其閱讀態度大部分有顯著差異。學生的閱讀成

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以及課外閱讀行為，因不同就讀學校類型、父母

親學歷、家庭狀況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澎湖縣、閱讀環境、閱讀行為、閱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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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reading environment,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attitude of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Penghu County, an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n the family reading environment, 

reading behavior and reading attitude. 

A total of 675 students of sixth grade students of 37 primary schools in Penghu 

County were surveyed and 660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chi-square test and Pearson's product-related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reference were made as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schools and parents, 

and follow-up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e can find six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1. The reading environment of Penghu County sixth grade students family is normal,

the reading attitude is good, but the reading behavior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2. It is best to study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together in the family reading

environment,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 and family resources is in the

second place, and the reading reward system is lacked most.

3. We can know it the most that the reading source for the student is their school

library in the school , and they often read extracurricular books in their reading

time or morning reading time, borrowing books from library is 1-2 times a week,

very often reading books in their classroom the most. The most commonly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is language class. Girls like to read novels, while boys like

to read stories.

4.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their

home reading environment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ading habits, family reading resources and parent-child

reading interactions of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of different school types, parental

qualifications and family status.

5.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ost of their reading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arents have hig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students who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have more home and outside school

reading resources, the school area will cause students of borrowing frequency

difference.



IV 

6.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ost of their reading

attitude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Students' reading achievement and challenge,

reading preference tendency and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behavior, parents

education, family statu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ue to different school types.

Key words: Penghu County, reading environment, reading behavior, reading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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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澎湖縣國小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與關係，

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為名詞解釋，第四節為預期

貢獻。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教育部前部長曾志朗說：「閱讀是教育的靈魂。」面對目前困乏的教育學習環境，

學校教育是孩子的一線生機，推動教育工作的過程中，唯有透過閱讀的相輔相成，才能

讓受教者發現學習的無限可能，探索學習的殿堂。特別是對於國民教育階段的學生而言，

閱讀可以提升學習的興趣，厚植學習各領域知識的基礎。因此，對於閱讀推動的重視，

國內外皆然。 

    英國的教育及職業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為了打造一個

「舉國皆是讀書人的國度」(Build a Nation ofReaders)，特別訂定 1998年 9月至 1999

年 8月為「全國閱讀年（Nation Year of Reading）」。閱讀年的活動重點包括：送書到

學校、增加小學閱讀課程並與媒體、企業、民間組織形成夥伴關係、鼓勵親子共讀、發

起寢室閱讀週等，從這些活動中可以瞭解到英國重視閱讀與推動閱讀的決心（教育部，

2010）。 

    法國在閱讀推動方面，文化部自 1988年啟動每年 10月進行的「讀書樂」活動，讓

閱讀與生活結合，2006 年第 18 屆「讀書樂」活動，更動員全國的力量，自發性舉辦書

展，邀請演員用戲劇表演的方式來詮釋文學作品。法國鐵路局也配合活動，在全國火車、

地鐵上設置了一萬本書，提供大家自由傳閱，目的就是要讓閱讀成為人民生活中的一部

份（江逸之，2007）。「讀書樂」為全球國際性閱讀活動，每年有超過 100個國家響應並

舉辦相關活動。台灣近年來也共襄盛舉，舉凡座談會、戲劇演出、展覽、對談、電影欣

賞、故事饗宴、徵文比賽、閱讀分享及簽書會，這些相關活動都是響應法國「讀書樂」

活動（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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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於 1960 年代提倡「親子二十分鐘讀書」的活動，近幾年來，更是推行「兒童

晨間閱讀運動」（齊若蘭、游常山、李雪莉，2003）；目前日本更推出下列活動：(1)學

校「晨間十分鐘閱讀」活動；(2) 「Book Start」運動：剛出生的嬰兒接觸閱讀；(3)

閱讀志工的外送行活動（廣瀨恆子，2001，引自台灣閱讀協會，推廣兒童閱讀國際經驗

交流研討會會議手冊）。 

    韓國自 2003 年起，持續實施閱讀推廣法制化活動，積極改善學校及公立圖書館的

設施及設備，且全面推廣晨讀活動，發展閱讀素養的診斷性評價，並結合民間力量推廣

閱讀，已大大提升學生的成績、寫作能力、認識社會的能力以及邏輯思考能力(周祝瑛、

莊清寶，2013)。 從以上這些國家的措施，可以發現國外對於閱讀活動推動的情形及重

視。 

    國內對於閱讀活動的推動也不遺餘力，教育部自民國 90年至 92年推動「全國兒童

閱讀計畫」，民國 93 年至 97 年推動「焦點三百－兒童閱讀推動計畫」，民國 95 年起推

動「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該計畫自民國 97年起納入「悅讀 101-國民中

小學提升閱讀計畫」），民國 97年至 103年推動「悅讀 101－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

民國 98年至 101年推動公共圖書館第一期「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計畫」，民國 102年至

105年賡續推動公共圖書館第二期「閱讀植根與空間改造計畫」，國內的閱讀推動計畫旨

在培養全民閱讀習慣以及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打造成一個優質閱讀環境，讓學生產生

閱讀行為，養成閱讀習慣(教育部，2014)。因此，讓學童能在潛移默化的環境中，接觸

閱讀、樂在閱讀，提供一個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與學校閱讀環境，是刻不容緩的。從上

述國內閱讀活動的推動，可見閱讀的重要性，也可知學校閱讀計畫的推動是持續且用心

經營的，但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是否也受到重視，是我們無法輕易得知的，因此，研究

者想進行閱讀相關的研究，了解澎湖縣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實際情形，此為研究動機

之一。 

    根據遠見雜誌 2012 年 8 月調查全國親子閱讀力，評鑑結果如下：台北市以豐富圖

書館藏和高借閱量勇奪第一，澎湖縣則是個人擁書量最高的縣市。台北市過去一年平均

每人借書 4.32冊排名第一，澎湖縣以平均 2.58冊居次。此外親子閱讀力調查也統計國

中、小圖書館藏書量和平均每個學生擁有圖書冊數，發現離島和農業縣市遙遙領先都會

區，澎湖縣以每人 71.57 冊拿下國小學生擁書量的冠軍，其次是金門縣（59.53 冊）、第

三是台東縣（57.81冊）。（《遠見雜誌》第 315期，2012年 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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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見雜誌同時也進行親子閱讀調查顯示，有 93%的家長支持孩子閱讀與考試無關的

書籍，2012 年進行調查時，每位受訪家長平均花 3645 元為孩子買書，但超過 4 成家長

沒有和孩子一同閱讀，有 93%的家長支持孩子閱讀，但僅有 11.5%的家長與孩子天天進

行共讀。 

    澎湖位處離島，文化刺激不足，但根據以上遠見雜誌的調查結果，澎湖縣高居個人

擁書量最高以及每人借閱書籍排名第二名，在藏書資源如此豐富的條件下，學生的閱讀

行為為何？每週花多少時間閱讀？喜歡閱讀哪一類的書籍？課外讀物的來源主要來自

哪裡？閱讀的情形是否與上述調查資料有所差異？這樣的調查結果引發研究者的興趣，

想要深入研究與了解，此為研究者的研究動機之二。 

    根據調查發現國小學生每天在家看電視上網，在一個小時內占 25%，超過一小時以

上者則高達 75%（彭清仁，2010）。兒福聯盟調查指出週休二日期間，七成五的兒童天天

上網，到了寒暑假，約一成八的兒童每天使用網路的時間超過六小時，學童的休閒時間

還是以打電腦看電視為主，尚未把閱讀視為空閒時的主要活動（張文華，2011）。 

    學童雖然有正向的閱讀態度，但多數孩子花費在閱讀的時間和精力可能不及看電視

或玩遊戲，尤其近年來智慧型手機普及，學童花在 3 C 產品的比例更是比閱讀高出許多，

由此可見，在學生心中，閱讀的吸引力仍然不及電腦、電視、手機或網路多媒體等聲光

誘惑力。學童不喜歡閱讀，最主要是沒有良好的閱讀態度和養成閱讀的習慣（何琦瑜，

2007）。澎湖雖處離島，但學童使用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和電動遊戲的狀況，同樣受

到影響。故藉此研究想深入了解自己所服務的縣市，學童是否有良好的閱讀習慣及閱讀

態度，並從研究中了解推行的方式及困難，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自民國 90 年起，國內進行閱讀相關主題的研究非常多，但其中以閱讀環境、閱讀

行為及閱讀態度為研究主題並以澎湖縣為研究區域的並不多，研究者從台灣博碩士論文

知識加值系統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態度」及「閱讀行為」為關鍵字查詢，僅有王

平坤（2010）以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子女的文化資本、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作為研究；許

麗鈞 （2010）以家庭閱讀環境、學校閱讀環境與國小一年級學童閱讀能力與閱讀動機

之相關研究；以及楊泓儒（2015）澎湖縣國小學童知覺學校閱讀環境、閱讀動機、閱讀

行為相關研究。王平坤主要是進行新移民子女與非新移民子女的文化資本、閱讀動機與

閱讀行為作為比較，研究對象為四到六年級的學童，雖與研究者的研究對象有相同的部

分，但研究主題不盡然相同；許麗鈞的研究對象是一年級的學生，與研究者以六年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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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不同，研究主題是閱讀環境與閱讀能力及閱讀動機之相關研究，與研究者的研究

方向也不全然相同；楊泓儒的研究主題與研究者的研究相似，但楊泓儒的研究對象為三、

四年級的學生，與研究者選定的研究對象不同。三位研究者的論文皆有其參考的價值，而

本研究進行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與關係研究，能

讓澎湖縣閱讀相關主題的研究更加完整。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節將分述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為澎湖縣六年級學生，不同

背景因素包含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人同住情形及學校所在區域，本研究目的說明如

下： 

一、 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 

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差異

與分析。 

三、 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相關與分析。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由研究目的延伸提出研究問題如下： 

一、 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 

二、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是否有

顯著差異。 

三、 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間的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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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涉及的重要名詞有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和閱讀態度，為了使本研究的重

要名詞能更清楚明確，以便後續更深入分析探討，因而將本研究相關的名詞加以界定

如下： 

 

一、閱讀環境( Reading Environment) 

    「閱讀環境」指學童從事閱讀活動時，所居處於特定的周遭環境，該環境可分為

有形與無形的環境，有形的環境是物質環境，包括閱讀資源、獎勵制度等；而無形的環

境，即是心理或人際環境因素，包括閱讀習慣、人際之間的互動方式等（賴明凱，2015）。 

       本研究對「閱讀環境」的定義，指學童從事閱讀活動時，所處的特定周遭環境，

該環境可能是學校或是在家中，可能是有形的環境或無形的環境，有形的環境包括：閱

讀資源、圖書設備、獎勵制度，也含無形的環境包括面對閱讀活動的態度、閱讀習慣、

閱讀互動方式等。考量研究之需求，僅將閱讀環境設定在家中，即家庭閱讀環境。 

 

二、閱讀行為( Reading Behavior) 

    閱讀是一種複雜的心理認知歷程，而非僅是單純的接受刺激而加以辨識訊息的歷

程而已，國小學童必須要以識字為基礎，再配合自身已有的知識、經驗以及閱讀技巧等

能力相互運用，才能提昇閱讀理解的能力。閱讀行為一詞是指閱讀者實際從事閱讀相關

的外顯表現（姚育儒，2009）。學童在閱讀習慣的建立時，父母親的閱讀行為對於兒童

的閱讀能力有相當大的影響，閱讀行為的方式、閱讀內容以及閱讀頻率等都會影響到閱

讀能力的發展。 

    本研究所指的閱讀行為，包括從事閱讀的時間、閱讀來源、閱讀數量、閱讀類型、

閱讀次數以及借閱頻率。 

 

三、閱讀態度( Reading Attitude) 

    閱讀態度，是指讀者對閱讀所產生的一連串的心理感受與反應，是一種伴隨情感

狀態的反應，其影響讀者從事閱讀活動的動機與閱讀行為。閱讀態度會影響一個人對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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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行為的持續性(黃齡瑩 2004；林惠娟 2002)。 

    本研究所指的閱讀態度即參考周芷誼的論點，分為「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

好傾向」、「課外閱讀習慣」等三個面向，並將其回應加以歸納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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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國小學童閱讀環境、閱讀行為以及閱讀態度之內涵與相關研究。基於

本研究的目的，研究者蒐集相關的文獻加以探討以作為本研究的依據。本章共分做五節，

第一節為閱讀的基本概念；第二節為家庭閱讀環境之相關研究；第三節為閱讀行為相關研

究之探討；第四節為閱讀態度相關研究之探討，第五節為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

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閱讀的基本概念 

本節包含的內容如下：一、閱讀的意義，二、閱讀的階段，三、閱讀環境的意

義。將從閱讀的意義與閱讀的階段進行討論與分析，然後依據研究目的，針對閱讀環境

重新定義，茲分述如下： 

 

一、閱讀的意義 

    啟動英國閱讀年的教育部長布朗奇（David Blunkett）曾指出：「每當我們翻開書

頁，等於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閱讀是各種學習之基礎。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中，最

能解放我們心靈的莫過於閱讀。｣（教育部，2009）。洪蘭（2001）也指出閱讀對生理心

理皆有助益，閱讀在生理上能刺激大腦神經，延緩大腦退化的速度;在心理認知層面，能

進行比較有效的知識累積並培養獨立判斷的能力，也因為閱讀而豐富了個人的知識，因而

在心理特質上能減少無知能造成的恐懼感，進而提升一個人的挫折容忍力。由此可知，閱

讀不但能通往知識的殿堂，讓人的視野變得更加遼闊，還能改變個人的氣質，可見閱讀的

重要性及對讀者身心靈的幫助。 

    從古至今人們對閱讀就十分重視，由於閱讀是如此重要，針對中外學者對閱讀的看法

和定義，研究者加以歸納如下： 

    曾志朗和洪蘭（2006）認為閱讀是一種主動的訊息處理歷程，透過閱讀可以累積廣博

的背景知識，讓人產生想像力，將零散片段的知識串連成一個有意義的結構。Graesser，



8 
 

Singer 和 Trabasso（1994）認為閱讀是一個意義建構的歷程，在閱讀時，讀者通常會事

先設立閱讀目標，在閱讀的同時，組織文章內容形成符合自身設定的目標；從閱讀理解

的角度切入，則認為閱讀最基本的目標是讀者正確組織作者想要傳遞的訊息。吳敏而和

陳鴻銘（2002）認為閱讀是一種建構意義的過程，其目的在於理解文字的意涵和文句脈絡

的延伸意義，而不在朗讀或背誦。 Kirsch和 Guthrie以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閱讀可看成

是一種舉止或行為；以休閒觀光的觀點來看，閱讀是一種愉悅的享受過程；以知識獲取的

觀點來看，閱讀則可增廣見聞（引自謝彩瑤，2001）。蔡美容（2005）將閱讀分為狹義和

廣義的定義，狹義的閱讀為對文字的略讀、朗讀和精熟的方式，廣義的閱讀指的是思考創

作及批判等高層次的思考歷程。因此，閱讀不只是看文字或符號而已，更深層的意義是要

能理解文字的意義才能算是閱讀。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閱讀不僅只是一般人所認為的看文字資料而已，閱讀更是一種

建構的歷程，學童在閱讀的歷程中能理解文意並能建立思想及抒發情感。而孩子的學習必

須從閱讀能力開始加強與建立，因此本研究從孩子最早也最重要的家庭環境和學校環境去

探討，瞭解學童的閱讀行為、激發學童正確的閱讀態度，提升學童的閱讀理解表現。 

 

二、 閱讀的階段 

    柯華葳（2007）指出閱讀學習可以分為「學習閱讀所需要的能力」和「透過閱讀學

習知識」兩大階段，「學習閱讀所需要的能力」是學習閱讀（learn to read），是小學

三年級以前的閱讀教學重點，「透過閱讀學習知識」為閱讀學習（read to learn），此

為小學四年級以後的閱讀教學重點，是將閱讀視為一種工具，藉以獲得學科領域的知識

技能，是功能性的語文能力，包括不同目的的閱讀，甚至是比較高層次的推理理解等。

從閱讀的發展階段來看，一個人是從「學習閱讀」逐步發展至「透過閱讀學習」，小學

中年級以後，開始藉由大量閱讀，學習與累積各種知識（洪世昌，2011）。閱讀發展階

段有助於了解學童以發展閱讀技能，並增進對教學環境需求的了解，更可以協助家長及

教師瞭解教學是否以提升該階段學生的閱讀能力，以判斷學童的閱讀能力發展狀況（黃

家瑩，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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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ll（1996）依據年齡和發展任務，將閱讀的發展分為六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

不同的任務，分述如下： 

(一) 前閱讀期（prereading）：學習者大約六歲以前能逐漸熟悉語言與聲音之間的

對應。 

(二) 閱讀初期（initial reading or decoding）：學習者大約是六至七歲開始學

習字音之間的對應關係。 

(三) 流暢期（confirmation‚fluency‚ungluing from print）：這階段的兒童大約

至八歲會檢視前兩階段所學，並且增加流利度。 

(四) 閱讀新知期（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new）：這階段的兒童大約到九歲閱

讀的目標不再是學會閱讀，而是從閱讀中得到資訊，詞彙的學習更是在此階

段中快速發展。 

(五) 多元觀點期（multiple viewpoints）：學習者大約十四到十九歲，逐漸學會

如何分析閱讀的內容，並能從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 

(六) 建構和重建期（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 worldview）：學習者

已能從閱讀中發展出自己的看法，從他人的經驗建構自己的知識。這個階段

可能要到大學甚至更晚才能達到，也有可能只有比較聰明的人才能達到這個

階段。 

 

    根據 Chall 的閱讀發展階段，前三期指的是學齡前幼兒到國小三年級的學童，此

階段的發展重點在「學習如何閱讀」（learn to read）；閱讀發展階段的後三期，大約

是國小四年級之後，此階段的發展任務是「透過閱讀學習」（read to learn），Chall

的閱讀發展階段若分為前三期與後三期，即與上述柯華葳教授的閱讀學習兩大階段相

符。 

 

    另外 Gunnung(1996)也有提出綜合多位學者而成的五個閱讀發展階段，分別為第

一階段：閱讀萌芽期(0~5歲)、第二階段：開始閱讀期(幼稚園~小學一年級)、第三階

段：閱讀能力獨立及進步期(小學 2~3 年級)、第四階段：透過閱讀學習(read to 

learn)(小學 4~6 年級)、第五階段：抽象閱讀 (國一以上)(引自錡寶香，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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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六年級學生正處於 Gunnung 所指的閱讀發展第四階段「透過閱讀學習」，也

與柯華葳教授所提出的閱讀學習第二大階段「透過閱讀學習知識」，亦即閱讀學習（read 

to learn）相符，也和 Chall 閱讀發展階段的第四期「閱讀新知期」的閱讀發展重點

相似。小學六年級學童在閱讀能力上急速增進，能在閱讀中得到資訊，並將閱讀視為

一種知識技能，甚至是較高層次的閱讀理解，因此研究者選擇國小六年級的學童為研

究對象是具有其價值及意義性。 

 

三、閱讀環境的意義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石，閱讀有許多教育功能，若能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不但

可以改善兒童閱讀的氛圍，更能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洪蘭（2008）指出，把學童放

在正常的環境裡，沒人教他說話，他自然會說話，若沒人教他閱讀，他則不認識字。

曾祥芹（1999）認為閱讀環境是指閱讀活動得以進行的所有先決客觀條件。國家圖書

館輔導組（2003）指出閱讀是開啟學習的必經之路，在孩子學習的過程中，父母和老

師是重要的啟蒙者，而他們所提供的閱讀環境，對孩子的閱讀行為影響甚鉅。Morrow

（1992）也指出閱讀環境對兒童閱讀行為影響很大，兒童處在不重視閱讀的環境中，

即使學習能力佳，其閱讀興趣也會日漸低落。 

     

    由以上研究者的觀點發現環境之於閱讀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個良好的閱讀環

境，能夠引起學童的閱讀動機，影響閱讀行為、閱讀表現，因此學生的所處的閱讀環

境是本研究的探討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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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閱讀環境之相關研究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石，閱讀更有許多教育功能，從小養成良好閱讀習慣的人，將

有助於語文詞彙、閱讀能力以及閱讀理解能力的精進。在為兒童建立良好閱讀習慣和閱

讀態度前，應先營造一個優質的閱讀環境與氛圍。在本節中將從兒童最早接觸的家庭閱

讀環境來進行探討。 

一、 家庭閱讀環境的內涵與定義 

    本部分就家庭閱讀環境的內涵與家庭閱讀環境定義進行探討，分述如下： 

 

  (一)家庭閱讀環境的內涵 

        家庭是兒童的第一個學習環境，父母是兒童的第一個老師（賴苑玲，2006）。家庭是

兒童接觸的第一個閱讀環境，父母是兒童早期閱讀的第一個模仿對象；父母若能營造良

好的閱讀環境，自身也喜愛閱讀，孩子自然也能養成閱讀的好習慣，對兒童的閱讀態度

也有正向的助益。 

    英國兒童文學及青少年文學作家 Chambers 是英國推動閱讀的重要推手，Chambers

認為閱讀是需要有個場所的，而且閱讀的場所和我們閱讀的樂趣、情緒、專心度有著極

大的關係（許慧貞譯，2001）。家庭閱讀不同於學校，沒有教科書，沒有習作，沒有考

試，也沒有分數。父母引導孩子閱讀，主要的任務在養成興趣和習慣，興趣包括對文字

和書本的興趣。透過親子一起閱讀，孩子看見父母閱讀的習慣以及對書和知識的態度，

孩子會好奇書裡裝了什麼，會樂於親近書。而透過書，親子有共同談話的主題，是溝通

的最佳機會(柯華葳，2011）。 

    Hannon認為家庭是發展閱讀的良好環境，因為學校教師有許多時間壓力，例如：趕

進度、無法顧及學生的個別差異等，而父母與孩子在家中的時間較為充裕，親子關係緊

密，是進行閱讀活動的良好環境（引自洪婉莉，2002）。 

 

綜合以上研究者的看法，父母若能提供孩子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孩子也能感受到

書香的氣息；父母若能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孩子也能學習到好的學習榜樣。因此，身為

父母若能身教與言教並重，積極提供孩子豐富的閱讀資源，營造優質適合學習閱讀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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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讓孩子在充滿語文溝通及生活經驗的刺激之下，培養正確的閱讀習慣與閱讀態度，

更能建立孩子獨立思考與成熟閱讀的能力。 

 

(二)家庭閱讀環境的定義 

    家庭閱讀環境簡單的說，是指學童平時在家裡所接觸到的閱讀空間、資源與互動，

主要是指學童在家庭中所從事的閱讀活動。根據林文寶的調查，兒童閱讀課外讀物的場

所，以家中 79.8%最多，其次是圖書館與班級教室，父母親實為推展閱讀的關鍵，家庭

環境影響著兒童的閱讀習慣，將影響兒童閱讀的家庭環境因素整合在一起，即構成家庭

閱讀環境(林文寶，2000）。 

    關於家庭閱讀環境的定義，Delaney及 Finger（1991）認為家庭閱讀環境是一種在

親子間具有教育意義的資訊交換活動。黃敏秀（2002）認為家庭閱讀環境包括「家庭閱

讀材料」與「父母閱讀引導」兩個層面。謝美寶（2003）認為家庭閱讀環境應包括父母

的閱讀習慣、親子的閱讀互動、父母親的教育期望以及家庭閱讀資源。周芷誼（2008）

的研究中則著重父母的閱讀支持，將家庭閱讀環境包括父母的閱讀支持度、親子閱讀互

動與家庭閱讀資源。王秀梅（2010）認為家庭環境最主要是探討家庭環境中與閱讀有關

的部份，稱之為家庭閱讀環境。 

     

綜合以上論述，皆有其優缺點，Delaney與 Finger 的說法較著重在親子資訊交換活

動，黃敏秀、謝美寶和周芷誼三位研究者所認為的家庭閱讀環境包含有形的閱讀環境-

家庭閱讀材料、家庭閱讀資源，以及無形的閱讀環境—父母閱讀引導、父母的閱讀習慣、

親子的閱讀互動、父母親的教育期望。王秀梅的定義相較之下則較為簡略。 

 

    本研究定義的家庭閱讀環境是以「家庭」為範圍的「閱讀環境」，是指學童進行閱

讀活動時所處的家庭環境，與黃敏秀、謝美寶和周芷誼三位研究者所認為的家庭閱讀環

境較接近，包含有形與無形的環境，有形的環境則是物質環境，包括閱讀資源、獎勵制

度等；而無形的環境因素，包括閱讀習慣、與家人之間的互動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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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 
直接影響 

二、 家庭閱讀環境的相關理論 

家庭是一個人出生後，在學習上最初始的地方，也是個人社會 

化或教育的第一個單位。與家庭閱讀環境相關的論述及研究很多，以下僅就家庭閱讀環

境的部分進行探討。 

(一)Finn的期望網 

    Finn（1972）對於家庭的教育氣氛及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關心方面，以期望網的方

式呈現。在此網中，家長對子女的關心與期望會影響子女的成果表現。此外，同儕、教

師的期望與個體的自我期望也會產生交互影響，進而影響個體的學業成就表現。Finn

認為期望指的是期許最可能發生的結果，是個人對於他人或自己所形成的意識或潛意識

的評價，致使評價者期許被評價者表現與其所評價一致的態度（引自王怡芳，2010）。

李燕妮（2006）研究也指出家庭環境的鼓勵和父母的積極參與是引發兒童閱讀動機的一

個重要因素。圖 2-2-1 即為期望網示意圖（雙箭頭顯示一種交互增強的概念）（引自陳

怡華，2001）。 

 

 

 

 

 

 

 

 

                  圖 2-2-1 Finn 的期望網 

資料來源:”Expections an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by Finn‚J.D.‚1972‚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42（3）‚p.395. 轉引自”國小學生家庭閱讀、閱讀動機語國語科學業成就之相關研究”， 陳怡華，

2001。 

個人被知覺到的特性 

（年齡、種族、性別、能力、以往成就） 

同儕關係 父母期望 教師期望 他人期望 

自我期望 

成果表現（成就） 

文化傳統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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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父母的行為深深影響孩子，孩子會藉由觀察，進而模仿父母的行為。

一個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包含良好的家人閱讀習慣、豐富的家庭閱讀資源、頻繁的親

子閱讀互動以及合適的閱讀獎勵制度。而且兒童的教育成就深受各種因素影響，例如家

中的教育資源、家庭中的氣氛、家庭中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方面，均會影響兒童的

學習。這些家庭閱讀環境相關的因素與孩子的學習息息相關，影響孩子對閱讀的喜好，

因此本研究將家庭閱讀環境列入研究變項。 

 

三、 家庭閱讀環境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分析針對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多將家庭閱讀環境分

為「家人閱讀習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以及「閱讀獎勵制度」四個層

面，對於家庭閱讀環境的相關研究已有一系列的實徵結果，茲將近年來與國小學童閱讀

環境相關的研究整理如表 2-2-1所示: 

 

表 2-2-1：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相關研究結果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份)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摘要 

謝美寶 

2003 

高雄縣國

小六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生大致具有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 

2. 國小學生閱讀態度、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理

解能力有顯著正相關。 

3. 國小學生之閱讀態度和家庭閱讀環境能部

分預測閱讀理解表現。 

方子華 

2003 

高雄市國

小六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生的家庭閱讀活動有待加強。 

2. 國小學生家庭閱讀活動學校閱讀環境與閱

讀動機有正相關。 

3. 國小學生之家庭閱讀活動與學校閱讀環境

對閱讀動機具有解釋力。 

沈佳容 

2004 

桃園縣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學生課外閱讀態度、家庭文化資源和閱讀能

力有正相關。 

2. 學生之課外閱讀態度與家庭文化資源能顯

著預測其閱讀能力。 

周芷誼 

2005 

彰化縣一

所國小五

年級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生大致具有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 

2. 不同背景變相的國小學童其家庭閱讀環境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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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份)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摘要 

3. 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班級閱讀環境和閱

讀態度有顯著正相關。 

賴苑玲 

2006 

台中縣市

國小六年

級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童有良好的閱讀態度與圖書館閱讀

環境有相關但家庭與班級閱讀環境宜加強。 

2. 國小學童之家庭閱讀環境中「家庭閱讀資源

｣與「父母親閱讀行為｣能預測國小學童的閱

讀態度。 

黃家瑩 

2007 

高雄市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高年級學生具有良好的家庭環境、閱讀

動機與閱讀喜好程度。 

2. 家裡是國小高年級學生最常課外閱讀的地

點，父母是國小高年級學生課外書本的主要

來源，也是課外閱讀的指導者，也是課外閱

讀遇到困難的主要請教對象。 

3. 女生在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

皆明顯比男生佳。 

4. 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越

佳，則閱讀喜好程度越高。 

 

黃舒勤 

2008 

高雄市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閱讀理解

策略與閱讀理解能力都在平均之上。 

2. 不同性別、家庭狀況及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

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家庭閱讀環境上有顯

著差異 

3. 不同性別及父母教育程度不同的國小高年

級學童在閱讀理解表現上有顯著差異。 

4.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的「家人閱

讀習慣｣、「親子閱讀互動｣、「家庭閱讀資源

｣、「整體家庭閱讀習慣｣等層面和閱讀理解

表現皆為顯著正相關。 

張真華 

2009 

台北縣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高年級學童感受的家庭閱讀環境屬於

中等偏低程度。 

2. 國小高年級學童所感受到的家庭閱讀環境

與閱讀行為表現有顯著相關。 

3. 家庭閱讀環境如果有「家人提供環境、資源

及互動｣「家庭閱讀習慣｣這兩個層面，則對

學童的閱讀行為表現有預測力。 

 

續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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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份)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摘要 

王秀梅 

2010 

台中縣國

小六年級

學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班級閱讀環

境與閱讀理解表現現況大致良好。 

2. 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與班級閱讀

環境能部分預測閱讀理解表現。 

3. 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理解

表現有正相關。 

 

劉育麟 

2011 

台中市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家庭閱讀環境、班級閱讀

環境、閱讀態度與閱讀理解表現之現況頗

佳。 

2. 家庭閱讀環境、班級閱讀環境、閱讀態度與

閱讀理解表現有顯著正相關。 

3. 國小高年級學童之閱讀態度對閱讀理解表

現有顯著預測力。 

郭素汝 

2011 

高雄市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屬於中上

程度，而以「家人閱讀習慣｣為最高，「家庭

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次之。 

2. 不同年級母親教育程度的國小高年級學

童，其家庭閱讀環境分別有顯著差異。 

3.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越好，家庭

閱讀氣氛越佳。 

 

葉雅娟 

2012 

高雄市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學校閱讀

環境大致良好。 

2. 國小高年級學童具有正向積極的閱讀行為。 

3. 不同變項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家庭閱讀環

境、學校閱讀環境、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4. 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學校閱讀環

境與閱讀行為有顯著相關。 

 

翁敏慧 

2013 

新北市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之現況

良好。 

2. 不同變項的國小學童其家庭環境與閱讀態

度有差異存在 

3. 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有顯著

相關。 

 

續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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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份)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摘要 

戴秋華 

2013 

屏東市國

小高年級

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大致良好，屬

於普通程度，以「家人閱讀期望｣為最高，「家

人閱讀習慣｣、「家人閱讀互動｣「家庭閱讀

資源｣次之。 

2. 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

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相關。 

3.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

能有效預測高年級學童整體閱讀行為的高

低，其中以家人的閱讀習慣最能有效預測。 

廖瓊惠 

2014 

雲林嘉義

國小四年

級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普通，學校閱讀環境

良好，閱讀態度尚屬積極。 

2. 國小學童所知覺的家庭閱讀環境會因家庭

社經地位、學校地區不同而有差異。 

3. 國小學童所知覺的學校閱讀環境會因學校

地區不同而有差異。 

4. 國小學童所知覺的家庭閱讀環境、學校閱讀

環境極其閱讀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 

江宜澄 

2016 

高雄市大

旗山區國

小五、六

年級學童 

問卷調查

法 

1. 國小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仍有進步空間。 

2. 國小學童整體閱讀態度尚可，閱讀喜好傾向

仍有進步空間。 

3. 不同父母居住狀況、父母親教育程度、學校

規模的學童，其家庭閱讀環境的狀況也有所

不同。 

4. 不同性別、區域、父親教育程度、學校規模

的學童，在閱讀態度上的表現也有所不同。 

5. 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之間有密切關係。 

6. 家庭閱讀環境會影響閱讀態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文獻歸納製表 

 

     研究者整理近年來與家庭閱讀環境相關的研究，由表 2-2-1 的資料顯示家庭閱讀

環境大致是良好的（謝美寶，2003；周芷誼，2005；黃家瑩，2007；黃舒勤，2008；王

秀梅，2010；劉育麟，2011；郭素汝，2011；葉雅娟，2012；翁敏慧，2013；戴秋華，

2013），而賴苑玲(2006)、張真華(2009)、廖瓊惠(2014) 、江宜澄(2016)的研究則顯示

國小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普通或需加強，意即未達良好的程度。 

續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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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本研究所探討的四個層面:家人閱讀習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以及

