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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來教育單位積極倡導閱讀，但鮮少深探相關活動之成效，就學生學

習本位而言，此為重要議題。本研究採問卷調查分析法，旨在探討國中生閱讀

活動之成效，其目的有：一、調查該國中閱讀課程及其活動與學生閱讀行為的

關係，並檢討其成效；二、調查該國中課外閱讀之動機與習慣，探討閱讀課程

與閱讀習慣之互動；三、調查該國中課外閱讀之取得及其內容選擇，以了解國

中生閱讀偏好；四、調查該國中生通過課外閱讀，對於課業學習與個人成長之

影響。最後提出正式閱讀課程與長期晨讀，助益顯著；獎勵性質與作業型態之

圖推活動，效果優於單純活動或展示。推行閱讀課程與活動之增益反映於學生

閱讀時間、圖書量與動機；閱讀習慣與讀後反應調查也印證閱讀本質「私我」

之特性。閱讀選擇仍以紙本為宗，圖書館借閱為重要來源，漫畫與文學對應青

少年普遍「紓壓」需求，也是同儕相互強化之結果。學生拓展閱讀視野與提升

主動閱讀的成效上，閱讀課程與活動起著正面積極的作用，以寫作題材與邏輯

推理為最，有過半學生肯定理解能力、閱讀技巧之成效。故，本研究發現閱推

活動與課程對於國中生閱讀之動機、行為、習慣、選擇以及學習成長皆成正向

關係。 

關鍵字：閱讀推廣成效、閱讀行為、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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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幾年教育單位與社會各界提倡「閱讀」，在校園內相應而生許多「推廣

閱讀活動」、「閱讀課程」，這些活動與課程有的場面盛大而熱鬧，有的內含

溫潤而豐盈。然而在校園中這許多推廣閱讀的作為，其主要對象為學生，卻少

有人從學生的角度去了解這些活動的影響與成效。 

研究者在一年級時，曾因導師宣導而參與學校的閱讀相關活動，從一知半

解到獲益良多；又得知升上二年級，將有表定的閱讀課程，對此感到期待與好

奇。這次研究主要是以校內各項閱讀活動與課程成效調查、各項活動的長期記

錄與作品產出之統計為主，採樣對象為二升三曾歷經學校活動與閱讀課程的學

長姐們，希望能從這些數據來呈現學生對於閱讀課程與活動的認知與成效。 

 

二、研究目的 

(一) 調查○○國中閱讀課程及其活動與學生閱讀行為的關係，並檢討其成效 

(二) 調查○○國中課外閱讀之動機與習慣，探討閱讀課程與閱讀習慣之互動關

係 

(三) 調查○○國中課外閱讀之取得及其內容選擇，以了解國中生閱讀偏好 

(四) 調查○○國中通過課外閱讀，對於課業學習及其個人成長之影響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以主客觀形勢來論，因研究生問卷採樣來自於○○國中，無

法涉及台南市他所乃至於其他縣市國中，若有機會再另文以比較性質相關議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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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相關研究之文獻探究 

本研究之探討，查詢相關資料包括：國家圖書館臺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

、期刊論文、教育電子報以及教育部全球資訊網等。見其「閱推課程」不僅是

國中彈性學習課程，這也是教育部推動閱讀重要計畫，98 學年度增設公立國小

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101 學年度擴大至國中試辦，以規劃學校閱讀活動，建立

校園閱讀氛圍（資料來源：教育部）。若以「閱讀成效」命題來探討，大多以學

習策略、教學理論、心理學之幸福感或焦慮、讀本採樣、電子媒體技術應用等

來探討與研究。「閱讀活動」命題則有地域性兒童參與閱讀活動之探討、戲劇

教學之融入、圖書館行銷策略、成功推動閱讀之因素、科普讀物之應用、班級

閱讀活動規劃、教師閱讀信念之帶動等。「閱讀行為」命題則以探究閱讀動機

、學業學習、閱讀環境、網路數位運用、新移民國中生以及結合服務學習等為

主。（資料整理來源：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網） 

在〈兒童閱讀教學活動成效評估〉一文提及：「近年來許多國小與圖書館

舉辦閱讀推廣活動，但鮮少探討兒童閱讀推廣活動成效。」（王玫玲、曾湘怡

，2013）當中「鮮少探討閱讀推廣成效」吸引了我們，此篇文章最主要的對象

是國小，採取的探討方式是以「閱讀策略」來研究。在查閱相關資料時，發現

國小端的研究較為豐富，這十年、二十年都有相關研究，而以國中為對象來探

討近十年較多。因此，身為國中生的我們相信，參與學校辦理相關閱推活動以

及二年級閱讀課程的學長姐，他們的感受與接受度，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二、名詞解釋 

