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採調查法與訪談法，調查問卷為 2008 年 3 月至 4 月間，研究者

實際到英語讀書會現場發放與回收，訪談對象包含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

帶領人與圖書館負責英語讀書會業務之館員，採取面對面與電子郵件方式

進行半結構式訪談，訪談時間為 2008 年 3 月至 2008 年 5 月。本章將問卷

調查與訪談蒐集所得之資料作一彙整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簡介 

一、 力行英語讀書會 

力行英語讀書會於 2003 年 5 月 5 日成立，固定每週聚會一次，毎次

兩小時。目前成員約有 10 人，以女性為多，有幾位是同一所學校的退休

老師，其中不乏英語老師，亦有在職工作者與家庭主婦，更有夫婦同時參

與的情況。 

此團體中並無圖書館英語志工，而是由讀書會成員輪流擔任帶領人。

目前力行英語讀書會以彭蒙惠英語雜誌文章作為討論的主題，但並不偏重

研讀教材的字句，著重成員對該次聚會主題內容的分享與討論。讀書會成

立初期，英語讀書會除了討論英語雜誌內容外，成員還能夠依照個人興趣

安排個人專題報告，但後來受到須完成每月雜誌閱讀進度之影響，遂取消

個人報告。成員認為進度壓力與教材難度之影響，是造成參與活動人數的

變動原因之一。儘管如此，堅持到現在的成員都覺得他們是因為對英語有

著濃厚的興趣才會來參加，他們並不認為教材的難度或進度會阻礙討論的

進行，依然遵循著共同約定的進度持續進行著。成員在每次聚會前都會做

好充分地準備，包括查找該次討論主題的相關資訊、小故事等，討論的時

候也都不吝於分享個人的生活經驗，對於每週一早上的聚會，每個人都很

期待。 

讀書會使用的雜誌由成員自行購買，帶領人若有額外的補充資料，則

由帶領人自行負責影印。因此，成員不需要繳交任何活動費用。讀書會多

採研討方式進行，此讀書會進行方式較為特殊之處為：每週的帶領人會準

備討論提綱，並將討論提綱影印給每一位成員，如此一來，不僅能有效掌

握討論的進度，更因為題目是經過設計的，討論的內容較能緊扣主題。雜

誌提供豐富且多元的資訊，成員不必另外花時間訂定主題為其優點，但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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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討論其他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則可能因為需完成每月的進度而受到限

制。 

雖然力行英語讀書會很少辦理共同的活動，但有些成員仍私下透過電

子郵件連絡。此團體並沒有一個負責人，例如會長，但卻以一種穩定的方

式持續成長，5、6 位固定成員的支持與投入是支撐讀書會走下去的最大力

量。對他們來說，成員的流動性並不是個大問題，也不會刻意留住新成員，

因為成員早已習慣這種情況，但若有新成員的聯絡方式，還是會打電話關

心。 

二、 木柵英文讀書會 

木柵英文讀書會成立於 2002 年 3 月，固定每週聚會一次，毎次兩小時。

主要是由指導老師精選各種英文教材，以加強成員英語聽、說、讀、寫能

力為目標，訂定讀書計畫表，讓成員能夠循序漸進地學習英語，目前成員

約有 8 人，大部分為家庭主婦。指導老師並非圖書館英語志工，而是在大

學授課的英語教師，老師在一個因緣際遇下進入此讀書會，並擔任指導老

師的角色，由於高度的服務熱忱與投入，老師和成員們相處融洽，彼此的

關係就像朋友一般。 

除了固定的教材外，指導老師亦會配合時事補充資料，配合教材單元

也會安排個人報告。雖然希望成員在聽、說、讀、寫方面的英語能力都能

進步，但其實寫作方面採自願練習，老師會協助成員修改文章，目前持續

練習寫作的成員約有 4 人。因為寫作的緣故，此讀書會有作品的產出，這

是此讀書會與其他成人英語讀書會不同之處，亦為其特色。平常老師會將

成員不錯的作品和大家分享，圖書館也會將這些作品張貼於佈告欄，除了

供眾欣賞外，也能鼓勵成員繼續寫作。 

指導老師希望讀書會的進行能更多樣化，有時候會穿插一些活動讓英

語學習更有趣、例如：故事接龍、歌詞填空等。成員曾經利用讀書會的時

間安排戶外活動，決定地點後，每位成員要負責介紹一個主題，例如該地

的歷史、特產等，活動當天每位成員就是一位導覽員，以英語向大家介紹

該地的民情風俗，相當有趣。 

木 柵 英 文 讀 書 成 員 為 讀 書 會 架 設 了 一 個 網 站 ， 網 址 為

http://home.pchome.com.tw/myhome/fame2001，較少有英語讀書會有專屬的

網站，因此相當獨特。該網站搜集了讀書會成員歷年來英語寫作的文章與

活動的照片，但不作為成員溝通的管道，亦不提供讀書會最新資訊。雖然

成員都知道讀書會的網站，但真正使用的人數卻很少，網站最大的用途為

存放資料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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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lobal Vision” English Book Club 

東園分館“Global Vision” English Book Club 成立於 2007 年 11 月 4 日，

活動時間為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毎次兩小時。讀書會以全球化、環境變

遷與臺灣議題為主要探討的焦點，透過英語雜誌中短篇文章的閱讀與討

論，了解臺灣在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從較宏觀的角度來談全球性的議題

是此讀書會一個很明確的主題，也是此讀書會的獨特之處。 

此英語讀書會為一小型的討論團體，帶領人為圖書館英語志工，該館

的主任為讀書會成員之一，成為館內人員參與英語讀書會的獨特現象，其

他圖書館目前並無相同的情況。讀書會以主題討論為主要的進行方式，對

於英語用字、文法很少著墨。一開始由圖書館英語志工單擔任帶領人，後

來逐漸轉變為成員輪流帶領的模式，但因為成員較為被動，大部分的時間

仍由英語志工主導。除此之外，閱讀文章的方法、學習英語的方法、批判

性思考的養成等，都是英語志工希望成員能夠在讀書會中習得的東西。 

英語志工會根據成員的需求與英語程度來調整讀書會的安排與進行，

並站在輔助成員的立場協助其表達想法，雖然期望成員能夠輪流擔任帶領

人一職，但並不強迫，而以鼓勵的方式為之，在幾次成員擔任帶領人的活

動中，也都有不錯的表現。 

四、 愛麗絲英語讀書會 

永春分館愛麗絲英語讀書會成立於 2000 年 11 月 13 日，成立宗旨為提

升臺北市民英文閱讀的興趣，以及增加英語討論的機會。固定每週會聚會

一次，毎次兩小時。此讀書會無圖書館英語志工參與，純由社區民眾組成，

帶領人由成員輪流擔任，目前成員約 15 位。成員自選文章作為討論的焦

點，文章內容可能來自英語雜誌、文學作品或報紙，完全由帶領人決定。

除了討論文章外，還會安排 Potluck Party，類似半自助式的派對，參加者

每人帶一道菜與大家分享，成員能夠學習用餐的禮儀與相關用法，將生活

與英語作了充分地連結，亦為聯絡成員感情之方法。此外，也會固定會安

排戶外郊遊，成員可以呼朋引伴參加，因此，出席情形往往非常踴躍，還

有一些人會帶點心與大家分享，可以看出成員感情非常好，對團體活動也

相當支持與投入。 

成員常使用電子郵件互相連絡、分享資訊，若讀書會討論文章有電子

檔，則該週的帶領人會先寄給大家，成員可以事先列印與閱讀，聚會時也

會準備影印的資料讓沒有資料的人取用，由於部分成員可以自行列印，影

印費用也相對地較為節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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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讀書會有一個會長，會長由成員推薦，每年更替，必須負責協調每

週帶領人與活動的排定。除了會長外，還有一人負責管理會費。 

五、 家庭主婦英語讀書會 

南港分館家庭主婦英語讀書會於 2008 年 2 月 18 日成立，為期四週，

一週聚會五天，毎次兩小時。家庭主婦為主要成員，主要閱讀材料為短篇

英語文章。讀書會帶領人為圖書館英語志工，聚會出席成員約 10 位。 

帶領人透過不同的方式製造英語聽、說的機會，讓成員有更多的機會

使用英文。讀書會的教材為英語雜誌，是帶領人根據成員的程度所選擇

的。帶領人常鼓勵成員提問與發言，他認為只要成員肯開口練習就非常值

得讚許，藉此增強成員的自信心。帶領人每次活動後都會交代回家作業，

讓成員能在家預習下次的課程。帶領人在第一堂課會向成員施予閱讀測

驗，此測驗的目的在了解其英語程度，以便能夠依據成員不同的能力給予

個別指導。 

家庭主婦英語讀書會活動時常呈現歡樂的情況，看得出來成員很開心

地在學習，且與帶領人的互動良好。帶領人相當有心，在此讀書會結束後，

為了鼓勵全勤出席的成員，乃額外給予這些成員 6 小時的學習時間，成員

可以找其他成員搭配學習，或者和老師搭配，最後共有 5 位成員獲得額外

學習的機會。甚至在讀書會結束後，幾位成員還自行組成一個討論團體自

行研讀，可見家庭主婦英語讀書會讓成員重新燃起學習英文的動力，她們

也相當喜愛團體學習的方式。 

六、 上班族英語讀書會 

南港分館所辦理之另一個成人英語讀書會—上班族英語讀書會，於

2008 年 3 月 4 日開始，為期四週，一週聚會五天，毎次兩小時，上班族為

主要讀書會主要的成員。性質與家庭主婦英語讀書會同，活動內容也與之

相似，帶領人與家庭主婦英語讀書會帶領人為同一人。 

帶領人同樣在第一次的聚會中請成員協助填寫閱讀測驗，以了解成員

的程度，試卷難度較家庭主婦班高。帶領人選擇適當之英語雜誌文章，帶

領成員閱讀與討論文章內容，也有回家作業的練習，例如聽力練習、閱讀

材料分析等。 

七、 英語 SONG 教室－歌唱學英文讀書會 

東湖分館「英語 SONG 教室－歌唱學英文讀書會」成立於 2007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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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以經典的英語歌曲為教材，歌詞中的單字、文法及歌曲中所蘊含

的深意均為研討之重點。讀書會每週固定聚會一次，毎次兩小時。成員人

數眾多，目前已有 52 位成員，每次出席人數約 35 人。由於團體人數較多，

因此設有會長、副會長、活動組長、財務會計，以及各組的組長與副組長

等職務，每個人各司其職，由會長統籌讀書會的事務。另有安排值日生，

協助活動當日的場地整理、器材準備，是個非常有組織的團體。此外，成

員透過劃位的方式固定座位，除了有助於分組討論，此方式亦能夠快速知

道未出席者而進行聯絡。 

讀書會會將欲研討的歌曲錄製成 CD，方便成員回家練習。成員對於

每次活動所拿到的資料都很用心地整理，例如某位成員將全部的歌詞與補

充資料編輯成一本資料夾，並製作了漂亮的封面。 

成員感情融洽，幾乎每次的聚會結束後，都會相約歡唱卡拉 OK，可

見成員非常喜愛唱歌，此種以興趣為出發點來研討英語的方式，讓成員均

樂於學習與投入。若帶領者無法解釋樂理，了解的成員就會主動協助，成

員若發現問題，也會隨時提出來討論，成員彼此互助、切磋，氣氛融洽。 

讀書會每一期都有兩次的成果展，會長都會事先詢問成員想要如何辦

理，成果展會邀請圖書館主管與其他貴賓參與，成果展不僅能夠展現成員

一段時間的學習成果，也是宣傳此活動的最佳時機。成果展除了在館內舉

辦，也曾經到 KTV 舉行。圖書館提供場地、單槍與影音設備，資料影印

費用則由成員支出，交給財務會計負責處理。 

「英語 SONG 教室－歌唱學英文讀書會」在 Yahoo!奇摩成立一個家族

「東湖英語 SONG 讀書會」(http://tw.club.yahoo.com/clubs/englishsong)，定

期將讀書會的訊息、講義，與其他資訊上傳，成員常在此討論與交流，包

括活動的心得、建議，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園地。 

此種形式的讀書會較為特殊，館員也一直提醒該讀書會避免成為單純

的英語歌曲教唱，因此，成員會對歌曲的背景、作詞作曲者、歌詞文意、

詞句賞析等部分稍加介紹，也會盡量找與歌曲相關的補充資料，以增加歌

曲的研討內容。 

八、 一口氣英語讀書會 

內湖分館一口氣英語讀書會成立於 2008 年 3 月 13 日，由成員輪流擔

任帶領人，以書籍《一口氣英語》為閱讀材料，活動的進行配合錄音帶的

節奏，不斷地練習特定的英語字句，圍坐在長型桌的成員必須專注聆聽其

他人的發言，否則有可能因為聽不清楚而不知道進行到哪裡了。除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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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外，有時候會補充旅遊英語，也曾經增加日文練習。此讀書會某周

