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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大學生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現況，並了解不同背

景大學生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的差異及相互預測力。本研究以分層隨機方

式選取 17 所大學 693 位學生填寫研究者自編「大學生閱讀動機量表」及

「大學生網路素養量表」。經由變異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發現：非

線上閱讀頻率高及閱讀時間較多的大學生在「閱讀動機」及「網路素養」

得分皆顯著高於非線上閱讀頻率較低及閱讀時間較少的大學生；大學生之

「好奇心」最能顯著預測學生的網路素養。因此，本研究建議大學在規劃

通識教育課程時應以大學生最為熟悉的生活議題為課程內容，藉此提升大

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好奇心，漸次提升其閱讀動機；另一方面讓大學生運用

線上媒體，透過討論、思辨以及論證等訓練，提升其網路素養。本研究最

後提出建議以作為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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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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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閱讀能力是現代公民的核心素養，因為閱讀能力有助於事業的

成功、職涯的發展，是邁向成功的基石 (Anderson, Hiebert, Scott, & 

Wilkinson, 1985; Kirsch & Guthrie, 1984)；閱讀能力亦是生活在現代社會

中，舉凡求學、求職、接受新知、專業精進，乃至參與企業或國家公眾事

務不可或缺的能力（林珊如，2010）。

    根據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2009) 對閱

讀能力的定義：閱讀應是超越文字解析和詞彙理解的層次，更涉及因各種

目的去理解、運用及省思語文訊息，讀者不是被動的資訊接受者，對所閱

讀的東西不加思索照單全收，而應該是積極主動省思和批判閱讀內容，並

與作者互動，探索作者心靈世界。可知，閱讀能力愈強的人愈有能力蒐

集、理解、判斷資訊、增進知識、開發潛能，並運用資訊，有效參與現代

社會的複雜運作，以達成個人目標（齊若蘭，2002 年 11 月 15 日）。 PISA 

進一步以七個閱讀素養等級 (levels of reading proficiency) 來表示學生的能

力指標，層級 6 是最高層級，達到該層級的學生代表其能夠進行精準的多

重推論與比較，展現對不同文本內容的全面了解與整合能力；而層級 1b 

是最低層級，代表學生僅能連接簡單的訊息。PISA 2015 結果發現，臺灣

學生在各層級的人數百分比分別為：「未達層級 1b」占 1.0%、「層級 

1b」占 4.4%、「層級 1a」占 11.8%、「層級 2」占 22.4%、「層級 3」占 

31.3%、「層級 4」占 22.1%、「層級 5」占 6.3%、「層級 6」占 0.6%。

有 17.2% 低於層級 2（佘曉清、林煥祥，2017），表示這些學生無法有效

且具生產性的參與生活，可能會影響其繼續升學或就業的機會 (OECD, 

2010)，而代表優良之層級 5 及層級 6 也僅有 6.9% 的學生達到（佘曉清、

林煥祥，2017），顯示我國學生閱讀能力表現仍有極大的改善空間。

    而大學階段正是檢視閱讀能力最關鍵的時機，因為大學課程與教學有

別於中小學階段的教學策略；多數大學老師會要求學生閱讀、搜尋與課程

內容相關文獻，且需要針對所蒐集來的文獻與資訊進行統整、分析、討論

並撰寫心得報告（陳茹玲，2009），由此可知，大學生不但要具備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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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還必須具有資訊檢索、批判思考、判斷、應用、分析、評鑑與

創造等高層次思考的認知能力，如此才能適應快速資訊成長與挑戰的新時

代。然而，極多數在大學開設閱讀課程的師資，還是習慣採用實施已久的

「歷史詮釋脈絡」進行經典教學，此種詮釋方式對於非專業學科背景之學

生來說，容易造成學習效果不佳（向鴻全，2016）。因為各大學的通識

教育規劃約 28∼30 學分給大學生選修，以期能提升大學生跨領域的軟實

力，所以大學課室中若開設閱讀教育課程時，不應該僅僅只在教學形式

上宣導要開放性或多元性，更應朝向提升大學生的閱讀素養導向能力為

要素。

    在這二十一世紀網路急速發達，資訊迅速流通的時代中，國人的紙本

閱讀行為已經大幅度改變，隨著網路資訊取得愈來愈容易，其方便性愈來

愈高，人們花費在紙本閱讀的時間相對減少。數位環境改變了人們的閱讀

行為，而成長在以網路為主導環境下的大學生，普遍廣泛的使用網路已是

常態 (Liu, 2005; Rowlands & Nicholas, 2008)。學者們對於大學生普遍使用

網路有下述兩極化的看法，有些學者認為在數位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一代已

經缺乏深度閱讀與對閱讀持續投入的習慣 (Birkerts, 1994)；而有些學者卻

認為，從紙本到電腦閱讀的轉變並不代表識讀的終結，更是提供了我們用

新的方式去寫作及閱讀，甚至認為網路世代比前一世代的人更快速處理資

訊，也具有一種愈來愈強的平行處理能力，可以同時處理許多訊息，這項

能力反而能培養更佳的專注力 (Gross & Latham, 2007)。然而由資訊行為

研究中發現，年輕人在電腦網路的使用上很輕鬆、很熟悉，但是他（她）

們在上網時多半是瀏覽資訊而非進行深度閱讀，且在取得資訊時也缺少批

判性與分析的技巧 (Rowlands et al., 2008)。而大學電腦課程教學仍主要

著重在電腦相關知識（認知層面）與電腦軟體／網路應用技能（技術層

面），鮮少關注學生如何成為一個具有網路素養的數位公民（周倩、吳歡

鵲、陳茵嵐、王美鴻，2009）。Liu (2006) 在一項對美國 136 位大學生的

研究中亦發現大學生傾向使用網路做為主要的資訊來源，但在使用的同時

卻很少會去質疑所得資訊的可信度。因此，生活在資訊科技愈趨複雜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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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國際社會中，網路素養有效提升更顯重要。 

