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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國內外文獻了解讀書會的內涵與圖書館推動讀書會的作

法，並透過調查問卷與訪談，瞭解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現

況，分析讀書會的運作特色、辦理成效，並發現所遭遇之困難，希望能提

出未來公共圖書館辦理類似活動之參考。本章第一節整理問卷與訪談之重

要內容，作為本研究之結論，第二節提出辦理成人英語讀書會之相關建

議，第三節為後續研究提供幾點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 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現況 

（一）讀書會成員基本特性與參與動機 

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以女性參與者佔了多數。在職業

分布上，家庭主婦佔了多數，但與演講協會合作之讀書會較為特殊，無家

庭主婦參與，而以上班族為多；在年齡分布上，以 50 歲～59 歲的成員為

主；教育程度方面，成員的教育程度頗高，約六成為大專院校畢業者，研

究所以上學歷者也有二成；在參與英語讀書會的年資上，以未滿半年者居

多，亦有少數成員參與年資長達四年以上。 

成員參與英語讀書會的動機包括增加英語表達能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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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讀書會好奇、提升專業等。 

（二）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運作特色 

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聚會頻率以每周一次者最多，活動時

間平均為二小時。除了閱讀與討論，讀書會也會透過安排各種不同的活

動，使學習的方式更為多元，不僅僅是單純的交流討論而已。茲將臺北市

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運作特色整理如下： 

1. 學習方式生活化 

讀書會會透過不同的活動讓成員接觸英語，讓英語更貼近生活，例如

戶外教學不僅是單純的參訪行程，而是由成員擔任導覽員，以英文介紹該

地之歷史、風景名勝、名人、名產、風俗民情等。不僅將英語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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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遊樂的效果加分。此外，讀書會也會舉辦 Potluck 聚餐，參加聚餐者

每人各帶一道菜餚與大家共享，還可以同時學習飲食文化與餐桌禮儀。 

2. 報章雜誌、短篇文章為主要閱讀材料 

中文讀書會多以書籍為主要閱讀材料，英語讀書會則不然，英語書籍

的閱讀情形雖有之，但並不普遍，主要是因為閱讀英語書籍需花費較長的

時間，對中途參與的成員來說，無法很快地融入討論。因此，多數英語讀

書會採報章雜誌、短篇文章，甚至視聽資料、歌本等，作為讀書會的閱讀

材料，因而閱讀材料顯得相當豐富。 

3. 主題多元 

讀書會研討的主題呈現多元的風貌，從休閒娛樂、文學、科技、時事

新聞、醫療保健、教育、語言學習，到全球性議題，只要成員有興趣的、

想知道的、希望分享的，都可以作為討論的議題。 

4. 以英語歌曲為主之研討 

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以 10～15 位為多，而「英語 SONG 教室－歌唱

學英文讀書會」卻能達到平均出席人數 35 位的情況。此讀書會將原本以

閱讀書籍、文章為主軸的討論型態，轉向以英語歌曲為主之研討，藉由歌

曲延伸相關的討論，如歌曲創作背景、演唱者、歌詞意涵，甚至樂理知識

等，顯示歌唱類型之英語讀書會深受民眾喜好，接受度高，展現了英語讀

書會不同的風貌。 

5. 英語志工的加入 

部分成人英語讀書會有圖書館英語志工作為固定的帶領人，英語志工

曾經接受圖書館讀書會帶領人的培訓，對如何帶領讀書會有一定的概念，

能夠借助其英語能力投身讀書會、帶領讀書會的討論，是令人極為欣喜之

事。雖然英語志工通常為讀書會帶領人，但有時候會將帶領討論的機會讓

給成員，由成員自行決定閱讀材料並主持該次聚會，英語志工以輔助者的

角色協助之。 

二、 臺北市立圖書館支援成人英語讀書會之情形 

依照成人英語讀書會的情況，圖書館扮演著主辦與間接推廣兩種角

色，前者是由圖書館自辦之英語讀書會，後者是圖書館提供英語讀書會硬

體空間與設備、諮詢服務等其他方面的協助。茲將圖書館支援成人英語讀

書會之情形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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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辦理帶領人培訓課程 