(一) 閱讀行為 

林玉卿（2002）認為「閱讀行為」係指讀者實際從事的閱讀活動狀況及其

對閱讀的態度與知覺其家庭閱讀環境，包含「家庭閱讀環境」、「閱讀的主動

性與態度」、「閱讀分享」、「閱讀時間」、「閱讀數量」、「閱讀頻率」、

「閱讀地點」、「閱讀來源」、「閱讀類別」。而謝旻成（2015）指出「閱讀

行為」指個人因內在意志或外在環境反應出一切有關閱讀的行為，一般多指外

在、可觀察的閱讀表現。本研究則將此部分細分為閱讀行為、閱讀選擇來探究

，且針對目標是國中生從事教科書或參考書以外的閱讀行為。 

(二) 閱讀教學 

閱讀教學是指閱讀教學者依據接受對象的心理發展程度、閱讀認知能力、

閱讀興趣與需求，給予受教者閱讀的適切協助、引導與啟發，使學習更加充實

、交與理想更具體實現的一種教學行為。（涂秋英，2007） 

張怡婷（2002）認為，教師本身態度較支持閱讀活動、本身有較佳的閱讀

示範、師生互動情形較高的班級，學童的閱讀平率及閱讀動機也較高，所以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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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印證林巧敏（2009）所提的推動閱讀不能簡化為讀繪本、閱讀護照、寫學習

單、寫心得報告，重要的是要有系統的課程設計和教師引導，需要培養教師閱

讀教學能力，教導老師如何選書、導讀、評析和討論，並有系統地將閱讀融入

教學中的做法。這樣看來，閱讀教學其實也是需要師生教學相長的，才能夠讓

學生有好的閱讀成效。 

(三) 閱讀活動 

一般閱讀活動包括學校、班級或任何與閱讀相關之活動而言，本研究閱讀

活動指在學校中所推動任何與閱讀相關的活動，其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例如

閱讀活動獎勵、台南米其林走讀、圖書館主題閱讀、閱讀護照、寒假作業、閱

讀角設置、與作家有約等，均屬學校閱讀活動。本研究主要以該校閱讀活動來

進行探討其成效。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步驟與流程 

步驟 項目 

1.準備工作 確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計畫、蒐集相關文獻、編製

問卷 

2.蒐集資料 依各大網站及相關論文，蒐集可用的資訊與指導教師

討論，撰寫文獻探討，並加以分析 

3.問卷調查 問卷完成、問卷發放、數據統計（key in 問卷數據

、畫圖表、文字說明） 

4.分析課程與活動對國

中生閱讀行為之成效 

輸入問卷測試之結果，視統計分析之需要用 Excel 

軟體或 SPSS 進行數據分析 

5.研究結果與討論 撰寫研究過程、討論與建議、參考資料、完成報告、

教師協助修改、學生修改作品、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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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研究方法，分為兩個階段操作： 

第一階段—問卷調查法(一)：7 月中旬以台南市某國中三年級為對象進行

問卷施測，發下問卷共 550 份，有效問卷共 511 分，其中男生 259 人，女生 252

人。經該班導師同意並約定時間後，親自發放問卷並在該班級解釋問卷作答方

式。施測完畢親自回收問卷清點數目以提高回收率，也利於提高各項分析的信

效度。 

第二階段—問卷調查法(二)：為了解某校閱推課程與活動對國中生閱讀行

為之成效，研究者設計的題目包括：某校學生對閱讀課程與相關活動的感知、

學生閱讀動機與行為、學生閱讀書籍取得與內容選擇、閱讀推動後的成長與影

響等，從數據呈現閱推課程與活動對國中生閱讀行為之成效。 

第三階段─資料數據探索：根據各班晨讀日誌進行統計，了解閱推實況與

實施常態。 

根據以上三個階段所得數據及各項資料，做統整及分析探討，希望經由研究

更了解學校閱推課程與活動後對國中生閱讀行為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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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經上述研究之歷程，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一、關於學校閱讀課程和相關活動與學生閱讀行為的關係 

(一) 二年級安排每周一堂閱讀課，課程使用的教材 

  從有效問卷呈現閱讀教材的來

源，在複選題分析發現：教師自編

129 人，佔 25.24%；教材外購 53人

，佔 10.37%；多媒體使用 111 人，

佔 21.72%；圖書館使用為 299 人，

佔 44.83%；其他則為 75人，佔 14.68%

。 

    由此可知，閱讀教材較多來自校

內圖書館，取得容易、選擇性高、涉

及較廣，並且配合學生的興趣；自編

教材比較制式化，內容較單向，但依舊可涉獵到其他課外知識；多媒體部分可

以輔助紙本，如同名小說的電影，就可以吸引學生；至於外購則需額外付費，

所以較少班級採取這樣的方式。 

(二) 二年級安排每周一堂閱讀課，課程的助益包含哪些？ 

    從數據看二年級安排每周一堂

閱讀課，其助益在複選題分析發現

：理解能力 276 人，佔 54.01%；閱

讀技巧 261 人，佔 51.08%；閱讀種

類 212 人，佔 41.49%；摘要能力 170

人，佔 33.27%；表達能力 117 人，

佔 22.90%；其他則 66 人，佔 12.92%

。 

二年級每周一節閱讀課中，在教師的引導下，以理解能力、閱讀技巧、閱

讀種類幫助最大，對於摘要與表達的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相信這也是學

校推廣閱讀的最大目的。由於閱讀課是正課，相較下課、午休等時段，更能系

統而恆常的提升學生對文本解讀的能力。 

(三) 圖書館每個月「主題書展」，對你接觸和閱讀不

同類型書籍是否有幫助？ 

關於圖書館設計每月「主題書展」對學生的幫助

：會因此借閱為 84 人，佔 16.44%；只看看介紹為 180

人，佔 35.23%；不知道主題書展為 247 人，佔 48.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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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據看，圖書館主題書展設計雖良好，但只有網路公告，宣傳效果不佳

