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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研究旨藉瞭解新住民資訊需求與使用圖書館動機、行為，以期我國

公共圖書館強化對新住民族群服務，弭平其資訊落差。研究設計以對 13 位原

籍東南亞國家之新住民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暸解新住民之資訊行為、使

用圖書館之動機及影響其使用圖書館的因素，並輔以對國內五所公共圖書館

問卷調查，蒐集其提供之新住民資訊服務，經資料分析歸納發現： 1. 新住民

的資訊需求概可歸納出二種類型九項需求：包含識字學習、電腦課程、禮俗

文化、法律知識等四項認知需求；及健康資訊、烹飪廚藝、工作就業、親子

教育、休閒技藝等五項生心理需求。 2. 新住民資訊尋求行為包括：上網查

找、造訪圖書館、仰賴他人尋找、參加學習活動、自書店或賣場查找。 3. 新

住民資訊來源偏重人際資源，尤其仰賴配偶；另網際網路亦為資訊來源之主

要途徑。 4. 新住民使用圖書館之內在動機有六項：自我充實、瞭解中文、學

習動機、滿足愉悅、喜好興趣、富好奇心。 5. 新住民使用圖書館之外在動機

包括：強制學力、工作需要、教養孩子、社會環境、填補空閒、順應家人等

六項動機。 6. 影響新住民使用圖書館的激勵因素包括七個部份：個人喜好、

個人需要、學習關係、空閒時間、設備環境、聯誼社交、注重安靜 。 7. 影響

新住民使用圖書館之阻礙因素包括：照顧子女及家庭、時間不合、個人主觀

想法或習慣、過去使用經驗、生理障礙現象、工作經濟壓力、本身求知慾望

不足、沒有訊息管道、交通不便。 8. 我國公共圖書館提供新住民之服務主要

提供項目：新住民語言之館藏、報紙、期刊雜誌。推廣活動方面則以辦理



「親子共讀」居多。 再從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提供以下建議：（一）借鏡

國外成功之多元文化服務範例，發展國內公共圖書館新住民服務。（二）圖

書館學界舉辦相關主題之研討及專業培訓活動。（三）公共圖書館可與其它

新住民相關事務機關單位，合作推廣閱讀活動。未來研究方向上，提出可從

擴大研究對象範圍及以學校圖書館為場域，加以延伸研究。  

摘

要

(

英

)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new immigrants who 

obtain information in public libraries and to know those who use the library’s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We hope our public library can give strength to serve the new 

immigrants and the gap of information between residents and new immigrants can make 

a balance. Research designs have contacted 13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new 

immigrants and have made a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the in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use of library. 

Supplemented by five public libraries on the national survey, collected the information 

which can provide the service for the new immigrants.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new 

immigrants information needs are as following: literacy learning, computer courses, 

customs and cultures, and legal knowledge, four cognitive demands; Fiv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such as health information, cooking, work employment, family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2. The new immigrant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is 

inclusive of : online search, visit the (local) library, depending on others’ help , 

participating in learning activities, finding data from bookstore or shop mall . 3.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new immigrants emphasize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particular rely on their spouses;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such as internet is also 

major source. 4. The new immigrants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use the library there are six 

included: self-fulfillment, understanding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pleasure, interest, curiosity. 5. In addition to the extrinsic motivation of the new 

immigrants to use the library includes: compulsion scholarship, work requirements, 

raising children, social environment, filling the idle, going with family members. 6. 

Seven factors the greatly influence the new immigrants’ use of public libraries are as 

following: personal preferences, individual needs, learning relationship, free time, 

equipment, environment, social networking, quiet space. 7. The new immigrants’ 

obstruction to use the library includes: care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not used to the 

daily schedule, personal subjective ideas or habits, past experience, the phenomenon of 

physical barriers, economic pressures of work, lack of pursuit knowledge, not any 

information pipelines, and short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8. Our public libraries 

provide residents’ new services which main items are : new immigrants language 

collections,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s.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for “book 

reading” are majority. We have discussed the finding from the study, and then provid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 Learning from foreign successful multi-cultural 

service examples which can develop domestic public library to serve the new 

immigrants. (B) The library holds the topic discussion and organizes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activities. (C) The public library can match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which 

related with the new immigrants service to promote reading activities together.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recommendation, increase research subjects and school libraries are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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