圖書館定期辦理帶領人培訓課程，邀請講師講授讀書會的經營、閱讀

材料的選擇及導讀技巧等課題，讀書會的會長、帶領人與成員，圖書館館

員、英語志工、義務林老師，以及其他對讀書會推廣經營有興趣的人都可

以參加。 

（二）宣傳成人英語讀書會 

圖書館會透過網站或電子報、文宣刊物、出版品、海報來宣傳成人英

語讀書會。在這些宣傳管道中，約四成的成員是透過圖書館文宣與海報得

知讀書會的訊息，經由網站或電子報獲知消息者約二成，可見圖書館文宣

刊物與海報能達到不錯的宣傳效果，此結果可作為未來圖書館宣傳英語讀

書會之參考。此外，亦有較為特殊之宣傳方式，即透過輪值櫃檯館員對讀

者借閱館藏類型之觀察，若讀者較常借閱英文館藏，就會藉機告知其英語

讀書會之消息。 

（三）展示讀書會成員作品 

圖書館會將成人英語讀書會成員所寫之文章張貼於館內佈告欄，讓館

內讀者也能欣賞讀書會成員的作品，此作法不僅鼓勵成員嘗試英語寫作，

亦為宣傳英語讀書會之方式。 

（四）提供網路討論空間 

線上「心得分享區」與「線上讀書會」提供讀書會成員一個網路討論

空間，不論是中文讀書會或英語讀書會，都可以在此書寫心得或交換意

見，可惜使用情況未臻理想。 

（五）提供購書優惠方案 

臺北市立圖書館在 2006 年制定「鼓勵讀書會購書優惠」辦法，提供臺

北市各讀書會購買書籍享有折扣的優惠，部分成人英語讀會也使用此一方

案，透過圖書館來訂購書籍。 

三、 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與服務

之情形 

參與英語讀書會前，約半數的成員未曾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與服務，

他們找尋資料的管道主要為網路與自己的藏書，部分成員則因為害怕損壞

圖書館資源以及借閱期限的限制而較少使用或借閱。帶領人與成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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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以自己購買所需資料與在家上網查閱資料情形較為普遍。上網查閱

