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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輕」子衿 悠悠「小說」-國中生對輕小說的認知調查 

摘  要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青少年在閱讀輕小說與其相關方面影響及延伸出的問題，

研究使用「問卷分析法」調查 107、108 學年度的學生。問卷統計發現青少年閱

讀小說的閱讀動機，以“放鬆和享受”作為主要動機，“消磨時間”作為次要

動機。紙質書籍仍然是青少年閱讀輕小說的主要媒介，僅有少數以電子書取代

紙本書。接著以六大主題深入分析探討:(一)性別及年齡與輕小說閱讀習慣探討

(二)家庭背景與輕小說消費及閱讀習慣探討(三)閱讀輕小說對個人興趣探索及

語言、邏輯能力、學業之影響(四)閱讀輕小說對價值觀和社會風氣之影響 

(五)家長及校方對於青少年閱讀青小說之看法(六)未閱讀輕小說同儕對於閱讀

輕小說者的看法，並根據研究結果給予青少年及出版社和家長相關建議。由於

時間與人力限制採問卷調查法為主要資料蒐集方式。建議未來相關研究方面，

可以考慮加入深度訪談之質化研究方法，探求青少年閱讀輕小說行為表象下之

情緒感受及認知層次的變化，如此與本研究量化結果交互參照，應可提出更周

延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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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背景和動機 

近幾年在書店裡發現「輕小說」這類型的小說，與日俱增，校園裡也有同

學在閱讀這類型的小說而「輕小說」這個名詞逐漸成為喜愛閱讀小說的人

的新寵，究竟是什麼樣的小說呢?許多熱愛者認為輕小說吸引人的地方在

於它較傳統小說的閱讀壓力小，且有別於以往的小說的創作形式。因此引

發我們探討國中生對輕小說的認知動機。所以本研究主要研究國中生對輕

小說的相關看法以及輕小說是否對價值觀及學業造成影響。 

二、研究目的 

 鑒於以上背景，本研究針對輕小說對國中生帶來何種影響?閱讀輕小說是否

提升閱讀能力以及其他能力認知方面的成長?而輕小說是否影響價值觀或是社

會風氣?以及未閱讀者對輕小說的看法，於是決定設計相關問卷統計並調查分

析，結果可提供給需要者參考。 

    1.青少年閱讀輕小說的動機 

    2.性別與年齡層對閱讀輕小說之時間和偏好閱讀之種類統計分析 

    3.不同家庭背景及管教方式是否影響輕小說消費及閱讀習慣 

    4.閱讀輕小說對個人興趣探索及語言、邏輯能力、學業之影響 

    5.閱讀輕小說對價值觀和社會風氣之影響 

    6. 家長及校方對於青少年閱讀青小說之看法 

    7. 未閱讀輕小說同儕對於閱讀輕小說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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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名詞定義 

輕小說（ライトノベル，英語：Light Novel） 

盛行於日本的文學體裁，在本研究中 輕小說的定義為有圖片的小說較為方便進

行研究。 

第一章性別影響輕小說閱讀品味 

 輕小說影響人際關係 

「我喜歡將好看的輕小說推薦給朋友」及「我認為與朋友談論共同閱讀的輕小

說，可讓我們的友誼更熱絡」在問卷調查結果中為選擇最多的選項，顯示青少

年常會為獲得朋友認同或強化同儕互動關係而閱讀輕小說。由於友誼及同儕團

體等社會關係為青少年心理依附重心，為了獲得同儕認同以增強彼此生活經驗

的共同性，青少年往往會接受團體的價值觀或從事團體偏好之活動。 

青少年藉由同儕得以接觸輕小說，再透過輕小說建立共同興趣，獲得歸屬感，

凝聚成同儕認同。然在此同時，青少年也不斷面對外界主流價值的壓力，讓青

少年在面對自身的閱續經驗時充滿矛盾，而同儕團體扮演著青少年對抗外界壓

力的凝聚力，並在閱讀與交流不斷循環的過程中，凝聚成不斷流動的共同體。

（李巧敏，葉一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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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輕小說取得與經濟 

青少年取得輕小說閱讀資料方式以「自己或家人購買」最多，佔38.2%，「向朋

友或同學借」佔23.1%次之，此二者為青少年最常獲取輕小說之途徑。 

另選擇「自網路下載」為主取得輕小說閱讀資料者佔17.7%，可知有不少青少年

自網路中尋求閱讀資源。調查結果佔14.8%閱讀輕小說是「向圖書館借閱」，利

用率雖然不高，但有部分青少年是仰賴圖書館之輕小說館藏滿足其閱讀需求。

（李巧敏，葉一蕾，2017） 

第三章  輕小說與自我認同價值觀 

青少年如何看待 2015 年至 2017 上半年熱門輕小說中與自我認同議題有關之主

題或內容： 

（一）輕小說自我認同主題對青少年自我認同之意義： 

1.青少年主要關心的是挫折和生活目標兩方面的議題，並會對事件當中角色所

展現的態度、行為感到敬佩，甚至願意進一步學習當中的精神。 

2.青少年會對與自己有類似遭遇的輕小說角色產生共鳴。 

3.其他意義：對青少年而言輕小說能提升青少年參與閱讀及討論之意願。 

（二）輕小說自我認同主題對青少年自我認同之影響： 

1.提供青少年彌補經驗和視野上的參考，協助他們提出對自我的期許和方向。

2.輕小說中的角色與情節會讓青少年變得熱血，有勇往直前的勇氣。 

3.其他影響：使青少年願意針對輕小說中令其感興趣的內容主動閱讀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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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拓展相關興趣或做出不同的嘗試。（李巧敏，葉一蕾，2017） 

