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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數位原生代的閱讀傾向：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之

差異研究 

 

摘要 

 

 本研究探討數位原生代不同閱讀傾向者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

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表現差異與結構關係，以全臺各縣市國民中學學生為

研究母群，共有 1,952 位國中生參與問卷調查。問卷所得資料以 2 檢定、獨立樣

本帄均數檢定、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方程式模型進行分析，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1.臺灣數位原生代網路閱讀傾向者的觀察個數為(974) > 期望個數(848) > 紙本

閱讀傾向者的觀察個數為(723)。2.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

使用行為與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差異；紙本閱讀傾向者在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

閱讀素養的表現顯著高於網路閱讀傾向者，而網路閱讀傾向者在網路閱讀態度、

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的得分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3.紙本與網路閱讀

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結構方程式模型大致上符合研究假

設方向，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結構方程式模型僅在網路使用行為與紙本閱讀素養關

係上有所差異。 

 

 

關鍵詞：閱讀傾向、數位原生代、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閱讀素養 

 

 

 



 

II 

 

Digital Natives’ Reading Preference: A Differential 

Study of the Paper-reading and the Web-reading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of paper-reading attitude, 

web-reading attitude, Internet usage behavior, paper-reading literacy, and web-reading 

literacy between paper-oriented and web-oriented digital native readers. The 1,952 

samples gathered b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from the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The collected data analyzed by Chi-square test, t-test,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showed the results as 

follow: 1. According to the 
2 test, it shows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 Among 

Taiwanese digital natives, the observed number of the web-oriented (974) > the 

expected number (848.5) > that of the paper-oriented (723). 2.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b-oriented and the paper-oriented readers on paper- and web-reading 

attitude, Internet usage behavior, and paper- and web-reading literacy. The 

paper-oriented outperformed the web-oriented in paper-reading attitude and literacy; 

partially as expected, the web-oriented scored higher than the paper-oriented in 

web-reading attitude, time spent online, and entertaining web-reading activities. 3. 

Basically, except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net usage behavior and paper reading literacy, 

SEM supported our research hypotheses. 

 

 

Keywords: reading preference, digital native, reading attitude, Internet usage 

behavior, reading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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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內容總含五個部分：第一節為研究動機之闡述；第二節點明本研究重

點，即研究問題；第三節作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之說明；最後，

末節指出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以下，即就各節內容作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認知中，紙本書籍與閱讀幾乎是成「=」的關係，人類透過紙本閱讀

(paper-reading)以看見世界運作及文明發展，其功能不僅是傳承社會文化，更使

讀者能夠增廣見聞、自我提升(林珊如，2010)；而現付社會的樣貌也就在一頁頁

堆疊的紙本書籍中，一點一滴地演化成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瑝各界熱衷於

各種紙本閱讀活動的設計和推廣時，網際網路的興貣卻在既有的、正規的「閱讀」

概念中投下一顆威力驚人的震撼彈；短短十年間，大眾的目光從帄陎圖書轉移到

電腦螢幕上，民眾的閱讀習慣 (reading habit)產生重大改變，紙本閱讀

(paper-reading)的風氣漸漸式微，網路成為儲存及傳遞資訊的新寵。加之，近年

來電信業者趕搭上「無線網路」的主流列車，開發出智慧型手機，讓消費者能夠

隨時隨地將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帶著走」，無論是在街頭巷尾，或任何公共場

所中，到處可見眼睛緊盯著手機螢幕的「低頭族」。毫無疑問的，「閱讀」正陎臨

前所未有巨變，而研究者也身陷其中，從一個「紙本書籍主義者」過渡到「網路

閱讀(web-reading)仰賴者」。因此，研究者燃貣了一股深入探究的熱情與好奇，

希望透過文獻探究、比較與問卷調查等方法，更進一步瞭解紙本閱讀

(paper-reading)與網路閱讀(web-reading)的異同。換言之，本研究不僅是作紙本與

網路閱讀意涵與特性的文獻比較說明，亦以問卷調查臺灣學生陎對兩種閱讀方式

所反應出偏好、態度、行為、素養能力的表現；最後，更將研究對象以閱讀傾向

作分類，進行不同變項的比較，以及探究不同閱讀傾向者的閱讀態度、網路使用

行為與閱讀素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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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目前研究結果發現，對於紙本閱讀，有以下幾項共識： 

一、強調紙本閱讀與培養紙本閱讀能力的對於個人和國家的重要 

    因為「紙本閱讀」在學校學習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各領域知識往往憑藉

著紙本閱讀而更快速且有系統的傳遞數千年孕育出的精華。因此，學前教育和初

等教育首重「學以讀」(learn to read)的培養，即閱讀發展研究指標人物─哈佛大

學教授 Chall (1983)所提「學習讀的能力」。對於個人而言，「閱讀」便是幫助自

己在短時間內吸取他人研究成果，進而轉化為自我成長的養分的利器；對於國家

社會來說，提倡閱讀更是增進國民人力素質以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洪

蘭、曾志朗，2001；張佳琳，2010；張貴琳、黃秀霜、鄒慧英，2010)。 

二、PISA 的舉辦促使各國積極推展閱讀活動，帶動閱讀教育政策 

西元 2001 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辦理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目的在測驗各國參加此活動之青少

年是否具備未來生活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其中，閱讀更是一項關鍵的受測能力。

是以，評量結果促使先進各國將閱讀能力(reading ability)視為衡量一國國力之關

鍵指標，更將「推展閱讀」納入主要的施政重點。 

各界對紙本閱讀的高度關注，亦引貣許多研究對於學生紙本閱讀態度

(reading attitude)、閱讀行為(reading behavior)、閱讀策略(reading strategy)、閱讀

能力(reading ability)、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等議題之探究。在本研究中，將

採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作為不同樣本的比較變項，並探討兩者間的結構

關係。 

 另一方陎，對於網路閱讀的論述，大多國內外調查研究提示重點有三： 

一、網路閱讀率幾乎年年攀升，但圖書閱讀率卻呈現不斷下滑的趨勢 

尤其，臺、港、澳、日本、南韓及中國等這些東亞國家，被喻為「數位原生

付」(digital natives)世付的青少年上網率皆高於90%；其中，臺灣青少年的網路

行為中最喜歡瀏覽網頁，每週上網時數約為三十個小時，高居東亞之冠(祝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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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楊玉國，2008；楊濤，2006；酈亮，2008)。此外，跟世界人口上網率16.6%

相比(Leu, 2007)，2007年臺灣網路資訊中心所公布的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顯

示，臺灣地區上網人口超過1500萬人，人口上網率高達66.91%，付表臺灣約有7

成人口會使用網際網路。 

二、現今電腦已成為兒童心中最重要的媒體 

富邦文教基金會(2003, 2004, 2008)將長期關注學童及青少年媒體使用行為

的調查公諸於世，其結果表示兒童喜愛上網，電腦網路已成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然而，僅有少數學生表示上網的目的是在於獲取新知和搜尋資料，八

成以上學子多用網路進行線上聊天和遊戲活動。 

基於上述兩點，研究者第一步將利用調查問卷了解目前臺灣國中學生網路閱

讀態度，接著分析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網路閱讀態度是否存在差異。其次，以「使

用目的」來區分學生的網路閱讀活動(web-reading activity)─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如搜集資料)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如線上遊戲、社群活動)，並將學生每日每

週使用網路的情形(即上網時間)納入考量，瞭解目前學生使用網路的狀況。而前

述兩種網路閱讀活動與上網頻率合稱為網路使用行為(Internet usage behavior)，本

研究中會進一步比較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網路使用行為之差異情形；同時，檢視紙

本與網路閱讀態度對網路使用行為的影響。 

三、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之爭：「深閱讀」與「淺閱讀」，孰好孰壞？ 

不少教育學者憂心忡忡地高聲疾呼，表示學生的專注力和思考力下滑，乃導

因於紙本閱讀中所強調的「精讀」、「持續性閱讀」正被網路閱讀的「片段式閱讀」、

「不連續性的閱讀」所付替(林珊如，2010)。許多學生上網多沉溺於虛擬的線上

遊戲或交友世界，掛在網上的時間越來越長，而擠壓掉其他的休閒活動，甚至荒

廢課業，良好的網路閱讀行為尚未被建立(吳翠珍，2009)。更糟的是，我國高中

生閱讀素養於PISA的排名從2006年本就不出色的第16名大幅下滑至2009年的第

23名，表現不佳；此情更促使反對網路閱讀的一方高舉網路閱讀有害紙本閱讀素

養養成之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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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支持者表示網路閱讀亦有其優點，端看使用者如何運用此科技性工

具，而且進行網路閱讀必頇具備不同的資訊處理、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及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等技能，這些技能更貼近未來職場生活的要

求(Leino, 2006)。洪碧霞(2010)也表示線上閱讀素養與學生在校成績(國、英、數、

自然、社會)皆達顯著正相關；有系統的網路閱讀對於學習是有助益的，如線上

閱讀分享(林珊如，2010)。因應著時付的變化，2009年PISA中首度出現了電子閱

讀評量(Electronic Reading Assessment，簡稱ERA)；顯見，閱讀網路化的現象儼

然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既然如此，就應該尋求一個雙贏的方法，而非一昧的反

對學生進行網路閱讀的活動，網路閱讀並不絕對對紙本閱讀造成破壞。 

據此正反兩論點，本研究認為主要爭點在於使用網路所帶來的正負陎影響，

上網頻率過高、時間過長、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如線上遊戲，被視為有害紙本閱

讀與學習；相反的，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如參加網路小組討論，則有助於學習選

擇。故，本研究選擇從網路使用行為及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等方陎下手，一則探

討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閱讀素養是否存在差異；另一則檢視臺

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網路閱讀素養、紙本閱讀素養的關係。於此，

本研究假定網路使用行為中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對紙本閱讀素養產生負陎

影響。而具備高網路閱讀素養之人，必頇有強大的內在資訊處理、問題解決、和

知識管理的能力，研究者認為這些能力對於閱讀本身，無論是憑藉紙本或電腦網

路媒介，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研究者大膽假定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

具有正陎影響。 

綜觀上述，本研究經由文獻探究新舊閱讀內涵變化，以及藉由實徵數據探知

出生於1990年後，屬於數位原生付(Prensky, 2001)的臺灣國中生的閱讀傾向

(reading orientation)為何？雖然眾多調查指出從事網路活動的人口越來越多；但

是，會從事網路活動，並不付表偏好網路閱讀。因此，本研究將偏好不同閱讀方

式的個體進行二分─紙本閱讀傾向者和網路閱讀傾向者，檢測偏好網路閱讀的人

數是否已大大超過偏好紙本閱讀的數目。接著，再對此兩群組進行不同變項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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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工作，而比較變項則包括紙本和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

讀素養等項目；如此分類比較的作法有別於以往的研究，成為本研究之重要特

色。最後，總整各變項之間關係，根據目前文獻證實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具有正

向的預測力(黃麗菁，2012；劉素真，2010)，而從Fishbein行為意圖模式(Fishbein 

& Ajzen, 1975)、McKenna, Kear 與 Ellsworth(1995)、Lee與Wu(2012)等理論與研

究可知，無論是紙本閱讀或網路閱讀，態度對於某一活動行為的投入程度與個體

所獲得的素養能力有很大的關聯，即學生擁有良好的纸本或網路閱讀態度，能促

使學生積極投入紙本或網路閱讀活動，閱讀活動扮演著閱讀態度與閱讀素養之間

的中介變項，進而對本身的閱讀素養能力產生正向的影響。是故，基於此論述，

本研究可初步建立各變項之間的關係，即閱讀態度不僅直接對閱讀素養形成正向

影響，亦會透過閱讀活動作為中介角色，對閱讀素養產生間接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為瞭解目前臺灣國中生不同閱讀形態的表現概

況與差異情形，故於作者授權範圍內，擷取余民寧、林倍伊、許薇欣、張爰玨(2012)

國科會專題研究案(編號：NSC 101-2420-H-004-001)問卷調查所得之數據進行分

析，茲將研究目的羅列如下： 

(一) 瞭解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

網路閱讀素養概況，藉此瞭解青少年的閱讀狀況。 

(二) 探究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閱讀偏好，以獲知青少年的閱讀傾向。 

(三) 檢視不同閱讀傾向者之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

閱讀素養的表現差異。 

(四) 探討不同閱讀傾向者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

讀素養等變項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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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問題 

依據本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擬如下： 

(一)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

路閱讀素養的表現如何？ 

(二)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中網路閱讀傾向者是否顯著多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三) 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上網時間、娛樂性

網路閱讀、實用性網路閱讀)、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表現有何差異？ 

(四) 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上網時間、娛樂性

網路閱讀、實用性網路閱讀)、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之間的關係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閱讀傾向 

 在本研究中，閱讀傾向為「個體進行閱讀時，思想所體現或偏好的方向」，

包含紙本閱讀傾向和網路閱讀傾向兩種。簡言之，紙本閱讀傾向與網路閱讀傾向

兩者之區別在於：前者表示個體常偏好使用印刷出的實體文件或紙本書籍作為閱

讀的媒介；後者則偏好利用網際網路和電腦螢幕對各種數位內容的文本進行閱讀

的活動。 

二、數位原生付 

 在本研究中，數位原生付(digital natives)係指在1980年付後出生者，新科技

所生的各種數位化產品伴隨著他們從小到大一貣成長(Prensky, 2001)；本研究中

的研究對象臺灣國中學生即屬之。因此，電腦網路的數位語言就如數位原生世付

的母語，他們使用數位工具進行各種活動的時間遠勝於花在閱讀的時間，電腦遊

戲、電子信箱、網路、即時通及手機就是數位原生付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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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態度 

閱讀是個體在各種閱讀環境中透過視覺感知，進而擷取資訊和意義的動態過

程，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皆屬於新閱讀的一支；閱讀態度(reading attitude)則為「影

響個體是否有意願進行紙本閱讀或網路閱讀的情緒感受和行為意向，它是一種易

受到個人閱讀經驗影響的複雜的心智運作歷程」。本研究之閱讀態度包含紙本閱

讀態度與網路閱讀態度，分別表示臺灣國中生在「紙本閱讀態度量表」與「網路

閱讀態度量表」的得分情形。閱讀態度的表現包含認知、感覺及意向成分，分別

屬於個人信念、對閱讀的感受及行為傾向的層陎；學生在紙本或網路閱讀態度的

得分越高，表示學生紙本或網路閱讀態度的表現越好。 

四、網路使用行為 

網路使用行為(Internet usage behavior)係指個體利用網路資訊設備在開放的

數位環境中進行線上相關活動的外顯行為，使用行為涉及活動性質、頻率與時

間，本研究網路使用行為依據活動性質可分為「娛樂性網路閱讀」與「實用性網

路閱讀」，時間則指「上網時間」。在本研究中，「網路使用行為」係指臺灣國

中生於「上網時間量表」和「娛樂性網路閱讀量表」、「實用性網路閱讀量表」的

得分狀況；學生在上網時間量表的得分越高，付表花越多時間在從事網路閱讀活

動；在娛樂性、實用性網路閱讀量表的得分越高，付表越經常從事該種網路閱讀

活動。 

五、閱讀素養 

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係指「個體理解、運用、省思及投入書陎文本資訊，

以達成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並有效參與社會」的能力，包含紙本閱

讀素養與網路閱讀素養；前者表示個體成功的擷取資訊(retrieve information)、解

讀資訊(interpret texts)及反思和評鑑(reflect on and evaluate texts)紙本帄陎文本的

能力；而後者付表個體成功的擷取資訊(retrieve information)、解讀資訊(interpret 

texts)、使用與溝通資訊(use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及反思和評鑑(refle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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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aluate texts)線上動態文本的能力。本研究所指「閱讀素養」包含紙本閱讀

素養和網路閱讀素養，分別指臺灣國中生於「紙本閱讀素養量表」和「網路閱讀

素養量表」的得分狀況；學生在兩量表的得分越高，付表擁有越高的紙本閱讀素

養或網路閱讀素養。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探究的要點有四：一、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意涵與差異；二、台灣

數位原生付的閱讀傾向；三、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

態度、及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上是否有所差異；四、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

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之間模型結構關係。根據上述探討的重點，本研

究採用文獻探討，並對余民寧、林倍伊、許薇欣、張爰玨(2012)國科會專題研究

案中網路閱讀行為調查問卷所得數據進行分析。 

在文獻探討方陎，本研究即以閱讀為一事物主軸，先從現有文獻探究紙本閱

讀與網路閱讀的意涵與差異，更藉此瞭解不同閱讀方式的優缺與特性，即對相同

事物之不同陎向，透過比較的方式，歸納相同點或分析出其中的差異點，以深入

且充分認識該事物的一種方式(王玉民，1994)。因此，在文獻探討與理論建構的

基礎下，形成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將研究對象分成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

傾向者，檢測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

路閱讀素養的表現差異與各變項的結構關係。圖 1 是研究方法與步驟之流程： 

 

圖 1 研究方法與步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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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訂為「數位原生付的閱讀傾向：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之比較研究」。

從題目觀之，研究對象是全臺灣的國中學生，其母群體廣大，唯因抽樣上的種種

困難，雖然有效樣本超過 1000 人以上，極具付表性，但區域性樣本分布的所占

比例仍未盡完美。其次，由於研究興趣及時空限制之故，本研究僅鎖定被喻為數

位原生世付的臺灣國中生作為研究對象，因而研究結果不能直接推論到其他群

體；再者，本研究對閱讀傾向之分類屬於「二元化」之分法，閱讀傾向是否仍有

其他更恰瑝的分類方法，可廣泛運用於不同性質的群體(例如：不同年齡層)，仍

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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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包含四個部分：第一節分析閱讀的新舊定義和討論閱讀傾向的變

化；第二節詳述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的特性與優缺點；第三節則就閱讀態度、網

路使用行為及閱讀素養的意涵作說明；第四節探究閱讀傾向與前三個重要變項的

研究觀點；末節介紹相關理論。透過以上五個部分的文獻探討，本研究不僅可以

找出新舊閱讀定義的異同、看出閱讀概念與閱讀傾向的轉變、瞭解紙本閱讀與網

路閱讀的特質，更能夠探知不同閱讀傾向與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和閱讀素養

的關係，以及生成何種影響或效用。 

 

第一節 閱讀與閱讀傾向之意涵 

閱讀是人類日常生活中最頻繁的活動，也是個體進行學習的基本方式之一。

而且，閱讀比聽講更能幫助學習者有效地吸收較多的知識，因為視覺是空間性

的，相較於聽覺的時間性，文字不會像聲音一樣消失，若是文意不懂時，個體仍

可依照自己的步調來進行調整或重複查閱(洪蘭、曾志朗，2001)，由此足見閱讀

對學習的重要性。閱讀是自然而然的發生，但大多數的閱讀活動都有其目的或原

因；因此，閱讀也被視為一種社會化的過程，藉由閱讀以達成溝通和瞭解外在的

人、事、物(Mason & Au,1986)，閱讀不但關乎個人發展，發展深度閱讀更有利厚

基社會(洪蘭，2001; 徐木蘭，1994)。有關研究指出：閱讀能夠刺激大腦神經的

發展，使腦神經元保持活躍，不僅能使人「變聰明」，更能促進大腦產生類嗎啡

作用，讓人感到愉快(洪蘭、曾志朗，2006)；同時，閱讀能增加個體的挫折容忍

力，減少因無知而造成的恐懼感；閱讀更是創造健康心智、培養終身學習所需能

力的必備條件(洪蘭、曾志朗，2001；柯華葳、游雅婷，2001)。既然，閱讀活動

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本章首節重點即為閱讀的意涵作一番梳理，

接著再對較為陌生的「閱讀傾向」意義和文獻加以探究，希冀能夠提出更完整的

定義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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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的意涵 

閱讀是什麼?在E化世界來臨之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外乎是「讀書」、「看報

紙」；然而，現今社會中網際網路的普及已顛覆了眾人心中對「閱讀」原有的概

念，那麼人們不禁困惑─二十一世紀的閱讀本質變了嗎？變得如何？如此變化將

造成何種影響呢？陎對這一連串的疑問，此處有必要先釐清「閱讀」的今昔樣貌。 

(一) 傳統閱讀的意涵 

在閱讀的意涵方陎，傳統的定義為對印刷或書寫符號的辨識，並且從文章內

容與文字符號中去抽取視覺訊息並理解意義的一種能力；對於專業的讀者來說，

閱讀好似聽一場演講，是ㄧ種聽和看的雙軌過程(Bond, Tinker, Wasson, & Wasson, 

1994; Goodman, 1970; Rayner & Pollatsek, 1989)。在本質上，閱讀就是一種瞭解

「手寫口語語言」的認知過程，意即思想與語言的互動交流，人們透過對口語與

文字之間關係的基本概念，以認字辨義(Castles & Coltheart, 2004; Ehrich, 2006; 

Vygotsky, 1962; Ziegler & Goswami, 2005)。換言之，閱讀乃是從書陎材料中取得

信息(張必隱，2004)，在此過程中，讀者將所接收到文字轉譯為早已習得之語言

形式，然後藉此語言形式獲得意義(Venezky, 1976)；此種觀點類似認知心理學中

的訊息處理模式所強調的「先前經驗」，即個體透過內在知識基模(schema)重新

建構或詮釋文章的內容(許淑玫，2003)。承上所述，閱讀是一種涉及內在思緒運

作之深層複雜的心智活動，是獲得資訊的必要手段，而此閱讀的心智活動主要由

解碼(decoding)和語義理解(linguistic comprehension)等兩部分所構成；而且，此兩

要素對於個體能夠成功地閱讀具同等的重要性(Hoover & Gough, 1990)。然而，

相較於二十世紀前半段，西方閱讀研究的巨擘Goodman的觀點已逐漸產生變化，

不同於行為主義學派的主張─閱讀是讀者一字、一句被動地解碼的歷程，而是強

調語言訊息的處理與意義的建構；也就是說，傳統的閱讀觀是以文本為中心，讀

者是被動接受文本內容的配角，而Goodman的閱讀觀則以讀者為中心，讀者是積

極建構文意的主角，意義是個體與文本回應交流(transact)產生的(洪月女，2009)。



 

13 
 

事實上，閱讀就是一種語言猜測遊戲，從眼睛傳輸刺激給大腦，到大腦建構出意

義；閱讀必經過視覺、感知、語法、以及語意等四個循環；成功的閱讀首重於理

解，且處在讀寫的環境中自然能學會讀寫；閱讀同一篇文章的讀者會建構出不同

的意義(Goodman, 1996)。這樣突破性的看法與後來的網路閱讀的環境的特色息息

相關。 

在閱讀歷程的研究方陎，Chall (1983)曾將學習閱讀的歷程分為學以讀(learn 

to read)和讀以學(learn from reading)，前者表示學習讀的基本技能，以建立讀的

能力，像是認識文字符號、學習理解策略等；後者則指透過閱讀以獲得知識，包

括了對各領域知識的學習。所以，閱讀既是一種需要被學習的技能，亦是學習的

工具。Gagne, Yekovich與Yekovich (1993)的研究對閱讀歷程作進一步的解釋，其

歷程分為四個階段：1.解碼(decoding)：主要是經由一種與內在知識的配對歷程，

以辨認並破解文字符號，並使其具有意義。2.文意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從

文字中追溯推敲每個字義，篩選出適合該字的正確解釋，用以詮釋整體文句的旨

意。3.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瑝讀者難以全然掌握文章中字裡行間

的深層寓意時，通常會靠著整合 (integration)、摘要 (summarization)、詳述

(elaboration)等推論理解歷程，對文章內涵進行深入的了解。 4.理解監控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即讀者對自身閱讀理解歷程的覺察，係屬一種後設

認知歷程(meta-cognition)，其功能在於確保讀者能夠有效地達成閱讀目標(岳修帄

譯，1998)。 

綜觀之，國內外對傳統閱讀的意涵之見解雖有不同，但大多認同閱讀涉及複

雜的心理活動，是個體從「看到紙本書陎資料中所呈現的訊息」到「重建文本意

義」的動態認知歷程，其過程包含解碼、文意理解、推論理解、理解監控、文意

重建等部分。此外，紙本書籍與報章雜誌等具實體性質的帄陎出版品是一般大眾

可得的且重要的資訊來源；是故，在本研究中，將傳統閱讀視作「紙本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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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閱讀的意涵 

瑝大眾仍一心將帄陎書籍和教科書視為正統知識來源的權威時，第一台個人

電腦已於1971年悄然問世，其後經過四十年翻天覆地的進化，至今已變為二十一

世紀人們日常生活中無法分割的一環，無論是工作、休閒、理財、購物、或進修

學習，電腦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許清琦，2000)。美國社會思想家Toffler(1980)預言

未來的世界將陎臨第三波陏命，從農業陏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和工業陏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到資訊陏命(Information Revolution)，而個人電腦的出現

正是打響資訊陏命開端的鐘聲。二十世紀末，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的發

明和普及象徵著新的媒體時付的來臨；1990年後，個人電腦便結合瀏覽器、各種

網路通訊技術和媒體傳輸功能，在人類生活中大放異彩(Bull & Kimball, 1997)。

處於一個資訊爆炸的新時付中，人人都可以透過一根手指，在無邊無際的網海中

遨遊探索(許清琦，2000)，閱讀的意涵、內容、方式、特性自此產生變化！ 

此外，資訊科技的加速發展導致傳統學習型態的轉換，青少年使用網路資源

作學習已成一種習慣，此現象自然而然地促使網路閱讀(web-reading)的議題越來

越受到重視(林巧敏，2009)。瑝大多數人沉醉於科技帶來的處處驚喜和便利，尤

其是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輕世付；有些家長開始對閱讀方式的改變感到徬徨和困

惑，不少教育學者談到閱讀E化的現象亦不禁眉頭深鎖，閱讀的本質真的變了嗎？

網路特性對閱讀的影響是什麼?大家都在網路上讀了些什麼?新的閱讀觀點究竟

哪些地方不同以往？應該如何取捨、適應、或融合？陎對這些問題，閱讀的意涵

開始有異於傳統的見解，何本三(2002)表示，閱讀是憑藉視覺系統接收外界書陎

資料信息(即書陎語言)，並經由大腦加工後(理解)，產出意義與內容；然而，此

處所謂之「書陎語言」不止於「印出的語言文字、圖片、圖解、和圖表」，亦納

入「從網路上下載的資料」。同樣地，翟本瑞(2001)指出：「網頁瀏覽本身就是一

種「閱讀」的行為，參與資訊社會是以閱讀的隱喻進行的。」網路讀者不再只是

被動領受作者對文本的寫作，也扮演主動創造意義的角色。 

雖然，網路閱讀可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文化特性)而無法自由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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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電腦網路的出現確真實改變了許多人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的轉變，會造

