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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效能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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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科技的演進，將紙本資訊電子化已是現代生活中普遍的資料呈現形式，而
圖書館也不例外。以臺灣公共圖書館為例，從 2000 年開始就陸續引進不同的電子資源及
圖書，然而真正知道且在使用的的人卻少之又少。因此本研究旨在瞭解影響新北市公共
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效能不彰之主因。根據滿意度調查之相關文獻，整理出會影響圖
書平臺效能的三項變數：介面、資訊及宣傳，以此撰寫問卷並發放，分析後判斷這三項
變因的優劣、找出平臺效能低落的主因，進而提出改善的方法。
根據研究分析與整理，歸納出以下結論：一、宣傳是三項變因中，使用者普遍認為
成效最不彰的項目，尤其是在「社群網站」、「影片分享網站」、「捷運商業燈箱」及「電
視廣告」上的宣傳特別不足。二、普遍使用者認為平臺的介面及資訊整體呈現上較宣傳
好，但介面中的「留言」、「分享」和「計次借閱」等功能及資訊中的「網站內容架構」、
「電子書的分類」、「常見問題」和「借閱規則」等呈現，其滿意度皆不足。三、過半
數之填答者在填答本研究問卷前，均不知曉此平臺的存在，也從未使用過。四、多數填
答者是以「休閒」為目的借閱電子書，其閱讀偏好的類別也是「文學」及「休閒」類為主。
本研究最後提出對新北市立圖書館的建議：應加強與此平臺相關網頁之連結以提升
曝光率；重新審視「留言」和「計次借閱」功能在設計上的必要性或便利性；修正及更
新「常見問題」及「借閱規則」上的說明，並新增與使用者直接交流的管道，讓使用者
能夠更清楚瞭解其內容且可以即時提出有問題的地方；可根據多數使用者偏好閱讀的類
別――「文學」及「休閒」類來新增電子書，以吸引更多使用者。
關鍵詞：電子書、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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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問題
隨著電子資源崛起，人們對傳統書籍的需求下滑，圖書館與電子書平臺合作，推出
電子書借閱平臺，提高讀者借閱電子書的方便性。初期電子書閱讀工具尚未普及，讀者
須至圖書館借出電子書閱讀器，並未提升借閱方便性，加之大眾尚不熟悉新的借閱模式，
故使用人次不高也情有可原。近年逐漸普及的智慧型手機即可作為閱讀電子書之載體，
然而最新的統計資料顯示，現今電子書借閱人次卻只有實體書的十分之一，本研究即欲
釐清造成電子書借閱意願低落之原因為何。
根據何雯婷、歐陽崇榮（2013）的滿意度調查，使用者滿意度是接受者對資訊系統
輸出之使用反應，成功的互動需要管理和衡量資訊系統。本研究從中整理出三項變數：
宣傳、資訊、介面，此三項變數會影響平臺效能，因此判斷此三項變數之優劣、找到造
成平臺效能低落的原因，為本研究的首要之務。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此平臺的介面設計是否有用。
（二）瞭解此平臺呈現的資訊是否清楚。
（三）瞭解針對此平臺做的宣傳是否足夠。
（四）瞭解使用者對此平臺介面、資訊、宣傳的滿意度高低。

三、研究重要性
現今研究電子書儼然成為趨勢，然而電子書的使用率依然遠低於實體書。以臺灣為
例，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顯示 2017 年全國實體書借閱人次約為 2,000 萬，而電子書借閱
人次約為 300 萬，可見兩者之間差距甚大。因此電子書借閱相關研究文獻也日趨增長，
其中又以公共圖書館及臺北市借閱平臺最多，例如何雯婷、歐陽崇榮在 2013 年提出〈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臺使用者滿意度之研究〉，又如賴郁秀在 2015 年發表的
〈臺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新北市借閱研究則屈指可數，故本研究決定
以新北市為研究目標。又根據 2017 年全年圖書資訊借閱人次，臺北市借閱人次約 55 萬，
總人口約 270 萬，比例為 20%（以電子書借閱人次除以該市人口總數計算比例）；而新
北市借閱人次約 7 萬人，總人口約 397 萬，比例為 1.8%，兩者相差 11 倍之多。故本研
究決定以新北市為研究目標。
新北市立圖書館目前與九個電子書平臺合作，其中以 HyRead ebook 電子書平臺為
最大宗，但知之者仍甚微，故本研究欲瞭解造成此現象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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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研究內容分為資訊、介面、宣傳三個構面（參見圖 1-1）。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研究假設
（一）介面設計不彰造成平臺效能低落。
（二）資訊呈現不彰造成平臺效能低落。
（三）宣傳效果不彰造成平臺效能低落。

六、研究假定
（一）假定研究對象在填答問卷時是認真的。
（二）假定研究對象在填答問卷時能了解題目涵義，並不受外在因素影響。
（三）假定研究對象都能接受電子書。
（四）假定本研究自定義之變項：資訊、介面、宣傳對整體研究有重大影響。
（五）假定使用者在瀏覽平臺時，網路都是穩定的。