閱讀獎勵制度，茲將有關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的研究結果分析如下： 

 

(一)家人閱讀習慣 

    在家人閱讀習慣方面，賴苑玲（2006）研究台中縣市國小六年級學童之家庭、班級

及學校圖書館閱讀環境與其閱讀態度時，指出國小學童之家庭閱讀環境中「家庭閱讀資

源｣與「父母親閱讀行為｣能預測國小學童的閱讀態度。黃舒勤（2008）研究高雄市國小

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閱讀理解策略與閱讀理解能力關係，其中家庭閱讀環境的

「家人閱讀習慣｣、「親子閱讀互動｣、「家庭閱讀資源｣、「整體家庭閱讀習慣｣等層面和

閱讀理解表現皆為顯著正相關。張真華（2009）進行台北縣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

境與閱讀行為之研究，指出家庭閱讀環境中如果有「家人提供環境、資源及互動｣、「家

庭閱讀習慣｣這兩個層面，則對學童的閱讀行為表現有預測力。郭素汝（2011）進行高

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家庭氣氛與同儕關係之研究，也指出國小高年級學

童的家庭閱讀環境屬於中上程度，而以「家人閱讀習慣｣為最高，「家庭閱讀資源｣、「親

子閱讀互動｣次之。戴秋華（2013）的屏東地區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

讀行為與閱讀理解能力之相關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大致良好，以「家人

閱讀期望｣為最高，「家人閱讀習慣｣、「家人閱讀互動｣、「家庭閱讀資源｣次之。 

    由以上研究可知，父母家人的閱讀習慣越高，子女喜好閱讀的程度也越高。父母家

人的閱讀習慣與行為會影響學童的閱讀態度、閱讀理解表現和閱讀行為表現。 

 

(二)家庭閱讀資源 

    在家庭閱讀資源的部分，沈佳容（2004）研究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課外閱讀態度、

家庭文化資源與閱讀能力之相關研究，指出學生之課外閱讀態度與「家庭文化資源」能

顯著預測其閱讀能力。賴苑玲（2006）研究台中縣市國小六年級學童之家庭、班級及學

校圖書館閱讀環境與其閱讀態度，也指出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中「家庭閱讀資源」與

父母親閱讀行為能預測國小學童的閱讀態度。黃舒勤（2008）研究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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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庭閱讀環境、閱讀理解策略與閱讀理解能力關係，也表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

環境的「家人閱讀習慣｣、「親子閱讀互動」、「家庭閱讀資源」、「整體家庭閱讀習慣」等

層面和閱讀理解表現皆為顯著正相關。郭素汝（2011）研究發現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

家庭閱讀環境、家庭氣氛與同儕關係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屬於中上程度，而

以「家人閱讀習慣」為最高，「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次之。 

    歸納以上研究發現，國小學童的家庭閱讀資源能預測學童的閱讀能力，家庭閱讀資

源與父母親閱讀行為也能預測國小學童的閱讀態度，家庭閱讀中的閱讀資源與閱讀理解

表現有顯著的正相關。因此家中閱讀資源越多、接觸書籍的機會越多，學童喜好閱讀的

程度及閱讀的行為也較佳，進而能正向影響學童的閱讀態度及閱讀理解表現。 

 

 (三)親子閱讀互動 

    黃家瑩（2007）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研究中

指出，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中是國小高年級學生最常課外閱讀的地點，父母是國

小高年級學生課外書本的主要來源，是課外閱讀的指導者，也是課外閱讀遇到困難的主

要請教對象，可知親子閱讀互動越高，閱讀喜好的程度也越高。黃舒勤（2008）研究高

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理解策略與閱讀理解能力關係發現，國小高年

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的「家人閱讀習慣｣、「親子閱讀互動」、「家庭閱讀資源」、「整體

家庭閱讀習慣」等層面和閱讀理解表現皆為顯著正相關。郭素汝（2011）的國小高年級

學童家庭閱讀環境、家庭氣氛與同儕關係之研究結果為國小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

屬於中上程度，而以「家人閱讀習慣」為最高，「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次

之。戴秋華（2013）進行屏東地區國民小學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

理解能力之相關研究，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大致良好，以「家人閱讀期望」為

最高，「家人閱讀習慣」、「家人閱讀互動」、「家庭閱讀資源」次之。 

    根據 PIRLS2006的報告，如果將家庭閱讀活動程度高及活動程度中合成一組，與低

家庭閱讀活動組進行比較，則中、高家庭閱讀活動組表現優於低家庭閱讀活動組。意即，

家庭閱讀活動頻率越高，則子女的閱讀成績也越好（柯華薇、詹益綾、張建妤、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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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PIRLS 2011年的報告，台灣的家庭學習資源世界排名 18，在國際其他國家中維

持與 2006 年相似的趨勢。家中兒童書籍在 25 本以上的，由 2006 年的 63%稍微減少

到 2011 年的 59% ，家中有電腦及網際網路的學生也大幅增加，顯示臺灣學生家庭中

資訊網路與 3C 產品的普及。在家庭閱讀活動方面，2011 年有更多的家長會每天或幾

乎每天與子女聊聊他們自行閱讀的東西，閱讀活動頻率由 2006年的 17%增加至 32%。從

PIRLS 2011年的報告中可知，學童在家庭閱讀環境部分除了擁有的書籍數有稍微降情況，

其他部分整體而言是有進步的，但對於家庭條件較差的學生，當學生的家庭閱讀條件不

足時，更需要仰賴學校來補足。（柯華薇、詹益綾、丘嘉慧，2013）。 

 

    由上述研究及參照PIRLS2006的報告可知親子間的閱讀互動可以養成孩子的閱讀習

慣，對閱讀產生正向的態度，父母與孩子的閱讀互動機會較多，在閱讀行為的頻率也會

比較高。親子閱讀互動良好，父母便能建議及提供孩子優良的書籍；親子閱讀互動優良，

閱讀理解表現及與閱讀成績也會有較優異的表現。 

 

 

 (四)閱讀獎勵制度 

    國外研究者 Neuman（1986）發現父母鼓勵孩子閱讀與孩子花在閱讀的時間，兩者之

間有顯著的關連性。Greaney 與 Hegarty（1987）指出，大量閱讀的五年級家長，有 73%

會鼓勵孩子讀一些特定的書籍；但平時不閱讀的家長，只有 44%會鼓勵孩子讀一些特定

的書籍。國內研究者范滿妹（2003）提到父母親與孩子的閱讀互動是有技巧與方法的，

其中以實際行動顯示父母親很重視書籍，並讓孩子買書作為獎勵方式，把書籍當作禮物。

方子華（2004）發現父母的閱讀獎勵制度與學童的閱讀動機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國內外的研究者認為父母若能多鼓勵孩子從事閱讀活動，孩子的閱讀動機會比較強。

但是有關家庭閱讀環境中的閱讀獎勵制度之研究較少，因此研究者在進行澎湖縣家庭閱

讀環境研究時，特將之列為研究的重要變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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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閱讀行為相關研究之探討 

 

    本節旨在探討閱讀行為理論，共分為三部分。首先探討閱讀行為的定義與內涵，接

著分析閱讀行為的理論基礎，最後則歸納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 

 

一、 閱讀行為的定義與內涵 

本部分就閱讀行為的定義與內涵以及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進行探討，分述如下： 

「行為」一詞是心理學的重要名詞之一，在心理學上具有廣泛的意義，包括內在的、

外顯的以及意識與潛意識的一切活動，是個體對內、外在環境刺激所發生的一連串反應

（張春興，2002）。有關閱讀行為的定義，各家學者所指出的閱讀行為內涵不盡相同。 

 

陳雁齡（2002）認為閱讀行為應包括閱讀的頻率、閱讀的時間、閱讀的數量、閱讀

的場所，以及讀物的來源。古秀梅（2005）的研究所界定的閱讀行為是指實際的閱讀外

顯表現，包含閱讀者從事閱讀活動的頻率、花費在閱讀的時間以及閱讀書本的數量與閱

讀的類型。 

張真華（2009）指出閱讀行為是指實際的外顯行為，包含閱讀者實際從事閱讀活動

的頻率、閱讀的時間以及閱讀書本的數量。陳秋霞（2010）對閱讀行為的定義為學生實

際從事閱讀的外顯行為，是內在心理需求與外在事物共同影響而形成，閱讀行為的內含

包括閱讀時間、閱讀數量及閱讀頻率等三部分。 

陳琪媛（2010）將閱讀行為分為閱讀時間、閱讀頻率、閱讀類別、閱讀數量、閱讀

方式、閱讀來源和閱讀場域等七項。蔡枚峨（2011）認為閱讀行為是指讀者實際從事和

閱讀相關的一切活動，指學生從事閱讀相關活動的外在表現，包括閱讀頻率、閱讀數量、

閱讀的廣度和閱讀場所等面向。 

 

以上這幾位研究者多將定義著重在閱讀的時間、頻率、來源、數量及場所等表現行

為。 

蔡育妮（2004）的研究所界定的閱讀行為包含閱讀的主動性、社交分享、閱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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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閱讀頻率，其中主動性和社交分享屬於閱讀行為中較為積極正向的部分，學童除了自

己養成閱讀習慣之外，也能和他人進行互相交流的活動。郭翠秀（2007）對閱讀行為的

定義為學生從事閱讀相關活動的頻率，包括主動閱讀行為和閱讀分享行為。余敏華（2010）

將閱讀行為定義為學生實際從事閱讀活動的外顯行為，包括閱讀喜好、閱讀深度以及閱

讀分享。 

這三位研究者將人際互動的「閱讀分享」納入定義中，是閱讀行為定義中較為特別

之處。 

 

    綜合上述研究所指的閱讀行為的內涵，多數研究者以研究外顯行為居多，少數研究

者將外顯行為與內在動機皆視為閱讀行為的定義。而本研究所界定的閱讀行為是指「個

體進行閱讀相關活動時的外顯行為表現，包括閱讀時間、閱讀來源、閱讀數量、閱讀類

型、閱讀次數、借閱頻率等行為。」其中閱讀時間指空閒時閱讀書籍的時間多寡，閱讀

來源指書籍的來源，閱讀數量指一個學期平均閱讀的次數，閱讀類型指學生閱讀書籍的

類別，閱讀次數指學生平均一學期閱讀的次數，借閱頻率則是平均一個星期到圖書館借

閱的次數。 

 

 

 

 

    二、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 

 

    了解兒童的閱讀行為與習慣，對父母與老師教學是十分重要的，林秀娟（2000）

將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歸納為個體因素、他人因素和環境因素等三類，個體因素包括性

別、年級和智力，他人因素包括家長、教師和同儕的影響，環境因素包括學校、圖書館

和書店…等。在閱讀的過程中，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很多，性別、年齡、家庭社經地位

等（馮秋萍，1998；劉佩雲等，2003；Hansen，1981；Morrow，1983）。林芳菁（2009）

認為影響兒童閱讀的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家長因素和閱讀環境等。不同因素的影響

對學生的閱讀行為產生差異，因此本研究對影響閱讀行為的因素加以整理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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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根據 Waples(1940)的研究，男性與女性的閱讀興趣有相當的差異，而且在青少年時

期，閱讀興趣更與性別差異有明顯相關。柴素靜（1996）的研究顯示，女生較喜歡與書

籍接觸，男生則較偏好動態的運動。劉佩雲、簡馨瑩、宋曜廷（2003）研究指出女生的

閱讀動機高於男生，其閱讀頻率亦高於男生。性別是影響閱讀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不

論是先天的因素，還是後天社會家庭給予的期望，男女生在閱讀行為表現上確實有差異

（林秀娟，2001；馮秋萍，1998；蔡政勳，2007）。 

    陳怡如（2010）指出兒童性別角色態度因個人不同閱讀行為而有所差異。陳秋霞

（2010）的研究中指出國小女學生在以下六大面向皆顯著優於男生：上課期間每天看課

外書時間、放假期間每天看課外書時間、寒暑假期間每週看課外書數量、上課假期間每

週看課外書數量、看課外書頻率、每週主動去學校圖書館看課外書頻率。根據上述研究

顯示，性別與閱讀行為之間有密切的相關，。 

 

(二)年齡或年級 

    Whitehead（1984）的研究顯示兒童閱讀的文本、主題種類，會因年齡不同而有所

差異。高蓮雲（1994）的研究針對台北市中高年級學童進行調查，發現中年級學童較喜

歡故事類及偵探類的課外讀物，而高年級學童則較喜歡自然科學類的讀物。此研究也與

馮秋萍（1998）的研究相符，因此，年齡或年級對學童閱讀行為的閱讀廣度及閱讀主題

的影響是一項重要因素。馮秋萍（1998）的研究中提到中年級的閱讀種類較少又較固定，

高年級的學童則對閱讀主題的涉獵較廣且較多元。有關閱讀喜好、閱讀習慣及閱讀興趣

的調查，年級越高的學童對科學、推理、人物、休閒和運動的喜好程度越高，而家庭、

動物和幻想等是高年級學童較少接觸的閱讀主題(Bugress，1985；Chiu，1984；King，

1967；Rudman，1955；Watson，1985；引自陳雁齡，2002)。 

    綜合以上研究，指出年齡或年級對於學童在閱讀行為表現上之閱讀主題種類、文本

內容、閱讀習慣、閱讀喜好、閱讀興趣等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對

象設定為國小六年級學童，以排除年齡背景變項所造成的歧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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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因素 

    家長也是造成兒童閱讀行為差異的一項重要因素，茲將此因素再細分為父母親教育

程度、父母親職業水準以及學童與父母親居住情形加以探討。 

1.父母親教育程度 

    周芷誼（2005）、黃家瑩（2007）、應冬梅（2009）的研究指出，父母親教育程度越

高，其閱讀行為越顯著。Morrow（1983）認為父母親學歷高低會影響兒童閱讀習慣，而

且發現兒童閱讀興趣越高的學童，其父母的學歷多為大學或大學以上。父母親的教育程

度越高，尤其是母親的學歷越高，孩子越早從事閱讀、閱讀頻率較高，而且閱讀能力的

表現也較佳（信誼基金會，1990）。 

2.父母親職業水準 

    劉佩雲、簡馨瑩、宋曜廷（2003）研究指出父母為高社經地位者，子女的閱讀動機

較父母為低社經地位強。陳秋霞（2010）的研究顯示，父母為高社經地位者，子女在上

課期間每天看課外書時間、看課外書頻率、放假期間每天看課外書時間、每週主動到學

校圖書館看課外書頻率等四個層面，顯著優於父母為中低社經地位之學生。 

3.與父母親居住情形 

    黃家瑩（2007）和周芷誼（2005）的研究指出學童與父母雙親同住者其閱讀行為表

現較佳。張真華（2009）和王怡芳（2010）的研究指出學童與父母雙親同住者其閱讀行

為表現未有顯著差異。 

    

    由上述研究發現指出，家長是影響學童閱讀行為一項重要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將

父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親職業水準以及學童與父母親居住情形列為閱讀行為背景變項的

討論範疇，檢視在澎湖離島不同的地區，不同家庭社經背景條件下的閱讀行為的差異情

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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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閱讀態度相關研究之探討 

     本節旨在探討閱讀態度及其相關研究，共分為三部分做說明。首先探討閱讀態度的

定義與內涵，分析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最後則是影響閱讀態度的因素。 

 

一、 閱讀態度的意義與內涵 

    本部分就閱讀態度的意義與內涵與影響閱讀態度的因素進行探討，分述如下： 

謝美寶（2003）認為閱讀態度是讀者在進行閱讀行為時的情緒感受和看法。周芷誼

（2006）則表示閱讀態度是閱讀者在閱讀時的心情感受或想法。蔡淑鈴（2007）認為閱讀

態度是對於閱讀的一種看法，有可能是積極正向的，也有可能是消極負向的，此種感受會

影響讀者投入閱讀的狀況，可能會持續閱讀也有可能會逃避閱讀。閱讀態度是對閱讀做一

價值判斷，並因此產生對閱讀的喜歡或不喜歡、享受或不舒服等閱讀行為表現。閱讀態度

會影響個人對閱讀活動的選擇，包含信念、情感和行為三個部分。因此，若能從小培養孩

子擁有良好的閱讀態度，那麼閱讀將成為孩子一生的興趣，對孩子將終生受益（周芷誼，

2006；陳曉卉，2009；呂淑華，2010）。 

閱讀過程涉及情感、認知、語言、文化、個體發展、有效的教學等六大領域。其中，

閱讀情意領域包含四大層面：閱讀態度、閱讀動機、閱讀興趣以及閱讀自我效能。閱讀態

度可謂是閱讀情意領域中最重要的成分（Alexander & Heathington，1998）。以上專家

學者所定義的閱讀態度較著重在情感的部分。 

Fishbein與 Ajzen（1975）所定義的閱讀態度是指一種對特定對象或是情況所表現的

喜歡或是不喜歡情感的回應，並根據此定義提出閱讀態的的三大成分，包括：信念、感覺

和行為。其中，信念是閱讀者在從事閱讀活動時所持的「評價」，感覺是反映閱讀者從事

閱讀活動時的「感受」，行為則是閱讀者從事閱讀活動的「意願」。根據張春興（1996）

提出對於態度的定義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遭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一致性和持久性

的傾向，這種傾向可由各種外顯行為去推測，但態度的內涵卻不限於外顯行為，還包括情

感與認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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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看法，閱讀態度是對於閱讀活動一種穩定的傾向，包括信念、情

感和行為三大部分，而這三大成分分別為對閱讀活動的評價、對於閱讀活動的喜好以及從

事閱讀活動的意願。 

    國內研究者針對不同的研究主題，對於閱讀態度的內涵有不同的見解及詮釋，整理如

下表 2-4-1。 

 

表 2-4-1：閱讀態度的內涵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代 對閱讀態度內涵之定義 

郭姿靜 1992 包括閱讀喜好傾向、閱讀策略應用、閱讀成就感、閱讀挑戰動機 

羅彥文 1995 包括閱讀喜好傾向、閱讀成就與挑戰、課外閱讀習慣 

林秀娟 2001 包括閱讀認知、閱讀情感、閱讀意向 

談麗梅 2002 

包括認知（學校閱讀推廣責任、閱讀與終身學習）、情意（閱讀

意願、閱讀與教師指導、親子共讀）、行為（閱讀行為與學校策

略、親子共讀行為、休閒閱讀行為）三大部分 

林美鐘 2002 包括性別、年級和學校類型、地區類型、家庭社經地位 

洪婉莉 2002 包括性別差異、年齡、家庭背景、學校經驗 

陳玟里 2003 包括認知層面、情感層面、行為傾向層面 

謝美寶 2003 包括閱讀喜好、閱讀成就與挑戰、課外閱讀習慣 

古秀梅 2005 包括閱讀喜好、閱讀行為、閱讀動機、閱讀成就 

周芷誼 2006 包括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習慣 

蔡淑玲 2007 包括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習慣 

廖麗芳 2008 包括閱讀喜好、閱讀成就與挑戰、課外閱讀習慣 

王生佳 2009 包括認知層面、情感層面、行為傾向層面 

劉孜珉 2009 包括閱讀的知識、學生對閱讀的評價、學生閱讀行為 

陳曉卉 2009 包括閱讀喜好、閱讀成就與挑戰、課外閱讀習慣 

王淑敏 2012 包括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習慣 

翁敏慧 2013 包括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習慣 

陳碧玲 2015 包括閱讀次數、閱讀目的、喜愛書籍種類、經常閱讀地點 

江宜澄 2016 包括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習慣 

資料來源: 研究者根據文獻歸納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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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研究者對閱讀態度的看法，對於閱讀態度的內涵定義雖不盡相同，但大致

上都將閱讀態度的內涵分為認知、情意、行為三個部分。其中多位研究者皆採用周芷誼

（2006）的觀點，本研究亦採用周芷誼的觀點，將閱讀態度的內涵分為「閱讀成就與挑戰」、

「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習慣」等三個面向加以研究探討。 

 (一)閱讀成就與挑戰 

    Bandura（1977）認為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在組織與執行行動中，管理預期情境所需

要的潛在能力的信念，效能信念影響人們如何思考，激勵自己與付出行動。因此自我效能

較高的學生較易集中精神、運用適當的程序方法、有效的時間管理、尋求協助、監控自我

表現並調整策略的應用（李素足，1998）。 

    Mullen（1995）對 360位四到六年級學童所做的研究結果得知閱讀成就和閱讀態度成

正相關；閱讀自我效能和閱讀態度成正相關。William（1989）則指出父母如果經常閱讀，

也會激發子女的動機，而成為經常性的閱讀者。Wigfield和 Guthrie（1997）將閱讀定義

為相信個人能夠成功閱讀的信念，當個體對自己能力閱讀的信心增加，能控制閱讀的勝任

感，則有利提升閱讀動機，並在閱讀結果中指出孩子的自我效能感與學業成就有關，自我

效能感良好的孩子，可改善他在學業領域上的成就，尤其是數學與閱讀。 

    蔡淑玲（2007）則發現有良好的班級閱讀環境、教師閱讀支持與引導，最容易得到學

生的肯定，養成學童良好的閱讀態度，尤其是閱讀成就與挑戰方面的表現最好。因此，教

師若能為學生安排閱讀的相關課程，對學童的閱讀動機或閱讀態度都是有助益的。 

     

    由上述研究得知，學童若能從閱讀中獲得收穫或成就感，通常具備較好的閱讀態度，

因此也較能引起學童高度的閱讀興趣與動機，肯定自己的閱讀行為，並且願意嘗試各項有

關閱讀的挑戰。 

 

(二)喜好傾向 

    馮秋萍（1998）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兒童對於閱讀都能保持正向的態度，但是如果閱

讀的主題失去趣味性或是內容太長，就會發生虎頭蛇尾的情形，對兒童閱讀的意願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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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造成影響。齊若蘭（2002）調查發現學童閱讀最多的是漫畫等趣味休閒讀物。李素足

（1999）提出，孩子若發現大人可從閱讀中發現樂趣時，將使他們覺得閱讀是一項值得做

的活動，而當孩子從閱讀中獲得閱讀的情感時，將可引發其閱讀動機。 

    林見瑩（2002）的研究指出，有超過六成的家長會鼓勵並獎勵學童多閱讀課外讀物，

獎勵方式以口頭獎勵為最多，其次是買書給孩子閱讀。研究中也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童，喜

歡和非常喜歡看課外讀物的學童占46.2%，不喜歡和非常不喜歡看課外讀物的學童占6.3%，

可見喜歡閱讀的學童還是比不喜歡閱讀的學童多。陳曉卉（2009）研究指出學童對於閱讀

產生興趣與喜好，成人引導占有極重要的角色。William（1989）指出，在家庭教育上，

如果父母都是採取主動閱讀的方式，學童就會有高學業成就的表現。學童都是模仿學習而

來，如果父母經常閱讀，那麼子女也會跟著學習，而成為經常性的閱讀者。 

       綜合上述，大人對學童的引導極為重要，孩童大都喜歡閱讀，應對其喜好的閱讀

方向多了解並加以引導，讓孩子對於閱讀產生喜好與興趣。家長本身是否喜歡閱讀？是否

常買書籍送給孩子？是否常帶孩子到圖書館借書或是到書局買書獎勵孩子閱讀？都會影

響到孩子的閱讀興趣以及對閱讀的喜好程度。 

 

(三)課外閱讀行為 

    兒童的閱讀能力與未來的學習成就有密切的關連，學童閱讀經驗越豐富、閱讀能力越

高，越有利於各方面的學習，而且越早越有利（林天佑，2001）。林文寶（2000）研究台

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的閱讀文化，指出兒童課餘時間的利用，多半將時間花在看電視節目

上。若將閱讀與遊戲做比較，兒童是以遊戲活動為優先選擇。閱讀在兒童的日常生活中並

非第一優先選擇，但多數的兒童仍表達他們對閱讀的喜愛。 

    林美鐘（2002）以四年級和六年級為研究對象，發現國小學童課餘時間喜歡從事的前

三項休閒活動分別是看電視（76.5%）、聽音樂（66.7%）和打電腦或上網（64.5%），閱

讀只排名第 11 名，而且閱讀課外讀物的時間不超過一小時。Allen、Cipielewski 和

Stanovich（1992）共同針對 61位五年級學童所做的調查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兒童每天利

用課餘時間所做的活動中，約有半小時的時間在課外閱讀上，約有一小時的時間在與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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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讀寫上，一小時花在遊戲上，看電視的時間大約一個半小時。 

     

由上述可知，大部分的學童在閱讀上所花的時間和努力不及看電視、玩遊戲或打

電腦所花的時間，可見閱讀對於學童的吸引力仍不及電視、電腦的誘惑力。但是，大部分

的學童對閱讀都是抱持正向喜愛的態度，因此對於閱讀的引導仍有待加強。 

       依據國內外的調查研究顯示，父母及老師若能依閱讀態度的三個面向著手，提供

合適的閱讀書籍，自己也能沉浸在閱讀中，減少看電視或使用電腦、手機，讓孩子在閱讀

中也能獲得喜悅或成就感，學童也會喜歡閱讀，願意將時間花在閱讀上，讓孩子成為閱讀

的喜好者。 

 

二、影響閱讀態度的因素 

    在閱讀的過程中，閱讀態度在情意領域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影響閱讀態度的因素很

多，包含家庭背景、年級、性別、個人特質、閱讀情境與學校經驗等。以下將就「性別」、

「年級」、「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地區」等四個變項的相關研究加以探討。 

 (一)「性別」變項與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有不少研究指出不同性別在閱讀態度上是有所差異的，研究顯示女生的閱讀態

度較男生正向積極。Clore 和 Pearman（1992）調查一到六年級學童的閱讀態度，發現低

年級男、女生的閱讀態度無明顯不同，但隨著年紀的增長，男生的閱讀態度比女生明顯的

滑落。Poter（1995）以三到六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女生

的閱讀態度比男生積極。 

    國內的研究部分，多以中、高年級為研究對象，研究顯示女生的閱讀態度較男生正向

（高蓮雲，1994；談麗梅，2002；謝美寶，2003；古秀梅，2005；周芷誼，2006；蔡淑玲，

2007；姚育儒，2009；廖瓊惠，2014）。謝美寶（2003）的研究指出，不論是從「整體

閱讀態度」、「閱讀喜好」、「閱讀成就與挑戰」或「閱讀習慣」，都有性別上的差異，而

且都是女生優於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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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相關的論點可知，閱讀態度因性別而有所差異，年紀較小的學童無明顯的差

異，中、高年級以上的學童則是女生明顯高於男生。對於男生的閱讀態度，教師及家長應

再做引導。 

 

(二)「年級」與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 

    Whitehead（1984）研究指出，學童在九歲以前閱讀態度並沒有明顯的差異，但隨著

年紀漸長，年齡便會成為影響閱讀態度差異的因素之一。Cloer 和 Pearman（1992）發現

一到三年級學童閱讀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四到六年級的學生，閱讀態度低於一到三年

級的學生。 

    蔡淑玲（2007）的研究發現高年級的學童，五、六年級的國小學童之間其閱讀態度並

沒有差異。陳曉卉（2009）研究也發現高年級學童整體閱讀情形良好，在閱讀態度的三個

層面都有不錯的表現。 

    林美鐘（2002）研究指出四年級學童比六年級學童有更好的閱讀態度，中年級學童的

閱讀態度較高年級積極。古秀梅（2005）以高雄市中、高年級學童為對象，發現閱讀態度

會因年級不同而有所差異。再以表 2-4-2說明比較年齡與閱讀態度之間的影響程度。 

 

 

 

表 2-4-2：年齡影響閱讀態度之比較表 
年齡是否為影響閱讀態度的因素 

研究者 九歲前 9歲後 

Whitehead（1984） 9歲前無差異 年紀越長，年齡越影響閱讀

態度。 

Cloer和 Pearman（1992） 1-3年級（9歲前） 

無差異 

4-6年級低於 1-3年級 

蔡淑玲（2007）  5、6年級間無差異 

陳曉卉（2009）  高年級閱讀情形良好 

林美鐘（2002）  4年級優於 6年級 

古秀梅（2005）  會因年級不同而有差異 
資料來源: 研究者根據文獻歸納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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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的研究，Whitehead（1984）和 Cloer 和 Pearman（1992）的研究結果顯示

1-3年級學童的閱讀態度無顯著差異，蔡淑玲（2007）與陳曉卉（2009）的研究發現五、

六年級的學童之間閱讀態度並沒有差異。而林美鐘（2002）認為中年級學童比高年級學童

閱讀態度積極，古秀梅（2005）則是認為中高年級的學童閱讀態度是有所差異的。有的研

究者認為不同年級的國小學童閱讀態度並無明顯差異，有的研究者對於年級與閱讀態度卻

發現有不同的論點，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高年級學童閱讀態度的相關情形，再做進一步的討

論與研究。 

 

(三)「家庭社經地位」與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 

    多數研究指出家庭社經背景與學生學習態度有相關存在。方子華（2004）分析結果發

現，家庭高社經地位與中社經地位的學生，其閱讀動機均較低社經地位的學生高。林惠娟

（2002）與黃齡瑩（2002）在研究中均指出家長的教育程度越高、平時經常閱讀者、職業

有專業性質，他們會比較關心孩子的閱讀態度和閱讀習慣的養成，也會營造較好的閱讀環

境以及較佳的學習情境。 

    周芷誼（2006）、黃家瑩（2006）、蔡淑玲（2007）也都提出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國

小學童，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國小學童之閱讀態度優於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國小學童。謝美寶

（2003）也發現家長社經地位在整體態度方面，高社經地位的學生閱讀態度最佳，反之，

低社經地位的學生閱讀態度較差。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父母社經地位較高者，所擁有的物質資源越充足，也能營造良好

的閱讀環境，培養兒童的閱讀興趣，相對的學生的閱讀態度較為良好。本研究參考這些研

究論點，進一步來探討不同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童在閱讀態度上的相關性。 

 

(四)「學校地區」與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 

    長年以來，由於地理環境的區隔，抑或是社會急遽變遷的影響，以致造成教育資源分

配不均，進而產生城鄉教育發展不均衡之現象。因此，教育部自 2000 年開始推動「全國

兒童閱讀計畫」，持續增加經費與購買圖書，目的就是為了縮短城鄉差距，提升孩子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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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能力。 

    方子華（2004）的研究發現，大型學校的學生閱讀動機較小型學校學生高。歸納原因

有二，其一可能是大型學校有較充足的閱讀資源，其二可能是大型學校多位於市區，家長

社經地位也較高，較重視孩子的閱讀活動，因此造成大型學校的學生閱讀動機較小型學校

學生高的情形。林美鐘（2002）研究指出大型學校學生的閱讀態度高於小型學校學生的閱

讀態度。謝美寶（2003）研究發現在整體閱讀態度方面，因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以市區

最佳，山地地區最差。 

     

分析以上研究，可知環境因素對於兒童的閱讀態度和閱讀動機有很大的影響，學校所

處區域的不同，對於兒童的閱讀態度和閱讀動機也會造成影響。普遍來說，大型學校和都

會型學校學生的閱讀態度和閱讀動機也會優於其他地區的學生。但近幾年來，教育單位以

及民間組織對於閱讀的重視，以及資訊科技日益發達，學校及家長也不斷的鼓勵學童閱讀，

因此，現今學校所在地區是否仍是影響學生閱讀態度的一大變因呢 ﹖十分值得研究與探

討。研究者所服務之澎湖縣位處離島，學校類型可分為一般地區學校、偏遠地區學校以及

特殊偏遠地區學校，其中還有 8 所屬於〝離島中的離島〞之小型學校，因此學校所在地區

成為本研究極欲探討的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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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 

 

    教育部自 90年起陸續推動與兒童閱讀相關的計畫，對於國內閱讀活動的推動不遺

餘力，與閱讀推動相關的閱讀環境、閱讀行為、閱讀態度、閱讀動機、閱讀理解表現等，

皆是閱讀推動不可忽視的環節，而與閱讀相關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有了相當豐碩的成

果。本節將介紹國內外與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研究，以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一、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之相關研究 

    江嘉惠（2010）以台中縣豐原市葫蘆墩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指出國小高年

級學生具有良好的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喜好程度，家庭閱讀環境越佳，閱讀喜好程度越高，

父母親教育程度越高、與父母雙方同住之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喜好程度

較佳。家裡是學生最常課外閱讀的地點，父母是課外閱讀的主要指導者，做完功課後是最

常閱讀課外讀物的時段。 

    黃姿諭（2014）以桃園縣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閱讀環境對閱讀態度

有正向顯著影響，且閱讀態度對閱讀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閱讀環境對閱讀行為雖有直接

正向影響，但未達顯著水準。 

    戴秋華（2013）以屏東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屏東地區國小高年

級學童在家庭閱讀環境上大致良好，屬於普通程度，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年級學童其家

庭閱讀環境有顯著差異。屏東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具有積極、正向的閱讀行為，不同背景