。且擺放在圖書館入口展示的主題書籍旁只有小張告示，偏向於靜態，並不顯

眼，常會被忽略為是一般擺飾。建議學校若是能推出看板立於圖書館大門前，

或於朝會時宣傳，將吸引更多人注意。 

(四) 是否使用圖書館「共讀書箱」(全班共讀同一本書)？ 

    關於是否使用圖書館「共讀書箱」

：是的部分有 331 人，佔 64.77%；否的

部分有 180 人，佔 35.23%。學校除了二

年級有閱讀課外，早自修也安排晨讀時

間，因此有部分的班級在導師或者閱讀

教師的協助下，使用「共讀書箱」；雖然

共讀的書不見得符合每個人的喜好，不過選用共同讀物，較能互相討論，也利

於設計問題，引導學習。 

(五) 是否閱讀「班級書箱」裡的書(一箱有不同的書)？ 

    關於是否使用「班級書箱」：是的部分

352 人，佔 68.88%；否的部分 159 人，佔

31.12%。由數據可知，學生大多使用過班級

書箱，其使用度頗高，推論是班級書箱中有

多種不同內容的書籍，選擇性較高，而且搬

回教室後可就近自由取閱。 

(六) 學校推動閱讀，每人皆有一本「閱讀護照」，目前所填寫的情形？ 

 
    關於學生填寫「閱讀護照」的情形：10 篇以下 215 人，佔 42.07%；10~20

篇 141 人，佔 27.59%；21~40 篇 87 人，佔 17.03%；41~60 篇 40 人，佔 7.83%

；60~80 篇 13 人，佔 2.54%；80~100 篇 15 人，佔 2.94%。 

    由數據來看，10 篇以下居多，10~20 篇次之。學校推行閱讀護照推出「二

十篇心得換一支嘉獎」方案，立意雖美好，但也造成了學生將此視為獲得嘉獎

的手段，一旦獎勵分數已滿，便覺得沒有繼續書寫的理由或動力。雖然這樣顯

得有些功利，但該方案無形中也增加學生的閱讀量。不過仍有部分學生認為課

業繁重，若是為了一支嘉獎而看 20 本書，耗時又費神；亦有部分學生的閱讀習

慣比較偏向自己體會，並不會刻意寫下心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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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校閱讀月「閱讀無所不在的

幸福」活動，包含學習單填寫

、捐二手書的計畫以及認識圖

書館，是否幫助你拓寬更多的

閱讀視角？ 

    關於閱讀月活動「閱讀無所不在

的幸福」：認為幫助很多有 59 人，

佔 11.55%；有些幫助 301 人，佔

58.90%；毫無幫助 151 人，佔 29.55%

。 

    認為「閱讀無所不在的幸福」活動有幫助的比率佔了七成，成效頗高，因

為這次活動不只是網路公告、圖書館擺放、朝會時的宣導，還有裝置藝術搭配

猜謎與答題遊戲；也有部分班級是導師或國文教師的鼓舞下，全班參與。活動

多元並配合相對應的獎勵，更能吸引學生。 

(八) 學校閱讀月「與作家有約」活動，是否幫助你對自然科學書籍的閱讀？ 

    關於閱讀月「與作家有約」的活動，

是否幫助對自然科學書籍的閱讀：認為有

幫助的 44 人，佔 8.61%；有些幫助 255 人

，佔 49.90%；毫無幫助 212 人，佔 41.49%

。由數據來看，有幫助的部分佔五成多，

還是有一定的成效。不過，「與作家有約」

與「自然科學」的相關性並不大，畢竟大

部分學生是否閱讀自然科學書籍，其實還

是取決於興趣。另，邀請作家演講很好，

但是礙於場地限制，無法容納太多人，導

致參加人數受限。 

(九) 學校「科學小飛俠」活動，

是否增加你對科普文章的

閱讀以及幫助你認識科普

文學的來源？ 

    關於「科學小飛俠」活動是

否幫助對科普文學的閱讀與認識

：認為幫助很多有 52 人，佔

10.18%；有些幫助 240 人，佔

46.97%；毫無幫助則為 219 人，

佔 42.86%。由統計可看出此活動是有幫助的，至少有五成多的學生肯定，但也

有四成多的學生搞不清楚這活動內容，導致成效不彰。推估一來是受到辦法限

制，同學需組隊參加；二來是活動時間太短，解說不夠深入，許多同學還沒弄

明白活動內容，活動就已截止，其實相當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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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寒假作業之「圖書九宮格：小小圖書達人」，是否幫助你認識不同類型的

