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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閱讀是人們獲取知識、增長智慧，也是提升社會文化品質的重要途

徑。近年來閱讀逐漸被各國政府所重視和提倡，尤其是兒童和青少年的

閱讀。國中生介於兒童和成人過渡階段，正處於身心發展的過渡時期。

此一階段的學生也尤其受到教育制度、升學壓力、師長期許、同儕文

化、性別意識等影響而產生不同的閱讀型態。本研究主要透過問卷調查

和深度訪談的方式，以台北市文山區內七所國中的學生以及七個台北市

立圖書館分館的國中讀者為抽樣對象(共 280 位)，藉以瞭解目前國中生

課外閱讀的情形、影響國中生課外閱讀的 因素、國小到國中階段學生閱

讀型態的轉變，以及國中生利用圖書館從事閱讀的情形。      綜



合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國中生受國中課業、師長看法、同儕影響、讀物

來源，以及學生本身的特質等影響而產生不同的閱讀型態和偏好。不同

性別學生在課外閱讀的喜愛程度、最常閱讀的資料類型、最常閱讀的主

題、從事課外閱讀的時段上有顯著的差異。不同年級學生在閱讀課外書

的需要程度、從事課外閱讀的目的、從事課外閱讀的場所、平均每天從

事課內閱讀的時間、平均每天從事課內閱讀的時間上有顯著的差異。不

同學業成績的學生在平均每天從事課外閱讀的時間上有顯著的差異。學

生反應國中時期受到課業和師長的壓制，他們從事課外閱讀的時間也較

國小時期減少許多。另外，國中生在圖書館所從事的閱讀活動多以自修

或借閱課內外書藉為主。本研究也針對研究結果，進一步就閱讀觀念 、

閱讀資源、閱讀環境上提出相關的建議，以及未來研究建議。  

摘要

(英) 

  For every individual,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obtaining 

knowledge. Reading enhances human’s intelligence and socio-cultural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promotion of reading activities among young groups has caught 

much attention in many countries.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ssues 

related to secondary student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These youngsters a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hildhood to adulthood. They are experienc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is stage. Under intensive competition in their 

academic work for entering senior high school, youngsters are facing much stress. 

The stress might come from expectation from their teachers and parents, peer-

group’s culture. In addition, issues related to individual and external factors 

might influenc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of curricular reading. In this study, 

secondary students’ reading behaviors, and the factors that might have impact on 

their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were examined.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 we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280 

students from 7 secondary schools, and 7 branches of Taipei Public Library at 

Wen-Shan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 that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reading preferences and behaviors 

influenced by their schoolwork, attitude of their teachers, parents and peer-groups, 

and the ways of obtaining reading materials.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reading preferences, reading subjects, reading contents, 

and time of reading. Among different grade level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various aspects, including: students’ reading-demand, reading motive, 

reading location, time spent on curricular-reading and extracurricular-reading. 

Students in different score levels also differ in time spent on extra-curricular 

reading. In addition, most students use library mainly for reading textbook or 

borrowing books. From the stud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centives for 

promoting reading among youngsters a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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