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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視聽資料使用行為是讀者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透過使用行為的

瞭解，將有助於圖書館提升讀者的服務。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分為兩部

份：一部份為大學圖書館視聽服務單位，另外一部份為大學生。藉由大學

圖書館所提供之視聽服務及大學生使用情形，與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及在

校內圖書館的使用情形，來探討大學生對視聽資料的使用情形。研究進行

的方式，先以前置研究對中原及清華大學圖書館之視聽服務單位進行瞭

解，並對其兩校之 68 位大學生進行半結構性訪談，整理結果設計成問

卷。正式研究針對各公私立大學（不含科技大學、空中大學及學院）發出

33 份問卷，回收 12 份，另外針對大學生部份，發出 900 份的問卷，回收

790 份，有效問卷 760 份，以這些資料來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大學

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視聽資料，最主要的動機是為了打發時間，休閒娛樂

是主要的目的，喜歡使用的資料類型及內容以國語流行音樂 CD 及西洋影

片的 VCD 最多。他們取得的管道通常是向朋友或同學借用或者自行購

買，喜歡在家裡或住處使用。另外有 41.4%的大學生不曾在校內圖書館使

用過視聽資料，大學生不到校內圖書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不習慣到圖

書館使用」，或「不知道有什麼資料類型及內容」。大學生到校內圖書館

使用視聽資料，最主要的動機是為了課業參考需要、學習課外新知、打發

時間等，但使用最多的仍以休閒西洋影片之類的錄影帶。與課業相關之類

型，則以錄音帶使用最多。他們得知校內圖書館視聽服務的主要管道是以

朋友或同學告知及學校師長告知為主。「個人的興趣」是影響大學生使用

視聽資料的主要因素。研究中也針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視聽資料上，不同

性別、不同學院、不同年級的學生在對視聽資料使用動機、類型、內容項

目、使用時間，或找尋視聽資料的方式、取得視聽服務的訊息的管道等項

目進行差異性分析。 最後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建議大學圖書館應掌

握大學生真正的需求及興趣，並應加強推廣視聽資料的利用教育。另外更

必須與教師教學相結合，以達到資料的充份利用，在管理政策上應適當的

鬆綁，化被動為主動去提供更符需求的服務。  

摘

要

(英) 

The use of audio-visual material is one important area for reader studi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how college students utilize the audio-visual materials will help 

the library to improve its services. In the study, reactions toward the use of audio-

visual materials were assessed among two groups of respondent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staffs from department of audio-visual service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d how audio-visual materials related to students’ 

daily life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utilizing audio-visual services in the school 

libraries. Before the investigation,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mong students and 

AV staffs (from audio-visual service departments in Chung-Yuen and Cheng-Hwa 

University libraries) to identify the most concerned issues for AV services. To assess 

reactions from AV staffs, a total of thirty-three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not include the technology colleges, ope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but only twelve of them were responded. To assess responses from 

students, 900 questionnaires were given to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790 of them 

were returned, and only 760 of those received were valid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students, the major intent of using audio-visual material were 

killing time and entertainment. Audio CD for pop music and VCD for western 

culture movies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types. The students usually acquired 

these materials by borrowing from friends or purchasing from stores. Homes and 

apartments were the main places they used the media. Among the students, 41.4 % 

of them never used the media provides by libraries in the schools. The main reason 

for not using audio-visual materials in campus was unfamiliarity with what had 

provided by libraries. Most students used the media from the library for fulfilling 

course requirements or just for killing time. The most popular medium was 

videotape for movies. Students often knew the audio services from friends, 

classmates or teachers. As for students’ motivation to use the media, “personal 

interests” was the main factor. The study also analyzed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 

types of use, content, methods of acquiring and purpose for using audio-visual 

materials among different genders, grades, colleges and grade levels Finally, to 

widely apply audio-visual materials in students learn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y libraries understand more about real needs and interests from the students. 

The use of media should be promoted and used to help teachers in their teaching 

activities. Besides, the policy for servicing audio-visual materials should be more 

flexible and proactive to fulfill student learning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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