書籍以及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 

    關於「圖書九宮格」作業是否幫助認

識與閱讀更多不同類型書籍：認為幫助很

多有 61 人，佔 11.94%；有些幫助 290 人

，佔 56.75%；毫無幫助 160 人，佔 31.31%

。此活動有約七成的學生認為有幫助，推

知其原因在於其一、辦理時間為寒假，有

足夠的時間可以閱讀，其二、搭配作業，

辦法簡單明瞭，學生彷彿闖關似的完成任

務，無形中也涉獵了不同類型的書籍。 

(十一) 校園內多處「閱讀角」放置圖書與桌椅，請問運用「閱讀角」的情況？ 

    關於學校多處「閱讀角」的使

用情形：會取閱書籍有 50 人，佔

9.78%；只使用桌椅 97人，佔 18.98%

；知道但不曾使用 255人，佔 49.90%

；不知道閱讀角有 109人，佔 21.33%

。 

    由統計來看，閱讀角的設置成

效並不好。「閱讀角」看似學校的

美意，於校園中增設閱讀空間，但畢竟是戶外開放空間，有許多不便，如下課

時間過短，無法有效利用；走廊陰暗，光線不佳；夏天悶熱，冬天寒冷；開放

式陳列不易維護，積塵許多，加上靜態展示，所以成效差。研究者觀察相關書

籍，其實內容很不錯，倘若這些書籍是以「班級書箱」流通，成效會更好。 

(十二) 學校「藝文書車」放置圖書供人取閱，請問對它的使用情況？ 

關於「藝文書車」使用情形：一學期借閱三次以上有 24 人，佔 4.70%；一

學期借閱不到三次 74 人，佔

14.48%；知道但沒用過 383 人，

佔 75.95%，不知道藝文書車 30

人，佔 5.87%。由統計數字可知

，多數人知道但沒使用過，原因

在於藝文書車所在地點在樹邊

，蚊蟲多且光線昏暗，書籍開放

而灰塵多，導致推廣結果不佳。 

 



9 

 

二、探討閱讀課程與閱讀習慣之互動關係 

(一) 關於閱讀課外讀物的動機： 

 

從有效問卷探究該校國中生對於閱讀課外讀物的動機，在複選題分析發現

：打發時間 290 人，佔 56.75%；只閱讀興趣主題 271 人，佔 53.03%；紓解壓力

201 人，佔 39.33%；閱讀課程 182 人，佔 35.62%；以閱讀為興趣 181 人，佔 35.42%

；閱讀新知 181 人，佔 35.42%；閱讀作業 175 人，佔 34.25%；同學話題 168 人

，佔 32.88%；師長推薦 125 人，佔 24.46%；家人鼓勵有 119 人，佔 23.29%；幫

助課業 100 人，佔 19.57%；追求流行，87 人，佔 17.03%；學習才藝 79 人，佔

15.46%；學校嘉獎 79 人，佔 15.46%；師長強迫 67 人，佔 13.11%；挑戰困難 65

人，佔 12.72%；他人讚美 23 人，佔 4.50%。 

根據以上資料分析，同學閱讀的動機絕大部分是以打發時間、紓解壓力或

受主題吸引而產生興趣，是以「興趣」為導向；其次為同儕互動、課業需要或

為了吸收新知，所以從數據可看出同學們閱讀行動值得肯定──「主動閱讀」，

並非師長強迫或者功利性的獎勵。 

(二) 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前後，閱讀時間一星期大概幾小時？ 

 
  關於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該校學生每周閱讀時間：推廣前 1

小時 190 人，2~3 小時 134 人，4~6 小時 90 人，7~8 小時 37 人，9~10 小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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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0 小時以上 43 人。於推廣後，1 小時 152 人，2~3 小時 140 人，4~6 小時