第四章、輕小說的未知性 

不是不能閱讀輕小說 但不能「只讀」輕小說中國時報開卷版主編周月英建議網

路時代，年輕學子接收閱讀各式資訊的管道非常多元，根本無從防堵，大人與

其禁止，不如對輕小說有更多的了解。況且，輕小說類型多樣，並非盡皆糟粕，

學校或家長可幫忙挑選好的輕小說作品。也有資深出版業者認為，「好的輕小說

作品大部份都來自日本，國內輕小說不但故事幼稚，甚至連錯字都很多，青少

年心智低齡化與愈來愈差的文字程度令人憂心。」國家圖書館 事業發展組高鵬

主任以過來人經驗表示，他自己的女兒就是輕小說的重度愛好者。然而，他女

兒學測的作文分數卻非常高，看來並無不益。他建議，「輕小說不是不能讀，重

點在於不要偏食。」就攝取食物一樣，各種除了讀輕小說以外，還要鼓勵孩子

同時也能欣賞其他類型的作品，看見閱讀更豐富的樣貌。 

 

參、 研究過程和方法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為國中一二年級生，由研究者委請該校導師協助施測，在

完成正式的問卷後，運用兩個禮拜的時間發放並收回，用一週的時間將受測

者們的問卷依其答案填入自製的電腦表單，最後用其顯示的圖表進行統計分

析，並進一步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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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2 文獻探討 

7 資料分析處理 

5 問卷變相探討 

4 問卷設計及預試 

3 研究流程 

6 正式問卷發放 

8 結論與建議 

確定本問卷的設計方向、統計方法、建議構寫、詮

釋方法...等等的區塊。 

本研究針對輕小說對青少年之影響做文獻蒐集，使

用符合度較高的文章為主題，和專業人士(老師，

家長)討論作為輔佐。 

本表即為此研究之研究流程，為此研究之順序。 

設計為達成本研究目的之問卷並由指導老師等相

關領域人士試寫，並改進其瑕疵，藉此增加準確性。 

本研究設計屬於是問卷調查法收集研究資料，為避

免本問卷有失原本目的之價值並增加準確度而進

行之探討，並改進問卷瑕疵。 

由期末發放問卷，運用約一、二個禮拜的時間發放

並收回。 

將收回的問卷依受測者的答案填入自製電腦表單

中，最後依電腦表單顯示的圖表加以分析及討論。 

將最後的結果以圖表呈現出來並給受試者與往後研

究者建議，讓他們可以更容易了解輕小說到底造成

什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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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輕小說的閱讀動機和行為，並分析了青少年輕小說的閱

讀動機和行為在性別，年齡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這三個背景變量之間的差異。

為了達到目的，採用問卷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在分層抽樣和整群抽樣下，

通過問卷調查從學習當中的部分學生發出 280 份，回收 275 份，回收率約為 95

％。275 份問卷當中剃除無效問卷(問卷為亂填或空白即是無效問卷)17 份總計

258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實質率約 92％。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收集研究資料，並運用相關統計方法處理且分析資

料，將最後的結果以圖表及文字的方式來表達，我們運用研究架構與流程、研

究對象與研究工具，將內容更清楚的呈現。 

 問卷變項探究 

  
 
 
 
 

 

 

 

 

 

依變項 

1. 學業成就，思想價值觀 

2. 取得來源，消費習慣 

3. 閱讀能力 

調節變項 

1. 家庭經濟、教育方式，師長對於輕小說之看法 

2. 身邊認識的人有無閱讀習慣及其看法 

3. 個人輕小說之想法和喜好 

自變項 

1. 閱讀時間 

2. 主動或被動閱讀 

3. 輕小說相關訊息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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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變項 