    有鑑於大學生是今後數位時代的主要使用者，需適應日趨複雜且豐富

的網路資訊環境，培養尋找、組織、評估、利用和創造資訊的能力及態

度。因此，瞭解其閱讀能力與網路素養間的關係甚為重要。而審視過去相

關研究發現，學習者的閱讀動機與其閱讀行為及閱讀能力呈現顯著正相關

(Baker & Wigfield, 1999; Eccles, Wigfield, & Schiefele, 1998; Kush & Watkins, 

1996; Pintrich & Schunk, 1996)。因此，本研究聚焦探討大學生閱讀動機及

網路素養之相關，期望能以實徵研究來作進一步了解。研究目的旨在探討

臺灣大學生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現況並了解其差異性與預測力，並依研究

結果提出對通識教育課程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近三十年來國內外許多學者界定閱讀動機與影響（宋曜廷、劉佩雲、

簡馨瑩，2003；Baker & Wigfield, 1999; Bumman, 1990; Deci & Ryan, 1992; 

Eccles, Wigfield, & Schiefele, 1998; Förster & Souvignier, 2014; McGeown, 

Duncan, Griffiths, & Stothard, 2015; Neugebauer, 2013; Schunk & Zimmerman, 

1997; Stutz, Schaffner, & Schiefele, 2016; Wigfield, 1997; Wigfield, Gladstone, 

& Turci, 2016）及網路素養的涵義與應用（查天佑、謝寶煖，2009；Baker 

& Wigfield, 1999; Hong, Trimi, & Kim, 2016; Kim & Yang, 2016; Kush & 

Watkins, 1996; Len-Ríos, Hughes, McKee, & Young, 2016; Wegmann, Stodt, & 

Brand, 2015）都有極為重要發現，茲歸納如下：

一、閱讀動機理論相關研究發現

    宋曜廷、劉佩雲與簡馨瑩 (2003) 比較了傳統與近代有關閱讀動機研

究之特徵，指出傳統探討閱讀動機的研究可區分成三大面向：第一面向為

目的取向的閱讀動機，例如藉由資訊、尋求個人認同與社會互動或為休閒

娛樂而閱讀 (Bumman, 1990)；第二面向為探討閱讀態度與閱讀興趣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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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根據 Baker 與 Wigfield (1999) 研究發現愈具正向閱讀態度者其閱讀動

機愈強；第三面向則是延伸一般動機的定義套用在閱讀領域上（李素足，

1998）。而近三十年有關閱讀動機理論的研究則聚焦在探討信念 (belief)、

價值 (value) 與目標 (goal) (Deci & Ryan, 1992; Eccles, Wigfield, & Schiefele, 

1998; Schunk & Zimmerman, 1997; Wigfield, 1997)。此外，近年來國內外

探討閱讀動機相關因素之研究發現，閱讀動機與閱讀次數、頻率、數量、

廣度等閱讀行為及閱讀成就皆呈顯著正相關 (Baker & Wigfield, 1999; Kush 

& Watkins, 1996)，學習者的閱讀動機顯著影響其閱讀行為 (Eccles et al., 

1998; Pintrich & Schunk, 1996)。宋曜廷等人 (2003) 的研究亦指出，閱讀動

機會直接影響閱讀的頻率、次數與閱讀成就。Neugebauer (2013) 進一步指

出閱讀動機是一個複雜的內在心理歷程，若個體有較高度的閱讀動機，其

在閱讀時會更投入，且願意參與感興趣的閱讀活動，更重要的是，可以藉

由不同的閱讀經驗累積相關知識、精進讀寫的能力。此外，McGeown、

Duncan、Griffiths 與 Stothard (2015) 認為若學生有較正向的閱讀動機，會

不斷去追求自我成長，不僅能提升閱讀技能也能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綜

合以上，閱讀動機是引起學習者持續閱讀的原動力，除了個人的興趣、目

標、需求等因素外，也會受到外在社會因素影響，若能培養學生良好的閱

讀態度，重視閱讀的理由，會影響個體的閱讀動機、效能信念與成就感 

(Förster & Souvignier, 2014; Stutz, Schaffner, & Schiefele, 2016; Wigfield, 

Gladstone, & Turci, 2016)。

    除此之外，Wigfield 與 Guthrie (1997) 的實徵研究發現，閱讀動機的

構成應包括目標、價值與信念，且與閱讀主題、過程和閱讀結果相關，是

特定領域而多元的建構，Wigfield 與 Guthrie 並建構三類十一個因素的閱

讀動機量表 (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MRQ) 以及相關理論進

行閱讀動機的測量，將其閱讀動機分成「能力及效能信念」(competence 

and efficacy beliefs)、「成就價值及目標」(achievement values and goals) 與

「社會」(social aspects of reading) 因素等三類；而「能力及效能信念」因

素包含閱讀效能、閱讀的挑戰性、逃避閱讀三個層面；「成就價值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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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包含因好奇而閱讀、閱讀的投入、閱讀的重要性、閱讀的競爭、為認