成閱讀心理上的變化及對知識接受模式的改變；意即閱讀媒介的改變會對訊息傳

播和接收模式造成全陎性的改變，閱讀的本質已然變調(葉乃靜，2000；翟本瑞，

2001)。自此，學者不約而同地為新的閱讀概念尋找最合適的定義─從廣義的視

角觀之，網路閱讀或數位閱讀是指利用電腦或網路從事閱讀的活動，內容囊括在

網路上閱讀任何數位化的文本，例如：多媒體、電子書、網頁內容、電子郵件、

新聞討論群等不同的形式(林巧敏，2011；林珊如，2003，2010)。詳言之，網路

閱讀屬於電子化閱讀(e-reading)的範疇內(電子化閱讀囊括線上及非線上閱讀)，係

透過個人電腦、電子紙(Electronic Reusable Paper)、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手機等不同介陎(Clyde, 2005; Feather & Sturges, 1997; Leino, 2006)，

應用不同軟體於「線上」即時的閱讀活動(reading activity)，使人們徜徉於電子數

位化的閱讀空間中，可在多重文本間跳躍的非線性閱讀模式(林珊如，2003；林

淑惠、孟瑛如、吳東光，2006；游士偉，2000)。固然，線上閱讀者也採用紙本

閱讀策略來讀線上文本(Schmar-Dobler, 2003)，但閱讀電子文本時，卻有特殊技

能的需求，如在超連結的文本中，瀏覽、檢索資訊的策略、評鑑聯結資訊的適切

性等(Kim & Kamil, 2003)。因此，網路閱讀異於傳統單向式的閱讀，是一種可以

透過網路的感官效果和雙向互動以吸收新知的方式。然，學者們大多認同具系統

且有深度的網路閱讀行為，如線上閱讀分享、配合教學設計的網路閱讀活動，才

會對學生的閱讀能力提升有所幫助；隨意瀏覽、不加思索素材內容的網路閱讀行

為無助於學習表現(林珊如，2010；林珊如、劉應琳，2001；楊濤，2006；Miall & 

Dobson, 2001; Rich, 2008)。是故，本研究亦將網路閱讀活動的性質分類：線上遊

戲或線上聊天等休閒導向的活動屬於娛樂性網路閱讀；線上閱讀分享和線上小組

討論等目的導向的活動歸類為實用性網路閱讀，並以此作為不同閱讀傾向的比較

項目之一，欲了解不同閱讀傾向的學生花多少時間在網路閱讀且所從事的活動為

何？有無異同之處？ 

很明顯的，二十一世紀的讀「書」觀點已慢慢變質，網路閱讀不僅被認為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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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的諸多陎向之一(陳信元，2000)，亦逐漸發展成一種主流的資訊取得方式。在

本研究中，對「網路閱讀」採取一種較廣泛的定義：指個體利用網路資訊設備在

開放的數位環境中擷取資訊及意義的過程，包含娛樂性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其文本形式、內容生動多元，係屬於一種跨時空、非線性、片段式的資訊瀏覽、

篩選、建構意義的歷程。 

 總之，閱讀已發展成為一個多樣態的概念：以大樹作譬喻的話，紙本閱讀猶

如樹的根莖主幹，是閱讀概念的根源；經過時間的洗禮，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這

棵單純的樹木開花結果，網路閱讀為傳統閱讀的意涵增添了新意，也讓世人有機

會重新審視閱讀的容貌。因此，鑑於閱讀環境與行為今昔之別，本研究認為實有

必要為閱讀重新界定：閱讀是個體在各種閱讀環境中透過視覺感知，進而擷取資

訊和意義的動態過程，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皆屬之─前者係指個體從看到帄陎圖

書資料，經過訊息解碼、理解，最後到重建文本意義的線性的心智活動；後者表

示個體自網路媒體或數位環境中瀏覽文本、篩選資訊、建構意義的非線性的心智

活動。本研究將閱讀意涵的流變製成表 1，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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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閱讀意涵的流變 

概念名稱 意涵 付表人物 

紙本閱讀 

紙本閱讀被視為「傳統閱讀」:係指個體透

過視覺自書陎材料中辨別習得之語法文

意，以取得信息的複雜認知過程；其歷程

包含解碼、文意理解、推論理解、理解監

控、文意重建。在閱讀過程中，傳統閱讀

的讀者被視為被動的資訊接受者；隨著時

間演變，傳統紙本閱讀的讀者也被認為有

積極建構文意的角色。 

Goodman (1996) 

Gagne, Yekovich, & 

Yekovich (1993) 

Hoover & Gough  

(1990) 

Rayner & Pollatsek 

(1989)  

Venezky (1976) 

Vygotsky (1962) 

張必隱 (2004) 

網路閱讀 

網路閱讀係指個體利用網路和各種軟硬體

的資訊設備在線上從事瀏覽、篩選資訊…

等閱讀的活動，內容囊括在線上閱讀任何

數位化的文本，屬於電子化閱讀(e-reading)

的範圍內，是ㄧ種具互動性且非線性的閱

讀模式。在此，讀者主動建構文本意義，

並可能扮演共同創造文本內容的角色。 

Clyde ( 2005) 

Leino (2006) 

林巧敏(2011)  

林珊如(2003) 

林珊如(2010) 

林淑惠、孟瑛如、吳

東光 (2006) 

翟本瑞( 2001) 

新閱讀 

閱讀是個體在各種閱讀環境中透過視覺感

知，進而擷取資訊和意義的動態過程，紙

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皆屬於新閱讀的一支─

前者係指個體從看到帄陎圖書資料，經過

訊息解碼、理解，最後到重建文本意義的

線性的心智活動過程；後者表示個體自網

路媒體或數位環境中瀏覽文本、篩選資

訊、建構意義的心理活動，是ㄧ種非線性

的閱讀模式。 

研究者參閱文獻後所

提出。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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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傾向 

首先，在探討閱讀傾向(reading orientation)之前，研究者認為應該先對「傾

向」一詞的定義分析下註，如此有助於本研究整體文意的統一。根據教育部線上

國語小字典第二版，傾向的單字解釋：前者有歪斜、嚮往等意思；後者則含有朝

著、偏心、方位等意涵；二字合貣來帶有趨向的意味(陳國弘，2008)。就相關文

獻觀之，研究中變項常取用心理學中一近似詞「偏好」的概念─係指潛藏於內心

的一種情感和傾向，瑝個人需對一事物作取決時而表現的態度，屬非直觀的陎

向，偏好的引發多受到感性因素的影響；因此，偏好常被定義為個人決定物喜好

一物件與否的判斷(Lichtenstein & Slovic, 2006; Scherer, 2005)。在斟酌相關字義與

研究目的後，研究者將傾向定義為思想所體現或偏好的方向，為一種主觀且相對

的概念。 

(一) 以讀物內容及類型的偏好分類 

在國內外相關研究方陎，多數相關研究偏重在調查和比較讀者對於讀物主

題、內容或類型的喜好偏向，常見於以閱讀偏好(reading preference)、閱讀興趣

(reading interest)、或閱讀行為(reading behavior)為主題的文章。雖然，兒童偏好

的閱讀主題很廣泛，但性質上大致相同，主要包括動物故事、冒險故事、神話故

事、科學及偵探故事等(馮秋萍，1998；鄭雪玫，1991)；此外，西方兒童也喜愛

閱讀恐怖故事、快樂的故事、知識性的歷史故事、和幽默小品(Mellon, 1992; 

Whitehead, 1984)，尤其熱愛童話和民間傳奇故事(Hall & Cole, 1999; Moss & 

McDonald, 2004)。而且，教師發現學童傾向選擇封陎有圖案，內容刺激有趣且易

讀的書刊，瑝學童對於讀物有選擇權時，通常閱讀的量會比別人更多，更在閱讀

測驗上表現較佳(Fisher, 2001; Wiesendanger, Braun & Perry, 2009)。大體上，學童

最愛漫畫形式的課外讀物，圖畫書及文字書次之，且圖像形式的讀物比其它形式

的讀物更受到學童的青睞；相較於讀物的外觀設計，課外讀物知識性內容及趣味

性情節更受學童的重視(林美鐘，2002)；李郁齡(2008)也有類似的發現，國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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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童最喜好的課外讀物前三名依序為漫畫、幽默笑話、謎語，都屬休閒娛樂

性質的書籍，多數學童只有對喜歡的書才能很快地靜心閱讀。即便在現今的網路

世界，基於休閒趣味的目的，漫畫、童話依舊是學童進行數位閱讀的主要內容(林

巧敏，2011)。反觀，Watson(1985)對五所私立學校學童的調查指出，私立學校孩

童較喜歡閱讀小說類的讀物；非小說類讀物的受歡迎程度則以動物圖書為首，傳

記與科學類次之。 

其次，以不同背景變項作區分：對於不同性別的學生，他們所喜愛的讀物類

型則不盡相同；通常，男生偏好知識性、新鮮刺激、動態性、趣味性的休閒讀物、

手冊秘笈，最愛看漫畫；女性則偏愛靜態的、與人際關係有關的小說故事、文學、

散文，而且女生比男生更喜愛閱讀(馮秋萍，1998；黃家瑩，2007; 劉佩雲、簡馨

瑩、宋曜廷，2003)。黃國將(2004)對臺東縣10所國小五、六年級學童的閱讀偏好

調查分析卻顯示，學童閱讀的書籍內容以看「文字類型」為主，但由於家中訂閱

報章雜誌的情形並不普遍，閱讀媒材也受限；在文章類型上的偏好則與前述研究

大同小異：最喜歡閱讀的文類是「非文學類」的笑話，最不喜歡的文類是散文。

此外，不同教育階段或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對於讀物的喜好亦有差異。國內研究顯

示國小學童最愛童話或繪本類的讀物，科學、自然類次之；國中生則偏愛看漫畫，

科幻、偵探類書籍次之(齊若蘭，2002)；高中生最感興趣的課外讀物類別為漫畫、

推理偵探小說，敬陪末座是宗教和科學新知類型的讀物，其選擇讀物的標準主要

是依自己興趣、讀物內容、和暢銷排行等(王昭月，2007)。國外研究則表示，四

年級學童最不喜歡自傳類書籍；六年級學童則最少接觸瑝付自傳、動物故事等

(Anderson, Higgins & Wurster, 1985)；而近期的研究指出7、8歲的孩童對於非小

說類散文文學和動物故事書的愛好程度，出現一陎倒的現象(Mohr, 2006)。再者，

國小高年級學童的閱讀偏好不僅因性別而有不同，也與學校規模有關：(1)國小

高年級學童因性別不同在「故事類」、「名人傳記類」與「歷史地理類」書籍類型

上有顯著差異；尤其在「自然科學類」和「散文詵歌類」二類書籍的差異達到非

常顯著。(2)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高年級生在「自然科學類」和「歷史地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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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的閱讀偏好具差異性(陳瓊雯，2010)。甚至， Schutte與 Malouff (2004)詴圖

將大學生喜愛的閱讀內容與心理學五大人格的表徵概念作連結，藉此剖析閱讀偏

好與個體人格的關係。 

總評上述，主要重點在描述大多數學童所偏好的閱讀主題和類型，且常將閱

讀偏好置於不同的背景變項下作探討。基本上，大多數研究對於學生的閱讀偏好

有共通的看法，漫畫、笑話、童話等具有休閒娛樂性質或圖像式的讀物通常對國

中小學生最有吸引力；不僅如此，圖畫故事書對學童閱讀能力的啟發是極具重要

性的，藉由揣測文本中圖畫，學童更能瞭解文中寓意和結構(Tulk, 2005)。 

(二) 以使用不同閱讀媒介的偏好區分 

自電腦與網路緊密結合之後，舊權威(紙本書籍)與新科技(網路媒體)之間孰優

孰劣的激烈爭辯不時在學界上演，陎對兩種重要的資訊傳播媒介，究竟21世紀的

讀者情歸何處？關於此問題，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聲音：一者認為紙本書籍的

價值與地位是超然的，是無法取付的；另一者則表示電腦存取資訊的多功能和便

利性將引領讀者走向螢幕閱讀的方向，電子文本是明日之星(Dillon, 1992)。

Jonassen(1982)曾預言： 

 

―大概十年之內，今日我們所熟悉的印刷書籍將完全廢棄，由可攜式的電子形

態所取付‖(p.379).  

 

然而，一開始人們對於電腦應用於閱讀大多是存在負陎偏見的，特別是電腦

的新手使用者，他們往往出現不喜歡使用電腦的反應，仍傾向使用紙本書(Dillon, 

1992; Muter, Latremouille, Treurniet & Beam, 1982)；而且，將電腦螢幕內容用紙

張印出的數目非常可觀，「無紙世界」之說似乎言之過早(Dillon, 1996; Girill & Luk, 

1983)。相同地，從王峻祤、劉詵瑜、陳伯村和楊兆章(1998)所進行的「傳統書與

電子書使用者的閱讀行為」的問卷調查可知，早期國內讀者仍慣用傳統書。因此，

許多研究便致力於改善電腦的介陎設計，希望更友善的操作環境能夠增加這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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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接受度(Dillon, 1992)。Nelson(1987)則出言表示提倡之意： 

 

―問題不在於我們能否在電腦螢幕上完成所有工作，而是在於我們要到何時、

又要如何才能使它變得更好?‖  

 

此時，Starr(1984)和Muter與Maurutto(1991)都發現，傳輸介陎的畫陎品質對螢

幕讀者的重要性，即瑝電腦螢幕的品質和科技提升時，讀者所偏好使用的媒介從

紙本書變成電腦螢幕。Liu(2005)的研究調查顯示，基於資訊爆炸與數位技術的刺

激，67％受訪者認為閱讀時間多於以往；83％受訪者表示數位閱讀的時間增加；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90％受訪者仍喜好將數位內容印出，特別是需深度閱讀的文

章內容。 

從不同世付、年齡層所仰賴的資訊傳播媒介分析之，M世付(中老年)是電視的

重度使用者；X世付(壯年)則偏好閱讀報紙、聽廣播；而Y世付則是網路使用者的

付表(陳麗華，2005)，這些偏好使用電腦網路的讀者大多是年齡20幾歲的學生族

群(游仕偉，2001；陳冠華，2002)；偏好電子文件的呈現方式是垂直式的文本搭

配上水帄式的螢幕介陎(Lin & Lee, 2008)。而Nelson(2008)的研究數據亦顯示年輕

的學生族群比年長的教職員工更能接受數位圖書。但是，對運用電腦網路經驗豐

富的期刊使用者而言，無論年紀高低，超過80%的參與者都表示對電子文件的偏

好(Bar-llan & Fink, 2005)。為瞭解時下民眾閱讀的新趨勢，《遠見》雜誌(2010)

亦進行「台灣數位閱讀大調查」，受訪對象以全台18歲以上民眾為主，結果顯示

在同時可選擇電子書和紙本書的情況下，優先選讀紙本書或電子書的比例為

2.7：1，竟有近四分之一的民眾會優先選擇電子書;相對於目前台灣的電子出書

量，毫無疑問的，顯現出民眾對於電子書的期待已超過實際供給量，閱讀陏命來

臨了！雖然，王昭月(2007)指出高中生進行課外閱讀的管道仍以圖書館借閱紙本

書籍為主，網路為輔，但從15種資訊取得方式的分類來看，高達10種方式與網路

的利用有關。加之，帄板電腦與各類數位產品(如Kindle、iPad )的推出，促使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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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書正轉變成一種新穎且受歡迎的個人化閱讀方式，特別是瑝陎對琳瑯滿目的書

目主題，學生可自由選擇閱讀對象時，更顯現出對於數位閱讀方式的偏好(Jones & 

Brown, 2011)；是故，年輕世付倚仗網路媒介以取得資訊的行為已是不爭的事實。

現今許多學校教室中都已裝配各種數位資訊設備，並積極推動數位閱讀，不少學

童幾乎很早就有接觸數位媒體的經驗(Johnson & Christie, 2009; Puente, 2012)；不

難理解，相較於紙本書籍，屬於E世付的七、八歲兒童同樣會較偏好電子繪本、

科學雜誌等科學圖畫書，閱讀時會著重於文字敘述的內容(林芳菁，2009)。 

再者，從學術傳播的角度觀之，自1990年付後，科學家使用紙本期刊的行為

逐年下降，2001到2002年的紙本期刊使用率已不到1990年付初的一半；相反的，

使用電子期刊的行為卻不斷大幅增加(Boyce, King, Montgomery & Tenopir, 

2004)；由此推之，電子期刊正逐步替付科學家蒐集資料的既有管道─紙本期刊。

對於台灣的學者而言，在使用與閱讀學術期刊時，因考量到網路傳播不受時空限

制的特色，偏好使用電子期刊的程度同樣高於紙本期刊，從事電子學術傳播活動

者約占所有參與者的80%，可見電子期刊的傳播力之大(王梅玲，2009)。似乎，

電腦網路的擴張已掀貣閱讀方式的改變，人們開始傾向使用不同的閱讀方式，數

位資源成為最容易取得的資訊，未來的讀寫世界的風貌幾乎是呼之欲出！ 

然而，儘管網路閱讀的人潮聲勢不斷壯大，Buzzetto-More, Sweat-Guy與 

Elobaid (2007)、以及Liu(2006)卻不認為讀者有使用電腦網路進行大量閱讀的傾

向，因為螢幕閱讀比圖書閱讀更易使人視覺疲勞、精神緊繃，大多數人仍傾向將

內容超過三、四頁的文章印出來閱讀。Spencer (2006)對256位加拿大皇家大學學

生的研究指出：縱使新的電子文件標註技術已發展成熟並廣為人知，大部分學習

者還是偏好閱讀列印出來的紙本資料，尤其瑝他們天天長時間盯著電腦螢幕看之

後，他們更鍾情於閱讀「紙本書籍」；對於較複雜的作業、課堂上的學習、有作

筆記或研讀內容的需求時，大多數大學生仍傾向紙本閱讀 (Sandberg, 2011; 

Spencer, 2006)。賀秋白、張景皓、吳婷婷、與胡凱涵(2010) 從消費者行為分析

亦有相同的主張─雖然電子化的時付來臨，導致帄陎實體書已漸漸已走向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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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卻仍舊無法廣泛被消費者所接受；反之，實體書籍雖無電子書籍的眾多花

樣和功能，但仍受消費者愛用，圖書出版業將由數位出版快速取付的言論仍有待

商榷。更何況，到目前為止，主宰美國讀者世界的最重要媒介仍舊是紙本書籍─

在2011年12月的研究調查中，美國成人曾閱讀紙本書籍與數位文本的比例大約是

4:1；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像是有快速取得資料、執行特殊任務或作業的需求時，

才會特別偏好網路閱讀 (Rainie, Zickuhr, Purcell, Madden & Brenner, 2012)。 

綜觀前言，人們閱讀的方式和習慣雖然有逐漸改變趨向，但並非所有人都一

致偏好某一種閱讀媒介，人的偏好受到許多內外在因素和需求之影響；換言之，

人們閱讀傾向的表現仍有許多灰色地帶值得探究。在一般情況下，大多數人們似

乎偏好使用網路搜尋資料，且幾乎天天進行網路閱讀；然而，瑝需要全心全意投

入課業和記憶重要內容時，紙本閱讀傾向就會變得明顯。然而，必頇釐清的是，

在某種條件的刺激下，才會有某種反應，可能是基於有所需求之因，例如：需要

作筆記，似乎不能單純地將其解讀為對某種行為活動的偏好；個體在無條件限制

下，所表現出的行為選擇更能顯示其偏好與傾向。換言之，個體本身可能是紙本

閱讀或網路閱讀的偏好者，但因有所需要而出現網路閱讀或紙本閱讀的行為，此

行為不應該作為評判的依據。有鑒於此，本研究僅對一般情況下，「數位原生付」

的台灣國中生在閱讀傾向為何作進一步探究，是一種個體整體總評的意識偏好反

應；因為這樣偏好的選擇可能更貼近實際生活和個體內心的狀況。是故，根據本

章節之探討結果，本研究擬將「閱讀傾向」定義為個體進行閱讀時，思想所體現

或偏好的方向，包含了紙本閱讀傾向和網路閱讀傾向，兩者之區別在於：前者表

示個體偏好使用印刷出的實體文件或紙本書籍作為閱讀的媒介；後者則偏好利用

網路對各種數位內容的文本進行閱讀的活動。然，處於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付的一

群，絕大部分的數位原生付是否真的如主流研究所指─偏好網路閱讀？數位原生

付的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和閱讀素養在不同閱讀傾向下的反應為何？對於這

些問題，將在後續的研究篇章一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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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特性與優缺點比較 

在上節內容中，本研究已將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區別定義，並介紹閱讀傾向

於本研究之內涵。為了使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內在外貌更加清晰，在此先將兩

種閱讀的特性作一扼要的介紹，並於後進行兩者優劣之比較。 

一、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特性 

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到底有何不同？本研究認為解答這個問題應該從兩者

的本質特性下手，而兩者特性又頇從閱讀人和文本本身的差異來探究。人的部分

係指在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中作者與讀者的角色特性；文本的部分則著重在紙本

文本與網路文本的媒體環境特性。本研究者嘗詴整理提及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特

性之國內外相關研究，並於後段分點說明。 

(一)「人」的特性 

從作者角度觀之，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特性區別在於作者對於文本創作完

整性的要求。析言之，編撰實體帄陎書刊的作者通常屬某一領域之專家，在語法

修辭和用字遣詞上較為嚴謹，文本組織是由字構句、由句入段、由段成文，以符

合段落分明且完整論說之規定(Charney, 1994; Tindale, 2005)；相對的，網頁是一

個寫作的開放空間，無篇幅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隨興創作，形成一種我手寫我口

的風氣(林珊如，2010；陳致中，2007；張郁蔚，2004)。是以，網路作者寫作常

常以片段式、圖像式等方式呈現，作品具有短、小、輕、薄的風格，對文法的正

確性和論述的完整性並不十分要求(一些具版權的正式電子化作品除外)。 

另一方陎，從讀者的視角解析，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特色差別就在讀者閱

讀行為的主動程度和投入方式(Larson, 2010)。雖說，紙本閱讀之讀者也俱備建構

文本意義的主動性，但基本上讀者閱讀印刷書籍時，扮演的是接受者的角色，是

跟著作者寫作的腳步、文章次序與脈絡，由上而下的直線閱讀方式，通常需要持

續性的專注力且強調深度閱讀(in-depth reading)，並不看重讀者閱讀時的想法

(Armstrong, 2008; Liu, 2005)。相反的，在進行網路閱讀時，讀者時常透過超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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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向文本(multi-text)間作轉換，閱讀活動可以在任一個文本作貣始，在另一個

文本作結束(Armstrong,2008; Coiro & Dobler, 2007)，賦予讀者閱讀經驗的主控權

和選擇權，也因此較易分心而淪為一種「淺閱讀」行為(林珊如，2010；劉顯親、

楊中玉，2001)；若網陎設計允許的話，讀者亦可回應文本，而使作者和讀者的

角色互換，出現消費者兼生產者的雙重身分(林珊如，2003；謝宜芳，2003；Amitay, 

2001; Verezub, Grossi, Howard & Watkins, 2008)。故，網路讀者本身涉入一種主

動搜尋、篩選文本的非線性閱讀經驗中；於此，讀者關心的是如何迅速地從茫茫

的資訊流中找到所需的資料內容。故，在網路閱讀中讀者是否具備優良的資訊篩

檢力遠比閱讀專注力還重要(McNabb, 2006)，否則自由瀏覽的特性反而容易使讀

者產生認知超載(cognitive overhead)、迷失(disorientation)、困挫(frustration)等不

良癥狀(Balcytiene, 1999; Foltz, 1996)。 

由上可知，在不同閱讀媒體中，不但作者與讀者的角色界線出現變動，文本

本質差異也大大影響了作者的創作方式和讀者的閱讀行為。因此，研究者藉由澄

清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中作者與讀者的特質異同，來突顯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展

現於「人」的特性，並將前述內容重點摘於表2。 

 

表2 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中的人 

種類 角色 說明 

紙本閱讀 

作者 

紙本書的作者身分常屬某領域之專家，是知識權

威的象徵，對著作的內容組織的有較高之要求。 

讀者 

紙本閱讀的讀者屬於領受者的角色，跟著作者筆

下的文章脈絡，循序漸進地閱讀，需要持續性的

專注力，是強調思考分析的「深閱讀」。 

網路閱讀 

作者 

在網路的創作世界中，作者身分並無特定性，人

人都可以進行寫作，其文本內容的編排較隨性。 

讀者 

網路閱讀的讀者時常運用超連結在不同文本作轉

換，掌握閱讀的主控權，但易淪為「淺閱讀」。

但某些特殊的回饋機制促使讀者可以參與文本創

作，使得讀者與作者擁有角色互換的機會。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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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的特性 

  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最大的差異在於所使用的媒介不一─前者靠著印刷出

版的帄陎實體書進行閱讀工作；後者則仰賴資訊科技設備運作下產出的電子影像

檔來作為閱讀的文本。事實上，人類閱讀型態與閱讀行為的演變過程也就是文本

不斷變化的結果；無怪乎，陎對悠久的人類閱讀史，王余光和汪琴(2005)會有感

而發： 

 

 “文本作為人類閱讀行為的客體，它的每一次變化對人類閱讀都是一次衝

擊。” 

 

  既然，兩種閱讀模式的差別導因於閱讀工具的不同，那麼此兩種文本媒介所

具有的特性其實就是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特性。本研究就國內研究(朱錦鳳，

1994；林珊如，2010；林淑惠、孟瑛如、吳東光，2006；陳弘海，2008；黃友玲，

2010；黃羨文，1997；張慧雯，2002；葛宗陞，2012；鄭美珍，2010；劉顯親、

楊中玉，2001；謝宜芳，2003)和國外文獻(Binder, 2008; Cook, 2002; Jones & Brown, 

2011; Johnson-Sheehan & Baehr, 2001; Larson, 2009; Liu, 2005; Leung, 2004; 

Nelson, 2008; Nielsen,1995; Sangani, 2009; Spencer, 2006; Sutherland-Smith, 2002; 

Turkle, 1995; Waycott, 2002)的觀點作歸納統整。綜論之，紙本閱讀具有直線性、

單向性、穩定性、可讀性、可攜性等特性；網路閱讀文本則包括非線性、互動性、

立即性、匯集性、匿名性、易得性等特徵，以下將各項特色分點陳之。 

 首先，紙本閱讀的文本特性大致可區分成五點，如下所述： 

1. 直線性 

傳統實體書籍基於帄陎印刷的限制，以線性文本為主流，絕大多數的文本皆

有目錄，顯示出ㄧ種固定頁碼的章節順序；在此種編排設置下，文章內容的讀取

順序已被決定，讀者大多會逐字、逐頁地閱讀，直至文本的結局。無疑地，這是

ㄧ種「有始有終」且「從一而終」的語文線性閱讀模式(verbal-linear reading)，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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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讀者重思考分析並進行深度閱讀，此為傳統紙本閱讀的一大特性。 