1. 閱讀時間：係指研究對象在一周平均閱讀輕小說之時間利用，本研究於此變

項分為「從不閱讀」、「1～3 小時」、「3～6 小時」、「6～10 小時」、「10～15

小時」、「15 小時以上」以周為單位計算。 

2. 主動或被動閱讀：係指研究對象在閱讀輕小說時是基於主動或是被動閱讀，

本研究於此變項分為「主動（因為興趣而主動閱讀）」、「被動（取代不能使

用手機或是其他原因而閱讀輕小說，亦可稱為替代）」。 

3. 輕小說相關訊息來源：係指研究對象在最初透過特定途徑而認識（並閱讀）

輕小說，本研究於此變項分為「網路媒體」、「同儕話題」、「圖書館、書店…

中發現」、「其他」。 

二、依變項 

1. 學業成就、思想價值觀：係指研究對象在閱讀輕小說後，就學業成就、思想

價值觀二種變項，依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依序為「非常認同」、「認同」、「無

意見」、「不認同」、「非常不認同」。 

2. 取得來源、消費習慣：係指研究對象在取得輕小說之管道、消費習慣兩種變

項，並就兩種變項提出相關問題。在取得來源方面，本研究於此變項分為「零

用錢購買」、「書卷購買」、「家長購買」、「向同學／出租店／圖書館借閱」、「其

他」。在消費習慣方面，本研究將此變項分為「從不消費」、「0～100 元」、「100

～500 元」、「500～1000 元」、「>1000 元」的月消費(新台幣)。 

3. 閱讀能力：係指研究對象閱讀之能力，變項分類與學業成就、思想價值觀相

同 

三、調節變項 

    研究者以為自變項的差異，確實有可能影響受試學生更動或維持志願。然

而研究者於問卷發展過程中，發現除了自變項外，亦有其他可能造成影響。研

究者將這些因素設計為調節變項，於本研究中並不探討變項之間關聯，但探討

調節變項上的表現。本研究中的調節變項有： 

（一）家庭經濟、教育方法，家長對於輕小說之看法 

（二）身邊的人以及自己有無接觸，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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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結果圖表分析 

問卷統計發現青少年閱讀小說的閱讀動機，以“放鬆和享受”作為主要動

機，“消磨時間”作為次要動機。紙質書籍仍然是青少年閱讀輕小說的主要

媒介，僅有少數以電子書取代紙本書。以下為分項探討分析 

第一部分、性別及年齡與輕小說閱讀習慣探討。 

  A. 性別和閱讀時間之關係(單位:小時/週平均) 

 

 

依上面圖表所示，男生有 66%有閱讀輕小說習慣，女生有 86%有閱讀輕小說習慣，

雖男性閱讀比例雖然比女生小，但男性閱讀超過 3 小時的比例相較女性多，較

有成癮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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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歲數和閱讀時間之關係(單位:小時/週平均) 

 

12-13 歲閱讀輕小說之時間  (單位:小時) 

 

14-15 歲閱讀輕小說之時間  (單位:小時) 

依上圖所示，12 到 13 歲對於閱讀輕小說的時間於一到三小時的比例相較 14 到

15 歲少，從不閱讀的比例卻比較多，但 12 到 13 歲的和 14 到 15 歲的，都是過

半數的比例只閱讀 1 到 3 小時，表示出雖然很多國中生會閱讀輕小說，但多數

不會花費太多的時間。且國二閱讀輕小說的比例較國一學生高，因是受同儕影

響而造成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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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同性別喜好閱讀的種類統計 

 

女 男     性別 

種類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百分 

比例 

總計 

戀愛 85 26.2% 35 12.6% 120 

奇幻 41 12.6% 60 21.6% 101 

科幻 31 9.5% 60 21.6% 91 

推理 48 14.8% 37 13.3% 85 

歷史 7 2.2% 19 6.8% 26 

恐怖 26 8.0% 31 11.2% 57 

網遊 14 4.3% 22 7.9% 36 

校園 65 20.0% 3 1.1% 6 

其他 8 2.5% 11 4.0% 19 

總計 325 100.0% 278 100.0% 541 

備註:總計處的男女數非實際男女人數因為此題為可複選所以呈現為選擇數 

輕小說的種類可分為很多種，扣除從未閱讀輕小說的人，在 12-15 歲的青少年

中， 閱讀種類喜好順序分別為: 

女性: 戀愛>校園>推理>奇幻>科幻>恐怖>網遊>其他>歷史 

男性: 奇幻＝科幻>推理>戀愛>恐怖>網遊>歷史>其他>校園 

由上述可推測，性別會影響閱讀種類，女性偏向故事和戀愛，男性偏向科幻種

類，而只有推理是男女都可接受且較受喜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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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家庭背景與輕小說消費及閱讀習慣探討 

      A.家庭管教方式+使用閱讀時間(單位:小時/週平均) 

      

 

備註:以上圖表空格空白之選項為無資料代表無作答者填寫。 

我們發現最多的家庭管教方式為民主式，而且不管是周花費 1 到 3 小時、3 到 6

小時…等等項目，甚至包含從不閱讀在各管教方式中的排行人數中皆是第一，

共有 188 位，在這些人中有 51 位為從不閱讀者，其餘 137 位為有閱讀者中有過

半的 92 位同學一周花費 1 到 3 小時。在依心情而定、權威式和放任式的管教方

式結果顯示，多數的人每周閱讀時間為一到三小時，有此推測家庭的管教方式

並不會明顯影響閱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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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家庭經濟+花費金錢(單位:新台幣/月平均) 

 