聚會一次，第一次聚會的參與人數多達 20 位，後來固定的成員約 10 位。 

讀書會帶領人由部分成員輪流擔任，每位成員用各自的方法帶領讀書

會的進行，有人會用一些活動讓活動更有變化，例如看諺語猜詞意、歌曲

欣賞等，可以加入任何他想分享的東西。成員對活動或使用的材料有任何

意見的話，都會提出來討論，例如有成員反應《一口氣英語》似乎過於簡

單。 

讀書會的活動時間為晚上，若需辦理共同的戶外活動須找週末的時

間，但部分成員為家庭主婦，時間較難配合，在大部分人意願不高的情況

下，較少有共同活動的機會，大家只能每週固定在圖書館聚會。儘管如此，

幾位成員還是會私下聯絡，一起參加社團活動。 

圖書館提供電視、單槍、錄音機等設備，資料影印費用也由圖書館承

擔，帶領人如需任何協助（如：設備的操作），圖書館都會全力支援。 

九、 JUST IN TIME 英文讀書會 

三興分館 JUST IN TIME 英文讀書會第一期於 2007 年 5 月 1 日開始，

活動的目標是為鼓勵社區民眾更加瞭解國際社會之經濟、教育、藝術、文

化、體育等最新時事動向，並藉由英語新聞的閱讀開拓國際視野，以提升

國民競爭力，發揮圖書館教育功能。讀書會每週聚會一次，毎次約兩小時，

平均參與人數約 12 人。 

讀書會以英文報紙單篇文章為讀書會討論的焦點，由二位圖書館英語

志工擔任帶領人，負責解說文章涵義與詞彙，並帶領讀書會的討論。成員

可適時提出任何意見、疑問與心得，但是目前的成員較為被動，需要帶領

人更多的鼓勵與激勵。帶領人尚須注意時間的掌控，有時候會花較多的時

間在文章的解說上，例如單字與用法。有時候因為選擇的文章比較艱澀，

成員須先預習才能了解文章大意，也才能參與討論，若成員無法事先預

習，則帶領人必須詳細地講解內容，如此一來可能花了較多的時間於解說

上，相對地，成員發言的機會減低了。儘管如此，亦發現成員表明不會事

先查單字的情況，此種情形正考驗著帶領人如何衡量活動的進行。 

讀書會擁有二位英語志工為成人英語讀書會中較特殊之景象，帶領人

因此而能夠相互支援。二位帶領人曾經均有事而無法出席，該次聚會則由

成員負責帶領，這也是讓成員練習如何帶領一個團體討論的機會。除了在

圖書館外，偶爾會配合其他藝文活動而改變活動地點，例如聚會後一起聆

聽演講。目前讀書會資料的影印由圖書館負責，成員不需繳交任何費用。 



 

 44

十、 天母英文讀書會（A、B 組） 

天母分館辦理之成人英語讀書會共有二個，皆於 1990 年 9 月成立，已

成立將近 20 年，這兩個讀書會均固定每週聚會一次，毎次兩小時。讀書

會 A 組（早上班）以時事討論及書籍討論為主，兩者採隔週交換方式進行，

讀書會 B 組（下午班）則以英文版讀者文摘為主要閱讀材料，有時候會加

入其他的文章。兩者均藉由成員輪流導讀的方式，加強其英文報章雜誌閱

讀及理解技巧，並透過彼此的經驗分享與交流，達成終身學習的使命。 

成員對於知識的學習與心理的交流，有時更勝於追求英語能力的提

升。由於讀書會 A、B 組活動時間為同一天，因此，許多成員同時參與 A、

B 兩個讀書會。早上聚會結束後，成員常一起相約吃午餐，下午繼續參與

讀書會的討論，可見成員感情相當不錯。所謂「活到老，學到老」，讀書

會中更有高齡 90 多歲的成員，80 歲的成員亦有之。除了年長的成員外，

也有一位 20 多歲的年輕成員，同時亦有一位來自印尼的朋友，這是非常

少見且難得的，此外，成員中也不乏英語補習班老師。由此可見，在這個

團體中，不管是男女老少、本籍或外籍朋友，大家都喜愛閱讀、熱於分享，

也不吝於對新成員表現他們的友善。 

除了圖書館內的活動外，讀書會每期固定舉辦戶外郊遊與演講，例如

曾經安排爬山健行。今年（2008 年）的演講則邀請成員的外籍朋友分享在

教會工作的經驗，若有安排演講，A、B 班的成員大部分都會參加，戶外

活動也是兩班一起辦理，其實對成員來說，沒有 A、B 班的區別，不同的

只是討論的素材而已。 

成員都很用心準備每次的帶領，有人會上網找相關的影片或投影片，

也有人會事先想討論提綱，成員不僅交換意見與經驗，也交換資訊與知

識。然而，並非每位成員都樂於發言，有些人以聆聽為主，因此容易變成

固定幾個人發言的情況，儘管如此，帶領人也不會強迫大家發言，但他還

是會觀察成員的情形，活動最後可能會請較少發言的成員說一些意見或看

法。不過，有時後討論過於鬆散，會出現成員想到什麼就說什麼的情況。

早上的英語讀書會雖然為九點半開始，但成員似乎無法準時來到，時常耽

誤讀書會的活動，會長或帶領人需提醒成員多加注意。下午的讀書會參與

人數較多，成員也都能準時到達。 

十一、 昇來英文讀書會 

昇來英文讀書會(Sunrise Toastmaster Club) 成立於 1998 年 5 月，為中

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在臺灣的分會之一，該會已有 10 年的歷史，其與臺

北市立圖書館的合作始於 2003 年 5 月 6 日。昇來英文讀書會固定每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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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次，每次兩小時。 

讀書會除了有會長外，其他幹部還有教育副會長、會員會長、公關副

會長、秘書長、總務長、財務長等。還有一些角色是每次聚會時必須存在

的，例如：總主持人、計時員、贅語記錄員、計票員、單元主持人、笑話

主持人、指定演講者、總講評、個別講評者、語言講評者等。從這麼多角

色的安排可以發現，此團體組織健全，亦有良善的制度。 

此讀書會創造了一種不同於一般讀書會的型態，除了分享個人看法，

成員還能學習到演講與領導的技巧。在互相支持的環境下學習，讓成員從

彼此身上獲益良多，成員也常常給予正面的回應，氣氛十分歡樂。讀書會

活動內容主要分為幽默演講、即席問答、指定演講、講評，其中講評是指

由成員擔任評審，講評演講者的表現。透過這四個活動，能夠讓成員練習

溝通技巧、即席演說、提供建議等。 

由於圖書館閉館時間為晚上九點，因此昇來英文讀書會有時聚會結束

後還會到附近的速食店討論，雖然未必每位成員都能出席，但總是有 5、6
位成員熱心參與，這也是讓成員拉近彼此距離的方式。 

昇來英文讀書會的會員每半年需交會費約 1,000 元，訪客(Guest)不需

繳交。大部份的會費交至美國總會，讀書會會留一部份作為影印與買獎品

費用。 

毎個國際演講協會的分會都有專屬的網站，也在雅虎成立家族，昇來

英文讀書會的網站為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sunrise/index.htm，雅虎家族網址為

http://groups.yahoo.com/group/SunriseToastmasters。除了網站與雅虎家族

外，讀書會另外申請了部落格(http://blog.yam.com/sunriseclub)，成員利用

這些網路空間作為每次活動的摘要與檢討，同時也是留言與討論的空間。 

十二、 祥祥英語讀書會 

祥祥英語讀書會(Sunshine Toastmasters Club)亦為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

會的臺灣分會之一，此讀書會成立於 1989 年，與臺北市立圖書館的合作

始於 2004 年 6 月 4 日。此讀書會與昇來英文讀書會為同性質之團體，讀

書會的運作與活動也大致相同。祥祥英文讀書會固定每週聚會一次，每次

兩小時。此英語讀書會成員雖不像昇來英文讀書會成員那麼年輕，但同樣

有活力，對活動相當投入，常給予同伴相當大的支持與鼓勵。 

祥祥英語讀書會制定了規章，如：聚會前做好準備、提供同伴有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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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建議、營造積極友善的環境以利成員的學習與成長等，亦有屬於此讀

書會的會歌(You are my sunshine)，每次活動前全部成員會一起朗讀規章與

演唱會歌，相當能振奮士氣。聚會的尾聲都會留一些時間讓成員討論事

情，例如戶外活動的規劃。讀書會偶爾也會到速食店聚會，可能是討論會

務，也可能純粹聊天，若討論會務的話，幹部都必須出席。 

讀書會每次聚會都會將活動攝影下來，該次聚會缺席者或想要看自己

表現的成員，都可以向會長借閱錄影帶。錄影器材由讀書會自己準備，經

費則由會費支出。目前會費每半年 1,200 元，其中 27 塊美金(約台幣 1,000
元)交給國外總部，200 元作為祥祥英語讀書會的會費。 

讀書會有聯合會議(Joint meeting)的活動，是由兩個讀書會共同進行的

聚會，昇來英文讀書會曾經與祥祥英語讀書會合作，在這次的會議，雙方

各出一半的人來擔任活動進行的主要人物，其餘的人則當聽眾。對讀書會

來說，此種合作相當特別。與昇來英文讀書會相同，祥祥英語讀書會也有

專屬網站，網址為 http://www.toastmasters.org.tw/clubs/sunshine/index.htm。 

表 4-1 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基本資料 
 主辦

館別 
成立 
時間 

活動 
內容 

參加

人數 
帶領

人 
收費

情形 
主要閱

讀材料 
力行英語

讀書會 
力行

分館 
2003 年 主題討

論與分

享 

10 人 成員

輪流 
免費 彭蒙惠

英語雜

誌 
木柵英文

讀書會 
木柵

分館 
2002 年 故事討

論 
8 人 指導

老師 
收取

班費 
短篇故

事 
“Global 
Vision” 
English 
Book Club 

東園

分館 
2007 年 主題討

論與分

享 

6 人 英語

志工 
免費 短篇文

章 

愛麗絲英

語讀書會 
永春

分館 
2005 年 主題討

論與分

享 

15 人 成員

輪流 
收取

班費 
短篇文

章 

家庭主婦

英語讀書

會 

南港

分館 
2008 年 文章討

論與分

享 

10 人 英語

志工 
收取

班費 
短篇文

章 

上班族英

語讀書會 
南港

分館 
2008 年 文章討

論與分

享 

4 人 英語

志工 
收取

班費 
短篇文

章 

英語 東湖 2007 年 英語歌 35 人 成員 收取 英語歌

項 
目 讀 

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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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

館別 
成立 
時間 

活動 
內容 

參加

人數 
帶領

人 
收費

情形 
主要閱

讀材料 
SONG 教

室－歌唱

學英文讀

書會 

分館 曲研討 輪流 班費 曲 

一口氣英

語讀書會 
內湖

分館 
2008 年 生活用

語研討 
10 人 成員

輪流 
免費 書籍《一

口氣英

語》 
JUST IN 
TIME 英

文讀書會 

三興

分館 
2007 年 主題討

論與分

享 

12 人 英語

志工 
免費 報紙 

天母英文

讀書會(A
組) 

天母

分館 
1990 年 主題討

論與分

享 

15 人 成員

輪流 
收取

班費 
時事、書籍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 

天母英文

讀書會(B
組) 

天母

分館 
1990 年 主題討

論與分

享 

12 人 成員

輪流 
收取

班費 
Reader’s 

Digest 

昇來英文

讀書會 
市圖

總館 
1998 年 演講、

講評等 
15 人 成員

輪流 
收取

會費 
依演講

協會手

冊自選

題材 
祥祥英語

讀書會 
市圖

總館 
1989 年 演講、

講評等 
13 人 成員

輪流 
收取

會費 
依演講

協會手

冊自選

題材 
 
 
 
 
 
 
 
 

項 
目 讀 

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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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資料分析與討論 

研究問卷以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為施測對象，將成員

對選項填答之情形與結果整理如下。 

一、成員基本資料 

（一）性別 

就性別而言，在回收的 131 份問卷中，共有男性 35 人（26.72%）、女

性 96 人（73.28%），很明顯地，女性為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的主要族群。

（詳如表 4-2） 

表 4-2 讀書會成員性別分析表 
 

 

 

（二）年齡 

 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的年齡分布，以 50 歲～59 歲者最多，佔了全

部成員的 37.72%；其次為 40 歲～49 歲、30 歲～39 歲、60 歲～69 歲，分

別有 17.97%、16.41%、14.06%，20 歲～29 歲的參與者也佔了全部成員的

10.94%，70%以上的參與者只有 3.91%。由此可見，40 歲～59 歲的參與者

佔了全部參與者的五成以上，為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的主要年齡

層。（詳如表 4-3） 

表 4-3 讀書會成員年齡分析表 
年齡 人數 百分比 

20 歲～29 歲 14 10.94%
30 歲～39 歲 21 16.41%
40 歲～49 歲 23 17.97%
50 歲～59 歲 47 37.72%
60 歲～69 歲 18 14.06%
70 歲以上 5 3.91%

 

性別 人數 百分比 
女 96 73.28%
男 35 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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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度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的學歷以大專院校畢業者居多，佔全部參與者的

64.21%，擁有研究所以上學歷者次之(23.66%)，高中（職）學歷以下的參

與者屬少數。可以發現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的教育程度頗高，大多為大

專院校以上。（詳如表 4-4） 

表 4-4 讀書會成員教育程度分析表 
教育程度 人數 百分比 

國（初）中以下 4 3.05% 
高中（職） 12 9.16% 
大專院校 84 64.21% 
研究所以上 31 23.66% 

（四）職業 

 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的職業以家庭主婦居多，佔全部參與者的

33.08%，退休人士次之，約有 27.69%，可見家庭主婦為成人英語讀書會的

參與主力。其他職業還包括自由業。（詳如表 4-5） 

表 4-5 讀書會成員職業分析表 
職業 人數 百分比 

家庭主婦 43 33.08% 
退休人士 36 27.69% 
工商服務 28 21.54% 
軍公教 7 5.38% 
學生 6 4.62% 
農林漁牧 1 0.77% 
其他 9 6.92% 