七、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針對板橋地區居民使用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的情形進行深入
探討，包括使用者對於平臺提供的資訊與平臺介面的滿意程度、對於平臺宣傳的知曉程
度以及對於平臺圖書的偏好為主。在電子書的種類上，僅以電子圖書為主。
（二）研究限制
1. 樣本數量：
因時間、人力的限制，問卷發放數量不夠多，導致樣本數不夠大，因此研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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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概括性可能會受到限制。
2. 問卷發放時間：
（1） 本研究在一年內完成，因此問卷的設計、發放統計可能會不夠完善。
（2） 本研究在一個月內發完問卷，因此在發放數量及地點選擇上會受到限制。
（3） 實體問卷發放的時間因人力、時程規劃的限制，僅在平日板橋區的圖書館
開館時間發放，且發到限定數量即止。
3. 研究變項：
本研究僅探討資訊、介面、宣傳對平臺效能之影響，因此研究結果會受限。
4. 研究文獻：
本研究人員因語言限制，資料僅以繁、簡體中文及英文相關文獻為主。
5. 網站資料之內容：
網站資料會隨時間更新，因此本研究中出自於網路的資料分析，皆以本研究者上網
瀏覽之時間為限。

八、名詞釋義
（一）使用者：本研究中的使用者是新北市立圖書館之讀者。
（二）電子書：本研究以狹義電子書作為文中電子書定義。
（三）電子書借閱平臺：本研究之電子書借閱平臺為新北市之 HyRead ebook 電子書平臺，
因其電子圖書分類最多元。
（四）資訊：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上顯示的圖文資訊。
（五）介面：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的搜尋使用介面。
（六）宣傳：本研究取用王梅玲（2013）提出的行銷策略，即是協同行銷。
（七）偏好：以 HyRread ebook 電子書平臺的圖書分類為基準研究讀者偏好。

貳、文獻探討
一、電子書
電子書又稱為電子圖書（electronic book, digital book, ebook），是一種數位化書籍，
它能在電子裝置上閱讀，且傳播容易。本研究中的電子書，採魏裕昌（2003）所提出的
狹義電子書定義，即為紙本書轉為電子檔，可透過閱讀器來閱讀。林芷君（2015）認為
電子書相較於紙本書，具有三個優點：價格低、易攜帶和使用方式有彈性；缺點則是：
眼睛易疲勞、不容易吸收書的內容等。即使電子書有紙本書所沒有的優勢，但紙本書能
給讀者其獨有的閱讀經驗，因此電子書仍無法取代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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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立圖書館
為了提升民眾借閱書籍的便利性，新北市立圖書館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啟動與基隆
市立圖書館「一證通用」的服務（何玉華，2017）。2018 年 1 月 30 日再與臺北市合作，
推出雙北「一證通用」服務（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2018）。一證通用就是將跨縣市圖
書館的借閱證於整合於同一張證，只需要持此證即可使用跨縣市圖書館之圖書、資源及
設備（新北市立圖書館，2018）。另外，新北市與基隆市「一證通用」的服務啟用七個
月後，除了兩市圖書全面通還，自 2017 年 10 月 20 日起，更與全家、萊爾富便利商店合
作，提供全省門市還書服務，全臺增加 4000 多個還書據點（新北市立圖書館，2018）。
新北市立圖書館為因應數位時代，自 2015 年起與臺灣雲端書庫合作，推出電子書平
臺，至 2017 年底提供超過三萬冊電子書籍，電子資源的藏書量成長幅度約達三倍，其中
最受讀者喜歡的電子書為語言學習類，讀者隨時隨地都可借閱。（譚宇哲，2018）然而
2016 全年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借閱人次為 63,936，借閱冊數為 291,692，相較 2015 年
的數據（借閱人次為 60,389，借閱冊數為 459,421），借閱人次增加了 6%，借閱冊數反
而減少了 37%（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17）。

三、電子書借閱平臺
所謂的電子書借閱平臺，即是一個網路平臺從許多出版商集合了不同種類的電子書
給讀者瀏覽借閱（Novak. J, 2014）。
大部分的借閱平臺通常有以下特徵。第一，讀者們可以選擇不同的載具去閱讀平臺
上的電子書，例如：平板、手機、網頁線上閱讀、電子書閱讀器，甚至可以下載並離線
閱讀。第二，為了保護電子書的版權，每個流通中的電子書都會使用數位版權管理系統
（Digital Right Management/ DRM）進行編碼，以便知道其借閱情形、複本及數量控制等
管理。第三，通常一本書一位讀者的借閱期是一到三週左右，並且會限制讀者的借閱數
量。若要借閱的書有其他人在使用則會有預約等書的機制，而為避免預約等待時間過久，
一般會購買多份電子書放在平臺上以供借閱需求。第四，通常會額外建立一個專屬網站，
以供讀者瀏覽並選擇想看的圖書，也會在網站中放置使用教學說明的頁面，幫助不熟悉
的讀者迅速了解電子書借閱的操作（Novak. J, 2014）。
本研究將以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的其中一個電子書借閱平臺 HyRead ebook 為研究
對象，其選擇原因是 HyRead ebook 電子書的分類最多元，一共有十五種不同種類的書籍
供讀者挑選（HyRead ebook 新北市立圖書館，2018），相較之下，其他的電子書平臺的
分類以及藏書的數量都較少。