小康 尚可 貧窮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百分 

比例 

總計 

(人) 

100-500 48 50.0% 51 47.7% 2 66.7% 101 

500-1000 13 13.5% 12 11.2% 0 0.0% 25 

大於 1000 3 3.1% 3 2.8% 0 0.0% 6 

從不消費 32 33.3% 41 38.3% 1 33.3% 74 

總計 96 100.0% 107 100.0% 3 100.0% 206 

備註:由於月消費的選項中的從不消費有些人可能帶有疑慮認為閱讀輕小說是

需要花費金錢的這點需要澄清一下，由於現代網路媒體發達有許多網路提供免

費的線上閱讀再加上輕小說的取得途徑有些是屬於租借的方式取得，例如:輕小

說文庫，黑貓…等等的網路程式、網頁、圖書館或租說店等等 

由上圖可知，由上圖可知，大部分作答者的家庭經濟狀況都是屬於小康和尚可，

而尚可較為多數，而尚可中多數是月花費的金錢大多是介於 100 到 500 元之間

在尚可中佔比 47.7%而次為則是從不消費在尚可中佔比 38.8%，那在月消費最多

的則是月消費 101 位作答者佔全部 46.0%接近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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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閱讀輕小說對個人興趣探索及語言、邏輯能力、學業之影響 

    A. 學業成就與輕小說閱讀時間相關探討(單位:小時/週平均) 

     

由受測者的回應可知，在學業成就的優秀、中上、中、中下、低，五階層當中，

學業較普通的人有一周一到三小時的閱讀習慣，其次是從不閱讀，花費的時間

三到六小時為居第三，十到十五小時和以上的人只有極少數，但中上的階層中

三到六和從不閱讀是並列第二的，而學業成就優秀階層分兩極端不是有適量的

閱讀習慣就是從不閱讀，學業成就較低的大多數則從不閱讀。 

B.自我興趣+語文、閱讀、邏輯推理能力的認同程度 

非常認同 認同 無意見 不認同 
非常 

不認同 
總計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百分 

比例 
人數 

我認為閱讀輕小說 
有助於尋找自我興趣 60 29% 99 48% 40 19% 7 3% 0 0% 206 

我認為閱讀輕小說後， 
有助於提升語文能力 

51 25% 78 38% 68 33% 8 4% 1 0% 206 

我認為閱讀輕小說 
可以增加我的閱讀能力 

64 31% 101 49% 39 19% 2 1% 0 0% 206 

我認為閱讀輕小說 
可以增加邏輯推理能力 

61 30% 92 45% 49 24% 4 2% 0 0%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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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無意見以外，大多數人認為閱讀輕小說有助於尋找自我興趣占 77%，其中非

常認同占 29%，不認同占少數 3%。在閱讀是否提升語文能力的回應中，認同占

63%，大多數人只有些微認同 38%，不認同占 4%。認為閱讀輕小說可以增加閱讀

能力超過半數達 80%，但無非常認同占 49%，只有 1%不認同。74%的人贊同閱讀

輕小說有助於增加邏輯推理，其中 45%沒到非常認同，少數 2%不認同。 

結論:大多數人認為閱讀輕小說有助於尋找自我興趣外，也助於提升語文能力、

閱讀及邏輯推理方面，因此學生們自我認為閱讀輕小說是有益處的。 

 

C.輕小說對學業的正負面影響的認同程度 

  

 

 如上圖所示，無意見的人數不管是在正面影響或負面影響都是占多數的，但除

此之外正面影響中的認同以及負面影響中的不認同是較多的，表示出大多數人

還是認為閱讀輕小說會對課業有著正面的影響，並不會因為閱讀輕小說而放棄

學業。 

非常 24 人 

認同 
普通 54 人 

78 人 

非常 2 人 

不認同 
普通 14 人 

16 人 

無意見 114 人 114 人 

非常 2 人 

認同 
普通 19 人 

21 人 

非常 32 人 
不認同 

普通 75 人 
107 人 

無意見 80 人 80 人 



 

16  

第四部分、閱讀者的價值觀(社會風氣及其影響、作答者價值觀改變、同儕) 

A.自己認為自己價值觀影響+認同程度 

     

依據上圖所示，208 位受測者中大部分覺得閱讀輕小說對自己的價值觀有影響，

除了 81 位無意見的受測者以外，表示贊成的人有 99 位但多數無非常認同，因

此有提供意見的受測者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有所影響。 

 

B.作答者認為輕小說對社會風

氣造成影響+認同程度 

  

 

 

 

 

 

非常 4 人 

不認同 
普通 24 人 

28 人 

13% 

非常 41 人 

認同 
普通 58 人 

99 人 

48% 

無意見 81 人 39% 

總計 208 人 100% 

非常 40 人 
不認同 

普通 36 人 

76 人 

37% 

非常 8 人 
認同 

普通 31 人 

39 人 

19% 

無意見 92 人 44% 

總計 2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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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所示，207 位受測者中大多數的人並沒有表達明確的意見，但除了無意見