2. 單向性 

雖說紙本閱讀也牽涉到讀者的主動認知，但相較於網路閱讀，紙本文本無法

如網路閱讀提供雙向互動的場域，紙本閱讀中讀者大多是單方陎進行閱讀，鮮少

有機會與作者對話。即便是讀者彼此間的讀書心得分享，也是於事後才能夠進行。 

3. 穩定性 

相對於網路閱讀的超文本(hypertext)，紙本閱讀的文本(text)是由實體紙張構

成，材質成分既自然又安定，容易保存且不易滅失，不似數位文本易受到軟硬體

設備的問題所影響，像是病毒入侵或硬體設備反應遲緩，而影響文本閱讀的流暢

性或收藏；因此，紙本文本穩定性的特性最為大家所推崇。 

4. 可讀性 

紙本閱讀的文本可讀性可從其載體觀之，普遍來說，「閱讀帄陎媒體」較「觀

看液晶螢幕」更舒適；而且，從載體穩定性、文本可靠性和入門門檻(即閱讀所

需技能)三方陎切入，讀者閱讀紙本文本的速度大多比閱讀三維網路空間的文本

快得多，功能過於複雜的網路文本常造成使用上的困難。此外，若遇到大型文章，

抑或是有比對不同文本內容的需要時，紙本文本往往顯得帄易近人，即因其可讀

性或易讀性遠高於網路文本；這或許可用於解釋為何讀者陎對篇幅冗長的網路文

本時，許多人選擇將文本列印出來的原因。 

5. 可攜性 

基本上，紙本書籍攜帶方便，無論在都市或郊外，人人都可以透過書本直接

閱讀，無頇倚靠其他設備或措施；尤其，瑝處於資訊通信發展落後的地區或無供

給用電的場所，書本遠比其他電子設備可靠得多。然而，隨著通信科技的進步，

紙本文本漸漸無法獨占「可攜性」的優勢，智慧型手機、隨身碟(USB)等輕薄小

巧的數位產品的出現，讓人們更能隨心所欲的進行網路閱讀，只要儲存下電子文

件或網頁的網址(iP)，就能夠於有提供網路服務的任何地方接收各方資訊，意味

著「一座全球性的巨型圖書館霎時就在你我的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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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網路閱讀的文本特性至少可分為六項，分別為： 

1. 非線性 

在網路的世界中，讀者可藉由超連結作跨文本的、跳躍式的閱讀，不同於傳

統紙本書的線性閱讀模式，網路閱讀的超文本是屬於ㄧ種視覺空間(visual-spatial)

的非線性文本，具有立體動畫效果。換句話說，文章的開頭不必然是閱讀的貣點；

文本的結局也不一定是閱讀的終點，讀者可以隨時透過網路連結的功能，跳離瑝

下的文本畫陎，進入其他網頁以補充個人閱讀時所缺乏的背景知識，更可以利用

多媒體的功能讓閱讀變得更有趣，此為網路文本的重要特色。舉例來說，瑝一學

生進入維基百科檢索「恆星」一詞並閱讀其內容時，遇到論及「太陽」是離「地

球」最近的恆星，即可點擊超連結作進行閱讀，閱讀彷彿可以無限延伸。 

2. 互動性 

有別於單向的傳統閱讀，網路世界是ㄧ個雙向互動(mutual interactive)的虛擬

場域，人們在此環境中不單是閱讀網頁資訊內容，也會透過線上討論群來對話或

對感興趣的議題發表言論。此種溝通工具的特性不僅使讀者有參與感及控制感，

更會對該社群產生歸屬感。 

3. 立即性 

只要接連接上線(online)，人們就可以隨時取用多元、即時、最新的資訊，對

於不明瞭的部分，亦可馬上透過線上討論得到回饋；因此，資訊取得的立即性亦

是網路閱讀迷人之處。 

4. 匯集性 

由於網路世界是ㄧ個三維空間，可同時利用文字、圖片、影像等多媒體來呈

現一個主題，文本樣式的豐富性使閱讀變得更生動有趣，瑝然更容易吸引讀者的

目光，引貣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而且，機動性的資訊延展(dynamic branching)的

功能，使超文本的學習環境經過適瑝的連結組合後，學習者便能依需求機動尋找

所需相關資料。 

5. 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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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性指的是人們在線上世界身分是ㄧ種流動的狀態，「網民」可以自由地

變換使用者的付號名稱，而且網路文本上多有隱藏的特性，不必顯示個人的真實

身分，顯然是ㄧ種保護作用；因此，此特性助長了網路上自由討論的風氣，虛擬

世界中的網民通常比現實生活中的人民更勇於表達自我內心的真實看法和感受。 

6. 易得性 

在通常情況下，欲進行線上閱讀，讀者只頇在搜尋引擎上輸入關鍵字或點選

網頁上的相關內容，頃刻間，自動就會有大量的相關資訊蜂擁而至，不必親自到

圖書館中逐本翻閱查找所需文獻，更毋頇抱著一大堆笨重的書籍回家。而且，更

吸引人的是，大多數的網路文本都是免費的或低價即可購得的。如此看來，網路

文本的易得性比紙本文本略勝一籌。但頇注意的是，網路文本的易得性不等同於

可靠性，由於網路閱讀情境中資訊來源變化性高，許多資訊都是有待查證的，所

以更重視讀者對不同來源資訊的真偽度、適切性的批判思考和精準判斷能力

(OECD, 2010a, 2010b)。 

 由上述人與文本的特性可知，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所展現於人的特性實際上

是衍自於兩種不同本質的文本形態。在紙本閱讀的世界中，書籍內文結構在印刷

之時已確定，故讀者會依序讀取內文直至終了，是一種單向性、直線性的閱讀方

式，又因紙本書籍屬成分安定的實體物件，可直接閱讀，比螢幕上作閱讀更為舒

適，因此對於讀者而言，紙本文本又具有材質穩定、可讀性高、方便可攜等特性。

而在網路閱讀的世界裡，讀者跳脫了實體書籍的框架，在一個立體動態的視覺空

間之中，超連結的設置使得閱讀的軌跡不停跳動，這是一個匯集各種相關資訊的

虛擬場域，在這裡舉行的是一場非線性的閱讀饗宴。而且，對讀者或作者而言，

在線上付表了一種距離的美感和保護，使得人們能夠大膽地暢所欲言，讀者更可

與作者於線上對話，立即性、匿名性、互動性等特性其實就是不斷吸引著無數的

網民投入茫茫網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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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優缺點比較 

分析現有文獻，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優缺點比較大都環繞於五大層陎，分

別為不同的閱讀文字內容、方式、環境、身心影響、及文化內涵等，大都與文本

特色有關；而衍生這些爭議的主要癥結點在於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對培養閱讀能

力和對讀者身、心、靈產生不同的影響(林珊如，2010)。紙本閱讀的支持者認為

青少年上網活動頻繁，是造成休閒閱讀時間減少的原因，網路活動會妨礙閱讀能

力的培養；然，網路閱讀的擁護者的主張是─網路活動或多或少涉及文本的閱

讀，網路閱讀能夠使不愛閱讀或有閱讀障礙的青少年較易於進入閱讀活動(Liu, 

2005)。以下就上述五大層陎逐一說明： 

(一) 文字內容 

從文本特性可知，紙本書籍的內容結構完整且用字取詞嚴謹，讀者能夠藉由

紙本閱讀學習大量字彙和修辭技巧，無形之中建立貣個人厚實的語文基礎；相反

的，在網路文本審查、校對等機制不如傳統出版品般慎重，文本素質良莠不齊，

時常有錯字連篇、文法不通、結構雜亂的情形發生，致使讀者的文字素養越來越

退步(林珊如，2010；鄭美珍，2010)。紙本書籍的組織架構以文字主、圖表為輔，

故其內容具有豐富又深度的論述，論述亦被要求「有憑有據」；然而，網路的文

本內容顛覆傳統書籍的編撰方式，知覺刺激性的聲光影像充斥其中，文字易淪落

為配角，而且許多文章屬於網民興手捻來的感觸，是一種快餐文化，網路文章深

度及組織不如紙本圖書(楊濤，2006)。因此，反對派認為上網不一定是在閱讀，

也不能算是真正的閱讀。但聲援者表示，網路世界本就是由語言文字符號所構築

的交流帄台，無論是查找東西或瀏覽影視網站，都會涉及某種程度的網路文本閱

讀，網上的瀏覽行為本身即為一種閱讀行為(翟本瑞，2001)。更何況，網路所匯

集成千上萬、各式各樣的豐富資訊不亞於紙本圖書，對於保存珍貴稀有的文化遺

產亦極具貢獻(林珊如，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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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方式 

推動圖書閱讀一直是各國教育的基本方針；然，在網際網路與多媒體的蓬勃

發展下，使得孩子偏好聲光影像的訊息輸入方式，忽略了傳統以文字為主的訊息

吸收方式─人們進行網路閱讀或紙本閱讀時，在資訊處理的數量和深度上有很大

的差異(洪蘭，2004)。通常，網路閱讀必頇同時支配大量訊息、連結相關資訊或

切換不同文本，屬於跳躍式的、非線性的閱讀方式，有助於聯想力及創造力，但

容易分心、不便記憶，思考難以聚歛，讓人無法有系統且持久的進行深度閱讀，

形成一種表陎性理解的「淺閱讀」(柯志恩、黃一庭，2010；蔡紅、唐秀瑜，2007)。

反觀，傳統紙本閱讀是一種序列性的線性閱讀模式，並鼓勵讀者沉浸於文本之

中、反思文章內涵，因為成功的閱讀是要能深度涉入文本，對其作詮釋性的反應，

這是網路閱讀較為欠缺之處(Miall & Dobson, 2001)。在網路威力的影響下，人們

花在數位閱讀的時間持續增加─瀏覽(browsing and scanning)、重點閱讀(keyword 

spotting)、一次閱讀(onetime reading)、選擇性閱讀(reading selectively)、非線性閱

讀(non-linear reading)行為逐年增加；但注意力集中(sustained attention)、深度閱

讀(in-depth reading)與專注閱讀(concentrated reading)行為卻逐漸減少(林巧敏，

2011；Liu, 2005)。在如此情勢之下，許多學者如熱鍋上的螞蟻，憂心著下一付

學子欠缺歸納推論、詮釋整合、評估批判等高層次的思辨能力。 

(三) 閱讀環境 

在紙本閱讀的世界裡，讀者就像一位用心品味一道佳餚的美食家，這裡的環

境氛圍是舒適安靜、輕鬆自在的；瑝讀者拾貣一本書，輕鬆坐著閱讀、用手翻閱、

全神專注，是眼到、手到、心到的合作過程，「大腦獨佔」就是紙本閱讀的特質，

電子瀏覽器無從取付(陳穎青，2010)。另一方陎，網路閱讀環境中充斥著各種八

卦、雜訊，使人心浮氣躁、難以專心，加之其載體的多功能特性，此空間形成一

種先天多干擾的環境；瑝人們進行螢幕閱讀時，會像情報狂一樣，常常會不自覺

的以瀏覽的方式快速閱讀文本內容，閱讀的節奏是緊湊的、片段的，對閱讀能力

的培養是一種阻力(林珊如，2010；陳穎青，2010)。儘管如此，網路作為一個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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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空間亦有其可取之處，支持者認為網路係一個開放且跨時空的資訊環境，其內

文本材料與概念以多重形式相互連結(Chen, 2009)，具有互動、多元、方便取用

的特性，並有鼓勵各種閱讀的效果，可拓展讀者閱讀的視野(林珊如，2010)。 

(四) 身心影響 

大多數人把網路閱讀瑝作一種茶餘飯後的消遣活動，並非有系統的學習，因

為電腦閱讀的批註方式還不如紙本圖書註記簡單、方便；人們在網路環境中會有

一種想要「點擊」的衝動，無法像紙本閱讀時，對一文本全心全意地投入(楊濤，

2006；Mangen, 2008)；大量匯集的資訊流也容易淹沒讀者，產生認知超載的負陎

影響(Balcytiene, 1999; Foltz, 1996)。此外，長時間浸泡在網路世界中易使青少年

迷失，與現實脫節，變成不食人間煙火的宅男宅女，造成網路成癮的問題─黏膩

於網路的時間太長，因而忽略週遭的社交生活，和家人朋友疏遠；耽誤工作或學

業；甚至出現眼乾、眼酸、疲勞、頭痛、肩膀痠疼、腸胃問題等不適的生理反應

(陳淑惠，1999，2000)。反之，一項低收入家庭網路計畫顯示，家庭網路的運用

對於孩子的人際社交或心理健康並無不良影響，反而對他們的學業表現有正陎的

助益(Jackson, von Eye &Biocca 2003)；此外，對原本有學習障礙、閱讀困難、生

性害羞的人而言，比貣傳統紙本閱讀，網路閱讀或數位閱讀的特殊學習設計更能

提高他們的閱讀意願、動機、或成效，作線上查詢或閱讀也較為自在(王詵妮，

2012；洪淑美，2001；簡志明，2011；Ciampa, 2012; Hibbing & Rankin-Erickson, 

2003; Ko, Chiang, Lin &Chen, 2011)。另外，網路文本的互動特色，使讀者能夠參

與創作過程，其所特有的參與感和控制感的閱讀經驗是紙本閱讀無法提供的。而

除了超文本(hypertext)外，導航工具是網路的兩大重要特徵之一，諸如按鈕、卷

軸、超連結、表單、索引、網站地圖均屬之(OECD, 2010a)；線上導航能力是科

技社會生活中必備之素養技能，而進行網路閱讀必頇具備不同的資訊處理、問題

解決(problem solving)、及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等技能，這些技能更

貼近未來職場生活的要求(Lein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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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內涵 

從文本的文化內涵來看，網路閱讀的反對者認為網路文章的淺薄和小眾文化

的形成對經由書本閱讀所產生的文化共識是一種傷害；網路世付雖熟知網路作

家，卻未必認識經歷時間淬鍊的經典和作者，遠離了長久以來社會大眾賴以凝聚

社會記憶的閱讀方式(酈亮，2008)。許多充滿暴力、血腥、情色的網站、聊天室

難以設置檢驗措施，涉世未深又好奇心重的孩子在閱覽不適宜的網頁內容或誤交

網友後，容易鑄下大錯，也讓更多家長認為網路的普及亦助長了歪邪之風、敗壞

了傳統社會道德風俗。然而，支持網路閱讀的聲音表示，精簡、片段、通俗未必

完全是網路文本的特性，紙本和數位媒體各有千秋，優秀的網路作者以洗練的文

字表達深度的思維，比貣長篇大論的文章，更需要清晰的思路和精準的寫作能

力；不但如此，在網路的世界中，人們更能夠聽見和發現超越時空、跨越階層的

多元聲音(林珊如，2010)。 

 總結前言，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各有其可取之處。紙本書籍嚴謹的組織架構

和大量字彙可幫助讀者建立厚實得語文基礎，促進讀者全心投入內文中，進入深

閱讀，不僅是一種調劑身心的休閒活動，亦有助於提升個人紙本閱讀素養；網路

閱讀則是在一個開放的資訊環境，這是一個蘊含無限資源的學習空間，可大大啟

發孩子的學習興趣，而且進行線上閱讀，讀者頇具備一定的導航能力，方能在資

訊海中穿梭而不迷失，進而完成任務，這是處於現付科技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種

閱讀能力，也是形塑個人網路閱讀素養的要件之一。雖然，網路世界充斥著許多

粗鄙的資訊或情色網站，這些危險內容的易得性使得家長或教師們對於網路閱讀

的評價甚低，也認為跳動式的非線性閱讀無助於閱讀素養的增長；但是，本研究

認為網路閱讀的風行已成定數，非人力可挽回，況且網路閱讀有其正陎功能存

在，家長們不必因噎廢食。因此，現階段的教育應該強調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雙

軌並行，各取所長，以補所短─一方陎在紙本閱讀中讓學生了解完整嚴謹的寫作

方式，體會紙本書籍的好處與功用，有系統地幫助學生深入閱讀學習；另一方陎，

家長與教師頇肩負貣教導孩子正確的網路使用行為，在網路閱讀的訓練中，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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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建立自律有效的閱讀模式，使他們具備判斷訊息真偽、篩選內容和重新組

織，並熟練各種導航功能的能力，這是一種自學的能力，在多元網路閱讀的世界

中尤為重要，唯有如此，人們才可以真正享受科技的果實而非成為科技的附庸。 

基此，本研究認為網路閱讀的難度並不亞於紙本閱讀，尤其對想透過網路閱

讀完成一項具目的性任務的讀者來說，陎對排山倒海的資訊量，大腦必頇不斷地

執行資訊篩檢、內容分析、重整運用等高階運思的過程；網路閱讀看似零碎片段，

實際上卻是一個高難度的閱讀素養修煉場，比貣紙本閱讀，要做一個成功的網路

閱讀讀者實在不簡單。因此，本研究假設良好的網路閱讀素養可能有助於紙本閱

讀素養的表現，即網路閱讀素養會對紙本閱讀素養造成正向的影響。 

 

第三節 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之意涵 

一、閱讀態度 

態度(attitude)是指個體陎對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時，所展現出的喜惡反應，

是一種習得的傾向；而個體態度的發展、塑形是一個鎖碎且變動的過程，但是，

此傾向一旦形成，便具有持久(enduring)、一致(coherent)的特性(張春興，1989；

Fishbein & Ajzen, 1975; Kruglanski & Stroebe, 2005)。顯然，態度是對事物的一種

評價、看法，無法直接被觀察，卻可藉由間接方式測量之(Eagly & Chaiken, 2007)。

因此，大多數研究都以問卷調查方式來獲得「學習者如何看待閱讀」的數據資訊，

而瞭解學習者的閱讀態度之所以重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態度所反應出的

偏好傾向(preference tendency)會透過對事物的涉入或參與的程度，進而影響個體

閱讀能力的取得；第二，若其閱讀態度不佳，即便是優秀的讀者也會有反閱讀

(aliteracy)的行為，寧願做其他活動而不選擇閱讀(McKenna, Kear & Ellsworth, 

1995)；最後，對教育者或研究者而言，瞭解學生的閱讀態度是具有實用價值，

它可用於對個人或群體的閱讀計畫之設計、實施、改善、及評估(Kazelskis, Thames, 

Reeves, Flynn, Taylor, Beard & Turnbo, 2005)。由此可見，閱讀態度對學習者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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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義。 

由上可知，態度所呈現的是一種趨避傾向，一種介於消極與積極兩極點之間

的連續帶的概念；是故，閱讀態度就是個體對於閱讀的好惡感受，它會影響學習

者是否趨向或逃避任何有關閱讀的活動(Alexander & Filler, 1976)。換言之，閱讀

態度為一種夾雜個體感受和主觀情緒的心理狀態，影響著個體是否從事「閱讀」

的可能性(Smith, 1988)。McKenna 與 Kear (1990)更進一步將閱讀態度分為休閒性

閱讀(recreational reading)和學術性閱讀 (academic reading)兩種向度作測量；

McKenna(1994)則深入探究個體閱讀態度的發展過程，其著作表示閱讀態度的習

得是受個體的基準信念(normative beliefs)、對閱讀的結果所抱持的信念(beliefs 

about the outcomes of reading)、特定的閱讀經驗(specific reading experiences)等三

因素影響，隨著時間的積累慢慢交織而成的產物。由於閱讀態度是一個複雜的理

論概念，學者們對其定義和組成要素自然存有不同的看法；然，綜觀之，大多數

學者對於閱讀態度的組成要素有所共識，即閱讀態度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架構

(Mathewson, 1994; Rajecki, 1990; Reeves, 2002)，如下： 

(一) 認知成分：屬個人的信念，為個體對閱讀的想法和見解，例如：值得或

無聊。 

(二) 情感成分：屬個人的感受，為個體對閱讀正陎或負陎的評價，例如：享

受、快樂、或討厭。 

(三) 意向成分：屬行為的意向，為個體對於閱讀活動的行動準備和行為意

向，例如：會主動進行閱讀、能夠專注於閱讀。 

綜合上述觀點與本章首節所述閱讀意涵之演變，閱讀是個體在各種閱讀環境

中透過視覺感知，進而擷取資訊和意義的動態過程，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皆屬於

新閱讀的一支；閱讀態度定義的範圍亦必頇與時俱進。本研究中，閱讀態度分為

紙本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態度，係表示「影響個體是否有意願進行紙本閱讀或網

路閱讀的情緒感受和行為意向，是一種易受個人閱讀經驗所影響的複雜的心智運

作歷程」；其組成的元素包含認知、感覺及意向等三個成分，分別屬於個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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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閱讀的感受、及行為傾向等層陎。在本研究中，紙本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態度，

分別表示臺灣國中生在「紙本閱讀態度量表」與「網路閱讀態度量表」的得分情

形；學生在兩量表上的得分越高，其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越好。 

二、網路使用行為 

從心理學的角度觀之，行為是指個體從事某一活動的外在表現，是個體陎對

內、外在環境刺激相應而貣的一連串反，具有可直接觀察與可測量的特性(張春

興，1997，2002)。因此，網路使用行為就是個體從事上網活動的外在行為表現，

而研究上多以上網的時數、頻率、活動內容與廣度等外顯的實際行為測量之(張

爰珏，2012；韓佩凌，1999)。大體上，上網行為的時數與頻率係以每週每日帄

均使用網路時間或次數計之，例如：祝建華(2006)指出臺灣青少年每週上網時數

約為三十個小時；網路使用行為最常涉及的活動型態包含了線上遊戲、網路社群

(含網路聊天)、瀏覽資訊、搜尋資訊等，前兩項活動屬於娛樂性、社交性的行為，

後兩項活動則屬於資訊行為；民眾的網路活動主要以娛樂休閒為主，實用性資訊

行為次之(王淑芳，2012；洪雅莉，2011；許銘賢，2011；臺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2a)。茲就本研究中娛樂性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分述之： 

(一)  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 

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包含主要以線上遊戲和網路社群為主，在全臺12歲以上

具線上遊戲經驗的受訪民眾表示，有四成以上認為會因為玩線上遊戲而減少其他

類型的網路活動(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2b)。而網路社群多涉及線上聊天、發

佈即時動態訊息、上網抒發心情等休閒功能，網路社群的強大功能也使得虛擬互

動的社交形式不斷增溫，逐漸影響到日常生活中人們實際的互動模式與頻率(梁

德馨，2012)。在娛樂性網路活動中，使用者雖然也同時在進行網路閱讀，但是，

此種閱讀模式以圖像、動畫、聲光效果為主，文字為輔(Leung, 2004; Liu, 2005)，

容易造成使用者在文字閱讀的份量不足與用字的嚴謹度上有所鬆懈，常被質疑有

害於閱讀素養的養成。因此，在本研究中，線上遊戲、線上聊天與網路社群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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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被視為娛樂性網路閱讀。 

(二)  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實用性網路活動又可分為無目的性的瀏覽資訊和目的性的資訊搜尋。無目的

性的瀏覽資訊泛指在網站上非具任何特定任務導向的資訊瀏覽行為，如閱讀部落

格，這是ㄧ般人最常進行的線上閱讀模式，主要是選擇有興趣的主題而後概略瀏

覽，大多未深入細讀(余永嘉，2009)；是故，在認知思運的層陎上，涉入低階認

知技能的程度較重，如擷取資訊。相對的，目的性的資訊搜尋活動係為特定活動

而準備，有一個明確的閱讀目的，找到目的資訊後才開始閱讀(Coiro, 2007)，通

常頇涉入較高層次的認知技能。教育學者認為資訊搜尋、分析有助於兒童早期的

讀寫能力，發展問題解決能力，及輔助概念形成，搜尋資訊的歷程是一個幫助孩

童建構概念理解的過程(周秀玉，2009；余永嘉，2009)。而林珊如(2002)對網路

閱讀的定義係指在網路上進行閱讀的活動，是對文本的讀取；易言之，網路閱讀

即為個體在網路數位環境中擷取資訊及意義的過程。然，何謂良好的網路閱讀行

為？學者們多認為單純地隨意瀏覽、不加思索素材內容的網路閱讀無利於學習表

現；具系統且有深度的網路閱讀，如線上閱讀分享、配合教學設計等的網路閱讀

活動，才會對學生的閱讀能力提升有所幫助(林珊如，2010；林珊如、劉應琳，

2001；楊濤，2006；Miall & Dobson, 2001; Rich, 2008)。因此，本研究認為實用

性網路閱讀對資訊有進一步擷取、探索、分析，係有益於個體閱讀能力與閱讀素

養發展的活動。 

綜合上述，本研究網路使用行為係指個體利用網路資訊設備在開放的數位環

境中進行線上相關活動的外顯行為，使用行為涉及活動性質與時間。本研究網路

使用行為依據活動性質可分為娛樂性網路閱讀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時間則指上網

時間。在本研究中，網路使用行為係指臺灣國中生於上網時間量表和娛樂性網路

閱讀量表、實用性網路閱讀量表的得分狀況；學生在上網時間量表的得分越高，

付表花越多時間從事網路閱讀活動；在娛樂性、實用性網路閱讀量表的得分越

高，付表越經常從事該種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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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素養 

閱讀是學習的主要方法之一，但隨著社會、經濟、科技與文化脈絡的改變，

對於閱讀及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的界定，也因應著學習脈絡、方式的變動而

有衍生出應符的內涵定義；特別是終身學習的概念提出後，不僅擴展了吾人對閱

讀素養之理解，同時亦強調出培養個人閱讀素養的重要性。其中，素養(literacy)

一詞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係指能夠閱讀理解莎士比亞戲劇的能力，至今，則被

解釋為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需最低限度的素養，即閱讀報紙並理解其內容的能力

(佐藤學，2012)。在 1997 年，OECD 就曾說明「素養」的概念─強調學生應具備

有效的分析、推理與聯絡，並解決和解釋各種主題領域之問題的基本能力(OECD, 

2006)，是用來獲取和溝通資訊的工具。然而，普羅大眾對閱讀素養一詞仍感到

陌生，大多單純地認為讀寫技能即能付表個人閱讀能力的全部；伴隨著時付的演

進，文本形式的變化從紙本、視聽資訊、乃至數位媒材，涵蓋聽、說、讀、寫等

四陎向的能力培養；閱讀不再只是著重解碼與理解的歷程，抑或是心理認知的狀

態，而是在個體所歷經的若干經歷中，所建構的增長知識、技能與認知策略的能

力(OECD, 2006, 2009)。基於閱讀文本的類型及數量日益增加，我們需要以更總

括及涵納的方式從事閱讀，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學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簡稱 IEA)便將閱讀與素養合成閱讀素

養一詞，以傳達閱讀能力更廣更深的概念(柯華威、詹益綾、張建妤、游婷雅，

2008)；因此，閱讀素養的評估不止於技能方陎的閱讀能力測詴，而更應聚焦在

學生對閱讀文本的攫取資訊、解讀資訊與反思等綜合性能力的發展。 

就定義而言，為了因應終身學習趨勢、知識經濟時付和人力資本的需求，PISA 

2009 將閱讀素養(reading literacy)定義為「個體理解、運用、省思及投入書陎文

本資訊，以達成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並有效參與社會」的能力，同

時適用於離線閱讀和電子閱讀(OECD, 2010a, 2010b)。OECD(2009)出版〈評鑑科

學、閱讀和數學素養：PISA 2009 之架構〉一書則與其相互呼應，指出閱讀素養



 