變項的國小學童其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理解

能力有顯著相關；高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能有效預測高年級學童整體閱讀

行為的高低。 

    劉怡慧（2011）以雲林縣四、五、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國小學童具有中

上程度的家庭閱讀環境、良好的閱讀態度與中度的閱讀行為。其中，國小四年級學童的閱

讀態度優於五年級，國小四、五年級學童的閱讀行為優於六年級。家庭閱讀環境、閱讀態

度與閱讀行為三者之間有顯著正相關，家庭閱讀環境對閱讀行為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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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孜珉（2009）以台南市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學童家庭閱讀環境現

況屬中上程度，家庭閱讀環境的差異情形，國小學童其家庭閱讀環境，市區皆高於郊區。

閱讀態度的平均分數偏低，閱讀態度的差異情形，市區的平均數皆顯著高於郊區，學生對

閱讀態度的表現，呈現與父母同住和父母親教育程度是研究所者為優。 

    黃家瑩（2006）以高雄市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結果為國小高年級學生具有良好的

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讀喜好程度。女生、父母教育程度越高、與父母雙方同住之

國小高年級學生的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與閱讀喜好程度較佳，女生在家庭閱讀環境、

閱讀動機及閱讀行為皆明顯比男生較佳。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動機越佳，

閱讀喜好程度越高。 

    陳世麟（2009）以屏東縣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女性學童在同儕互動

關係、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的表現較男性學童佳。小型學校的學校閱讀環境比中型學校與

大型學校好，大型學校學童閱讀時間高於中型學校與小型學校。國小學校閱讀環境與兒童

閱讀動機、兒童閱讀行為(喜愛程度)有顯著正相關。 

    張真華（2009）以台北縣蘆洲地區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所感受到的家

庭閱讀環境屬中等偏低程度，閱讀行為表現屬中等程度。蘆洲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所感受

到的家庭閱讀環境因其出生序、家庭中同輩人數、家庭狀況、家庭社經背景而有差異；但

不因性別之不同而有差異。蘆洲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在閱讀行為不因出生序、家庭狀況而

有差異；但因性別、家庭中同輩人數、家庭社經背景等因素而有差異。國小高年級學童所

感受到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表現有顯著相關。 

    楊泓儒（2015）以澎湖縣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澎湖縣中年級學童在學校

閱讀環境、閱讀動機現況良好，閱讀行為待加強。女生、離島學校學童、父母親教育程度

為高中職的學童知覺學校閱讀環境較佳。市區學校學童、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學童閱讀

動機較佳。不同性別、年級、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父母教育程度的學童在閱讀時間、

數量、頻率、地點、來源上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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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之相關研究結果可知，國小高年級學生通常具有良好

的家庭閱讀環境（江嘉惠，2010；戴秋華，2013；柯怡寧，2012；劉怡慧 2011；劉孜珉

2009；黃家瑩 2006；楊泓儒 2015），但不同背景變項仍會影響學童的閱讀環境，如所居

住縣市、學校類型、不同性別、不同年級、家長社經地位等（江嘉惠，2010；戴秋華，2013；

柯怡寧，2012；劉孜珉 2009；黃家瑩 2006；楊泓儒 2015；陳世麟 2009；張真華 2009），

張真華（2009）以台北縣蘆洲地區高年級為研究對象，高年級學童所感受到的家庭閱讀環

境屬於中等偏低的程度。 

    此外，從以上相關研究可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越高（江嘉惠，2010；黃家瑩 2006；）、

與父母同住（江嘉惠，2010；黃家瑩 2006；張真華 2009）、女生（黃家瑩 2006；楊泓儒

2015），學生的閱讀環境越佳。在閱讀行為方面，家裡是高年級學童最常閱讀的地點（江

嘉惠，2010；黃家瑩 2006），父母是學童課外讀物的主要指導者（江嘉惠，2010；黃家瑩

2006）。劉怡慧（2011）比較雲林縣四、五、六年級學童，國小四、五年級的閱讀行為優

於六年級學童。陳世麟（2009）比較屏東縣大型學校的閱讀時間高於中型和小型學校，小

型學校學童每週上圖書館的次數高於中型和大型學校。閱讀環境對閱讀行為有正向相關和

影響（黃姿諭，2014；戴秋華，2013；劉孜珉 2009；黃家瑩 2006；陳世麟 2009；張真華

2009）。 

    楊泓儒（2015）針對澎湖縣國小學童知覺學校閱讀環境、閱讀動機、閱讀行為進行研

究，與研究者所進行的研究極為相似。楊泓儒的研究結果指出澎湖縣中年級學童在學校閱

讀環境與閱讀動機現況良好，但閱讀行為待加強。而女生、位處一、二級離島學校的學童

以及父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的學童知覺學校閱讀環境較佳。不同性別、年級、學校規模、

學校所在地區、父母教育程度的學童在閱讀時間、數量、頻率、地點、來源上明顯不同。

此研究對象為中年級學童與研究者以高年級為研究對象雖有不同，但其研究結果值得研究

者參考及進行研究後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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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 

    廖瓊慧（2013）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普通，學校閱讀環境良好，閱讀態度尚屬積

極。國小學童所知覺家庭閱讀環境會因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地區不同而有差異。國小學童

在閱讀態度會因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學校地區不同而有差異。國小學童所知覺家庭閱讀

環境、學校閱讀環境及其閱讀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國小學童知覺家庭和學校閱讀環境能

預測閱讀態度。 

    劉育麟（2011）以台中市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

環境、班級閱讀環境、閱讀態度及閱讀理解表現之現況頗佳。不同性別、家庭社經背景之

國小高年級學童在家庭閱讀環境及閱讀理解表現有差異，女生對家庭閱讀環境認知優於男

生；高社經地位家庭學童閱讀環境認知優於中社經及低社經學童。家庭閱讀環境、班級閱

讀環境、閱讀態度與閱讀理解表現有顯著正相關。 

    葉錦花（2012）以彰化縣國小四、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彰化縣學童大致

具有良好的閱讀態度與家庭閱讀環境。國小學童的閱讀態度會因性別、年級、父母教育程

度、學校規模而有顯著差異，家庭閱讀環境會因家庭狀況、父母教育程度、學校規模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閱讀態度與家庭閱讀環境有相關性，家庭閱讀環境對閱讀態度具有預測解

釋力。 

    翁敏惠（2013）以新北市國小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

境與閱讀態度之現況良好。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童其家庭環境與閱讀態度有差異存在，

新北市國小五年級學童的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呈現顯著相關情形。 

     陳曉卉（2009）以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表示高年級學童班級閱

讀環境與閱讀態度現況良好。高年級學童不同班級閱讀環境與知覺不同教師閱讀教學信念，

其閱讀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臺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班級閱讀環境、知覺教師閱讀教學信

念與其閱讀態度有顯著相關。 

    周芷誼（2006）以彰化縣國小五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學童大致具有良

好的閱讀態度、家庭閱讀環境及班級閱讀環境。不同性別及父母教育程度不同的國小學童

其閱讀態度有顯著差異；不同家庭狀況的國小學童其閱讀態度無顯著差異。不同性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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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狀況及父母教育程度不同的國小學童其家庭閱讀環境有顯著差異。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

境、班級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有顯著正相關。 

    謝美寶（2003）以高雄縣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國小學生大致具有良

好的閱讀態度及家庭閱讀環境。不同背景之學生其閱讀態度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之國小

學生其家庭閱讀環境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地區與社經地位之學生其家庭閱讀環境有顯著差

異。國小學生閱讀態度、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理解能力有顯著正相關。 

 

     上述相關研究之分析發現國小學童通常具有良好的家庭或班級閱讀環境（劉育麟，

2011；葉錦花，2012；翁敏惠，2013；陳曉卉，2009；周芷誼，2006；謝美寶，2003）。

其中，廖瓊慧（2013）針對雲嘉地區的四年級學童進行調查，指出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

普通，學校閱讀環境較為良好，可知在家庭閱讀環境和學校閱讀環境仍有所不同，但兩者

與閱讀態度之相關仍屬積極之關係。 

 

    大部分的研究皆指出，國小學童所知覺家庭閱讀環境或學校閱讀環境及其閱讀態度之

間具有正相關（廖瓊慧，2013；劉育麟，2011；葉錦花，2012；翁敏惠，2013；劉怡慧，

2011；陳曉卉，2009；周芷誼，2006；謝美寶，2003），但黃姿諭（2014）指出閱讀環境

對閱讀行為雖有直接正向影響，但未達顯著水準。 

 

    國小學童在「閱讀態度」方面會因性別、年級、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學校

地區不同、學校規模而有差異（廖瓊慧，2013；葉錦花，2012；周芷誼，2006）。但周芷

誼（2006）更提出不同家庭狀況的國小學童其閱讀態度無顯著差異。研究者所服務之學校

為離島縣市，學生家庭社經地位、父母教育程度、學校地區、學校規模以及家庭狀況皆有

不同之處，在進行研究時亦會將之列為研究變項，並將研究之結果與本節相關之結論相互

參照，以收驗證與比較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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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之相關研究 

    黃姿諭（2014）以桃園縣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出閱讀環境對閱

讀態度有正向顯著影響，而且閱讀態度對閱讀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閱讀環境對閱讀行為

雖有直接正向影響，但未達顯著水準。 

    劉怡慧（2011）以雲林縣四-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國小學童具有中上程

度的家庭閱讀環境、良好的閱讀態度與中度的閱讀行為。四年級學童的閱讀態度優於五年

級學童，四、五年級學童的閱讀行為優於六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態度與閱讀行

為三者之間有顯著正相關，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對閱讀行為有預測力。 

    劉孜珉（2009）以台南市六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為學童家庭閱讀環境現況

屬中上程度，家庭閱讀環境的差異情形，女生顯著高於男生，國小學童其家庭閱讀環境，

市區皆高於郊區。閱讀態度的平均分數偏低，閱讀態度的差異情形，市區的平均數皆顯著

高於郊區，學生對閱讀態度的表現，呈現與父母同住和父母親教育程度是研究所者為優。 

    古秀梅（2005）以高雄市中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的

閱讀動機和閱讀態度普遍呈現良好的狀態，閱讀行為則仍待加強。不同背景變項（包含性

別、年級及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童在閱讀動機、閱讀態度、閱讀行為與國語科學業成

就有顯著差異，惟閱讀行為在年級方面沒有差異。閱讀動機、閱讀態度與閱讀行為之間有

顯著正相關存在。 

    陳鳳汝（2014）以彰化縣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指出國小新移民子女家庭文化

資本及閱讀態度為中上程度，國小新移民子女閱讀行為屬尚可程度。女生與較高社經地位

之新移民子女，有較佳的閱讀態度。女生、母親為大陸籍、較高社經地位之新移民子女，

有較佳的閱讀行為表現。 

 

    根據上述研究，閱讀態度與閱讀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黃姿諭，2014；劉怡慧 2011；

古秀梅，2005；陳鳳汝，2014）。其中，陳鳳汝（2014）是以新住民子女為研究對象，研

究結果指出新移民子女閱讀態度與閱讀行為之間存在正向關聯，新移民子女閱讀態度對閱

讀行為具有預測效用。本研究雖非以新住民子女為研究對象，但研究者所服務之縣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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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子女所占比例亦高，此篇研究對於研究者而言亦具有參考價值。 

    劉孜珉（2009）指出閱讀態度的差異情形，市區的平均數皆顯著高於郊區，學生在閱

讀態度上呈現與父母同住，以及父母親教育程度是研究所者為優。古秀梅（2005）的研究

提到不同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級及家庭社經地位）的國小學童在閱讀動機、閱讀態度、

閱讀行為與國語科學業成就有顯著差異，惟閱讀行為在年級方面沒有差異。 

 

    由以上研究可知，閱讀態度會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差異，古秀梅(2005)指出閱讀行為

在不同年級方面並沒有差異是比較特別之處。本研究在進行研究時亦會將這些研究結果納

入參考，並將研究之結果與本節相關之結論相互參照，以收驗證與比較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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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及相關文獻分析，將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

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及不同變項之六年級學生在閱讀環境、

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的差異情形。為了達成研究目的與回答相關待答問題，本研究採用

問卷調查進行研究，先進行文獻探討，並依據探討結果發展自行編製之「澎湖縣國小學

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問卷調查表」，然後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生進行

問卷調查，最後進行資料的蒐集、統計分析與解釋。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研究架

構與假設，第二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步驟。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差

異性與相關性。根據第一章所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進而擬定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1： 

 

 

 

 

 

 

 

 

 

 

 

 

 

圖 3-1-1：研究架構圖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說明如下： 

個人背景變項 

1. 父母親教育程度 

2. 與家人同住情形 

3. 學校所在區域 

家庭閱讀環境 

1. 家人閱讀習慣 

2. 家庭閱讀資源 

3. 親子閱讀互動 

4. 閱讀獎勵制度 

閱讀態度 

1. 閱讀成就與挑戰 

2. 閱讀喜好傾向 

3. 課外閱讀習慣 

閱讀行為 

1. 閱讀時間 

2. 閱讀來源 

3. 閱讀數量 

4. 閱讀類型 

5. 閱讀次數 

6. 借閱頻率 

B 

A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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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路徑 A是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之現況， 同時以 t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在家庭閱讀

環境各層面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研究路徑 B是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在閱讀行為上的現況，同時以 t 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卡方考驗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

在閱讀行為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研究路徑 C是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在閱讀態度上的現況，同時以 t 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的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在閱讀態度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研究路徑D是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與

閱讀行為之間的關係。 

（五）研究路徑E是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與

閱讀態度之間的關係。 

（六）研究路F是以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與閱讀態

度之間的關係。 

 

二、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針對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本研究提出下列研究假

設： 

 

假設一 

H0：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人同住情形、學校所在區域與家庭閱讀環境無顯著差異。 

H1：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人同住情形、學校所在區域與家庭閱讀環境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 

H0：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人同住情形、學校所在區域與閱讀態度無顯著差異。 

H1：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人同住情形、學校所在區域與閱讀態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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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三: 

H0：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人同住情形、學校所在區域與閱讀行為無顯著差異。 

H1：父母親教育程度、與家人同住情形、學校所在區域與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 

H0：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無顯著相關。 

H1：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有顯著相關。 

假設五: 

H0：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無顯著相關。 

H1：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有顯著相關。 

假設六: 

H0：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無顯著相關。 

H1：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有顯著相關。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 105學年度就讀於澎湖縣國民小學六年級在學之學生為受試者，以下針對

研究母群與施測樣本分別說明之。 

一、研究母群與施測樣本 

    本研究以澎湖縣 105 學年度就讀於國民小學之六年級學生為母群體，將研究對象

依學校地區分為「馬公市」、「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望安鄉」和「七美鄉」

等一市五鄉，依地點分為「市區學校」、「市郊學校」、「偏遠學校」和「離島學校」四個

類別。市區學校指位於澎湖本島馬公市中心的學校，有馬公國小、中興國小、中正國小、

文澳國小及文光國小等 5 所學校。市郊學校指位於澎湖本島馬公市郊的學校，有石泉國

小、東衛國小、興仁國小、時裡國小、風櫃國小、山水國小、中山國小及五德國小等 8

所學校。偏遠學校指位於澎湖本島湖西鄉、白沙鄉、西嶼鄉等非馬公市的學校，有成功

國小、湖西國小、西溪國小、龍門國小、隘門國小、沙港國小、中屯國小、講美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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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崁國小、後寮國小、合橫國小、竹灣國小、大池國小、池東國小、內垵國小及外垵國

小等 16所學校。離島學校指位於澎湖離島的學校，有虎井國小、吉貝國小、鳥嶼國小、

望安國小、將軍國小、花嶼國小、七美國小及雙湖國小等 8所學校。父親及母親學歷分

為低學歷(國小及未受教育)、中學歷(高中職及國中)、高學歷(大學專科及碩、博士)三

組。 

    因澎湖縣班級以及學生人數不多，本研究將以普測的方式進行調查，因此研究樣本

即研究母群。依澎湖縣政府教育處統計資料顯示，105 學年度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在校學

童總計有 48 個班級，共計 675 人。各校班級數及學生人數如表 3-2-1所示。 

 

表 3-2-1：澎湖縣 105學年度國小六年級普通班班級數及學生人數一覽表 

鄉市 學校數 學校名稱 六年級班級數 學生人數 類型 

馬公市 14 

馬公國小 3 67 馬公市區 

中興國小 4 91 馬公市區 

中正國小 3 51 馬公市區 

文澳國小 4 79 馬公市區 

文光國小 1 27 馬公市區 

石泉國小 2 32 馬公市郊 

東衛國小 1 19 馬公市郊 

興仁國小 1 10 馬公市郊 

時裡國小 1 5 馬公市郊 

風櫃國小 1 8 馬公市郊 

山水國小 1 14 馬公市郊 

中山國小 1 22 馬公市郊 

五德國小 1 19 馬公市郊 

虎井國小 1 5 離島學校 

湖西鄉 6 

成功國小 1 5 偏遠學校 

西溪國小 1 9 偏遠學校 

湖西國小 1 26 偏遠學校 

龍門國小 1 15 偏遠學校 

隘門國小 1 17 偏遠學校 

沙港國小 1 7 偏遠學校 

白沙鄉 6 

中屯國小 1 3 偏遠學校 

講美國小 1 7 偏遠學校 

赤崁國小 1 19 偏遠學校 

後寮國小 1 8 偏遠學校 

吉貝國小 1 11 離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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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嶼國小 1 10 離島學校 

西嶼鄉 6 

合橫國小 1 3 偏遠學校 

竹灣國小 1 6 偏遠學校 

大池國小 1 5 偏遠學校 

池東國小 1 13 偏遠學校 

內垵國小 1 7 偏遠學校 

外垵國小 1 20 偏遠學校 

望安鄉 3 

望安國小 1 9 離島學校 

將軍國小 1 5 離島學校 

花嶼國小 1 2 離島學校 

七美鄉 2 
七美國小 1 11 離島學校 

雙湖國小 1 8 離島學校 

總計 37  48 675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6） 

 

   若依據四種學校類型分類，各類型學校研究樣本人數如表 3-2-2所示。 

表 3-2-2研究樣本數表 

學校類型 學校數 總樣本數 

馬公市區 5 315 

馬公市郊 8 129 

偏遠學校 16 170 

離島學校 8 61 

總計 37 675 

      

    由表 3-2-2之資料可知，研究樣本以馬公市區所占人數最多，共有 315人，佔 47%；

馬公市郊人數 129人，佔 19%；偏遠學校 170人，佔 25%；離島地區 61人最少，佔 9%。 

 

二、研究限制 

（一）區域與研究對象限制 

    本研究對象以就讀於澎湖縣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為母群體，因研究者本身於澎湖

縣國小服務，高年級學生的識字量及認知能力較足夠，能夠配合進行問卷調查，再者，

六年級的學生即將邁向青少年階段，若能在國小階段營造良好的閱讀環境，建立良好的

閱讀態度及閱讀行為，對其往後的學習將有所助益，因此研究對象以六年級學生為主。 

 

續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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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樣本與區域限制，故推論上僅限於澎湖縣六年級學生，不適合推論至其他地區學

校與年級之學生，研究結果亦較適合澎湖縣內參考。 

（二）研究方法限制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背景因素、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以及閱讀態度，作為

研究變項，這四個變項的範圍很大，影響這四個變項與工具的因素也很多，由於人力、

經費及時間有限，無法將所有變項與工具之層面一一顧及、納入與探討，受試者填答問

卷時可能受其認知、情緒、主觀判斷或無法控制填答情境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若能輔以訪

談法，將更能了解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之真實情形。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設計符合本研究目的之問卷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

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調查問卷」。以下就問卷內容與編製過程，以

及進行預試分析、信效度說明如下。 

                         

一、 擬定問卷初稿 

    「澎湖縣國小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問卷」(如附件一)內容共

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家庭閱讀環境量表｣、第三部

分為「閱讀行為量表｣、第四部分為「閱讀態度量表｣。以下就問卷內容、填答及計分方

式加以說明。 

 

 (一)個人基本資料 

    本研究問卷的基本資料是由研究者依據研究狀況所需而編製，目的是為了蒐集受試

者之重要背景資料，以了解樣本的特質分布情形，包括學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父母

親教育程度、家庭狀況）與學童學校背景變項（學校所在區域）。各變項之選項如下： 

1. 性別：分男生及女生兩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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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名稱：請學生填寫就讀學校校名，研究者依校名進行學校所在區域及規模

之分類，避免學生填寫錯誤。 

3. 父母親教育程度：分為未受教育、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專科、碩士、

博士七個選項。 

4. 家庭狀況：分為與父母同住、只與父親同住、只與母親同住、未與父母同住但

和祖父母同住、與其他親人同住五個選項。  

                             

(二)家庭閱讀環境量表 

  本研究所設計之家庭閱讀環境量表為研究者參考相關研究編製之問卷改編而成。 

1.量表的依據 

  本研究使用的國小學童家庭閱讀環境量表參考謝美寶（2002）、周芷誼（2006）和

張真華（2008）等人關於家庭閱讀環境的問卷加以改編修訂。此一量表共分為四個層面，

分別是「家人閱讀習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及「閱讀獎勵制度」。 

2.填答與計分方法 

  本量表採李克特氏（Likert）四點量表方式填答，填答方式是由受試者在每一題的

四個選項（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從中選擇一個與自己的看法與經

驗最接近的答案，分別可得 1、2、3、4分。得分越高，代表家庭閱讀環境越好；反之，

得分越低，則代表家庭閱讀環境越差。 

 

 (三)閱讀行為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學校閱讀環境量表為研究者參考國內相關研究者編製的問卷改編

而成。 

1.量表的依據 

  本研究使用的國小學童閱讀行為量表參考劉佩雲、簡馨瑩、宋曜廷（2003）、賴苑

玲（2007）和賴明凱（2015）設計之研究工具有關閱讀行為之分類，加以改編修訂。此

一量表共分為六個層面，分別是「閱讀來源」、「閱讀時間」、「閱讀數量」、「借閱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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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地點」和「閱讀類型」。 

2.填答與計分方法 

  本量表第 1題為「閱讀來源」，第 2-4題為「閱讀時間」，第 5-7題為「閱讀數量」，

第 8題為「借閱頻率」，第 9題為「閱讀地點」，第 10題為「閱讀類型」，學童的閱讀時

間越長、閱讀數量越多、閱讀頻率越頻繁、借閱頻率越高、閱讀廣度越廣，其閱讀行為

越好。 

 (四)閱讀態度量表 

    閱讀態度量表旨在了解國小學童的閱讀態度情形，本研究所使用之學校閱讀環境量

表，是參考國內相關研究者編製之問卷改編而成。 

1.量表的依據 

  本問卷依據周芷誼（2006）、林玉庭（2008）設計之研究工具對於閱讀行為分類，

加以改編修訂。此一量表共包含三個層面，分別是「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和

「課外閱讀行為」。 

2.填答與計分方法 

  本量表採李克特氏（Likert）四點量表方式填答，填答方式是由受試者在每一題的

四個選項（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從中選擇一個與自己的看法與經

驗最接近的答案，分別可得 1、2、3、4 分。得分越高，代表閱讀態度越積極；反之，

得分越低，則代表閱讀態度越消極。 

 

二、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將問卷回收後，逐一檢視並剔除無效問卷，將有效樣本的問卷之原始資料經

編碼及登錄電腦，採用電腦統計軟體 SPSS12.0 來進行資料分析處理。 

（一）以描述性統計之平均數、標準差描述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童之閱讀環境、閱讀行

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 

（二）以 t考驗（平均數差異考驗，t-test）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童在家庭閱讀

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得分的差異情形，即考驗研究假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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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童在家庭閱

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得分的差異情形，即考驗研究假設 1~3。 

（四）以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

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分析國小六年級學童

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的相關情形，即考驗研究假設 4-6。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過程分為文獻蒐集、擬定架構、

編製問卷與預試、正式施測、資料分析與歸納預試結論等階段，分別說明如下。 

一、 文獻蒐集 

  研究者蒐集與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相關之文獻，經過閱讀、整理及分

析後，獲得本研究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而後加以綜合整理與分析，以作為研究的基

礎，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初步擬定論文研究之方向。 

二、 擬定研究架構 

  根據所蒐集到的相關文獻，擬定研究架構，並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研究的重點，

界定各個變項，確立研究範圍的性質並完成本研究的架構。最後再根據研究架構，撰寫

緒論、文獻探討以及研究設計與實施方法。 

 

三、 編製、實施與預試結果 

    依據理論基礎與參考相關研究工具完成問卷編輯後，經指導教授修正，為瞭解本

問卷之可行性，將進行預試與信效度分析。於 105 年 12 月選定澎湖縣一市五鄉共 7 所

國小進行預試（如表 3-4-1），並依據預試問卷之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的結果，刪除不適

當的題目以編成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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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本研究預試抽樣學校與樣本數統計表 

學校類型 所在鄉市 預試學校 發出份數 

馬公市區 馬公市 01國小 18 

馬公市郊 馬公市 02國小 18 

偏遠學校 湖西鄉 03國小 15 

偏遠學校 白沙鄉 04國小 8 

偏遠學校 西嶼鄉 05國小 7 

離島學校 七美鄉 06國小 8 

離島學校 望安鄉 07國小 9 

合計  7 83 

     

    吳明隆（2007）認為預試對象人數應以問卷中包括最多題數之分量表題數

的 3 至 5 倍為原則。本件問卷題數最多之量表為第四部分閱讀態度量表，共有 20題，

故合理的預試樣本約為 60 至 100 人，本研究預試樣本數為 83 人，回收 81 份，在合理

範圍內。 

    預試問卷共回收81份，回收率達97.60％；無效問卷0份，有效問卷比率為100％，

問卷回收後即進行統計分析。 

    分析本問卷之內容構成，「家庭閱讀環境量表」與「閱讀態度量表」進行量表之項

目分析確認題目鑑別度，並探索題目之信、效度。至於「閱讀行為量表」由於題目屬於

非計分類型的題目，變項主要為名義變項，重點在調查學生的閱讀習慣與行為，因此，

可以不必進行題目的鑑別度與信、效度分析，而呈現學生的作答的次數分配情形並以卡

方考驗檢定是否有顯著差異。 

（一）「家庭閱讀環境」量表之信效度分析 

    吳明隆（2007）認為研究量表的分析步驟為編製預試問卷、進行預試、整理問卷與

編號、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於進行完預試後，在問卷效度分析方面將先以項目分析求出每一題項之決斷

值（critical ratio，即 CR 值），依據決斷值是否達顯著水準作為刪題之首要考量，CR值

大於 3.5為題目保留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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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顯示，本量表18個題目均具有良好的鑑別度，能鑑別出不同受試者的反應程

度。惟考量A8之決斷值未達.001顯著水準，數值低於3.5，加上其與總分的相關值為18

題中最低，因此將之刪除。詳細分析結果如表3-4-2所示。 

 

表3-4-2：預試問卷「家庭閱讀環境」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決斷值 相關值 刪除或保留 

A1 6.231*** .631** 保留 

A2 6.757*** .690** 保留 

A3 9.664*** .764** 保留 

A4 6.515*** .635** 保留 

A5 7.717*** .738** 保留 

A6 8.685*** .759** 保留 

A7 7.143*** .685** 保留 

A8 3.357** .393** 刪除 

A9 6.416*** .704** 保留 

A10 8.755*** .705** 保留 

A11 7.238*** .767** 保留 

A12 11.819*** .835** 保留 

A13 10.396*** .809** 保留 

A14 12.074*** .831** 保留 

A15 8.867*** .770** 保留 

A16 5.778*** .720** 保留 

A17 4.425*** .609** 保留 

A18 5.653*** .674** 保留 

**p＜.05   ***p＜.001 

 

家庭閱讀環境量表進行因素分析後，首先評估KMO值(Kaiser-Meyer-Olmin value)

取樣適切性量數，當KMO值愈大，代表變項間的共同因素愈多，愈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KMO的值依據學者Kaiser建議，應大於0.5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引自吳明隆，2007)。此

外，各題「因素負荷量」建議在.300以上，各層面應只萃取出一個成份。經分析顯示本

量表四個層面共17個題目在因素負荷量與解釋變異量上均具達到保留要求，具有良好效

度，所有題目均予以保留。 

小結：家庭閱讀環境量表部分四個層面原本18題，經信效度分析後刪除第8題，剩

17題。 

 



51 
 

（二）「閱讀態度環境」量表之信效度分析 

    經分析顯示，題號 C7「在閱讀課外書籍，我會因為看不懂而放棄。」分析結果顯示

在決斷值（0.883＜3.5）及相關值（.127＜.35）均未達顯著水準，所以優先刪除。題號

C5之相關值（.381）雖然在.35以上，但決斷值（2.215＜3.5）未達 3.5，因此本題也刪

除。其餘 18題則具有良好的鑑別度，能鑑別出不同受試者的反應程度，予以保留。詳

細分析結果如表 3-4-3所示。 

 
表3-4-3：預試問卷「閱讀態度」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決斷值 相關值 刪除或保留 

C1 4.644*** .556** 保留 

C2 10.371*** .870** 保留 

C3 7.853*** .728** 保留 

C4 9.944*** .786** 保留 

C5 2.215** .381** 刪除 

C6 6.200*** .681** 保留 

C7 0.883 .127** 刪除 

C8 10.429*** .865** 保留 

C9 8.890*** .772** 保留 

C10 5.994*** .641** 保留 

C11 7.387*** .802** 保留 

C12 7.792*** .795** 保留 

C13 7.148*** .715** 保留 

C14 4.401*** .532** 保留 

C15 6.624*** .673** 保留 

C16 10.187*** .847** 保留 

C17 8.729*** .756** 保留 

C18 7.157*** .766** 保留 

C19 9.637*** .821** 保留 

C20 6.702*** .705** 保留 

**p＜.05   ***p＜.001 

 

    經因素分析顯示本量表三個層面共 18個題目在因素負荷量與解釋變異量上均具達

到保留要求，具有良好效度，所有題目均予以保留。 

小結：閱讀態度量表部分三個層面經信效度分析後原本20題，刪除第5題和第7題後，

剩18題。 

 

 

續表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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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行為」量表之預試結果分析 

    在「閱讀行為」量表中共有 10個題目，其中第 1題與第 10題屬於複選題，第 2

題到第 9題是單選題，利用次數分配與分析的方式，說明閱讀行為各題項的預測結果。 

(1)複選題之結果分析 

        由表 3-4-4可以發現，預試施測對象六年級時課外讀物來源以「學校圖書室」

為最多，其次為「班級圖書」。 

 

表 3-4-4：「閱讀行為」量表題號 B01次數分配表 

B0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源，來自哪裡？ 

 勾選數  

 
  個數 百分比 

 勾選數所

佔百分比 

學校圖書室 66 28.2% 81.5% 

班級圖書 49 20.9% 60.5% 

家中圖書 43 18.4% 53.1% 

校外圖書館 34 14.5% 42.0% 

自己購買 25 10.7% 30.9% 

學校閱讀角 14 6.0% 17.3% 

其他 3 1.3% 3.7% 

     

由表3-4-5可以發現，預試施測對象六年級時閱讀之課外讀物種類以「語文類」為

最多，其次為「自然科學類」。語文類與自然科學類為主要課外閱讀種類占了勾選答案

54%的比例。 

 
表 3-4-5：「閱讀行為」量表題號 B10次數分配表 

B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些類型的課外讀物？ 

 勾選數  

 
個數 百分比 

勾選數所 

佔百分比 

宗教哲學類 9 4.8% 11.3% 

自然科學類 43 22.8% 53.8% 

中外史地類 26 13.8% 32.5% 

語文類 59 31.2% 73.8% 

藝術類 34 18.0% 42.5% 

其他類 18 9.5% 22.5% 

總數 189 100.0% 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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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單選題之卡方考驗結果分析 

    卡方考驗主要在檢定名義變項各類別間的「實際觀察次數」與「期望理論次數」

是否有顯著不同？如果兩者之間差距越大，則檢定之χ²值越大。由於本研究問卷之「閱

讀行為」量表之變項主要為名義變項，因此適用卡方考驗來檢視預試之實際觀察次數與

期望理論次數有否有顯著差異？檢定之結果如表3-4-6所示。 

 
表3-4-6「閱讀行為」量表單選題卡方考驗檢定統計量表 

題號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卡方 61.284a 36.500b 23.091c 31.750d 106.300d 39.850d 75.975a 38.464e 

自由度 4 4 3 5 5 5 4 4 

漸近顯著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a. 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16.2。 

b. 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16.0。 

c. 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16.5。 

d. 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13.3。 

e. 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13.8。 
 

 

 

 

    由卡方考驗結果可以發現各題之漸進顯著性的p值均小於.05，達到顯著水準，顯

示各題之各個答案選項有顯著的差異性。 

 

四、 正式問卷施測 

    依據預試分析結果完成正式量表的編制後，將以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全體學童為樣

本，進行正式施測，施以問卷調查。並依據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的建議將本量表由李克

特氏（Likert）四點量表改為五點量表，填答方式是由受試者在每一題的五個選項（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更能測出學生的實際情形。回收問卷