的人之外，表示不認同意見的人占多數，而整體來說輕小說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並不至於嚴重。 

C.作答者認為輕小說對社會產生影響+正負面影響程度 

  

 

 

 
 

 

 

備註:左圖為百分比右圖為實質人數 

如上圖所示，有 26 位的受測者是無意見，有提供意見的人以無影響和無意見的

人數居多，為 31%和 29%，其餘的大部分人認為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但多數作

答者覺得閱讀輕小說對社會無太大的影響。 

 

第五部分、家長及校方對於青少年閱讀青小說之看法 

   A.家長支持孩子閱讀輕小說(第一、二、三重要原因排序) 

正面居多 25 人 

負面居多 11 人 

無意見 26 人 

無影響 28 人 

總計 9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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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以上研究統計發現多數作答者覺得父母支持自己閱讀輕小說的原因最重

要的排行為【看書總比完手機好】>【尊重孩子休閒時間的選擇】>【適當的休

閒活動】而重要性第二的排行為【適當的休閒活動】>【尊重孩子休閒時間的選

擇】>【看書總比完手機好】而重要性最低但也很重要的排行【尊重孩子休閒時

間的選擇】>【看書總比完手機好】>【適當的休閒活動】將以上總和得到的解

答為【看書總比完手機好】>【適當的休閒活動】>【尊重孩子休閒時間的選擇】

也就是說多數作答者覺得自己的父母覺得看說總比看小說好而支持他們閱讀輕

小說。 

 

B.家長不支持的第一、二、三重要原因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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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由於第二重要選項其他的人數為 0 人因此未納入這個選項、第二重要的第

一多有兩個重疊於是齊名第二名而前三項重要程度排行便無第三多的選項。 

總結:從以上的研究第一、第二、第三重要的排行總和發現多數作答者覺得的前

三項重要程度排行: 

學業成績會退步>會影響生活作息＝會沉迷導致學習意願降低。 

 

學校不支持學生閱讀之原因 該選項人數 百分比 

學校立場 33 人 20% 

已(可能)對學業造成影響 71 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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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校不支持+因素排序 

 

 

 

 

 

 

 

 

 

學校不支持學生閱讀之原因排序為: 

對學業造成影響>占用過多時間>學校立場>在課堂時間閱讀> 

其他>應多閱讀傳統文化少接觸次文化 

上表格顯示，受測者認為學校不支持學生閱讀輕小說的原因是以對學業造成影

響，但整體來看，原因除了是學校立場以外，大多是學生們在閱讀輕小說時無

法妥善運用時間，產生負面影響而被反對的。 

第六部分、未閱讀者之相關看法 

A. 身邊是否有人在閱讀輕小說 

占用過多時間 38 人 23% 

可能在課堂時間閱讀 19 人 11% 

應多閱讀傳統文化 

少接觸次文化 
1 人 1% 

其他 4 人 2% 

總計 166 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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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圖 從不閱讀 24.4%中，收到 42 則回應，從未閱讀輕小說的受測者認

為身邊有閱讀和完全沒有閱讀輕小說的比例差距非常大，完全沒有閱讀僅占全

部的 2.4%，受測者覺得有，但少部分的人有在閱讀的比例較大占 57.1%其餘是

大部分的人有閱讀占 40.5%。此圖顯示，現在社會中大部分的人都有閱讀過輕小

說，沒閱讀過的可說是少之又少。 

 

B. 本身對於閱讀輕小說是否有興趣 

 

在 36 則回應中，，從中受測者們認為沒有興趣，但有可能會閱讀輕小說的人數

最多，佔 63.9%，其次是有機會願意嘗試閱讀輕小說，佔 22.2%，最少的是沒興

趣且完全不想閱讀，由上圖可以推測大多數的人雖然對閱讀沒有興趣，但在生

活中多少會因為他人推薦、學校指定閱讀，或透過閱讀了解資訊等種種因素去

閱讀小說。 

C. 為什麼從未閱讀過輕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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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則有效問卷中回應中受測者從不閱讀輕小說大部分的原因是已有

其他興趣 

 

D. 認為輕小說對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由此圖可知，在從未閱讀過輕小說的 62 則有效問卷中有 69.4%的受測者認為興

趣影響程度比起其他項目而言，對他們的影響最大，同儕交流方面是其次佔

37.1，少數人覺得如閱讀輕小說後經濟，流行話題會造成影響，家庭關係影響

佔 3.2%，跟興趣方面比例相差甚遠。 

肆、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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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結果 

問卷統計發現青少年閱讀小說的閱讀動機，以“放鬆和享受”作為主要動機，

“消磨時間”作為次要動機。紙質書籍仍然是青少年閱讀輕小說的主要媒介，

僅有少數以電子書取代紙本書。以下為分項深入探討結果 

 