可而閱讀、為成績而閱讀等六個層面，「社會」因素包含閱讀的社會行為

及順從性閱讀。歸納上述文獻可知，閱讀動機是多元面向而特定領域的，

與閱讀次數、頻率、數量和廣度及閱讀表現皆有影響力。

    本研究乃採用 Wigfield 與 Guthrie (1997) 的說法將「閱讀動機」包含

「能力及效能信念」、「成就價值」及「目標及社會」三個面向；而「能

力及效能信念」指的是瞭解自己能否成功閱讀的能力及信心，如閱讀自我

效能、接受挑戰；「成就價值」則是指閱讀人的個人目標，包括他人認可

、主動投入、好奇、重要性以及與他人競爭；而「目標及社會」因素則是

指在閱讀時與同儕、家人或朋友分享等行為，如社會互動。是以閱讀動機

高低對於網路素養的相關性是本研究探討的重心。

二、網路素養定義與相關研究發現

    網路素養 (internet literacy) 一詞最先是由美國學者 McClure (1994) 所

提出的，McClure 將「網路素養」定義為一種能夠從網路上辨識訊息、取

得，並且利用從網路上蒐集來的資訊之能力，McClure 認為如果個體要在

其個人與職場中具有生產力及效率的話，網路素養能力會是未來公民關鍵

的能力。Miles (2007) 則定義網路素養是一種在知識快速傳遞的網絡中進

行，並且具有深入了解的能力；Walker (2005) 則認為，網路素養代表的是

與他人在網路上的連結，能夠瞭解他人在網路上如何書寫、邀請別人進行

評論，它所代表的是一種社交、集體協作的寫作方式；Benson 與 Reyman 

(2009) 則認為「網路素養」是一項技能，是超越技術性技能與電腦素養

的，是一項瞭解人們如何在分散、協作的網路環境進行主動的閱讀、書寫

以及參與的能力。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資訊種類已不僅限於文字，舉凡電子資

訊、圖片、照片、影片、新聞、電視、網路等均屬資訊包含的範圍（林

菁，2004；Eisenberg, Lowe, & Spitzer, 2004; Farmer, 2007; Hong, Trimi, & 

Kim, 2016）。在現在科技發展與資訊快速流通的世代，資訊科技促使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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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生產與傳播以無可預期的速度遽增，要如何從龐雜的資訊中萃取所

需，轉化為解決問題或決策的知識，應是今日公民必備的能力（查天佑、

謝寶煖，2009；Kim & Yang, 2016）。

    縱然目前學者界定網路素養的定義還很分歧，但多數研究者認為網路

素養是一種個人融入國際社會需具備能力，著重在整個批判思考的過程，

即是尋找、組織、評估、利用到創造資訊的能力和態度。是以網路素養之

範圍與內容將是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最重要的關鍵能力，值得做進一步

探討。

三、提升網路素養能力相關研究

    網路資訊的快速流通與便利取得的確已經對閱讀的習慣產生影響，閱

讀的場域漸漸由紙張走向數位化，傳統的紙本書籍（即：非線上閱讀）通

常是以逐頁閱讀或瀏覽的方式閱讀，隨著閱讀時的思維，可隨時停駐在關

鍵的內容；然而在網路閱讀的世界就更有變化了。林珊如 (2010) 主張紙

本與網路的閱讀在時間的流動感與閱讀經驗的期待是不同的；閱讀書本

時，讀者期待放鬆、安靜地閱讀，經驗上時間流動是緩慢的；然而網路閱

讀則可能是分秒必爭，使用者在互動中期待快速獲得回應，手指則忙於操

作，時間的流動感是快速的。除了在不同資訊載體上的閱讀態度有所轉變

外，數位媒體的出現也使得閱讀行為產生改變。

    Liu (2005) 一項瞭解閱讀行為在數位環境改變的研究中，調查了 119

位成年人發現，使用電腦螢幕進行閱讀的數量有所成長，這些閱讀行為包

含了瀏覽網頁、打字、一次性與非線性的閱讀，在閱讀上更有選擇性；同

時發現在較深度、需要專心的閱讀時間上則有所減少。研究中還發現，對

閱讀注意力的持續時間也有降低的趨勢，且在進行電子閱讀時，傳統閱讀

會做的註解及規劃重點行為也尚未移植到數位環境的閱讀中，這樣的現象

又以目前的大學生為多數。Rowlands 等人 (2008) 甚至提出 Google 世代

(Google generation) 一詞來指稱現在的大學生。Google 世代指的是出生於

1993 年後，成長在以網路為主導的年輕人，他們的成長世界充斥著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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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無所不能的網路搜尋功能、豐富的多媒體以及多到無法勝數的資