之後，隨即進行進一步的統計分析與討論。 

 

五、 分析資料與統計分析 

  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將問卷之原始資料輸入電腦，運用 SPSS 統計套裝軟

體，進行資料分析與討論。 

 

 



54 
 

六、 論文總結階段 

  將正式問卷之原始資料輸入電腦，完成統計分析後，對統計結果做解釋與分析，

歸納結論並撰寫完整論文。研究報告撰寫預定於 106 年 6月份完成，本研究之研究進程

如圖 3-4-1所示。 

 

 

 

 

 

 

 

 

 

 

 

圖 3-4-1：本研究之執行 Gantt圖(105 年 7月至 10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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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依據研究者自編之「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

之現況問卷調查表」調查所得資料，針對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討論。本章共有

三節，第一節分析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第二節探討不同背

景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分析與討論；第三節探討學生閱讀環境、閱讀

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相關情形。 

 

 

第一節 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 
 

    本節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分別針對調查對象之背景變項，及家庭閱讀環境、閱讀

行為及閱讀態度等部分說明之。 

 

一、 研究對象背景變項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正式問卷675份，回收667份，回收率為98.81％；扣除無效問卷7份，

有效問卷共660份，問卷可用率為97.78％。 

    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計有就讀學校、父親學歷、母親學歷、家庭狀況等四項。茲將

有效問卷之背景變項統計資料列於表4-1-1並說明如下。 

 

（一） 性別 

    本研究調查之樣本性別比例相近，男生比例為49.4％，女生為50.6％。 

 

（二） 就讀學校 

    分析研究對象就讀學校以中興國小88人最多，佔13.3％，文澳小國人80居次，

佔12.1％，也是唯二所佔比例超過10％的學校。比例不到1％(樣本數少於7人)的學

校有10所之多，可見大校與小校的六年級學生人數差距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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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父親學歷 

    在父親學歷方面，以高中職最多，佔41.2％，其次為國中佔24.7％，大學專科

佔22.3％，碩士及博士學歷、未受教育者均不到5％。 

 

（四） 母親學歷 

    在母親學歷方面，同樣以高中職為最多，佔43.5％，其次為大學專科佔22.3％，

碩士學歷及未受教育者均佔不到5％，且研究樣本之母親沒有博士學歷者。若以大

學專科以上學歷比較，研究樣本的父親擁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佔25.7％，母親擁

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佔24.7％，比例甚為接近。 

 

（五） 家庭狀況 

在家庭狀況變項方面，研究樣本與父親及母親同住者比例最高，約佔四分之三

（75.6％）；只與父親或只與母親居住者比例相當，分別為7.3％及7％；和祖父母

同住或和其他親人同住者比例為5％左右。 

本研究對象男女生人數大約各占50%，就讀學校因學校所在區域不同，有學生

人數較多的市區學校，也有學生人數極少的偏遠或離島學校，學生的父母親學歷以

高中職為最多，碩博士以上學歷及未受教育者均不到5%，學生與父母親同住的比例

約四分之三，是其中所占比例最高者。 

 

表 4-1-1：研究樣本背景變項次數分配表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326 49.4％ 

女生 334 50.6％ 

遺漏值 0 0 

就讀學校 

馬公國小 59 8.9％ 

中正國小 50 7.6％ 

中興國小 88 13.3％ 

文光國小 25 3.8％ 

文澳國小 80 12.1％ 

中山國小 22 3.3％ 

石泉國小 3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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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衛國小 18 2.7％ 

興仁國小 10 1.5％ 

五德國小 20 3.0％ 

山水國小 14 2.1％ 

時裡國小 5 0.8％ 

風櫃國小 7 1.1％ 

虎井國小 6 0.9％ 

湖西國小 23 3.5％ 

西溪國小 10 1.5％ 

龍門國小 15 2.3％ 

隘門國小 19 2.9％ 

沙港國小 7 1.1％ 

成功國小 5 0.8％ 

中屯國小 4 0.6％ 

講美國小 6 0.9％ 

 

赤崁國小 17 2.6％ 

後寮國小 8 1.2％ 

鳥嶼國小 10 1.5％ 

吉貝國小 12 1.8％ 

合橫國小 3 0.5％ 

竹灣國小 6 0.9％ 

大池國小 5 0.8％ 

池東國小 12 1.8％ 

內垵國小 7 1.1％ 

望安國小 9 1.4％ 

將軍國小 5 0.8％ 

花嶼國小 2 0.3％ 

七美國小 11 1.7％ 

雙湖國小 8 1.2％ 

遺漏值 0 0 

父親學歷 

未受教育 7 1.1％ 

國小 36 5.5％ 

國中 163 24.7％ 

高中職 272 41.2％ 

大學專科 139 21.1％ 

碩士 25 3.8％ 

博士 5 0.8％ 

遺漏值 13 2.0％ 

母親學歷 

    

未受教育 17 2.6％ 

國小 58 8.8％ 

續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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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 122 18.5％ 

高中職 287 43.5％ 

大學專科 147 22.3％ 

碩士 16 2.4％ 

博士 0 0 

遺漏值 13 2.0％ 

家庭狀況 

與父母同住 499 75.6％ 

只與父親同住 49 7.4％ 

只與母親同住 46 7.0％ 

未與父母同住 

但和祖父母同住 

33 5.0％ 

與其他親人同住 32 4.8％ 

遺漏值 1 0.2％ 

 

二、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之現況分析 

本部份分析研究樣本在家庭閱讀環境量表中四個層面之反應情形。分別為「家人閱

讀習慣」（題 A1-A5）、「家庭閱讀資源」（題 A6-A9）、「親子閱讀互動」（題 A11-A15）、「閱

讀獎勵制度」（題 A16-A18）。量表以 Likert式五點量表填答，將樣本對於家庭閱讀環境

意見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五個等級，並依

序給予 1至 5分，各層面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家庭閱讀環境層面愈佳。表 4-1-2說明澎

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上的反應情形。 

 

表 4-1-2：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量表得分情形摘要表 

層面 題號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得分和 平均數 標準差 

家
人
閱
讀
習
慣 

A1 家人在家時會看報紙或雜誌。 660 3.45 1.223 

15.91 3.19 4.75 

A2 家人在家時會閱讀書籍。 660 3.25 1.206 

A3 家人會帶我到圖書館看書或借書。 659 3.27 1.285 

A4 家人會花錢購買書籍。 659 2.96 1.286 

A5 我寫功課或閱讀時，家人也在閱讀書報

雜誌。 

660 3.00 1.231 

家
庭
閱
讀
資
源 

A6 家裡有許多書籍（100 本以上）。 660 2.93 1.432 

11.64 2.91 4.05 

A7 家裡有不同類型如：語文、科學、藝術…

的書籍適合我閱讀。 

659 3.30 1.276 

A8 家裡的布置適合閱讀，使我喜歡閱讀。 660 2.96 1.187 

A9 家人每個月會為我購買課外讀物。 660 2.45 1.184 

續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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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子
閱
讀
互
動 

A10家人會鼓勵我多閱讀書報雜誌。 660 3.48 1.259 

15.00 3.00 5.18 

A11家人會推薦一些好書給我。 659 3.04 1.256 

A12家人常會一起閱讀、彼此分享閱讀心

得。 

659 2.66 1.192 

A13家人會藉由閱讀增進彼此的情感。 660 2.84 1.233 

A14家庭的閱讀互動氣氛良好。 659 2.99 1.234 

閱
讀
獎
勵
制
度 

A15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讚美。 660 3.06 1.247 

8.35 2.78 3.13 
A16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獎勵。 660 2.66 1.191 

A17我在閱讀方面有好的表現時，家人會

購買書籍或獎品送給我作為獎勵。 

660 2.63 1.215 

 

表 4-1-2 顯示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的四個層面平均得分介於

2.78 至 3.19 分，也就是介於「不同意」與「同意」之間。其中以「家人閱讀習慣」層

面的平均得分最高，而「閱讀獎勵制度」平均得分最低，代表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

庭閱讀環境在「家人閱讀習慣」方面較佳。在此量表中，A10 為平均得分最高之題目，

代表「家人會鼓勵我多閱讀書報雜誌」是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中最佳

者。而 A9「家人每個月會為我購買課外讀物」則是學生最不同意的題項，顯示購買課外

讀物並未成為學生家庭閱讀資源的主要來源。 

本量表共有 A4、A6、A8、A9、A12、A13、A14、A16、A17共 9題平均得分未達 3分，

比例佔量表題目一半；此一結果顯示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家庭閱讀環境的認同與

滿意程度有近半數未達同意或滿意的程度。 

 

為了進一步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資源之內涵，以下就各層面題項逐

一分析。 

（一） 家人閱讀習慣層面之分析 

    此部分在了解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層面之反應分布情形，結果

如表 4-1-3所示。 

 

 

 

續表 4-1-1 續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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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家人閱讀習慣之反應分布情形表 

層

面 
題目 

選項 
傾向 

不同意 

傾向 

同意 

排

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家

人

閱

讀

習

慣 

家人在家時會看報紙或

雜誌。 
10.5% 10.6% 22.7% 35.9% 20.3% 21.1% 55.8% 1 

家人在家時會閱讀書籍。 11.4% 14.1% 28.2% 31.2% 15.2% 25.5% 36.4% 3 

家人會帶我到圖書館看

書或借書。 
12.6% 15.0% 24.4% 28.2% 19.7% 27.6% 47.9% 2 

家人會花錢購買書籍。 17.6% 18.3% 28.5% 21.8% 13.6% 35.9% 35.4% 4 

我寫功課或閱讀時，家人

也在閱讀書報雜誌。 
15.2% 18.0% 31.4% 23.0% 12.4% 33.2% 35.4% 5 

 

 

由表4-1-3可以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家人閱讀習慣的同意程度以得分加

以區分，可分為「傾向同意」（非常同意、同意）與「傾向不同意」（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在此一層面上，學生認為「家人在家時會看報紙或雜誌」是唯一傾向同意

比例超過50%的題目，其餘4題傾向同意比例為35.4%至47.9%之間。至於傾向不同意比

例最高者則是「家人會花錢購買書籍」，比例為35.9%，其餘4題傾向不同意比例為21.1%

至33.2%之間。本層面各題目表示無意見的比例則介於22.7%~31.4%之間。 

 

（二） 家庭閱讀資源層面之分析 

    有關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量表中「家庭閱讀資源」層面之反應分

布情形，如表 4-1-4所示。 

 

表 4-1-4：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家庭閱讀資源之反應分布情形表 

層

面 
題目 

選項 
傾向 

不同意 

傾向 

同意 

排

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家

庭

閱

讀

資

源 

家裡有許多書籍（100 本

以上）。 
21.8% 20.5% 20.3% 17.4% 20.0% 42.3% 37.4% 2 

家裡有不同類型如：語

文、科學、藝術…的書籍

適合我閱讀。 

12.3% 14.1% 24.8% 28.8% 19.8% 26.4% 48.6% 1 

家裡的布置適合閱讀，使

我喜歡閱讀。 
14.8% 16.8% 37.0% 20.3% 11.1% 31.6% 31.4% 3 

家人每個月會為我購買

課外讀物。 
25.3% 29.5% 26.8% 11.4% 7.0% 54.8% 18.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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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層面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對於「家裡有不同類型書籍可以閱讀」的傾向同

意程度最高，比例為48.6%，其次為「家裡有100本以上書籍可以閱讀」，比例為37.4%。

在傾向不同意方面則以「家人每個月會為我購買課外讀物」最高，比例為超過半數的

54.8%。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家裡的布置適合閱讀，使我喜歡閱讀」此一題項有超過三

分之一(37%)的學生表示無意見，顯示學生家庭有關增進他們閱讀興趣的布置並沒有帶

給學生明顯的正面或負面的感受。 

 

（三） 親子閱讀互動層面之分析 

    表 4-1-5所列為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家庭閱讀環境量表中，有關「親子閱讀

互動」層面各題項之反應分布情形。 

 

表 4-1-5：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親子閱讀互動之反應分布情形表 

層

面 
題目 

選項 
傾向 

不同意 

傾向 

同意 

排

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親

子

閱

讀

互

動 

家人會鼓勵我多閱讀書

報雜誌。 
10.3% 9.8% 27.4% 26.5% 25.9% 20.1% 52.4% 1 

家人會推薦一些好書給

我。 
15.6% 15.9% 31.5% 22.7% 14.1% 31.5% 36.8% 2 

家人常會一起閱讀、彼此

分享閱讀心得。 
20.3% 23.5% 34.2% 13.0% 8.8% 43.8% 21.8% 5 

家人會藉由閱讀增進彼

此的情感。 
18.2% 20.0% 31.7% 19.7% 10.5% 38.2% 30.2% 4 

家庭的閱讀互動氣氛良

好。 
14.8% 19.1% 30.3% 23.0% 12.6% 33.9% 35.6% 3 

    分析此一層面調查樣本反應情形，「家人會鼓勵我多閱讀書報雜誌」傾向同意比

例為52.4%。與家人閱讀習慣層面中「家人在家時會看報紙或雜誌」是本量表中學生最

為認同，傾向同意比例超過50%的唯二題項。而傾向不同意比例最高的是「家人常會一

起閱讀、彼此分享閱讀心得」，比例為43.8%，本題傾向同意比例有只有21.8%，是本層

面中最低者，可見家人彼此之間的閱讀心得交流較少見於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

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層面5個題項幾乎都有超過30%的比例為「無意見」，比例高於

家人閱讀習慣以及家庭閱讀資源兩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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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閱讀獎勵制度層面之分析 

    此部分在了解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有關家庭閱讀環境量表中「閱讀獎勵制度」層面

之反應分布情形，調查結果如表 4-1-6所示。 

 

表 4-1-6：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閱讀獎勵制度之反應分布情形表 

層

面 
題目 

選項 
傾向 

不同意 

傾向 

同意 

排

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閱

讀

獎

勵

制

度 

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

讚美。 
15.5% 14.7% 31.7% 24.5% 13.6% 30.2% 38.1% 1 

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

獎勵。 
21.7% 20.9% 34.2% 15.8% 7.4% 42.6% 23.2% 2 

我在閱讀方面有好的表

現時，家人會購買書籍或

獎品送給我作為獎勵。 

23.2% 21.2% 33.8% 13.3% 8.5% 44.4% 21.8% 3 

 

    本層面三個題項都有超過30%比例的學生填答無意見，代表有關讚美、獎品等有形

無形的閱讀獎勵制度，對於研究對象來說沒有較為正向或負向的看法。此一結果或許

顯示在學生家庭中有關閱讀獎勵措施是較缺乏的，以致學生沒有明顯深刻的感受。 

    三個題項中以「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讚美」是學生傾向同意比例最高者，為

38.1%，此一比例也是本量表四層面中最低的數字。而閱讀時家人會給獎勵或有好表現

時會給予獎勵品，都有超過40%的比例傾向不同意。 

 

 

三、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在學生閱讀行為方面以自編問卷之「閱讀行為量表」進行調查，量表共分為

「閱讀來源」（題 B1）、「閱讀時間」（題 B2-B4）、「閱讀數量」（題 B5-B7）、「借閱頻率」

（題 B8）、「閱讀地點」（題 B9）及「閱讀類型」（題 B10）六大部分。其中 B1 及 B10 為

複選題，B2至 B9為單選題，有關各題之次數分配與分析如下所述。 

 

(一) 學生閱讀來源現況分析 

    依據調查結果，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生之閱讀來源反應情形如表 4-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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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來源次數分配表 

B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源， 

來自哪裡？ 

勾選值 勾選數所 

占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課外讀物來源 

學校圖書室 511 29.0% 77.7% 

班級圖書 342 19.4% 52.0% 

家中圖書 321 18.2% 48.8% 

校外圖書館 299 17.0% 45.4% 

自己購買 162 9.2% 24.6% 

學校圖書角 93 5.3% 14.1% 

其他 34 1.9% 5.2% 

 

    由上表可以發現，學生的課外讀物來源以「學校圖書室」所占比例最高，佔所有

勾選次數的29%，勾選數所佔百分比則為77.7%，代表有近八成的受測學生表示課外讀

物主要來自學校圖書室。此外，班級圖書的百分比為19.4%，有52%的學生表示課外讀

物來自「班級圖書」。學校圖書館和班級圖書的勾選數所佔百分比均超過50%，可見澎

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的課外讀物仍以學校裡的圖書為最主要來源。這個結果與預試之

施測結果相符合。 

 

    除了學校圖書，家中圖書、校外圖書館、自己購買、學校圖書角依序是其他主要的

來源，家中圖書與校外圖書館的比例和班級圖書相當。「自己購買」僅有24.6%受測學生

填答，與家庭閱讀環境量表之調查數據，有關「購買課外讀物」的傾向同意比例較低之

結果是相呼應的。 

 

(二) 學生閱讀時間現況分析 

    本部分在了解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有關閱讀行為量表中「閱讀時間」層面之反應

分布，表 4-1-8顯示學生上課日及假日閱讀時間的多寡，以及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

分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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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時間次數分配表 

題

號 
題目 

選項 

未填答 幾乎不

閱讀 

30分鐘 

以內 

30分鐘 

至 

1 小時 

1 小時 

至 

2 小時 

2 小時

以上 

閱

讀

時

間 

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多

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23.3% 43.2% 25.2% 5.6% 2.6% 0.2% 

放假有空的時候，我一天大約花

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31.4% 30.6% 22.1% 10.5% 5.5% 0 

 

下課 

時間 

學校閱

讀課或 

晨讀時

間 

放學回

家時 

週末 

假日 
未填答  

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什

麼時候? 
7.9% 36.5% 18.6% 33.6% 3.3%  

 

 

        學生在上課日時所花的課外閱讀時間，以「30分鐘以內」所占比例最高，達43.2%，

其次為「30分鐘至1小時」，占25.2%；但「幾乎不閱讀」的比例也有23.3%，此一結果與

預試時的調查結果相近。 

        有關學生在假日時所花的課外閱讀時間，以「幾乎不閱讀」的比例最高，有31.4%

的受試學生在假日時反而更少進行課外閱讀，與上課日時相比提高了約8%。但此一結果

和預試之結果不同，預試時學生假日幾乎不閱讀比例為23.5%。此外，放假時課外閱讀1

小時以上(含2小時以上)的比例也提高約8%，可見學生在放假日時課外閱讀所花時間有延

長或減少的現象。 

        表4-1-8顯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有36.5%的學生在學校閱讀課或晨讀時間最常

進行課外閱讀，所占比例最高。但也有33.6%的學生最常利用假日進行課外閱讀，此一

結果若與表4-1-8所顯示有31.4%的學生在假日幾乎不閱讀相對照，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

生的閱讀時間是否有雙峰現象？值得深入探討數據代表的意義與成因。 

 

(三) 學生閱讀數量現況分析 

    表4-1-9呈現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行為量表中「閱讀數量」層面之反應情形，

包括上課日時每月閱讀數量、週末假日閱讀數量與寒暑假時一個星期的閱讀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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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課外讀物本數次數分配表 

題

號 
題目 

選項 

未填答 
0 本 1-3 本 4-6 本 7-9 本 

10 本 

以上 

閱

讀

數

量 

平常上課時，一個月我大概會閱

讀幾本課外讀物？ 
9.4% 45.5% 21.8% 10.0% 13.0% 0.3% 

平常週末放假時，我大概會閱讀

幾本課外讀物？ 
23.8% 51.4% 14.1% 3.6% 7.1% 0 

寒暑假的時候，我大概一個星期

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15.6% 38.9% 24.2% 7.7% 13.3% 0.2% 

 

    透過表4-1-9可以發現，上課日時每月閱讀數量以「1-3本」比例最高，占45.5%，

其次為「4-6本」，占21.8%。若換算為每週數量，在上課日時有大約半數學生每週約閱

讀不到1本課外讀物。週末的閱讀數量也以「1-3本」比例最高，占51.4%，但有23.8%的

學生完全不進行閱讀，此一結果與題目B3調查結果「放假有空時幾乎不閱讀」的比例

31.4%相近。寒暑假時每週閱讀數量仍以「1-3本」比例最高，占38.9%；其次為「4-6本」，

占24.2%；「幾乎不閱讀」的比例為15.6%。此排序結果與預試之調查結果相同。 

    比較此層面3題項調查結果，約半數學生上課日每週閱讀1-2本課外讀物，寒暑假時

可以提高到每週3本以上，週末兩天則可閱讀1-2本。而約有1成左右極喜愛閱讀的學生

無論上課日或假日，三個題項均反應有10本以上的閱讀量。 

 

(四) 學生借閱頻率現況分析 

    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行為量表中有關「借閱頻率」層面之反應情形如表4-10

所示。在上課日時學生到圖書室借閱次數以「每週1-2次」最多，占55.3%，但也有高達

32.7%的學生借閱次數為「0次」，此一比例較預試之結果提高約10%。 

 

表 4-1-10：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一星期到圖書室借閱書籍次數次數分配表 

題

號 
題目 

選項 

未填答 
0 次 

每週 1-2

次 

每週 3-4

次 

每週 5次以

上(含 5次) 

借

閱

頻

率 

六年級時，我平均一星期（不含

寒暑假）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次

數是幾次？ 
32.7% 55.3% 9.5% 2.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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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閱讀地點現況分析 

        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行為量表中「閱讀地點」層面之反應結果如表4-1-11

所示。學生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地點以「家裡」為最多，占34.3%，其次為「班級教室」

和「學校圖書室」，分別占29.2%和23.8%，此一結果和預試時以學校圖書室比例最高

(32.1%)有所差異。若將閱讀地點分為「校內」和「校外」，則校內占53.6%，校外占43.5%。 

 

表 4-1-11：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地點次數分配表 

題

號 
題目 

選項 

未填答 班級教

室 

學校圖

書室 

校內閱

讀角 

校外圖

書館 
家裡 

閱

讀

地

點 

六年級時，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

的地點是在哪裡？ 
29.2% 23.8% 0.6% 9.1% 34.4% 2.9% 

 

(六) 學生閱讀廣度現況分析 

        澎湖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行為量表中「閱讀廣度」層面之反應結果如表4-1-12

所示。 

表 4-1-12：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課外讀物類型次數分配表 

B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些類型的

的課外讀物？ 

勾選數 勾選數所 

佔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課外讀物類型 

宗教哲學類 68 5.1% 10.3% 

自然科學類 284 21.1% 43.2% 

中外史地類 160 11.9% 24.3% 

語文類 485 36.1% 73.7% 

藝術類 185 13.8% 28.1% 

其他 162 12.1% 24.6% 

 

    學生最常閱讀的課外讀物類型「語文類」為最多，占勾選數總數36.1%，有73.7%

的學生填答；其次為「自然科學類」勾選數比例和勾選數所佔百分比分別占21.1%

和43.2%。六種類型課外讀物的勾選數百分比排序與勾選數所佔百分比排序，和預

試之調查結果相同，可見澎湖縣六年級學生偏好語文類及自然科學類課外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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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態度之現況分析 

本部份分析研究樣本在閱讀態度量表中三個層面之反應情形。分別為「閱讀成就與

挑戰」（題 C1-C5）、「閱讀喜好傾向」（題 C6-C11）、「課外閱讀行為」（題 C12-C18）。量

表以 Likert式五點量表填答，將樣本對於閱讀態度意見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無意見」、「同意」、「非常同意」五個等級，依序給予 1至 5分，各層面得分總和代表

受試者對該閱讀態度層面之積極度。表 4-1-13 說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態度

上的反應情形。 

 

表 4-1-13：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態度量表得分情形摘要表 

層面 题號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得分和 平均數 標準差 

閱
讀
成
就
與
挑
戰 

C1 閱讀課外書籍可以使我獲得很多的知

識。 
660 4.07 .987 

18.53 3.70 4.26 

C2 當完全了解課外書籍中的內容時，我會

覺得很高興。 
660 3.80 1.030 

C3 看完課外書籍讓我收穫良多。 660 3.93 .976 

C4 有些書雖然較難懂，但我也喜歡閱讀。 660 3.46 1.071 

C5 當閱讀課外書籍時遇到問題，我會主動

尋求解答。 
660 3.26 1.116 

閱
讀
喜
好
傾
向 

C6 閱讀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活動。 660 3.38 1.115 

19.79 3.30 5.38 

C7 閱讀課外書籍是我最常用來打發時間

的方法。 
659 3.17 1.203 

C8 撰寫閱讀心得不會影響我對閱讀的喜

愛。 
659 3.07 1.182 

C9 閱讀課外書籍讓我覺得輕鬆沒有壓力。 660 3.63 1.078 

C10當我收到的禮物是課外書籍時，我會

覺得很開心。 
660 3.22 1.160 

C11我喜歡閱讀新的書報雜誌。 659 3.33 1.179 

課
外
閱
讀
行
為 

C12我會使用零用錢買課外書籍。 660 2.64 1.213 

21.80 3.11 6.37 

C13我喜歡去逛書局或上圖書館。 660 3.36 1.230 

C14我會閱讀老師推薦的課外書籍。 660 3.21 1.121 

C15我會常去圖書館借課外書籍來看。 660 3.13 1.234 

C16不用父母師長叮嚀，我會自己閱讀課

外書籍。 
660 3.19 1.216 

C17在自習課時我會選擇閱讀課外書籍。 660 3.27 1.142 

C18我喜歡和同學或家人朋友分享閱讀成

果。 
660 3.00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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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1-13呈現之資料可以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態度量表三層面

的平均得分介於3分(無意見)至4分(同意)之間，以「閱讀成就與挑戰」平均得分3.70分

最高，「閱讀喜好傾向」3.30分居次，「課外閱讀行為」3.11分最低。 

    層面之各題項平均得分介於2.64至4.07之間，除了C1和C12之外均介於3分(無意見)

至4分(同意)之間。C1「閱讀課外書籍可以使我獲得很多的知識」是各題項中平均得分

唯一超過4分者，達到「同意」到「非常同意」程度，可見學生對於閱讀可以讓自己增

加知識有高度認同。C12「我會使用零用錢買課外書籍」則是各題項中唯一平均得分不

到3分，屬於「不同意」程度，值得探討學生不同意使用零用錢購買課外讀物的原因為

何？ 

     

    以下將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態度之內涵就三層面各題項分別逐一說明。 

（一） 閱讀成就與挑戰層面之分析 

    此一部分在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閱讀成就與挑戰之態度，調查結果情

形如表4-1-14所示。 

 

 

表 4-1-14：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閱讀成就與挑戰之反應分布情形表 

題

號 
題目 

選項 
傾向 

不同意 

傾向 

同意 

排

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閱

讀

成

就

與

挑

戰 

閱讀課外書籍可以使我

獲得很多的知識。 
2.7 2.6 21.1 31.8 41.8 5.3 73.6 1 

當完全了解課外書籍中

的內容時，我會覺得很高

興。 

3.3 6.1 26.5 35.0 29.1 9.4 64.1 3 

看完課外書籍讓我收穫

良多。 
2.9 3.9 22.4 39.2 31.5 6.8 70.7 2 

有些書雖然較難懂，但我

也喜歡閱讀。 
5.6 9.8 35.5 30.9 18.2 15.4 49.1 4 

當閱讀課外書籍時遇到

問題，我會主動尋求解

答。 

8.9 11.8 37.0 28.5 13.8 20.7 4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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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1-14可以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閱讀成就與挑戰層面中各題項

的反應有所差異。其中學生最認同C1「閱讀課外書籍可以使我獲得很多的知識」，有

73.6％傾向同意，C3「看完課外書籍讓我收穫良多」也有70.7%傾向同意。但C4「有些

書雖然較難懂，但我也喜歡閱讀」與C5「當閱讀課外書籍時遇到問題，我會主動尋求

解答」傾向同意比例都不到一半，並分別有15.4%及20.7%的比例傾向不同意。 

分析此結果，顯示學生可以明白閱讀對自己的益處並實際進行閱讀，但在進行較

有深度的閱讀或遇到閱讀上的困難時就會產生偏向負面的態度。 

 

（二） 閱讀喜好傾向層面之分析 

    此一部分在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閱讀喜好傾向之反應情形，調查結果

情形如表4-1-15所示。 

 

表 4-1-15：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閱讀喜好傾向之反應分布情形表 

題

號 
題目 

選項 
傾向 

不同意 

傾向 

同意 

排

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閱

讀

喜

好

傾

向 

閱讀對我而言是一件非

常有趣的活動。 
6.8 11.2 37.6 25.8 18.6 18.0 44.4 2 

閱讀課外書籍是我最常

用來打發時間的方法。 
9.8 18.6 33.0 21.4 17.0 28.4 38.4 5 

撰寫閱讀心得不會影響

我對閱讀的喜愛。 
12.9 13.9 40.5 18.6 13.9 26.8 32.5 6 

閱讀課外書籍讓我覺得

輕鬆沒有壓力。 
4.4 8.2 32.1 30.3 25.0 12.6 55.3 1 

當我收到的禮物是課外

書籍時，我會覺得很開

心。 

10.0 12.7 38.5 22.9 15.9 22.7 38.8 4 

我喜歡閱讀新的書報雜

誌。 
8.5 12.7 35.8 22.9 20.0 21.2 42.9 3 

 

    分析表4-1-15，可以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閱讀喜好傾向之態度，除了C9

「閱讀課外書籍讓我覺得輕鬆沒有壓力」有超過50%的傾向同意，其餘5題項大約都有

35%左右的比例選填「無意見」以及20%左右傾向不同意。「無意見」的選填比例是五

個選項中最高者，顯示學生對於閱讀喜好傾向並沒有較明顯的正向或負向態度。 

    在傾向同意的排序中，C8「撰寫閱讀心得不會影響我對閱讀的喜愛」只有32.5%傾

向同意，在本層面各題項中比例最低。顯示撰寫閱讀心得有影響學生閱讀態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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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師在推動學生閱讀，若使用撰寫閱讀心得做為推動策略時應謹慎，以免影響學

生對閱讀的興趣。 

     

（三） 課外閱讀行為層面之分析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於課外閱讀行為的調查結果如表4-1-16所示。 

 

表 4-1-16：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課外閱讀行為之分布情形 

題

號 
題目 

選項 
傾向 

不同意 

傾向 

同意 

排

序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課

外

閱

讀

行

為 

我會使用零用錢買課外

書籍。 
22.9 20.6 34.7 13.2 8.6 43.5 21.8 7 

我喜歡去逛書局或上圖

書館。 
10.2 11.8 32.1 24.1 21.8 22.0 45.9 1 

我會閱讀老師推薦的課

外書籍。 
8.8 14.2 38.5 24.5 13.9 23.0 38.4 4 

我會常去圖書館借課外

書籍來看。 
12.6 15.3 35.8 19.1 17.3 27.9 36.4 5 

不用父母師長叮嚀，我會

自己閱讀課外書籍。 
11.7 13.5 36.5 20.8 17.6 25.2 38.4 3 

在自習課時我會選擇閱

讀課外書籍。 
7.9 14.4 37.3 23.3 17.1 22.3 40.4 2 

我喜歡和同學或家人朋

友分享閱讀成果。 
15.6 14.8 38.0 17.4 14.1 30.4 31.5 6 

 

    表4-1-16顯示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課外閱讀行為之態度，在各題項之反應頗

為一致，均有35%左右選填「無意見」，20%~30%左右傾向不同意，30%~40%傾向同意。 

    C13「我喜歡去逛書局或上圖書館」是傾向同意比例最高者，占45.9%；其次為C17

「在自習課時我會選擇閱讀課外書籍」，有40.4%比例傾向同意。傾向不同意比例最高

者則是C12「我會使用零用錢買課外書籍」，比例為43.5%，此一結果與家庭閱讀環境

量表中A9「家人每個月會為我購買課外讀物」有54.8%傾向不同意之結果相呼應。若再

與C13相對照，顯示學生雖然喜歡逛書局，但自己或家人卻較少有實際購買書籍的意願

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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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討論 

    依據本研究受試樣本背景資料統計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在性別方面比例相當，學

生父親及母親學歷都以高中職為最多，各占約40%。父親和母親擁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

者比例也甚為接近，各為25%左右。在家庭狀況方面，學生與父親及母親同住者比例最

高，約佔75%。 

 

    在家庭閱讀環境量表方面，調查結果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平

均得分約在中等程度(2.78分至3.19分)。與郭素汝(2011)、葉雅娟(2012)研究高雄市

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大致良好；劉育麟(2011)調查發現台中市國小高年級學

生家庭閱讀環境頗佳；翁敏惠(2013)研究發現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家庭閱讀環境現

況良好之結果有所差異。但與戴秋華(2013)調查屏東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

境屬普通程度、廖瓊惠(2014)調查雲林縣國小四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普通之結果較

為相似，可見在學生家庭閱讀環境方面仍有城鄉之落差。至於量表四層面之平均得分

排序與相關文獻之結果相近，以家人閱讀習慣較高。 

 