1.第一部分:女性有閱讀比例雖較男性多但相比之下男性的成癮疑慮卻是 

  高於女性，且閱讀輕小說對於年齡層的增加中是有增無減的趨勢不管試  

  人數或花費時數，而閱讀類型中男性因閱讀多為奇幻或科幻所以應注意 

  閱讀後想法別太天馬行空女性則多喜愛戀愛類所以應注意閱讀後對愛情 

  別過多幻象，主動和被動中主動由於閱讀時數較被動高應注意閱讀時間 

2.第二部分:家庭管教方式中發現，家庭的管教方式對作答者閱讀輕小都 

 不計有太大的影響力，甚至在家庭經濟中，也發現家庭經濟狀況對閱讀輕 

 小說也不具太大影響力。 

   3.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此部分發現，閱讀輕小說者大多數在學業成就  

 中間值上、下其與極端部分較少，而多數作答者認為學業對成績影響較多 

 屬於無意見但正面影響相較反面影響多數。而多數作答者覺得家長和學校 

 不支持原因是因為對學業造成影響但家長及校方則是認為是學生自我約束 

 力不良才會反對，家長支持原因是因為輕小說相較手機負面影響較少其次 

 為尊重孩子休閒興趣。 

4.第五部分:受訪者多數覺得閱讀輕小說後對個人價值觀有影響但對社會風 

  氣無較大影響，而多數人覺得影響屬於正面居多 

5.第六部分:多數未閱讀者身邊都有閱讀者但較少部分，但較多人並沒受  

  到周遭閱讀者較大影響而有興趣但有可能會閱讀，且多數未閱讀者是因   

  為以有其他興趣也就是說閱讀輕小說對多數未閱讀者屬於替代其他興趣 

  的興趣且多數覺得對興趣有影響但並不大，而未閱讀輕小說的周圍好友 

      多半也未閱讀並不會因同儕壓力而需要改變興趣。 

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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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建議:對於新世代的流行文化應了解與多包容 

對於新的事物，任何人都要以不帶成見的角度看待他在並包容其特色，應等證

實其對閱讀者有不良影響在排斥，而不是一開始就將其否定或排斥，如有優良

影響視情況判斷是否值得鼓勵推廣。 

 

非接觸者:建議以休閒娛樂視角看待青少年閱讀「輕小說」 

長久以來，大部分人士強調「閱讀」為「增長知識」重要途徑影響了許多人，

但還是有部分人士亦以「品格培養」的角度出發，兩部分皆是希望輕小說能帶

來「學習」到豐富的學識及正向之價值觀。而無論是過去之相關研究文獻、近

期之閱讀調查報告，以及本研究結果，皆一再顯示從事其閱讀主要動機為「休

閒享受」，並將其視為紓解生活壓力的休閒活動之一，而「輕小說」在生活中

除了休閒功能外，對其友誼及同儕團體層面亦具有社交意義，藉由閱讀輕小說

可建立共同話題，讓接觸者間互動更加熱絡。此外，依據本研究結果，雖然有

六成以上青少年具有輕小說閱讀經驗，但以輕量閱讀者居多，因此，建議大眾

應以開放寬鬆態度面對青少年之輕小說熱潮，僅需在青少年不小心接觸到過於

暴力色情等品質不佳內容時，做好監督與提醒的工作。 

 

接觸者:在閱讀時應保持輕小說內容為虛構情節勿投影於現實也不需過度沉迷 

輕小說的普及，使在取得輕小說上相當方便。然而，輕小說的流行也讓腥羶色

類型的小說在過去更容易被閱讀。在本研究中，學生以「戀愛」、「推理」、

「奇幻」為前三大的主要類型，在這些類型的輕小說常出現不合適的內容引接

觸者吸收錯誤觀念，因此在挑選輕小說時，應注意其內容是否適合自己。且必

須注意閱讀時間避免過度沉迷影響正業。 

 

創造者、傳播者:建議以嚴謹的態度看待青少年閱讀的「輕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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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小說的創造者可說是創造輕小說生命以及內涵的要點，而傳播者則是傳播以

及宣傳包裝的包裝廠，如果輕小說創造者寫出的輕小說中帶有自己的主觀想法

或許可以帶出新穎的看法，但對大多數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閱讀來說，不能

保證接觸者不會有會錯意或產生錯誤觀念…等等情形，再經由傳播者行銷的包

裝手法以及大量的宣傳促使大量的接觸者產生錯誤觀念影響發展，此處建議作

者的創作不要觸及色情暴力和錯誤觀念，傳播者也應多多督促以及限制其出

版，接觸者應視其情況考慮閱讀。 

 

異議者:建議以友善、尊重、包容且耐心的態度看待接觸者以及周遭的人事物 

當非接觸者看到自己的兒女或周遭人事物有接觸有關輕小說時，請不要一開始

就將其否定或加以限制，建議從其接觸的輕小說開始接觸並由淺入深了解，且

如果輕小說不合胃口或討厭其內容，請先了解接觸者對此輕小說之看法在斷定

輕小說對其造成的影響在判定其是否適合其接觸者閱讀，如不適合閱讀請有耐

心且尊重、包容的態度溝通並達成共識。 

 

