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

錄

編

號 

52 

狀

態 
NC089FJU00448002 

助

教

查

核 

 

索

書

號 
 

學

校

名

稱 

輔仁大學 

系

所

名

稱 

圖書資訊學系 

舊

系

所

名

稱 

 

學

號 
487106085  

研

究

生

(中) 

林盈潔 

研

究

生

(英) 

 

論

文

名

稱

(中) 

輔仁大學進修部學生圖書館使用之研究 



論

文

名

稱

(英) 

The Study of Library Utilization by Students in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其

他

題

名 

 

指

導

教

授

(中) 

張淳淳 

指

導

教

授

(英) 

 

校

內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校

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全

文

不

開

放

理

由 

 



電

子

全

文

送

交

國

圖. 

 

國

圖

全

文

開

放

日

期. 

 

檔

案

說

明 

 

電

子

全

文 

 

學

位

類

別 

碩士 

畢

業

學

年

度 

89 

出

版

年 
 

語

文

別 

中文 

關

鍵

字

圖書館利用 成人教育 終身學習 進修部 非傳統學生 成人學生 



(中) 

關

鍵

字

(英) 

library use adult edu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the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non-traditional student adult student 

摘

要

(中) 

隨著終身學習社會的到來，大學發展趨於多元，在成人教育上日益扮演重

要角色。八十六學年起，我國自大學夜間部轉型而來的大學進修部，其目

的亦為提供成人更多教育機會，為我國大學開放成人教育的里程碑。大學

進修部學生具有非傳統學生特性，與一般大學生在上課時間與學習特性上

有所不同，在年齡、婚姻與工作狀況等個人變數上也有差異，如此是否對

進修部學生利用圖書館行為有所影響，凡此種種，引發本研究之研究動

機。 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法探討成人學生、非全時學生、空中大學學生

及進修部學生等非傳統學生的特質及其利用圖書館的特性，並採問卷調查

法對輔大進修部學生利用圖書館行為進行調查，以便對台灣圖書館與輔大

圖書館提出相關建議，提昇對非傳統學生的服務。 研究結果發現：(一)輔

大進修部學生利用圖書館情況：1.學生經常利用輔大圖書館，在週一至週

五白天前往，常在圖書館找資料。2.學生在家中、圖書館或學校瀏覽網

頁，大都曾使用輔大圖書館網頁，對網頁的評價與年齡有關。3.學生對圖

書館夜間安全有顧慮，對圖書館開放時間，與週末或假日有些館舍與服務

未開放，感到不便。(二) 圖書館距離遠近與開放時間，影響非傳統學生利

用圖書館的時間及圖書館類型，學生會利用白天、無課的夜晚或週末假日

前往校園內的大學圖書館或離家較近的公共圖書館。(三) 工作狀況影響非

傳統學生利用圖書館的類型、時間，及對圖書館開放時間與夜間或假日服

務的看法，但對其利用圖書館的目的影響不大。(四) 年齡影響非傳統學生

利用電子資源的行為，年長的非傳統學生較年輕學生在使用電子資源或媒

體上感到困難。 最後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對台灣的圖書館、輔大圖書館及

非傳統學生提出建議，期能提供進修部學生更好的圖書館服務，並提出進

一步研究之建議以供參考。  

摘

要

(英) 

Accompany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ra of a lifelong learning society is the 

development and diversification of university programs. As a consequence, the 

univers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dult education. Since the 1997 academic year, 

universities have transformed their evening programs into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programs. The purpose of these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programs is to provide mor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adults. This transforming 

process proved to be a landmark for adult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students who 

study in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programs tend to have some non-

traditional university students'' characteristics. Their class schedules and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who study in traditional academic programs. 

There are also some variances in individual factors, such as ages, marital status and 

occupations. The mo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s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result in different type of behaviors for these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in their utiliz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This study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of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including adult 



students, part-time students, students who study in op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 in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programs, in utilizing library resources. It also 

analyzes the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from students in the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School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u Jen) concerning their behavior 

in utiliz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We hope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libraries in Taiwan and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which will improve their 

service for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as 

follows: 1.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ents of the Continuing and Extension Education 

School in Fu Jen in their utilization of libraries: (1)these students often go to 

libraries in Fu Jen during weekdays to seek information or other material; (2)these 

students tend to browse library websit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at home, at 

the library or at school. Most of these students have used the library websites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eir age will affect their opinions on the content of the 

websites; (3)these students have concerns about the safety of libraries at night. They 

also feel library hours are not convenient for them because some libraries are not 

open during the weekends and holidays. 2. Distance between home and libraries as 

well as library hours influence the timing and type of libraries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utilized . They go to the libraries on campus and public libraries which are 

near home during the daytime, the evening they do not have classes, or weekends. 

3.Employment status of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does influence the type of libraries 

they choose, the timing they go to the libraries, and their opinions about library 

hours, service at the evening or on weekends. However, the employment status does 

not change their purpose of using libraries. 4.Age factor influences the behavior of 

us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for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Older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seem to have more difficulty in using electronic resources than younger ones. Based 

on this study, we will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libraries in Taiwa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and hope the libraries can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for these non-tradi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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