    在閱讀行為量表方面，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時間、閱讀數量方面的表現

屬於中間偏低的水準，與張真華(2009)針對台北縣蘆洲地區國小高年級學童、楊泓儒

(2015)針對澎湖縣國小中年級學童閱讀行為之研究結果相近，仍有成長空間。至於閱

讀來源與閱讀地點，本研究發現主要來自學校(圖書室與班級圖書)以及在家裡進行閱

讀。此與黃家瑩(2006)針對高雄市國小高年級學生之研究發現家裡是學生最常課外閱

讀的地點相同，但黃家瑩研究發現家長是學生最主要閱讀書籍來源，則與本研究之發

現不同，本縣學生主要仍以學校圖書為讀本來源。澎湖縣六年級學生閱讀課外讀物類

型以語文類為最高，女生喜愛小說，此與江嘉惠（2010）、黃家瑩（2006）研究結果相

同，男生喜歡閱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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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閱讀態度量表方面，本研究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成就與挑戰、閱

讀喜好傾向與課外閱讀行為三層面的態度得分屬於中高程度(3.11分至3.70分)。此結

果與謝美寶(2003)針對高雄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周芷誼(2006)針對彰化縣國小五年級

學生、陳曉卉(2009)針對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劉怡慧(2011)針對雲林縣四至六年

級學生、葉錦花(2012)針對彰化縣國小四與五年級學生、翁敏惠(2013)針對新北市國

小五年學生等相關研究之結果，發現學生具有良好閱讀態度相同。換言之，澎湖縣國

小六年級學生對於閱讀的態度大致是正向且積極的，家長與老師更應該好好思考如何

將這種正向態度引導為積極的閱讀行為並提升學生閱讀成效。 

 

 

第二節 不同背景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之分析與討論 

 

    本節以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就讀學校類型、父親學歷、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等

背景變項探討可能影響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動機之因素。其中就讀學校分為

馬公市區、馬公市郊、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 4 組。父親及母親學歷分為低學歷(國小及

未受教育)、中學歷(高中職及國中)、高學歷(大學專科及碩、博士)3 組。家庭狀況分為

與父母同住、與父或母同住、與其他親人同住 3組。 

    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分析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

境與閱讀態度是否因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差異，並考驗研究假設一與二。經過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後，所得結果若達.05 的顯著差異，則進一步以 Tukey 法及雪費法（Scheffe）

進行事後考驗比較，以了解其詳細差異情形。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結果若達顯著水準，

再以單變量分析進一步計算其關連強度值與統計考驗力，以檢測學生背景變項對家庭閱

讀環境、閱讀態度之解釋變異量值與統計推論的裁決正確率。 

    有關閱讀行為量表則以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進行分析，分析澎湖縣國小六年

級學生閱讀行為是否因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差異，並考驗研究假設三。經過卡方檢定並

以 p＜.05做為顯著水準，再進行事後比較，即調整後的殘差值（adjusted residual）是實

際觀察次數減去期望次數的殘差值之標準化數值，在百分比同質性的事後比較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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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的殘差值大小來判別，.05 顯著水準的臨界值是 1.96，.01 顯著水準的臨界值是

2.58，意即臨界值的絕對值大於 1.96或 2.58即可進行事後比較，以此來瞭解各背景變

項間詳細的差異情形。 

 

    茲將本研究問卷資料統計結果，依學生背景變項在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

態度所造成的差異情形分述如後。  

 

一、 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家庭閱讀環境之差異情形 

    以下不同背景變項之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之差異情形，依家人閱

讀習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及閱讀獎勵制度四層面分別加以探討。 

 

（一） 家人閱讀習慣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層面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1所示。由資料可知，就讀學校類型、父親學歷、母

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個背景變項在家人閱讀習慣層面的反應上均有顯著差異。經 Tukey

法及雪費法（Scheffe）事後考驗比較，發現差異情形如下： 

 

1. 就讀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層面顯著優於市郊學校、偏遠學校及離

島學校。 

2. 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層面顯著優於父親為中學歷與低學歷的

學生。 

3. 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層面顯著優於母親為中學歷與低學歷的

學生；母親為中學歷之學生也顯著優於母親為低學歷之學生。 

4. 與父母同住之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層面顯著優於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或與其

他親人同住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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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學生就讀馬公市區、父母親為高學歷並與父母同住之學生，家人

的閱讀習慣較佳。此一結論統計考驗力幾乎皆達 100%。 

 

表 4-2-1：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家庭閱讀環境~家人閱讀習慣差異之分析 

  背景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事後 

比較 

η
2 

(ω
2
) 

統計 

考驗力 

  就讀學校    

10.013** 

a＞b 

a＞c 

a＞d 

.058 100% 

  a.馬公市區 302 17.12 4.52 

  b.馬公市郊 128 15.20 4.71 

  c.偏遠學校 163 14.94 4.58 

  d.離島學校 63 14.32 5.08 

  父親教育程度      

27.474** 
c＞b 

c＞a 
.079 100% 

  a.低學歷 43 13.88 5.10 

  b.中學歷 435 15.29 4.76 

  c.高學歷 169 18.11 4.01 

  母親教育程度    

22.377** 

c＞b 

c＞a 

b＞a 

.065 100% 

  a.低學歷 75 14.07 4.88 

  b.中學歷 409 15.51 4.66 

  c.高學歷 163 17.88 4.38 

家庭狀況    

10.232** 
a＞b 

a＞c 
.030 98.7% 

  a.與父母同住 499 16.39 4.71 

  b.只與父親或母親

同住 
95 14.41 4.86 

  c.與其他親人同住 65 14.54 4.21 

*p＜.05  ** p＜.01 

 

 

 

（二） 家庭閱讀資源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家庭閱讀資源」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2所示。由表 4-2-2可知，就讀學校、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個背景變項在家庭閱讀資源層面的反應上均達到顯著差異。經

Tukey法及雪費法（Scheffe）事後考驗比較，發現差異情形如下： 

 

1. 就讀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在家庭閱讀資源層面顯著優於市郊學校、偏遠學校及離

島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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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家庭閱讀資源層面顯著優於父親為中學歷與低學歷的

學生。 

3. 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家庭閱讀資源層面顯著優於母親為中學歷與低學歷的

學生；母親為中學歷之學生也顯著優於母親為低學歷之學生。 

4. 與父母同住之學生在家庭閱讀資源層面顯著優於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或與其

他親人同住之學生。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就讀馬公市區、父母親為高學歷並與父母同住之學生，

擁有較佳的家庭閱讀資源。 

 

表 4-2-2：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家庭閱讀環境~家庭閱讀資源差異之分析 

背景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事後 

比較 

η
2 

(ω
2
) 

統計 

考驗力 

  就讀學校    

10.961** 

a＞b 

a＞ c 

a＞ d 

.029 96.0% 

  a.馬公市區 302 12.66 3.81 

  b.馬公市郊 128 11.32 3.76 

  c.偏遠學校 163 10.53 4.04 

  d.離島學校 63 10.49 4.61 

  父親教育程度      

45.149** 
c＞b 

c＞a 
.123 100% 

 a.低學歷 43 9.86 3.67 

 b.中學歷 435 10.89 3.94 

 c.高學歷 169 14.01 3.55 

 母親教育程度    

33.985** 

c＞b 

c＞a 

b＞a 

.095 100% 
 a.低學歷 75 9.63 3.95 

 b.中學歷 409 11.25 3.95 

 c.高學歷 163 13.64 3.64 

 家庭狀況    

15.529** 
a＞b 

a＞c 
.045 99.9% 

 a.與父母同住 499 12.12 3.97 

b.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 95 10.44 3.89 

 c.與其他親人同住 65 9.74 4.08 

*p＜.05  ** p＜.01 

 

 

（三） 親子閱讀互動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親子閱讀互動」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3所示。由表 4-2-3可知，就讀學校、父親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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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個背景變項在親子閱讀互動層面的反應上均達到顯著差異。經

Tukey法及雪費法（Scheffe）事後考驗比較，發現差異情形如下： 

1. 就讀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在親子閱讀互動層面顯著優於市郊學校、偏遠學校及離

島學校。 

2. 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親子閱讀互動層面顯著優於父親為中學歷與低學歷的

學生。 

3. 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親子閱讀互動層面顯著優於母親為中學歷與低學歷的

學生；母親為中學歷之學生也顯著優於母親為低學歷之學生。 

4. 與父母同住之學生在親子閱讀互動層面顯著優於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或與其

他親人同住之學生。 

     

由上述研究結果得知，學生就讀馬公市區、父母親為高學歷並與父母同住之學生，

在親子閱讀互動上較佳。 

 

表 4-2-3：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親子閱讀互動差異之分析 

背景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事後 

比較 

η
2 

(ω
2
) 

統計 

考驗力 

就讀學校    

9.088** 

a＞b 

a＞c 

a＞d 

.053 99.9% 

a.馬公市區 302 16.24 4.99 

b.馬公市郊 128 14.49 5.22 

c.偏遠學校 163 13.56 5.11 

d.離島學校 63 14.11 5.03 

父親教育程度    

13.639** 
c＞b 

c＞a 
.041 99.8% 

a.低學歷 43 13.74 5.96 

b.中學歷 435 14.49 5.20 

c.高學歷 169 16.78 4.66 

母親教育程度    

12.671** 

c＞b 

c＞a 

b＞a 

.038 99.7% 
a.低學歷 75 13.01 5.53 

b.中學歷 409 14.86 5.11 

c.高學歷 163 16.48 4.90 

家庭狀況    

9.423** 
a＞b 

a＞c 
.028 97.9% 

a.與父母同住 499 15.50 5.09 

b.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 95 13.44 4.90 

c.與其他親人同住 65 13.52 5.69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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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閱讀獎勵制度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閱讀獎勵制度」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4所示。由表 4-2-4可知，就讀學校、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個背景變項在閱讀獎勵制度層面的反應上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故也無須進行事後比較。學生就讀學校、父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對於閱讀獎勵制度層面

並沒有造成差異。 

 

表 4-2-4：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獎勵制度差異之分析 

背景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事後 

比較 

η
2 

(ω
2
) 

統計 

考驗力 

就讀學校    

1.773    

a.馬公市區 302 8.59 3.04 

b.馬公市郊 128 8.22 3.17 

c.偏遠學校 163 7.98 3.22 

d.離島學校 63 8.63 3.12 

父親教育程度    

2.615    
a.低學歷 43 8.14 3.17 

b.中學歷 435 8.20 3.20 

c.高學歷 169 8.83 2.94 

母親教育程度    

2.098    
a.低學歷 75 7.68 3.28 

b.中學歷 409 8.44 3.13 

c.高學歷 163 8.52 3.03 

家庭狀況    

2.723    
a.與父母同住 499 8.51 3.02 

b.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 95 7.91 3.40 

c.與其他親人同住 65 7.77 3.47 

*p＜.05  ** p＜.01 

 

 

（五） 綜合討論 

    綜合上述資料，本研究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中的家人閱讀習

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均受到學生就讀學校、父母親學歷與家庭狀況的影響，

學校為市區學校、父母親學歷愈高、家庭功能健全(與父母親同住)之學生有較佳的認同

與表現。只有閱讀獎勵制度沒有受到就讀學校、父母親學歷與家庭狀況的影響而有顯著

差異，差異情形如表 4-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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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5：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及不同背景變項之差異情形 

閱讀環境 
背景變項 

學校類型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家庭狀況 

家人閱讀習慣 

市區＞市郊 

市區＞偏遠 

市區＞離島 

高＞中 

高＞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父母＞父或母 

父母＞其他親人 

家庭閱讀資源 

市區＞市郊 

市區＞偏遠 

市區＞離島 

高＞中 

高＞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父母＞父或母 

父母＞其他親人 

親子閱讀互動 

市區＞市郊 

市區＞偏遠 

市區＞離島 

高＞中 

高＞低 

高＞中 

高＞低 

中＞低 

父母＞父或母 

父母＞其他親人 

閱讀獎勵制度     

 

    謝美寶(2003)研究發現高雄縣不同地區與社經地位的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有

顯著差異。黃家瑩(2006)研究發現父母教育程度愈高、與父母同住之高雄市國小高年級

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較佳。劉孜珉(2009)研究台南市六年級學童發現市區學校學生家庭閱

讀環境優於郊區學校。江嘉惠(2010)研究台中縣葫蘆墩國小高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

發現父母教育程度愈高、與父母雙方同住之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較佳。戴秋華(2013)針對

屏東地區高年級學生之研究發現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上有顯著差異。這

些研究與本研究針對學生家庭閱讀資源之研究結果相同，顯示學校所在區域、父母教育

程度與家庭社經地位等背景變項對於學生家庭閱讀資源會造成顯著差異。 

    

     至於背景變項沒有造成顯著差異的閱讀獎勵制度方面，在相關文獻中較少探討，

本研究發現在家庭閱讀環境量表的四個層面中，平均得分以閱讀獎勵制度最低(2.78分)，

顯示學生家長或家人本來就較少以讚美、獎勵品等方式鼓勵學生閱讀，此一現象沒有因

為學生就讀學校、父母教育程度或家庭狀況而有明顯差異，此一未達顯著差異之原因也

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此外，楊泓儒(2015)研究澎湖縣國小中年級學生「學校閱讀環境」，

發現離島學校、父母學歷為高中職的學生覺知情形較佳，亦值得與本研究之發現參照比

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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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之差異情形 

    以下不同背景變項之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差異情形，依閱讀來源、

閱讀時間、閱讀數量、借閱頻率、閱讀地點及閱讀類型等層面分別加以探討。其中

B1及 B10兩題為複選題，將逐一探討不同背景之學生在各選項之勾選是否有顯著差

異。 

 

 

(一)學生閱讀來源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瞭解就讀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在「閱讀來源」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

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6所示。由表 4-2-6可知，閱讀來源 7個選項中，除了「其

他」沒有顯著差異，其餘各項均會因學生就讀學校區域而有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

後比較，可以發現離島地區學生閱讀來源來自「學校圖書館」、「班級圖書」、「學校圖書

角」高於馬公市區學生；偏遠地區學生閱讀來源來自「學校圖書角」亦高於馬公市區學

生。就讀市區學校學生閱讀來源來自「家中圖書」、「校外圖書館」、「自己購買」高於偏

遠及離島學校學生。可見愈是偏遠與離島地區學校學生愈仰賴學校做為閱讀讀本的來源，

校外閱讀資源也較為匱乏。 

 

 

表4-2-6：不同學校類型學生閱讀行為~閱讀來源差異之分析表 

B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

源，來自哪裡？ 

學校類型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學校圖書室 

個數 220 97 133 61 511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17.853, P=.000 

離島＞市區 
整體的 % 33.3% 14.7% 20.2% 9.2% 77.4% 

調整後的殘差 -2.6 -.5 .8 3.9  

班級圖書 

個數 125 71 95 51 342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36.972, P=.000 

離島＞市區 
整體的 % 18.9% 10.8% 14.4% 7.7% 51.8% 

調整後的殘差 -4.9 .9 1.5 4.9  

家中圖書 

個數 172 61 64 24 321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18.324, P=.000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26.1% 9.2% 9.7% 3.6% 48.6% 

調整後的殘差 3.9 -.2 -3.1 -1.8  

校外圖書館 

個數 179 61 47 12 299 卡方檢定χ
2
 (6, N=660) 

=63.845, P=.000 

市區＞偏遠；市區＞離島 
整體的 % 27.1% 9.2% 7.1% 1.8% 45.3% 

調整後的殘差 6.6 .6 -5.2 -4.4  

自己購買 

個數 89 32 31 10 162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9.755, P=.021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13.5% 4.8% 4.7% 1.5% 24.5% 

調整後的殘差 2.7 .1 -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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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閱讀角 

個數 24 20 33 16 93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20.753, P=.000 

離島＞市區；偏遠＞市區 
整體的 % 3.6% 3.0% 5.0% 2.4% 14.1% 

調整後的殘差 -4.2 .6 2.4 2.7  

其他 

個數 14 11 8 1 34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4.951, P=.175 

 
整體的 % 2.1% 1.7% 1.2% .2% 5.2% 

調整後的殘差 -.6 2.0 -.2 -1.3  

總和 
個數 302 128 167 63 660  

整體的 % 45.8% 19.4% 25.3% 9.5% 100.0%  

     

    父親學歷不同的學生在「閱讀來源」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行統計

分析，結果如表 4-2-7所示。由表 4-2-7可知，閱讀來源 7個選項中，「班級圖書」、

「家中圖書」、「校外圖書館」及「自己購買」有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

發現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閱讀來源來自「家中圖書」、「校外圖書館」及「自己購買」

高於父親為低學歷及中學歷學生；父親為中學歷之學生閱讀來源來自「班級圖書」

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結果顯示父親學歷高的學生有較多閱讀資源來自校外與家

庭。 

 

表4-2-7：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閱讀來源差異分析表 

B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

源，來自哪裡？ 

父親學歷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學校圖書室 

個數 36 345 122 503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4.518, P=.104 

 
整體的 % 5.6% 53.3% 18.9% 77.7% 

調整後的殘差 1.0 1.4 -2.0  

班級圖書 

個數 25 237 73 335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6.957, P=.031 

中＞高 
整體的 % 3.9% 36.6% 11.3% 51.8% 

調整後的殘差 .9 2.0 -2.6  

家中圖書 

個數 17 173 125 315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58.509, P=.000 

高＞中 
整體的 % 2.6% 26.7% 19.3% 48.7% 

調整後的殘差 -1.2 -6.5 7.6  

校外圖書館 

個數 12 174 106 292 卡方檢定χ
2
 (4, N=647) 

=44.391, P=.000 

高＞中、高＞低 
整體的 % 1.9% 26.9% 16.4% 45.1% 

調整後的殘差 -2.3 -3.8 5.3  

自己購買 

個數 11 87 61 159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7.035, P=.000 

高＞中 
整體的 % 1.7% 13.4% 9.4% 24.6% 

調整後的殘差 .2 -3.9 4.0  

學校閱讀角 

個數 7 64 20 91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021, P=.600 整體的 % 1.1% 9.9% 3.1% 14.1% 

調整後的殘差 .4 .7 -1.0  

其他 

個數 5 18 11 34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5.132, P=.077 

 
整體的 % .8% 2.8% 1.7% 5.3% 

調整後的殘差 1.9 -1.8 .8  

總和 
個數 43 435 169 647  

整體的 % 6.6% 67.2% 26.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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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學歷不同的學生在「閱讀來源」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如表4-2-8所示。由表4-2-8可知，閱讀來源7個選項中，同樣在「班級圖書」、「家

中圖書」、「校外圖書館」及「自己購買」四個選項有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

發現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閱讀來源來自「家中圖書」、「校外圖書館」及「自己購買」高

於母親為低學歷及中學歷學生；母親為中學歷之學生閱讀來源來自「班級圖書」高於母

親為高學歷學生。結果與父親學歷變項分析結果相似，母親學歷越高之學生有較多閱讀

資源來自校外與家庭。 

 

 

 

 

表4-2-8：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閱讀來源差異分析表 

B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

源，來自哪裡？ 

母親學歷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學校圖書室 

個數 60 324 118 502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3.406, P=.182 

 
整體的 % 9.3% 50.1% 18.2% 77.6% 

調整後的殘差 .5 1.3 -1.8  

班級圖書 

個數 43 230 61 334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7.623, P=.000 

中＞高 
整體的 % 6.6% 35.5% 9.4% 51.6% 

調整後的殘差 1.1 3.1 -4.2  

家中圖書 

個數 24 169 122 315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61.893, P=.000 

高＞中、高＞低 
整體的 % 3.7% 26.1% 18.9% 48.7% 

調整後的殘差 -3.1 -4.9 7.7  

校外圖書館 

個數 26 169 98 293 卡方檢定χ
2
 (4, N=647) 

=27.776, P=.000 

高＞中、高＞低 
整體的 % 4.0% 26.1% 15.1% 45.3% 

調整後的殘差 -2.0 -2.7 4.4  

自己購買 

個數 9 94 56 159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5.370, P=.000 

高＞低 
整體的 % 1.4% 14.5% 8.7% 24.6% 

調整後的殘差 -2.7 -1.2 3.4  

學校閱讀角 

個數 9 62 21 92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0.837, P=.658 整體的 % 1.4% 9.6% 3.2% 14.2% 

調整後的殘差 -.6 .9 -.6  

其他 

個數 7 20 7 34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2.917, P=.233 

 
整體的 % 1.1% 3.1% 1.1% 5.3% 

調整後的殘差 1.7 -.5 -.6  

總和 
個數 75 409 163 647  

整體的 % 11.6% 63.2% 25.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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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狀況不同的學生在「閱讀來源」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如表4-2-9所示。由表4-2-9可知，閱讀來源7個選項中，只有「家中圖書」、「校外

圖書館」兩個選項有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與父母親同住的學生閱讀

來源來自「家中圖書」及「校外圖書館」高於只與父親或只與母親住、以及和其他親人

同住之學生。結果顯示家庭健全之學生閱讀資源較多來自家中與校外圖書館，亦即可以

得到較多學校以外的閱讀資源。 

 

 

 
表4-2-9：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閱讀來源差異分析表 

B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

源，來自哪裡？ 

家庭狀況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學校圖書室 

個數 384 74 53 511 卡方檢定χ
2
 (2, N=659) 

=.702, P=.704 

 
整體的 % 58.3% 11.2% 8.0% 77.5% 

調整後的殘差 -.6 .1 .8  

班級圖書 

個數 254 57 31 342 卡方檢定χ
2
 (2, N=659) 

=3.157, P=.206 

 
整體的 % 38.5% 8.6% 4.7% 51.9% 

調整後的殘差 -.9 1.7 -.7  

家中圖書 

個數 265 31 24 320 卡方檢定χ
2
 (2, N=659) 

=17.302, P=.000 

與父母＞與父或母、 

與父母＞與其他親人 

整體的 % 40.2% 4.7% 3.6% 48.6% 

調整後的殘差 4.1 -3.4 -2.0 
 

校外圖書館 

個數 250 32 17 299 卡方檢定χ
2
 (4, N=659) 

=19.942, P=.001 

與父母＞與父或母、 

與父母＞與其他親人 

整體的 % 37.9% 4.9% 2.6% 45.4% 

調整後的殘差 4.3 -2.5 -3.3 
 

自己購買 

個數 128 19 15 162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463, P=.481 整體的 % 19.4% 2.9% 2.3% 24.6% 

調整後的殘差 1.1 -1.1 -.3  

學校閱讀角 

個數 72 12 8 92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0.379, P=.828 整體的 % 10.9% 1.8% 1.2% 14.0% 

調整後的殘差 .6 -.4 -.4  

其他 

個數 26 5 3 34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044, P=.978 

 
整體的 % 3.9% .8% .5% 5.2% 

調整後的殘差 .1 .0 -.2  

總和 
個數 499 95 65 659  

整體的 % 75.7% 14.4% 9.9% 100.0%  

 

    綜合上述，偏遠及離島地區學校的學生較仰賴學校圖書室及班級圖書，父母親為

高學歷之學生，有較多的校外及家庭閱讀資源，與父母親同住之學生閱讀資源較多來自

家中及校外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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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閱讀時間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了解學生在「閱讀時間」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分析背景變項是

否對學生上課日及假日閱讀時間、最常進行閱讀時段產生顯著差異，如有顯著差異

再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 

 

1.學生上課日閱讀時間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在上課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0 所示。

由表 4-2-10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類型雖然對上課日閱讀時間產生的差異達

到.05顯著差異，但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卻沒有差異情形。 

 

表4-2-10：不同學校類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2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

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幾乎不閱讀 

個數 73 27 46 8 154  

整體的 % 11.1% 4.1% 7.0% 1.2% 23.4% 

調整後的殘差 .4 -.6 1.5 -2.1  

30分鐘以內 

個數 120 58 69 38 285  

整體的 % 18.2% 8.8% 10.5% 5.8% 43.2% 

調整後的殘差 -1.7 .6 -.6 2.9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81 27 45 13 166  

整體的 % 12.3% 4.1% 6.8% 2.0% 25.2% 

調整後的殘差 .9 -1.1 .6 -.9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19 12 5 1 37  

整體的 % 2.9% 1.8% .8% .2% 5.6% 

調整後的殘差 .7 2.1 -1.7 -1.5  

2小時以上 

個數 9 3 2 3 17  

整體的 % 1.4% .5% .3% .5% 2.6% 

調整後的殘差 .6 -.2 -1.3 1.1  

總和 
個數 302 127 167 63 659  

整體的 % 45.8% 19.3% 25.3% 9.6% 100.0% 

卡方檢定χ
2
 (12, N=659) =21.929, P=.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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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1所示。由表 4-2-11

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父親為中學歷學生在「幾乎不閱讀」

及「30分鐘以內」顯著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父親為高學歷學生在「30分鐘至 1小

時」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學生。 

 

 

 

表4-2-11：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2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

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幾乎不閱讀 

個數 11 112 28 151 

中＞高 整體的 % 1.7% 17.3% 4.3% 23.4% 

調整後的殘差 .4 2.1 -2.4  

30分鐘以內 

個數 20 208 52 280 

中＞高 整體的 % 3.1% 32.2% 8.0% 43.3% 

調整後的殘差 .4 3.4 -3.8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12 87 64 163 

高＞中 整體的 % 1.9% 13.5% 9.9% 25.2% 

調整後的殘差 .4 -4.3 4.4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0 19 16 35 

 整體的 % .0% 2.9% 2.5% 5.4% 

調整後的殘差 -1.6 -1.7 2.7  

2小時以上 

個數 0 8 9 17 

 整體的 % .0% 1.2% 1.4% 2.6% 

調整後的殘差 -1.1 -1.8 2.5  

總和 
個數 43 434 169 646 

 
整體的 % 6.7% 67.2% 26.2%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6) =43.678, P=.000 

 

 

 

 

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2所示。由表 4-2-12

可以發現雖然達到顯著差異，但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卻未發現母親學歷不同組別之間

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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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2：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2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
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母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幾乎不閱讀 
個數 20 99 31 150 

 整體的 % 3.1% 15.3% 4.8% 23.2% 
調整後的殘差 .8 .8 -1.5  

30分鐘以內 
個數 39 183 57 279 

 整體的 % 6.0% 28.3% 8.8% 43.2% 
調整後的殘差 1.6 1.1 -2.5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14 96 54 164 

 整體的 % 2.2% 14.9% 8.4% 25.4% 
調整後的殘差 -1.4 -1.4 2.6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1 23 12 36 

 整體的 % .2% 3.6% 1.9% 5.6% 
調整後的殘差 -1.7 .1 1.2  

2小時以上 
個數 1 7 9 17 

 整體的 % .2% 1.1% 1.4% 2.6% 
調整後的殘差 -.7 -1.9 2.7  

總和 
個數 75 408 163 646 

 
整體的 % 11.6% 63.2% 25.2%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6) =22.023, P=.005 

     

 

    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3所示。由表 4-2-13

可以發現分析結果並沒有顯著差異，毋須進行事後比較。 

 

表4-2-13：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2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
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幾乎不閱讀 
個數 107 23 23 153 

 整體的 % 16.3% 3.5% 3.5% 23.3% 
調整後的殘差 -1.9 .2 2.4  

30分鐘以內 
個數 212 47 26 285 

 整體的 % 32.2% 7.1% 4.0% 43.3% 
調整後的殘差 -.7 1.3 -.6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133 20 13 166 

 整體的 % 20.2% 3.0% 2.0% 25.2% 
調整後的殘差 1.5 -1.0 -1.0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32 4 1 37 

 整體的 % 4.9% .6% .2% 5.6% 
調整後的殘差 1.6 -.6 -1.5  

2小時以上 
個數 14 1 2 17 

 整體的 % 2.1% .2% .3% 2.6% 
調整後的殘差 .6 -1.0 .3  

總和 
個數 498 95 65 658 

 
整體的 % 75.7% 14.4% 9.9%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58) =11.533,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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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假日閱讀時間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學校類型之學生，在假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4 所示。由

表 4-2-14 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類型對假日閱讀時間產生顯著差異，經卡方檢

定及事後比較，發現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假日時「幾乎不閱讀」比例高於馬公市區學

校學生。 

 

表4-2-14：不同學校所在區域學生閱讀行為~假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3放假有空的時候，我一天大約

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幾乎不閱讀 

個數 75 44 69 19 207 

偏遠＞市區 整體的 % 11.4% 6.7% 10.5% 2.9% 31.4% 

調整後的殘差 -3.3 .8 3.2 -.2  

30分鐘以內 

個數 91 37 53 21 202  

整體的 % 13.8% 5.6% 8.0% 3.2% 30.6% 

調整後的殘差 -.2 -.5 .4 .5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78 24 29 15 146  

整體的 % 11.8% 3.6% 4.4% 2.3% 22.1% 

調整後的殘差 2.1 -1.0 -1.7 .3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37 16 13 3 69  

整體的 % 5.6% 2.4% 2.0% .5% 10.5% 

調整後的殘差 1.4 .8 -1.3 -1.6  

2小時以上 

個數 21 7 3 5 36  

整體的 % 3.2% 1.1% .5% .8% 5.5% 

調整後的殘差 1.6 .0 -2.4 .9  

總和 
個數 302 128 167 63 660  

整體的 % 45.8% 19.4% 25.3% 9.5% 100.0% 

卡方檢定χ
2
 (12, N=660) =25.057, P=.015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假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5所示。由表 4-2-15

可以發現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父親為中學歷學生在「幾

乎不閱讀」顯著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而父親為高學歷學生在假日閱讀「1小時至 2

小時」及「2小時以上」比例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學生。此一結果顯示父親學歷越高

者，在假日時會有較長(1 小時以上)的閱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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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5：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假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3放假有空的時候，我一天大約

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幾乎不閱讀 

個數 13 158 33 204 

中＞高 整體的 % 2.0% 24.4% 5.1% 31.5% 

調整後的殘差 -.2 3.8 -3.9  

30分鐘以內 

個數 15 138 42 195 

 整體的 % 2.3% 21.3% 6.5% 30.1% 

調整後的殘差 .7 1.3 -1.7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12 89 44 145 

 整體的 % 1.9% 13.8% 6.8% 22.4% 

調整後的殘差 .9 -1.7 1.3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2 33 33 68 

高＞中 整體的 % .3% 5.1% 5.1% 10.5% 

調整後的殘差 -1.3 -3.5 4.4  

2小時以上 

個數 1 17 17 35 

高＞中 整體的 % .2% 2.6% 2.6% 5.4% 

調整後的殘差 -.9 -2.4 3.1  

總和 
個數 43 435 169 647 

 
整體的 % 6.6% 67.2% 26.1%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7) =42.812, P=.000 

 

      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假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6所示。由表 4-2-16

可以發現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母親為高學歷學生在假

日閱讀「1小時至 2小時」及「2小時以上」比例顯著高於母親為中學歷之學生。 

 

表4-2-16：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假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3放假有空的時候，我一天大約

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母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幾乎不閱讀 

個數 27 138 38 203 

 整體的 % 4.2% 21.3% 5.9% 31.4% 

調整後的殘差 .9 1.7 -2.6  

30分鐘以內 

個數 27 128 40 195 

 整體的 % 4.2% 19.8% 6.2% 30.1% 

調整後的殘差 1.2 .8 -1.8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12 93 40 145 

 整體的 % 1.9% 14.4% 6.2% 22.4% 

調整後的殘差 -1.4 .3 .8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7 34 28 69 

高＞中 整體的 % 1.1% 5.3% 4.3% 10.7% 

調整後的殘差 -.4 -2.5 3.1  

2小時以上 

個數 2 16 17 35 

高＞中 整體的 % .3% 2.5% 2.6% 5.4% 

調整後的殘差 -1.1 -2.2 3.3  

總和 
個數 75 409 163 647 

 
整體的 % 11.6% 63.2% 25.2%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7) =28.136,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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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在假日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7所示。由表 4-2-17

可以發現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與其他親人同住之

學生，在假日「幾乎不閱讀」的情形顯著高於與父母親同住之學生。 

 

 

表4-2-17：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2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
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幾乎不閱讀 

個數 145 31 30 206 
與其他親人＞與
父母 

整體的 % 22.0% 4.7% 4.6% 31.3% 

調整後的殘差 -2.2 .3 2.7  

30分鐘以內 

個數 150 36 16 202 

 整體的 % 22.8% 5.5% 2.4% 30.7% 

調整後的殘差 -.6 1.7 -1.1  

30分鐘至1小時 

個數 111 21 14 146 

 整體的 % 16.8% 3.2% 2.1% 22.2% 

調整後的殘差 .1 .0 -.1  

1小時至2 小時 

個數 61 5 3 69 

 整體的 % 9.3% .8% .5% 10.5% 

調整後的殘差 2.6 -1.8 -1.6  

2小時以上 

個數 32 2 2 36 

 整體的 % 4.9% .3% .3% 5.5% 

調整後的殘差 1.9 -1.6 -.9  

總和 
個數 499 95 65 659 

 
整體的 % 75.7% 14.4% 9.9%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59) =17.429, P=.026 

 

 

 

3.學生最常閱讀時間層面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區域學校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時間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8所

示。由表 4-2-18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所在區域對最常閱讀時間產生顯著差異。