伍、結論 

根據圖表分析結果，發現現今國中生大多有閱讀輕小說的習慣，其中女性閱讀

比例雖高於男性，成癮方面卻低於男性，可得知男性一旦閱讀較女性容易成迷。

14-15歲閱讀比例高於12-13表示因為身邊有閱讀的人占多數，所以會想和同儕

擁有共同興趣。就學業方面，學生認為並不會有負面影響甚至有正面效果，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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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興趣、閱讀能力、邏輯等也有正面影響，但立場對立的部分家長和學校則因

學生自制力不足影響學業而反對。學業成就高者閱讀輕小說習慣為兩極，但低

學業成就者則不閱讀。學業成就中等者為閱讀的主要讀者，學生本身認為學業

成績起伏與輕小說無關，但家長認為關聯度極高。 

本研究從青少年的角度出發，著重於描述及解釋其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現況

及背景變項差異分析，並由於時間與人力限制採問卷調查法為主要資料蒐集方

式。建議未來相關研究方面，可以考慮加入深度訪談之質化研究方法，探求青

少年閱讀輕小說行為表象下之情緒感受及認知層次的變化(價值觀實際的影

響)，如此與本研究量化結果交互參照，應可提出更周延之研究成果，應對未來

輕小說帶來之影響。 

陸、參考文獻 

一、青少年輕小說閱讀動機與閱讀 行為之研究—以新北市為例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115597/1/attach238.pdf 

二、大人不懂的暢銷！青少年該讀輕小說嗎 

   https://www.gvm.com.tw/article/28178 

 

柒、附件 

 

 

輕小說對於青少年學業、價值觀調查分析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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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輕小說是一種誕生並盛行於日本的、其手法特色為「可輕鬆閱讀」、通常使用動

畫風格插畫，以特定故事描繪手法所包裝的一種娛樂性通俗青年文學小說作品，主要針對高

中生和中學生等年輕人。輕小說的平均字數約為 5 萬字。其顯著特點是，它們以動畫和漫畫

藝術的形式呈現（並經常被改編成這樣的媒體），其文體多使用讀者慣常口語書寫，較輕淺易

懂適合給少年少女閱讀，包含的題材也是包羅萬象，有如青春、校園、戀愛、奇幻、科幻、

神祕、恐怖、歷史、推理等，其中也有部分作品是自電玩、動畫、漫畫改編，「故事題材多樣，

無法以單一風格來涵蓋」。 

※備註說明:本問卷的輕小說定義為有圖片輔助的小說，以下問題皆適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一、 性別:□男□女 

二、 本人年齡:□12-13 歲 □14-15 歲 

三、 家中經濟狀況:□富有 □小康 □尚可 □貧窮 

四、 個人學業成就:□優秀 □中上 □中 □中下 □低 

五、 父母管教方式:□權威式 □民主式 □放任式 □依心情而定 

六、 父親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大學、專科 □高中職 □國中小 

七、 父親年齡: □30 幾歲 □40 幾歲 □50 幾歲 □60 幾歲 

八、 母親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大學、專科 □高中職 □國中小 

九、 母親年齡: □30 幾歲 □40 幾歲 □50 幾歲 □60 幾歲 

 

第二部分、個人對輕小說閱讀習慣以及影響 

親愛的同學們: 

休閒、放鬆可說是生活的一大樂趣像是手機、電腦遊戲、音樂運動以及輕小說都能有

效達到娛樂的作用。本研究將針對您對於輕小說的看法以及您對相關層面之想法，以問卷

方式進行調查想要了解輕小說對於青少年學業、價值觀…等影響。此問卷採用無記名方

式，無需擔心資料外洩等問題。抱歉占用您的時間，也感謝您願意配合及協助研究調查，

希望您能符實作答。                                      

                                                              敬祝，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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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一個星期大約花___小時閱讀輕小說。       

  □從不閱讀(請跳到第四部分) □1-3 □ 3-6 □ 6-10 □ 10-15 □ 15 以上 

2. 閱讀輕小說時是基於被動還是興趣因素(主動)? 

  □主動□被動 

3. 請問我平時閱讀的輕小說種類有哪些（可複選） 

  □戀愛 □奇幻 □科幻 □推理 □歷史 □恐怖 □網遊 □校園 □其它 

4. 請問我平時是如何取得輕小說？（可複選） 

  □零用錢購買 □獎學金購買 □家長購買 □向(同學/出租店/圖書館)借閱 □其它 

5. 請問我是因為那些途徑而認識輕小說？(可複選) 