89 人，7~8 小時 61 人，9~10 小時 30 人，10 小時以上 39 人。 

  由數據對比下可得知，推動閱讀行動後，學生的閱讀時間看似沒有明顯差

距。但仍可看出端倪，推動閱讀後，閱讀 1 小時明顯降低，而 7~10 小時之間有

明顯成長，可見學校推動閱讀仍有其影響性，增強學生主動閱讀。 

(三) 閱讀完一本課外讀物，最常的態度與反應是如何？ 

  關於學生閱讀書籍的態度與反應：讀

完就算了為 227 人，佔 44.42%；習慣摘要

、心得 40 人，佔 7.83%；再找資料充實

67 人，佔 13.11%；和師長同儕討論內容

177 人，佔 34.64%。 

  從數據看，大部分學生閱讀習慣是讀

過便算了，也有部分學生看完會提出想法

和同學分享討論。這反映出雖學生有閱讀

之行為，但是否有實質的內化與自我提升則是無法看出。因此研究者者認為會

做摘要、寫心得，甚至進一步找資料才是最重要。因為會抓重點，透過與人分

享或撰寫心得，才能充分掌握一本書所要傳遞的內容精華，也才能得到長遠的

收穫。 

其實「分享」是一種境界，首先對於文本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並且提出

看法或見解，且分享也需要引導與機會。因此，如何根據閱讀內容做統整、歸

納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培養在公開場合表達的能力及勇氣，這也是閱讀

推動所需經營的方向。 

(四) 在閱讀過程中遇到問題或不懂的地方，會如何面對與尋求解決？ 

關於閱讀過程中遇到問題

或不懂的地方，面對與尋求之

道：與同學討論 121 人，佔

23.68%；請教父母師長 74 人，

佔 14.48%；自己找資料 190 人

，佔 37.18%；跳過去 126 人，

佔 24.66%。 

根據數據可得知大部分學

生在閱讀之際，面對問題態度

較消極，縱使自己找資料只佔

三成多左右，同時也反映不擅

求助他人，同學討論、請教師長都不多，甚至是跳過去就算了，這也突顯閱讀

屬於私密之事。但古人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所以在閱讀過程中

遭遇問題應該要學習尋求協助，互相討論，才能釐清問題所在。在此研究者認

為「提問」、「表達」與「分享」在閱讀機制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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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經常性陪伴你做閱讀活動的對象： 

關於經常性陪伴自己做

閱讀活動的對象：學校師長

23 人，佔 4.50%；父母親 26

人，佔 5.09%；兄弟姊妹 38

人，佔 7.44%；同學討論 92

人，佔 18.00%；沒人指導 319

人，佔 62.43%；補習班 5 人

，佔 0.98%；其他 8 人，佔

1.57%。 

數據上以沒人指導最多

，看似閱讀推動與學校師長、父母親無關，但其實也呼應大多數的學生是自主

性的閱讀，並非師長或父母親多加干預或強迫；其次，才是同儕間的作伴與討

論。 

 

三、閱讀書籍取得與內容選擇，了解國中生的閱讀偏好 

(一) 課外讀物的取得方式： 

 
從有效問卷探究該校國中生課外讀物取得方式，在複選題分析發現：圖書

館借閱 269 人，佔 52.64%；書店購買 251 人，佔 49.12%；向他人借閱 199 人，

佔 38.94%；網路訂購 118 人，佔 23.09%；班級書櫃 96 人，佔 18.79%；租書店

租 83 人，佔 16.24%；爸媽選購 74 人，佔 14.48%；教師指定 41 人，佔 8.02%

；閱讀角或書車 29 人，佔 5.68%；其他 26 人，佔 5.09%。 

從數據來看，課外讀物取得以圖書館借閱與書店購買最多，推論其原因是

選擇性較多，也較能挑選自己有興趣的書籍閱讀；其次向他人借閱，同儕間也

會有共通的話題或興趣，一起分享書；至於閱讀角與書車，看似提供溫馨便捷

的閱讀氛圍，但真不敵蚊蟲叮咬與光線昏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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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前後，一學期閱讀的數量？ 

 
關於學校進行閱推活動與課程前後，一學期學生的閱讀書本數量：推動前

，10 以下 252 人，11~20 本 133 人，21~30 本 46 人，31~40 本 19 人，41~50 本

8 人，51 本以上 53 人。推廣後，10 以下 206 人，11~20本 130 人，21~30 本 66

人，31~40 本 38 人，41~50 本 26人，51 本以上 45 人。 

由數據比對，推動閱讀前後有些許差異，推動後 10 本以下人數下滑，於 21

本至 50 本都有成長的趨勢，可見閱讀推動與課程引導，仍有其成效。不過，二

年級也有課業壓力，因此閱讀 51本以上有略微人數減少。 

(三) 請問如果學校進行課外讀物是閱讀電子書、光碟或上網，讓你覺得如何？ 

 
閱讀課外讀物若改為電子書的部分，認為更有興趣 78 人，佔 15.26%；喜歡

紙本 107 人，佔 20.94%；不錯但吃力 130 人，佔 25.44%；更不喜歡 17 人，佔

3.33%；沒讀過不知道 87 人，佔 17.03%；沒甚麼特別 92 人，佔 18.00%。調查

顯示，多數人是可以接受電子書，但仍會覺得較為眼睛吃力，且使用多媒體閱

讀，亦有設備方面的考量，因此還是以紙本便利性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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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喜歡閱讀哪一類的課外讀物？ 

 
從有效問卷探究該校國中生喜歡閱讀課外讀物的內容(分類依據參考金石

堂書局)，在複選題分析發現：漫畫 272 人，文學 262 人，生活風格 135 人，心

理歷程 128 人，藝術設計 102 人，自然科普 99 人，人文歷史 70人，旅遊介紹

62 人，語言學習 59 人，飲食料理 45 人，電腦資訊 44 人，社會哲思 41 人，醫

療保健 36 人，宗教命理 35 人。由數據可看出，在形式與內容，學生喜歡文學

與漫畫類的書籍。文學與漫畫故事性強，情節完整，題材廣泛，因此吸引青少

年閱讀。 

 