（五）參與英語讀書會的年資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參與英語讀書會的年資未滿半年者約 30.23%，其

次為一年（18.60%）、半年（14.73%）、三年（13.18%），參與年資二年與

四年以上者各佔了全部成員的 11.63%。由此可見，大部分成員參與成人英

語讀書會的時間並不長，通常是未滿半年。（詳如表 4-6） 

表 4-6 讀書會成員參與英語讀書會年資分析表 
年資 人數 百分比 

未滿半年 39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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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 人數 百分比 
半年 19 14.73% 
一年 24 18.60% 
二年 15 11.63% 
三年 17 13.18% 
四年以上 15 11.63% 

（六）曾經參與英語讀書會數量 

 包含目前參與的英語讀書會，大部分的成員(75.20%)曾經參與一個英

語讀書會，19.20%的成員曾經參與二個英語讀書會，參加三個以上英語讀

書會的成員人數比例較低。（詳如表 4-7） 

表 4-7 讀書會成員曾參與英語讀書會數目分析表 
數目 人數 百分比 

一個 94 75.20% 
二個 24 19.20% 
三個 5 4.00% 
四個以上 2 1.60% 

二、讀書會參與情況 

（一）參與英語讀書會之動機 

 讀書會成員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的動機，以增加英語表達能力為最

高，其次為增廣見聞、拓展閱讀範圍、喜愛閱讀，拓展人際關係、追求自

我實現、培養讀書習慣、追求心靈提升、提升專業、對讀書會好奇等亦為

成員參與讀書會的動機。其他參與動機尚包括：希望加強英語閱讀能力、

每週有一固定主題可供討論、喜歡唱歌、希望增加溝通技巧與領導技巧、

期望克服公開演說的恐懼。（詳如表 4-8） 

表 4-8 讀書會成員參與動機分析表（複選） 
動機 人數 百分比 

增加英語表達能力 84 64.12% 
增廣見聞 49 37.40% 

拓展閱讀範圍 47 35.88% 

喜愛閱讀 47 35.88% 
拓展人際關係 38 29.01% 
自我實現 35 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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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人數 百分比 
培養讀書習慣 34 25.95% 
追求心靈提升 31 23.66% 
提升專業 22 16.79% 
對讀書會的好奇 20 15.27% 

其他 5 3.82% 

（二）得知讀書會訊息之管道 

 在獲知成人英語讀書會訊息的管道中，經由親友告知而參與者最多，

其次是透過圖書館文宣、海報，再其次為網站或電子報。除了以上的管道

外，英語讀書會成員中有一位為圖書館館員，其是因為業務上的接觸而得

知消息並參與。可見親友告知與圖書館文宣、海報為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

者主要的訊息來源。（詳如表 4-9） 

表 4-9 讀書會成員得知活動訊息之管道分析表（複選） 
管道 人數 百分比 

親友告知 56 42.75% 
圖書館文宣、海報 54 41.22% 
網站或電子報 30 22.90% 
其他 4 3.05% 

（三）參與讀書會之出席率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的出席率，以出席率超過 90%以上者最多，佔了

全部參與者的 68.22%，出席率介於 70%～90%者次之（20.93%）。由此可

見，近九成的讀書會成員出席率達 70%以上。（詳如表 4-10） 

表 4-10 讀書會成員活動出席率分析表 
出席率 人數 百分比 

90%以上(幾乎每次都出席) 88 68.22% 
70～90%(很少缺席) 27 20.93% 
50%～70%（偶爾缺席） 12 9.30% 
50%以下（時常缺席） 2 1.55% 

（四）影響出席讀書會之因素 

 根據成員讀書會出席率之分析，絕大多數的成員每次都會出席活動。

然而，成員有可能被某些因素影響而無法出席。在影響讀書會成員出席活

動的因素中，以活動時間不配合而無法參與者居多，其次為其他因素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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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例如團體氣氛不佳，或者因為有事、生病、睡過頭、旅遊、小孩沒人

照顧、出國、家人、突發事件等私人因素而無法參與。此外，部分成員也

會受到準備不足、對該次主題沒興趣、帶領人的帶領方式、自己能力不足

等因素之影響而缺席活動。（詳如表 4-11） 

表 4-11 影響讀書會成員出席因素分析表（複選） 
因素 人數 百分比 

時間不配合 81 61.83% 
準備不足 16 12.21% 

對該次主題沒興趣 15 11.45% 
帶領人的帶領方式 13 9.92% 
能力不足 6 4.58% 
其他 25 19.08% 

（五）與其他成員在非讀書會活動時間討論情形 

 除了讀書會的聚會討論外，約 62.30%的成員偶爾會與其他成員於會外

時間討論，28.69%的成員不曾這麼做，可見約七成的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

在讀書會的聚會時間外，會透過其他方式與其他成員聯絡或討論。（詳如

表 4-12） 

表 4-12 讀書會成員於活動時間外聯絡之分析表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經常 11 9.02% 
偶爾 76 62.30% 
不曾 35 28.69% 

（六）參與讀書會規劃共同活動之情形 

 若讀書會有規劃其他的共同活動，如戶外郊遊，幾乎每次活動都會出

席的成員佔了全部參與者的 40.54%，很少缺席約 16.22%。出席率達到 50%
者佔 86.49%，顯示成員對共同活動的參與情況非常踴躍。（詳如表 4-13） 

表 4-13 讀書會成員出席共同活動之分析表 
出席率 人數 百分比 

90%以上(幾乎每次都出席) 30 40.54% 
70%～90%(很少缺席) 12 16.22% 
50%～70% (偶爾缺席) 22 29.73% 
50%以下(時常缺席） 10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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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館服務使用經驗 

（一）未參與英語讀書會前，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之情形 

 在 131 位填答者中，參與英語讀書會前，不曾使用臺北市立圖書館所

提供之英語資源或服務者有 61 位(46.56%)，曾有使用經驗者有 70 位

(53.44%)。在曾經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的讀書會成員中，以使用英

語報章雜誌及英語圖書的人數較多。（詳如表 4-14） 

表 4-14 成員未參與讀書會前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分析表（複選） 
資源／服務使用情形 人數 百分比 

英語報章雜誌 34
英語圖書 31
英語參考工具書 19
英語視聽資料 14

曾經使用 

英語電子資源 7  53.44%
不曾使用 61 46.56%
填答人數 131 100%

（二）參與英語讀書會後，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之情形 

 在 131 位填答者中，參與英語讀書會後，使用臺北市立圖書館英語資

源或服務的次數增加者有 86 位(65.65%)，沒有增加者有 45 位(34.35%)，

顯示超過半數的成員在參與英語讀書會後，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或服務的

情形增加的現象。在使用的資源上，以英語報章雜誌與圖書為多。（詳如

表 4-15） 

表 4-15 成員參與讀書會後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分析表（複選） 
資源／服務使用情形 人數 百分比 

英語報章雜誌 33
英語圖書 33
英語參考工具書 27
英語視聽資料 18

增加使用情形 
 

英語電子資源 15 65.65%
沒有增加 45 34.35%
填答人數 131 100%

（三）參與英語讀書會後，平均每個月之借閱情形 

 部分成員因為參與英語讀書會而增加借閱館藏之行為，在借閱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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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平均每個月增加 1～3 冊的成員最多(79.55%)，也有 15.91%的成員

借閱館藏冊數平均增加 10 册以上。（詳如表 4-16） 

表 4-16 讀書會成員借閱館藏量分析表 

借閱館藏情形 人數 百分比 
每個月平均增加 1～3 冊 35 79.55% 
每個月平均增加 4～6 冊 2 4.55% 
每個月平均增加 7～9 冊 0 0.00% 
每個月平均增加 10 冊以上 7 15.91% 

（四）臺北市立圖書館可加強之英語資源與服務 

 讀書會成員認為圖書館可加強視聽資料的提供，英語書籍也需要增

加，尤其是新書，另有成員認為英語書籍的種類與數量仍不足選擇。英語

報章雜誌、光碟資料庫、網路資源與電子書等，都希望能夠更加充實。其

他意見尚有：推廣專題選粹服務、增設演講輔助設備、增加英語讀書會的

數量、開放借閱參考工具書、提供下載 mp3 英語資源、增加英語講座等。

（詳如表 4-17）值得注意的是，填答「其他」意見的受試者中，有 2 位成

員表示對圖書館的資源與服務沒有概念，可能成員對圖書館提供哪些英語

資源與服務並不熟悉，此點特別值得圖書館重視。 

表 4-17 讀書會成員對圖書館可加強之英語資源與服務分析表（複選）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視聽資料 46 35.11%
書籍 30 22.90%
報章雜誌 21 16.03%
光碟資料庫 17 12.98%
網路資源 15 11.45%
電子書 14 10.69%
參考工具書 12 9.16%
線上資料庫 10 7.63%
電子期刊 7 5.34%
縮影資料 6 4.58%
電子書摘 5 3.82%
其他 6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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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讀書會之成效 

（一）讀書會滿意程度 

在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的滿意度中，以「讀書會的團體氣氛」滿意度

最高，「帶領人的領導」次之，再其次為「閱讀材料的內容品質」。基本上，

各應答項目的平均數差距不大，可見從整體上來說，成員對讀書會各方面

都是滿意的。（詳如表 4-18） 

表 4-18 成員對讀書會滿意度分析表 

滿意度 平均數 標準差 
讀書會的團體氣氛 4.41 1.25 
帶領人的領導 4.40 1.16 
閱讀材料的內容品質 4.27 1.21 
讀書會時間的安排 4.25 1.24 
讀書會安排的活動 4.24 1.44 
讀書會的討論方式 4.23 1.34 
場地的安排 4.23 1.17 
閱讀材料的選擇方式 4.16 1.22 

（二）參與英語讀書會之效益 

 成員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所獲之效益，包含：增進知識、增進人際關

係、提升英語能力、養成閱讀習慣、提升學習效率、學習閱讀技巧、提高

邏輯思考能力、更容易包容他人、紓解工作壓力、提升問題解決能力等。

其他效益尚包含：增加生活經驗、與他人分享經驗與知識、練習文章組織

能力、學習溝通與領導技巧、提升演說能力。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除了可

讓成員獲取新知外，對於原本英語程度就不錯的成員來說，持續性地接觸

英文有助於減緩其英語退步速度。（詳如表 4-19） 

表 4-19 讀書會成員參與讀書會效益分析表（複選） 
  效益 人數 百分比 
增進知識 75 57.25%
增進人際關係 67 51.15%
提升英語能力 64 48.85%
養成閱讀習慣 45 34.35%
提升學習效率 37 28.24%
學習閱讀技巧 35 26.72%
提高邏輯思考能力 31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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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益 人數 百分比 
更容易包容他人 25 19.08%
紓解工作壓力 21 16.03%
提升問題解決能力 20 15.27%
其他 10 7.63%

（三）英語能力之提升 

 在 131 位填答者中，有 126 位填答者(96.18%)成員肯定參與英語讀書

會對個人英語能力之提升有所助益，以英語會話與聽力進步者最多，少數

成員認為參與英語讀書會對其寫作能力有所助益。認為對自身英語能力之

提升沒有幫助的 3 位成員中，有 1 位來自印尼，本身英語已相當不錯。（詳

如表 4-20） 

表 4-20 讀書會成員英語能力提升分析表（複選） 
對英語能力之提升 人數 百分比 

提升英語會話能力 85
提升英語聽力 83
提升英語閱讀能力 63
提升英語寫作能力 28

 
96.18%

沒有幫助 3 2.29%
其他 2 1.53%
填答人數 131 100%

五、個人意見 

（一）如何提升英語讀書會之成效 

 在提升英語讀書會的成效上，讀書會成員認為加強英語讀書會的宣

傳、增加英語讀書會聯誼、主動提供選擇閱讀書單、開設帶領人培訓課程、

主動提供相關的資訊、提供網路溝通平台、協助讀書會發行刊物，都是可

行之作法。其他建議尚有：提供良好的使用空間、增加英語讀書會的數量、

活動時間與舉辦次數。（詳如表 4-21） 

表 4-21 讀書會成員對提升讀書會成效意見分析表（複選）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加強讀書會的宣傳 43 32.82% 
增加英語讀書會聯誼 42 32.06% 
主動提供選擇閱讀書單 32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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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人數 百分比 
開設領導人培訓課程 32 24.43% 
主動提供相關的資訊 30 22.90% 

提供網路溝通平台 22 16.79% 
協助讀書會發行刊物 13 9.92% 
其他 4 3.05% 

（二）讀書會的進行時間 

 在讀書會的進行時間長短方面，近七成的成員（69.89%）認為二個小

時的活動時間較為適當，亦有少數成員(10.75%)認為一個半小時就已經足

夠。（詳如表 4-22)顯見讀書會的進行時間為二個小時最被成員所接受。 

表 4-22 讀書會成員對讀書會進行時間意見分析表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一個小時 4 4.30% 
一個半小時 10 10.75% 
二個小時 65 69.89% 
二個半小時 8 8.60% 
三個小時 6 6.45% 