  □ 網路媒體   □同儕話題等 □(圖書館/書店/其他)中發現  □其它 

6. 為什麼讓我想看輕小說？ 

□ 內容有趣、刺激 □標題吸引 □同儕推薦 □流行跟風  

□ 抒解壓力 □消磨時間 □其他 

7. 每個月平均通常購買輕小說及相關周邊產品消費多少台幣？ 

  □從不消費 □0-100 □100-500 □500-1000 □>1000 
 

問卷題目 
非常

認同 
認同 

無 

意見 

不 

認同 

非常不

認同 

7.我認為閱讀輕小說會對日常作息造成負面影響。      

8.我認為輕小說有助於尋找自我興趣。      

9.閱讀輕小說時與閱讀後能讓我感到身心放鬆。      

10.閱讀輕小說時，我不會因劇情而有心情上的起伏。      

11.我認為閱讀輕小說後，有助於提升語文能力主要為  

 （字詞辨識 / 閱讀理解 / 閱讀動力 / 其他 / 無）。 

     

12.我因為閱讀了輕小說，而有了與同儕討論的話題。      

13.我因為閱讀了輕小說，因而認識了新朋友。（可不論 

   認識的深度） 

     

14. 閱讀輕小說後我不會因喜歡該書籍而購買其相關周 

    邊產品。 

     

15. 我認為閱讀輕小說對學業不會造成影響。      

16.我認為閱讀輕小說對學業正面影響居多。      

17.我認為閱讀輕小說對學業反面影響居多。      

18.我認為閱讀輕小說可以增加我的閱讀能力      

19.我認為閱讀輕小說可以增加我的邏輯推理能力      

20. 閱讀輕小說後，我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有影響。      

21. 閱讀輕小說後，我會想模仿小說情節      

22. 閱讀輕小說後，我或同學會想模仿小說的用語      

23. 我認為青少年閱讀輕小說會對社會風氣造成影響。      

第三部分、家長、師長及朋友對青少年閱讀輕小說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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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家人是否支持閱讀輕小說。 

    □是 □否 □有條件的支持(如:成績不退步、要自己存錢購買才行…。) 

2. 你覺得家長不支持你閱讀輕小說最重要的原因為何?(依重要序填入 1.2.3 數字) 

    □學業成績會退步      □價值觀會偏差 

    □會增加零用錢開銷    □會影響生活作息 

    □應多閱讀傳統文學少接觸次文化  □學習意願低落   

    □人際關係變差  □與家人疏遠  □其他                  

       

3. 我所就讀的學校，師長是否支持我閱讀輕小說。 

    □是□否□有條件的支持(上課不能看但是下課可以看…) 

4. 呈上題，如果否，為什麼不支持？ 

□學校立場 □已(可能)對學業造成影響 □占用過多時間  

□可能在課堂時間閱讀 □其他 

  

5. 我的朋友是否支持我閱讀輕小說。 

□是 □否 □有條件的支持 

6. 支持原因為 

□有共同話題、興趣 □想要分享給我 □紓壓 □一起消費相關周邊 

□不會打擾她(他)的私人空間 □可以互相借閱 □其他 

7. 不支持原因為 

□感情疏遠□相處時間減少□不了解此相關方面、話題 

□無此興趣□沒時間閱讀□字數太多，不想閱讀□其他 

 

8. 您是否支持朋友閱讀輕小說    □是 □否  

9. 支持原因為  

□有共同話題、興趣 □想要分享給他(她)們 □紓壓 

□不會打擾我的私人空間 □一起消費相關周邊 □其他 

10. 不支持原因為 

□感情疏遠□相處時間減少□不了解此相關方面、話題 

□無此興趣□沒時間閱讀□字數太多，不想閱讀□其他 

 

第四部分、未閱讀輕小說者之看法 

1. 您身邊是否有人在閱讀輕小說嗎？ 

    □是，且有大部分 □有，但少部分 □完全沒有 

 

2. 您對於閱讀輕小說是否有興趣？ 

□是，如果有機會就會嘗試 □否，但有可能會閱讀 □否，且完全不想接觸 

 

3. 您為什麼從未閱讀過輕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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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上的限制 □經濟上的限制 □精神上的排斥 □家庭、學校不支持 

□我認為輕小說有害(學業) □同儕間無此流行與相關話題 

    □已有其他興趣(運動/音樂/其他)  

    □不曾了解此資訊 □字數太多不想閱讀 □ 

 

4. 您認為輕小說對您生活周遭有什麼影響? 

□經濟、流行話題 □同儕交流 □興趣 □時間分配 □家庭關係 

 

5. 您認為輕小說對社會產生影響? 

□正面居多 □負面居多 □無影響 □無意見 

 

6. 如果閱讀輕小說後，您是否會他人推薦、分享? 

□是 □否 

 

7. 如果閱讀輕小說，您最想閱讀哪些種類(可複選，最多 3 種) 

  □戀愛 □奇幻 □科幻 □推理 □歷史 □恐怖 □網遊 □校園 □其它 □無 

第五部分、自由回答 

8. 你印象最深刻的輕小說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影響你最深刻的輕小說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承上題，哪一方面的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你為什麼喜歡看這本輕小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你最喜歡的作者，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你最喜歡哪個文庫(出版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部分、關於本問卷 

1. 問卷有幫助您更加了解輕小說嗎? □有 □無 

2. 您認為設計得如何? □佳 □普通 □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