訊、溝通及娛樂媒體。Rowlands 等人認為，網路世代的年輕人擁有不同

的習性、態度甚至不同的溝通及資訊素養能力。 

    Mokhtari、Reichard 與 Gardner (2009) 在一項對 539 位大學生進行的

研究中顯示，比起休閒性的閱讀、課業性的閱讀與看電視，學生更享受在

網路的使用，只有 16% 的學生享受課業的閱讀，相對的有高達 84% 喜歡

使用網路。雖然網路帶給學生相當大的便利，但相對地也有所危機，例

如：Williams 與 Rowlands (2007) 對於資訊行為研究發現年輕人在網路上

進行搜尋時，只花很少的時間在對資訊進行評估，且不夠瞭解自己的資

訊需求，因此難以發展出有效率的搜尋策略；另外，Liu (2006) 在一項

對美國 136 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大學生傾向使用網路做為主要的資訊來

源，但在使用的同時卻很少會去質疑所得資訊的可信度，這是相當危險的

現象。 

    與上述研究相反，亦有研究對網路行為持正向的觀點，例如：

Wegmann、Stodt 與 Brand (2015) 指出適當的使用社會網絡人際互動模

式，不僅能幫助個人提升網路素養，增加人際溝通，也能有效降低社會焦

慮症狀。Len-Ríos、Hughes、McKee 與 Young (2016) 針對青少年網路的使

用進行探討，也指出網路資訊的搜尋以及媒體的溝通應用，除了能強化學

生的網路素養，也能提升其閱讀能力。

    統整上述的文獻可知隨著資訊科技的普遍發展，在這個資訊愈趨複雜

且多元的社會中，人們的閱讀動機及網路素養的培養更形重要，因為隨著

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資訊種類已經愈來愈多元，愈具有網路素養者，其

蒐集、理解、判斷資訊的能力也愈強，也更能在網路世界中評判資訊，進

行學習。因此閱讀動機越高、網路素養愈強的人，即是這二十一世紀大學

生的必備核心能力與特質，因此閱讀動機和網路素養的相互關係有待進一

步釐清。是以，本研究擬訂二個研究問題如下：

（一）不同非線上閱讀頻率、非線上閱讀時間、上網時間的大學生其閱讀

      動機、網路素養有何差異？



45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7(2)，37-86

      假設 1-1：不同非線上閱讀頻率大學生其閱讀動機、網路素養有顯 

      著差異。 

      假設 1-2：不同非線上閱讀時間大學生其閱讀動機、網路素養有顯

      著差異。 

      假設 1-3：不同上網時間大學生其閱讀動機、網路素養有顯著

      差異。

（二）大學生的閱讀動機對於其網路素養預測力如何？

      假設 2-1：大學生的閱讀動機能顯著預測網路素養。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實施流程

    本研究分為預試問卷取樣以及正式問卷研究，在預試上，本研究選取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於臺灣某公立大學修習通識課程的學生為預試對象，

共發出 109 份問卷，回收 102 份，在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共 100 份。

    在正式研究上，本研究係以臺灣公私立大專院校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

在學的大學生為受試對象。並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於臺灣本島北、中、

南、東四區的公私立綜合大學、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依學校類型比例（如

表 1 所示）抽取北部 6 所 300 位學生、中部 4 所 230 位學生、南部 5 所 

310 位學生、東部 2 所 110 位，總共選取 17 所大專院校 950 位大學生

參加本研究。950 份問卷以限時郵件寄至 17 所同意參與大學的通識教育

中心，由事先聯絡負責的師長到課室發放和回收問卷，一份「研究目的說

明書」及「參與研究同意書」先行發放給學生閱讀和填寫。學生填答問卷

時間大約為 15∼20 分鐘。共計回收 770 份，回收率達 81%，剔除 77 份

作答不完整與具明顯反應心向之樣本，例如整份量表皆勾選同一選項，

對測驗試題作一致性傾向的反應行為（余民寧，1997），合計有效問卷 

693 份。有效樣本平均年齡為 19.6 歲；男性 317 位 (45.7%)，女性 376 位 

(54.3%)；就讀社會科學、商業及法律領域 196 人 (28.3%)，人文及藝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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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抽樣學校之地區分布、類型數量

二、研究工具的發展與效化

    本研究共發展二項研究工具，分別說明如下： 

（一）大學生閱讀動機量表

    大學生閱讀動機量表係參考 Wigfield 與 Guthrie (1997) 發展 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MRQ)，雖然此量表原先為評量小學生之閱讀動

機，但研究者與其他兩位測驗評量專家討論，發現本量表整體架構完整，

可以修改成評量較大年齡層學生的閱讀動機，因此研究團隊先修改部分題

目敘述與內容，再以便利取樣選取 100 位大學生作為預測對象，以檢驗 

MRQ（修訂版）之信效度而形成目前的正式量表。本研究工具發展與效

化過程如下述：

    本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表填答方式。預試後經項目分析，以六項刪題

標準（吳明隆，2009）：極端組比較之決斷值（≧3.00）、原題項與總分

之相關（≧.400）、修正後題項與總分之相關（≧.400）、同質性檢定之

刪除後 α 值（≦.936）、共同性（≧.200）以及同質性檢定之因素負荷量

（≧.450）來進行刪題。接著以主成份分析法 ( Principal Component) 進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將因素負荷量以及整體解釋力不佳的題目刪除後，共萃

取出七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66.58%。之後研究者採用 Cronbach’s α

域 181 人 (26.1%)，工程、製作、營造領域 92 人 (13.3%)，教育領域有 76 

人 (11%)，農學領域 76 人 (11%)，科學領域 72人 (10.4%)。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7(2)，37-86

係數考驗本預試量表的信度，整體量表的 α 值為 .937。經由上述項目分析

以及因素分析的刪題之後，保留 32 題作為正式問卷內容。詳細之因素分

析結果如表 2 所示。本量表分成七個向度：「向度一」「自我效能」（例

題：我喜歡較艱深、有挑戰性的書籍）、「向度二」「他人認可」（例

題：我喜歡別人稱讚我讀很多書）、「向度三」「主動投入」（例題：在

閱讀時，我會覺得自己進入了書的世界）、「向度四」「好奇」（例題：

只要書名吸引我，我就會很想翻翻那本書）、「向度五」「社會互動」

（例題：我常與朋友談論我讀的書）、「向度六」「接受挑戰」（例題：

如果研究計畫很有趣，我會閱讀更有難度的知識內容）、「向度七」「重

要性」（例題：一旦讀到有趣主題的書，我常會廢寢忘食）等，每個向度

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34.62%、8.83%、5.73%、4.87%、4.67%、4.26%、

3.59%，共計解釋變異量達 66.58%；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分別為 .88、

.87、.86、.83、.81、.69、.73，整體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94。接著

依據正式施測所得 693 份有效問卷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結果顯示「

自我效能」、「他人認可」、「主動投入」、「好奇」、「社會互動」、

「接受挑戰」以及「重要性」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90、

.88、.85、.85、.83、.79、.70，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95。在建構效