資訊是讀書會參與者查找資料常用的方式，但不會在圖書館上網，主要是

因為圖書館電腦的使用有時間限制。曾經使用圖書館英語資源與服務的讀

書會參與者，則以英語書籍、雜誌與所附的 CD、字辭典工具書的使用為多。 

參與英語讀書會後，將近七成的讀書會成員因為讀書會的緣故而更常

接觸圖書館，進而利用圖書館館藏與服務，例如有人因此激起閱讀英文書

的興趣、有人因為討論時事而使用圖書館英文報紙，有人則因此發現圖書

館還有許多他所不知道的館藏。資源使用上，以英語圖書、英語報章雜誌

與英語參考工具書被使用的情況較多。此外，成員館藏借閱量也因為參加

讀書會而所增加，將近八成的成員平均每個月增加 1～3冊。 

由此可見，成人英語讀書會的舉辦對圖書館英語館藏的使用有一定的

助益，但部份帶領人在使用館藏的經驗中有無法找到所需資料的情形，也

有成員儘管知道館內有許多英語資源可供利用，但對於實際的館藏與服務

並不清楚之情況，顯示圖書館在英語館藏的添購與宣傳上尚需加強。 

四、 成人英語讀書會對成員之成效 

（一）肯定英語讀書會對己身的幫助 

成員肯定英語讀書會對自身的幫助。透過閱讀材料的豐富性與多元

化，成員不僅能夠吸收最新的資訊與專業知識，與其他成員的互動下，還

能夠激發不同的想法與樂趣，成員甚至覺得參與讀書會所獲得之資訊豐富

度，遠大於過去幾十年所得。透過多樣且豐富的閱讀主題與內容，成員能

夠增廣見聞、增進國際視野、擴展閱讀範圍，且經由彼此意見交流與分享，

了解每個人不同的思考點，無形中擴展了個人的思考面向。 

成員英語能力也因為參與英語讀書會而有所提升。由於英語讀書會營

造一個英語生活環境，提供成員表達英語的機會，參與英語讀書會讓成員

的英語能力有所提升，許多人會話與聽力都進步不少，少部分成員在英語

寫作上也有所收穫。除了自覺英語能力進步外，增加成員的自信與勇氣也

是讀書會帶給成員的一大收穫。英語讀書會是一個讓成員能夠平等表達意

見與想法的場合，成員在鼓勵發言的環境中，原本較安靜聆聽的成員，也

會慢慢參與討論，甚至在讀書會以外的場合也能夠侃侃而談，成員的自信

在讀書會中有很大的成長。結交新的朋友、拓展人際關係也是成員參與讀

書會之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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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滿意英語讀書會各方面的安排 

成員對成人英語讀書會在各方面之滿意度均呈現不錯的表現，以「讀

書會的團體氣氛」與「帶領人的領導」滿意度最高，閱讀材料的內容、讀

書會時間的安排、活動類型、討論方式、場地、閱讀材料的選擇方式滿意

度得分相近，成員對圖書館提供讀書會的協助充滿感激之情。大體上來

說，成人英語讀書會受到成員的肯定與喜愛，對圖書館來說，無疑是支持

其繼續舉辦英語讀書會的一大鼓勵。 

五、 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遭遇之困難 

綜合讀書會成員、帶領人與館員之意見，發現目前成人英語讀書會遭

遇之困難如下所述。 

（一）圖書館英語資源無法滿足英語讀書會之需求 

圖書館未必藏有英語讀書會所需之題材，例如圖書、雜誌、視聽資料

等，尤其讀書會對英語資源的需求性較高，要在館內找到適當的題材有時

候不是很容易，若與主題相關之資源無法在圖書館獲得，只能從網路、書

店或其他管道來尋找。 

（二）欠缺英語讀書會帶領人才 

雖然讀書會有英語志工的加入，但目前英語志工參與讀書會的人數不

多，圖書館所招募之英語志工多帶領英語說故事活動，且考量英語志工個

人的意願，其所服務的圖書館未必辦理英語讀書會，也造成有英語讀書會

帶領人需求之圖書館無法招募到英語志工之情形發生。 

（三）成員聚會前的準備與積極性仍需加強 

部分成員在聚會前沒有做好充分地準備，例如文章沒有事先閱讀，造

成討論時無法投入，帶領人也必須花更多的時間講解文章內容，影響了討

論的進行。成員似乎不夠積極，較為被動，有時候無法在聚會時間準時到

場，成員在活動的準備上仍顯不足。 

第二節 建議 

成人英語讀書會要長久舉辦，需要受到圖書館的重視與支援，包括主

管的支持、設備、諮詢與資源的提供等。以下根據研究結果，就舉辦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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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讀書會可努力之方向，提出幾點建議供相關單位參考。 