（三）讀書會進行頻率 

 讀書會舉辦的頻率上，九成以上的成員認為「每週一次」較佳，遠大

於贊成「隔週一次」與「每月一次」的人數比例。亦有成員建議每週舉辦

兩次或採短期密集性地舉辦方式，以強化英語學習效果。（詳如表 4-23） 

表 4-23 讀書會成員對讀書會進行頻率意見分析表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每週一次 85 90.43% 
隔週一次 6 6.38% 
每月一次 2 2.13% 
其他 1 1.06%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在問卷中尚表示了其他的看法與意見，整理重點

如下： 

1. 希望能有外國師資加入，偶爾邀請外籍人士至讀書會演講。師資的

來源上，圖書館可適度介入參與遴選或協助尋找。 
2. 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可辦理討論全球性議題的英語讀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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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人英語讀書會尚需普及，圖書館應針對不同形式的讀書會而提供

不同的宣傳及協助。 
4. 成人英語讀書會使用的題材與進行方式可更多樣化，例如：繪本、

小說、看影片。 
5. 將授課內容錄製 CD 或 mp3，並提供借閱或下載。 
6. 成人英語讀書會必須例行性、常態性舉辦，以便學習的延續。 
7. 應減弱探討英語文法，增加成員間的對話。 
8. 多鼓勵參與者，以強化其自信。 
9. 舉辦跳蚤市場等活動，將活動所得當作班費。 
10. 唱歌部分，進行方式可多加變化，如：手語歌教學。 

第三節 訪談資料分析與討論 

本研究訪談的對象主要分為三部份，分別為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

讀書會成員、讀書會帶領人，以及負責圖書館英語讀書會業務之館員，希

望從其實務經驗中獲取成人英語讀書會運作之情況，以及對圖書館協助成

人英語讀書會之看法與建議。 

一、讀書會成員 

（一） 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的期待與收穫 

成員參加英語讀書會時可能對讀書會有所期待，而期待被滿足的程度

將影響成員是否繼續參與讀書會。歸納成員參與英語讀書會的期待主要

有：希望提升英語聽說讀寫能力、磨練表達能力、自我充實、認識朋友。 

成人英語讀書會營造一個英語環境，讓平日較少有機會使用英語的成員

在活動時間用英語進行交流。在讀書會中毎個人有均等的機會發言，成員

若能主動積極的掌握表達機會，才能進行有效地溝通與學習。部份成員因

為工作上的需求，因而想加強口語訓練與公開演說的能力，英語讀書會提

供的機會正好滿足其需求。 

參加英語讀書會除了對其英語能力之提升有所幫助，在其他方面亦有所

得，茲將受訪成員認為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對自身的助益整理歸納如下： 

1. 提升英語能力 

透過讀書會定期的聚會，成員有更多的機會處在英語環境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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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來，成員的英語能力或多或少有所提升。 

成員 F：「自參加讀書會以來，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能夠認識了很多的

單字，也知道學習英語的方式。」 

2. 增加自信與勇氣 

讀書會提供成員一個平等發言的機會，也是一個建立自信心的舞

台，在這個舞台上沒有任何壓力。許多成員剛開始都只是安靜的聽眾，

經過一段時間後，逐漸能夠參與討論。 

成員 R：「以前要我上台講話還是會有點不好意思或抗拒，可是參加讀書

會一年多以來，現在的我很願意上台發言，也很敢講，甚至在

讀書會之外的場合發言也不會緊張。」 

3. 結交新朋友 

讀書會也是一個社交圈，在這裡可以遇見各式各樣的人，透過彼此

的交流，不少成員都在讀書會中認識興趣相投的夥伴，或者交到知心的

好友。  

成員 J：「可以跟其中的成員互相交換經驗，不論是在閱讀上或是人生上，

也可以認識各種不同的人。」 

4. 吸收新資訊 

閱讀材料提供了豐富的主題與內容，資料的豐富、多元與新穎，讓

成員覺得獲得莫大的收穫。 

成員 C：「由於雜誌提供多樣化的主題與內容，例如：旅遊、科學、    

網路、藝術等，我覺得這三年獲得的資訊遠勝於過去二十多年

的總和。」 

5. 擴展思考面向，增進國際視野 

藉由成員間的交流與溝通，能夠聽見不同的看法與意見，並擴大自

己思考的面向，在關心周遭的事情之餘，也能夠透過多樣化的閱讀題材

與多元的主題，了解全球性的議題，擴展國際性的視野。 

   成員 B：「能夠了解其他人的想法，藉由閱讀的題材也能讓我看到全       

球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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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F：「對其他國家的生活、風俗、文化，也有更多地了解。」 

對某些人來說，參加讀書會並不是為了某個目的，或者懷抱某些期待，

能夠享受活動的過程才是令他們感到最開心的。 

由以上結果可知，成人英語讀書會所發揮的功能不只是提供英語學習的

機會而已，還能讓成員透過不同觀點的交流與分享，擴展思考的面向，並

從閱讀材料中獲得許多資訊，進而建立成員的自信，同時還能在讀書會結

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二） 成員參與活動前的準備 

有些英語讀書會通常會事先排定一段時間的活動，並告知成員，例如：

天母英文讀書會、歌唱學英文讀書會、木柵英文讀書會等每一期活動開始

時會公布該期讀書會的行事曆；力行英語讀書會以一個月為單位排定每次

活動的帶領人與該次討論主題；亦有讀書會在活動的前一次聚會給予成員

閱讀資料，如 JUST IN TIME 英文讀書會。在此情況下，讀書會成員在每

次的活動前都能夠事先預習。活動準備時間依閱讀材料的難易程度、個人

英語能力，以及是否擔任該次活動的帶領人而定，一般來說，成員平均需

要 1~2 小時來準備。有人只需要 15 分鐘，有人則需要好幾天，亦有人因

為不需要或工作繁忙而無法事前準備。 

   成員 E：「如果不是輪到自己帶領討論的話，頂多準備 30 分鐘；自己帶領，       
則需花 1~2 個晚上的時間來準備。」 

成員 J：「我平均花一到兩個小時來準備下次的內容。」 

基本上，出席英語讀書會的成員都是有備而來，讀書會屬於自動學習的

型態，成員並不被要求事前的準備，但若能事先預習，能較快融入討論的

話題。 

（三） 成員對閱讀材料的看法 

閱讀材料的選擇是一門學問，要讓成員喜歡又能夠在閱讀後有所獲

得，是一件不容易的事。對於帶領人或其他成員所選擇的閱讀材料與主

題，大部分的受訪成員均給予肯定的回應，也都樂於接受。  

成員 I：「其他成員選擇的材料或主題都很棒！」 

成員 L：「閱讀材料頗有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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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 M：「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 Nina 講小王子的故事，因為她非常了解故  
事的情節，所以儘管我對這個故事不熟悉，但經過她的講解，我知

道了這個故事，也非常喜歡。」 

每個人在選擇閱讀材料時有不同的喜好，若有機會擔任帶領人，選擇

材料或主題時還需考量到主題的適切性、是否易於討論以及成員的需求。

每個人所選擇的文章對其他人來說，有可能並非他人有興趣的，但大家都

是抱著學習的心態而來讀書會，不會排斥自己陌生的題材，反而很高興獲

得新知。正因為如此，成員有機會接收多樣化的資訊，也能夠增加知識的

廣度，多了解自己平常較少接觸的東西。成員尊重帶領人的選擇與專業，

這種互相尊重的態度，是值得嘉許的。 

   成員 M：「有次某個成員介紹輪船的馬達，對我們來說有點過於專業，文章

看不太懂，但我們可以藉由他的專業獲得新的知識，這樣子也不錯。」 

在選擇閱讀材料上，每個人有不同的看法，歸納受訪成員本身在選擇

閱讀材料時所考慮的要點如下： 

(1) 生活化、實用性、趣味性、教育性 
(2) 別人推薦 
(3) 本身的專長與能力 
(4) 自己感興趣的 
(5) 易於討論的 

    成員 H：「希望所學能夠應用於實際生活中，因此，我會偏向選擇生活化的

教材。」 

    成員 I：「時事是我較常選擇的主題，我會選擇覺得有趣的或富有教育性的文

章。」 

    成員 J：「以他人推薦的文章為優先考量，並儘量選擇不同類型的閱讀材料，

如：小說、短篇故事，以及勵志類或知識性書籍。」 

    成員 K：「會考慮教材的實用性。」 

    成員 M：「自己有興趣的文章或主題。」 

    成員 P：「我在選擇閱讀材料的時候，考慮的是本身的專長與能力。」 

成員 S：「我會選擇比較容易回答且和生活有關係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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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所選擇的主題與題材會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因人而易，基本

上，任何題材都可作為討論的主題，端視成員如何運用與發揮。閱讀材料

只是一個媒介，成員才是讀書會的主體，然而，正因為每個人在選擇閱讀

材料上有不同的切入點，才使得讀書會的討論更為豐富與多元。 

（四） 讀書會活動的類型 

英語讀書會除了定期在圖書館內聚會外，偶爾會安排戶外活動，一般

來說，成人英語讀書會所舉辦之活動除了室內討論與分享外，尚有郊遊踏

青、戶外教學、演講、電影欣賞、讀書會內的同樂活動，其中，戶外教學

由成員負責英文導覽，介紹一地之歷史或名產，同樂活動則如聚餐或像愛

麗絲英語讀書會透過 potluck party 的方式，每個人帶一道菜與他人分享，

讓成員沉浸於不一樣的英語環境中。雖然並非每一個成人英語讀書會均舉

辦共同的活動，但共同的活動不僅能夠加深成員間感情，也讓學習更有趣

味。 

成員 M：「每一期都會固定辦理戶外活動與 potluck party。」 

成員 S：「以往我們舉辦過爬山、電影欣賞、溜冰，還有即將舉辦的烤肉活

動。」 

成員 O：「我們偶爾會辦戶外教學，因為每次都在圖書館內討論也很悶，之

前的戶外教學是去走平溪線，由於我們事先知道要走哪幾個站，所

以成員自己認養幾個主題，例如到平溪車站介紹平溪的歷史、平溪

的由來等等。」 

（五） 時間與場地 

英語讀書會舉辦的時間、地點與進行方式為成員是否參與讀書會重要

的考量因素。成人英語讀書會舉辦的時段多為早上，亦有下午與晚上舉辦

者。舉辦的場所則以圖書館為主，偶爾有戶外活動或到其他的場所討論之

情況。多數受訪成員對目前讀書會的安排表示很滿意，對於圖書館能提供

場地，甚至讀書會開始前會先整理場地，抱持著感激的心態。 

成員 I：「不論討論的方式、時間與場地的安排，都非常好。」 

成員 S：「圖書館除了交通不太方便外，其他的條件都不錯，場地大、舒適、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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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讀書會的進行方式 

讀書會可由成員輪流擔任帶領人或由專人帶領，專人帶領可分為讀書

會聘請之指導教師與圖書館英語志工。進行方式則多為研討，然而，讀書

會並不只是單純地看書、讀文章，可以透過帶領人的創意與主題的需要，

將進行方式賦予多樣的變化，例如影片欣賞、文章討論、個人報告等，不

僅相當有趣，成員也很感興趣。 

成員 M：「有位成員 Anina 的帶領方式讓我印象深刻，Anina 自己畫了一些

圖片讓我們挑選，然後根據我們所選擇的圖片進行分析，這是一種

類似心理分析的活動。在分析與對談的過程中，就會彼此分享一些

想法。」 

成員 O：「我們跟著教材的進步來安排個人報告，例如上次我們講到 ideal 

model，講到一系列比較有名的人，老師就問我們有沒有自己的偶

像可以上台報告，這種就是大家都有興趣，會比較想報告。」 

讀書會依照各自的需求選擇了不同的進行方式，不管由固定的帶領人

或由成員輪流帶領討論，都有其優缺點，讀書會也會嘗試不同的進行方

式，最後選擇一個大家都能夠接受並喜愛的方式。 

成員 O：「成員曾經用輪流擔任主持人的方式報告，但是由於成員程度的不

同，有人可能準備不來，有人程度不錯，但可能準備的東西不是其

他人也感興趣的，所以還是覺得要有個老師帶領。」 

（七） 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之情形 

    有關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使用圖書館的英語資源／服務部份，將分成

「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前」與「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前後」二部份來說明。 

1. 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前  

部分成員會利用圖書館所提供的英語資源／服務來協助其蒐集資料，例

如英語書籍、雜誌與所附的 CD、字辭典工具書等。 

成員 B：「有時候在網路上看到某個資訊，會到北市圖查閱是否有相關書籍，

如果有的話會借閱。」 

成員 K：「我會使用英語童書及旅遊書籍。」 

成員 M：「我會到圖書館看雜誌、繪本、旅遊資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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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人認為自己已有足夠的資源可供參考，或害怕損壞圖書館的資