度方面，考驗各量表間的相關程度，分量表之間的相關介於 .24 至 .74 且

皆達到顯著水準（p < .01），各分量表間具有一致性。顯示各分量表與總

量表信度及建構效度之標準為可接受至極優良 (Cohen, 1988)。 

表 2：大學生閱讀動機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47



余典錡、魯盈讌、王薪惠    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調查對大學通識課程之啟示48



49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7(2)，37-86



余典錡、魯盈讌、王薪惠    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調查對大學通識課程之啟示50

(二) 大學生網路素養量表

    大學生網路素養量表係參考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ETS) 針對資訊與通訊科技素養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literacy) 所提出的理論為架構自行編製。ETS 定義資訊與

通訊科技素養為在認知愈趨複雜的環境下所應擁有的知識以及技能，分別

為取得資訊 (access)、管理資訊 (manage)、整合資訊 (integrate)、評價資訊

(evaluate) 及創造資訊 (create) 等五項要素。

    預試所收集的資料經由項目分析，以六項刪題標準（吳明隆，

2 0 0 9）：極端組比較之決斷值（≧3 . 0 0）、原題項與總分之相關

（≧.400）、修正後題項與總分之相關（≧.400）、同質性檢定之刪除

後α值（≦.831）、共同性（≧.200）以及同質性檢定之因素負荷量

（≧.450）來進行刪題，接著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將因素負荷量以及

整體解釋力不佳的題目刪除後，共萃取出六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60.72%。之後研究者進一步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考驗本預試量表的信

度，整體量表的 α 值為 .892。經由上述項目分析以及因素分析的刪題之

後，保留 25 題作為正式問卷內容。表 3 為大學生網路素養量表項目分析

摘要表。本量表分成六個向度，共萃取出「取得資訊」（例題：在找資料

時，我能在搜尋引擎鍵入適當的關鍵字）、「評價資訊」（例題：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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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我會不斷地判斷哪些資訊是我所需要的）、「整合資訊」（例

題：透過網路，我覺得能夠讓許多事情變得更有效率）、「管理資訊」（

例題：我會使用瀏覽器中我的最愛或書籤功能來管理網頁）、「創造資

訊」（例題：我會使用 Google 文件或 Google 協作平台與人一同編寫文

件）及「分享資訊」（例題：我會透過部落格或社交網站發表我的意見或

想法）等 6 個向度，每個向度的解釋變異量分別為17.24%、11.48%、

8.89%、8.32%、7.70%、7.09 %，共計解釋變異量達 60.72%；各分量

表之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88、.78、.68、.57、.64、.60，整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89。接著依據正式施測所收集 693 份有效問卷再進

行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結果顯示「取得資訊」、「評價資訊」、「整

合資訊」、「管理資訊」、「創造資訊」及「分享資訊」等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90、.78、.73、.59、.59、.60，而整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91。在建構效度方面，考驗各量表間的相關程度，分

量表之間的相關介於 .20 至 .73 且皆達到顯著水準 (p < .01)，各分量表間

具有一致性。可知各分量表與總量表信度及建構效度之標準為可接受至極

優良 (Cohen, 1988)。

表 3：大學生網路素養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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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非線上閱讀頻率、非線上閱讀時間、上網時間不同的大學生其

    閱讀動機之差異性

    為了解大學生具體之閱讀行為與其閱讀動機之關聯，本研究以非線上

閱讀頻率、非線上閱讀時間以及上網時間做為觀察變項，並參考臺灣公民

科技素養調查（蔡俊彥，2016）之分類標準。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不

同非線上閱讀頻率、不同非線上閱讀時間及不同上網時間大學生其閱讀動

機之差異性。若主要效果顯著且變異數為同質，則以 F 考驗並進一步以

Bonferroni 做事後比較；倘若變異數呈現異質狀態，則採用 Games-Howell

法進行事後比較，分析結果如下：

 (一) 非線上閱讀頻率於大學生閱讀動機之差異性分析結果

    本研究定義「非線上閱讀頻率」即是「課外時間閱讀紙本書刊之閱

讀頻率」。由表 4 可見，不同非線上閱讀頻率組別（例如：幾乎沒有／

每月1∼2 次／每週 1∼2 次／幾乎每天）大學生在閱讀動機的總量表 

(F(3,689) = 58.992***, p < .001, η  = .207) ，及各分量表「自我效能」(F(3,689) = 

58.998***, p < .001, η  = .204) 、「他人認可」 (F(3,689) = 32.451***, p < .001, 

η  = .124) 、「主動投入」  (F(3,689) = 12.452***, p < .001, η  = .051) 、「好

2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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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課外閱讀頻率對於大學生閱讀動機各向度及總分變異數差異分析結果

(N=693)

奇」 (F(3,689)  = 30.822***, p < .001, η  = .118) 、「社會互動」(F(3,689) = 

44.203***, p < .001, η  = .161) 、「接受挑戰」 (F(3,689) = 30.721***, p < .001, 

η  = .118) 以及「重要性」 (F(3,689) = 22.907***, p < .001, η  =.091) 的差異性

皆達到顯著水準，可知非線上閱讀頻率較高大學生的閱讀動機顯著高於非

線上閱讀頻率較低大學生，各向度的效果量介於 η  = .051~ .207 之間，屬

於中度至高度的效果量 (Cohen, 1988)。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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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天不同非線上閱讀時間大學生在閱讀動機之差異性