一、 圖書館可著力之方向 

（一）普及舉辦英語讀書會 

目前臺北市立圖書館總館雖有兩個成人英語讀書會，但此二英語讀書

會較著重演講與領導技巧之訓練，成員較少有探討同一個主題的機會，建

議圖書館可以多舉辦全球性議題為主之英語讀書會，總館若有此類型讀書

會更佳。而讀書會使用的題材則可以更多樣化，例如：繪本、小說、影片

等。此外，讀書會須以常態性的方式舉行，如此一來，學習方能持續。 

（二）辦理英語讀書會帶領人培訓課程 

欲維持成人英語讀書會長久之經營，帶領人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良

好的師資與其對讀書會活動的充分準備，會讓成員願意繼續參與英語讀書

會。因此，為強化英語讀書會之帶領，圖書館可針對英語讀書會安排帶領

人培訓課程，使帶領人學習如何帶領成員研讀、討論、參觀等要領，提升

英語讀書會帶領人的領導技巧。同時，希望透過英語讀書會帶領人培訓課

程之安排，多吸收社區人力資源，例如具有英語能力或曾有帶領團體討論

經驗的大專院校生或社區人士加入英語讀書會帶領人行列，憑藉其專業與

經驗帶領英語讀書會，以因應英語讀書會帶領人人才不足之困境。 

（三）充實英語館藏 

為了推廣英語閱讀相關活動，圖書館應擁有大量的英語館藏。目前圖

書館所提供之英語資源對讀書會帶領人來說仍不足選擇，因此，圖書館除

了應持續編列英語圖書購置預算外，還可以經由募集與交換的管道，來增

加英語藏書量。 

（四）英語館藏數位化 

臺北市立圖書館已購置五種電子書，其中四種為英語電子書，包含

netLibrary 電子書、iPicturebooks 兒童繪本電子書、Tumble 兒童電子書與

Tumble TalkingBooks，乍看之下雖以兒童讀物為多，但其實 netLibrary 電

子書內容豐富，涵蓋了總類、藝術與人文、商業、兒童與青少年及電腦等

846 冊一般性書籍，值得英語讀書會好好利用。除了購置英語電子書，圖

書館可進行英語館藏數位化的工作，讓更多人能透過網路檢索及閱覽數位

化的實體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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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強行銷圖書館英語資源與服務 

圖書館是站在一個協助的角色來輔助讀書會，從館藏資源、設備與帶

領人的培訓，到主動推薦適合該讀書會的閱讀材料。英語讀書會參與者多

以自己的方式來找尋所需資源，不見得使用圖書館館藏與服務，圖書館需

多加行銷館內的英語資源，並主動推薦相關資源，讓讀書會知道有哪些資

源可資利用，例如可強化外文電子書摘、英語電子書之宣傳。臺北市立圖

書館各分館常依館藏特色來發展中文讀書會，英語讀書會也能夠參考此作

法，如此一來，圖書館能提供較多的資源協助，讀書會也將更有特色。  

圖書館每月一書的活動是相當不錯的，可延伸推廣至英語讀書會，例

如每個月安排一個主題，針對該主題選取館藏書籍，推薦相關的文章、影

音資料，安排系列演講、活動等，亦提供英語讀書會一個可供討論的題材。

主題不需要區分中、英文，圖書館將相關的中西文館藏與活動一併安排與

展示，將可節省所需的人力與時間，也可將館藏作一整理與介紹。 

（六）安排英語專題講演 

圖書館能夠邀請外籍人士，統一為英語讀書會舉辦英語專題演講或講

座，講題可統整英語讀書會成員意見後決定，也可由圖書館擬定。透過專

題講演，讀書會成員能夠從不同的方式學習，並藉由外籍人士不同的觀

點，擴展成員思考的面向。 

（七）發行英語讀書會刊物 

臺北市立圖書館辦理不少英語讀書會，可參考「林老師交流道」月刊

之作法，定期發行英語讀書會通訊(newsletter)，報導各英語讀書會舉辦情

況，讓有興趣的民眾得知英語讀書會最新消息，此外，設定每月主題、草

擬討論提綱、推薦讀物，讓全國的英語讀書會能夠討論同一個主題，甚至

在網路上分享心得。 

（八）建置線上英語讀書會網站 

根據研究結果，讀書會參與者認為線上英語讀書會可作為實體英語讀

書會之輔助。臺北市立圖書館多年前建置之讀書會網站並未區分中、英文

讀書會，也因為缺乏管理與宣傳，導致使用者甚少。建議為成人英語讀書

會建置專屬網站，加強網站的功能，改善純文字的網頁型態，提供更多樣

化、更友善之功能與介面，同時加強宣傳工作讓更多人知道並使用。如此

一來，線上英語讀書會不僅可作為成人英語讀書會間資訊交流互通之管

道，成員也可以參與其他英語讀書會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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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續評估成人英語讀書會辦理情形 