源，或需於期限內歸還等使用上的壓力，所以較少使用或借閱。此外，由

於網路的方便，很多資料可以在網路上發現，對某些成員來說，上網找資

料比到圖書館找資料方便多了。 

    成員 L：「很少使用圖書館的資源，因為自己本身已有很多資源。」 

成員 C：「我很少使用圖書館的資源，也較不喜歡向圖書館借，有時候為了

方便，只要能夠買得到的書籍、雜誌、視聽資料、參考資料等，我

都會自己買。」 

成員 A：「比較少使用圖書館的英語資源，因為自己會買，像字典那種工具

書家裡都有，而且跟圖書館借 CD 比較有負擔，弄壞要賠。」 

成員 P：「我都是在家上網查詢資料，又快又方便。」 

圖書館有豐富的英語資源與服務，例如：書籍、報章雜誌、視聽資料、

參考工具書、電子資源、微縮資料等，有人為了準備讀書會的活動，或者

為了自己的興趣而使用館內的資源，但受到個人習慣與獲得資訊方法的不

同，並非每一位英語讀書會成員平常都有使用圖書館的習慣。 

2. 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後 

參加英語讀書會對成員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的影響因人而異，部

分成員認為參加英語讀書會對其使用圖書館的資源與服務並無影響。 

成員 J：「參加讀書會並不會影響我使用圖書館英語資源與服務的頻率，我

自己有一套找資料的方法。」 

部分的成員認為參加英語讀書會幫助其發現更多圖書館的資源，也增加

其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的頻率。 

成員 I：「參加英語讀書會增加了我使用圖書館英語資源的頻率，例如我會閱

讀英文報紙獲知時事。」 

成員 H：「參加讀書會後激起了想看原文書的心態，故會因此多看一些原文

書。」 

成員 K：「因為參加讀書會而發現原來圖書館有很多書可借。」 

亦有成員因為參加讀書會的緣故而有機會多了解圖書館，從而知道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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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有很多不錯的資源可以利用，但是實際上有哪些資源與服務並不清楚。  

成員 Q：「以前覺得圖書館不錯，但是比較少用圖書館內的資源，但是參加

讀書會後，發現應該還有東西可以使用，不過不太清楚有哪些。」 

成員 R：「我以前沒有使用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因為我不清楚圖書館有哪

些資源可以利用，這半年我花比較多的時間在圖書館，通常是根據

自己在館內摸索的經驗得知圖書館有哪些資訊。」 

由以上兩個例子可以發現，圖書館在館藏推廣的部份還需要加強，尤其

是英語館藏與服務的部份。 

儘管部分成員認為參與英語讀書會與其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並

無影響，但是部分成員表示，受到英語讀書會的影響，他們會到圖書館尋

找更多的資源，例如有些讀書會以報紙文章為討論媒介，故成員會善用館

內各種英文報紙得知時事與最新消息。不管是因為興趣或其他的需求，英

語讀書會確實是促進館內英語資源／服務利用的一個機會與管道，若讀書

會與英語館藏能有效結合的話，對讀書會與圖書館來說都是有益的。 

（八） 讀書會遭遇之困境 

大部分成員認為讀書會至今為止尚無遭遇無法解決之問題，但是亦有

受訪成員表示讀書會目前確實遇到一些困境，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 成員易流失，流動性大 

讀書會的舉辦頻率不同，大多數的成人英語讀書會每週都有聚會，但

亦有每個月只聚會一次的團體，若活動舉辦的時間間隔太長，學習的效果

反而不好，也容易遺忘，如此一來，成員易流失，招募不易。 

    成員 A：「一個月才舉辦一次太少了，參加的人很容易流失。」 

2. 成員橫向聯繫不夠 

有些成員除了讀書會活動的時間會出現外，平常較少與其他成員聯

絡，造成成員間橫向聯繫的不足，若讀書會中有較熱心的成員，此種現象

較容易改善。 

    成員 C：「成員橫向的聯繫是可以加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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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讀書會無法準時開始 

無法準時開始可能使得活動結束的時間延後，也可能準時結束但縮短

了討論時間，若多數成員不準時的情況影響了讀書會的活動，那麼對準時

到達的成員來說較不公平。 

    成員 J：「成員經常遲到。」 

4. 成員不夠積極 

有成員表示目前讀書會的進度比原訂的進度表慢，耽誤了學習，成員

的積極性待加強。 

    成員 P：「積極性須再加強，因目前的學習速度有些緩慢。」 

並非每一個成人英語讀書會都遭遇以上的難題，各個讀書會因為有其

特殊性，因此遭遇的困難不可一概而論。這些困難需要成員的溝通與努

力，有時需要外力的協助，一起想辦法解決。 

二、讀書會帶領人 

（一） 帶領人對閱讀材料的選擇 

目前成人英語讀書會所使用的閱讀材料大致為報紙、雜誌、書籍、歌本、

影音資料、網路資源等。除了由帶領人選擇閱讀材料外，成員也會推薦不

錯的書籍或文章，投票選出共同的讀物也是一種決定閱讀材料的方式。 

讀書會帶領人對於閱讀材料的選擇有不同的看法，有人會選擇自己喜歡

與熟悉的主題外，也有人會考量文章是否有趣、多元、生活化、符合讀書

會的主題，成員的程度以及文章是否有保存價值也是部分帶領人會考量之

因素。 

帶領人 c：「選文章的時候我會考慮有趣、多元性，因為我們不希望每次都

探討同樣的東西。」 

帶領人 d：「我會選擇貼近成員生活的題材。」 

帶領人 h：「我會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尋找報告的主題。」 

帶領人 k：「我們讀書會的主題是全球化，還有全球化對台灣的影響，所以

會找這方面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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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人 e：「文章最好能夠讓成員再次閱讀的，或者自己讀過之後能再讓家

人、朋友看。」 

（二） 讀書會的主題 

帶領人選擇的閱讀題材不以特定主題為主，使得讀書會的討論題材呈

現多元的風貌，全球化、時事新聞、醫療保健、文學、教育、休閒娛樂、

語言學習、科技、經典歌曲等，都是英語讀書會曾經討論之主題。 

（三） 活動的類型 

除了閱讀與討論外，讀書會還會安排其他的活動，常見的有演講、郊遊、

爬山、聚會、唱歌等。讀書會也會策劃戶外教學，在活動中，每位成員都

是一位英語導覽員，當讀書會旅遊至某一定點，成員須向大家介紹該地的

歷史、有名的人物、名勝或名產等。除此之外，亦有較特殊的共同活動，

如：演講協會辦理之讀書會偶爾會有聯合會議(Joint Meeting)的活動，此活

動是由兩個分會聯合舉辦，雙方分會各出一半的人來擔任活動進行的主要

人物。 

帶領人 l：「每一期讀書會我們都會安排演講與郊遊，曾經邀請美國人來演

講，談到他在教會工作的情況。」 

帶領人 e：「我們到的地方有車站，成員就介紹當地車站的歷史，或者該地

的特產，如：深坑豆腐。所以每個人負責不同的主題，到了那個地

方，就由負責的成員向大家介紹。」 

（四） 讀書會參與人數 

英語讀書會的出席人數通常能維持 10～15 位成員，但仍需考慮讀書會

原本的成員數，因此出席人數可多至 45 人，也可少至 5 人。 

帶領人 f：「大約有 10 多位固定的參與者，其他的都是來來去去。」 

帶領人 i：「目前平均 15 位成員，我覺得這樣的人數很好。」 

有些讀書會會計算成員的出席率，出席情況佳的成員能夠獲得獎勵，同

時可依據成員的出席情況作為幹部改選的依據。 

帶領人 g：「我們會計算個人的出席率，計算的原因是想要了解有哪些會員

是比較投入的，以作為下一次幹部改選的依據。今年我有設一個獎

牌，將會頒給出席率最高的會員，所以紀錄還有另外一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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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讀書會所需費用 

部分讀書會會固定向成員收取小額費用，作為讀書會會費，通常用於

影印講義、製作相關資料（如 CD）、活動支出，例如講師費、買禮物、聚

餐、郊遊等。部份讀書會的講義則由圖書館負責影印，一般來說，圖書館

尚能應付讀書會影印的數量，也能另外為讀書會申請活動經費。此外，亦

有讀書會沒有使用到任何費用的情形。 

帶領人 b：「讀書會影印的資料圖書館免費提供。」 

帶領人 c：「目前圖書館提供影印的服務，館員有替這次的讀書會申請 700
元。」 

帶領人 e：「我們都是自己出錢買影印卡，班長會向成員收一點費用。」 

帶領人 a：「以前需要影印的時候，我們每個人交 50 元買一張影印卡，影印

卡快用完的時候，大家再交錢。現在選擇雜誌以後就沒有任何的支

出了，因為我們都會自己買。」 

（六） 帶領人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之情形 

在讀書會開始前，帶領人往往需要事先做足功課，才能讓討論更有內

容。部分帶領人在準備或蒐集資料時會到圖書館查找相關資源，部分則

無。有些帶領人習慣上網找資料，對他們來說，在圖書館使用電腦較不方

便。由此可見，每個人找資料的方法不同，未必會使用圖書館的英語資源

與服務。 

帶領人 f：「我會到圖書館找有沒有適當的教材，有些影音資料需要電腦的輔

助，例如英語雜誌附的光碟。」 

帶領人 i：「平常我就會到圖書館看雜誌、繪本、旅遊資料等。輪到我擔任帶

領人時，一定會到圖書館使用資料。」 

帶領人 a：「我很少使用圖書館的資源，習慣自己買。」 

帶領人 c：「我多半在家裡準備，較少用到圖書館找資料，我覺得在家裡上

網比較方便，在圖書館上網要排隊，也有時間限制。」 

帶領人 l：「我們討論的內容都是比較新的資訊，網路上新的資料很多，查找

也很方便，所以我都上網查。而且這裡（圖書館）中文的書比較多，

英文資料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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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實施上遭遇之困難 

有些讀書會已成立許多年，也已經摸索出一套適合的方式，因此對他們

來說，在活動的安排或進行上未遭遇嚴重的困境。但仍有不少帶領人提到

了他們目前所遭遇的困難，茲將帶領人的意見分成以下三點討論： 

1. 成員準備不足 

討論要有內容，事前的準備不可少。成員通常都會知道下一次要討論的

主題或文章，若無法事先預習，討論時較難理解，也不容易融入討論的話

題。帶領人並不會給成員壓力，也不會要求成員一定要事先預習，但如果

想要提升討論的品質，或許事前的準備還是需要的。然而，不一定毎位成

員在活動前均做好準備。 

帶領人 c：「並非每位成員都有預習的習慣，其實成員的準備與否會影響讀

書會的進行方式。」 

2. 適當題材難尋 

要找到符合成員需求的題材，而且要讓成員覺得有用的資料，是不容易

的，部分帶領人反應要找到適合的題材並不容易。如果題材由成員輪流提

供，成員依照自己的需求與興趣來選擇題材，不僅減低了帶領人的負擔，

大家也能獲得多元的資訊。 

帶領人 f：「比較難的或許是找題材。」 

帶領人 b：「我希望成員能夠藉著各自的專長與興趣來挑選文章，和大家分

享，這就是我希望達到的目標，但是目前大家都沒有這個意願。」 

3. 圖書館資源未必符合帶領人需求 

圖書館不見得有符合帶領人需求之資源，曾有帶領人想使用英語書籍作

為讀書會的閱讀材料，但是因為圖書館沒有他所需要的書籍，於是改用雜

誌，後來發現雜誌文章的深度有限，不見得適合該讀書會討論。除了圖書

與雜誌外，視聽資料也未必滿足帶領人之需求。由此可見，圖書館的英文

館藏還未必是帶領人喜歡的、需要的、適合討論的，在館藏方面或許還需

要加強。 

帶領人 k：「一開始我的想法是讀書，我列出書單，但是這些書圖書館沒有，

我也到 page one 等書店找書，但是沒有找到。我們讀書會的出發點

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對台灣的影響，通常這些東西都是比較有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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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雜誌文章的深度是有限的。」 

三、館員 

（一） 圖書館協助成人英語讀書會之辦理 

一般來說，圖書館提供英語讀書會場地與設備，經費的協助則因館而

異。基本上只要讀書會有提出需求，圖書館都會盡力協助。以下就圖書館

協助成人英語讀書會辦理之情形作一說明。 

1. 場地、設備 

在場地方面，讀書會大多會使圖書館內的視聽室、會議室，或其他空

間，但由於各空間本身的配備不同，讀書會需要額外的設備時，可向圖書

館申請，圖書館會馬上處裡，較常使用的設備如收錄音機、單槍投影、手

提電腦、白板等，圖書館均有之，但少數圖書館沒有手提電腦，可能因為

目前無此需求而沒有申請。圖書館也會在讀書會開始前，先行整理活動場

地，可見圖書館相當重視讀書會之舉辦。 

館員Ⅲ：「讀書會開始前，我們會先去整理場地。」 

2. 經費 

部分讀書會自行收取會費，部分讀書會則由圖書館提供協助。原則上，

圖書館可使用影印廠商每個月所供應之三張公務影印卡協助讀書會影印

講義，並不會另外申請經費補助，但若有需要，如公務用卡不敷使用或讀

書會舉辦特殊活動時，會額外申請活動經費。為節省影印費用，館員會儘

量將閱讀資料加以排版整理，調整為適合閱讀又能夠節省影印費用的大

小，以節省開支。 

館員Ⅷ：「成立讀書會的宗旨是希望不要跟會員收錢，要收的話頂多是一點

點的影印或戶外參訪的費用。」 

館員Ⅱ：「我們要提供影印的費用，因此幫讀書會申請 1,000 元的活動經費，

1,000 元足夠應付一期的讀書會影印費。」 

館員Ⅶ：「第一期的成果發表會還有請老師幫成員伴奏，經費由圖書館幫讀

書會申請。」 

館員Ⅵ：「一個月提供三張公務卡，讀書會集中一段時間舉辦，影印的量超

過我們的負擔，所以我們希望成員負擔一點影印費。不過這個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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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因為我們是進行到一半才發現需要影印的數量那麼大，如果以