    本研究定義「非線上閱讀時間」即是「課外時間閱讀紙本書刊之閱

讀時間」。由表 5 可見，不同非線上閱讀時間組別（例如：少於 1 小時／

1∼2 小時／2∼3 小時／3∼4 小時／4 小時以上）大學生在閱讀動機得分

有顯著差異；非線上閱讀時間愈多的大學生在閱讀動機各向度得分都顯著

高於非線上閱讀時間愈少的大學生。就閱讀動機總量表而言，每天非線上

閱讀時間愈長之受試者，其閱讀動機量表得分顯著高於非線上閱讀時間較

短的大學生 (F(4,688) = 19.238***, p < .001, η  = .101) ，為中度效果量；而在

大學生閱讀動機各分量表中「自我效能」 (F(4,688) = 21.459***, p < .001, η  

= .111) 、「他人認可」 (F(4,688) = 12.013***, p < .001, η  = .065) 、「主動投

入」 (F(4,688) = 2.821*, p < .05, η  = .016) 、「好奇」 (F(4,688) = 6.724***, p < 

.001, η  = .038)、「社會互動」 (F(4,688) = 17.085***, p < .001, η  = .090) 、「

接受挑戰」 (F(4,688) = 10.933***, p < .001, η  = .060)  以及「重要性」 (F(4,688) 

= 6.476***, p < .001, η  = .036) 等七個向度其差異性皆達到顯著水準，各個

向度效果量介於  η   = .016~.11 之間，屬於低度至中度效果量  (Cohen,  

1988)。

表 5：不同非線上閱讀時間大學生其閱讀動機各向度及總分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N=693)

2

2

2

2

2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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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天上網時數不同的大學生其閱讀動機變異數分析結果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上網時數的大學生其閱讀動機量表各向度的

差異性後，由表 6 可見不同組別（例如：少於 1 小時／1∼3 小時／3∼5

小時／5 小時以上）的上網時數對於大學生閱讀動機量表的總分與各向度

間皆未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每天使用網路時間的長短不會影響受試者在閱

讀動機量表上的得分。

二、非線上閱讀頻率、非線上閱讀時間、上網時間不同的大學生網路

    素養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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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不同非線上閱讀頻率、不同非線上閱

讀時間及不同上網時間大學生其網路素養之差異性。重要發現如下： 

(一) 非線上閱讀頻率於大學生網路素養之差異性

    由表 6 可知，非線上閱讀頻率為「幾乎每天」與「每月 1∼2 次」的

大學生，其得分會顯著高於回答「幾乎沒有」的大學生 (F(3,689) = 4.382*,

p < .01, η  = .019)；而其網路素養量表各向度只有「分享資訊」分量表未

達到顯著差異，推測其可能原因，其他網路素養向度皆屬於個人內在行

為，而分享資訊則與他人互動交流有關，因此不因非線上閱讀頻率不同而

有差異。其他分向度如：「取得資訊」(F(3,689) = 3.594*, p < .05, η  = .015)、

「評價資訊」(F(3,689) = 3.978**, p < .01, η  = .017)、「整合資訊」(F(3,689) = 

3.800*, p < .05, η  = .016)、「管理資訊」(F(3,689) = 3.341*, p < .05, η  =.014)

及「創造資訊」(F(3,689) = 3.121*, p < .05, η  = .013) 等分量表的差異性檢定

皆達到顯著水準，且均通過同質性檢定。再進行 Bonferroni 事後比較後發

現「取得資訊」、「評價資訊」、「整合資訊」以及「管理資訊」向度

中，非線上閱讀頻率為「幾乎每天」與「每月 1∼2 次」的大學生，其得

分會顯著高於回答「幾乎沒有」的大學生。各個向度組間差異性效果量介

於 η  = .013~.019 之間，屬於低度效果量 (Cohen, 1988)。

2

2

2 2

2

2

2

表 6：非線上閱讀頻率對於大學生網路素養各向度分數之變異分析結果

 (N=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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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 不同非線上閱讀時間組別的大學生網路素養之差異性

    研究者以單因子變異數檢驗不同非線上閱讀時間組別（例如：少於 1 

小時／1∼2 小時／ 2∼3 小時／3∼4 小時／4 小時以上）大學生之網路素

養總分及各向度改平均得分差異性。由表 7 顯示，六個向度中僅有「創造

資訊」 (F = 2.635, p < .05, η  = .015) 達到顯著差異且通過同質性檢定，再

進行 Bonferroni 事後比較發現，每天非線上閱讀時間較長的大學生在「創

造資訊」向度上的得分顯著高於非線上閱讀時間較短的大學生。

(三) 每天上網時數不同的大學生其網路素養變異數分析結果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組別（例如：少於 1 小時／1∼3 小時／3∼

5 小時／5 小時以上）大學生在網路素養得分之差異性發現，不同組別的

上網時數對於大學生網路素養量表的總分以及六個向度皆未達顯著水準。

推究其可能原因，上網的行為相當多元，包括：閱讀文章／新聞、搜尋資

訊、瀏覽影音、網路遊戲、網路聊天、收發信件、線上購物⋯等，並非所

有上網行為都能提升網路素養，因此上網時間的長短與網路素養未達顯著

差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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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非線上閱讀時間組別於大學生網路素養各向度之分析結果

 (N=693)

三、大學生閱讀動機對於網路素養關聯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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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學生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結構方程模組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結構方程模式檢驗大學生閱讀動機對於網路素養之關聯

性，各項模式適配指數顯示符合標準，包括精簡適配度指數（卡方自由度

比 Normed chi-square, χ2/df = 3.12）、適配度指數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 .85)、比較適配指數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92)、標準

化均方根殘差 (Standardies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 .07)、均方

根近似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6) ，顯示

假設模型適合解釋此樣本 (Hooper, Coughlan, & Mullen, 2008)。由圖 1 顯

示，閱讀動機中的「好奇」與網路素養最具有正向的關聯性，其對網路素

養的預測力是 ß = .79 (p < .001)。「他人認可」則是與網路素養具有負向

關聯性且達統計顯著性 ß = -.25 (p = .023)。探討其可能因素，他人認可包

含別人稱讚自己喜歡閱讀、希望自己看的書比別人多，具有與他人比較的

意涵，而網路素養中的分享資訊，則是正向積極的互動，因而形成負向關

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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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大學生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之結構方程模式

