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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數位閱讀的快速崛起可謂出版與閱讀的大革命，遠見雜誌於 2010 年之閱

讀大調查表示，相同內容於紙本及電子書同時呈現，有 1/4 之民眾會選擇

電子書。此外，教育單位也將數位閱讀列入學生學習重點之一，透過其

互動式教學，增加學生吸收能力。但為數不少的民眾亦對於數位閱讀產

生困擾，且每天看書的民眾會優先選擇電子書的比例不高，顯示愈愛看



書的人閱讀型態改變愈慢。若出版業欲朝向數位化經營，勢必先了解民

眾之新知獲取習慣及數位閱讀之接受度間關聯，若能證明彼此之因果關

係，將對於未來數位化經營之落實將有莫大之助益。因此本研究透過網

路問卷回收 625 份有效問卷，探討民眾之個人基本變項在「吸收新知涉入

生活型態」、「知識獲取態度及行為」與「數位閱讀接受度」等量表之

差異，並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上述量表間的關聯性探討。研究結果發

現，吸收新知涉入生活型態會正向影響知識獲取態度及行為與數位閱讀

接受度，知識獲取態度及行為會正向影響數位閱讀接受度。 

摘要

(英)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can be regarded as a great revolution in 

publishing and reading. A 2010 survey on reading conducted by Global Views 

Monthly showed that 25% of the respondents would choose the e-book version of 

their preferred reading material if the same content was published digitally and in 

print simultaneously. Furthermore, the education unit lists digital reading as one of 

the key points for student learning. The education unit increases students’ 

absorptive capacities via interactive digital teaching. In spite of this, many people 

remain puzzled about digital reading. Everyday readers who prefer e-books are few, 

which shows that avid readers’ attitudes are difficult to change. I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ants to engage in digital operations, it must first recog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habits of obtaining new knowledge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digital reading. Determining whether a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two would help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mplement future digital 

operation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readers’ individual preferences concerning 

absorbing new knowledge regarding lifestyle and attitude, behaviors related to 

obtaining knowledge,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digital reading via 625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from the Interne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above-

mentioned scales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absorbing new knowledge concerning one’s lifestyle positively influenc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 related to obtain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acceptability 

of digital read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 related to obtaining knowledge also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acceptability of digita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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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7/1 

轉檔

日期 
2012/07/03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9336046 2012.7.1 14:26 140.136.134.46 new 01 

異動

記錄 

C 499336046 Y2012.M7.D1 14:23 140.136.134.46 M 499336046 Y2012.M7.D1 

14:23 140.136.134.46 M apst2935 Y2012.M7.D1 14:29 140.136.134.46 M 

499336046 Y2012.M7.D1 14:36 140.136.134.77 M 499336046 Y2012.M7.D1 

14:36 140.136.134.77 M 499336046 Y2012.M7.D1 14:37 140.136.134.77 M 

499336046 Y2012.M7.D1 14:37 140.136.134.77 M 499336046 Y2012.M7.D1 

14:37 140.136.134.77 M apst2935 Y2012.M7.D3 9:12 140.136.131.182 M 

apst2935 Y2012.M7.D3 9:12 140.136.131.182 M 030540 Y2012.M7.D3 9:17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7.D3 10:15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7.D3 10:30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