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離島地區及偏遠地區學校學生最常在「學校閱讀課或

晨讀時間」進行閱讀之情形高於市區學校學生。馬公市區學校學生最常在「放學回

家後」進行閱讀之情形高於偏遠地區學校學生。 

    由此結果可以發現，偏遠地區級離島地區學生較常在學校進行閱讀，閱讀活動

需要靠學校師長規劃與安排；馬公市區學生在閱讀方面則較具有自主性，在家會自

行閱讀的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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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8：不同學校類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4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

什麼時候?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下課時間 

個數 27 8 15 2 52 

 整體的 % 4.2% 1.3% 2.4% .3% 8.2% 

調整後的殘差 .9 -.7 .5 -1.4  

學校閱讀課或

晨讀時間 

個數 78 55 76 32 241 
離島＞市區 

偏遠＞市區 整體的 % 12.2% 8.6% 11.9% 5.0% 37.8% 

調整後的殘差 -5.3 1.9 2.5 2.6  

放學回家後 

個數 74 22 21 6 123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11.6% 3.4% 3.3% .9% 19.3% 

調整後的殘差 3.6 -.3 -2.5 -1.9  

週末假日 

個數 113 36 53 20 222 

 整體的 % 17.7% 5.6% 8.3% 3.1% 34.8% 

調整後的殘差 1.9 -1.3 -.8 -.2  

總和 
個數 292 121 165 60 638 

 
整體的 % 45.8% 19.0% 25.9% 9.4% 100.0% 

卡方檢定χ
2
 (9, N=638) =35.339, P=.000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的差異情形如表 4-2-19所示。由表 4-2-19

可以發現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父親為低學歷及中學歷

學生在「學校閱讀課或晨讀時間」閱讀情形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父親為高學歷學生

在「週末假日」閱讀比例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學生。 

由此結果可以發現，父親學歷較低學生以在學校進行閱讀為主，父親學歷愈高者，

愈能在假日時進行家庭閱讀活動。 

 

表4-2-19：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4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

什麼時候?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下課時間 

個數 5 39 7 51 

 整體的 % .8% 6.2% 1.1% 8.2% 

調整後的殘差 1.1 1.4 -2.1  

學校閱讀課或

晨讀時間 

個數 23 177 38 238 
低＞高 

中＞高 
整體的 % 3.7% 28.3% 6.1% 38.1% 

調整後的殘差 2.8 2.7 -4.4  

放學回家後 

個數 3 75 40 118 

 整體的 % .5% 12.0% 6.4% 18.9% 

調整後的殘差 -1.8 -1.1 2.2  

週末假日 

個數 8 134 76 218 

高＞中 整體的 % 1.3% 21.4% 12.2% 34.9% 

調整後的殘差 -1.9 -2.6 3.8  

總和 
個數 39 425 161 625 

 
整體的 % 6.2% 68.0% 25.8% 100.0% 

卡方檢定χ
2
 (6, N=625) =35.846,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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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0所示。由表 4-2-20

可以發現卡方檢定結果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母親及中學歷學生在「學

校閱讀課或晨讀時間」閱讀情形高於母親為高學歷學生。母親為高學歷學生在「週末假

日」閱讀比例顯著高於母親為中學歷學生。 

此一結果與父親學歷分析結果相近，母親學歷愈高者，愈能在假日時進行家庭閱讀

活動。 

 

表4-2-20：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4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

什麼時候?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下課時間 

個數 9 34 8 51 

 整體的 % 1.4% 5.4% 1.3% 8.1% 

調整後的殘差 1.4 .5 -1.6  

學校閱讀課或

晨讀時間 

個數 33 165 40 238 

中＞高 整體的 % 5.3% 26.4% 6.4% 38.0% 

調整後的殘差 1.5 2.3 -3.7  

放學回家後 

個數 10 65 43 118 

 整體的 % 1.6% 10.4% 6.9% 18.8% 

調整後的殘差 -1.1 -2.1 3.2  

週末假日 

個數 20 134 65 219 

高＞中 整體的 % 3.2% 21.4% 10.4% 35.0% 

調整後的殘差 -1.4 -.9 2.0  

總和 
個數 72 398 156 626 

 
整體的 % 11.5% 63.6% 24.9% 100.0% 

卡方檢定χ
2
 (6, N=626) =23.997, P=.001 

 

 

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1所示。由表 4-2-21

可以發現卡方檢定結果未達顯著差異，故毋須進行事後比較。 

 

表4-2-21：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閱讀時間差異分析表 

B4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

什麼時候?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下課時間 

個數 37 8 7 52 

 整體的 % 5.8% 1.3% 1.1% 8.2% 

調整後的殘差 -.8 .2 .9  

學校閱讀課或

晨讀時間 

個數 177 38 25 240 

 整體的 % 27.8% 6.0% 3.9% 37.7% 

調整後的殘差 -1.0 .8 .5  

放學回家後 

個數 95 15 13 123 

 整體的 % 14.9% 2.4% 2.0% 19.3% 

調整後的殘差 .4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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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假日 

個數 174 31 17 222 

 整體的 % 27.3% 4.9% 2.7% 34.9% 

調整後的殘差 1.1 -.3 -1.3  

總和 
個數 483 92 62 637 

 
整體的 % 75.8% 14.4% 9.7% 100.0% 

卡方檢定χ
2
 (6, N=637) =3.257, P=.776 

 

    綜合上述，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假日不閱讀的比例高於市區學生，學生也較常在學

校進行閱讀；父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假日有較長的閱讀時間；與其他親人同住之學生

在假日不閱讀的情形也明顯較高。 

 

(三)學生閱讀數量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了解學生在「閱讀數量」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分析背景變項是

否對學生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假日閱讀本數、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產生顯著差異，

如有顯著差異再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 

1.學生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學校類型之學生，在上課日每月閱讀課外讀物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2 所示。由表 4-2-22 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類型對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產

生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離島地區學校學生上課日每月閱讀「10

本以上」顯著高於偏遠地區學校。此一結果與吾人印象中離島地區閱讀資源較缺乏、

成效較低落之刻板印象有所差異，值得深入探討。 

 

 

表4-2-22：不同學校所在區域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5平常上課時，一個月我大概會

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0本 

個數 25 15 20 2 62 

 整體的 % 3.8% 2.3% 3.0% .3% 9.4% 

調整後的殘差 -.9 1.0 1.3 -1.8  

1-3本 

個數 127 56 89 28 300 

 整體的 % 19.3% 8.5% 13.5% 4.3% 45.6% 

調整後的殘差 -1.5 -.5 2.3 -.2  

4-6本 

個數 67 30 38 9 144 

 整體的 % 10.2% 4.6% 5.8% 1.4% 21.9% 

調整後的殘差 .3 .5 .3 -1.5  

7-9本 

個數 39 9 11 7 66 

 整體的 % 5.9% 1.4% 1.7% 1.1% 10.0% 

調整後的殘差 2.3 -1.3 -1.7 .3  

續表 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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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以上 

個數 42 18 9 17 86 

離島＞偏遠 整體的 % 6.4% 2.7% 1.4% 2.6% 13.1% 

調整後的殘差 .6 .4 -3.4 3.4  

總和 
個數 300 128 167 63 658  

整體的 % 45.6% 19.5% 25.4% 9.6% 100.0% 

卡方檢定χ
2
 (12, N=658) =32.731, P=.001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3所示。由表

4-2-23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父親為中學歷學生在上課日每

月閱讀「1-3本」顯著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而父親為高學歷學生在上課日每月閱讀

「10本以上」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學生。 

 

表4-2-23：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5平常上課時，一個月我大概會

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本 

個數 8 42 11 61 

 整體的 % 1.2% 6.5% 1.7% 9.5% 

調整後的殘差 2.1 .3 -1.5  

1-3本 

個數 19 210 64 293 

中＞高 整體的 % 2.9% 32.6% 9.9% 45.4% 

調整後的殘差 -.2 2.2 -2.3  

4-6本 

個數 8 97 37 142 

 整體的 % 1.2% 15.0% 5.7% 22.0% 

調整後的殘差 -.6 .3 .0  

7-9本 

個數 3 42 21 66 

 整體的 % .5% 6.5% 3.3% 10.2% 

調整後的殘差 -.7 -.6 1.1  

10本以上 

個數 5 42 36 83 

高＞中 整體的 % .8% 6.5% 5.6% 12.9% 

調整後的殘差 -.3 -3.4 3.8  

總和 
個數 43 433 169 645 

 
整體的 % 6.7% 67.1% 26.2%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5) =22.812, P=.004 

 

 

 

    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4所示。由表

4-2-24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母親為高學歷學生在上課日每

月閱讀「10本以上」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及低學歷之學生。 

 

續表 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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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4：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5平常上課時，一個月我大概會

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母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本 

個數 11 37 12 60 

 整體的 % 1.7% 5.7% 1.9% 9.3% 

調整後的殘差 1.7 -.2 -1.0  

1-3本 

個數 36 195 64 295 

 整體的 % 5.6% 30.2% 9.9% 45.7% 

調整後的殘差 .4 1.5 -1.9  

4-6本 

個數 17 87 37 141 

 整體的 % 2.6% 13.5% 5.7% 21.9% 

調整後的殘差 .2 -.4 .3  

7-9本 

個數 7 44 14 65 

 整體的 % 1.1% 6.8% 2.2% 10.1% 

調整後的殘差 -.2 .8 -.7  

10本以上 

個數 4 44 36 84 
高＞中 

高＞低 
整體的 % .6% 6.8% 5.6% 13.0% 

調整後的殘差 -2.1 -2.2 4.0  

總和 
個數 75 407 163 645 

 
整體的 % 11.6% 63.1% 25.3%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5) =20.948, P=.007 

    

 

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5所示。由表

4-2-25可以發現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故不進行事後比較。 

 

表4-2-25：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月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5平常上課時，一個月我大概會

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0本 

個數 43 10 8 61 

 整體的 % 6.5% 1.5% 1.2% 9.3% 

調整後的殘差 -1.0 .5 .9  

1-3本 

個數 225 45 30 300 

 整體的 % 34.2% 6.8% 4.6% 45.7% 

調整後的殘差 -.4 .4 .2  

4-6本 

個數 115 17 12 144 

 整體的 % 17.5% 2.6% 1.8% 21.9% 

調整後的殘差 1.3 -1.0 -.6  

7-9本 

個數 49 11 6 66 

 整體的 % 7.5% 1.7% .9% 10.0% 

調整後的殘差 -.3 .5 -.2  

10本以上 

個數 66 12 8 86 

 整體的 % 10.0% 1.8% 1.2% 13.1% 

調整後的殘差 .2 -.1 -.1  

總和 
個數 498 95 64 657 

 
整體的 % 75.8% 14.5% 9.7%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57) =2.826, P=.945 



94 
 

2.學生週末假日閱讀本數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學校類型之學生，在週末假日閱讀課外讀物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6 所示。由表 4-2-26 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類型對週末假日閱讀本數產生

顯著差異。 

    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離島地區學校學生週末假日閱讀「0 本」顯著高

於馬公市區學校學生，也就是說離島學生在週末假日不閱讀的比例顯著高於馬公市

區學生。此一結果若與離島地區學生上課日每月閱讀「10本以上」顯著高於偏遠地

區學生之結果相參照，值得注意本縣離島地區學校學生較特殊的閱讀現象。 

 

表4-2-26：不同學校類型學生閱讀行為~週末假日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6平常週末放假時，我大概會閱

讀幾本課外讀物？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0本 

個數 57 37 52 11 157 

離島＞市區 整體的 % 8.6% 5.6% 7.9% 1.7% 23.8% 

調整後的殘差 -2.7 1.5 2.6 -1.2  

1-3本 

個數 152 57 90 40 339 

 整體的 % 23.0% 8.6% 13.6% 6.1% 51.4% 

調整後的殘差 -.5 -1.7 .8 2.0  

4-6本 

個數 51 16 18 8 93 

 整體的 % 7.7% 2.4% 2.7% 1.2% 14.1% 

調整後的殘差 1.9 -.6 -1.4 -.3  

7-9本 

個數 16 5 3 0 24 

 整體的 % 2.4% .8% .5% .0% 3.6% 

調整後的殘差 2.1 .2 -1.5 -1.6  

10本以上 

個數 26 13 4 4 47 

 整體的 % 3.9% 2.0% .6% .6% 7.1% 

調整後的殘差 1.4 1.5 -2.7 -.3  

總和 
個數 302 128 167 63 660  

整體的 % 45.8% 19.4% 25.3% 9.5% 100.0% 

卡方檢定χ
2
 (12, N=660) =29.909, P=.003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週末假日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7所示。由表

4-2-27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父親為高學歷學生在週末閱讀

「4-6本」及「10本以上」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學生。而父親為中學歷學生在週末閱

讀「0本」之情形顯著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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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7：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週末假日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6平常週末放假時，我大概會閱

讀幾本課外讀物？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本 

個數 10 123 23 156 

中＞高 整體的 % 1.5% 19.0% 3.6% 24.1% 

調整後的殘差 -.1 3.5 -3.7  

1-3本 

個數 22 226 81 329 

 整體的 % 3.4% 34.9% 12.5% 50.9% 

調整後的殘差 .0 .8 -.9  

4-6本 

個數 8 53 32 93 

高＞中 整體的 % 1.2% 8.2% 4.9% 14.4% 

調整後的殘差 .8 -2.3 2.0  

7-9本 

個數 0 12 12 24 

 整體的 % .0% 1.9% 1.9% 3.7% 

調整後的殘差 -1.3 -1.8 2.7  

10本以上 

個數 3 21 21 45 

高＞中 整體的 % .5% 3.2% 3.2% 7.0% 

調整後的殘差 .0 -3.0 3.3  

總和 
個數 43 435 169 647 

 
整體的 % 6.6% 67.2% 26.1%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7) =33.692, P=.000 

     

 

    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週末假日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8所示。由表

4-2-28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母親為高學歷學生在週末閱讀

「10本以上」顯著高於母親為中學歷學生。 

 

表4-2-28：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週末假日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6平常週末放假時，我大概會閱
讀幾本課外讀物？ 

母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本 
個數 24 99 31 154 

 整體的 % 3.7% 15.3% 4.8% 23.8% 
調整後的殘差 1.8 .3 -1.7  

1-3本 
個數 40 216 74 330 

 整體的 % 6.2% 33.4% 11.4% 51.0% 
調整後的殘差 .4 1.2 -1.7  

4-6本 
個數 8 61 24 93 

 整體的 % 1.2% 9.4% 3.7% 14.4% 
調整後的殘差 -1.0 .5 .1  

7-9本 
個數 1 12 11 24 

 整體的 % .2% 1.9% 1.7% 3.7% 
調整後的殘差 -1.2 -1.4 2.4  

10本以上 
個數 2 21 23 46 

高＞中 整體的 % .3% 3.2% 3.6% 7.1% 
調整後的殘差 -1.6 -2.6 4.0  

總和 
個數 75 409 163 647 

 
整體的 % 11.6% 63.2% 25.2%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7) =27.299,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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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在週末假日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29所示。由表

4-2-29可以發現達到未達顯著差異，毋須進行事後比較。 

 

表4-2-29：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週末假日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6平常週末放假時，我大概會閱
讀幾本課外讀物？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0本 
個數 108 25 23 156 

 整體的 % 16.4% 3.8% 3.5% 23.7% 
調整後的殘差 -2.2 .7 2.3  

1-3本 
個數 263 47 29 339 

 整體的 % 39.9% 7.1% 4.4% 51.4% 
調整後的殘差 1.1 -.4 -1.2  

4-6本 
個數 72 13 8 93 

 整體的 % 10.9% 2.0% 1.2% 14.1% 
調整後的殘差 .4 -.1 -.4  

7-9本 
個數 20 2 2 24 

 整體的 % 3.0% .3% .3% 3.6% 
調整後的殘差 .9 -.9 -.3  

10本以上 
個數 36 8 3 47 

 整體的 % 5.5% 1.2% .5% 7.1% 
調整後的殘差 .1 .5 -.8  

總和 
個數 499 95 65 659 

 
整體的 % 75.7% 14.4% 9.9%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59) =7.588, P=.475 

 

 

3.學生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學校類型之學生，在寒暑假每週閱讀課外讀物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0 所示。由表 4-2-30 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所在區域對寒暑假每週閱讀本

數產生顯著差異。 

    經過事後比較，發現偏遠地區學生寒暑假時每週閱讀「0 本」(不閱讀)顯著高

於馬公市區及離島地區學校學生。馬公市區學生寒假時每週閱讀「7-9 本」及「10

本以上」顯著高於偏遠地區學生。可見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在寒暑假時每週閱讀課外

讀物本數比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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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0：不同學校類型學生閱讀行為~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7寒暑假的時候，我大概一個星

期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0本 

個數 37 23 40 3 103 
偏遠＞市區 

偏遠＞離島 
整體的 % 5.6% 3.5% 6.1% .5% 15.6% 

調整後的殘差 -2.2 .9 3.4 -2.5  

1-3本 

個數 108 44 73 32 257 

 整體的 % 16.4% 6.7% 11.1% 4.9% 39.0% 

調整後的殘差 -1.6 -1.1 1.4 2.0  

4-6本 

個數 73 35 38 14 160 

 整體的 % 11.1% 5.3% 5.8% 2.1% 24.3% 

調整後的殘差 -.1 1.0 -.5 -.4  

7-9本 

個數 31 8 7 5 51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4.7% 1.2% 1.1% .8% 7.7% 

調整後的殘差 2.2 -.7 -2.0 .1  

10本以上 

個數 53 17 9 9 88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8.0% 2.6% 1.4% 1.4% 13.4% 

調整後的殘差 2.9 .0 -3.5 .2  

總和 
個數 302 127 167 63 659  

整體的 % 45.8% 19.3% 25.3% 9.6% 100.0% 

卡方檢定χ
2
 (12, N=659) =37.832, P=.000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1 所示。由表

4-2-31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父親為高學歷學生在寒暑假每

週閱讀「10本以上」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學生。而父親為中學歷學生在寒暑假每週閱

讀「0 本」及「1-3 本」之情形顯著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換言之，父親為高學歷學

生在寒暑假時比父親為中學歷之學生在閱讀數量上要來得多。 

 

 

表4-2-31：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7寒暑假的時候，我大概一個星
期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本 
個數 8 82 11 101 

中＞高 整體的 % 1.2% 12.7% 1.7% 15.6% 
調整後的殘差 .6 3.2 -3.8  

1-3本 
個數 17 186 49 252 

中＞高 整體的 % 2.6% 28.8% 7.6% 39.0% 
調整後的殘差 .1 2.8 -3.0  

4-6本 
個數 9 97 49 155 

 整體的 % 1.4% 15.0% 7.6% 24.0% 
調整後的殘差 -.5 -1.4 1.8  

7-9本 
個數 4 29 18 51 

 整體的 % .6% 4.5% 2.8% 7.9% 
調整後的殘差 .4 -1.7 1.6  

10本以上 
個數 5 41 41 87 

高＞中 
整體的 % .8% 6.3% 6.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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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的殘差 -.4 -4.3 4.8  

總和 
個數 43 435 168 646 

 
整體的 % 6.7% 67.3% 26.0%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6) =43.237, P=.000 

 

 

 

    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2 所示。由表

4-2-32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母親為高學歷學生在寒暑假每

週閱讀「10本以上」顯著高於母親為中學歷學生。而母親為中學歷學生在寒暑假每週閱

讀「1-3 本」之情形顯著高於母親為高學歷學生。母親為低學歷學生在寒暑假每週閱讀

「0本」之情形顯著高於母親為高學歷學生。 

 

表4-2-32：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7寒暑假的時候，我大概一個星
期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母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本 
個數 20 63 17 100 

低＞高 整體的 % 3.1% 9.8% 2.6% 15.5% 
調整後的殘差 2.8 .0 -2.1  

1-3本 
個數 33 173 47 253 

中＞高 整體的 % 5.1% 26.8% 7.3% 39.2% 
調整後的殘差 .9 2.2 -3.1  

4-6本 
個數 12 99 43 154 

 整體的 % 1.9% 15.3% 6.7% 23.8% 
調整後的殘差 -1.7 .3 .9  

7-9本 
個數 3 32 16 51 

 整體的 % .5% 5.0% 2.5% 7.9% 
調整後的殘差 -1.3 -.1 1.1  

10本以上 
個數 7 41 40 88 

高＞中 整體的 % 1.1% 6.3% 6.2% 13.6% 
調整後的殘差 -1.2 -3.5 4.7  

總和 
個數 75 408 163 646 

 
整體的 % 6.7% 67.3% 26.0%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6) =38.440, P=.000 

    

 

 

 

 

 

 

 

 

續表 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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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在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3 所示。由表

4-2-33可以發現未達顯著差異，故毋須進行事後比較。 

 

表4-2-33：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差異分析表 

B7寒暑假的時候，我大概一個星
期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0本 

個數 77 13 12 102 

 整體的 % 11.7% 2.0% 1.8% 15.5% 

調整後的殘差 .0 -.5 .7  

1-3本 

個數 187 39 31 257 

 整體的 % 28.4% 5.9% 4.7% 39.1% 

調整後的殘差 -1.4 .4 1.5  

4-6本 

個數 126 23 11 160 

 整體的 % 19.1% 3.5% 1.7% 24.3% 

調整後的殘差 1.0 .0 -1.5  

7-9本 

個數 40 8 3 51 

 整體的 % 6.1% 1.2% .5% 7.8% 

調整後的殘差 .5 .3 -1.0  

10本以上 

個數 68 12 8 88 

 整體的 % 10.3% 1.8% 1.2% 13.4% 

調整後的殘差 .4 -.2 -.3  

總和 
個數 498 95 65 658 

 
整體的 % 75.7% 14.4% 9.9%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58) =4.912, P=.767 

     

    綜合上述，離島地區學生及父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平常上課日每月閱讀 10本以

上書籍狀況較佳，離島地區學生假日不閱讀的情形高於市區學生，偏遠地區學生寒暑假

不閱讀的情形高於市區及離島學校學生，父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寒暑假閱讀本數表現

亦較佳。 

 

(四)學生借閱頻率層面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學校類型之學生，在上課日每週到圖書館借閱次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4 所示。由表 4-2-34 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所在區域對每週到圖書館借閱

次數產生顯著差異。 

    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馬公市郊及偏遠地區學校學生上課日時，每週到

圖書館借閱「0 次」顯著高於馬公市區及離島地區學校學生。馬公市區學校學生每

週到圖書館借閱「1-2 次」顯著高於偏遠地區學校學生。離島地區學校學生每週到



100 
 

圖書館借閱「3-4次」顯著高於馬公市郊地區學校學生。 

    此一結果顯示馬公市區及離島地區學校學生對於圖書館的利用情形，大致優於

馬公市郊學校及偏遠地區學校，此一結果頗值得深入探索。 

 

表4-2-34：不同學校類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週借閱次數差異分析表 
B8六年級時，我平均一星期（不

含寒暑假）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

次數是幾次？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0次 

個數 86 52 70 8 216 偏遠＞市區 

偏遠＞離島 

市郊＞市區 

市郊＞離島 

整體的 % 13.1% 7.9% 10.6% 1.2% 32.8% 

調整後的殘差 -2.1 2.1 2.9 -3.6  

每週1-2次 

個數 182 67 79 37 365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27.6% 10.2% 12.0% 5.6% 55.4% 

調整後的殘差 2.4 -.8 -2.4 .6  

每週3-4次 

個數 25 5 17 16 63 

離島＞市郊 整體的 % 3.8% .8% 2.6% 2.4% 9.6% 

調整後的殘差 -1.0 -2.4 .3 4.5  

每週5次以上

(含5次) 

個數 8 4 1 2 15 

 整體的 % 1.2% .6% .2% .3% 2.3% 

調整後的殘差 .6 .7 -1.7 .5  

總和 
個數 301 128 167 63 659  

整體的 % 45.7% 19.4% 25.3% 9.6% 100.0% 

卡方檢定χ
2
 (9, N=659) =44.002, P=.000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每週借閱次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5所示。由表

4-2-35可以發現並未顯著差異，毋須進行事後比較。 

 

表4-2-35：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週借閱次數差異分析表 

B8六年級時，我平均一星期（不
含寒暑假）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
次數是幾次？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次 

個數 15 149 47 211 

 整體的 % 2.3% 23.1% 7.3% 32.7% 

調整後的殘差 .3 1.2 -1.5  

每週1-2次 

個數 22 239 99 360 

 整體的 % 3.4% 37.0% 15.3% 55.7% 

調整後的殘差 -.6 -.6 1.0  

每週3-4次 
個數 5 39 19 63 

 
整體的 % .8% 6.0% 2.9%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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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的殘差 .4 -1.0 .8  

每週5次以上

(含5次) 

個數 1 8 3 12 

 整體的 % .2% 1.2% .5% 1.9% 

調整後的殘差 .2 -.1 -.1  

總和 
個數 43 435 168 646 

 
整體的 % 6.7% 67.3% 26.0% 100.0% 

卡方檢定χ
2
 (6, N=646) =2.954, P=.815 

 

    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每週借閱次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6所示。由表

4-2-36可以發現並未顯著差異，毋須進行事後比較。 

 

表4-2-36：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週借閱次數差異分析表 

B8六年級時，我平均一星期（不
含寒暑假）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
次數是幾次？ 

母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0次 

個數 32 129 50 211 

 整體的 % 5.0% 20.0% 7.7% 32.7% 

調整後的殘差 2.0 -.8 -.6  

每週1-2次 

個數 35 231 94 360 

 整體的 % 5.4% 35.8% 14.6% 55.7% 

調整後的殘差 -1.7 .5 .7  

每週3-4次 

個數 8 40 14 62 

 整體的 % 1.2% 6.2% 2.2% 9.6% 

調整後的殘差 .3 .2 -.5  

每週5次以上

(含5次) 

個數 0 9 4 13 

 整體的 % .0% 1.4% .6% 2.0% 

調整後的殘差 -1.3 .4 .5  

總和 
個數 75 409 162 646 

 
整體的 % 11.6% 63.3% 25.1% 100.0% 

卡方檢定χ
2
 (6, N=646) =5.923, P=.432 

 

 

 

 

 

 

 

 

 

續表 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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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在上課日每週借閱次數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7所示。由表

4-2-37可以發現並未顯著差異，所以也毋須進行事後比較。 

 

表4-2-37：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上課日每週借閱次數差異分析表 

B8六年級時，我平均一星期（不
含寒暑假）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
次數是幾次？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0次 

個數 164 27 24 215 

 整體的 % 24.9% 4.1% 3.6% 32.7% 

調整後的殘差 .2 -1.0 .8  

每週1-2次 

個數 274 60 31 365 

 整體的 % 41.6% 9.1% 4.7% 55.5% 

調整後的殘差 -.4 1.6 -1.3  

每週3-4次 

個數 50 7 6 63 

 整體的 % 7.6% 1.1% .9% 9.6% 

調整後的殘差 .7 -.8 -.1  

每週5次以上

(含5次) 

個數 10 1 4 15 

 整體的 % 1.5% .2% .6% 2.3% 

調整後的殘差 -.8 -.9 2.2  

總和 
個數 498 95 65 658 

 
整體的 % 75.7% 14.4% 9.9% 100.0% 

卡方檢定χ
2
 (6, N=658) =8.306, P=.217 

     

綜合上述資料，馬公市區及離島地區學校學生對於圖書館利用情形，優於市郊學

校及偏遠地區學校學生。 

 

 (五)學生閱讀地點層面差異情形分析 

      就讀不同學校類型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8 所示。

由表 4-2-38可以發現，學生就讀學校類型對最常進行閱讀地點產生顯著差異。 

      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在「班級教室」進行課外閱讀多於

馬公市區學校學生。離島地區學校學生在「學校圖書室」進行課外閱讀多於偏遠地區學

校學生。馬公市郊學校學生在「校外圖書館」進行課外閱讀多於偏遠地區學校學生。馬

公市區學校學生在「家裡」進行課外閱讀多於偏遠及離島地區學校學生。 

        此一結果大致顯示，馬公市區及馬公市郊學校學生較常在校外進行課外閱讀，如校

外圖書館或家裡；而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學校學生則較常在校內進行課外閱讀，如校內

圖書室或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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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8：不同學校類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進行閱讀地點差異分析表 

B9六年級時，我最常閱讀課外書

籍的地點是在哪裡？ 

學校類型 
總和 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班級教室 

個數 65 33 78 17 193 

偏遠＞市區 整體的 % 10.1% 5.1% 12.2% 2.7% 30.1% 

調整後的殘差 -4.2 -.9 5.8 -.2  

學校圖書室 

個數 65 32 30 30 157 

離島＞偏遠 整體的 % 10.1% 5.0% 4.7% 4.7% 24.5% 

調整後的殘差 -1.4 .4 -2.0 4.9  

校內閱讀角 

個數 1 0 2 1 4 

 整體的 % .2% .0% .3% .2% .6% 

調整後的殘差 -.9 -1.0 1.1 1.1  

校外圖書館 

個數 33 18 7 2 60 

市郊＞偏遠 整體的 % 5.1% 2.8% 1.1% .3% 9.4% 

調整後的殘差 1.4 2.2 -2.5 -1.7  

家裡 

個數 132 41 45 9 227 
市區＞離島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20.6% 6.4% 7.0% 1.4% 35.4% 

調整後的殘差 4.5 -.6 -2.4 -3.4  

總和 
個數 296 124 162 59 641  

整體的 % 46.2% 19.3% 25.3% 9.2% 100.0% 

卡方檢定χ
2
 (12, N=641) =75.594, P=.000 

     

 

    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的差異情形如表 4-2-39所示。由表

4-2-39可以發現結果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父親為高學歷學生最常進

行課外閱讀地點在「家裡」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學生；在「校外圖書館」顯著高於父

親為低學歷學生。而父親為中學歷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在「班級教室」及「學校

圖書室」則顯著高於父親為高學歷學生。整體而言，父親為高學歷學生在校外進行課外

閱讀情形較明顯，父親為中學歷之學生在校內進行課外閱讀情形較明顯。 

 

表4-2-39：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進行閱讀地點差異分析表 

B9六年級時，我最常閱讀課外書
籍的地點是在哪裡？ 

父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班級教室 
個數 13 146 32 191 

中＞高 整體的 % 2.1% 23.2% 5.1% 30.4% 
調整後的殘差 .3 3.3 -3.6  

學校圖書室 
個數 12 119 25 156 

中＞高 整體的 % 1.9% 18.9% 4.0% 24.8% 
調整後的殘差 .8 2.8 -3.4  

校內閱讀角 
個數 0 3 1 4 

 整體的 % .0% .5% .2% .6% 
調整後的殘差 -.5 .3 -.1  

校外圖書館 
個數 0 36 22 58 

高＞低 整體的 % .0% 5.7% 3.5% 9.2% 
調整後的殘差 -2.1 -.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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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 
個數 15 118 86 219 

高＞中 整體的 % 2.4% 18.8% 13.7% 34.9% 
調整後的殘差 .4 -5.2 5.3  

總和 
個數 40 422 166 628 

 
整體的 % 6.4% 67.2% 26.4%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28) =44.617, P=.000 

 

 

 

    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的差異情形如表 4-2-40所示。由表

4-2-40可以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母親為高學歷學生最常進行課

外閱讀地點在「家裡」及「校外圖書館」顯著高於母親為中及低學歷學生。而母親為中

學歷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在「學校圖書室」顯著高於母親為高學歷學生。母親為

低學歷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在「班級教室」顯著高於母親為高學歷學生。 

 

表4-2-40：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進行閱讀地點差異分析表 

B9六年級時，我最常閱讀課外書
籍的地點是在哪裡？ 

母親學歷 
總和 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班級教室 
個數 33 130 29 192 

低＞高 整體的 % 5.3% 20.7% 4.6% 30.6% 
調整後的殘差 3.0 1.7 -4.1  

學校圖書室 
個數 15 116 24 155 

中＞高 整體的 % 2.4% 18.5% 3.8% 24.7% 
調整後的殘差 -.8 3.6 -3.4  

校內閱讀角 
個數 2 2 0 4 

 整體的 % .3% .3% .0% .6% 
調整後的殘差 2.4 -.5 -1.2  

校外圖書館 
個數 6 27 26 59 

高＞低 整體的 % 1.0% 4.3% 4.1% 9.4% 
調整後的殘差 -.3 -2.8 3.4  

家裡 
個數 16 119 83 218 

高＞中 
高＞低 

整體的 % 2.5% 18.9% 13.2% 34.7% 
調整後的殘差 -2.4 -3.1 5.1  

總和 
個數 72 394 162 628 

 
整體的 % 11.5% 62.7% 25.8%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28) =60.219, P=.000 

 

 

 

 

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的差異情形如表 4-2-41所示，由表

4-2-41發現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與父親或母親居住、與其他親人同

住之學生最常進行課外閱讀地點在「班級教室」顯著高於與父母親同住的學生。 

續表 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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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1：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最常進行閱讀地點差異分析表 