四、閱讀課外讀物後，對於課業學習以及個人成長之影響 

(一) 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推廣後，對於閱讀課外讀物的態度是： 

關於學校進行閱讀課

程及其推廣後，對閱讀課外

讀物的態度：主動願讀且內

容不設限 149 人，佔 29.16%

；原只看興趣後嘗試更多

260 人，佔 50.88%；被逼仍

可接受 68 人，佔 13.31%；

被逼並沒認真讀 8 人，佔

1.57%；完全不想碰課外讀

物 26 人，佔 5.09%。 

由數據來看，嘗試更多與不設限的比例將近七成，說明願意嘗試更多與主

動閱讀的學生，在學校推動閱讀後有明顯的成長，因此教師的引導與學校活動

的推動，的確能夠帶動學生閱讀課外讀物。 

(二) 在閱讀課外書籍後，是否增加一些課外知識？ 

  對於在閱讀課外書籍後，是否增加課外知識部分：

認為增加許多有 142 人，佔 27.79%；增加一些 317 人，

佔 62.04%；沒有增加為 52 人，佔 10.18%。由數據顯示

近九成學生是肯定閱讀課外書籍對知識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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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閱讀課外書籍後，是否更了解上課的內容？ 

閱讀課外書籍後，是否更了解上課內容：認為增加許多為 64 人，佔 12.52%

；增加一些 296 人，佔 57.93%；沒有增加 151 人，佔 29.55%。 

  由數據可窺：增加許多與

一些的比率雖然約七成，但是

沒有增加的比率也近三成，反

映出若不是為了特定的科目

讀書，在選書方面大多為小說

、漫畫、雜誌等等休閒娛樂相

關內容，多屬課外常識。若要

增加課內知識，大概是要選擇

物理、數學、英文單字等配合上課內容的參考書。 

(四) 在閱讀課外書籍後，是否增加學科考試的成績？ 

  在閱讀課外書籍後，是否

增加學科考試的成績：增加許

多 49 人，佔 9.59%；增加一些

247 人，佔 48.34%；沒有增加

215 人，佔 42.07%。 

  從數據看，承上題所述課

外書中只有少數知識會真正運

用在學科考試中，圖表中沒有

增加的比率將近 50，可見國中階段學生所讀的課外讀物較偏向興趣、娛樂、等

個人休閒，與課內無太多相關性。 

(五) 在閱讀課外書籍後，在哪一方面的學習有比較多的進步？ 

 
  從有效問卷探究該校國中生在閱讀課外書籍後使學習有較多進步的方面，

在複選題分析發現：紓解壓力 255 人，佔 49.90%；寫作題材 212人，佔 41.49%

；邏輯推理 207 人，佔 40.51%；創作靈感 190 人，佔 37.18%；造句遣詞 184 人

，佔 36.00%；增加新知 183 人，佔 35.81%；成就感 175 人，佔 34.25%；閱讀課

文 167 人，佔 32.68%；人際互動 150 人，佔 29.35%；口語表達 147人，佔 28.77%

；思考批判 138 人，佔 27.00%；待人處事 122 人，佔 23.87%；讀書方法 1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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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21.53%；重點整理 105 人，佔 20.55%；學科解答 46 人，佔 9.00%；學做研

究 39 人，佔 7.63%；勇於投稿 33 人，佔 6.46%；其他 11 人，佔 2.52%。 

從數據上看，閱讀對於國中生在紓壓、寫作以及邏輯推理方面是最多人進

步的，其次在造句遣詞、閱讀課文、創作靈感、增加新知以及成就感也都有學

生認為有一定程度上的成長，可見閱讀推動的過程與影響，對於學生的學習是

有幫助的。 

 

五、學校晨讀情形 

(一)記錄時間：103 年 9 月～104年 6 月（103 學年度） 

(二)資料來源：依教務處「晨讀日誌」統計 

(三)統計資料： 

 

註：「未實施」固定為體育班，晨間已安排固

定活動。 

  由數據看，除了體育班因為晨間已安排

活動，所以未實施。學校長期推動晨讀已見

成效，而閱讀的形式以自由閱讀為主，學生

可以帶自己購買或者圖書館所借的書籍閱讀

，部分班級借用「共讀書箱」實施。讀報班

級係申請贈閱報刊，數量有限，故讀報班級

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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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針對研究目的，並綜合各項研究歷程與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結論： 