註：虛線表示未達統計顯著性；*p < .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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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一、非線上閱讀頻率、非線上閱讀時間與閱讀動機、網路素養間之

    關連

    本研究發現非線上閱讀頻率高的大學生在閱讀動機總量表及各分向度

皆顯著高於非線上閱讀頻率低的學生，本研究結果與 Baker 和 Wigfield 

(1999)、古秀梅 (2005) 及郭翠秀 (2007) 的研究發現具一致性，可知若個人

對於閱讀投入程度較多，其閱讀動機得分顯著高於閱讀投入程度較低的大

學生，兩者具有高度相關；可能剛開始時個人只是為了消磨時間而隨意瀏

覽書刊，但隨著閱讀時間的增加而發現書刊內容的豐富與多元，是以逐漸

養成主動投入的閱讀習慣，而提升個人內在興趣 (Individual interests)，進

而提升其內在動機 (Internal motivation) (Hong & Lin, 2013)。此外，非線上

閱讀頻率愈高大學生的網路素養得分在總量表與「取得資訊」、「評價資

訊」、「整合資訊」、「管理資訊」及「創造資訊」等分量表的得分均顯

著高於非線上閱讀頻率低的大學生，僅「分享資訊」未有顯著差異。推測

其可能因素，非線上閱讀頻率較高的大學生透過閱讀書刊提升自己的文字

訊息處理能力，進而影響其網路能力，包括：取得、評價、整合、管理及

創造，進而廣泛閱讀網路平台的內容；再者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資

訊種類已不僅限於文字而已，電子資訊、圖片、影片、網路等均屬於資訊

的一種，因此其網路素養的能力也隨之提升（林菁，2004；Eisenberg, 

Lowe, & Spitzer, 2004; Farmer, 2007; Hong, Trimi, & Kim, 2016）。

    本研究亦發現在平均非線上閱讀時間愈長之大學生，其閱讀動機得分

會顯著高於非線上閱讀時間較少的大學生。這樣的結果與 PISA 在 2009 

年的閱讀素養測驗結果一致，該研究報告顯示臺灣學生的閱讀素養表現會

隨著閱讀時間的增加而提升，如學生一天閱讀 30 分鐘到 1 小時，其表現

水準為 513 分，一天閱讀約 1 至 2 小時的學生，閱讀素養則達 522分（臺

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0）。本研究發現與 Baker 與 Wigfield (1999) 

及宋曜廷、劉佩雲與簡馨瑩 (2003) 之研究發現閱讀動機與閱讀頻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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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有顯著正相關具一致性。

    「網路素養」是一項超越技術性技能與電腦素養，能了解人們如何在

分散協作的網路環境進行主動的閱讀、書寫以及參與的能力 (Benson & 

Reyman, 2009)。本研究發現不同上網時間的大學生在「網路素養」的

分數並無顯著差異，這是值得慶幸的發現。雖然臺灣大學生網路成癮

(Internet Addiction) 出現率已達 5.9% (Chou & Hsiao, 2000)，這些網路成癮

的大學生是無法控制上網的時數，然而本研究發現上網時間多寡在閱讀素

養的得分並無顯著差異，可知若要提升大學生的網路素養，上網的品質才

是重點。

    由結構方程模式發現，閱讀動機中的向度「好奇」是正向且最能顯著

解釋網路素養，而「他人認可」則是負向解釋網路素養。而好奇以及他

人認可在 Wigfield 與 Guthrie (1997) 的閱讀動機分類中皆是屬於「成就價

值」面向，顯示比起能力信念以及社會因素，個人的成就價值與網路素養

有更高的關聯性。進一步區分好奇以及他人認可，好奇心為內在動機，而

他人認可為外在動機，顯示引發個人的內在動機甚為重要。葉玉珠與吳靜

吉(1992) 認為，高層次思考能力的發展需要由知識做為基礎，而擁有較強

內在動機的人能夠驅使自己提升自我的高層次思考能力，包括批判思考、

後設思考、創造思考、問題解決能力 (O’Tuel & Bullard, 1993)。是以研究

者認為，藉由閱讀活動的培養，讓讀者能夠在閱讀文本中產生意義，並且

將這種思考活動融入在生活中，成為一種思考傾向。

    雖有研究指出，目前的年輕人因為成長在快速的網路環境，因此已經

逐漸缺乏深度閱讀與對閱讀持續投入的習慣 (Birkerts, 1994)，經由本研究

結果顯示，大學生只要具備高度的內在閱讀動機，能夠藉由閱讀對文本進

行有意義的建構 (Graesser, Singer, & Trabasso, 1994)，培養自己批判、思考

等高層次能力，就有辦法在浩瀚的資訊洪流中辨識大量資訊，將資訊去蕪

存菁，使個體擁有良好的網路素養能力，對所見的資訊進行批判性思考

二、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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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與應用