後還是採這種密集的方式，可能就會申請（補助經費）了。」 

3. 行銷 

圖書館行銷成人英語讀書會的管道大致有：圖書館網站、刊物、海報、

電子報、成員號召等，大部分都是透過靜態的方式來宣傳，除非希望很多

人參加，否則動態的活動較少。一般來說，圖書館也不希望招收過多的成

員，或許因為場地的限制，或許因為活動的性質，除非人數太少，否則不

會過於宣傳，通常透過基本的行銷管道，都能招募到一定的報名人數。 

館員Ⅴ：「比較沒有動態的宣傳，因為我們有名額的限制，不需要太盛大。

透過以上這些宣傳方式（電子報、市圖之窗、網路、海報），報名

人數通常都會額滿。」 

館員Ⅵ：「因為是小型的活動，所以不會在報章或是節目上發表這些訊息，

事實上我們很怕人太多，因為場地的關係最多只能招收 12 個人。」 

館員Ⅷ：「有的時候會發布新聞稿，但不是每個讀書會都會（這麼做），就看

承辦人想不想將活動盛大推廣。」 

除此之外，亦有較為特殊的宣傳方式：館員利用輪值櫃檯的時間向讀者

宣傳。館員的細心觀察顯示其對英語讀書會之關注與重視，在流通櫃台向

讀者宣傳的方法也成為一特殊宣傳方式。 

館員Ⅲ：「我在櫃檯也會持續注意讀者，如果讀者借閱西文書，我就會跟他

們聊一下，在聊的過程會邀請他們參加讀書會。」 

4. 資源與服務 

由於讀書會參與者未必知道圖書館提供哪些英語資源與服務，所以館

員會主動告知館內有哪些資源，例如在哪裡可以找到最新一期的期刊，雖

然未必與讀書會討論題材相關，但可作為參考。原則上，只要讀書會在查

找資源上遇到任何困難，館員都願意且熱心協助。 

館員Ⅷ：「不管讀書會是使用書籍、電影、歌曲，只要事先詢問館員是否有

他們需要的資源，圖書館都可以幫他們找相關資源。」 

此外，臺北市立圖書館提供讀書會「鼓勵讀書會購書優惠」，讀書會若

透過此方案購買書籍，可享有較多的折扣，但是目前使用購書優惠的英語

讀書會並不多，可能與其不知道此項服務或書商沒有與圖書館簽約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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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此優惠有關。 

館員Ⅳ：「我們曾經使用購書優惠來幫讀書會買一些原文書籍，由他們開書

單，圖書館統一購買。」 

圖書館也會協助讀書會通訊錄之製作，以便在活動有任何更動時連絡

成員。 

館員Ⅸ：「讀書會通訊錄由我們負責，像之前老師臨時請假，我們會透過

e-mail 告知大家，也會公告。」 

（二） 合作機構 

根據受訪館員表示，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目前的合作對象

為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 

館員Ⅷ：「祥祥與昇來英語讀書會是與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合辦的，目前

也只有與演講協會合作而已。」 

（三） 圖書館辦理成人英語讀書會之困境 

部分館員認為該館在實施成人英語讀書會時還算順利，並未遇到什麼

困難，但仍有部分的館員依據其對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瞭解，指出了幾個目

前讀書會所遭遇之困境，整理結果如下： 

1. 欠缺帶領人人才 

受訪館員從參與讀書會的業務中，發現目前成人英語讀書會面臨之難題

即為英語讀書會帶領人之不足。若固定的英語志工帶領人突然請假，圖書

館一時之間沒有其他人力可供調配，只能採取活動改期之作法。有關圖書

館英語志工之補缺情況，由於英語志工的分發會考量其志願，因此若沒有

符合的人，圖書館儘管有英語志工不足的困擾，也只能繼續等待。 

館員Ⅸ：「我覺得目前有帶領人人力需求的問題，像帶領人這次突然請假，

就沒有人可以頂替。根據我的經驗，去年我們英語說故事志工不

足，雖然我們也填了這方面的需求，但是後來也沒有志工進來，所

以就算填了也未必有志工會進來，這也是個問題。」 

2. 讀書會時間安排未考量成員的性質 

圖書館有專門為特殊族群開設之成人英語讀書會，例如家庭主婦英語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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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會、上班族英語讀書會，希望提供民眾不同之選擇。然而，若未考量特

殊族群之性質，則有可能使得活動辦理情形不佳。 

館員Ⅵ：「幾乎沒有（遇到難題），一直到上班族英語讀書會的舉辦才有困難，

因為剛開始收到的學員並不多，大概只有 6、7 位，上了一、兩次，

剩下 5 位，最後只有固定 2、3 位學員。我們完全抱著試驗的性質

來辦理。」 

（四） 成人英語讀書會的舉辦對成員使用館內英語資源／服務之影響 

根據館員的觀察，部分館員認為成人英語讀書會的舉辦有助於成員使

用館內英語館藏的頻率，但普遍來說，讀書會參與者使用館內英語資源與

服務之情形仍不如預期，許多人只是到圖書館這個場地來參加讀書會而

已。 

館員Ⅱ：「成員會討論最近看的書，然後就近在圖書館找書。成員參與英語

讀書會前可能一個月來一次圖書館，因為英語讀書會可能一個禮拜

來一次，順便借些書回家。」 

雖然館員曾經向讀書會介紹圖書館可資利用之資源，但卻鮮少見到成

員詢問或借閱，或許此與成員個人查找資料的習慣有關，因此，雖然圖書

館有資料可供參考，但有時候網路的方便性與資料的豐富性已能夠滿足成

員的需求。 

館員Ⅲ：「讀書會成員要看影片的話，也會自己帶來，而非使用圖書館的影

片。成員都知道圖書館有哪些資源可以使用，我也曾經和他們提

過，但他們好像沒有用到，可能因為成員的程度也夠，也可能因為

家裡有這些資料。」 

館員Ⅷ：「成員好像只是來使用我們的場地，我覺得好像比較少借書，成員

都是用自己喜歡的、自己買的書籍。」 

館員Ⅳ：「成員找資料不見得會使用圖書館的資源，或許他們有一套自己的

方法。而且現在網路上有很多英文資料，像字典、百科。館內有比

較專業的參考書，但成員很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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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論 

經由問卷調查與訪談，可大致了解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之

現況，以下將研究結果輔以文獻，從各層面來討論成人英語讀書會之情形。 

一、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特性 

（一）英語讀書會成員以 50 歲～59 歲的女性參與者為主 

調查結果顯示，在成人英語讀書會的參與者基本特性方面，目前讀書

會成員以 50 歲～59 歲的女性參與者為主(詳如圖 4-1)，此與費陪弟

(1997)、繁運豐(1999)、盧昆宏(2005)實證研究中發現讀書會以女性成員

佔了多數的結果相同。 

從年齡上來看，成人英語讀書會以 50 歲～59 歲的成員人數最多，其

次為 40 歲～49 歲，與繁運豐(1999)研究結果顯示讀書會成員年齡以 40 歲

～50 歲最多、盧坤宏(2005)的研究中成員以 41 歲～55 歲為主的情況略有

差異，與林美琴(1998)研究發現 31 歲～40 歲的結果差異較大。由此可見，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的平均年齡較中文讀書會成員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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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讀書會成員性別與年齡分析表 



 

 75

（二）英語讀書會成員以家庭主婦居多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以家庭主婦為主要族群，與林美琴(1998)、繁運

豐(1999)、盧坤宏(2005)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卻不同於劉智惠(2005)研

究發現讀書會參與者以工商服務業者與公教人員佔了多數的情況。普遍來

說，中文讀書會與英語讀書會的成員仍以家庭主婦佔了多數。 

儘管大部分的英語讀書會以家庭主婦為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昇來英文

讀書會與祥祥英語讀書會成員中並無家庭主婦(詳如表 4-24)。由於此二類

型讀書會主要在訓練成員的演講與領導技巧，因此，參與者以上班族為

多，尤其是從事工商服務業者，可能因為工作上的需要，他們必須提升自

己的簡報與演說能力，也因此形成了英語讀書會中較為特殊的景象。 

表 4-24 昇來、祥祥英語讀書會成員職業分析表 

 昇來英文讀書會 祥祥英語讀書會 

家庭主婦 0 0

軍公教 2 0

工商服務 11 4

農林漁牧 0 0

退休人士 0 1

學生 4 1

其他 0 2

（三）英語讀書會成員教育程度略高於中文讀書會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教育程度以大專院校畢業者最多，其次為研究所

以上的學歷，與繁運豐(1999)、劉智惠(2005)、盧坤宏(2005)等人研究中

發現讀書會第二大族群為高中職畢業者有很大的不同，可見成人英語讀書

會成員教育程度略高於中文讀書會成員。 

（四）英語讀書會成員參與動機與中文讀書會成員類似 

根據研究結果，成員參加英語讀書會之動機以「增加英語表達能力」

為主，其他尚有增廣見聞、擴展閱讀範圍、喜愛閱讀，擴展人際關係、追

求自我實現、培養讀書習慣等。此研究發現與中文讀書會相關研究最大的

不同點，即為排名首位的參與動機—增加英語表達能力，可見成員多希望

藉由英語讀書會的所營造的英語環境，增加接觸與使用英語的機會。其它

參與動機則與中文讀書會成員參與動機類似，例如分享閱讀樂趣、擴展思

考面向、獲取知識、有助於個人的閱讀與學習、拓展人際關係、磨練表達

能力、心靈成長(林美琴，1998；劉智惠，2005；繁運豐，1999)。 

讀 書 會 成 員 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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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發現來看，讀書會通常以女性成員居多，顯示女性對自我充實

與團體學習極有興趣。部份家庭主婦因為想要陪孩子一起閱讀英語、學習

英語，因此，她們希望藉由參加英語讀書會擴充閱讀書籍、增加自己的英

語能力。除了料理家務外，家庭主婦有較多的時間安排自己的生活，尤其

當小孩就學後，她們往往會利用閒暇時間來發展自己的興趣，英語讀書會

就提供了這樣一個機會給喜愛英語的人。再者，由於讀書會活動時間多為

早上，許多上班族無法參與，家庭主婦與退休人士較能彈性安排自己的時

間，因此，家庭主婦為英語讀書會主要參與者的情形更為明顯。 

現代人有感於英語的重要性，樂於參加各種英語活動、吸收資訊，排

名首位的參與動機「增加英語表達能力」也顯示了成員需要英語讀書會所

提供的場合與機會讓他們增加英語表達能力。此外，由於成員教育程度多

具有大專院校與研究所學歷，顯示高學歷的讀者對英語讀書會有其需求，

也突顯了英語讀書會成員教育程度頗高的特色。 

二、 成人英語讀書會實施現況 

（一）每週舉辦一次，每次二小時 

目前成人英語讀書會舉辦頻率以每週一次佔多數，從相關研究中則發

現中文讀書會以每月聚會一次為多。成人英語讀書會聚會時間以二小時為

多，中文讀書會的聚會時間較不一致，1～3 小時均有之（林美琴，1998；

盧昆宏，2006；繁運豐，1999）。 

（二）閱讀材料多樣，主題多元 

成人英語讀書會常使用之閱讀材料有圖書、報紙、雜誌、視聽資料、

歌本，與中文讀書會類似。研討之主題相當多元，從休閒娛樂、文學、科

技、教育、語言學習、時事，到全球性議題，不會侷限某一主題。成人英

語讀書會在閱讀材料的挑選上，大多採帶領人決定與成員推薦為主，共同

決定之情形亦有之。在國外，圖書館會提供書目供讀書會參考，如美國伊

利諾州莫頓葛洛夫圖書館提供讀書會「書籍討論套件」(Book Discussion 

Kits)，套件以帆布袋包裹，內含閱讀者指導手冊以及 6～10 本以前讀書

會曾經閱讀過的書籍，需要的人可以借閱，如果讀者有興趣的書尚未出現

在閱讀清單上，則可向圖書館推薦(Morton Grove Public Library,2006)。

維吉尼亞州費爾非克斯郡公立圖書館也針對兒童、青少年、成人提供不同

的書籍討論套件，內容除了數本書籍外，還有討論提綱與作者介紹

(Fairfax County Public Library,2008)，此一部分可作為國內圖書館提

供英語讀書會服務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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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員輪流帶領與專人帶領 

