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9857 

狀態 G0496106153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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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106153  

研究

生

(中) 

林美君 

研究

生

(英) 
 

論文

名稱

(中) 

公共圖書館辦理推廣活動影響因素之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林呈潢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9.12.28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9.12.28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

圖. 

不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

期. 

不公開 

檔案

說明 
封面 全文 

電子

全文 
01 02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8 

出版

年 
99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公共圖書館 圖書館推廣活動 推廣活動 影響因素 辦理動機 社區資源 

關鍵

字

(英) 
 

摘要

(中) 

圖書館是人類知識的最佳保存者與傳播者，而保存文化遺產是圖書館最基

本的功能。近年來，讀者的資訊需求越來越多樣化，圖書館的經營也因應

大環境的劇烈變動而不停求變化，除了因應讀者閱讀需求之外，滿足讀者



的文化和娛樂需求，亦成為公共圖書館經營的重要目標。本研究主要目的

在瞭解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的動機及對活動背後的影響因素，包括推廣活

動之現況、推廣活動舉辦之目的與動機、推廣活動與社區資源的關係與推

廣活動的影響因素等。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訪談法蒐集所需之研究

資料。訪談分析結果歸納「辦理動機」、「資源結合」、與「影響因素」

三大類別，其中涵蓋：內部動機、外部動機、社會資源、運用技巧、激勵

因素，以及阻礙因素亦透過質性研究結果而確認。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

提出對主管機關、公共圖書館、館員方面的建議，並對後續相關研究提出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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