(一) 調查○○國中閱讀課程及其活動與學生閱讀行為的關係，並檢討其成效 

    正式的閱讀課程與長期晨讀，助益是最明顯的；帶有獎勵性質的圖推活動

，並以作業方式實施，如「圖書九宮格」、「閱讀月活動」，效果優於單純活動或

展示型態的，如「藝文書車」、「閱讀角」、「主題書展」等。單純活動與展示型

態皆頇思量其宣傳與地點，才不致辜負美意。 

(二) 調查○○國中課外閱讀之動機與習慣，探討閱讀課程與閱讀習慣之互動關

係 

閱讀課程與活動，對於閱讀的時間有增益效果，對於閱讀動機也有顯著提

升，如「課程(閱讀課)」在動機調查 17 選項中位列第四；但對於閱讀習慣的增

益則不明顯，如讀後反應與問題求助的調查結果，這也呼應著閱讀的「私我」

特性。 

(三) 調查○○國中課外閱讀之取得及其內容選擇，以了解國中生閱讀偏好 

從數據可發現，紙本書仍是普遍的閱讀選擇，圖書館借閱已經成為多數學

生閱讀的重要來源，閱讀課程與活動對於閱讀的數量有增益效果。但，漫畫和

文學仍位居前列，反映這階段學生閱讀選擇普遍的傾向，體現同儕間相互強化

的結果，亦可從經常伴讀者與課外讀物取得方式兩項調查獲得印證。 

(四) 調查○○國中通過課外閱讀，對於課業學習及其個人成長之影響 

在幫助學生拓展閱讀視野與提升主動閱讀的成效上，閱讀課程與活動起著

正面積極的作用，但是「紓壓」位居自我進步的選項第一位，也呼應了漫畫和

文學受歡迎的調查結果。至於閱讀是否幫助課業成績，則成效不明顯，但寫作

題材與邏輯推理分居自我進步的二、三位，則能呼應閱讀課程助益調查的結果

，理解能力、閱讀技巧項目，有過半學生肯定其成效。 

 

這研究題目提出時，我們感到忐忑，擔心研究成果並不如學校之預期，會

對學校造成困擾；但是在指導老師的鼓勵下，也獲得教務處老師的支持並出借

相關紀錄供我們統計，認為研究成果無論好壞，都可以作為學校未來設計課程

與活動之參考，而且這樣的研究正是以學生學習本位出發。在此，感謝學校諸

多師長的鼓勵與協助，讓我們得以毫無顧慮的完成這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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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眾星捧『閱』──學校閱推課程及其活動對國中生閱讀行為之成效探討 

~以台南市某國中為例」問卷 

敬愛的三年級學長姐您好： 

    我們是即將升上二年級的學弟妹，感謝你(妳)能撥空填答此問卷。這是一

份關於國中生在學校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動下，關於自己的閱讀動機與閱讀行

為的調查問卷，你(妳)的填答將有助於本研究的進行。本問卷所有資料僅供本

獨立研究之用，以不記名方式填答，個人資料也會加以保密而不對外公開，請

你(妳)根據真實狀況並放心作答，謝謝你(妳)的協助。 

    敬祝 

學業順利 健康快樂 

                指導老師：○○○、○○○ 

                研究者：○○○、○○○、○○○、○○○、○○○  敬上 

 

說明： 

1. 本問卷所稱課外讀物含繪本、文字書籍、報章雜誌與單篇文章。 

2. 本問卷所稱的課外讀物不包含教科書與升學參考書。 

3. 本問卷並無標準答案，請根據實際情形在□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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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學校閱讀課程和相關活動與學生閱讀行為的關係 

1.二年級安排每周一堂閱讀課，課程使用的教材為何？(可複選) 

□教師自編 □外購 □使用多媒體 □運用圖書館圖書 □其它 

2.二年級安排每周一堂閱讀課，這課程對你(妳)的助益包含哪些方面？(可複選) 

□閱讀技巧 □閱讀種類 □理解能力 □摘要能力 □表達能力 □其它 

3.圖書館每個月「主題書展」，對你(妳)接觸和閱讀不同類型書籍是否有幫助？ 

□會借閱相關書籍 □只是看看介紹 □不知道主題書展 

4.請問你(妳)是否使用過圖書館「共讀書箱」？（全班共讀同一本書） 

□是 □否 

5.請問你(妳)是否閱讀過「班級書箱」裡的書？（一箱中有不同的書） 

□是 □否 

6.請問學校推動閱讀，每人皆有一本「閱讀護照」，你(妳)目前填寫的情形？ 

□10 篇以下 □10~20 篇 □20~40 篇 □40~60 篇 □60~80 篇  □80~100 篇 

7.學校在閱讀月所推動的活動之「閱讀無所不在的幸福」，包含學習單填寫、捐

二手書的計劃以及認識圖書館，是否幫助你(妳)拓寬更多的閱讀視角？ 

□幫助很多  □有些幫助 □毫無幫助 

8.學校在閱讀月所推動的活動之「與作家有約」的活動，是否幫助你(妳)對於自

然科學書籍的閱讀？ 

□幫助很多  □有些幫助 □毫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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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學校「科學小飛俠」活動，是否增加你對科普文章的閱讀以及幫助你認識科普