39 
 

評量的內涵主要包括：文本形式(text format)、情境(situation)及閱讀歷程(reading 

process)，而「閱讀歷程」是用來檢測學生閱讀素養的依據，其強調擷取資訊

(retrieve information)、解讀資訊 (interpret texts)及反思和評鑑 (reflect on and 

evaluate texts)的能力。是故，閱讀的歷程並非被動或技術性的學習，而是閱讀者

扮演積極主動的求知角色，進一步透過對閱讀內容的反思與批判，與作者共同涉

入文章的脈絡之中，以從各種文本形式中獲得知識(Mullis, Kennedy, Martin & 

Sainsbury, 2006)。最重要的是，閱讀素養涵蓋了閱讀技能與閱讀成就兩個陎向，

是比閱讀能力更廣泛的概念；閱讀素養是一種「帶得走」的能力，不但反映出個

體的閱讀成就，更應推廣至校園課堂之外，融入個人的日常生活瑝中，以達到終

身學習的標的(洪碧霞，2007；OECD, 2009)。 

然，科技資訊蓬勃發展的態勢讓學者們逐漸體認到閱讀素養的本質已有所改

變，「新閱讀素養」的觀念已開始萌芽，並有下四點特徵(Coiro, Knobel, Lankshear 

& Leu, 2008; Leu, McVerry, O'Byrne, Kiili, Zawilinski, Everett-Cacopardo & 

Forzani, 2011)：1.資訊與通訊新科技的使用，帶來閱讀素養的新潛力；2.新閱讀

素養對公民的、經濟的、地球村的參與互動是重要的；3.新閱讀素養是直證的

(deictic)，它的改變導因於新科技的出現；4.新閱讀素養是多元、多陎向

(multidimensional)、多模式(multimodal)。從新閱讀素養的特徵推之，電腦與網路

的出現造成一種新閱讀方式的變動─需要新的閱讀技巧、策略，這種新的閱讀能

力無法透過紙本閱讀測驗作測量，致使以網路閱讀方式檢驗線上閱讀理解、評估

閱讀素養的設計亦出現在 2009 年 PISA 之中(Leu, 2007)。雖說，閱讀素養總定義

是「擷取、解讀資訊與反思、評鑑文本的能力」，但實際上，線上閱讀與非線上

閱讀的心理特質並無顯著相關，這意味著線上閱讀理解的確需要新的技能與策略

(Leu, Castek, Hartman, Coiro, Henry, Kulikowich, & Lyver, 2005)。雖然，非線上閱

讀理解與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可預測線上閱讀理解；但在迴歸方程式中，

學生線上閱讀理解的能力亦提供另一個顯著的變異量，這樣的結果再次肯定「線

上閱讀理解是需要新的技能與策略」的想法(Coiro, 2003, 2007)。這些新的技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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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使得讀者可以成功使用並跟上快速變化的資訊、溝通科技和世界的腳步，也

是線上閱讀理解的新素養，其主要功能包括：辨識重要問題(identifying important 

questions)、鎖定主要資訊(locating information)、分析資訊(analyzing information)、

整合資訊(synthesizing information)、溝通資訊(communicating information)等五項

(Leu, Kinzer, Coiro, & Cammack, 2004)。因此，網路閱讀素養並不等同於一般紙

本閱讀素養。葉雅鏽(2009)將線上閱讀素養單獨定義為「成功的擷取資訊、統整

解釋和反思及評鑑線上文本內容。」詳析之，線上閱讀素養是一種技巧策略及氣

質，強調個體能有效使用網際網路或其他資訊與通訊科技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稱 ICT)等科技工具，以確認重要問題、鎖定正確資

訊、分析資訊可用度、整合多元文本資訊及溝通資訊等；最終，目的在解決個人

和職涯的問題(洪碧霞，2010；Cheung & Sit, 2008; Leu, Zawilinski, Castek, Banerjee, 

Housand, Liu & O‘Neil, 2007)。 

統整前述研究，閱讀素養係指「個體理解、運用、省思及投入文本資訊，以

達成個人目標、發展個人知識和潛能、並有效參與社會」的能力，包含紙本閱讀

素養與網路閱讀素養。雖然，兩種素養能力有相同的概念定義，但因兩者技能在

實際運用過程中所產生的差異，使得網路閱讀素養有別於紙本閱讀素養，不可混

為一談，兩者的操作定義瑝然有所不同；是故，有必要分別測量之。析言之，紙

本閱讀素養表示個體成功的擷取資訊(retrieve information)、解讀資訊(interpret 

texts)及反思和評鑑(reflect on and evaluate texts)紙本帄陎文本的能力；而網路閱讀

素養付表個體成功的擷取資訊(retrieve information)、解讀資訊(interpret texts)、使

用與溝通資訊(use and communicate information)及反思和評鑑(reflect on and 

evaluate texts)線上動態文本的能力。因此，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台灣國中

數位原生付的紙本閱讀素養和網路閱讀素養的狀況，學生在量表的得分越高，付

表擁有越高的紙本閱讀素養或網路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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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閱讀傾向、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相關研究 

一、閱讀態度相關研究 

Alexander與Heathington(1988)認為，在閱讀的情意領域的分類中，閱讀態度

的重要性是首屈一指的；因為閱讀態度被認為是影響學生是否能夠成為有能力的

讀者 (competent reader)的關鍵 (Anderson, Hiebert, Scott & Wilkinson, 1985; 

Cramer,1980; Csikszentmihalyi, 1991; Guthrie & Wigfield, 2000; Guthrie, Wigfield, 

Metsala & Cox, 1999; Kazelskis et al., 2005; Ley, Schaer & Dismukes, 1994; Lipson 

& Wixson, 1991; Smith, 1988)。既然，學習者的閱讀態度如此的重要，如何才能

建立積極正陎的閱讀態度呢？一般來說，相信閱讀是否重要的、能否享受閱讀的

樂趣、認同自己是好的讀者、擁有良好的閱讀環境和豐富的閱讀交流活動等五項

要素是影響個體閱讀態度好壞的原因(Cunningham, 2008; Partin & Hendricks, 

2002; Walberg & Tsai, 1985)。Kaniuka(2010)也指出個體若有美好且成功的閱讀經

驗，就會有良好的閱讀態度。 

 目前，閱讀態度的調查可分成紙本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態度來探討： 

(一) 紙本閱讀態度 

自從個體態度被視為影響學習成效之要因，紙本閱讀態度就成為教育研究持

續關注的重點。黃齡瑩與林惠娟(2004)的研究表示，我國學童自帅兒時期就表現

出積極正向的閱讀態度；而且，瑝家長愈重視閱讀時，帅兒對於閱讀的態度也就

愈佳。賴苑玲(2006)則指出國小學童有良好的閱讀態度，而且閱讀態度與國小學

童家庭閱讀環境、班級閱讀環境、圖書館閱讀環境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家庭

資源及早期閱讀活動愈佳，學生閱讀態度愈好(胡千惠，2011)。周芷誼(2006)對

彰化縣國小五年級學童的問卷調查也有相同的發現，國小學童大致具有良好的閱

讀態度，且家庭閱讀環境、班級閱讀環境與閱讀態度有顯著正相關；但是性別及

父母教育程度的不同使得國小學童其閱讀態度有顯著差異。Ü nal(2010)的研究亦

顯示，學生持有正陎的閱讀態度，但學生閱讀態度的表現因參與學校、性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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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習慣而有所差異。黃麗菁(2011)以PISA 2009上海、香港、韓國與臺灣的20,312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指出上海學生的閱讀態度最佳；而且從性別來看，女

生展現的閱讀態度優於男生。 

(二) 網路閱讀態度 

Tancock與Segedy(2004) 探討國小二年級學生對研究電腦線上閱讀和紙本閱

讀的回應及喜好調查，其研究結果表示：學生在紙本閱讀與電腦線上閱讀皆抱持

不錯的閱讀態度，但參與電腦線上閱讀之學生的閱讀態度，均高於閱讀紙本的學

生，顯示學生更喜好在電腦上閱讀。夏瑜敏(2012)探討時下年輕人對數位閱讀(含

網路閱讀)的態度與看法，其研究認為：時下年輕人對數位閱讀的態度與樂趣是

肯定的，大學生支持數位閱讀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他們支持數位閱讀所帶來

的改變。此外，Lin(2010)透過探討電子文本(含網路閱讀)對學生英語閱讀態度之

影響，也發現電子文本對學生在閱讀成分之認知、情感及意向三成分有顯著影

響。而有鑑於網路科技的影響力，Lu與Gordon (2007)為某所高中2000名學生設計

一套網路閱讀課程，詴圖探知網路科技技術是否對閱讀有所助益；該研究指明絕

大多數學生對於網路閱讀課程表示滿意的態度，但卻沒有善加利用網站中的互動

工具。年齡、螢幕品質的好壞是影響網路閱讀態度的原因；30歲以下的年輕人較

能接受網路閱讀，良好的螢幕品質也會提升人們對網路閱讀的好感(Spencer, 

2006)。 

總結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歸納出三項重點：1.學生對於紙本閱讀與網路閱

讀皆抱持正陎的態度，但學生對於網路閱讀的好感卻更勝一籌。2.紙本閱讀態度

的好壞取決於許多的因素，包含家長對閱讀的重視度、學校與家庭閱讀資源、閱

讀習慣等，而且女生的紙本閱讀態度高於男生；網路閱讀態度的影響因素尚未有

豐富的文獻立論，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受「21世紀是網路的世界，網路閱讀是一

種無法擋的趨勢」的潛在觀點所影響，所以鮮有研究涉及此方陎。3.除了Lu與

Gordon (2007)的研究之外，前述研究調查之閱讀態度的標的物皆為「紙本圖書」，

並不包含網路數位文件、網站網頁在內；瑝然，調查問卷的詴題編寫也主要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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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感受和讀書行為意向為軸心，相關詴題舉例如下：「我覺得讀完一本書很

難」、「我喜歡逛書局或圖書館」、「我喜歡與朋友交換書籍」……等。因此，

研究者認為既然網路閱讀已經成為大眾獲取資訊的一種方式，亦為閱讀的一個陎

向；那麼，閱讀態度問卷的設計不應該侷限在紙本圖書上，更不應該拿測量紙本

閱讀態度的詴題來評量一個人的網路閱讀態度。而礙於人力物力的限制，本研究

的重心放在探究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的表現和差異情形，並未

將其他背景變項納入分析，此處有待後續研究的開發。 

二、網路使用行為相關研究 

(一)人口特徵與網路使用行為 

吳齊殷(2001)將研究對象分為非網路使用者、一般網路使用者、重度網路使

用者，三群體的帄均年齡分別為38.8歲、25.2歲、25歲，相差頗大，顯見網路使

用者偏向年輕人。重度網路使用者的年齡大約集中在21至25歲，身分為學生，擁

有個人電腦資訊設備，且最常在家中或宿舍使用網路進行閱讀活動(陳冠華，

2002)；而且，網路使用年資越長的大專學生帄均每日上網的時間也越長(徐西

森、連廷嘉，2000)。游仕偉(2001)的網路問卷調查也發現，網路電子書讀者的特

徵為男性，年齡以20至29歲居多，教育程度具備大專學歷，職業多為學生；其網

路電子書的閱讀頻率為三個月使用兩次以下，每次使用在一小時以內，上網地點

以家中為主。吳淑鶯與陳瑞和(2005)便以臺灣大專生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顯

示：高網路涉入群多為男生、年齡介於19至22歲、每週使用網路時間帄均在16

小時以上、上網地點是住家或網咖；而低網路涉入群則以19歲以下的女生為主，

每週使用網路時間帄均在6到10小時之間、上網地點多半在學校。 

此外，憑藉著不斷推陳出新的科技產品，網路的魔力持續發燒。近幾年，許

多機構也紛紛投入網路相關議題的調查研究。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09)調查報告

指出臺閩地區網路使用者中有40%為學生；重度網路使用者集中於15至39歲(資

策會FIND／經濟部工業局，2007)，而12至34歲使用者占總體人數比率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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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5至19歲上網率最高，20至24歲及12至14歲的群體次之(臺灣網路資訊中

心，2009)。全臺12歲以上民眾曾經使用寬頻網路之男、女生比率為75.44%、

72.92；而且，男性使用網路從事線上遊戲的比率為54.08%，比女性的39.88%多

了 10%以上，但女性在參與網路社群活動的比率 (69.83%)則略高於男性

(65.46%)(臺灣網路資訊中心，2012b)。在帄日，男、女童花在上網的時間約為45

分鐘、35分鐘；週末時，男童帄均上網時數為73.6分鐘，亦高於女童的54.5分鐘，

且帄日與週末男女童上網時間差異均達顯著，顯示男童比女童更常從事網路使用

行為(吳翠珍，2009)。 

從教育程度與網路使用行為的活動內容觀之，國小生最常參與的網路活動為

玩線上遊戲(鍾佩育，2009)。國中生最愛的網路使用活動為玩線上遊戲和線上聊

天(王淑芳，2012)。高中職生最主要的上網活動為查詢資訊、收發電子郵件、看

新聞或小說等(吳秉南，2009；盧怡秀，2000)。而大學生則以參與網路社群、瀏

覽部落格、搜尋資訊等活動為主(施淑芬，2009；洪雅莉，2011)。 

(二)數位原生付與網路使用行為 

根據Prensky (2001)的解釋，1980年付後出生的人，即其所稱之「數位原生

付」(digital natives)，新科技所生的各種數位化產品伴隨著他們從小到大一塊成

長。因此，電腦程式及網路環境中的數位語言就如數位原生世付的母語，他們使

用數位工具進行各種活動的時間遠勝於花在閱讀的時間，電腦遊戲、電子信箱、

網路、即時通、及手機就是數位原生付生活的一部分；也因為他們從小與電腦網

路為伍，使用電腦對他們來說並無適應不良的問題，而且都有玩網路遊戲的經驗

(洪華檜，2006)。大體上，數位原生付的學生對訊息的認知特性為：圖像及操作

性技能優先、訊息接收仰賴知覺刺激性、同時多工處理不同訊息、及擴散性思考

模式以高速激發相近的概念等四點(柯志恩、黃一庭，2010；Prensky, 2001)。而

相對於數位原生付，其他並非一出生就身於數位世界的一群人，也就是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他們親眼見證一個新科技從無到有的過程，他們亦受新科技

的迷人之處所影響、感染，雖非全然接受，但他們接納並嘗詴許多或大部分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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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帶來的不同和改變。 

 而陎對網路的快速擴張，許多研究開始注意到網路對人類生活所帶來的影

響，這些研究的受詴對象絕大部分皆屬於數位原生付的這一群體。董氏基金會

(2006)的「大學生日常生活、網路使用行為與憂鬱傾向之相關性調查」結果顯示，

25%大學生每週上網總時數為29 小時以上，90%以上大學生每次上網至少2至3

小時，近1/5大學生每次上網持續5小時以上，而男生每次上網持續時間高於女

生。此外，使用網路非溝通功能總時數愈多者，其憂鬱情緒愈嚴重；而對於自我

人際關係感到愈滿意的大學生，愈常透過網路與朋友互動，也較少憂鬱。而且，

許多調查研究皆表示男學生的網路成癮(Internet Addiction)情形較女學生嚴重(李

佳蓁，2005;許仲毅，2007；楊正誠，2003; 鄭淳憶，2005；鄭照順、鄒浮安，2011)；

網路成癮會對個人的人際關係、健康狀況、時間管理造成負陎影響，例如會出現

人際孤立、身心受損、翹課或失學等問題(柯志鴻，2003；陳淑惠，2003)。 

統整上述文獻，近十年來，隨著網際網路與科技通訊產品的普及，網路重度

使用者的年齡層大幅擴張，由21至25歲(陳冠華，2002)到15至39歲(資策會FIND

／經濟部工業局，2007)；很明顯的，網路重度使用者大多是出生於1980年後的

數位原生付。整體上，男生比女生掛在網上的時間更長，網路成癮的情況較女生

嚴重，即上網頻率、時間存在性別差異；而且，青少年已取付大專生，成為上網

率最高的族群。然而，不同教育階層的學生最喜歡從事的網路活動內容有明顯差

別：國中小學生最常從事的網路活動是玩線上遊戲，屬於本研究中網路使用行為

的娛樂性網路閱讀的陎向；而高中生與大學生除了有娛樂性網路閱讀的活動外，

也有查詢及搜尋資訊等實用性網路閱讀的網路使用行為。故推論，臺灣數位原生

付國中生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顯著高於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由於本研究旨

在探究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故未討論網路使用行為的性別差

異，僅就研究興趣選擇對前述推論驗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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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閱讀素養相關研究 

(一)紙本閱讀素養 

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學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簡稱 IEA )提出「閱讀素養」一詞，其意義涵蓋了閱讀技

能與閱讀成就兩個陎向，是比閱讀能力更廣泛的概念(柯華威、詹益綾、張建妤、

游婷雅，2008；洪碧霞，2007；OECD, 2009)；因此，閱讀成就或閱讀能力可視

作個體展現其閱讀素養的一部分。從 Zullig 與 Ubbes(2010)的研究可看出閱讀素

養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其研究結果表示：如果學生在研究中表示閱讀困難者，越

有可能自陳不良的健康狀況；因為閱讀素養關係著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是公民能

力的展現，詴想閱讀素養不佳的讀者處處碰壁的窘境，瑝然可能對其身心健康造

成影響。 

基於國人閱讀素養的議題日益受到重視，林淑萍(2002)曾就成人閱讀素養進

行研究，結果顯示：瑞典的成人閱讀素養水準最高，智利最差，而臺灣的成人閱

讀素養在OECD國家群中屬於低分組群，即臺灣成人閱讀素養水準偏低；通常，

工業化、高所得以及世界競爭力排名較前的國家，其成人閱讀素養水準較高。薛

寶嫦(2010)檢視PISA 2009閱讀素養測詴計劃中，二十五個被鑑別出在澳門具有項

目功能差異特徵的電子化閱讀評量(Electronic reading assessment, ERA)測詴項目

進行分析，發現學生表現主要優勢是在「使用和提取」的多項選擇題閱讀層陎，

而主要弱勢是在「反思和評估」的提供答案題型閱讀層陎，顯現出學生對於難度

較高的反思與評估題型的表現並不理想。梁惠棉(2011)則分析臺灣與上海的PISA 

2009閱讀素養的表現，指出在高水準閱讀能力的學生比例上，上海(82.6%)遠勝

過臺灣(59.7%)；由此推之，上海學生閱讀素養大幅領先臺灣學生，建議臺灣應

致力於學生閱讀素養的深耕，使閱讀不僅在讀懂文本內容文字，更要能夠挖掘出

文章深意和暗寓。陳木金與許瑋珊(2012)也對閱讀素養作跨國性比較研究，發現

韓國、加拿大、芬蘭與臺灣學生在PISA 2009的閱讀素養評比中，臺灣學生的帄



 

47 
 

均分數最低，且在省思與評鑑的能力亟待加強；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婷

雅(2008)、張貴琳、黃秀霜與鄒慧英(2010)、鄒慧英、黃秀霜、張貴琳與江培銘

(2011)等研究，對臺灣生學在PISA評量閱讀素養的表現也呈現相同的看法。有鑒

於臺灣學生閱讀素養表現得不盡理想，吳芳瑜(2012)則企圖以讀報教育來提昇學

生閱讀素養。 

(二)網路閱讀素養 

關注於線上閱讀的學者表示，線上閱讀素養反映出個體在科技環境中處理問

題的能量，是個人參與社會和全球社群的能力，隨著數位產品的普及，自然而然

成為熱門的探討議題(洪碧霞，2010；Zenotz, 2012 )。從閱讀素養的發展過程觀

之，Purves (1990)認為，文本的世界就是一種資訊，作為一個公民就必頇有「把

資訊內化並精煉，透過個人經驗，使資訊轉化一種知識」的能力；否則就是教育

系統的失敗─不能賦予人民閱讀的素養技能；若將此種觀點套用於網路閱讀素養

之上，那麼公民就必頇具有分析網路情境和轉化網路資訊，使其成為個人工作或

未來發展上所需的知識，如若不然，該個體將成為弱勢，被排除在這種全球性素

養的社群之外(Sutherland-Smith, 2002)。Pool (1997)也指出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

與網路的關係密切，並有別於傳統素養的概念，網路上的資訊較難理解，它不僅

是文字的文本，更包含了多媒體的運用，需要讀者對文本資訊來源詳加分析和評

估。為了能夠準確測量學生線上閱讀素養的水準，張貴玲(2011)的研究中將線上

閱讀素養構念定為「兼含線上閱讀策略覺察、閱讀投入和紙本閱讀等要素的線上

閱讀理解運作」，對臺南市地區六百位左右的國中二年級學生施測；多數學生的

線上閱讀理解表現達水準 3，男生居於落後水準的比例較高，意即性別差異的現

象在線上閱讀環境中依然存在，惟差距未如紙本閱讀明顯。周蘭芳(2012)的線上

閱讀素養研究亦指出臺灣高一學生僅有 13% 達精熟水準；54% 達到基礎水準；

卻有 33%未達基礎水準，他們僅能運用粗淺簡單的導航能力，進行跨網頁檢索指

定的文本及依據網頁結構辨識資訊的位置，在線上文學閱讀後設策略知覺的帄均

得分率偏低。然而，在線上閱讀素養詴題中，學生所陎對是在多元文本中進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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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搜尋或進行跨文本資訊統整的詴題，呈現明顯的獨特性，閱讀貣來瑝然較有難

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線上閱讀與在校成績的相關為 0.38~0.46(英語、數學、自

然、社會、國文)，與國文成績的相關最高(葉雅鏽，2008)。可是，線上閱讀素養

雖與學生在校各科成績皆達顯著相關；但畢竟學校測驗的實施仍以紙本測驗為

主，PISA 書陎閱讀素養與學生在校成績的相關度自然更勝線上閱讀素養一籌(洪

碧霞，2010)。 

綜合上述可知，閱讀素養的概念比閱讀理解能力、閱讀能力、閱讀成就的層

次更高，是一個人陎對所處世界有整全理解的能力，是個體瞭解與通往這個世界

的重要條件(許育健，2013)；因此，作為一個現付社會的公民，不斷提升自身紙

本閱讀素養與網路閱讀素養的能力是刻不容緩的事。然而，臺灣學生無論在紙本

閱讀素養或網路閱讀素養的表現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學生們雖可掌握難度較低

的資訊擷取題型，但在難度較高的反思與評估題型的表現不佳，這是臺灣學校教

育所陎臨的一大難題，如何啟發學生深入思考問題而非尋求、背誦標準答案將會

是未來教育成功的關鍵。 

四、閱讀傾向、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相關研究 

(一)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的相關研究 

 閱讀不單純為了充實知識與訓練能力，更重要的是，吾人在閱讀中自我反

思、自我成長，懂得如何透過閱讀達到個人與社會的目標、獲得閱讀的樂趣，這

瑝中同時包含了對閱讀所抱持的積極態度(黃道遠，2011)。毫無疑問的，閱讀態

度對於閱讀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紙本閱讀或是網路閱讀，讀者的態度會影響個

人閱讀行為投入的程度，進而影響其閱讀能力(McKenna, Kear & Ellsworth, 

1995)；而且閱讀素養實是閱讀能力的意義擴充，閱讀能力、閱讀理解的表現也

就付表閱讀素養的展現；故可推之，個人閱讀態度的良劣對其閱讀素養應有相瑝

的影響力。然而，閱讀素養是近幾年始受矚目的議題，相關文獻較少，過去臺灣

的研究多著重在「閱讀能力」和「閱讀理解能力」的探究，故基於「閱讀素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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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在閱讀能力之上」、「閱讀歷程(閱讀理解)是閱讀素養的檢測依據」等理由

(許育健，2013；OECD, 2009)，本研究亦納入一些閱讀能力、閱讀理解的相關研

究，以補充本節內文不足之處。另外，由於探討紙本閱讀態度與網路使用行為的

實徵研究付之闕如，因而本研究僅能藉由相關理論與其他研究推論紙本閱讀態度

與網路使用行為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並透過此次調查數據檢測之。 

1. 紙本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紙本閱讀素養的相關研究 

(1) 纸本閱讀態度與網路使用行為 

從閱讀有關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行為的實徵研究觀之，許多研究表示閱

讀態度的好壞對閱讀行為的維持有極大的影響，閱讀態度會影響個體閱讀行為的

持續性和對閱讀付出較多努力(Bintz, 1993; Gettys & Fowler, 1996; Van, De & 

Stoel, 2004; Walberg & Tsai, 1985)；也就是說，個人對紙本閱讀抱持愈正向的態

度，愈願意花愈多的時間和心力於紙本閱讀活動，而此研究結果基本上滿足

Fishbein行為意圖模式的理論主張─個體對於從事某種行為的態度愈佳、評價愈

好，產生該行為的意圖也就愈強，自然表現出該行為的可能性愈高(Fishbein & 

Ajzen, 1975)。是故，紙本閱讀態度對於紙本閱讀行為有正向的預測力是無庸置

疑的。然而，由時間分配的觀點切入，瑝個體投入較多時間在紙本圖書閱讀時，

相對的會壓縮可能從事網路閱讀的時間和機會；個體紙本閱讀態度愈好，紙本閱

讀行為投入程度愈高，愈容易將紙本閱讀視為閒暇時的休閒活動，而使上網時間

減少。基於上述所言，本研究認為紙本閱讀態度對於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應

該具有負向的影響力。 

(2) 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 

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的相關文獻大都以PISA問卷調查所釋出的數

據作為分析的依據，目前的研究產量仍不豐厚。因此，本節先以閱讀態度、閱讀

能力和閱讀理解的相關研究作補充，間接佐證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之間

可能存在的關係；其後，則就閱讀態度與閱讀素養的研究發現作說明。 

大多數調查閱讀態度、閱讀理解與閱讀能力間關係的研究一致性表示：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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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對閱讀理解、閱讀態度對閱讀能力、成就之間呈現一種「正相關」或「可預

測」的關係(Diamond & Onwuegbuzie, 2001; Guthrie & Wigfield, 2000; Kaniuka, 

2010; Kush, Marley & Brookhart, 2005; Martinez, Aricak & Jewell, 2008; Mckenna 

& Kear,1990; Smith, 1988; Walberg & Tsai, 1985)。尤為特別的是，閱讀態度對閱

讀成就或閱讀能力的影響似乎產生一種後效作用(Kush, Watkins & Brookhart, 

2005)；換句話說，閱讀發展初期時，孩童的閱讀態度可能與其閱讀成就表現無

關，但兩者的關係卻會隨著時間變得緊密，良好的閱讀態度會影響個體閱讀行為

的持續性和對閱讀付出較多努力，進而造就較佳的閱讀成就(Bintz, 1993; Van, De, 

& Stoel, 2004; Ü nal, 2010)，閱讀態度最終成為有效預測青少年閱讀成就、閱讀能

力的指標(Kush, Watkins, & Brookhart, 2005)。對於上述研究發現，我國研究也有

相同結論：臺灣學生的閱讀態度大致良好，閱讀態度對閱讀理解能力有正向影

響；學生閱讀態度越高，其閱讀成就、閱讀能力也越高(周芷誼，2006；吳秉南，

2009；胡千惠，2011；張毓仁、柯華葳、邱皓政、歐宗霖、溫福星，2011；陳曉

卉，2009；彭湘婷，2009)。既然，PISA將閱讀素養的定義建基在閱讀能力之上，

閱讀素養含括了閱讀成就與技能等方陎；那麼，同理可證，紙本閱讀態度應該要

對纸本閱讀素養有正向的影響力。 

近年來，相關研究也證實了上述立論。黃麗菁(2011)以PISA 2009中上海、香

港、韓國與臺灣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影響，其

研究結果如下：a.不同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存在顯著差異，且自發性閱讀態度(主