成人英語讀書會的導讀有成員輪流帶領與專人帶領兩種方式，其中，

專人意指圖書館英語志工與讀書會邀請之指導老師。大多數的成人英語讀

書會採成員輪流帶領方式，符合讀書會合作學習與思考之精神。國外有圖

書館人員帶領讀書會之情形，如美國 North Canaan 的道格拉斯圖書館

(Douglas Library) 館 長 親 自 帶 領 讀 書 會 的 討 論 (Reading Group 

Guides,2008)，本研究僅發現一例為類似的情況，即館員為讀書會參與

者，且曾有過帶領的經驗。 

（四）活動類型多變 

成人英語讀書會以帶領人引導成員研討閱讀材料為主，不侷限於內容

深究，重點在於透過題材所得到之思考與啟發。除了在圖書館聚會外，與

中文讀書會類似，都會舉辦演講、參訪、郊遊登山、電影欣賞等活動，可

見讀書會都會安排閱讀之外的學習，讓成員有更多不同的體驗。 

三、 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服務之情形 

英語讀書會成員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前，約 47%的成員未曾使用圖書

館英語資源或服務，參加英語讀書會後，約 66%的成員使用圖書館英語資

源或服務的情形增加，使用的資源則以英語報章雜誌與英語圖書所佔的比

例較高。雖然問卷分析顯示將近七成讀書會成員會因為參與英語讀書會而

增加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或服務的頻率，但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發現讀書

會參與者實際上使用圖書館資源與服務的情形並不如預期的好，很多人仍

以自己習慣的方式來查找資源，例如自行購買所需資源、上網查找，也有

人因為不清楚圖書館有哪些資源可資利用而沒有頭緒。此外，亦有帶領人

表示圖書館沒有適合之題材，或是無法在圖書館中尋獲需要的資源，可見

有時候並不是參與者不願意使用圖書館，而是圖書館館藏無法滿足其需

求。 

綜上所述，雖然有部分成員會因為參與成人英語讀書會而更常使用圖

書館資源，但對於部分的成員來說，若能夠憑著自己的方式找到所需的資

料，則不見得會尋求圖書館的協助。此外，在圖書館無法提供讀書會所需

之資源下，參與者會轉而尋求其他外在的支援。 

有鑒於此，圖書館需做一些努力來加強英語館藏與英語讀書會的結

合。根據 ReadingGroupGuides.com 在 2007 年 1 月的線上調查，482 位填

答者中，56.8%的人表示圖書館會挑選一些作品(selections)供讀書會參

考，另有一位館員提到，要讓讀書會善用圖書館資源最好的辦法，就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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館員參與讀書會(Reading Group Guides,2008)。因此，館員主動提供相

關書目與訊息，並且親自參與讀書會，將會是增加讀書會成員使用館藏資

源與服務可行之方法。 

四、 成人英語讀書會的經營與運作 

（一）符合讀書會運作標準 

瑞典政府對讀書會的補助條件中提及，讀書會的運作須符合四項基本

標準，包括：人數以 5～20 人間最佳、持續性的活動、有領導者、有特定

主題。從此條件來看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現況：參與人數約有 10～15 位、

固定每週聚會一次、有帶領人引導討論的進行、每次聚會都有一特定主

題，可以發現絕大部分的英語讀書會都符合此標準。 

（二）掌握讀書會經營原則 

讀書會成員非屬競爭關係，是為了達到共同的目標而彼此合作

(Oliver,1995;Velichko,2004)，英語讀書會的經營須掌握此一原則，勿因為

成員英語能力不同，而破壞了開放、友善且樂於分享的討論氣氛，造成部

分成員不敢發言或由少數成員主導的現象。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能夠彼此

尊重與合作，不因為英語程度的差異而影響讀書會的運作。 

讀書會能夠彈性運作、內容形式創新變化也是經營讀書會須掌握的原

則(程良雄，2001)，而成人英語讀書會在活動的安排與題材的選擇上確實

富有彈性，且不侷限於特定形式。圖書館舉辦讀書會的出發點為推廣閱

讀，希望藉由讀書會，讓參與者分享閱讀，交換心得與看法，美國維吉尼

亞州 Prince William Public Library System 館員 Jacqueline B. Riley 根據其

參與讀書會的經驗，提出不可將討論侷限於書籍本身(Do not limit the 
discussion to that book and that book alone.)的看法與此精神遙相呼應

(Reading Group Guides, 2008)。成人英語讀書會的進行掌握此一要點，閱讀

題材僅為討論的媒介，成員的討論並不侷限閱讀材料本身，常與個人生活

經驗相結合。 

（三）重視成員情感的交流 

受訪成員與帶領人均認同，共同活動的舉辦是必要的，因為透過共同活

動可以增進成員間彼此的情感，因此，大多數成人英語讀書會都固定舉辦

戶外活動，如爬山、參訪、唱歌等，有時候戶外活動參與人數比平常出席

討論的人數更多。 

部分成員在讀書會之外的時間也會私下聯絡，大多是透過電話與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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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來討論或交換訊息，如果遇到任何問題，都會互相協助。雖然偶爾

也會與其他成員在課餘時間研討相關題材，但是，大體上來說，成員在

讀書會之外的時間討論行為較少，多屬情誼上之交流。  

成員情感的交流有助於強化團體凝聚力。團體凝聚力的形成需要一段時

間，也需要花心思經營，若讀書會有熱心的人願意做一些事情來拉近成員

的感情，例如打電話問候、邀約聚餐、提醒成員聚會時間、關心準備的情

形等，能讓成員更快融入團體，對新成員來說更有其必要。成人英語讀書

會中不乏熱心人士，在這些人的努力與成員的配合下，團體能更有效地運

作，成員對團體的向心力與歸屬感也會加分。 

五、 讀書會參與者與館員對長久經營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看法 

欲使讀書會長久經營需要投入不少的心血與努力，以下將讀書會成

員、帶領人，與館員對此議題之看法作一整理與分析。 

(一)  讀書會成員對長久經營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看法 

1. 良好的師資與充分的準備 

受訪成員均肯定，一個好的帶領人會讓成員願意繼續參加讀書會，同

時，帶領人的講解方式、是否準備充分也是成員認為推動成人英語讀會須

重視的面向。活潑、反應靈敏、生活經驗豐富、擅長溝通、分析事理的能

力，這些特質對帶領人來說，也都是很重要的。 

2. 場地佳 

受訪成員認為讀書會應該位於一個交通方便之處，不需要花很多的時

間即可到達的地方。此外，讀書會的場地也是必須注意的，基本的設備、

寬敞、安靜不被干擾等因素都是適合讀書會討論的地點。 

3. 制度、組織與完善的規劃 

大部分的讀書會都設有會長或聯絡人一職，有時候還有其他的幹部。

受訪成員認為，一個完善規劃的活動是讀書會長久經營的重點，若沒有事

先規劃，則較難行事，就像大部分英語讀書會都會事先發給成員每一期的

行事曆，讓成員都能事先作準備一樣，好的經營模式與活動也必須依此概

念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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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成員在活動中有參與感、成就感 

如果讓成員在團體中得到認同，透過參與獲得成就感，那麼自然願意

繼續待在團體中。此外，讀書會給成員的感覺也是很重要的，也是讓成員

留下來的原因。 

5. 成員間及其與帶領人間的互動 

成員間的互動及其與帶領人的互動是讀書會成員認為應該受到重視的

面向。良好的互動有助於討論的進行，亦有助於彼此感情的加溫，不管是

討論過程中的互動，或是私下的互動，若良性的互動能夠持續，將是促使

讀書會繼續成長的助力。 

6. 圖書館的重視 

圖書館的大力協助是讀書會強力的後援，能獲得主管的支持對讀書會

來說，成員會有備受重視的感覺，如此一來，成員也會盡力讓讀書會更好，

不讓圖書館失望。  

7. 維持成員的學習興趣 

維持成員的興趣也是讓讀書會長久經營之要點，此與讀書會所選擇的教

材、進行方式、帶領人、團體氣氛等其他因素相關，亦即讀書會要有吸引

成員的地方。 

(二)  讀書會帶領人對長久經營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看法 

1. 人是關鍵 

帶領人對於成人英語讀書會長久經營須重視哪些面向，許多帶領人認

為「人」是重要的一個因素。有關「人」的因素只要能互相配合，則事情

就成功了一半。Claire Scothern 在其研究中提到了相同的論點，他認為

讀書會難能可貴之處在於這個團體是由不同的人所組成(a good mix of 

people)，而每個人都能夠發表自己的意見(Scothern,2000)。受訪者認為

帶領人的魅力亦不可忽視，若帶領人有其獨特之魅力，則能吸引不少成員

繼續給予支持。 

成員是讀書會的主體，不管是在活動的進行或行銷方面，都必須加以重

視。成員的參與及意見對讀書會來說是珍貴且重要的，回饋是辦理任何活

動很重要的一部分，透過成員的意見，才能了解需改進之處，也才能使讀

書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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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行銷的角度來看，成員是行銷讀書會最快速且最直接的管道，對任何

新進的成員來說，成員就是他們對讀書會的印象，因此，就行銷上來說，

每位成員都扮演了一個重要的角色。 

2. 成員對讀書會的認同感 

成員若能夠認同讀書會、喜歡讀書會，那麼他就會願意為讀書會付出，

包括聚會前的準備、會務的參與等，若成員認同其屬於團體的一份子，則

能對團體產生更大的向心力。 

3. 讓成員有所期待 

因為有期待，所以成員會被吸引而留下來，例如讀書會的題材是成員感

興趣的。只要大家的興趣一致，對某一件事物有強烈的求知心，則讀書會

較容易維持。 

4. 活動富彈性、有變化 

雖然讀書會會排定既定的行程，但真正實施上應富有彈性，能因應任何

狀況而加以調整。進行方式或閱讀材料若能適當地稍為變化，將會使英語

讀書會更為活潑、有趣。 

(三)  館員 

1. 帶領人及其與館方的溝通 

帶領人是讀書會中很重要的一個角色，除了必須先擬定討論提綱引發

討論外，現場的討論氣氛也需要帶領人營造。圖書館規定須有一位聯絡人

作為圖書館聯繫之對象，此人可以是會長，也可以是帶領人，館員認為帶

領人是讀書會中的要角，非常重要，也相當重視其與館方之溝通，此溝通

包含讀書會後之檢討。 

2. 提供誘因，吸引成員 

讀書會若有誘因吸引成員，那麼成員自然就會想參加，就會留在這個

團體，這個誘因可能是讀書會的主題、使用的教材、帶領人的魅力、成員

的情誼等。 

3. 館員的協助與觀察 

部分受訪館員認為「館員」也是讓成人英語讀書會持續發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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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輪值流通服務台的館員尤其重要，除了可以協助行銷讀書會外，也

可以發現合適的人力資源來協助圖書館的活動。館員也要隨時留意讀書會

活動情形，與讀書會帶領人或負責人常聯絡，以便了解讀書會的情況與需

求，也順便觀察讀書會是否正常運作。 

4. 成員間的情感 

受訪成員表示，讀書會成員間的情感也是支持讀書會長久運作重要之

因素，若成員感情融洽，對團體有向心力、凝聚力，讀書會自然較鞏固、

較能持久。 

5. 經費的支援 

雖然較少館員提到經費，但不可否認地，若讀書會獲得圖書館經費之

補助，將會是一項不錯的福利，讀書會在影印與活動上的開支也能獲得支

援。 

6. 閱讀材料的選擇 

閱讀材料是讀書會中很重要的一個要素，若讀書會要能持久，則選擇

的教材一定要是成員喜歡的、有興趣的。可以共同選擇大家都喜愛的題

材，也可以讓成員輪流自行選定。總之，不管是何種題材、何種主題，只

要成員能夠接受就可以了。 

7. 讀書會的交流 

館員提到成人英語讀書會間的交流也是很重要的，例如讀書會使用之

講義可以互相參考，也可以請辦得不錯的英語讀書會分享經驗。 

除了以上所提到的七點外，館員認為圖書館能否在一個固定的時間騰

出一個場地、圖書館的資源是否豐富、課前討論、預先公佈讀書會時程與

討論文章都應當留意。 

從讀書會成員、帶領人與館員的觀點來看，可以發現三方面都認為某

些要素需要重視，例如多樣化的閱讀題材與主題、維持成員的興趣、帶領

人與成員間的互動與情感交流等。單就讀書會成員的意見來看，可以發現

成員較重視能從讀書會中有參與感與成就感，同時也希望讀書會能受到圖

書館之重視。帶領人則希望讀書會是讓成員有所期待的，並期望成員能夠

提出意見與回饋，那麼，帶領人也才能夠知道該如何調整。館員則站在協

助的立場，希望帶領人能夠多與圖書館溝通，同時，也重視圖書館能否提

供讀書會足夠的協助，以及做好相關行政工作，如預先排定與公佈讀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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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與討論文章。由此可見，不同的角色都有各自所重視的面向。 

六、 讀書會參與者與館員對線上讀書會之看法 

在網路盛行的時代，上網對很多人來說已是家常便飯。國外圖書館也有

使用線上讀書會之情形。DearReader.com公司與3,000多所圖書館合作成立

線上讀書會(Online Book Clubs)，圖書館讀者可以選擇參加非小說、小說、

推理、愛情、商業、恐怖、科幻、有聲、即將出版等類型之線上讀書會，

圖書館在每週一至週五會利用電子郵件寄送讀者書籍部份內容，每天花5
分鐘閱讀，一週約可閱讀2～3個章節，每個星期閱讀不同的書籍，有興趣

的讀者可自行至圖書館借閱。密西根州Sterling Heights Public Library、洛

杉磯市立圖書館(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柏林頓市立圖書館(Burlington 
Public Library) 、肯特州立圖書館 (Kent Public Library) 等目前都是