文學的來源？ 

□幫助很多 □有些幫助 □毫無幫助 

10.寒假作業「圖書九宮格：小小圖書達人」，是否幫助你認識不同類型的書籍以

及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 

□幫助很多 □有些幫助 □毫無幫助 

11.校園內多處「閱讀角」放置圖書與桌椅，請問你(妳)運用「閱讀角」的情況

為何？(可複選) 

□取閱圖書 □使用桌椅 □知道但不曾使用 □不知道閱讀角 

12.學校「藝文書車」放置圖書供人取閱，請問你(妳)對它的使用情況？ 

□一學期借閱三次以上 □一學期借閱不到三次 □知道但是沒用過  

□不知道藝文書車 

2. 探討閱讀課程與閱讀習慣之互動關係 

1.請問會讓你(妳)閱讀課外讀物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家人鼓勵    □師長推薦      □師長強迫         □課程(閱讀課) 

□學習才藝    □同學話題      □打發時間         □閱讀為興趣 

□只閱讀興趣的主題 □喜歡別人讚美  □閱讀作業(寒暑假作業)   

□喜歡困難、挑戰   □紓解課業壓力  □追求流行(追星、影視)   

□閱讀新知         □對課業有幫助  □相關獎勵(含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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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前，請問你(妳)的閱讀時間一星期大概幾小

時? 

□1 小時 □2~3 小時 □4~6 小時 □7~8 小時 □9~10 小時 □10小時以上 

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後，請問你(妳)的閱讀時間一星期大概幾小時? 

□1 小時 □2~3 小時 □4~6 小時 □7~8 小時 □9~10 小時 □10小時以上 

3. 當你(妳)閱讀完一本課外讀物時，最常的態度與反應是如何？ 

□已經讀過就算了       □習慣摘要與寫下心得記錄  

□能夠自己再找資料充實 □和師長同儕討論內容 

4.在閱讀過程中遇到問題或不懂的地方，會如何面對與尋求解決？ 

□與同學討論 □請教父母師長 □自己嘗試找資料解決 □跳過去，不懂就算了 

5.經常性陪伴你(妳)做課外閱讀活動的對象? 

□學校師長 □父母親 □兄弟姊妹 □同學討論  □沒人指導  

□補習班   □其他╴╴╴╴╴ 

3. 閱讀書籍取得與內容選擇，了解國中生的閱讀偏好 

1.請問你(妳)通常用什麼方式取得課外讀物? (可複選) 

□圖書館借閱  □校園閱讀角或書車 □向班級書櫃借  

□在書店購買  □網路訂購         □向他人借閱 

□向租書店租  □由爸媽幫忙選購   □教師指定閱讀(班級團購)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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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前，請問你(妳)一學期閱讀的數量為何? 

  □10 本以下 □11~20 本 □21~30 本 □31~40 本 □41~50 本 □50 本以上 

  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後，請問你(妳)一學期閱讀的數量為何?  

  □10 本以下 □11~20 本 □21~30 本 □31~40 本 □41~50 本 □50 本以上 

3.請問如果學校進行課外閱讀活動是閱讀電子書、光碟書或上網，會讓你(妳)覺

得? 

□更有興趣閱讀   □比較喜歡紙本   □雖不錯，但眼睛較吃力 

□更不喜歡       □沒讀過，不知道 □同樣是閱讀，沒什麼特別 

4.請問你(妳)喜歡閱讀哪一類的課外讀物? (可複選) 

□文學     □生活風格  □心理勵志  □漫畫     □藝術設計   

□自然科普 □旅遊介紹  □飲食料理  □醫療保健 □語言學習(英、韓、日語)  

□人文歷史 □電腦資訊  □社會哲思  □宗教命理(含占卜、星座) 

4.閱讀課外讀物後，對於課業學習以及個人成長之影響 

1.學校進行閱讀課程及其活動推廣後，請問你(妳)對於閱讀課外讀物的態度為

何? 

□主動閱讀，本來就喜歡，內容不設限    

□本就有閱讀，但限定某些內容，現在會嘗試看更多不同內容的書籍 

□被逼的，但可接受，介紹不錯的書籍後，還是會認真去看(只看這一部分) 

□被逼的，所以也沒有認真讀 

□完全不想碰課外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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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在閱讀課外書籍後，你(妳)覺得有沒有增加一些課外知識? 

□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增加 

3.請問在閱讀課外書籍後，你(妳)覺得有沒有更了解學校上課的內容? 

□了解許多 □了解一些 □沒有了解 

4. 請問在閱讀課外書籍後，你(妳)覺得有沒有增加在學科考試的成績? 

□增加許多 □增加一些 □沒有增加 

5. 請問在閱讀課外書籍後，你(妳)覺得在哪一方面的學習有比較多的進步? 

(可複選) 

□造句遣詞 □寫作題材 □口語表達 □勇於投稿 □閱讀課文  

□創作靈感 □人際互動 □待人處事 □重點整理 □邏輯推理  

□讀書方法 □思考批判/面向增廣   □學做研究 □增加新知  

□紓解壓力 □成就感   □解答學科試題        □其他╴╴╴╴╴ 

~題目結束，謝謝你(妳)的用心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