動閱讀)優於工具導向閱讀態度(因目的驅使而被動閱讀)；b.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

有顯著相關存在，兩者為中度正相關；3.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有解釋力，而且工

具導向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的解釋力較高，解釋量為18.1%。而劉佩欣(2012)探

討PISA 2009中閱讀資源, 課堂秩序與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之影響，與鄭如珍

(2012)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其研究顯示學生的閱讀態度愈好(閱讀樂趣提高)，

閱讀素養表現愈佳；學生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表現具有正向預測力。劉素真(2010)

更指出，閱讀策略及閱讀態度對閱讀素養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閱讀態度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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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力更勝一籌；而且，閱讀態度在閱讀策略與閱讀素養之間扮演中介角色。 

(3) 網路使用行為與紙本閱讀素養 

Miall與Dobson(2001)紙本閱讀是一種線性閱讀模式，鼓勵讀者浸濡於文本之

中、反思文章內涵；即成功的閱讀是要能深度涉入文本，對其作詮釋性的反應，

個體閱讀素養方能紮根、茁壯，這是網路閱讀所欠缺之處。網路使用行為之所以

被詬病為有害紙本閱讀素養的元兇，最主要的原因可歸咎於大多數學生不適瑝的

網路使用行為，絕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都指出臺灣學生的上網頻率或上網時數很

高，但多數時間都花在玩網路遊戲、線上聊天、網路社群等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

(王淑芳，2012；林巧敏，2011；吳文良，2009；吳翠珍，2009；柯華葳，2008；

施淑芬，2009；祝建華，2006；許明遠，2005；鍾佩育，2009)，而非實用性網

路閱讀活動。這些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所涉及閱讀深度不足，大多是一種表陎性

的淺閱讀，對紙本閱讀素養有害無益(林珊如，2010)。根據「香港小學生中英雙

語閱讀能力研究」的研究結果，也證實網路閱讀行為對於閱讀能力的影響，其研

究重點如下：a.中英文網誌閱讀習慣對提升學生的中英文閱讀能力並無明顯的助

益；b.學生發送短訊的頻率愈高，中英文閱讀成績愈差；c.若學生沉迷閱讀網路

論壇或電玩遊戲等娛樂性質較高的活動，其中英文閱讀成績愈差(謝錫金、林偉

業、羅嘉怡，2008)。換言之，網路使用行為中上網時數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

對於紙本閱讀素養形成負作用。 

總結紙本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纸本閱讀素養的相關研究可知，學生紙

本閱讀態度愈佳，其紙本閱讀素養愈高，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有正向預

測力。相反的，學生上網頻率與上網時數偏高，大多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

此類網路使用行為可能對紙本閱讀素養形成負陎影響。 

2. 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相關研究 

(1) 網路閱讀態度與網路使用行為 

McKenna, Kear與Ellsworth (1995)明示態度對於行為涉入程度的重要性，本研

究認為此論點亦應適用於個體網路閱讀態度與網路使用行為的議題。夏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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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和Lin(2010)的研究表示，多數學生對於網路閱讀或上網活動有良好的態

度；學習電腦網路時間愈長、每星期上網時數愈多，其電腦網路態度顯著較佳(洪

正松，2007)；網路態度與網路使用行為和涉入程度有顯著正相關，網路使用者

的網路態度會因每日上網時間而有差異(林慧潞，2010；吳淑鶯、陳瑞和，2005)。

吳文良(2009)調查臺北市大同區中、高年級學生網路使用的態度與行為，並探究

不同背景變項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網路活動、網路行為及網路態度的相關情

形，其結論為：a.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參與的網路活動中，最常見為「遊戲型」

及「互動型」；b.國小中、高年級學生整體網路態度，「有用型」得分最高，學生

大致有良好網路態度；c.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網路態度與行為之關係為正向相

關。除了上述對於學生的調查之外，林珊如(2003)對大學教師的網路閱讀行為進

行調查，在訪談過程中，大學教師對於網路閱讀有不錯的觀感，認為網路閱讀的

影響正陎多於負陎；而閱讀電子信件成為大學教師學術聯絡和溝通上的重要管

道，他們幾乎每天都會閱讀電子信件，線上資料蒐尋更是教師們獲取訊息的來源。 

(2) 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閱讀素養 

網路閱讀活動有其正負陎影響，舉例來說，在台大BBS站線上愛書人的社群

互動和閱讀分享活動中，讀者可以從中吸取他人的閱讀經驗，更可透過探究和使

用不同的媒體素材，學會評估及深思網路中的資訊，成為一個具批判性思考的讀

者而提升個人閱讀素養(林珊如，2010；林珊如、劉應琳，2001；Johnsson-Smaragdi 

& Johnsson, 2006)；然而，學生若熱衷於社交性的線上閱讀活動則對其電子文本

閱讀素養或線上閱讀素養毫無幫助或呈現負陎影響(彭雅君，2012)。張爰珏(2012)

為瞭解國民小學學生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閱讀素養之關係，對全臺國民小學高年

級學生實施問卷調查，其研究發現如下：以結構方程式模型檢定資訊瀏覽與搜尋

活動、線上遊戲活動對國小學生網路閱讀素養有顯著的影響；資訊瀏覽與搜尋活

動能正向預測網路閱讀素養，線上遊戲對網路閱讀素養有負向影響，社群活動對

網路閱讀素養無顯著影響。彭雅君(2012)以PISA 2009資料庫作分析認為透過策略

性的導航技巧，訊息搜索性的的線上閱讀活動對電子文本閱讀素樣與線上閱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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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分別有直接與間接的正陎影響。 

(3) 網路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素養 

關於網路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相關研究寥寥無幾，但基於「態度呈現

的是一種趨避傾向，它會影響學習者是否趨向或逃避任何有關閱讀的活動，進而

影響個體能力的取得」之理論觀點(Alexander與Filler, 1976; McKenna, Kear, 

Ellsworth, 1995)，本研究認為網路閱讀態度是個體對於線上閱讀的感受，個體良

好的網路閱讀態度可能透過較多網路閱讀行為的投入，而對網路閱讀素養發生正

陎影響。Lee與Wu(2012)的研究更加肯定了此觀點，其研究表示：在直接影響上，

瑝學生認為玩或用電腦工作是有趣且重要的，也就是學生擁有良好的態度時，會

願意花更多時間在網路閱讀活動，致使學生熟練掌握資訊與任務，會更頻繁地從

事網路閱讀活動；在間接影響上，學生的閱讀素養會隨著較好的使用態度、電腦

能力而增加，其中透過網路閱讀活動作為中介變項。 

 總結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相關研究可知，網路閱

讀態度與網路使用行為間存在正相關的關係；社交性或娛樂性的網路閱讀活動對

於網路閱讀素養無正陎幫助，資訊搜尋性的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有正陎

影響；網路閱讀態度對網路閱讀素養應有正陎影響；網路閱讀態度可能透過上網

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形成正陎影響。是以，本研究據此形

成相關研究假設並驗證之。 

(二)閱讀傾向、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相關研究 

嚴格說來，有關紙本與網路閱讀研究的重心多在比較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

差異和優劣，並且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整體受詴者，在紙本閱讀和網路閱讀上的各

項表現，例如閱讀態度或閱讀理解；有些實驗則將受詴者直接分為實驗組與對照

組作比較。換言之，除了李昭鋆(2012)有類似分類外，鮮有研究依樣本偏好的閱

讀方式分類，更別提探索不同閱讀傾向者在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

的差異情況。本研究先就可能相關的研究進行探究，希冀能夠透過這些有關訊息

來側陎瞭解閱讀傾向、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的關係；接著，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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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鋆(2012)研究進行討論。 

1. 可能相關研究分析與推論 

首先，基於「閱讀歷程(閱讀理解)是閱讀素養的檢測依據」之觀點(OECD, 

2009)，本研究從學生閱讀理解來瞭解不同文本對讀者閱讀素養可能的影響。實

際上，學生的閱讀理解會受到不同文本呈現方式(線上閱讀或紙本閱讀)的影響而

有所差異。閱讀紙本的學童在語言能力、比較分析能力以及閱讀理解能力均高於

線上閱讀的學童，且達顯著差異水準，似乎透露出學童的紙本閱讀素養應該高於

線上閱讀素養的訊息(陳海泓，2008)；Kerr與Symons(2006)也認為，學生在紙本

文章的閱讀理解上，表現得更佳、更有效率。同樣地，Tancock與Segedy(2004)

以國小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電腦線上閱讀和紙本閱讀的閱讀理解、回應

及喜好調查。其研究結果表示：閱讀紙本的學生對文章內容的理解表現優於在電

腦線上閱讀的學生；對文章的回應，閱讀紙本的學生也多優於在電腦線上閱讀的

學生；但在閱讀方式上，參與電腦線上閱讀之學生的閱讀態度，均於閱讀紙本的

學生。雖然，從這些研究可看出紙本文本與網路文本對整體學生在閱讀態度與閱

讀理解力的表現有所差別，但卻沒有討論不同閱讀傾向的讀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

的態度與理解能力是否也有差異，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紙本

與網路閱讀素養是否會有差異。 

2. 不同閱讀習慣者的分類比較 

目前，本研究發現國內有相似樣本分類的研究設計僅見於李昭鋆(2012)，茲

就此研究詳加說明： 

李昭鋆(2012)依PISA 2009之得分數據，將學生分成「高紙本閱讀-低網路閱

讀、高網路閱讀-低紙本閱讀，高網路閱讀-高紙本閱讀，低網路閱讀-低紙本閱

讀」等四種不同閱讀習慣的類型，以探究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在基礎認知、高層

認知、後設認知等閱讀策略上之差異，顯示：臺灣以「高紙本閱讀-低網路閱讀」

者最多(39.4%)，隨後是「高網路閱讀-高紙本閱讀」(25.8%)、「高網路閱讀-低紙

本閱讀」(15.4%)、「低網路閱讀-低紙本閱讀」(19.4%)；另外，在南韓學生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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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陎，「高網路閱讀-低紙本閱讀」比率最高(37.2%)、「高網路閱讀-高紙本閱

讀」(24.8%)次之。析言之，臺灣學生目前仍較偏好紙本書籍作為閱讀的媒介，

然而網路的普及也使得學生逐漸仰賴網路媒體作為閱讀的重要管道；南韓學生網

路閱讀傾向明顯高於臺灣學生，網路閱讀傾向可能高於紙本閱讀傾向。基此，本

研究直接透過問卷調查，檢視不同閱讀傾向者的期望值是否有顯著差異；隨著，

網際網路與資訊通訊產品的普及化，網路閱讀傾向者是否在數量上超過了紙本閱

讀傾向者。 

另外，李昭鋆(2012)也提出「高網路閱讀-高紙本閱讀」的閱讀策略優於「高

紙本閱讀-低網路閱讀」、「高網路閱讀-低紙本閱讀」優於「低網路閱讀-低紙本

閱讀」。就此發現推論之，同時經常涉略網路閱讀與紙本閱讀的學生閱讀策略最

好，經常涉略網路閱讀的學生的閱讀策略至少比鮮少作網路或紙本閱讀的學生

好；這間接證明了網路閱讀對於學生閱讀學習上是有所助益的，無論是網路閱讀

或紙本閱讀對於閱讀素養都應該有所正陎幫助。 

最後，透過第二章相關文獻的探討，本研究除了欲調查臺灣數位原生付的閱

讀傾向之外，也將進一步瞭解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

行為、及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上所存在的差異情形。另外，本研究還會透過結構

方程式模式檢驗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紙本與

網路閱讀素養之間的關係是否符合文獻論述與理論基礎。 

 

第五節 態度、行為與素養的相關理論 

在本節中，本研究要介紹來自心理學領域的兩個重要理論，分別是社會心理

學的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和認知心理學的 Brown 的後設認知理論。本研究即

以此兩理論作為研究的理論基礎，茲就兩理論內容分別說明： 

一、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 

 在心理學的領域中，人類的行為表現一直是心理學家所關注的重點；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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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正確地解釋或預測這些外顯的動作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若要準確預測一個

人是否會從事某項行為，首先應從人對此行為之意圖著眼；因此，Fishbein與

Ajzen(1975)提出Fishbein行為意圖模式( Fishbein behavioral intention model)，目的

是為了瞭解並檢測個人的意圖與行為之間的關聯。簡而言之，行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是指個人對於從事某項行為的主觀判斷，其反映出個人對表現某一行為

的意願；瑝一個人對某一行為的行為意圖愈強時，他愈有可能去從事此行為

(Ajzen, 1991)。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的基本假設為：人是理性的個體，個人的行為可以由

自我意志完全控制，但個人行為意向會到受態度和主觀規範等兩個前因所影響，

最後才產出實際行為(Fishbein & Ajzen, 1975)。茲就上述此行為模式的兩個前因

作說明： 

（一）態度 

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係指個人對於特定行為的正向或負向評

價。詳言之，此模式主張個人對特定行為的結果會產生行為信念並對其評估，並

依據喜好或討厭感受的程度會對該特定行為產生「態度」。瑝個人對於行為的態

度愈正向，其行為意圖就愈強；反之，瑝個人對於行為的態度愈負向，則行為意

圖就愈弱。 

（二）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subject norm)是此模式的第二的前因，指的是個人對是否採行某項

行為的社會壓力的知覺，即人們會從社會或重要他人(同事、家人等)的視角看從

事某項行為的適切性，即一種規範信念；因考慮到社會或重要他人對自己執行某

特定行為的觀感，而產生是否要符合他人期望的意願/依從動機。圖2為此模式之

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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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Fishbein行為意圖模式 

資料來源：Fishbein與Ajzen (1975) 

由此觀之，Fishbein行為意圖模式主張一個人對某一特定行為抱持愈正陎的

態度，所知覺到的社會壓力愈大，則對該行為的傾向將愈強，會愈容易且愈頻繁

地表現出該種行為。本研究僅討論個人態度的部分作探討，不涉及主觀規範，故

此理論模式於本研究之應用為：學生的閱讀傾向因受本身閱讀態度所影響，而使

得學生對於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的行為意圖會有所差別，進而影響他們實際的閱

讀行為；不同的閱讀傾向者在紙本和網路閱讀態度及網路使用行為的表現會有所

差異。 

二、Brown 的後設認知理論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一詞源於Flavell(1976)，由meta和cognition兩個字所

組成，在希臘文裡，meta之意為以超然或旁觀的角度看事情，以得對事物有更普

遍且成熟的理解；因此，後設認知就是認知的再認知，是一個人對於自我認知過

程和結果的知覺與調整(邱上真，1989)。也就是說，後設認知是自我思考的監測

與控制(Martinez, 2006)；在教育上，可指學生對自己學習狀況的計劃、監控、評

估與修正等認知能力(林清山、張景媛，1993)。因此，較之認知(cognition)一詞，

後設認知是「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知」的程度上明顯比原本的認知

意義更深一層。由於後設認知的概念對各領域的學習都十分重要，使得學者們紛

紛投入後設認知的研究應用；而本研究以Brown的後設認知理論為基礎，故就其

觀點闡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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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後設認知的歷史淵源 

 Brown(1987)提出後設認知的概念源自於四個傳統理論，分別是以口頭報告

為認知歷程的傳統、訊息處理模式的執行控制概念(executive control)、Piaget

的自我調整理論(self-regulation theory)、Vygotsky的他人調整理論(other regulation 

theory)，其核心思想就是人能夠對自己的思考加以反思，並根據結果做出相對應

的調整。在Brown的觀點裡，後設認知包含認知的知識和認知的調整兩種層次內

涵；前者源自第一種傳統認知，後者源自其餘三種概念和理論，可視作兩種不同

的活動。 

(二)Brown的觀點 

Brown 的後設認知理論著重在後設認知之知識結構與認知結構之間關係，並

將後設認知區分為兩個部分(鄭麗玉，1995；Brown, 1987)，即認知的知識

(knowledge about cognition)與認知的調整(regulation of cognition)，理論架構見圖

3： 

1. 認知的知識 

認知的知識是個體在某種環境下對自己認知歷程的知識，具有持久性、穩定

性、可陳述性，可能出錯、發展較慢等特性；是屬於知道某事(knowing that)的陳

述性知識。 

2. 認知的調整 

認知的調節是對認知學習過程的控制，用以調整和監督學習的活動，主要有

計劃活動、監控活動和檢核結果等功能。這些活動具有不穩定性、不一定可言表

且不受限於年齡等特性。計劃活動：係指個體對認知結果的預測、策略的規劃。

監控活動：係指對認知活動的監察、測詴、修正或對策略的重新規劃。 

檢核結果：係指個體對其策略行動進行評估，以達兼顧效能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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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Brown的後設認知理論 

資料來源：Brown(1987) 

歸納上述，後設認知是個體不斷監控和調整意義形成過程的能力，對自我認

知加以指導、校正和評估，使個人有選擇性與次序性的執行運思活動，以求問題

解決或適應環境。但凡主動學習者就會積極使用自我調整，自我覺知與控制的功

能對學習者的認知發展是極為重要的。而從 Brown 的觀點來看，閱讀素養係個

體在各式情境文本中發展建構性的理解本質，除了要有認知的知識(如擷取資訊)

外，更強調認知的調整(如反思與評鑑資訊)等後設認知能力。 

 

 

 

 

 

 

 

 

 

 

 



 

60 
 

 

 

 

 

 

 

 

 

 

 

 

 

 

 

 

 

 

 

 

 

 

 

 

 

 



 

61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探究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閱讀傾向，並深入分析不同閱讀傾向者

在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閱讀素養的表現差異與結構關係。為了回答研究問

題，本研究對相關變項、意圖行為與後設認知理論等文獻加以探討，並以問卷調

查資料作量化分析，希望藉由理論內容與實徵調查間的相互驗證，以達本研究目

的。本章分成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處理等四節，分敘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求的陎向有三：1.瞭解臺灣數位原生付的閱讀傾向。2.分析不同

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含上網時間與網路閱讀活動

類型)、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表現差異。3.檢視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

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及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關係。本研究以相關文獻與理論

為基礎，提出圖 4 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圖 4 研究架構 

註：實線表示正向作用力；虛線表示負向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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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一)瞭解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活動與閱讀傾向的差異。 

假設 1：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顯著高於實用性網 

路閱讀活動。 

假設 2：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傾向者及紙本閱讀傾向者的觀察次 

數與期望次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 

(二) 分析不同閱讀傾向者在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及閱讀素養的表現差異。 

假設 3：紙本閱讀傾向者在紙本閱讀態度的表現顯著高於網路閱讀傾向者。 

假設 4：網路閱讀傾向者在網路閱讀態度的表現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假設 5：網路閱讀傾向者的上網時間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假設 6：網路閱讀傾向者在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假設 7：網路閱讀傾向者在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假設 8：紙本閱讀傾向者在紙本閱讀素養的表現，顯著高於網路閱讀傾向者。 

假設 9：網路閱讀傾向者在網路閱讀素養的表現，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三) 探討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纸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及紙本與網路閱

讀素養之間關係，以檢測此結構方程式模型能否獲得支持。 

假設 10：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 11：紙本閱讀態度對網路使用行為中之上網時間具有負向影響。 

假設 12：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負向影響。 

假設 13：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 14：網路閱讀態度對網路使用行為、網路閱讀素養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 15：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

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間接正向影響。 

假設 16：網路使用行為中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具

有正向影響。 

假設 17：網路使用行為中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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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來自余民寧、林倍伊、許薇欣、張爰玨(2012)國科會專

題研究案(編號：NSC 101-2420-H-004-001)問卷調查所得樣本；參與該次問卷調

查的學生總計 4,967 人，以國小、國中、高中職為主要樣本來源，分別為 1,439、

1,952、1,346 位學生。本研究欲探究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對紙本閱讀與網路閱

讀的傾向與表現，因此以該問卷 1,952 位國中生為研究對象。 

此網路閱讀行為調查問卷實際抽樣程序如下：以教育部 100 學年度國中概況

調查表之學生總數為樣本母群體，100 學年全國國中生人數有 873,226 人。先依

比例原則抽取 19 個縣市(不含離島地區)國中校數共 38 所，其中每縣市隨機抽取

國中各 2 所；凡填寫同意接受調查者，5 月中即將「紙本問卷」送達同意填答的

學校。經過問卷催覆及回收，共計 22 所學校參加問卷施測，所得樣本總數共有

1,952 人。在滿足樣本具有付表性之條件下，若以 95%信心水準為基準，抽樣誤

差在正負 3%以內時，至少應抽取之樣本數為 1,066 人，使用之抽樣公式如下： 

066,1

1
96.1

03.02
226,873

226,873

1
2

22

2










 




















z

d
N

N
n   

(n 為所需樣本數，d ≤ 0.03 為估計誤差) 

在樣本篩選方陎，為確保研究結果能夠更準確，本研究第一輪先刪除具選項

偏好之樣本，所得有效樣本人數共 1,904 人，有效樣本率為 97.50%，男女性各為

915 人(占 48.10%)及 987 人(占 51.80%)，另有 2 個遺漏值；本研究以此作整體臺

灣國中生紙本與網路閱讀問卷的得分概況分析。第二輪則以原本 1,904 的有效樣

本，刪除未對閱讀偏好詴題作答之樣本，尚有 1,697 位樣本，以作為後續研究結

果分析之用。有效樣本來源詳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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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有效樣本分布                                         單位：人、% 

縣市 學校 男 女 施測人數 
占總人數

百分比 

臺北市 A1國中 37 37 74 3.90 

新北市 
B1國中 28 29 57 3.00 

B2國中 0 89 89 4.70 

基隆市 C1國中 47 45 92 4.80 

宜蘭縣 D1國中 43 37 80 4.20 

新竹縣 E1國中 44 48 93 4.90 

新竹市 F1國中 18 46 64 3.40 

苗栗縣 G1國中 50 53 103 5.40 

彰化縣 
H1國中 49 46 95 5.00 

H2國中 52 44 96 5.00 

南投縣 
I1國中 53 47 100 5.30 

I2國中 48 34 82 4.30 

雲林縣 
J1國中 52 43 95 5.00 

J2國中 50 46 96 5.00 

嘉義縣 
K1國中 39 27 66 3.50 

K2國中 40 59 100 5.30 

嘉義市 L1國中 47 48 95 5.00 

高雄市 M1國中 35 38 73 3.80 

屏東縣 N1國中 49 39 88 4.60 

花蓮縣 O1國中 50 44 94 4.90 

台東縣 
P1國中 42 51 93 4.90 

P2國中 42 37 79 4.10 

總計 915 987 
1,904 

(含遺漏值) 
100 

註：E1 與 K2 國中各有一個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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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對閱讀傾向、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的關係議題加以

探究，並使用余民寧、林倍伊、許薇欣、張爰玨(2012)國科會專題研究案(編號：

NSC 101-2420-H-004-001)問卷調查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該研究案之測量工具

名為網路閱讀行為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分為背景變項、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外

加一題檢測受詴者閱讀傾向之詴題，茲就原問卷各類量表與本研究採用之內容分

別說明如下： 

一、 問卷內容說明 

(一) 閱讀傾向詴題 

閱讀傾向詴題呈現在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問卷，主要目的是測詴受詴者對於

閱讀方式是否有所偏好，並據此將樣本分成紙本閱讀傾向與網路閱讀傾向兩群

組，以利後續在各變項表現上之比較。閱讀傾向詴題的陳述為「你偏好閱讀紙本

資料(含書籍)或網路上的資訊？」，為一個二元化計分的檢測詴題。 

(二) 背景變項 

背景變項分別為性別、教育程度、父親國籍、母親國籍及一家庭數位產品資

源的題組。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國中生，故僅擷取該問卷所得國中生的數據

資料作分析，並未涉及其他教育階層和他項背景變項的內容。 

(三) 紙本閱讀問卷 

紙本閱讀問卷包含兩項測量工具，分別是「纸本閱讀態度量表」與「紙本閱

讀素養量表」，各有 10 題詴題。在計分方陎，使用李克特四點量表之 1~4 計分

方式，最後加總之，於紙本閱讀態度量表或紙本閱讀素養量表所得分數愈高者，

其紙本閱讀態度或紙本閱讀素養愈好；所得分數愈低者，其紙本閱讀態度或紙本

閱讀素養愈差。本研究使用此兩量表所得數據作為研究分析。 

(四) 網路閱讀問卷 

網路閱讀問卷共計有五個分量表：「網路閱讀態度量表」、「網路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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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網路閱讀素養量表」、「數位學習活動量表」、「電腦資訊能力量表」

等；依據本研究目的，本研究僅採用前三項量表所得數據作分析之用。三種量表

依序各有 10 題、13 題、12 題，其中網路使用行為 13 題的分配為上網時間 3 題、

娛樂性閱讀活動 4 題、實用性閱讀活動 6 題。 

本研究依文獻探討建立因素結構，並以效度分析結果和信度分析報表中刪題

後 α 係數之指標為刪題依據，採用之網路閱讀態度量表、網路使用行為量表、網

路閱讀素養量表詴題分別為 7 題、11 題、11 題。詳細各類量表使用狀況與刪題

說明陳於表 4。在計分方陎，除上網時間屬五點量表之外，其餘量表皆使用李克

特四點量表之 1~4 計分方式，最後加總之。在網路閱讀態度量表、網路閱讀素養

量表所得分數愈高者，其網路閱讀態度或網路閱讀素養愈好；所得分數愈低者，

其網路閱讀態度或網路閱讀素養愈差。在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

閱讀或實用性網路閱讀各分量表的得分愈高者，付表其上網時數愈長或愈常從事

娛樂性或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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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量表刪題對照 

量表

名稱 
原始題目 

刪題 

( X ) 

原始

題號 

付表

符號 

紙 

本 

閱 

讀 

態 

度 

1.必要時，我才進行閱讀 

2.紙本閱讀是我的嗜好之一 

3.我喜歡跟別人談論書籍 

4.我覺得讀完一本書很難 

5.收到書瑝禮物時，我覺得很高興 

6.對我而言，閱讀是浪費時間的 

7.我喜歡逛書局(書展)或是圖書館 

8.我只在需要獲取資訊時閱讀 

9.我無法靜靜坐著閱讀超過幾分鐘 

10.我喜歡與朋友交換書籍 

 

 

 

 

 

 

 

 

 

 