DearReader的合作圖書館(DearReader Library Services,2008)。此作法類似臺

北市立圖書館「每月一書電子書摘」與「中外文電子書摘」，不同的是

DearReader提供讀者可選擇欲訂閱之主題，臺北市立圖書館電子書摘則

無。美國凱霍加縣立圖書館為DearReader的合作對象之一，圖書館同時也

提供讀者線上討論的空間「書籍論壇」(Book Forum)，此論壇中整合了不

同主題的書籍討論 (Cuyahoga County Public Library, 2008)。 

臺北市立圖書館網站內之「心得分享區」 
(http://www.tpml.edu.tw/TaipeiPublicLibrary/index.php?subsite=chinese&page
=common-service-rclub_online-rc_message-index.php)提供讀書會成員線上

討論的機會，除了心得分享區，北市圖也為讀書會架設網站—臺北市立圖

書館線上讀書會(http://www3.tpml.edu.tw/tpml/conference/default.jsp)，此網

站供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與各分館讀書會使用，但目前已顯少為人所使

用。部分的成人英語讀書會會自行架設網站，將讀書會基本資料、活動照

片、寫作文章呈現於網站中，也有讀書會使用外部的資源，如部落格與

Yahoo!奇摩家族。成員能夠在網路上以文字方式溝通，也能將讀書會資料

上傳分享。 

為了更暸解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對線上讀書會之看法，於是訪談英語

讀書會成員、帶領人與圖書館館員，整理其意見如下。 

(一) 讀書會成員 

1. 可透過開放的平台交流與宣傳 

線上讀書會是一個開放的交流平台，在這個平台上可以存放讀書會的資

料，成員也可以在此交流。除了成員的交流外，線上讀書會可以作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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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會的管道，讓更多人能夠從網路上搜尋到讀書會的相關訊息。 

2. 同步討論需要設備的支援 

若需要在線上讀書會用語音或視訊的方式對話，則需要設備的支援才有

辦法執行，而且若參與者的網路頻寬不同，對談的效果也不好。文字形式

的溝通較容易，只要能夠上網就能夠參與討論，但缺點是無法看到對方，

也無法同步討論。 

3. 參與者須有自制力 

欲使用線上即時對談，參與者須於約定的時間準時上線，討論時也要

能專心，能不被其他網路資訊或雜務所干擾。 

4. 個人接受度不同 

線上讀書會沒有時、空的限制，部分成員對線上讀書會是有興趣的，不

過線上讀書會需要大家的支持，若只有少數人能夠參與，則效果會大打折

扣。線上讀書會與實體讀書會相較，許多受訪成員比較喜歡實體讀書會，

因為可以第一時間感受到對方的反應並給予回饋，也認為此種方式能得到

較好的效果。再者，成員若無使用電腦的習慣或無法上網，則自然無法配

合線上讀書會的進行。 

（二）讀書會帶領人 

大部分的帶領人雖然認為線上讀書會能帶來某些好處，如無法參與活動

的人可以參與討論、能達到一定的宣傳效果，但他們仍較偏愛實體的讀書

會，喜歡大家聚在同一個地點一來一往的討論，而且認為實體讀書會的效

果遠大於線上讀書會。此外，帶領人未必有上網的習慣，若欲實施線上討

論，不管是即時或非即時的溝通，都是有困難的。 

（三）館員 

目前臺北市立圖書館線上讀書會的網站與心得分享區較少被讀者使

用，或許與其深藏在好幾層的網頁中有關聯。除此之外，也與讀者的習慣

有關，成人英語讀書會的成員較喜歡面對面的交流，部分成員年齡較長，

打字對他們來說較為困難，視訊或語音的方式對他們來說也有適應上的困

難，因此，大部分的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仍偏愛實體的討論。 

目前臺北市立圖書館所提供的網站只能讓成員以文字的方式寫下心

得，尚無提供檔案上傳下載與影音功能，或許以後網站的功能會更多、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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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線上讀書會可以輔助實體的讀書會，不一定要完全取代，基本上，

館員對於線上讀書會採取開放的態度，讀書會成員若願意使用、參與，圖

書館會協助經營。 

綜上所述，對於線上讀書會的接受程度因人而異，雖然少部分的受訪

者樂於接受並想要知道如何使用，但多數受訪者認為線上讀書會無法替代

實體的讀書會，參與者還是比較喜歡面對面的感覺，若需要網路及時互

動，還需額外設備的配合，較不方便。此外，考量參與者之習慣，必非每

個人都能上網，或者有使用電腦之習慣，要求每個人都能參與線上讀書會

相當困難。 

七、 對讀書會帶領人之相關建議 

根據訪談結果，整理讀書會成員對帶領人之建議如下： 

（一）成為溝通的橋樑 

原則上，讀書會的討論過程以全英語進行，但由於成員的英語程度不

同，不見得每個人都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見或聽懂他人的想法，因此，

有些成員認為帶領人應作為溝通的橋樑，留意成員的反應，若發現成員需

要協助應適時幫忙，若有需要，則可以用中文表達或解釋。 

對於營造一個全英語的環境，一些英語讀書會並不那麼地嚴格執行，

由於大家希望在一個沒有壓力的環境下學習，所以通常帶領人也不會要求

太多，不過會盡量希望大家能夠用英語溝通，在此前提下，帶領人如果能

夠成為溝通的橋樑，也許有助於成員更瞭解並投入討論。 

（二）營造友善且積極的環境 

環境是讀書會構成要素中的一部份，讓成員處在一個安全、開放自由、

友善、沒有壓力的環境中，對話才有可能產生。熱烈的討論氣氛需要全體

讀書會員的貢獻與投入，而帶領人的角色是促進溝通的進行，是穿針引線

的人，帶領人可用引導的方式鼓勵成員發言，同時營造一個輕鬆、愉悅且

樂於分享的氣氛，促進討論與對話的進行。因此，用心營造討論的氛圍也

是讀書會帶領人責任之一。 

（三）有效地掌控活動時間 

針對部分讀書會無法準時開始或結束的情況，帶領人有必要提醒成員遵

守時間。活動進行時，也要注意時間的掌控，避免耽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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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望學有專長者加入帶領人行列 

目前成人英語讀書會帶領人人才較少，若有類似帶領經驗的人能夠加

入英語讀書會的行列，對讀書會來說應有所幫助。 

整理成員的意見，歸納英語讀書會帶領人在帶領讀書會討論時，應掌

握以下三點原則： 

（一）掌握成員的學習興趣  

英語讀書會要能長久經營的要件之一，是必須讓成員維持學習興趣，

如此一來，成員才有可能繼續參與讀書會。因此，帶領人需了解成員的閱

讀興趣為何，偏好哪些主題的討論，以便在選擇閱讀材料時有可以遵循的

方向。在活動的規劃上也要多花心思，藉由多樣化的活動強化成員的學習

興趣，使其產生強烈的求知心，則成員自然願意留下來。 

（二）重視成員情感的交流 

讀書會成員的情感是維持讀書會長久辦理很重要的因素，該如何強化

成員間橫向的聯繫是帶領人可以思考的方向。成員情感的交流有助於強化

團體凝聚力，然而，成員間情感的建立需要花時間、花心思去經營。一般

來說，定期規劃共同活動是常見的方式，例如郊外踏青、唱歌、參訪、聚

餐等，藉由共同活動，往往能使成員對彼此更為熟悉。 

（三）讓成員有參與感、成就感 

讀書會帶領人要讓成員有表達、表現的機會，換句話說，要讓成員在

團體中獲得參與感，甚至在參與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如此一來，成員對

讀書會的歸屬感也會有加分的效果，自然就願意繼續參與讀書會。 

八、 對圖書館辦理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相關建議 

針對目前成人英語讀書會的情況，受訪讀書會成員、帶領人與館員提

出了他們的看法與建議，茲將訪談重點作一說明。 

（一）開設帶領人培訓課程 

 部分的成人英語讀書會由圖書館英語志工帶領，部分的英語讀書會則

無，英語志工曾接受圖書館所安排的讀書會帶領技巧之研習，因此對於如

何帶領讀書會較有概念。在由成員輪流擔任帶領人的讀書會中，並非每位

成員都知道帶領讀書會的技巧，因此，受訪成員希望圖書館能夠多辦理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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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會帶領人的培訓課程，讓一般民眾也能學習相關的知識與技能。  

（二）充實英語館藏 

圖書館內的英語資源不多，此與英語書籍較貴、較少人使用、考慮典

藏空間、電子資源的發展等因素有關。但考量讀者對英語資源仍有需求，

尤其對英語讀書會來說，若有豐富的英語館藏，不論是書籍、期刊、電子

資源、視聽資料，在參考資料上，會有更多的選擇。根據訪談結果，圖書

館所提供的英語書籍仍不足帶領人選擇，帶領人若希望透過閱讀書籍強化

成員對某個主題的了解，有時候在找資料上會遇到困難。而參考工具書是

讀書會成員常使用的工具，尤其是字、辭典，部分成員希望圖書館能夠增

加英語館藏與工具書的數量，對於常使用的字、辭典，如果可以外借的話

會更方便。 

（三）館藏數位化 

部分受訪成員提到期刊數位化的情形，若以數位化館藏的觀點來看，

期刊內容若能數位化是相當不錯的，但須考慮版權的問題，對於常使用網

路的讀者來說，期刊若能數位化，在使用上是相當便利的。 

（四）加強行銷館藏與服務 

對於現有的英語館藏，則需要加強行銷，圖書館中文藏書量大，因此，

新書展示往往較著重於中文書籍，英文新書的部份較少。若可仿照中文「每

月一書」的模式，每個月推薦一本英文新書，也會是很不錯的宣傳方式。

新書展示除了可以實體的方式展出外，中、英文電子書摘也是新書介紹的

管道。臺北市立圖書館有不少英語資源可供利用，其中包括電子資源，民

眾對於有哪些電子館藏並不清楚，可能因為圖書館在英語館藏與服務方面

沒有多加宣傳，多行銷館藏資源與服務是目前圖書館可以加強的部份。 

（五）強化館藏資源與英語讀書會的結合 

閱讀材料由帶領人或成員自行決定，考量部分參與者不清楚圖書館有

哪些館藏與服務可資利用，圖書館可以結合英語讀書會研討的主題，主動

提供相關訊息，也可以擬定每月主題，針對主題提供相關資源與辦理活

動，英語讀書會則能夠依循主題來發揮，每月主題的提供不僅增加讀書會

討論主題的選擇，也能與圖書館推廣的活動相結合。 

（六）加強行銷英語讀書會 

圖書館行銷讀書會的管道大致有圖書館網站與電子報、文宣刊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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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出版品、海報等。成人英語讀書會的行銷效果還可以加強，強化行銷

效果或許重於行銷的方式，使行銷效果加分的方法可從英語讀書會的名

稱、規劃有趣的行銷活動等方面來思考。 

許多民眾常接觸圖書館，藉由圖書館之力多加宣傳，將使得英語讀書

會更為人知。不過在行銷的同時需注意讀書會的性質，在任何行銷方式

上，若能夠將讀書會的內容與活動詳細說明，或者讓讀書會的名稱更符合

其性質，將有助於民眾了解該讀書會是否為他們所希望參與者。除了基本

的行銷管道外，還可透過訪談英語讀書會參與者，藉由參與者的經驗分

享，讓民眾對讀書會有更多的認識，訪談的內容可以在臺北市立圖書館的

刊物如「市圖之窗」、「館訊」、「推廣活動彙編」等刊物中刊載。在 Claire 
Scothern(2000)的研究中提到，圖書館會將讀書會成員的閱讀心得(Review)
同時呈現在圖書館為讀書會建置的網站中，對於常上網卻不常走進圖書館

的讀者來說，是宣傳讀書會相當不錯的作法。 

此外，毎個英語讀書會如果有一獨特之處，是不同於其他英語讀書會

的特色的話，圖書館可針對其特點大力行銷，此一特色可以是討論的主

題、使用的閱讀材料、特殊的進行方式，也可以是成員的創作等。通常讀

書會都是免費參加的，但有時因為安排其他的活動或其他因素影響而必須

繳交一些費用，因此，讀書會的宣傳上需注意費用的說明。 

（七）協助活動的安排   

有時候讀書會想安排一些特別的活動，例如邀請外賓演講，但讀書會未

必有足夠的資訊或關係可以請到演講者，如果只憑成員自己的力量邀請，

未必會有結果，因此，可以藉助圖書館的力量，透過宣傳或從現有的志工

資源來挖掘，甚至圖書館主動規劃英語讀書會專題演講。若圖書館能為成

人英語讀書會舉辦聯誼、演講等活動，將能夠促進英語讀書會間的交流，

讓彼此多一些認識，也能學習各讀書會的經營之道。 

目前成人英語讀書會較缺乏橫向的聯誼，大多以各自的方式進行著。英

語志工在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的安排下有所聯繫，但對於沒有英語志工參

與的英語讀書會來說，就沒有這樣的機會了。受訪成員與帶領人均認為英

語讀書會間可以彼此交流，藉由觀摩學習其他英語讀書會，將有助於其自

身的成長。因此，若圖書館能夠辦理成人英語讀書會活動聯誼，將會是不

錯的作法，例如可以由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邀請辦得不錯的英語讀書會與

其他讀書會進行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