B9六年級時，我最常閱讀課外書
籍的地點是在哪裡？ 

家庭狀況 

總和 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班級教室 

個數 151 22 19 192 
與其他親人＞與父母 

與父或母＞與父母 
整體的 % 23.6% 3.4% 3.0% 30.0% 

調整後的殘差 1.2 -1.3 -.1  

學校圖書室 

個數 102 30 25 157 

 整體的 % 15.9% 4.7% 3.9% 24.5% 

調整後的殘差 -3.6 2.0 2.8  

校內閱讀角 

個數 3 1 0 4 

 整體的 % .5% .2% .0% .6% 

調整後的殘差 .0 .6 -.7  

校外圖書館 

個數 49 9 2 60 

 整體的 % 7.7% 1.4% .3% 9.4% 

調整後的殘差 1.1 .2 -1.8  

家裡 

個數 179 29 19 227 

 整體的 % 28.0% 4.5% 3.0% 35.5% 

調整後的殘差 1.4 -.8 -1.1  

總和 
個數 484 91 65 640 

 
整體的 % 75.6% 14.2% 10.2% 100.0% 

卡方檢定χ
2
 (8, N=640) =16.571, P=.035 

     

綜合上述，市區學校學生在家進行閱讀比例較高，市郊學校學生在校外圖書館進行

閱讀比例較高，偏遠地區學校學生在班級教室進行閱讀比例較高，離島地區學校學生在

學校圖書室進行閱讀比例較高。父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較長在家進行閱讀；與父親或與

母親或與其他親人同住之學生較長在班級教室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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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閱讀廣度差異情形分析 

為了解就讀不同學校類型的學生在「閱讀類型」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

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42所示。由表 4-2-42 可知，閱讀類型度 6個選項中，只有

「自然科學類」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就讀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對

自然科學類課外讀物的喜好顯著高於偏遠地區學校學生。 

 

表4-2-42：不同學校所在區域學生閱讀行為~閱讀類型差異之分析表 

B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

些類型的課外讀物？ 

學校類型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馬公市區 馬公市郊 偏遠學校 離島學校 

宗教哲學類 

個數 39 14 11 4 68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5.845, P=.119 

 
整體的 % 5.9% 2.1% 1.7% .6% 10.3% 

調整後的殘差 2.0 .3 -1.8 -1.1  

自然科學類 

個數 144 48 60 32 284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9.248, P=.026 

市區＞偏遠 
整體的 % 21.8% 7.3% 9.1% 4.8% 43.0% 

調整後的殘差 2.2 -1.4 -2.1 1.3  

中外史地類 

個數 78 35 29 18 160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6.027, P=.110 

 
整體的 % 11.8% 5.3% 4.4% 2.7% 24.2% 

調整後的殘差 .9 .9 -2.4 .8  

語文類 

個數 230 90 120 45 485 卡方檢定χ
2
 (6, N=660) 

=2.133, P=.545 

 
整體的 % 34.8% 13.6% 18.2% 6.8% 73.5% 

調整後的殘差 1.4 -.9 -.6 -.4  

藝術類 

個數 94 36 35 20 185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6.007, P=.111 整體的 % 14.2% 5.5% 5.3% 3.0% 28.0% 

調整後的殘差 1.6 .0 -2.4 .7  

其他 

個數 73 38 32 19 162 卡方檢定χ
2
 (3, N=660) 

=5.535, P=.137 整體的 % 11.1% 5.8% 4.8% 2.9% 24.5% 

調整後的殘差 -.2 1.5 -1.9 1.1  

總和 
個數 302 128 167 63 660  

整體的 % 45.8% 19.4% 25.3% 9.5% 100.0%  

 

 

 

 

為瞭解父親學歷不同的學生在「閱讀廣度」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行統

計分析，結果如表 4-2-43 所示。由表 4-2-43可知，6個選項中有「自然科學類」、「中

外史地類」、「其他類」達到顯著差異。 

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發現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對自然科學類及其他類課外讀物

的喜好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之學生。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對中外史地類課外讀物的喜

好顯著高於父親為中學歷及低學歷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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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3：父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閱讀類型差異之分析表 

B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
些類型的課外讀物？ 

父親學歷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宗教哲學類 

個數 5 41 22 68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731, P=.421 
 

整體的 % .8% 6.3% 3.4% 10.5% 

調整後的殘差 .2 -1.3 1.2  

自然科學類 

個數 17 173 90 280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9.278, P=.010 
高＞中 

整體的 % 2.6% 26.7% 13.9% 43.3% 

調整後的殘差 -.5 -2.6 3.0  

中外史地類 

個數 5 95 59 159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5.386, P=.000 
高＞中、高＞低 

整體的 % .8% 14.7% 9.1% 24.6% 

調整後的殘差 -2.0 -2.3 3.6  

語文類 

個數 32 318 125 475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070, P=.966 整體的 % 4.9% 49.1% 19.3% 73.4% 

調整後的殘差 .2 -.3 .2  

藝術類 

個數 10 122 51 183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847, P=.655 整體的 % 1.5% 18.9% 7.9% 28.3% 

調整後的殘差 -.8 -.2 .6  

其他 

個數 11 94 55 160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7.837, P=.020 
高＞中 

整體的 % 1.7% 14.5% 8.5% 24.7% 

調整後的殘差 .1 -2.6 2.7  

總和 
個數 43 435 169 647  

整體的 % 6.6% 67.2% 26.1% 100.0%  

 

 

 

為瞭解母親學歷不同的學生在「閱讀類型」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行統

計分析，結果如表 4-2-44 所示。由表 4-2-44可知，6個選項中只有中外史地類達到顯

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對中外史地類的喜好顯著高於母

親為中學歷之學生。 

 

表4-2-44：母親學歷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閱讀類型差異之分析表 

B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
些類型的課外讀物？ 

母親學歷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低學歷 中學歷 高學歷 

宗教哲學類 

個數 7 39 22 68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2.070, P=.355 
 

整體的 % 1.1% 6.0% 3.4% 10.5% 

調整後的殘差 -.4 -1.1 1.4  

自然科學類 

個數 28 166 86 280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8.257, P=.016 
 

整體的 % 4.3% 25.7% 13.3% 43.3% 

調整後的殘差 -1.1 -1.8 2.8  

中外史地類 

個數 14 88 58 160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4.065, P=.001 
高＞中 

整體的 % 2.2% 13.6% 9.0% 24.7% 

調整後的殘差 -1.3 -2.5 3.7  

語文類 
個數 59 300 118 477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125, P=.570 整體的 % 9.1% 46.4% 18.2%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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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的殘差 1.0 -.3 -.4  

藝術類 

個數 19 125 39 183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2.894, P=.235 整體的 % 2.9% 19.3% 6.0% 28.3% 

調整後的殘差 -.6 1.7 -1.4  

其他 

個數 12 104 43 159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3.422, P=.181 
 

整體的 % 1.9% 16.1% 6.6% 24.6% 

調整後的殘差 -1.8 .7 .6  

總和 
個數 75 409 163 647  

整體的 % 11.6% 63.2% 25.2% 100.0%  

 

 

為瞭解家庭狀況不同的學生在「閱讀類型」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卡方檢定進行統

計分析，結果如表 4-2-45 所示。由表 4-2-45 可知，6 個選項中有「語文類」及「其他

類」達到顯著差異。經卡方檢定及事後比較，與父母親同住之學生對語文類的喜好顯著

高於與其他親人同住之學生。與其他親人同住之學生對其他類的喜好顯著高於與父母親

同住之學生。 

 

表4-2-45：家庭狀況不同之學生閱讀行為~閱讀類型差異之分析表 

B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

些類型的課外讀物？ 

家庭狀況 

總和 卡方摘要與事後比較 與父母 

同住 

與父或母

同住 

與其他親

人同住 

宗教哲學類 

個數 58 6 4 68 卡方檢定χ
2
 (2, N=659) 

=3.781, P=.151 

 
整體的 % 8.8% .9% .6% 10.3% 

調整後的殘差 1.9 -1.4 -1.2  

自然科學類 

個數 216 44 23 283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981, P=.371 

 
整體的 % 32.8% 6.7% 3.5% 42.9% 

調整後的殘差 .3 .7 -1.3  

中外史地類 

個數 115 31 14 160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4.283, P=.117 

 
整體的 % 17.5% 4.7% 2.1% 24.3% 

調整後的殘差 -1.3 2.1 -.5  

語文類 

個數 380 65 40 485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7.850, P=.020 

與父母＞與其他親人 
整體的 % 57.7% 9.9% 6.1% 73.6% 

調整後的殘差 2.6 -1.2 -2.3  

藝術類 

個數 143 28 14 185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1.551, P=.460 整體的 % 21.7% 4.2% 2.1% 28.1% 

調整後的殘差 .6 .3 -1.2  

其他 

個數 113 25 24 162 卡方檢定χ
2
 (2, N=647) 

=6.503, P=.039 

與其他親人＞與父母 
整體的 % 17.1% 3.8% 3.6% 24.6% 

調整後的殘差 -2.0 .4 2.4  

總和 
個數 499 95 65 659  

整體的 % 75.7% 14.4% 9.9% 100.0%  

 

 

 

續表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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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及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對於自然科學類的課外書籍

較為喜好，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對於中外史地類的課外書籍較為喜好，與父母親同住之

學生對於語文類的課外書籍較為喜好。 

 

 

(七)綜合討論 

        有關學生背景變項在閱讀行為各層面之差異情形，研究者彙整如表 4-2-46。以閱

讀來源層面而言，偏遠及離島學生較仰賴學校為課外讀物來源，市區學校則有較多校

外及家中的閱讀資源。父母親學歷較高、家庭健全之學生亦擁有較多校外及家中的閱

讀資源。 

 

    在閱讀時間與閱讀數量層面的差異上，偏遠及離島學生較常在學校閱讀，市區學生

在放學後較常進行閱讀，父母親學歷較高之學生也有較多的課後閱讀時間，至於家庭狀

況則較沒有造成顯著的差異。在閱讀數量上市區及父母親學歷較高學生的閱讀數量也有

較多的現象。 

 

    在借閱頻率方面只有學校所在區域造成顯著差異，偏遠及馬公市郊學校少於馬公市

區及離島學校。閱讀地點則大致呈現離島、偏遠地區學校學生，以及父母親學歷較高之

學生較常於學校內進行閱讀；馬公市區及市郊學校學生、父母親學歷較高之學生較常於

校外及家中進行課外閱讀。 

 

    最後有關閱讀類型層面，四個背景變項都有造成顯著差異，父母親學歷較高者較喜

愛中外史地類書籍，市區學校學生較喜愛自然科學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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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6：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及不同背景變項差異情形 

閱讀行為 
背景變項 

學校區域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家庭狀況 

閱
讀
來
源 

學校圖書室 離島＞市區    

班級圖書 離島＞市區 中＞高 中＞高  

家中圖書 市區＞偏遠 高＞中 
高＞中 

高＞低 

父母＞父或母 

父母＞其他親人 

校外圖書館 
市區＞偏遠 

市區＞離島 

高＞中 

高＞低 

高＞中 

高＞低 

父母＞父或母 

父母＞其他親人 

自己購買 市區＞偏遠 高＞中 高＞低  

學校閱讀角 
離島＞市區 

偏遠＞市區 
   

其他     

閱
讀
時
間 

上課日每天閱

讀時間 
n.s. 

中＞高(不閱讀) 

中＞高(30分內) 

高＞中(30分-1小時) 

  

假日每天閱讀

時間 
偏遠＞市區(不閱讀) 

中＞高(不閱讀) 

高＞中(1-2小時) 

高＞中(2小時以上) 

高＞中(1-2小時) 

高＞中(2小時以上) 

其他親人＞父母 

(不閱讀) 

最常閱讀時段 
離島＞市區(閱讀課) 

偏遠＞市區(閱讀課) 

市區＞偏遠(放學後) 

低＞高(閱讀課) 

中＞高(閱讀課) 

高＞中(週末假日) 

中＞高(閱讀課) 

高＞中(週末假日) 
 

閱

讀

數

量 

上課每月本數 離島＞偏遠(10本以上) 
中＞高(1-3本) 

高＞中(1O本以上) 

高＞中(1O本以上) 

高＞低(1O本以上) 
 

假日閱讀本數 離島＞市區(0本) 

中＞高(0本) 

高＞中(4-6本) 

高＞中(1O本以上) 

高＞中(1O本以上)  

寒暑假每週本

數 

偏遠＞市區(0本) 

偏遠＞離島(0本) 

市區＞偏遠(7-9本) 

市區＞偏遠(10本以上) 

中＞高(0本) 

中＞高(1-3本) 

高＞中(1O本以上) 

低＞高(0本) 

中＞高(1-3本) 

高＞中(1O本以上) 

 

借
閱
頻
率 

每週 0次 
偏遠＞市區、偏遠＞離島 

市郊＞市區、市郊＞離島 
   

每週 1-2 次 市區＞偏遠    

每週 3-4 次 離島＞市郊    

每週 5次以上     

閱

讀

地

點 

班級教室 離島＞市區 中＞高 低＞高 
父或母＞父母 

其他親人＞父母 

學校圖書室 離島＞偏遠 中＞高 中＞高  

校內閱讀角     

校外圖書館 市郊＞偏遠 高＞低 高＞低  

家裡 市區＞偏遠、市區＞離島 高＞中 高＞中、高＞低  

閱

讀

廣

度 

宗教哲學類     

自然科學類 市區＞偏遠 高＞中   

中外史地類  高＞中、高＞低 高＞中  

語文類    父母＞其他親人 

藝術類     

其他  高＞中  其他親人＞父母 

n.s.  事後比較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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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資料，本研究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中的閱讀來源、閱讀時

間、閱讀數量、借閱頻率、閱讀地點與閱讀廣度均受到學生就讀學校、父母親學歷與家

庭狀況的影響，。 

         

        陳世麟(2009)研究發現屏東縣大型學校之高年級學生閱讀時間與上圖書館次數高

於中型與小型學校學生。張真華(2009)發現台北縣蘆洲地區高年級學生的閱讀行為因學

生家庭社經地位有顯著差異。葉雅娟(2012)研究發現高雄市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高年級

學生其閱讀行為有顯著差異。本研究有關閱讀行為之研究發現與上述研究之結果有共通

之處。 

 

 

    三、不同背景變項六年級學生閱讀態度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不同背景變項之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態度量表之差異情形，依閱

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與課外閱讀行為三層面分述如下。 

（一） 閱讀成就與挑戰層面之差異情形 

為了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閱讀成就與挑戰層面上的差異情形，本研究以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2-47 所示。由表 4-2-47中可知，不同「就讀學

校」與「父親教育程度」之學生在閱讀成就與挑戰層面有顯著差異。 

針對就讀學校所在區域變項進行事後比較，結果如下： 

1. 就讀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在閱讀成就與挑戰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偏遠地區學校

學生。 

2. 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閱讀成就與挑戰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父親為中學歷與

低學歷的學生。 

依據以上結果再進行單變量分析，結果顯示閱讀成就與挑戰的變異量有2.1％可由

學校所在區域背景變項解釋，此一統計推論的裁決正確率為86.8％。有1.7％可由父親

學歷背景變項解釋，此一統計推論的裁決正確率為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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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7：不同背景變項學生閱讀態度~閱讀成就與挑戰差異之分析 

背景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事後 
比較 

η
2 

(ω
2
) 

統計 
考驗力 

就讀學校    

3.544** a＞c .021 86.8% 

a.馬公市區 302 19.11 3.92 

b.馬公市郊 128 18.05 4.49 

c.偏遠學校 163 17.76 4.42 

d.離島學校 63 18.87 4.53 

父親教育程度    

5.487** 
c＞b 
c＞a 

.017 85.0% 
a.低學歷 43 17.53 4.88 

b.中學歷 435 18.31 4.37 

c.高學歷 169 19.43 3.72 

母親教育程度    

2.586    
a.低學歷 75 17.96 4.34 

b.中學歷 409 18.45 4.22 

c.高學歷 163 19.17 4.21 

家庭狀況    

2.620    
a.與父母同住 499 18.72 4.21 

b.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 95 18.29 4.01 

c.與其他親人同住 65 17.48 4.89 

*p＜.05  ** p＜.01 

 

 

 

（二） 閱讀喜好傾向層面之差異情形 

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閱讀喜好傾向」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統計分析後，結果如表 4-2-48所示。由表 4-2-48中可知，不同「就讀學校」、「父

親學歷」、「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個背景變項在閱讀喜好傾向層面的反應上都達

到顯著差異。 

針對各背景變項進行事後比較，彙整結果如下： 

1. 就讀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在閱讀喜好傾向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偏遠地區學校學

生。 

2. 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閱讀喜好傾向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父親為中學歷的學

生。 

3. 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閱讀喜好傾向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母親為中學歷的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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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父母同住之學生在閱讀喜好傾向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與其他親人同住的學

生。 

依據以上結果再進行單變量分析，閱讀喜好傾向的變異量有1.2％~2.9%可由

四個背景變項解釋，統計推論的裁決正確率為72.4.％~96%。 

 

表 4-2-48：不同背景變項學生閱讀態度~閱讀喜好傾向層面差異之分析 

背景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事後 

比較 

η
2 

(ω
2
) 

統計 

考驗力 

就讀學校    

4.913** a＞c .029 96.0% 

a.馬公市區 302 20.67 5.23 

b.馬公市郊 128 19.29 5.45 

c.偏遠學校 163 18.50 5.35 

d.離島學校 63 20.06 5.39 

父親教育程度    

5.700** c＞b .017 86.4% 
a.低學歷 43 20.25 5.82 

b.中學歷 435 19.33 5.37 

c.高學歷 169 20.97 5.25 

母親教育程度    

4.075* c＞b .012 72.4% 
a.低學歷 75 19.67 5.46 

b.中學歷 409 19.44 5.35 

c.高學歷 163 20.85 5.37 

家庭狀況    

6.215** a＞c .019 89.3% 
a.與父母同住 499 20.17 5.30 

b.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 95 19.19 5.13 

c.與其他親人同住 65 17.85 5.87 

*p＜.05  ** p＜.01 

 

（三） 課外閱讀行為層面之差異情形 

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課外閱讀行為」層面上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進行統計分析後，結果如表 4-2-49所示。由表 4-2-49中可知，不同「就讀學校」、「父

親學歷」、「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個背景變項在閱讀喜好傾向層面的反應上均有

顯著差異。 

針對各背景變項進行事後比較，彙整結果如下： 

1. 就讀馬公市區學校學生在課外閱讀行為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馬公市郊與偏遠

地區學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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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課外閱讀行為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父親為中學歷的學

生。 

3. 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課外閱讀行為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母親為中學歷的學

生。 

4. 與父母同住之學生在課外閱讀行為層面的表現顯著優於與其他親人同住的學

生。 

 

    依據以上結果再進行單變量分析，閱讀喜好傾向的變異量有 1.1％~3.8%可由四

個背景變項解釋，統計推論的裁決正確率為 79.7％~99.1%。 

 

表 4-2-49：不同背景變項學生閱讀態度~課外閱讀行為層面差異之分析 

背景變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F 值) 

事後 

比較 

η
2 

(ω
2
) 

統計 

考驗力 

就讀學校    

6.511** 
a＞b 

a＞c 
.038 99.1% 

a.馬公市區 302 22.94 5.95 

b.馬公市郊 128 21.12 6.56 

c.偏遠學校 163 20.12 6.57 

d.離島學校 63 22.35 6.45 

父親教育程度    

7.925** c＞b .024 95.4% 

a.低學歷 43 21.58 6.81 

b.中學歷 435 21.21 6.24 

c.高學歷 169 23.49 6.43 

母親教育程度    

4.803** c＞b .015 79.7% 

a.低學歷 75 21.69 6.23 

b.中學歷 409 21.35 6.32 

c.高學歷 163 23.17 6.49 

家庭狀況    

3.635* a＞c .011 67.1% 
a.與父母同住 

499 22.15 6.31 

b.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 95 21.11 6.36 

c.與其他親人同住 65 20.11 6.67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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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討論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之閱讀態度，包含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與課外

閱讀行為，因就讀學校類型、父親學歷、母親學歷與家庭狀況等背景變項而有顯著差異。

差異情形如表 4-2-50 所示，整體而言，馬公市區學校與父親為高學歷之學生在閱讀成

就與挑戰的表現較佳；馬公市區學校、父母親為高學歷、與父母親同住之學生在閱讀喜

好傾向與課外閱讀行為的表現亦較佳。 

 

    本研究針對學生閱讀態度之研究發現，與許多學者之研究結果相同。如林惠娟(2002)

和黃齡瑩(2002)之研究均發現父母親學歷較高，會比較關心子女閱讀態度之養成。方子

華(2004)研究發現家庭高社經地位之學生其閱讀動機較中、低社經地位學生為高，大型

學校之學生其閱讀動機也較中、小型學校學生為高。翁敏惠（2013）研究新北市國民小

學高年級學生，發現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生在閱讀態度上有顯著差異。此外，周芷誼(2006)、

黃家瑩(2006)與蔡淑玲(2007)之研究也都發現家長為高社經地位的學生閱讀態度較

佳。 

 

    綜合上述資料，本研究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態度中的閱讀成就與挑戰、

閱讀喜好傾向與課外閱讀行為受到學生就讀學校、父母親學歷與家庭狀況的影響。僅有

母親學歷與家庭狀況沒有造成閱讀成就與挑戰的顯著差異。 

 

    表 4-2-50：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態度及不同背景變項之差異情形 

閱讀態度 
背景變項 

學校類型 父親學歷 母親學歷 家庭狀況 

閱讀成就與挑戰 市區＞偏遠 
高＞中 

高＞低 
  

閱讀喜好傾向 市區＞偏遠 高＞低 高＞低 父母＞其他親人 

課外閱讀行為 
市區＞市郊 

市區＞偏遠 
高＞中 高＞中 父母＞其他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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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之相關 

 

    本節旨在探討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之相關性。

針對閱讀環境之家人閱讀習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與閱讀獎勵制度四層面。

閱讀行為之閱讀時間、閱讀數量、借閱頻率等連續變項層面(閱讀來源、閱讀地點與閱

讀廣度等間斷變項不予討論)。閱讀態度之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與課外閱讀

行為三層面。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其相關性，並考驗研究假設四、五、六，分析結

果如下所述。  

 

一、 學生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之相關情形 

    為瞭解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與「閱讀獎

勵制度」四個家庭閱讀環境層面與「閱讀時間」(含上課日閱讀時間、假日閱讀時間)、

「閱讀數量」(含上課日一個月閱讀本數、週末閱讀本數、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借

閱頻率」等層面之相關情形，以 Pearson積差相關進行分析，結果如表 4-3-1、4-3-2、

4-3-3所示。 

 

表4-3-1：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時間與閱讀環境相關摘要表 

變項名稱 上課日閱讀時間 假日閱讀時間 

家人閱讀習慣 .403(**) .458(**) 

家庭閱讀資源 .430(**) .478(**) 

親子閱讀互動 .354(**) .408(**) 

閱讀獎勵制度 .246(**) .232(**)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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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3-1可知，閱讀環境各層面與閱讀行為之閱讀時間層面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相關係數介於.232與.478 之間，呈現低度正相關到中度正相關，各面向統計結果如下： 

(一) 家人閱讀習慣與上課日閱讀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403，p<.01)，與假日閱讀時

間呈顯著正相關(r=.458，p<.01)。 

(二) 家庭閱讀資源與上課日閱讀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430，p<.01)，與假日閱讀時

間呈顯著正相關(r=.478，p<.01)。 

(三) 親子閱讀互動與上課日閱讀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354，p<.01)，與假日閱讀時

間呈顯著正相關(r=.408，p<.01)。 

(四) 閱讀獎勵制度與對上課日閱讀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246，p<.01)，與假日閱讀

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232，p<.01)。 

 

以上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閱讀環境與閱讀時間層面之相關中，「家庭閱讀資源」

與「假日閱讀時間」關連性最強，而「閱讀獎勵制度」與「假日閱讀時間」關連性最低。 

 

表4-3-2：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數量與閱讀環境相關摘要表 

變項名稱 一個月閱讀本數 週末閱讀本數 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 

家人閱讀習慣 .313(**) .413(**) .388(**) 

家庭閱讀資源 .350(**) .456(**) .413(**) 

親子閱讀互動 .233(**) .380(**) .329(**) 

閱讀獎勵制度 .145(**) .232(**) .205(**)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4-3-2可知，閱讀環境各層面與閱讀行為之閱讀數量層面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相關係數介於.145與.456 之間，呈現低度正相關到中度正相關，各面向統計結果如下： 

(一)家人閱讀習慣與一個月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313，p<.01)，與週末閱讀本

數呈顯著正相關(r=.413，p<.01) ，與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

(r=.388，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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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閱讀資源與一個月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350，p<.01)，與週末閱讀本

數呈顯著正相關(r=.456，p<.01) ，與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

(r=.413，p<.01)。 

(三)親子閱讀互動與一個月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233，p<.01)，與週末閱讀本

數呈顯著正相關(r=.380，p<.01) ，與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

(r=.329，p<.01)。 

(四)閱讀獎勵制度與一個月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145，p<.01)，與週末閱讀本

數呈顯著正相關(r=.232，p<.01) ，與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

(r=.205，p<.01)。 

 

以上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閱讀環境與閱讀數量層面之相關中，「家庭閱讀資源」

與「週末閱讀本數」關連性最強，而「閱讀獎勵制度」與「一個月閱讀本數」關連性最

低。 

 

表4-3-3：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借閱頻率與閱讀環境相關摘要表 

變項名稱 每週借閱次數 

家人閱讀習慣 .223(**) 

家庭閱讀資源 .218(**) 

親子閱讀互動 .174(**) 

閱讀獎勵制度 .127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4-3-3可知，閱讀環境各層面與閱讀行為之借閱頻率層面除了「閱讀獎勵制度」

沒有顯著相關，其他三層面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174 與.223 之間，呈現低

度正相關，各面向統計結果如下： 

(一)家人閱讀習慣與每週借閱次數呈顯著正相關(r=.223，p<.01)。 

(二)家庭閱讀資源與每週借閱次數呈顯著正相關(r=.218，p<.01)。 

(三)親子閱讀互動與每週借閱次數呈顯著正相關(r=.174，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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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有顯著相關獲得大部分支持。 

 

 

 

二、 學生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之相關情形 

        為了解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家庭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與「閱

讀獎勵制度」四個閱讀環境層面，與「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

行為」三個閱讀態度層面之相關情形，以Pearson積差相關進行分析，結果如表4-3-4所

示。 

 

表4-3-4：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相關摘要表 

變項名稱 閱讀成就與挑戰 閱讀喜好傾向 課外閱讀行為 

家人閱讀習慣 .418(**) .516(**) .590(**) 

家庭閱讀資源 .433(**) .536(**) .587(**) 

親子閱讀互動 .443(**) .518(**) .577(**) 

閱讀獎勵制度 .369(**) .393(**) .433(**)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 4-3-4可知，閱讀環境各層面與閱讀態度各層面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相關係

數介於.369與.590 之間，呈現中度正相關，各面向統計結果如下所述。 

(一)家人閱讀習慣與閱讀成就與挑戰呈顯著正相關(r=.418，p<.01)，與閱讀喜好傾

向呈顯著正相關(r=.516，p<.01) ，與課外閱讀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590，

p<.01)。 

(二)家庭閱讀資源與閱讀成就與挑戰呈顯著正相關(r=.433，p<.01)，與閱讀喜好傾

向呈顯著正相關(r=.536，p<.01) ，與課外閱讀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587，

p<.01)。 

(三)親子閱讀互動與閱讀成就與挑戰呈顯著正相關(r=.443，p<.01)，與閱讀喜好傾

向呈顯著正相關(r=.518，p<.01) ，與課外閱讀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577，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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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獎勵制度與閱讀成就與挑戰呈顯著正相關(r=.369，p<.01)，與閱讀喜好傾

向呈顯著正相關(r=.393，p<.01) ，與課外閱讀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433，

p<.01)。 

     

    以上分析結果顯示學生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各層面相關中，「家人閱讀習慣」與「課

外閱讀行為」關連性最強，「閱讀獎勵制度」與「閱讀成就與挑戰」關連性最低。綜合

各層面分析結果，家庭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有顯著相關。 

 

 

三、 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之相關情形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時間」、「閱讀數量」與「借閱頻率」等閱讀行為層

面與「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讀行為」三個閱讀態度層面之相關

情形如表4-3-5、4-3-6、4-3-7所示。 

 

表4-3-5：澎湖縣國小學生閱讀時間與閱讀態度相關摘要表 

變項名稱 上課日閱讀時間 假日閱讀時間 

閱讀成就與挑戰 .439(**) .465(**) 

閱讀喜好傾向 .463(**) .544(**) 

課外閱讀行為 .453(**) .525(**)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4-3-5可知，閱讀態度各層面與閱讀行為之閱讀時間層面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相關係數介於.439與.544 之間，各層面呈現中度正相關。各面向統計結果如下所述。 

(一) 閱讀成就與挑戰與上課日閱讀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439，p<.01)，與假日閱讀

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465，p<.01)。 

(二) 閱讀喜好傾向與上課日閱讀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463，p<.01)，與假日閱讀時

間呈顯著正相關(r=.544，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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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外閱讀行為與上課日閱讀時間呈顯著正相關(r=.453，p<.01)，與假日閱讀時

間呈顯著正相關(r=.525，p<.01)。 

 

以上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閱讀喜好傾向」與「假日閱讀時間」關連性最強，而「閱

讀成就與挑戰」與「上課日閱讀時間」關連性最低。 

 

表4-3-6：澎湖縣國小學生閱讀數量與閱讀態度相關摘要表 

變項名稱 一個月閱讀本數 週末閱讀本數 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 

閱讀成就與挑戰 .360(**) .398(**) .383(**) 

閱讀喜好傾向 .385(**) .470(**) .453(**) 

課外閱讀行為 .407(**) .481(**) .419(**)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4-3-6可知，閱讀態度各層面與閱讀行為之閱讀數量層面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相關係數介於.360與.481 之間，各層面呈現中度正相關。各面向統計結果如下所述。 

(一)閱讀成就與挑戰與一個月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360，p<.01)，與週末閱讀

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398，p<.01) 與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

(r=.383，p<.01)。 

(二)閱讀喜好傾向與一個月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385，p<.01)，與週末閱讀本

數呈顯著正相關(r=.470，p<.01) 與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

(r=.453，p<.01)。 

(三)課外閱讀行為與一個月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r=.407，p<.01)，與週末閱讀本

數呈顯著正相關(r=.481，p<.01) 與寒暑假每週閱讀本數呈顯著正相關

(r=.419，p<.01)。 

 

以上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課外閱讀行為」與「週末閱讀本數」關連性最強，而「閱

讀成就與挑戰」與「一個月閱讀本數」關連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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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7：澎湖縣國小學生借閱頻率與閱讀態度相關摘要表 

變項名稱 每週借閱次數 

閱讀成就與挑戰 .269(**) 

閱讀喜好傾向 .324(**) 

課外閱讀行為 .353(**)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由表 4-3-7 可知，閱讀態度各層面與閱讀行為之借閱頻率層面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相關係數介於.269與.353 之間，各層面呈現低度到中度正相關。各面向統計結果如下： 

(一)閱讀成就與挑戰與每週借閱次數呈顯著正相關(r=.269，p<.01)。 

(二)閱讀喜好傾向與每週借閱次數呈顯著正相關(r=.324，p<.01)。 

(三)課外閱讀行為與每週借閱次數呈顯著正相關(r=.353，p<.01)。 

    綜合各層面分析結果，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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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討論 

歸納本節之分析，可以發現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

度彼此之間均具有顯著正相關，相關情形如表 4-3-8所示。 

 

表4-3-8：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行為、態度相關情形表 

層面 

閱讀環境 閱讀行為 閱讀態度 

家人閱

讀習慣 

家庭

閱讀

資源 

親子

閱讀

互動 

閱讀獎

勵制度 

閱讀 

時間 

閱讀 

數量 

借閱 

次數 

閱讀成

就與挑

戰 

閱讀喜

好傾向 

課外閱

讀行為 

閱

讀

環

境 

家人閱讀

習慣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家庭閱讀

資源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親子閱讀

互動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閱讀獎勵

制度 
    

低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n.s.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閱

讀

行

為 

閱讀時間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閱讀數量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借閱次數 
低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n.s.    