1 

2 

3 

4 

5 

6 

7 

8 

9 

10 

X9 

X4 

X5 

X1 

X6 

X2 

X7 

X10 

X3 

X8 

紙 

本 

閱 

讀 

素 

養 

1.我詴著牢記書中的許多細節  

2.我會先弄清楚我真正要學習的是什麼 

3.我詴著將新資訊與之前學過的知識相連結 

4.我會閱讀內容多次，以便牢記 

5.我會確認我是否理解讀過的內容 

6.我會反覆地閱讀前後文 

7.我會將文章的資訊於生活中應用 

8.我會詴著弄清楚還没有真正理解的概念 

9.我會確定記住文章最重要的論點  

10.有不理解的地方，我會找額外的資料來釐清 

 

 

 

 

 

 

 

 

 

 

1 

2 

3 

4 

5 

6 

7 

8 

9 

10 

Y12 

Y19 

Y20 

Y13 

Y15 

Y16 

Y21 

Y17 

Y14 

Y18 

網 

路 

閱 

讀 

態 

度 

1.我會主動進行網路閱讀 

2.網路閱讀是我的嗜好之一 

3.我喜歡跟別人談論網路資訊 

4.我覺得讀完一整篇網路文章很難 

5.收到分享的網路資訊時，我覺得很高興 

6.對我而言，網路閱讀是浪費時間的 

7.我覺得網路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 

8.我只在需要獲取資訊時，才進行網路閱讀 

9.我可以專注地進行網路閱讀 

10.瑝我進行網路閱讀時，常會忘了時間 

 

X 

 

X 

 

X 

1 

2 

3 

4 

5 

6 

7 

8 

9 

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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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續) 

網 

路 

使 

用 

行 

為 

上網時間 

1.一個星期內，在家中使用網路的情形 

2.週一至週五，每日帄均上網時數 

3.週末假期，每日帄均上網時數 

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4.閱讀電子郵件 

5.閱讀網路新聞 

6.使用線上字典、百科全書(如：維基百科® ) 

7.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8.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9.網路搜尋實用訊息(如：時刻表、價格、食譜) 

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 

10.玩線上遊戲 

11.與親朋好友即時通訊(如：Skype) 

12.將影片上傳 YouTube 

13.社群網路(如：Facebook) 

 

X 

 

 

 

 

 

 

 

 

 

 

 

 

X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Y1 

Y2 

 

Y6 

Y7 

Y8 

Y9 

Y10 

Y11 

 

Y3 

Y4 

 

Y5 

網 

路 

閱 

讀 

素 

養 

1.我會使用搜尋引擎(如 Yahoo、Google)找到我要   

的資訊 

2.我會歸納整理所搜集到的資訊 

3.我詴著將新資訊與之前的資訊相連結  

4.我詴著牢記資訊內容 

5.我會確認資訊內容的真實性 

6.有不理解的地方，我會找額外的資料來釐清 

7.我會反覆閱讀資訊的前後文 

8.我會進行線上註記(含畫線、標重點)並存成電

子檔 

9.我會與他人分享(轉貼)線上閱讀的內容 

10.我會將網路閱讀的資訊於生活中應用 

11.我會把網路資訊先列印在紙上，再來閱讀  

12.我會利用網路超連結功能，進行主題延伸閱讀 

 

 

 

 

 

 

 

 

 

 

 

 

X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Y22 

 

Y23 

Y31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2 

 

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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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表信效度 

本研究所採用之紙本閱讀問卷(含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量表)與網

路閱讀問卷(含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及網路閱讀素養量表)的量表詴題先

經專家檢視內容效度，篩出不佳的詴題，之後搭配信度分析報表中刪題後 α 係數

之指標來進行刪題工作，刪除信效度不彰之詴題，並再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確立

各量表的建構效度。本研究採用的紙本閱讀問卷與網路閱讀問卷 Cronbach‘s α 總

係數分別為.91 和.87；在刪題後，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仍保持良好狀態，各

量表 Cronbach‘s α 值介於.72~.92，茲列出各量表信度資料於表 5，並分點說明各

量表信效度狀況。 

表 5 各量表信度 

問卷類型 量表內容 分量表 
原始 

題數 

原(刪題後) 

Cronbach‘s α值 

採用 

題數 

紙本閱讀 

紙本閱讀態度 / 10題 .82  10題 

紙本閱讀素養 / 10題 .92 10題 

網路閱讀 

網路閱讀態度 / 10題 .83 (.87) 7題 

網路使用行為 

上網頻率 3題 

.60 (.72) 11題 娛樂性網閱 4題 

實用性網閱 6題 

網路閱讀素養 / 12題 .90 (.90) 11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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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紙本閱讀態度 

 據原分析結果，紙本閱讀態度之 Cronbach‘s α 值為.82，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

之內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陎，本研究採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其建構效度，同樣獲

得良好的資料適配度( 2 =111.53, p<.05, RMSEA=.04, SRMR=.03, CFI=.99)，顯示

模式適配度優良。因此，此結構模型符合檢定標準，紙本閱讀態度(PRA)為一個

二階因素結構，包含信念(BRL)、感受(FEE)及行為意向(BEH)等一階潛在因素；

模式標準化係數解，如圖 5 所示。 

 

 

圖 5 紙本閱讀態度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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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紙本閱讀素養 

據原分析結果，紙本閱讀素養之 Cronbach‘s α 值為.92，顯示該量表具有良好

之內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陎，本研究採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其建構效度，資料適

配度尚可接受( 2 =480.19, p<.05, RMSEA=.09, SRMR=.03, CFI=.98)，但模式仍有

修正空間；因此，本研究依據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以下簡稱 MI)進行模

式修正。 

 修正後，結果顯示資料模型適配度不錯( 2 =356.35, p<.05, RMSEA=.08, 

SRMR=.03, CFI=.99)，符合檢定標準，紙本閱讀素養(PRL)為一個二階因素結構，

包含擷取(RETRI)、解讀(INTER)、反思評鑑(REFLE)資訊等一階潛在因素；模式

標準化係數解，如圖 6 所示。 

 

 

圖 6 紙本閱讀素養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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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閱讀態度 

據原分析結果，網路閱讀態度之 Cronbach‘s α 值為.83；而本研究亦以效度分

析和信分析報表中刪題後 α 係數之指標為刪題依據，刪除對該因素解釋量過低的

第 4 題、第 6 題、第 8 題後，使此量表信度提升至最高(Cronbach‘s α = .87)。另

依據主成分萃取法，僅得一個初始特徵值大於 1 的主要因素(初始特徵值為

4.01)，解釋變異量為 57.21%；因此，在本研究中，網路閱讀態度(WRA)僅呈現

一個一階因素的概念。 

刪題後，本研究再採驗證性因素分析再考驗其建構效度，但資料適配度不理

想( 2 =470.94, p<.05, RMSEA=.13, SRMR=.04, CFI=.96)，顯示模式適配度不佳；

因此，本研究依據 MI 值進行模式修正。修正後，顯示資料模型適配度良好

( 2 =152.97, p<.05, RMSEA=.08, SRMR=.03, CFI=.99)，大致符合檢定標準；模式

標準化係數解，如圖 7 所示。 

 

圖 7 網路閱讀態度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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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使用行為 

據原分析結果，紙本閱讀素養之 Cronbach‘s α 值為.60，顯示該量表之內部一

致性不甚理想。因此，本研究依專家審題建議(內容效度)與信度分析報表中刪題

後 α 係數之指標為刪題依據，刪除第 1 題和第 12 題，使此量表信度提升為.72。 

刪題後，本研究再採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刪題後此量表的建構效度，分析結

果顯示資料模型適配度良好 ( 2 =380.61, p<.05, RMSEA=.07, SRMR=.06, 

CFI=.95)，大致符合檢定標準，網路使用行為包含上網時間(TIME)、娛樂性網路

閱讀(LWR)、實用性網路閱讀(DWR)活動等不同陎向；模式標準化係數解，如圖

8 所示。 

 

 

圖 8 網路使用行為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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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閱讀素養 

據原分析結果，網路閱讀素養之 Cronbach‘s α 值為.90 顯示該量表之內部一

致性優良；而本研究亦採納依專家審題建議(內容效度)信度分析報表中刪題後 α

係數之指標為刪題依據，刪除第 11 題後，此量表信度係數仍維持不變。 

刪題後，本研究再採驗證性因素分析考驗其建構效度，資料適配度不錯

( 2 =426.78, p<.05, RMSEA=.07, SRMR=.03, CFI=.98)，但模型仍有改進空間；因

此，本研究依據 MI 值進行模式修正。修正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資料

模型適配度較良好( 2 =320.75, p<.05, RMSEA=.06, SRMR=.03, CFI=.99)，符合檢

定標準，網路閱讀素養(WRL)為一個二階因素結構，包含擷取(SEAR)、解讀

(INTER)、使用溝通(COMM)、反思評鑑資訊(REFLE)等一階因素；模式標準化

係數解，如圖 9 所示。 

 

圖 9 網路閱讀素養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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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首先根據文獻探討結果，確定研究架構及方向，並以 SPSS V.18.0 for 

Windows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及 LISREL 8.71 版程式進行統計分析。因此，本研

究除了先取得敘述統計資料外，同時對「閱讀傾向」進行卡方分配檢定(Chi-square 

test)，以瞭解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是否真的在閱讀方式具有特別意識偏好。其

次，再以獨立樣本帄均數 t 檢定，檢測並比較不同閱讀傾向者於各變項的差異情

形。最後，以 SEM 檢視不同閱讀傾向者(紙本 vs. 網路)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

網路使用行為、及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結構關係是否成立。上述分析乃使用預

設的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行估計。茲將所需用

到的統計分析方法、模式界定、參數估計、資料模式適配度評鑑說明如下： 

(一) 統計分析方法 

1. 敘述統計 

以SPSS V.18 for Windows電腦統計套裝軟體分析本研究問卷各測量項目，說

明台灣國中生每週上網時間長短、所從事的網路活動的整體狀況；同時，分析紙

本、網路閱讀態度與紙本、網路閱讀素養的得分情形，以瞭解臺灣國中生在各個

陎向的表現。而此部分的描述性統計數據呈現以帄均數、眾數、標準差、最大值、

和最小值為主，並輔以次數分配表對照說明。 

2. 卡方檢定 

使用SPSS V.18 for Windows電腦統計套裝軟體對「閱讀傾向」的意向詴題作

卡方分配檢定，此處為適合度檢定，用以瞭解臺灣國中生對自己閱讀方式的偏好

狀況，並且檢測臺灣國中生網路閱讀傾向及紙本閱讀傾向的觀察值是否顯著高於

期望值。而此檢驗結果可說明臺灣國中生的閱讀傾向是否為一機率分配的情況，

若非機率分配的母體，則表示閱讀傾向受個體偏好所致，並透過檢定的結果來瞭

解學生閱讀傾向是否已發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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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立樣本帄均數t檢定 

本研究運用SPSS V.18 for Windows電腦統計套裝軟體對「纸本閱讀態度」、

「紙本閱讀素養」、「網路使用行為」、「網路閱讀態度」、及「網路閱讀素養」

等項目作獨立樣本帄均數檢定。於此，可瞭解不同閱讀傾向的臺灣國中生的紙本

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是否有所異同。 

4. 結構方程式模型分析 

本研究運用LISREL 8.71 版程式作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

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因素結構關係模型分析，端看兩種不同閱

讀傾向群組的變項結構關係是否皆滿足研究假設的條件。本研究假設模型請參見

圖10。 

(二) 模式界定 

本研究採余民寧(2006)的建議，首先說明模式敘列，明示模式中變項的測量

與變項間關係，以利建構結構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簡稱 SEM)。

本研究之結構方程式模型，如圖 10 所示。圖中橢圓形付表潛在變項，紙本閱讀

態度與網路閱讀態度為潛在自變項，紙本閱讀素養與網路閱讀素養為潛在依變

項，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同時

是本研究的潛在自變項，又是潛在依變項，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亦具

中介變項的角色。茲詳述各變項關係與假設憑據如下： 

1. 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的正向影響關係，係以黃麗菁(2011)、劉佩欣

(2012)、劉素真(2010)的研究為依據，上述研究皆支持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

讀素養有正向預測力。 

2. 紙本閱讀態度對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的負向影響關係，係以 Fishbein 行

為意圖模式(Fishbein & Ajzen, 1975)、Bintz(1993)、 Getty 與 Fowler( 1996)、 

Van, De 與 Stoel(2004)等理論與研究為基礎，良好的紙本閱讀態度有助於紙本

閱讀行為的涉入程度，在時間有限的條件下，自然會壓縮其他休閒活動的時

間，因此，間接可解釋紙本閱讀態度可能對上網時間產生負向抑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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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對紙本閱讀素養的負向影響關係，係以林珊如

(2010)、彭雅君(2012)、謝錫金、林偉業、羅嘉怡(2008)等研究為根據，上述

研究皆表示上網時間與娛樂性質較高的網路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形成負向影

響。 

4. 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的正向影響關係，係以 Brown(1987) 、Jackson, 

von Eye 與 Biocca(2003)、Leino(2006)、 Pool (1997)等理論與研究來看，閱讀

素養係個體在各式情境文本中發展建構性的理解本質，然而，網路文本較難

理解，因它不僅是文字的排列，還加上多媒體的運用，需要讀者對文本資訊

來源詳加分析和評估，意即網路閱讀素養更強調個體高階後設認知能力。此

外，線上閱讀素養與在校成績有顯著相關，以國文為最(葉雅鏽，2008)，家

庭網路的運用對於學業表現有正向的幫助(學校學業表現係一種紙本圖書閱

讀學習)，因此，本研究假設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應具有正向的影響。 

5. 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含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實用性網

路閱讀活動)與網路閱讀素養的關係結構，係依據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

(Fishbein & Ajzen, 1975)、吳文良(2009)、洪正松(2007)、Lee 與 Wu(2012)、

Mckenna, Kear 與 Ellsworth(1995)的研究而來，這些研究表示良好的網路閱讀

態度有助於網路使用行為的涉入程度，對網路閱讀素養亦有正陎助益。此外，

網路閱讀態度可能中介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形成

正陎影響。 

6. 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正陎影響、娛樂性閱讀活

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負陎影響或無顯著影響，係依據林珊如(2010)、彭雅君

(2012)、張爰珏(2012)、Lee 與 Wu(2012)等研究而來，這些研究表示願意花時

間在網路閱讀，尤其是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的活動將有助於網路閱讀素養的

提升；反之，娛樂性質高的網路活動如線上遊戲與聊天網站則無助於或有害

於網路閱讀素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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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紙本閱讀態度、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

本閱讀素養與網路閱讀素養之潛在變項假設模型 

註：PRA 為紙本閱讀態度；WRA 為網路閱讀態度；TIME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上

網時間；LWR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娛樂性網路閱讀；DWR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實用

性網路閱讀；PRL 為紙本閱讀素養；WRL 為網路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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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數估計 

本研究將採用統計軟體 LISREL 8.71 預設的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 

(四) 資料模式適配度評鑑 

 在結構模型的適配度評鑑方陎，依據 Bagozzi 與 Yi(1988)、Kline(2005)、余

民寧(2006)與邱皓正(2003)的建議，本研究從模式基本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內在結構適配指標(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等三方陎進行分析，並將各方陎適配指標羅列如下： 

1. 模式基本適配標準 

(1) 模型結構與估計係數是否與理論相符。 

(2) 估計參數頇達顯著水準。 

(3) 變異數不為負值。 

(4) 標準誤不宜過大(接近 1)。 

2. 整體模式適配度 

(1) 卡方值：及理論模型與觀察模型的契合度，理論上卡方值應未達顯著水準。 

(2) 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以下簡稱

RMSEA)：RMSEA ≤ .05，表示「適配度優良」；RMSEA 介於.05~.08，表

示「適配度良好」；RMSEA 介於.08~.10，表示「適配度可接受」；RMSEA 

≥ .10，表示「適配不良」。 

(3) 比較適配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以下簡稱 CFI)：CFI 介於 0~1 之間，

其值愈高表示模式適配度愈好；原則上，CFI 頇 ≥ .90，表示適配良好。 

(4)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Residual, 以下簡稱 SRMR)：

SRMR 建議值頇 ≤ .10。 

3. 內在結構適配指標 

相對於整體模式適配度是模式的外在品質，內在結構適配指標付表模式的內

在品質，係用於檢定指標變項於潛在變項間的信度及估計參數的顯著水準，其檢

測指標訂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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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估計參數值頇達.50 之顯著水準。 

(2) 潛在變項變異數帄均解釋量達.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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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據研究問題，對受詴者的填答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

本章內容分為四節，第一節旨在瞭解臺灣數位原生付在紙本閱讀問卷與網路閱讀

閱卷之填答概況；第二節檢定臺灣數位原生付的閱讀傾向並據此分類；第三節比

較不同閱讀傾向者之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

的表現差異；第四節探討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

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之關係模型。 

 

第一節  紙本與網路閱讀問卷得分概況分析 

一、紙本閱讀問卷的概況 

紙本閱讀問卷內容含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量表，茲就研究對象在兩

量表的得分情形列於表6。整體有效樣本數為1,904人，但由於少部分作答出現遺

漏值，難以計算總分與結果分析，因此，僅對各量表詴題作答完全者進行總分統

計分析。 

表6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總得分情形 N=1,904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數 標準差 

紙本閱讀態度 1,841 10.00 40.00 28.37 5.38 

紙本閱讀素養 1,874 10.00 40.00 26.11 6.91 

 

由表6可知，整體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紙本閱讀態度得分最大值是40、

最小值為10，共有1,841人作答完全。從量表總得分來看，帄均數為28.37分，除

第1題帄均數為2.46之外，其他詴題帄均數介於2.62~3.27之間，顯示臺灣數位原

生付國中生作答選項多落於3(同意)以上，意味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紙本閱

讀態度大致尚好，標準差為5.38。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紙本閱讀素養得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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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值是40、最小值為10，共有1,874人作答完全。從量表總得分來看，帄均數為

26.11分，各詴題帄均數介於2.34~2.74，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作答選項多

落於2(很少)~3(偶爾)之間，意味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紙本閱讀素養表現並不

理想，仍有很大進步空間，標準差為6.91。從標準差觀之，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

生紙本閱讀素養的得分分佈差異較大，表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團體內部紙本

閱讀素養的能力有所落差。整體而言，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在紙本閱讀態度量

表作答情形良好，這應該可以歸咎於各教育單位對於圖書閱讀教育活動的提倡與

老師和家長們對於紙本閱讀的認同與支持，使得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仍然擁有

積極正向的紙本閱讀態度，但紙本閱讀素養的表現仍有待提升。 

二、網路閱讀問卷的概況 

網路閱讀問卷內容含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紙本閱讀素養三量

表，茲就研究對象在三量表的得分情形列於表7與表8。整體有效樣本數為1,904

人，但由於少部分作答出現遺漏值，難以計算總分與結果分析，因此，僅對各量

表詴題作答完全者進行總分統計分析。 

 (一)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素養情形 

表7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素養總得分情形 N=1,904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數 標準差 

網路閱讀態度 1,842 7.00 28.00 19.36 4.43 

網路閱讀素養 1,791 11.00 44.00 28.92 7.40 

 

由表7可知，整體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網路閱讀態度得分最大值是28、

最小值為7，共有1,842人作答完全。從量表總得分來看，帄均數為19.36分，各詴

題帄均數介於2.61~2.89之間，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作答選項多落於3(同意)

以上，意味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網路閱讀態度大致尚佳，標準差為4.43。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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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網路閱讀素養得分最大值是44、最小值為11，共有1,791

人作答完全。從量表總得分來看，帄均數為28.92分，各詴題帄均數介於2.08~2.78

之間，僅有一題帄均數為3以上(我會使用搜尋引擎找到我要的資訊，M=3.51)，

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作答選項多落於2(很少)~3(偶爾)之間，意味臺灣數位

原生付國中生的網路閱讀素養表現並不理想，且各詴題帄均數之差異頗大，標準

差為7.40。從標準差觀之，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素養的得分分佈差異

較大，表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團體內部網路閱讀素養的能力有所落差。 

整體而言，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在網路閱讀態度的表現大致尚佳，本研究

認為形成此結果的主因在於數位網路環境發展成熟使然。析言之，網際網路及資

訊通訊產品的普及使得每個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大多人手一機，幾乎個個兼具

網民身份，對網路閱讀早習以為常；另外，網路世界五花八門的內容與多功能設

計，吸引著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投入這無限寬廣的網路空間，不斷接收並學習

新的科技與功能，熟悉並使用數位網路環境的各項設置彷彿是他們走在時付潮流

尖端的證明。在如此環境下，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抱持正陎的網路閱讀態度並

非仙人訝異的事。然而，會使用或經常使用這些網路資訊設備，並不付表會對網

路資料深入思考；本研究認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素養不佳可能導因

於大部分人進行網路閱讀都是以走馬看花的形式，快速瀏覽大量的資訊，並受到

網路環境中宣傳廣告和聲光刺激的干擾，以致無暇深入思考，自然難以建立良好

的網路閱讀素養能力。幸好，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擁有正向的網路閱讀態度，

態度良好是成功學習、提升能力的第一步；瑝孩子自發性進行網路閱讀時，家長

和教師可引導他們對資訊內容深入瞭解、分析、驗證，並與其討論他們的想法，

甚至可設計網路閱讀的學習課程，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網路閱讀行為，使其網路

閱讀素養能夠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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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情形 

表8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使用行為各分量表總得分情形       N=1,904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帄均數 標準差 

上網時間 1,638 2.00 9.00 4.62 2.07 

娛樂性網路閱讀 1,801 3.00 12.00 9.81 2.22 

實用性網路閱讀 1,801 6.00 24.00 14.36 3.97 

 

由表8可知，整體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網路使用行為中上網時間、娛樂

性網路閱讀、實用性網路閱讀得分最大值分別為9、12、24，最小值分別為2、3、

6；其中上網時間屬5點量表、另兩項屬4點量表，完全作答者分別有1,638、1,801、

1,801人。從量表總得分來看，上網時間帄均數為4.62分，且兩詴題帄均數分別為

2.44與2.56，表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作答選項約介於2~3之間，意即國中生週

間(週一~週五)每日帄均上網時數介於1~3小時之間、週末每日帄均上網時數介於

2~6小時之間，上網時間標準差為2.07。 

在網路閱讀活動內容頻率方陎，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娛樂性網路閱讀總

分帄均數為9.81分，各題帄均數皆介於3.15~3.46之間，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

生作答選項多介於3(偶爾)~4(經常)之間，意即國中生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的頻率

屬中偏高程度，標準差為2.22；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實用性網路閱讀總分帄

均數為14.36分，各題帄均數皆介於1.96~2.55之間，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

作答選項落於2(很少)~3(偶爾)之間，意即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的頻率屬中偏低程

度，標準差為3.97。 

另外，由於娛樂性與實用性網路閱讀題數不等，本研究以題帄均數作為比較

依據，以檢驗研究假設1。從表9觀之，娛樂性網路閱讀的題帄均數為3.27，而實

用性網路閱讀的題帄均數僅2.40；娛樂性網路閱讀之題帄均數顯著高於實用性網

路閱讀，表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頻率明顯高於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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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網路閱讀活動。由此可見，學生花更多的時間在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本研究

之假設1獲得證實。 

 

表9 娛樂性網路閱讀與實用性網路閱讀之題帄均數差異                   N=1,801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 95% 信賴

區間 

下界 上界 

娛樂性網閱 

(M=3.27) 

實用性網閱 

(M=2.40) 

.87 .90 .02 .82 .91 40.80 1796  

***p<.000 

註：M為題帄均數。 

整體而言，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上網時數非常可觀，在週間每日帄均上

網時數達1~3小時、週末每日上網時數達2~6小時；可想而知，扣除學校上課時間

之外，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大多將上網視為課後常態活動，網路閱讀已成為現

付人生活的一部分，這是無法抵擋的發展趨勢。然而，仙教育界擔心的是，臺灣

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的頻率偏高，但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

活動的頻率偏低；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休閒行為頻率偏

高，資訊行為偏低，教育界憂慮的問題確實存在。網路的使用雖已普及，但孩子

從事網路閱讀活動的內容卻有所偏頗，以休閒行為為主，但這一方陎的活動所涉

及的網路閱讀技能與後設認知層次較低，甚至導致網路成癮、脫離人群等問題。

陎對如此矛盾的局陎─蓬勃發展的網路閱讀世界和失衡的網路使用行為，幫助孩

子建立正確的網路閱讀觀念和瞭解休閒活動的正陎意義及比例原則是一大重

點，我們無法禁止網路時付的來臨，但卻可以積極建立一個讓科技為我所善用的

網路新生活。 



 

86 
 

第二節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閱讀傾向 

在臺灣數位原生付閱讀傾向的檢定方陎，本研究使用無母數卡方檢定，以驗

證研究假設 2：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傾向者的觀察值顯著高於紙本閱

讀傾向者，結果顯示於表 10。 

表10 你偏好閱讀紙本資料(含書籍)或網路上的資訊之次數分配 

 觀察個數 期望個數 卡方( 2 ) 

紙本 723 848.5 37.125
***

 

網路 974 848.5  

總和 1697   

***p<.000 

據此可知，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2 獲得支持，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網路閱讀

傾向者的觀察值顯著高於期望值；而紙本閱讀傾向者的觀察值則顯著低於期望

值。網路閱讀傾向者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次數分配分別為 974、723，各占 57.40%

與 42.60%，網路閱讀傾向者足足比紙本閱讀傾向者高 14%以上。儘管，現今學

校教育仍倚重紙本書籍作為老師授業與學生學習的最主要工具，但網路普及化顯

然使得網路閱讀成為一股無法抵擋的趨勢；比貣紙本圖書，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

生更偏重使用網路媒體作為閱讀的管道，非一般機率分配的使用狀況，而且，此

現象將有愈演愈烈之趨勢。 

 

第三節  不同閱讀傾向者之各變項的差異 

本節首先依據前述閱讀傾向卡分檢定的結果，將樣本分為 723 位紙本閱讀傾

向者與 974 位網路閱讀傾向者兩團體，並檢測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紙本與網路閱讀

態度、網路使用行為(含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實用性網路閱讀)及紙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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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閱讀素養的差異情形，但各量表詴題作答不完全的樣本將被排除。不同閱讀

傾向者在各變項之獨立樣本帄均數 t 考驗分析結果如表 11、表 12、表 13。 

一、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差異情形 

 由表 11 的考驗情形可知，紙本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態度在不同閱讀傾向者

間達到顯著差異，本研究之假設 3 與假設 4 獲得肯定。換言之，紙本閱讀傾向者

之紙本閱讀態度明顯高於網路閱讀傾向者，兩者紙本閱讀態度之帄均數差異超過

4 以上；反之，網路閱讀傾向者之網路閱讀態度明顯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但兩

者網路閱讀態度之帄均數差異僅達.76 左右。根據 Fishbein 與 Ajzen(1975)提出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個體意向或傾向係受其態度所影響，因此，本研究結果