一、提升大學生的好奇心是培養其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的最佳途徑

    本研究發現好奇與網路素養最具有高度且正向的關聯性。因此，教育

當局實應努力思考如何激發大學生的好奇心，讓他們不再對非線上閱讀視

為畏途，甚而能產生興趣，並期望能透過大量閱讀，由量變而後質變，提

升自我的高層次思考能力，並且運用在網路資訊的蒐集以及判斷當中。譬

如藉由提供大學生與其生活相關之文本來提升好奇心，建議各大學通識中

心規劃開設閱讀思考、網路素養或者文學相關課程可調整閱讀文本，先由

大學生最熟悉最迫切的生活經驗議題（如愛情、友情、未來規劃等）文本

著手，或者提供大學生日常生活常見之議題（如社會性科學議題等），鼓

勵學生喜歡閱讀，讓大學生先對閱讀產生興趣、好奇心，漸次提升其閱讀

動機；另一方面讓大學生藉由課堂中的討論、思辨以及論證等訓練，能夠

具備高層次的處理網路訊息能力。

二、大學通識課程可積極扮演培養大學生良好的閱讀動機及網路素養

的重要媒介

    本研究結果發現，非線上閱讀頻率較高及閱讀時間愈長大學生的閱讀

動機顯著高於非線上閱讀頻率較低及閱讀時間愈少的大學生，且透過卡方

檢定亦發現，不同閱讀動機以及網路素養的大學生，其在非線上閱讀頻

率、非線上閱讀時間也有顯著的不同。由此可知大學生之非線上閱讀頻率

(Gilster, 1997; Minkel, 2000)，加強網路世代平行處理資訊的能力 (Gross & 

Latham, 2007)，有效掌握資訊進而積極參與現代社會的複雜運作。未來

的網路世界將是無遠弗屆（林菁，2004；Eisenberg, Low, & Spitzer, 2004; 

Farmer, 2007; Wigfield, Gladstone, & Turci, 2016），較佳的網路素養正是

21 世紀世界公民必備的能力（查天佑、謝寶煖，2009），因此如何提升

大學生的網路素養將是大學一項重要的課題。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7(2)，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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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閱讀時間與其閱讀動機係息息相關。是以，培養學生閱讀動機是當務之

急，尤其是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逐漸從升學主義之桎梏中脫離，實是培

養大學生閱讀動機的絕佳時機。而大學中通識教育強調博雅教育，課程設

計較為開放及多元，較易整合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各個面向的閱讀素材，

更為適合作為培養大學生閱讀動機及網路素養之積極性角色。除了透過

易引發大學生好奇心的學習教材外，輔以自我反思學習 (Wang, Chen, Lin, 

& Hong, 2017)、合作學習（洪銓修、黃亞瑟，2018）、問題導向學習（

涂卉、雷漢聲、黃錦華，2016）、互動式學習（陳文喜，2016）、任務導

向學習（鍾淑玫、李美燕，2012）等有效的教學模式亦是大學教師在課程

設計上可考慮的方向。此外，在課程設計上，可打破各校大學生在空間上

的隔閡、不受時間限制，善用 Web 2.0 互動平台（如 Google 協作平台、

部落格等），讓學生在 Web 2.0 的網路互動環境中，針對所閱讀的書籍

發表意見，透過合作的力量，成為另一種知識創造的模式 (Tapscott & 

Williams, 2006)。如此可充分利用 Web 2.0 開放性溝通的特性，進而在討

論過程中訓練學生蒐集、評價、管理、整合、創造及分享資訊等能力，促

進學生知識共享行為，同時培養學生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能力。

    就閱讀動機量表而言，本研究閱讀動機量表是翻譯修訂 Wigfield 與

Guthrie (1997) 的 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該量表原先的施測

對象以國小學童為主，經由本研究修訂已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未來可以考

量目前臺灣大學生數位發展環境與社會脈絡現況，發展具備線上及非線上

閱讀動機內涵的題目，編製臺灣大學生閱讀動機量表，將更能貼切實際需

求。而在網路素養研究工具部分，因為數位網路時代的快速變化，所需培

養的能力或適應的環境也隨之不同，幾年前的電腦素養或網路素養量表時

至今日已不具實用價值（如在量表中詢問受試者是否會將電腦開機或連線

上網等問題）。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測量大學生的網路素養或數位素養能

力，應考慮當時的數位發展環境與社會脈絡，符合大學生的真實生活經驗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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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量表編製才能更符應實際狀況。此外，影響閱讀動機以及網路素養的

因素頗多，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相關訊息的蒐集，例如：閱讀內容，或許

可為研究帶來更有意義之發現。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焦點放在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方面的相關程

度，再從量表與背景變項之間找出差異性，但無法檢視變項間的因果關

係。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在研究方法上以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 瞭解

變項間的因果關係。除此外，還可透過實地觀察，記錄受訪者的網路使用

行為或以實作評量 (performance assessment) 方式檢視大學生真實的網路素

養能力，另可再挑選網路素養表現不佳的學生進行質性訪談，進一步瞭解

兩極端組群間的差異性，以彌補本研究之不足。而欲探討閱讀動機者亦可

透過深度訪談瞭解大學生的閱讀動機與目的，甚至取得受訪者在圖書館的

借閱記錄與訪談結果進行佐證。最後在研究對象方面，研究者有感於大學

生為數位時代中的主要使用者，需適應日趨複雜的資訊環境，培養尋找、

組織、評估、利用到創造資訊的能力和態度，又鑑於先前研究缺少以大學

生為研究對象的深入探討，為了彌補此項缺憾，遂以大學生做為受試樣

本，希望釐清大學生在閱讀動機與網路素養的現況與相關因素，然以大學

生做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仍顯貧乏，有待後續做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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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ions on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their 

internet literacy. A total of 693 college students were stratified randomly 

selected from 17 colleges.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and “Internet literacy scale”. ANOVA and SEM were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internet literacy 

among different background participant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ading 

motivation and internet literacy. The initial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er reading frequency and more reading tim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reading motivation” and “internet literacy” than those with lower 

reading frequency and less reading time. In addition, students’ curiosity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redictor to their internet literacy.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university teachers can arouse the curiosity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life 

issues, and then improve their reading motivation and internet literacy.

An Investig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Literacy and Read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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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application and discussion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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