低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閱

讀 

態

度 

閱讀成就

與挑戰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低度 

正相關 
   

閱讀喜好

傾向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課外閱讀

行為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中度 

正相關 
   

n.s.表示未達顯著相關 

     

 

    本研究發現，有關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的閱讀態度各層面與閱讀行為各層面，除

了閱讀獎勵制度與借閱頻率沒有顯著相關，其餘皆呈低度到中度正相關。其中以家庭閱

讀資源與假日閱讀時間的相關程度最高(r=.478，p<.01)，為中度正相關，亦即家庭閱讀

資源愈豐富之的學生，在假日閱讀的時間也愈長。與張真華(2008)、陳世麟(2009)、劉

怡慧(2011)、戴秋華(2013)等人之研究發現閱讀環境與閱讀行為有顯著正相關相同。但

與黃姿諭(2014)針對桃園縣六年級學生發現閱讀環境雖對閱讀行為有直接正向影響，但

未達顯著水準之研究結論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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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的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各層面呈中度正相關。其中以家人

閱讀習慣與課外閱讀行為的相關程度最高(r=.590，p<.01)。整體而言，課外閱讀行為層

面與閱讀環境的相關程度較高，這代表閱讀環境愈佳的學生，愈有意願從事課外閱讀。

此與謝美寶(2003)、周芷誼(2006)、劉育麟(2011)、葉錦花(2012)、翁敏惠(2013)之研

究結果相同。 

 

    最後，有關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的閱讀行為各層面與參與態度各層面均呈低度到

中度正相關。其中以閱讀喜好傾向與假日閱讀時間的相關程度最高(r=.544，p<.01)，達

到中度正相關。整體而言，假日閱讀時間與閱讀態度層面的相關程度高於其他閱讀行為

層面，可見學生若對於閱讀有興趣，越樂於在假日進行課外閱讀活動。此結果與古秀梅

(2005)、劉怡慧(2011)、黃姿諭(2014)、陳鳳汝(2014)之研究發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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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了解澎湖縣六年級學生的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以

及相關情形，並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以及閱讀態度的差

異情形，係以「澎湖縣國小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問卷調查表」為

主要研究工具，以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為母群體進行問卷調查，受測學生總計共有 675

人，得到有效問卷 660 份，再以 SPSS 套裝軟體，藉由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卡方

考驗以及 Pearson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以了解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

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差異情形及相關的狀況。本章將歸納統計分析所得到

的結果與發現並做成結論，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以作為教育、輔導以及進一步研究的參

考。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依據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討論，茲將本研究之結論概述如下： 

 

一、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家庭閱讀環境普通，其中「家人閱讀習慣」層

面最佳，「閱讀獎勵制度」層面則有待加強 

    由研究結果顯示學校所在區域、父母親教育程度與與家人居住狀況對學生的家庭閱

讀資源會造成影響，父母的閱讀習慣越好，子女也會較喜愛閱讀，親子閱讀互動越多，

孩子的閱讀理解也會越優異，其中閱讀獎勵制度雖然沒有造成顯著的差異，但也看出澎

湖縣國小六年級的家長較少以讚美或獎勵品的方式來鼓勵孩子閱讀，父母若能多給予孩

子讚美與獎勵，孩子各方面的閱讀動機與表現將會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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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行為豐富，但各層面的表現宜再加強 

（一） 學生閱讀來源主要來自學校圖書室及班級教室，閱讀時間多在學校閱讀課或

晨讀時間，學生每週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頻率以 1-2次為最多，閱讀數量以

1-3本課外書籍的數量為最多。 

1. 學生的閱讀來源由高到低依序是學校圖書室、班級圖書、家中圖書、校外圖

書館、自己購買、學校圖書角、其他。各類型學校的學生皆能善用學校的圖

書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馬公市區的學生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排名為閱讀來

源的第二名，可見馬公市區學生，較能善用校內和校外的圖書館資源，但偏

遠及離島地區的學生使用公共圖書館的頻率極低，可見公共圖書館在不同的

區域使用地位不同，因此建議鄉市內的公共圖書館多與學校合作，有系統的

規劃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提升學生對公共圖書館的利用。中低學歷父母親的

學生比父母親為高學歷學生更不擅長使用公共圖書館，此部分都是教育單位

與公共圖書館在閱讀推廣上可以再努力的地方。 

2. 離島學校的學生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以學校閱讀課或晨讀時間最多，可

見位處離島的學校閱讀推動的用心，但離島學生較少使用校外圖書館和自己

購買書籍來閱讀的情形，究其原因是八所離島學校僅有三所學校所在區域有

公共圖書館，加上離島沒有書局，因此學校在離島學生閱讀活動上更顯重要。 

3. 學生平時上課時間、週末放假以及寒暑假時間以閱讀 1-3本課外書籍的數量

為最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偏遠地區學校的學生，在週末假日幾乎不閱讀

的比例高於市區學校學生，此狀況可請老師在假日時可以指派閱讀課外書籍

或從事閱讀相關的活動作為作為假日的作業 v 以建立偏遠地區學生建立良好

的閱讀習慣。 

 

（二） 在閱讀類型方面，學生喜愛的課外讀物類型偏好語文類，女生喜愛小說，男

生喜歡閱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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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最常閱讀的課外讀物類型是語文類，受男女性別、父母親教育程度、與

家人居住情形不同而有不同的喜好選擇，女生喜歡閱讀小說，男生喜歡閱讀故

事，市區學校學生喜歡自然科學的讀物，父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喜歡閱讀自然科

學類及中外史地類的書籍，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喜歡閱讀中外史地類的書籍，

與父母親同住的學生喜歡閱讀語文類的書籍，因此學校在推動閱讀相關活動時

以及採購圖書時可針對學生的閱讀喜愛來規畫。  

 

三、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態度大致良好 

    六年級學生在閱讀態度三個層面「閱讀成就與挑戰」、「閱讀喜好傾向」、「課外閱

讀行為」的得分皆屬於中高程度，學生的閱讀態度大致是正向且積極的。 

（一）在「閱讀成就與挑戰」方面，學生能夠明白閱讀對自己是有益處的並能實

際進行閱讀，但在進行較有深度的閱讀或遇到閱讀上的困難時，就會產生

較負面的態度。因此教師可利用閱讀課進行閱讀理解教學課程，針對學生

閱讀困難的部分加以指導，讓學生在閱讀時能保持愉悅且更有自信與成就

感。 

（二）在「閱讀喜好傾向」方面，閱讀課外書籍讓學生覺得輕鬆沒有壓力，有接

近半數的學生同意，有大約七成的學生認為撰寫閱讀心得會影響他們對閱

讀的喜愛，因此老師在學生閱讀後應避免指派過多閱讀習寫的作業，以免

壞了學生的閱讀興趣。 

（三）在「課外閱讀行為」方面，學生非常認同喜歡去逛書局或上圖書館，而多

數的學生並不會使用零用錢去購買課外書籍。究其原因，澎湖書局的分布

以市區為主，多數的市郊學校及偏遠學校、離島學校學區內並無書局可以

購買書籍，因此校內外的圖書館便扮演著學生閱讀推手的重要地位，提高

學生到校內外圖書館的頻率，學生閱讀行為應該會有更積極的表現。 

 

四、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方面有差異存在 

（一）不同就讀學校型態的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家人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層

面有差異的情形，就讀馬公市區學校的學生在這三個層面表現比市郊學校、



128 
 

偏遠學校及離島學校好，可見市區學生的家長在家人閱讀習慣、家人閱讀資

源、親子閱讀互動層面的投入較為用心。 

（二）不同教育程度的父母親，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家人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

動層面有差異的情形，父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表現比父母親為中學歷與低學

歷的學生好，母親為中學歷之學生表現也比母親為低學歷的學生好，可知此

三層面的表現優異受父母親的學歷高低所影響。 

（三）不同家庭狀況的學生，學生在家人閱讀習慣、家人閱讀資源、親子閱讀互動

層面有差異情形，與父母同住的學生表現比只與父親或母親同住或與其他親

人同住之學生好，因此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家庭學生的家庭閱讀環境是值得

關注的。 

（四）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家庭閱讀環境-「閱讀獎勵制度」層面沒有差異的情形，

也就是學生就讀學校、父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對於閱讀獎勵制度層面並沒有

造成差異的狀況。 

 

五、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行為方面有差異存在 

（一）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行為-「閱讀來源」方面有差異的情形 

1. 離島學校的學生比市區學校的學生更常閱讀學校圖書室圖書、班級圖書；市

區學校的學生比偏遠及離島學校的學生更常閱讀家中圖書、校外圖書館或自

己購買之圖書。離島學校大部分沒有書局，因此在閱讀來源十分仰賴學校的

圖書資源，而市區學校的家長較重視孩子的閱讀，投注較多的時間和經費為

孩子增購家中圖書或帶孩子上圖書館。 

2. 父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比父母親為中、低學歷的學生更常閱讀家中圖書、校

外圖書館及自己購買的書籍；父母親為中學歷的學生比父母親為高學歷的學

生更常閱讀班級圖書。 

3. 與父母親同住的學生較常閱讀家中及校外圖書館的書籍，顯示與父母同住之

家庭功能健全之學生父母較為關心孩子 的閱讀狀況，家中閱讀資源較豐富，

有到校外借閱圖書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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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行為-「閱讀時間」方面有差異的情形 

1. 在上課日閱讀時間方面，父親學歷為高學歷的學生在「30分鐘至 1小時」閱

讀時間高於父母親為中學歷學生；父親為中學歷的學生在「30分鐘以內」的

短時間閱讀情形高於高學歷學生。可見高學歷父母親對於孩子閱讀較為關注，

孩子的閱讀時間也比較長。 

2. 在假日閱讀時間方面，偏遠地區學校的學生幾乎不閱讀的比例高於市區學校

學生。父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假日閱讀時間高於父母為中學歷之學生。與其

他親友同住的學生，假日不閱讀的情形高於與父母同住的學生。偏遠學校以

及與其他親友同住的學生在假日幾乎不閱讀的狀況比例較高，值得學校及家

長一同來關注與推動。 

3. 在最常閱讀時段方面，離島學校、偏遠學校、父親為中低學歷之學童以及母

親為中學歷的學生，較常在學校閱讀課進行閱讀。市區學校及父母親為高學

歷的學生較常在放學回家後及週末假日進行閱讀。 

 

（三）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行為-「閱讀數量」方面有差異的情形 

1. 離島學校學生在平時上課日時，閱讀 10 本以上書籍的狀況優於偏遠學校的學

生，離島學校學生週末假日不閱讀的狀況高於市區學校。偏遠地區學校學生

在寒暑假每週不閱讀的狀況高於市區學校及離島學校；市區學校學生在寒暑

假每週閱讀本數為 7本以上的狀況高於偏遠學校。 

2. 父母親為高年歷的學生在上課日及假日的閱讀數量方面優於父母為中學歷之

學生；父母親為中、低學歷之學生在假日不閱讀的情形高於父母為高學歷的

學生。 

（四）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行為-「借閱頻率」方面有差異的情形 

1. 偏遠及市郊地區學校的學生在平時上課日每週到圖書館借閱次數為 0次的狀

況高於市區及離島學校；市區及離島學校的學生在平時上課日每週到圖書館

借閱頻率高於市郊及偏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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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父母親教育程度、不同家庭狀況的學生，每週到圖書館借閱的頻率並沒有不

同。 

 

（五）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行為-「閱讀地點」方面有差異的情形 

1. 市區及市郊學校的學生較常在校外圖書館或家裡閱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

學校的學生則較常在校內圖書室或班級進行課外閱讀。由研究可知市區及市

郊學校的學生較常使用校外圖書館豐富的閱讀資源，在家進行閱讀的時間相

對較多。 

2. 父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較常在家裡及校外圖書館進行閱讀，父母親為中、低

學歷的學生較常在班級及學校圖書館進行閱讀。 

3. 單親家庭以及和其他親人同住的學生比和父母同住之學生更常在班級教室進

行閱讀。 

 

（六）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行為-「閱讀廣度」方面有差異的情形 

1. 就讀市區學校的學生比偏遠地區學校的學生更喜歡閱讀自然科學類的書

籍。 

2. 父親為高學歷的學生比父親為中、低學歷之學生更喜歡閱讀自然科學類、

中外史地類以及其他類的書籍。 

3. 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比母親為中學歷的學生更喜歡閱讀中外史地類書籍。 

4. 與父母親同住的學生比與其他親人同住學生更喜歡閱讀語文類的書籍。 

 

六、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閱讀態度方面有差異存在 

(一) 在「閱讀成就與挑戰」方面，不同就讀學校與父親教育程度的學生有差異的情

形。市區學校的學生優於偏遠地區學校的學生，父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優於父親

為中、低學歷的學生。 

(二) 在「閱讀喜好傾向」方面，不同就讀學校、父親學歷、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

個背景變項都有差異的情形。就讀市區學校的學生優於偏遠地區學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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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優於父母親為中學歷的學生；與父母親同住的學生優於

與其他親人同住的學生。 

(三) 在「課外閱讀行為」方面，不同就讀學校、父親學歷、母親學歷及家庭狀況四

個背景變項都有差異的情形。就讀市區學校學生優於市郊及偏遠地區學校的學

生；父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優於父母親為中學歷的學生；與父母親同住的學生

優於與其他親人同住的學生。 

 

七、 學生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與閱讀態度三個研究變項之間有顯著相

關 

（一）家庭閱讀環境各層面與閱讀行為之閱讀時間層面幾乎都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 

在閱讀環境與閱讀時間層面，以「家庭閱讀資源」與「假日閱讀時間」關連

性最強，而「閱讀獎勵制度」與「假日閱讀時間」關連性最低。在閱讀環境

與閱讀數量層面，以「家庭閱讀資源」與「週末閱讀本數」關連性最強，而

「閱讀獎勵制度」與「一個月閱讀本數」關連性最低。在閱讀環境與借閱頻

率層面，以「家人閱讀習慣」與「每週借閱次數」關連性最強，而家人閱讀

習慣與每週借閱次數沒有顯著相關。 

（二）家庭閱讀環境各層面與閱讀態度各層面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其中以「家人閱讀習慣」與「課外閱讀行為」關連性最強；「閱讀獎勵制度」

與「閱讀成就與挑戰」關連性最低。 

（三）閱讀態度各層面與閱讀行為各層面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在閱讀時間與閱讀態度層面，分析結果顯示「閱讀喜好傾向」與「假日閱讀

時間」關連性最強，而「閱讀成就與挑戰」與「上課日閱讀時間」關連性最

低。在閱讀數量與閱讀態度層面，以「課外閱讀行為」與「週末閱讀本數」

關連性最強，而「閱讀成就與挑戰」與「一個月閱讀本數」關連性最低。在

學生借閱頻率與閱讀態度層面，以「課外閱讀行為」與「每週借閱次數」關

連性最強，而「閱讀成就與挑戰」與「每週借閱次數」關連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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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將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供教育行政當局、學校、老師、家長

及公共圖書館參考，此外針對未來研究亦提出進一步建議。 

 

一、教育行政當局的建議 

（一）規劃完善的閱讀推動計畫 

   教育當局應能規畫完善的閱讀推動計畫，結合學校單位配合執行，尤其偏遠地區及

離島地區的學校，學生家庭閱讀資源較缺乏、書店和公共圖書館較不普及的情形，更應

有完善的樂無推動計畫來鼓勵學生閱讀，以提高學童的閱讀行為並建立良好的閱讀習

慣。 

（二）辦理閱讀理解策略相關的研習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學生能明白閱讀對自己的益處，但是在進行比較有深度的閱讀時

或閱讀上的困難時，會產生比較負向的態度，因此教育當局可規畫辦理閱讀理解策略相

關的研習，讓老師或家長瞭解閱讀指導的方法以便適時的協助學生解決在閱讀時遇到的

困難。 

 

二、學校的建議 

（一）用心規畫學校圖書角並鼓勵學生善用此閱讀資源 

    由研究結果得知，學生使用學校閱讀角在閱讀來源七個選項中排名第六，學生勾

選的次數極低，可見閱讀的效益並不高，因此學校在規劃閱讀角時應用用心，應考量

學生的閱讀需求，如: 依據男生、女生喜好的閱讀類型購書，依年段、主題、學校特

色或閱讀主題來規劃，學校圖書或閱讀教師也能利用閱讀課介紹閱讀角的功能，並搭

配閱讀獎勵措施讓學生喜愛並善用閱讀角資源。 

（二）為提升學生良好的閱讀行為，學校可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 

    由研究結果得知離島及偏遠地區的學生最常閱讀的時間是學校閱讀課及晨讀時間，

並且多仰賴學校圖書室及班級圖書，因此建議學校可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讓學生在

購買書籍不方便及家中閱讀資源較缺乏的狀況下也可以利用課後及寒暑假日借閱學校

的書籍來從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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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鼓勵偏遠學校學生多利用假日時間進行閱讀 

    偏遠學校學生假日不閱讀的情形明顯高於馬公市區學生，家長及老師都應當重視此

問題。建議老師在假日時可以指派閱讀課外書籍作為假日的作業，家長也可以利用假日

時間帶孩子上圖書館或分享閱讀心得，增進親子間閱讀的互動，並讓學生在假日時多從

事與閱讀相關有助身心發展並能自我充實的活動。 

（四）針對男女生喜歡喜愛閱讀的書籍類型增購圖書 

    澎湖縣六年級學生最常閱讀的課外讀物類型是語文類，女生喜歡閱讀小說男生喜歡

閱讀故事，市區學校學生喜歡自然科學的讀物，父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喜歡閱讀自然科學

類及中外史地類的書籍，母親為高學歷的學生喜歡閱讀中外史地類的書籍，與父母親同

住的學生喜歡閱讀語文類的書籍，因此學校可針對學生的閱讀喜愛的類型來採購圖書，

並針對男生女生閱讀類型喜愛的差異來進行閱讀相關的活動，並給予口頭或實質的獎勵

給予學生更多的鼓勵， 

 

三、家長的建議 

（一）增購家中閱讀書籍，滿足孩子閱讀的需求 

    由研究結果顯示，偏鄉、離島學校的學生、父母親為低學歷的學生，以及單親或隔

代教養的學生，家中的書籍數量不足、書籍的類型較不多元，建議家長能多添購各類型

的書籍在購買書籍也能以更多元的型態來添購。家長也能瞭解孩子喜歡閱讀的類型，並

作為採購家中書籍的依據，或是購買孩子喜歡閱讀類型的書籍作為獎勵，藉此都能給予

學生正向的支持並提升學生的閱讀行為。 

（二）鼓勵偏遠及離島地區的學生善用學校或公共圖書館的閱讀資源 

    偏遠及離島地區要購買書籍會受限於居住區域及交通的限制，在家庭閱讀資源不足

的部分，可由借閱學校圖書室、班級圖書或學校閱讀角的書籍回家進行閱讀，或善用每

個鄉市內的公共圖書館的資源來補足閱讀資源不足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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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閱讀獎勵制度，獎勵方式可多給予口頭讚美或購買書籍作為獎

勵 

    有四成的學生傾向不同意閱讀獎勵制度措施，可見此層面是比較缺乏的。建議家長

若能以口頭的鼓勵與讚美，或是購買書籍作為獎勵，將會使兒童感到愉快而繼續保持良

好的閱讀行為與習慣。 

 

（四）增進親子閱讀互動機會，家長可常與孩子分享閱讀心得 

    從親子閱讀互動層面的結果顯示，偏鄉、離島及市郊學校的學生，父母親為中低學

歷的學生，以及單親或隔代教養的學生，家人彼此間分享閱讀心得的交流機會較少見，

因此建議家長能採取主動分享自己所閱讀的內容或感想，也可多利用課後、週休假日或

是寒暑假，增進閱讀互動分享的機會，並能經常參與圖書館、學校或其他能提供閱讀機

會的場所，多引導孩子討論與分享，並能從中體會閱讀及親子互動帶孩子的樂趣。 

 

（五）鼓勵家長給予孩子多元的閱讀的選擇，善用校內外的圖書館，滿足

學生閱讀的需求 

    父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使用家中圖書及校外圖書館的狀況高於父母親為中低學歷

之學生，可見父母親為高學歷之學生有較多來自校外及家庭的閱讀資源，相對的父母親

為中低學歷者較沒有帶孩子到公共圖書館的習慣，中低學歷的父母親較不會善用公共圖

書館資源，甚為可惜，應該多鼓勵學生借閱校內外的圖書並鼓勵家長多添購家中書籍更

能善用鄉市內的圖書館資源，讓學生有到圖書館借閱書籍的好習慣，更能有效地提升學

生的閱讀情形。 

 

四、公共圖書館的建議 

（一）公共圖書館應與學校合作，鼓勵學生多善用校外公共圖書館資源，

普及國小學童對公共圖書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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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閱讀來源由高到低依序是學校圖書室、班級圖書、家中圖

書、校外圖書館、自己購買、學校圖書角、其他。其中有 45%的學生使用鄉市內的校外

圖書館，使用公共圖書館排名第四，因此建議鄉市內的公共圖書館在閱讀推動及活動推

廣方面可以更主動與學校聯繫，讓學生能有更豐富多元的閱讀來源。值得注意的是馬公

市區的學生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排名為閱讀來源的第二名，但偏遠及離島地區的學生使用

公共圖書館的頻率極低，可見公共圖書館在不同的區域使用地位不同，中低學歷父母親

的學生比父母親為高學歷學生更不擅長使用公共圖書館，此部分都是公共圖書館在閱讀

推廣上可以再努力的地方。 

 

五、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上的建議 

    本研究採普測的方式，僅以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受限於時間、經

費與人力，因而建議未來進行研究者進行相關研究時，可延伸至國小各年級進行抽樣，

以增加研究的外在效度。 

（二）研究變項上的建議 

    在背景變項上，本研究係以「學校所在區域」、「父母親教育程度」以及「與家人

同住情形」三者做為個人背景變項，並與「家庭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

探討其差異情形相關情形。事實上，各個變項的影響因素甚多，交互連結的部分也較複

雜，因而，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依據自身的研究目的，參照其他可能得指標或因素，

做為變項討論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上的建議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因問卷工具的構面有限，學生在受試上僅能以特定的預

設情況做判斷與填答，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若能以開放性的問題，輔以利用質性研究

或是訪談的方式，可較深入了解學生對家庭閱讀環境的看法，並能進一步探討家庭閱讀

環境、閱讀行為、閱讀態度之關係，以蒐集到更趨於真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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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預試問卷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 

調查問卷      （預試問卷） 

填表日期:  105   年  12  月    日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藉由你的回答，來瞭解你的家庭閱讀環境以及

你的閱讀行為和閱讀態度，這不是考試，沒有「對」或「錯」，而且

你填的答案會絕對保密，所得到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不

會外流，而且與你的成績沒有關係，請你安心作答。 

＊請注意：每一題都要作答，有問題可以請教老師。 

由於你的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感謝你的作答。 

祝你  學業進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蔡明月 博士 

研究生：謝幸芳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填答問卷前，請先閱讀答題說明】 

1. 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請從第一部分第一題開始作答。 

2. 每一題只有一個答案，但第三部分有複選題，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 

3. 請根據真實情形作答，若有任何作答方面的問題，可以請教老師。 

4. 請你先讀每一題的內容，再把最符合的情形在數字上勾選即可。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說明：請你依照實際情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1. 性別：□男生  □女生   

2. 學校名稱：                   

3.父親教育程度：□未受教育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4.母親教育程度：□未受教育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5.家庭狀況: □與父母同住  □只與父親同住  □只與母親同住   

  □未與父母同住，但和祖父母同住  □與其他親人同住 

第二部分【家庭閱讀環境量表】  

【答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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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我喜歡運動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一、家人閱讀習慣 

1 家人在家時會看報紙或雜誌。     

2 家人在家時會閱讀書籍。     

3 家人會帶我到圖書館看書或借書。     

4 家人會花錢購買書籍。     

5 我寫功課或閱讀時，家人也在閱讀書報雜誌。     

二、家庭閱讀資源 

6 家裡有許多書籍。     

7 家裡有很多適合我閱讀的書籍雜誌或報紙。     

8 
家裡有幫助閱讀的科技設備（如：電腦、平

板、電視、DVD）。 

  
 

 

9 家裡的布置適合閱讀，使我喜歡閱讀。     

10 家人每個月會為我購買課外讀物。     

三、親子閱讀互動 

11 家人會鼓勵我多閱讀書報雜誌。     

12 家人會推薦一些好書給我。     

13 家人常會一起閱讀、彼此分享閱讀心得。     

14 家人會藉由閱讀增進彼此的情感。     

15 家庭的閱讀互動氣氛良好。     

四、閱讀獎勵制度 

16 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讚美。     

17 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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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8 
我在閱讀方面有好的表現時，家人會購買書

籍或獎品送給我作為獎勵。 

  
 

 

 

第三部分 【閱讀行為量表】 

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源，來自哪裡？（複選題，請勾選） 

□學校圖書室 □班級圖書 □家中圖書 □校外圖書館 □自己購買□學校

閱讀角 □其他，請寫出來源（                       ） 

2.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幾乎不閱讀   □30分鐘以內   □30分鐘至一小時  

□一小時至兩小時   □兩小時以上 

3.放假有空的時候，我一天大約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 

□幾乎不閱讀   □30分鐘以內   □30分鐘至一小時  

□一小時至兩小時   □兩小時以上 

4.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下課時間 □學校閱讀課或晨讀時間 □放學回家後 □週末例假日 

5.平常上課時，一個月我大概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0本   □1-3本    □4-6本  □7-9本    □10本以上 

6.平常週末放假時，我大概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0本   □1-3本    □4-6本  □7-9本  □10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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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寒暑假的時候，我大概一個星期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 

□0本   □1-3本    □4-6本  □7-9本  □10本以上 

8.六年級時，我平均一星期（不含寒暑假）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次數是幾

次？ 

□0次    □每週 1-2次    □每週 3-4次 □每週 5次以上(含 5次)  

9. 六年級時，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地點是在哪裡？ 

□班級教室 □學校圖書室 □校內閱讀角 □校外圖書館 □家裡 

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些類型的課外讀物？（複選題，請勾選） 

說明：不包括雜誌、報紙 

□宗教哲學類（例如：宗教、哲學、心理學） 

□自然科學類 （例如：天文、數學、動物、植物） 

□中外史地類（例如：歷史、地理資料） 

□語文類(例如：故事、小說、散文、詩集、人物傳記 ) 

□藝術類（例如：藝術、音樂、戲劇、攝影） 

□其他（例如：百科全書） 

 

 

【第四部分 閱讀態度量表】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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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閱讀課外書籍可以使我獲得很多的知識。     

2 
當完全了解課外書籍中的內容時，我會覺得

很高興。 

  
 

 

3 看完課外書籍讓我收穫良多。     

4 有些書雖然較難懂，但我也喜歡閱讀。     

5 閱讀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6 
當閱讀課外書籍時遇到問題，我會主動尋求

解答。 

  
 

 

7 在閱讀課外書籍，我會因為看不懂而放棄。     

8 閱讀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活動。     

9 
閱讀課外書籍是我最常用來打發時間的方

法。 

  
 

 

10 撰寫閱讀心得不會影響我對閱讀的喜愛。     

11 閱讀課外書籍讓我覺得輕鬆沒有壓力。     

12 
當我收到的禮物是課外書籍時，我會覺得很

開心。 

  
 

 

13 我喜歡閱讀新的書報雜誌。     

14 我會使用零用錢買課外書籍。     

15 我喜歡去逛書局或上圖書館。     

16 我會閱讀老師推薦的課外書籍。     

17 我會常去圖書館借課外書籍來看。     

18 不用父母師長叮嚀，我會自己閱讀課外書籍。     

19 在自習課時我會選擇閱讀課外書籍。     

20 我喜歡和同學或家人朋友分享閱讀成果。     

問卷已全部填答完畢，請再仔細檢查是否每題都填答，再次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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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正式問卷 

澎湖縣國小六年級學生閱讀環境、閱讀行為及閱讀態度之現況 

調查問卷      （正式問卷） 

填表日期:  106   年    月    日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藉由你的回答，來瞭解你的家庭閱讀環境以及

你的閱讀行為和閱讀態度，這不是考試，沒有「對」或「錯」，而且

你填的答案會絕對保密，所得到的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不

會外流，而且與你的成績沒有關係，請你安心作答。 

＊請注意：每一題都要作答，有問題可以請教老師。 

由於你的協助，使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感謝你的作答。 

祝你  學業進步！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蔡明月 博士 

研究生：謝幸芳 

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填答問卷前，請先閱讀答題說明】 

1.本問卷共分四個部分，請從第一部分第一題開始作答。 

2.每一題只有一個答案，但第三部分有複選題，請不要遺漏任何一題。 

3.請根據真實情形作答，若有任何作答方面的問題，可以請教老師。 

4.請你先讀每一題的內容，再把最符合的情形在數字上勾選即可。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說明：請你依照實際情況，在適當的空格中打「」 

3. 性別：□男生  □女生   

4. 學校名稱：                   

3.父親教育程度：□未受教育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4.母親教育程度：□未受教育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碩士  □博士 

5.家庭狀況: □與父母同住  □只與父親同住  □只與母親同住   

  □未與父母同住，但和祖父母同住  □與其他親人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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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家庭閱讀環境量表】 

【答題參考】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我喜歡運動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一、家人閱讀習慣 

1 家人在家時會看報紙或雜誌。      

2 家人在家時會閱讀書籍。      

3 家人會帶我到圖書館看書或借書。      

4 家人會花錢購買書籍。      

5 我寫功課或閱讀時，家人也在閱讀書報雜誌。      

二、家庭閱讀資源 

6 家裡有許多書籍（100 本以上）。      

7 
家裡有不同類型如：語文、科學、藝術…的

書籍適合我閱讀。 

   
 

 

8 家裡的布置適合閱讀，使我喜歡閱讀。      

9 家人每個月會為我購買課外讀物。      

三、親子閱讀互動 

10 家人會鼓勵我多閱讀書報雜誌。      

11 家人會推薦一些好書給我。      

12 家人常會一起閱讀、彼此分享閱讀心得。      

13 家人會藉由閱讀增進彼此的情感。      

14 家庭的閱讀互動氣氛良好。      

四、閱讀獎勵制度 

15 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讚美。      

16 當我閱讀時，家人會給我獎勵。      

17 
我在閱讀方面有好的表現時，家人會購買書

籍或獎品送給我作為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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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閱讀行為量表】 

1.六年級時，我的課外讀物來源，來自哪裡？（複選題，請勾選） 

□學校圖書室 □班級圖書 □家中圖書 □校外圖書館 □自己購買□學校

閱讀角 □其他，請寫出來源（                       ） 

2.平常上課日時，我一天大約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單選題，請勾

選一個答案） 

□幾乎不閱讀   □30分鐘以內   □30分鐘至一小時  

□一小時至兩小時   □兩小時以上 

3.放假有空的時候，我一天大約花多少時間閱讀課外書籍？（單選題，請

勾選一個答案） 

□幾乎不閱讀   □30分鐘以內   □30分鐘至一小時  

□一小時至兩小時   □兩小時以上 

4.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單選題，請勾選一個答案） 

□下課時間  □學校閱讀課或晨讀時間  □放學回家後 □週末假日 

5.平常上課時，一個月我大概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單選題，請勾選一

個答案） 

□0本   □1-3本    □4-6本  □7-9本    □10本以上 

6.平常週末放假時，我大概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單選題，請勾選一個

答案） 

□0本   □1-3本    □4-6本  □7-9本  □10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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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寒暑假的時候，我大概一個星期會閱讀幾本課外讀物？（單選題，請勾

選一個答案） 

□0本   □1-3本    □4-6本  □7-9本  □10本以上 

8.六年級時，我平均一星期（不含寒暑假）到圖書室借閱書籍的次數是幾

次？（單選題，請勾選一個答案） 

□0次   □每週 1-2次    □每週 3-4次 □每週 5次以上(含 5次)  

9. 六年級時，我最常閱讀課外書籍的地點是在哪裡？（單選題，請勾選一

個答案） 

□班級教室 □學校圖書室 □校內閱讀角 □校外圖書館 □家裡 

10.六年級時，我常常閱讀哪些類型的課外讀物？（複選題，請勾選） 

說明：不包括雜誌、報紙 

□宗教哲學類（例如：宗教、哲學、心理學） 

□自然科學類 （例如：天文、數學、動物、植物） 

□中外史地類（例如：歷史、地理資料） 

□語文類(例如：故事、小說、散文、詩集、人物傳記 ) 

□藝術類（例如：藝術、音樂、戲劇、攝影） 

□其他（例如：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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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閱讀態度量表】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閱讀課外書籍可以使我獲得很多的知識。      

2 
當完全了解課外書籍中的內容時，我會覺

得很高興。 

   
 

 

3 看完課外書籍讓我收穫良多。      

4 有些書雖然較難懂，但我也喜歡閱讀。      

5 
當閱讀課外書籍時遇到問題，我會主動尋

求解答。 

   
 

 

6 閱讀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活動。      

7 
閱讀課外書籍是我最常用來打發時間的

方法。 

   
 

 

8 撰寫閱讀心得不會影響我對閱讀的喜愛。      

9 閱讀課外書籍讓我覺得輕鬆沒有壓力。      

10 
當我收到的禮物是課外書籍時，我會覺得

很開心。 

   
 

 

11 我喜歡閱讀新的書報雜誌。      

12 我會使用零用錢買課外書籍。      

13 我喜歡去逛書局或上圖書館。      

14 我會閱讀老師推薦的課外書籍。      

15 我會常去圖書館借課外書籍來看。      

16 
不用父母師長叮嚀，我會自己閱讀課外書

籍。 

   
 

 

17 在自習課時我會選擇閱讀課外書籍。      

18 我喜歡和同學或家人朋友分享閱讀成果。      

問卷已全部填答完畢，請再仔細檢查是否每題都填答，再次謝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