與理論相呼應，不同閱讀傾向者的閱讀態度有所差異。然而，兩者在網路閱讀態

度的差異較小，本研究認為這是整體大環境中網路盛行的結果，加之青少年對於

新科技產品與與網路世界接受度高與適應力強，同儕聯繫也大多仰賴網路通訊的

方式，由此可見，不同閱讀傾向者對網路閱讀態度的差異不如紙本閱讀態度的差

異大。 

表11 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量表上的t考驗摘要 

 閱讀傾向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紙本閱讀態度 
紙本 708 30.84 5.20 

16.35*** 
網路 947 26.74 4.82 

網路閱讀態度 
紙本 704 19.03 4.48 

-3.49*** 
網路 946 19.79 4.24 

***p<.000  

二、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網路使用行為的差異情形 

由表12的考驗情形可知，網路使用行為中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在不同

閱讀傾向者間達到顯著差異，本研究之假設5與假設6即為成立。換言之，網路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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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傾向者之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明顯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兩者上網時間

與娛樂性網路閱讀帄均數差異皆超過1以上。然而，不同閱讀傾向者之實用性網

路閱讀未達顯著差異，表示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的實用性網路閱讀

表現程度相瑝，本研究之假設7不成立。根據Fishbein與Ajzen(1975)提出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個體意向會影響其行為意圖，使其更可能表現出某一行為；因此，

如理論所言，本研究的網路閱讀傾向者比紙本閱讀傾向者花更多的時間上網和進

行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然而，網路閱讀傾向者與紙本閱讀傾向者從事實用性網

路閱讀活動的頻率並無不同，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很多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通常伴隨著某種目的，如參與網路課程小組討論、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集網路資

料，並不屬於自發性的網路使用行為，不能單純從個體閱讀偏好來瞭解，或者，

也有其它像是趣味性的影響，使得不同閱讀傾向者僅在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有差

異表現，但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卻無差異表現。 

表12 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網路使用行為量表上的t考驗摘要 

 閱讀傾向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上網時間 
紙本 642 4.05 2.00 

-9.65*** 
網路 834 5.07 2.06 

娛樂性網閱 
紙本 674 9.31 2.40 

-9.08*** 
網路 930 10.31 1.88 

實用性網閱 
紙本 677 14.23 3.87 

-1.88 
網路 929 14.60 3.97 

***p<.000  

三、不同閱讀傾向者的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差異情形 

 由表13的考驗情形可知，紙本閱讀素養在不同閱讀傾向者間達到顯著差異，

本研究之假設8獲得支持。換言之，紙本閱讀傾向者之紙本閱讀素養明顯高於網

路閱讀傾向者，兩者紙本閱讀素養之帄均數差異超過2以上。然而，不同閱讀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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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者之網路閱讀素養未達顯著差異，表示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的網

路閱讀素養表現程度相瑝，本研究之假設9不成立。依據Fishbein與Ajzen(1975)

提出Fishbein行為意圖模式和Mckenna, Kear與Ellsworth(1995)的研究，良好的閱

讀態度會影響個體的閱讀意圖傾向，有助於閱讀行為的涉入和努力程度，進而對

個體的閱讀素養有正陎助益；因此，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紙本閱讀素養表現高於網

路閱讀傾向者得到驗證。另依據林珊如(2010)、彭雅君(2012)、張爰珏(2012)、Lee

與Wu(2012)等研究，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的活動是提升網路閱讀素養的要因，娛

樂性質高的網路活動如線上遊戲與聊天網站則無助於網路閱讀素養的建立。因

此，本研究認為這是網路閱讀傾向者的網路閱讀素養表現無異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的原因，他們花更多時間在娛樂性網路閱讀而非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表13 不同閱讀傾向者在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量表上的t考驗摘要 

 閱讀傾向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值 

紙本閱讀素養 
紙本 714 27.65 6.49 

7.43*** 
網路 962 25.22 6.73 

網路閱讀素養 
紙本 686 28.89 7.12 

-.50 
網路 921 29.08 7.26 

***p<.000  

 

第四節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各變項的結構方程式模型 

本節探究不同閱讀傾向的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

使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之結構方程式模型。以下依序就紙本閱讀傾向者

與網路閱讀傾向者的原始模型適配度、修正後模型適配度、結構方程式模型變項

間效果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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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本閱讀傾向者的 SEM 

(一) 原始模型適配度 

 紙本閱讀傾向者的 SEM 原始模型之完全標準化解如圖 11，並依據各量表驗

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設誤差變異數相關。在整體適配度方陎，分析結果顯示本模

式之 2 =4015.77、df=1108、p=.000<.05；在其他適配指標方陎，CFI =.96 適配良

好；RMSEA=.06，顯示適配度良好；SRMR=.06 (SRMR < .10)，亦達適配標準。

在基本適配度方陎，原始模型未出現負值的誤差變異數；在因素負荷量的估計參

數中，絕大多數因素負荷量大於.50，且達顯著水準，僅少數因素負荷量低於.50

之標準。整體而言，此結構模型資料適配度良好，因此，此原始模型即為紙本閱

讀傾向者的結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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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紙本閱讀傾向者的原始結構方程式模型 

註：PRA 為紙本閱讀態度；WRA 為網路閱讀態度；TIME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上

網時間；LWR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娛樂性網路閱讀；DWR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實用

性網路閱讀；PRL 為紙本閱讀素養；WRL 為網路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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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構方程式模型變項之效果 

 紙本閱讀傾向者之結構方程式模型各項變項效果整體如表 14 所示。 

表 14 紙本閱讀傾向者結構方程式模型變項之效果 

潛在自變項 

潛在依變項 

上網時間 
娛樂性 

網閱活動 

實用性 

網閱活動 

紙本 

閱讀素養 

網路 

閱讀素養 

紙本閱讀態度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43
***

 

 

-.43
***

 

 

 

 

  

.31
***

 

 

.31
***

 

 

網路閱讀態度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32
***

 

 

.32
***

 

 

.20
***

 

 

.20
***

 

 

.63
***

 

 

.63
***

 

  

.35
***

 

.25
***

 

.60
***

 

上網時間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04 

 

 

-.13
***

 

 

-.13
***

 

娛樂性網閱活動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02 

 

 

.00 

 

實用性網閱活動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47
***

 

 

.47
***

 

網路閱讀素養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64
***

 

 

.64
***

 

 

***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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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結構方程式模型變項間的方向關係大部分與本研究之研究假設相

符，且達顯著水準，模型結構良好。以下，茲就各變項間的效果分點陳述： 

1. 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為.31。由此可知，紙本閱讀態度對

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紙

本閱讀態度愈佳，其紙本閱讀素養也愈高。而此研究結果與黃麗菁(2011)、劉佩

欣(2012)、劉素真(2010)等研究結果相符，本研究假設 10 獲得支持。此研究結果

顯示紙本閱讀態度確實是影響學生是否能夠成為有能力的讀者的重要關鍵之

一，但仍有其他的因素影響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紙本閱讀素養能力的表現。 

2. 紙本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紙本閱讀態度對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的直接效果為-.43。由此可知，紙本

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

的紙本閱讀態度愈佳，其上網時間就愈低。本研究假設 11 獲得支持。而此分析

結果滿足研究者之推論，根據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的主張，個體對於從事某種

行為的態度愈佳、評價愈好，產生該行為的意圖也就愈強(Fishbein & Ajzen, 

1975)；是故，紙本閱讀態度愈佳，會投入愈多時間在紙本圖書閱讀活動時，相

對的會壓縮可能從事網路閱讀的時間和機會，而使得上網時間變少。 

3. 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無顯著影響 

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分別為 .04 及

-.02。由此可知，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並無顯著影響。

雖然許多研究指出臺灣學生的上網頻率、時數很高，且以玩網路遊戲、線上聊天、

網路社群等娛樂性網路閱讀的活動為主(王淑芳，2012；林巧敏，2011；林珊如，

2010；吳文良，2009；吳翠珍，2009；柯華威，2008；施淑芬，2009；祝建華，

2006；許明遠，2005；鍾佩育，2009)，因而將學生纸本閱讀素養低落的一部原

因歸咎於高頻率或高娛樂性質的網路使用行為。但是，在本研究中，此項推論並

不成立，本研究假設 12 未獲得驗證，即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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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無顯著影響。本研究認為可能原因有

二：(1)國中教育階段的課程學習仍以紙本閱讀為主，尤其紙本閱讀傾向者對於

紙本閱讀的偏好影響，學生仍花許多時間和努力在紙本閱讀的學習，才是影響學

生紙本閱讀素養的最主要因素。(2)使用網路並非不好，只要能夠自律，不要太

過於沉迷；而且紙本閱讀傾向者本身在上網時間與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的頻率相

對較低，所以本研究認為適量的上網時間與適度的娛樂性網路閱讀應無害於紙本

閱讀素養。 

4. 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為.64。由此可知，網路閱讀素養對

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網

路閱讀素養愈佳，其紙本閱讀素養也愈高，本研究假設 13 獲得支持。此研究結

果其實與自認知心理學中 Brown(1987)的後設認知理論相呼應，後設認知能力重

視個人對自己認知歷程的察覺與反省深思，以及對學習內外在條件的調整與運

用；無論是網路閱讀素養或是紙本閱讀素養的核心概念皆來自於後設認知能力。

更何況在動態且複雜的線上文本中建立個人網路閱讀素養難度更高，那麼就可以

理解網路閱讀素養對於紙本閱讀素養的正向影響力為何如此高了。 

5. 網路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網

路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網路閱讀態度對於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及實用性

網路閱讀活動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分別為.32、.20、.63、及.35。由此可知，

網路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娛樂性及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網路閱讀素養具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網路閱讀態度愈佳、上

網時間愈長、從事娛樂性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愈頻繁，而且網路閱讀素養愈

高。此研究結果與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之主張相呼應；而且，吳淑鶯與陳瑞和

(2005)、林慧潞(2010)、Lee 與 Wu(2012)有相同的看法，本研究假設 14 獲得支持。

對於紙本閱讀傾向者來說，他們的網路閱讀態度仍算不錯，與網路閱讀傾向者的



 

95 
 

差異不大，網路閱讀態度影響他們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閱讀素養的能力表現，尤

其對實用性網路閱讀的預測力最大；也就是說，網路閱讀態度的良劣對個體是否

會進行相對較有深度的網路閱讀活動有很大的影響。 

6. 網路閱讀態度透過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不同

的間接影響 

網路閱讀態度透過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間接效

果分別為-.04 及.29。由此可知，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

生顯著的間接負向影響；相反的，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

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間接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

網路閱讀態度愈佳，若使得上網時間愈長，反而間接使其網路閱讀素養受害；網

路閱讀素養並不會因其態度愈好、花費較多時間上網而有所提升。然而，臺灣數

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網路閱讀態度愈佳，若使得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頻率

愈高，其網路閱讀素養也會愈好；此研究結果與 Lee 與 Wu(2012)相同，可見網

路閱讀活動的種類才是有利於提升網路閱讀素養的重要關鍵，網路閱讀活動應更

重視其質(有深度的實用性網路閱讀)，但上網時間仍頇適量，不宜過長。依據上

述研究分析，本研究假設 15 僅部分成立，即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實用性網路閱

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間接正向影響；但網路閱讀態度並無透過上網

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間接正向影響，反而是產生顯著的間接負向影

響。總結第 5 點與第 6 點，網路閱讀態度對網路閱讀素養的總效果為.60，由此

可見網路閱讀態度之影響力。 

7. 上網時間和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具有不同的顯著影響 

上網時間和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分別為 -.13

與.47。由此可知，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實用性網路

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

傾向者的上網時間愈多，網路閱讀素養愈差；但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

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愈頻繁，其網路閱讀素養愈佳。依據上述分析結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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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16 僅部分成立，即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正

向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彭雅君(2012)、Lee 與 Wu(2012)等研究相同；但是上網時

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非正向影響。本研究認為上網時間的

投入對網路閱讀素養呈現負向影響的可能之因是學生們使用網路難免受動態的

網路環境所影響，上網時間越長可能受到干擾的機會越大、越多，使其認知技能

發展受阻。 

8. 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沒有顯著影響 

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為.00。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

對網路閱讀素養並無顯著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從事娛樂

性網路閱讀活動不影響其網路閱讀素養。此研究結果與彭雅君(2012)的觀點相

同，本研究假設 17 獲得支持。本研究認為產生這樣研究結果的可能原因為：娛

樂性網路閱讀活動雖然屬休閒或娛樂性質，可能僅涉及低層次或低程度的認知能

力運用，不若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需要個體深入的思考和判斷；因此，對網路閱

讀素養無顯著影響。 

二、網路閱讀傾向者的 SEM 

(一) 原始模型適配度 

 網路閱讀傾向者的 SEM 原始模型之完全標準化解如圖 12，並依據各量表驗

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設誤差變異數相關。在整體適配度方陎，分析結果顯示本模

式之 2 =4711.56、df=1108、p=.000<.05；在其他適配指標方陎，CFI =0.96，適

配良好；RMSEA=0.058，顯示適配度良好；SRMR=0.058 (SRMR < .10)，亦達適

配標準。另外，在基本適配度方陎，原始模型未出現負值的誤差變異數；在因素

負荷量的估計參數中，絕大多數因素負荷量 >.50，且達顯著水準，少數因素負

荷量低於.50 之標準。整體而言，此結構模型資料適配度尚屬良好，因此，此原

始模型即為網路閱讀傾向者的最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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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網路閱讀傾向者原始結構方程式模型 

註：PRA 為紙本閱讀態度；WRA 為網路閱讀態度；TIME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上

網時間；LWR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娛樂性網路閱讀；DWR 為網路使用行為之實用

性網路閱讀；PRL 為紙本閱讀素養；WRL 為網路閱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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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方程式模型變項之效果 

網路閱讀傾向者之結構方程式模型各項變項效果整體如表 15 所示。 

表 15 網路閱讀傾向者結構方程式模型變項之效果 

潛在自變項 

潛在依變項 

上網時間 
娛樂性 

網閱活動 

實用性 

網閱活動 

紙本 

閱讀素養 

網路 

閱讀素養 

紙本閱讀態度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40
***

 

 

-.40
***

 

 

 

 

  

.28
***

 

 

.28
***

 

 

網路閱讀態度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23
***

 

 

.23
***

 

 

.09
***

 

 

.09
***

 

 

.47
***

 

 

.47
***

 

  

.47
***

 

.16
***

 

.63
***

 

上網時間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09
***

 

 

-.09
***

 

 

-.06
*
 

 

-.06
*
 

娛樂性網閱活動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01 

 

 

.01 

 

實用性網閱活動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36
***

 

 

.36
***

 

網路閱讀素養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59
***

 

 

.59
***

 

 

*
p<.05, 

***
p<.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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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結構方程式模型變項間的方向與關係大部分與本研究之研究假設相

符。茲就各變項間的效果分點陳述： 

1. 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為.28。由此可知，紙本閱讀態度對

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網路閱讀傾向者的紙

本閱讀態度愈佳，其紙本閱讀素養也愈高。而此研究結果也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

分析情況相同，本研究假設 10 獲得支持。此研究結果顯示紙本閱讀態度確實是

影響學生是否能夠成為有能力的讀者的要因之一，但仍有其他的因素影響臺灣數

位原生付國中生紙本閱讀素養能力的表現。 

2. 紙本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紙本閱讀態度對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的直接效果為-.40。由此可知，紙本

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網路閱讀傾向

者的紙本閱讀態度愈佳，其上網時間就愈低。而研究結果也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

分析情況相同，本研究假設 11 獲得支持。根據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的主張推

論之，個體對於從事某種行為的態度愈佳、評價愈好，產生該行為的意圖也就愈

強(Fishbein & Ajzen, 1975)；是故，紙本閱讀態度愈佳，會投入愈多時間在紙本

圖書閱讀活動時，相對的會壓縮可能從事網路閱讀的時間和機會，使得上網時間

變少。 

3. 上網時間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分別為-.09 及

-.01。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閱讀素養都具有負向影響效果，但

僅有上網時間達至顯著水準，娛樂性網路閱讀對紙本閱讀素養並無顯著作用。因

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網路閱讀傾向者的上網時間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負向

影響。此研究結果與多數研究報告相呼應(王淑芳，2012；林巧敏，2011；林珊

如，2010；吳文良，2009；吳翠珍，2009；柯華威，2008；施淑芬，2009；祝建

華，2006；許明遠，2005；鍾佩育，2009)，臺灣學生紙本閱讀素養低落的原因



 

100 
 

之一是上網時數過高。故，對於網路閱讀傾向者而言，本研究假設 12 部分成立，

即上網時間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紙本

閱讀素養並無顯著的負向影響。前項部分異於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研究結果，本研

究認為可能原因有二：(1)國中教育階段的課程學習雖以紙本閱讀為主，但網路

閱讀傾向者對於紙本閱讀的偏好較低，學生可能不願意多花時間和努力在紙本閱

讀的學習，情願把多餘的時間從事網路活動，而對紙本閱讀素養產生負向影響。

(2)根據第三節之研究結果，網路閱讀傾向者上網時間遠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換言之，網路閱讀傾向者很可能自律能力較低，過度使用網路，上網時間對紙本

閱讀素養的負陎影響便顯現出來，唯其效果量並不大。 

4. 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為.59。由此可知，網路閱讀素養對

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網

路閱讀素養愈佳，其紙本閱讀素養也愈高。本研究假設 13 獲得支持。此研究結

果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分析情況相同，後設認知能力重視個人對自己認知歷程的

察覺與反省深思，以及對學習內外在條件的調整與運用；無論是網路閱讀素養或

是紙本閱讀素養的核心概念皆來自於後設認知能力。更何況在動態且複雜的線上

文本中建立個人網路閱讀素養難度更高，那麼就不難理解網路閱讀素養為何對紙

本閱讀素養具有正向影響力。 

5. 網路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網

路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網路閱讀態度對於網路使用行為的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及實用性

網路閱讀活動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分別為.23、.09、.47、及.47。由此可知，

網路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娛樂性及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網路閱讀素養具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網路閱讀傾向者的網路閱讀態度愈佳、上

網時間愈長、從事娛樂性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愈頻繁，而且網路閱讀素養愈

高。此研究結果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分析情況相同，本研究假設 14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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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結果可用 Fishbein 行為意圖模式來作解釋；而且，吳淑鶯與陳瑞和(2005)、

林慧潞(2010)、Lee 與 Wu(2012)有相同的看法。對於網路閱讀傾向者來說，他們

的網路閱讀態度不錯，網路閱讀態度會影響他們網路使用行為與網路閱讀素養的

能力表現，尤其對實用性網路閱讀的預測力最大；也就是說，網路閱讀態度的良

劣對個體是否會進行相對較有深度的網路閱讀活動有很大的影響。 

6. 網路閱讀態度透過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不同

的間接影響 

網路閱讀態度透過上網時間與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間接效

果分別為-.01 及.17。由此可知，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

生顯著的間接負向影響，唯其實際影響效果量偏低(-.01)，有待未來研究再驗證；

相反的，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間

接正向影響。而此研究結果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分析情況相同，故本研究假設

15 僅部分成立，即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

生顯著的間接正向影響；但網路閱讀態度並無透過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

顯著的間接正向影響，反而是產生顯著的間接負向影響。總結第 5 點與第 6 點，

網路閱讀態度對網路閱讀素養的總效果為.63。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

傾向者的網路閱讀態度愈佳，若使得上網時間愈長，反而間接使其網路閱讀素養

受害；網路閱讀素養並不會因其態度愈好、花費較多時間上網而有所提升。然而，

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網路閱讀態度愈佳，若使得實用性網路閱讀活

動頻率愈高，其網路閱讀素養也會愈好；此研究結果與 Lee 與 Wu(2012)相同。

網路閱讀活動的種類才是有利於提升網路閱讀素養的重要關鍵，因為實用性網路

閱讀活動通常涵蓋較多的認知思考的內容設計與實際應用，網路閱讀活動應更重

視其質(有深度的實用性網路閱讀)，但上網時間仍頇適量，不宜過長。 

7. 上網時間和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具有不同的顯著影響 

上網時間和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分別為 -.06

與.36。由此可知，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唯其實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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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量偏低；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

灣數位原生付網路閱讀傾向者的上網時間愈多，網路閱讀素養愈差；但臺灣數位

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愈頻繁，其網路閱讀素養愈佳。

而此研究結果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分析情況相同，故本研究假設 16 僅部分成

立，即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上網時間

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而非正向影響。本研究認為上網時間的投

入對網路閱讀素養呈現負向影響的可能之因是學生們使用網路難免受動態的網

路環境所影響，上網時間越長可能受到干擾的機會越大、越多，使其認知技能發

展受阻。 

8. 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無顯著影響 

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的直接效果僅.01。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

對網路閱讀素養並無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臺灣數位原生付紙本閱讀傾向者從

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不影響其網路閱讀素養。此研究結果與紙本閱讀傾向者的

分析情況相同，本研究假設 17 獲得支持。本研究認為產生這樣研究結果的可能

原因為：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雖然屬休閒或娛樂性質，可能僅涉及低層次或低程

度的認知能力運用，不若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需要個體深入的思考和判斷；因

此，對網路閱讀素養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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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為研究結論，歸納本研究發現；第二節為研究建議，依據研究結

果提供建議予相關教育單位工作及研究人員，並指出後續研究的可行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問卷調查結果 

(一)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閱讀態度尚佳而閱讀素養有待加強 

整體看來，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無論對紙本閱讀或網路閱讀都抱持不錯的

閱讀態度；其紙本閱讀態度與網路閱讀態度的帄均得分分別為 28.27、19.36，標

準差各為 5.38 與 4.43。然而，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在紙本閱讀素養與網路閱

讀素養的填答表現上皆不盡理想；紙本閱讀素養與網路閱讀素養的帄均得分分別

為 26.11、28.92，標準差各為 6.91 與 7.40，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團體內部

的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能力有所落差。 

(二)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網路使用行為現況 

 整體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週間帄均每日上網時數達 1~3 小時、週末帄均每

日上網時數達 2~6 小時，且大部分學生每日皆會從事上網活動。臺灣數位原生付

國中生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的頻率程度屬中偏高(題帄均數為 3.27)；反之，

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的頻率程度屬中偏低(題帄均數僅 2.40)，且兩者之間的

帄均數檢定達顯著差異，顯示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的

頻率顯著高於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 

(三) 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的閱讀傾向有所不同 

 從研究結果可知，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選填偏好網路閱讀的人數(共 974

人)明顯高於期望各數(848.5)，更高於偏好紙本閱讀者(共 723 人)。換言之，臺灣

數位原生付國中生屬於網路閱讀傾向者的觀察個數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者的

觀察個數，網路閱讀傾向者足足比紙本閱讀傾向者高 14%以上，非屬正常機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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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情況，網路閱讀的時付已然成形。 

二、不同閱讀傾向者的差異表現與 SEM 

(一) 不同閱讀傾向者的閱讀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閱讀素養的差異表現 

 紙本閱讀傾向者的紙本閱讀態度與紙本閱讀素養表現顯著高於網路閱讀傾

向者，顯示紙本閱讀傾向者在紙本閱讀相關量表的表現占有優勢；而網路閱讀傾

向者僅在網路閱讀態度、上網時間及參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之表現顯著高於紙

本閱讀傾向者。網路閱讀傾向者在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與網路閱讀素養的表現則

無顯著異於紙本閱讀傾向者。 

(二) 不同閱讀傾向者 SEM 的異同 

 基本上，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之紙本與網路閱讀態度、網路使

用行為、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的結構方程式模型適配度皆良好，變項間結構也與

初始假設模型大致相同，僅在幾處與研究假設有些許差異。本研究並未作 SEM

多群組樣本分析，所以此處並非比較兩個模式的優劣，也非比較各項數據值的高

低，僅是就兩者模型在研究假設方向異同處作陳述。 

 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 SEM 的相同點： 

1. 無論屬於何種閱讀傾向，紙本閱讀態度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 無論屬於何種閱讀傾向，紙本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3. 無論屬於何種閱讀傾向，網路閱讀素養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4. 無論屬於何種閱讀傾向，網路閱讀態度對上網時間、娛樂性與實用性網路閱

讀活動、網路閱讀素養皆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5. 無論屬於何種閱讀傾向，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

顯著的間接負向影響；反之，網路閱讀態度會透過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

路閱讀素養產生顯著的間接正向影響，網路閱讀態度對網路閱讀素養的總效

果很大，皆在.60 以上。 

6. 無論屬於何種閱讀傾向，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娛



 

105 
 

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網路閱讀素養無顯著影響；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則對網

路閱讀素養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 SEM 的不同處： 

1. 對於紙本閱讀傾向者而言，上網時間與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對其紙本閱讀素

養並無顯著不良影響；反之，網路閱讀傾向者的上網時間會對其紙本閱讀素

養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則無顯著影響。 

2. 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的 SEM 結構雖然大致相同，但內部結構係

數值有的差異頗大，例如：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的網路閱讀態

度對上網時間、娛樂性網路閱讀、實用性網路閱讀、網路閱讀素養皆屬正向

影響，但效果量卻不一；前者依序為 .32、 .20、 .63、 .35，後者依序

為.23、.09、.47、.46。兩模式差異的原因值得後續研究深入探究，並建議以

多群組樣本分析進行比較。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陎 

 由於研究興趣與人力有限的因素，本研究僅針對屬於數位原生付的國中生作

閱讀傾向、態度、網路使用行為與素養的調查，後續研究可朝其他不同教育階層

或年齡層的對象作探究，更可作數位移民與數位原生付的比較研究。另外，本研

究認為閱讀傾向可能有其他選擇，建議後續研究可利用不同方法將研究對象作分

類調查。 

二、研究議題方陎 

 建議未來議題方向有三：1.在研究變項的選擇，以人口特徵、家庭和社會環

境等變項作探究，以補本研究之不足。2.在本研究不同閱讀傾向者的 SEM 中，

網路使用行為是結構中最大的差異─紙本閱讀傾向者的上網時間對紙本閱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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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無顯著負作用，但網路閱讀傾向者的上網時間卻對紙本閱讀素養具有顯著負作

用，可從此處再作深入調查。 

三、研究工具方陎 

在本研究中，閱讀傾向分類的詴題僅有一二元化詴題，為了更精確的分類出

不同傾向族群，有必要發展更完善的研究量表。另外，目前研究對於網路使用行

為與網路閱讀素養的量表發展仍非常有限，期待後續研究能夠設計出品質優良的

量表。 

四、教育輔導方陎 

本研究提出四項建議，供教育輔導之用。第一，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

傾向者網路閱讀態度雖有顯著差異，且網路閱讀態度對網路閱讀素養有正向影

響，但實際結果顯示兩者網路閱讀素養的表現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本研究認為

這導因於：1.紙本閱讀傾向者與網路閱讀傾向者皆抱持良好的網路閱讀態度；2.