圖書館需持續且定期評估英語讀書會的運作，以瞭解讀書會發展情形

以及是否需要協助。目前圖書館每個月都會統計讀書會出席人數，也會要

求讀書會填寫活動紀錄，偶爾在聚會時間實地觀察，以檢視目前英語讀書

會的運作與其成立時所擬定之目標是否相符。此外，亦透過活動調查表，

瞭解參與成員對讀書會的看法與建議。未來，圖書館仍需持續評估英語讀

書會的實施，除了採用現行的評估方法外，建議每一個英語讀書會都有成

果集的產出，成果集不一定由圖書館製作，可由讀書會成員自行編纂，透

過成果集，將能讓圖書館與民眾更快、更容易對英語讀書會有初步的認

識，也是讀書會紀錄過程的一種方式。 

二、 對英語讀書會參與成員的建議 

（一）擬定讀書會內部規範 

為了讓成員準時參與聚會，以及討論前都能夠事先閱讀，讀書會成員

可以擬定內部規範，作為一個團體的共同協定，讀書會內部規章應由成員

共同討論後決定之，並約定共同遵守。 

（二）積極參與活動 

讀書會是一個開放自由言論的團體，每個人都能夠平等地表達自己的

想法，但英語讀書會部分的成員似乎仍較為被動，期望成員能把握學習的

機會，更積極主動地發言，對讀書會安排的共同活動也能積極參與。 

（三）提出回饋與建議 

成員的意見對讀書來說相當重要，具有建設性的意見與看法將能促使

讀書會的成長。因此，不管是對讀書會的閱讀材料、進行方式、活動的安

排、圖書館的協助等，讀書會成員應該多表示自己的意見，以便帶領人或

圖書館能更了解英語讀書會之需求，提供更為適切之服務。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係針對臺北市立圖書館成人英語讀書會現況進行調查，了解讀

書會實施情況與遭遇之困難。限於人力、時間、研究者能力等因素，未能

對若干議題進行深入探討，因此，期望未來研究可從以下層面擴大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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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親子英語讀書會之研究 

常可在圖書館看見父母帶著孩子一起看書的情況，不管是閱讀中文或

英文讀物，親子共讀已是國內外很普遍的現象。公共圖書館舉辦許多親子

英語讀書會，藉由生動、有趣的活動，親子一同參與閱讀，分享閱讀的樂

趣，不僅增進親子互動的機會，父母更可從活動中學習帶領孩子閱讀的技

巧。親子英語讀書會如何辦理，在實施上是否遭遇困難，都是值得探究的。 

二、 國內外讀書會之比較研究 

讀書會屬於一種自學型態之團體，可依照個人需求來發展，極富彈性。

國內外有不少讀書會團體，在不同國家與其獨特的文化下持續發展，若能

從一全面性的觀點來看國內外讀書會之發展與現況，比較分析國內外讀書

會之內涵與差異，將會是有趣且值得探究之議題。 

三、 館員參與讀書會之研究 

參加讀書會是幫助個人自我成長的方式之ㄧ，繁運豐(1999)在其研究

中發現有屬於館員的專業文獻讀書會，本研究亦發現館員參與英語讀書會

之情形。不只是公共圖書館，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館在 2005 年 4 月成立

館員讀書會，希望能夠達到共享新知的目標(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館 , 
2007)。在國外也有館員參與或自行帶領線上讀書會之情形 (Balling, 
Henrichsen & Skouvig, 2008)。或許希望透過讀書會增進專業知能，或許發

展個人興趣，不管如何，館員參與讀書會之情形亦為值得研究之議題。 

四、 線上英語讀書會可行性之研究 

國外有很多圖書館舉辦線上讀書會，讀者可透過圖書館提供之網路空

間進行心得與意見之交流分享，由於線上讀書會不侷限於特定時空，參與

者可更多元，對無法參與讀書會的人來說，是一種相當不錯的學習方式。

本研究初步了解成人英語讀書會參與者對線上讀書會的看法，發現不少人

仍較喜愛實體的讀書會，即面對面的討論。若發展線上英語讀書會，讀者

的接受程度、讀書會能達到的效益、對人際關係的影響等問題，都是值得

關切的。因此，線上英語讀書會是可以進一步探究之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