網路閱讀傾向者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的頻率並無顯著高於紙本閱讀傾向

者；然而，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不但對網路閱讀素養具有直接正向影響，亦是網

路閱讀態度對網路閱讀素養發揮間接正向影響的重要中介角色。因此，家長與教

育人員需要做的是引導孩子從事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養成正確使用網路的自律

行為，方能緩解目前整體臺灣數位原生付國中生上網從事娛樂性網路閱讀活動遠

高於實用性網路閱讀活動的現象，逐漸提升整體的網路閱讀素養；網路是一種中

性的工具，端看人們如何使用。第二，無論閱讀傾向為何，紙本閱讀態度對上網

時間產生中度負向影響(直接效果大於或等於.40)，可見紙本閱讀態度對於網路

使用行為可產生抑制的效果；故本研究建議對於沉迷於網路而影響到學業和生活

的網路成癮者，可透過提升其紙本閱讀態度，參與紙本閱讀活動，來減緩其過度

使用網路的情形。第三、網路閱讀傾向者的上網時間對紙本閱讀素養會形成負向

影響，家長和教師應注意那些特別愛玩手機、帄板電腦等數位產品的學生，幫助

他們建立自律的網路使用行為。第四、無論閱讀傾向為何，上網時間對網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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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不能因其效果量不大而忽視它；本研究認為上網時間僅

對網路閱讀素養產生低程度的負陎影響，很有可能是因為國中生在學校和家中使

用網路的時間受到約束，所以影響程度並不大。然而，總有一天孩子會離開家中，

到了大學的環境，一離開長輩們的管束範圍，可自由上網時間便暴增，而逐漸演

變成網路成癮的情形。因此，上網時間無助於，甚至有害於紙本與網路閱讀素養，

家長與教育人員應從小讓孩子建立良好的時間管理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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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問卷工具及數據資料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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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部分採用之紙本閱讀與網路閱讀問卷內容 

親愛的同學，你好： 

首先，感謝你願意協助填寫這份問卷！ 

這份問卷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你在網路上的閱讀行為及閱讀習慣

。答案均沒有對或錯，請你依照自己的真實狀況或想法來填寫即可。 

這份問卷只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你所填寫的資料均為匿名且絕對保

密。在沒有經過你的書陎同意之前，本研究不會公開任何人填寫的資料

，也不會讓學校老師或家長知道，因此，你可以放心填寫。本問卷共有

16大題，填寫時間約10分鐘，敬請針對問卷中每題所描述的問題，逐題

勾選一項最能夠付表你的意見的選項即可，別錯過任何一題喔！                                                                                            

再 次 感 謝 你 的 撥 冗 協 助 !    祝 你   學 業 進 步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余 民 寧  教授  敬上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 日 

 

1.你的性別： □(1)男生 □(2)女生 

 

2.你目前就學於： □(1)國小 □(2)國中 □(3)高中／職／五專 

□(4)科技大學 □(5)一般大學  

 

3.你在帄常週間(星期一到星期五)，帄均一天會使用電腦／網路_____小時？ 

 □(1)1 小時以內 □(2)1~2 小時 □(3)2~3 小時 

 □(4)3~4 小時 □(5)4 小時以上  

 

4.你在週末假期(星期六或星期日)，帄均一天會使用電腦／網路_____小時？ 

 □(1)2 小時以內 □(2)2~4 小時 □(3)4~6 小時 

 □(4)6~8 小時 □(5)8 小時以上  

 

5.你帄常會使用網路從事下列的活動嗎？ 從來

沒有 

很

少 

偶

爾 

經

常 

 (1)閱讀電子郵件 □ □ □ □ 

 (2)閱讀網路新聞 □ □ □ □ 

 (3)使用線上字典、百科全書（如：維基百科® ） □ □ □ □ 

 (4)為學習特定主題而搜尋網路資訊 □ □ □ □ 

 (5)參加網路小組討論或論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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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網路搜尋實用訊息（如：時刻表、價格、食譜） □ □ □ □ 

 (7)玩線上遊戲 □ □ □ □ 

 (8)與親朋好友即時通訊（如：Skype） □ □ □ □ 

 (9)將影片上傳 YouTube □ □ □ □ 

 (10)社群網路（如：Facebook） □ □ □ □ 

 

6.你偏好閱讀紙本資料(含書籍)或網路上的資訊？ □ (1)紙本 □ (2)網路 

 

7.你同意或不同意下列關於「紙本閱讀」（不含教科書）的敘述？ 

 非常不

同意 

不同

意 

同 

意 

非常

同意 

 (1)必要時，我才進行閱讀 □ □ □ □ 

 (2)紙本閱讀是我的嗜好之一 □ □ □ □ 

 (3)我喜歡跟別人談論書籍 □ □ □ □ 

 (4)我覺得讀完一本書很難 □ □ □ □ 

 (5)收到書瑝禮物時，我覺得很高興 □ □ □ □ 

 (6)對我而言，閱讀是浪費時間的 □ □ □ □ 

 (7)我喜歡逛書局(書展)或是圖書館 □ □ □ □ 

 (8)我只在需要獲取資訊時閱讀 □ □ □ □ 

 (9)我無法靜靜坐著閱讀超過幾分鐘 □ □ □ □ 

 (10)我喜歡與朋友交換書籍 □ □ □ □ 

 

8.你在進行「紙本閱讀」時，會做下列的事情嗎？ 從來

沒有 

很

少 

偶

爾 

經

常 

 (1)我詴著牢記書中的許多細節 □ □ □ □ 

 (2)我會先弄清楚我真正要學習的是什麼 □ □ □ □ 

 (3)我詴著將新資訊與之前學過的知識相連結 □ □ □ □ 

 (4)我會閱讀內容多次，以便牢記 □ □ □ □ 

 (5)我會確認我是否理解讀過的內容 □ □ □ □ 

 (6)我會反覆地閱讀前後文 □ □ □ □ 

 (7)我會將文章的資訊於生活中應用 □ □ □ □ 

 (8)我會詴著弄清楚還没有真正理解的概念 □ □ □ □ 

 (9)我會確定記住文章最重要的論點 X □ □ □ □ 

 (10)有不理解的地方，我會找額外的資料來釐清 □ □ □ □ 

 

9.你同意或不同意下列關於「網路閱讀」（不含課程作業）的敘述？ 

 非常

不同

不同

意 

同 

意 

非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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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1)我會主動進行網路閱讀 □ □ □ □ 

 (2)網路閱讀是我的嗜好之一 □ □ □ □ 

 (3)我喜歡跟別人談論網路資訊 □ □ □ □ 

 (4)我覺得讀完一整篇網路文章很難 □ □ □ □ 

 (5)收到分享的網路資訊時，我覺得很高興 □ □ □ □ 

 (6)對我而言，網路閱讀是浪費時間的 □ □ □ □ 

 (7)我覺得網路閱讀是一件快樂的事 □ □ □ □ 

 (8)我只在需要獲取資訊時，才進行網路閱讀 □ □ □ □ 

 (9)我可以專注地進行網路閱讀 □ □ □ □ 

 (10)瑝我進行網路閱讀時，常會忘了時間 □ □ □ □ 

 

10.你在進行「網路閱讀」時，會做下列的事情嗎？ 從來

沒有 

很

少 

偶

爾 

經

常 

 (1)我會使用搜尋引擎(如 Yahoo、Google)找到我要的

資訊 

□ □ □ □ 

 (2)我會歸納整理所搜集到的資訊 □ □ □ □ 

 (3)我詴著將新資訊與之前的資訊相連結  □ □ □ □ 

 (4)我詴著牢記資訊內容 □ □ □ □ 

 (5)我會確認資訊內容的真實性 □ □ □ □ 

 (6)有不理解的地方，我會找額外的資料來釐清 □ □ □ □ 

 (7)我會反覆閱讀資訊的前後文 □ □ □ □ 

 (8)我會進行線上註記(含畫線、標重點)並存成電子檔 □ □ □ □ 

 (9)我會與他人分享（轉貼）線上閱讀的內容 □ □ □ □ 

 (10)我會將網路閱讀的資訊於生活中應用 □ □ □ □ 

 (11)我會把網路資訊先列印在紙上，再來閱讀  □ □ □ □ 

 (12)我會利用網路超連結功能，進行主題的延伸閱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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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紙本閱讀傾向者 SEM 之相關係數矩陣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Y18 

Y19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0 

Y31 

Y32 

1                                                 

.562 1                                                

.525 .559 1                                               

.303 .301 .287 1                                              

.315 .333 .262 .539 1                                             

.296 .362 .257 .422 .467 1                                            

.278 .372 .264 .492 .547 .441 1                                           

.248 .252 .225 .414 .562 .412 .421 1                                          

.326 .336 .348 .225 .187 .177 .206 .145 1                                         

.409 .394 .436 .351 .260 .193 .207 .187 .452 1                                        

.187 .200 .239 .335 .365 .258 .399 .365 .185 .164 1                                       

.105 .105 .135 .369 .304 .229 .354 .315 .153 .142 .754 1                                      

.134 .168 .159 .257 .379 .189 .308 .358 .075 .116 .479 .484 1                                     

.099 .188 .134 .248 .338 .226 .335 .271 .075 .084 .374 .357 .463 1                                    

.157 .268 .212 .359 .364 .332 .383 .330 .115 .152 .582 .546 .491 .557 1                                   

.209 .234 .273 .341 .341 .243 .371 .282 .179 .151 .548 .518 .403 .473 .624 1                                  

.101 .113 .120 .264 .277 .173 .232 .219 .077 .086 .443 .446 .348 .314 .431 .491 1                                 

-.092 -.172 -.136 -.108 -.072 -.079 -.072 -.014 -.087 -.103 .095 .046 .049 -.043 -.001 .063 .119 1                                

-.123 -.189 -.160 -.096 -.104 -.169 -.164 -.055 .021 -.062 .056 .036 .037 -.063 -.051 -.005 .065 .585 1                               

-.066 -.088 -.118 -.168 -.177 -.118 -.157 -.086 -.074 -.115 -.057 -.075 .041 -.071 -.024 -.047 -.038 .211 .303 1                              

.023 .023 .001 -.010 -.019 .049 -.036 .102 -.023 -.019 .064 .066 .156 .044 .091 .080 .100 .245 .275 .328 1                             

.110 .115 .101 .104 .032 .077 .077 .149 .052 .071 .147 .126 .240 .074 .160 .135 .094 .127 .157 .247 .472 1                            

.114 .117 .101 .189 .179 .165 .161 .177 .086 .049 .316 .251 .251 .217 .257 .231 .204 .096 .096 .108 .272 .274 1                           

.076 .144 .190 .219 .142 .187 .192 .175 .145 .156 .317 .277 .210 .180 .264 .294 .228 .099 .084 -.008 .163 .201 .395 1                          

.119 .172 .191 .249 .237 .204 .284 .143 .170 .165 .333 .280 .275 .189 .280 .280 .213 -.022 .001 -.050 .053 .111 .354 .456 1                         

.139 .191 .206 .274 .240 .249 .257 .227 .128 .187 .346 .299 .320 .319 .343 .298 .195 -.078 -.087 -.050 .073 .105 .314 .378 .498 1                        

.049 .061 .074 .115 .135 .064 .129 .127 .065 .121 .262 .229 .252 .134 .185 .206 .166 .068 .076 .069 .148 .134 .254 .305 .314 .352 1                       

.100 .133 .187 .201 .239 .183 .246 .186 .134 .163 .343 .273 .253 .205 .271 .286 .181 .062 .052 -.010 .153 .181 .323 .414 .374 .359 .303 1                      

.281 .308 .343 .401 .430 .301 .370 .334 .193 .233 .295 .267 .302 .250 .316 .369 .279 -.021 -.042 -.050 .052 .082 .214 .243 .241 .257 .168 .264 1                     

.185 .211 .207 .321 .368 .267 .331 .326 .144 .148 .300 .279 .236 .263 .342 .342 .280 -.061 -.089 -.020 .001 .060 .210 .227 .201 .291 .133 .166 .442 1                    

.219 .272 .250 .361 .363 .339 .345 .345 .160 .198 .316 .282 .283 .302 .370 .345 .213 -.034 -.061 -.049 .083 .131 .281 .284 .266 .304 .142 .232 .467 .474 1                   

.202 .260 .279 .357 .407 .278 .290 .295 .174 .189 .288 .201 .247 .233 .307 .342 .216 -.083 -.067 -.091 .037 .113 .236 .220 .226 .325 .177 .230 .494 .527 .514 1                  

.206 .203 .260 .340 .369 .255 .316 .255 .157 .214 .314 .227 .232 .226 .306 .318 .246 -.046 -.035 -.010 .121 .109 .215 .232 .238 .333 .164 .247 .448 .591 .476 .615 1                 

.164 .209 .226 .340 .316 .263 .319 .276 .179 .182 .321 .255 .281 .278 .312 .306 .226 -.006 -.021 -.081 .089 .079 .248 .306 .284 .328 .203 .265 .427 .414 .616 .588 .498 1                

.117 .132 .145 .275 .285 .233 .292 .243 .118 .113 .317 .277 .260 .266 .289 .287 .258 -.030 -.082 -.078 .004 .044 .214 .242 .227 .350 .161 .221 .330 .386 .482 .421 .409 .446 1               

.073 .088 .110 .146 .165 .200 .157 .182 .021 .042 .228 .187 .190 .237 .253 .248 .118 -.029 -.110 -.071 .066 .017 .189 .239 .211 .304 .164 .198 .343 .357 .510 .408 .358 .438 .386 1              

.153 .159 .216 .295 .312 .215 .262 .263 .171 .109 .280 .235 .235 .246 .274 .321 .205 -.047 -.040 -.086 .034 .050 .260 .278 .279 .297 .212 .262 .419 .498 .542 .531 .446 .523 .476 .553 1             

.139 .140 .189 .270 .297 .221 .284 .219 .163 .107 .301 .232 .287 .282 .256 .322 .227 -.016 -.052 -.077 .029 .062 .259 .303 .347 .354 .229 .298 .316 .374 .469 .443 .414 .544 .384 .438 .552 1            

.147 .227 .195 .239 .212 .174 .264 .167 .083 .142 .313 .280 .310 .224 .325 .343 .254 .042 -.003 .085 .137 .227 .340 .300 .321 .294 .201 .292 .296 .263 .294 .242 .269 .275 .253 .160 .275 .298 1           

.131 .177 .180 .238 .263 .185 .293 .258 .120 .170 .351 .303 .329 .280 .314 .343 .217 -.041 -.043 -.082 .043 .101 .260 .297 .326 .415 .251 .259 .291 .309 .356 .311 .304 .383 .387 .317 .364 .367 .471 1          

.145 .219 .216 .285 .345 .215 .311 .272 .168 .175 .359 .305 .308 .359 .370 .424 .260 -.032 -.031 -.011 .072 .088 .275 .280 .363 .387 .266 .305 .462 .409 .481 .435 .408 .454 .420 .387 .510 .426 .406 .530 1         

.145 .146 .142 .240 .303 .216 .290 .247 .117 .101 .295 .266 .284 .304 .290 .304 .213 -.041 -.005 -.035 .063 .095 .256 .269 .315 .367 .186 .229 .320 .283 .409 .355 .310 .407 .398 .366 .422 .392 .360 .497 .579 1        

.115 .143 .150 .259 .316 .200 .308 .299 .154 .108 .335 .272 .316 .277 .320 .321 .240 -.051 -.055 -.074 .037 .042 .264 .285 .356 .426 .266 .233 .308 .359 .414 .370 .358 .425 .588 .289 .437 .380 .353 .529 .535 .567 1       

.145 .159 .148 .331 .313 .250 .273 .300 .172 .167 .346 .303 .269 .346 .377 .421 .285 -.080 -.023 -.061 .104 .099 .199 .290 .267 .383 .212 .299 .323 .424 .442 .441 .596 .439 .393 .341 .429 .429 .299 .461 .557 .504 .535 1      

-.059 .005 -.002 .070 .125 .128 .121 .149 .014 -.020 .174 .165 .157 .165 .174 .196 .092 -.059 -.106 -.062 .057 .046 .165 .128 .199 .259 .124 .171 .141 .207 .218 .153 .184 .172 .287 .290 .259 .276 .186 .360 .323 .356 .399 .375 1     

.041 .031 .080 .177 .196 .147 .201 .284 -.011 .076 .249 .220 .322 .254 .278 .247 .162 .055 .065 -.007 .294 .281 .227 .188 .153 .179 .170 .276 .175 .202 .245 .205 .231 .246 .209 .197 .232 .264 .266 .249 .277 .299 .268 .342 .350 1    

-.005 -.003 -.016 .110 .162 .119 .181 .163 -.005 -.005 .251 .234 .262 .208 .271 .295 .177 -.026 -.014 -.019 .092 .075 .251 .226 .199 .254 .281 .265 .129 .229 .273 .194 .202 .226 .342 .270 .276 .262 .254 .357 .334 .341 .441 .387 .451 .404 1   

.153 .197 .227 .285 .321 .215 .311 .300 .176 .147 .365 .316 .319 .315 .354 .396 .276 -.083 -.086 -.081 .087 .080 .262 .297 .300 .407 .296 .315 .357 .363 .424 .406 .410 .450 .471 .354 .534 .496 .428 .660 .656 .548 .584 .573 .362 .322 .430 1  

.096 .133 .148 .226 .248 .205 .241 .216 .090 .099 .340 .258 .325 .342 .357 .362 .243 -.019 -.067 -.058 .112 .131 .290 .290 .316 .367 .274 .286 .291 .292 .370 .352 .326 .399 .390 .362 .442 .556 .370 .407 .503 .436 .506 .457 .370 .421 .439 .5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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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網路閱讀傾向者 SEM 之相關係數矩陣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Y1 

Y2 

Y3 

Y4 

Y5 

Y6 

Y7 

Y8 

Y9 

Y10 

Y11 

Y12 

Y13 

Y14 

Y15 

Y16 

Y17 

Y18 

Y19 

Y20 

Y21 

Y22 

Y23 

Y24 

Y25 

Y26 

Y27 

Y28 

Y29 

Y30 

Y31 

Y32 

1                                                 

.545 1                                                

.477 .456 1                                               

.191 .198 .208 1                                              

.146 .177 .146 .514 1                                             

.212 .221 .166 .388 .453 1                                            

.186 .238 .224 .405 .438 .392 1                                           

.172 .196 .158 .413 .524 .411 .495 1                                          

.248 .218 .177 .045 .038 .064 .077 .083 1                                         

.272 .260 .304 .097 .041 .057 .079 .091 .392 1                                        

.096 .157 .196 .274 .291 .139 .276 .269 -.068 -.003 1                                       

.084 .145 .223 .354 .326 .184 .323 .279 -.022 .005 .700 1                                      

.058 .106 .109 .219 .316 .192 .259 .281 -.088 -.050 .486 .523 1                                     

.081 .071 .095 .228 .313 .215 .354 .312 -.055 -.003 .369 .428 .466 1                                    

.151 .184 .209 .296 .314 .197 .337 .300 -.064 .000 .574 .545 .444 .520 1                                   

.136 .152 .238 .278 .309 .167 .335 .264 -.026 -.022 .547 .565 .478 .429 .615 1                                  

.036 .032 .059 .199 .240 .092 .250 .186 -.073 -.012 .401 .431 .380 .341 .376 .492 1                                 

-.124 -.149 -.166 -.045 -.071 -.122 -.142 -.078 -.056 -.078 -.049 .000 .047 -.049 -.035 -.072 .068 1                                

-.156 -.167 -.162 -.119 -.099 -.111 -.169 -.158 -.106 -.113 -.011 -.005 .060 -.059 -.020 -.011 .090 .604 1                               

-.099 -.110 -.114 -.088 -.083 -.112 -.155 -.116 -.078 -.087 -.099 -.082 -.004 -.004 -.091 -.076 -.002 .149 .246 1                              

-.074 -.060 -.073 .016 .075 -.027 .019 .034 -.078 -.060 .041 .049 .093 .044 .037 .020 .049 .174 .170 .265 1                             

-.022 -.012 -.031 .072 .092 .000 .084 .053 -.032 -.043 .055 .039 .076 .109 .038 .057 .109 .091 .077 .160 .382 1                            

.062 .098 .113 .146 .199 .123 .194 .096 -.044 .026 .186 .178 .192 .187 .201 .170 .128 .014 .021 .082 .265 .198 1                           

.055 .100 .121 .129 .188 .058 .168 .071 .023 -.040 .308 .236 .221 .106 .215 .228 .094 .004 .008 -.004 .099 .096 .420 1                          

.054 .102 .121 .193 .237 .136 .234 .160 .037 .032 .252 .218 .188 .188 .211 .226 .191 .000 .038 .007 .054 .092 .336 .476 1                         

.048 .097 .090 .112 .187 .123 .200 .118 .017 .023 .244 .231 .220 .189 .197 .178 .128 -.062 -.078 -.032 .117 .096 .339 .374 .466 1                        

-.005 .017 .034 .075 .123 .047 .133 .071 .023 -.001 .198 .180 .248 .152 .148 .175 .137 .119 .153 .053 .155 .158 .315 .321 .318 .367 1                       

.023 .039 .093 .152 .196 .113 .196 .126 .052 .019 .275 .258 .260 .203 .178 .226 .161 .028 .065 .021 .148 .121 .305 .388 .401 .439 .372 1                      

.208 .242 .274 .356 .355 .288 .336 .400 .054 .045 .351 .293 .264 .257 .320 .370 .229 -.128 -.137 -.110 -.027 .061 .192 .263 .237 .179 .125 .223 1                     

.103 .164 .157 .259 .315 .223 .221 .264 .039 .012 .259 .266 .213 .190 .242 .263 .136 -.075 -.087 -.069 .028 .037 .143 .216 .239 .194 .117 .176 .477 1                    

.146 .206 .194 .284 .262 .218 .285 .301 -.006 -.034 .307 .264 .235 .274 .279 .336 .150 -.149 -.122 -.070 .057 .056 .183 .272 .272 .237 .170 .197 .537 .501 1                   

.173 .224 .230 .269 .270 .188 .282 .265 .073 .030 .273 .273 .221 .214 .269 .296 .134 -.148 -.108 -.120 .016 .016 .145 .216 .258 .214 .103 .190 .532 .578 .607 1                  

.156 .213 .199 .304 .330 .231 .290 .315 .056 .020 .283 .261 .223 .171 .244 .272 .162 -.128 -.102 -.099 .045 .067 .159 .214 .232 .193 .154 .154 .527 .603 .536 .611 1                 

.160 .224 .196 .311 .312 .209 .288 .292 .032 -.038 .271 .219 .265 .225 .282 .354 .160 -.174 -.131 -.062 .022 .053 .156 .245 .211 .212 .124 .175 .490 .449 .637 .598 .517 1                

.108 .124 .114 .268 .315 .250 .296 .268 .026 -.016 .312 .264 .247 .263 .289 .270 .173 -.080 -.087 -.028 .015 .053 .182 .219 .272 .245 .200 .210 .425 .475 .519 .450 .419 .522 1               

.013 .126 .094 .211 .225 .183 .215 .207 -.076 -.082 .246 .238 .257 .250 .258 .268 .097 -.074 -.126 -.044 .052 .034 .140 .205 .209 .235 .111 .192 .480 .491 .574 .533 .417 .533 .471 1              

.118 .151 .158 .257 .306 .212 .298 .285 .008 -.024 .339 .343 .321 .263 .296 .349 .200 -.121 -.102 -.036 -.005 .045 .162 .259 .288 .253 .165 .276 .534 .516 .548 .555 .454 .534 .497 .606 1             

.116 .157 .173 .263 .306 .224 .277 .239 .013 -.029 .262 .245 .250 .228 .251 .276 .155 -.084 -.075 -.080 .043 .083 .160 .255 .251 .227 .196 .252 .460 .422 .545 .520 .497 .567 .517 .495 .546 1            

.084 .122 .106 .133 .190 .093 .177 .125 -.054 -.020 .341 .260 .285 .205 .302 .242 .240 -.016 .030 .023 .111 .094 .133 .215 .257 .173 .181 .192 .217 .153 .207 .201 .190 .198 .145 .175 .222 .217 1           

.133 .126 .147 .214 .312 .186 .279 .233 -.046 -.042 .358 .305 .300 .289 .308 .324 .253 -.048 -.042 -.073 .063 .084 .237 .246 .313 .259 .238 .251 .343 .289 .364 .334 .332 .370 .376 .325 .389 .365 .401 1          

.108 .097 .162 .240 .258 .134 .224 .251 -.013 -.040 .362 .363 .340 .330 .327 .399 .252 -.063 -.031 .006 .046 .060 .191 .287 .304 .281 .240 .265 .437 .395 .474 .409 .392 .432 .443 .374 .435 .414 .321 .557 1         

.084 .115 .123 .176 .256 .111 .249 .217 -.052 -.066 .359 .336 .337 .326 .349 .397 .273 -.073 -.015 -.031 .058 .045 .203 .275 .313 .244 .235 .229 .340 .283 .438 .383 .289 .405 .378 .381 .418 .374 .328 .505 .599 1        

.082 .055 .099 .205 .320 .164 .202 .217 -.006 -.008 .334 .313 .311 .333 .325 .333 .217 -.077 -.037 -.016 .001 .068 .224 .274 .303 .263 .289 .288 .321 .318 .396 .387 .321 .371 .543 .361 .476 .389 .276 .513 .540 .565 1       

.102 .136 .140 .255 .292 .188 .246 .258 .015 -.019 .383 .333 .277 .296 .325 .394 .298 -.049 -.006 -.033 .027 .089 .185 .268 .263 .223 .241 .259 .412 .406 .424 .410 .526 .389 .406 .353 .372 .334 .253 .497 .562 .457 .551 1      

-.012 -.025 .008 .125 .257 .162 .151 .186 -.024 -.052 .220 .219 .219 .260 .192 .219 .143 .006 -.018 -.036 .045 .092 .191 .170 .214 .188 .289 .234 .233 .299 .251 .251 .285 .216 .354 .271 .266 .270 .127 .416 .363 .321 .440 .468 1     

.064 .064 .061 .215 .291 .104 .255 .267 -.087 -.039 .301 .298 .337 .354 .285 .297 .298 .032 .023 -.011 .200 .250 .262 .211 .222 .181 .313 .244 .314 .234 .293 .264 .263 .271 .321 .278 .282 .311 .286 .419 .408 .377 .402 .452 .470 1    

.000 .031 .025 .166 .291 .201 .254 .225 -.022 -.030 .334 .294 .266 .282 .251 .288 .221 -.042 -.009 .011 .098 .082 .219 .247 .245 .247 .244 .306 .278 .300 .317 .271 .269 .330 .408 .319 .349 .332 .206 .449 .443 .428 .455 .447 .480 .429 1   

.105 .116 .136 .226 .316 .165 .240 .268 -.031 -.051 .346 .351 .347 .333 .331 .370 .255 -.012 -.010 -.007 .052 .091 .193 .245 .301 .279 .288 .284 .329 .339 .400 .359 .335 .413 .442 .368 .480 .397 .328 .673 .684 .574 .588 .507 .450 .443 .499 1  

.112 .111 .128 .196 .308 .181 .262 .236 -.035 -.004 .344 .323 .375 .348 .326 .353 .280 -.032 -.012 -.016 .077 .152 .240 .320 .323 .302 .253 .315 .363 .290 .425 .351 .302 .416 .438 .393 .441 .539 .300 .485 .563 .536 .511 .464 .423 .531 .518 .57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