四、 影響借閱效能之變因
（一）使用者資訊滿意度與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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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訊滿意度（User 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UIS）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Cyert
與 March（1963）發表的文章，其中建議資訊系統若能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將能提升其
對此系統的滿意度。本研究以 Delong 與 McLean（2003）經過 10 年討論研究後，為了因
應資訊技術進步而更新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Mode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作
為本研究構面選定的基礎，取用其中系統品質與資訊品質兩構面，對於新北市立圖書館
電子書借閱平臺的網頁提供之借閱資訊與功能進行問卷設計，並以此進行其對於使用者
滿意度影響之研究（參見圖 2-1）。

圖 2-1 更新版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William H. DeLone and Ephraim R. McLean. (2003, Spring). The DeLone and McLean Mode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A Ten-Year Updat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9(4), 24. 研究者參
考繪製。

（二）電子書推廣服務
電子書推廣服務 SPRE 策略（參見圖 2-2）是王梅玲於 2013 年提出的概念，重點在
於提供合適方便的電子書網站服務，發展主動參與的協同電子書行銷活動，研究使用者
的電子書閱讀行為，及培養館員有足夠的電子書知識以成為讀者與出版社的橋樑。本研
究採其中的 P（行銷策略），也就是將使用者的需求與價值作為目標導向，運用網路進
行參與的協同行銷，作為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效能之研究的借閱影響因素中，
宣傳這個變項的探討基礎。

圖 2-2 電子書推廣服務 SPRE 策略示意圖
資料來源：王梅玲（2013）。從電子書數位閱讀探討圖書館推廣策略。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30（4），
20。

五、讀者閱讀偏好
IFLA 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ﬁ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4）曾指出，公共圖書館存在功能為提供多元形式的資源和服務
來達到民眾在教育、資訊、文化以及休閒娛樂的需求（洪偉翔譯，2013）。由此可知，
圖書館的藏書內容是否能滿足借閱者的需求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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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觀察及調查讀者的閱讀喜好，能使圖書館在購入新的閱讀資源時，正確的增添
讀者想要的資訊內容（洪偉翔，2013）。此種購書原則除了應用在紙本書的購入外，也
適用在電子資源的採購。在數位資訊蓬勃發展的時代，我國圖書館在電子資源的藏書也
逐漸增加，而跟電子書相關的研究文章也越來越多。在這些學術文章中不少都提及過讀
者電子書的閱讀偏好，如何雯婷與歐陽崇榮（2013）調查指出使用此平臺借書的讀者最
多借閱的書種為生活類；賴郁秀（2015）的文章則顯示臺北市的讀者較偏好閱讀旅遊類
的內容。
綜合上述可以了解，讀者閱讀偏好對於電子資源的借閱有一定的影響。

六、效能
為了檢視圖書館是否有達成營運效率及效能，圖書館績效評估此一重要機制就此產
生，「評估」或「評鑑」是行政與管理程序中重要步驟之一，用以「評量」某一機構達
成其機構「目標」進展之程度，而圖書館評鑑即是對照圖書館之既定目標評量圖書館業
務進展之程度與其達成之成果 (Lancaster, 1977, p. vii) 。成效評估 (Output measure) 、效能
(Effectiveness) 和績效評估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等，皆指圖書館評鑑，此一概念有
多種詞語可以表述之（盧秀菊，2006）。
影響圖書館營運效能的原因甚多，故政府機關訂定圖書館營運績效評量表，將所有
變因一一列出，再逐一檢視是否有達到預期目標。其中第三大類「推廣、館際合作與公
共關係」中之「推廣活動」，即為本研究提出影響借閱意願之變因其中之一的「宣傳」；
另外，第七大類「讀者服務」中之「電子資源與網際網路檢索」，即為本研究提出影響
借閱意願之變因其中之二的「資訊」及「介面」，亦為本論文研究電子書借閱平臺之重點。
根據本研究所定義，評估圖書館是否達到其效能之依據為第七大類「讀者服務」中之「每
年每人平均圖書流通量」，故本研究旨在瞭解宣傳、資訊、介面對效能影響的程度，若
此三項變因提昇了讀者的借閱意願，每人每年借閱冊數增加，圖書館營運之效能便也隨
之提高了。
經由文獻探討可以發現，效能對於圖書館的經營管理是一項重要的指標，且宣傳、
資訊、介面皆會影響效能，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宣傳、資訊、介面對於新北市立圖
書館電子書借閱平臺之效能的影響程度。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是要了解新北市民使用電子書借閱平臺的情況，因而本研究主要調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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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新北市圖之讀者，但不限制有無使用過此電子書借閱平臺。

二、 研究設計
（一）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為了獲得有效數據，以「問卷調查法」對新北市立圖書館之讀者進行量化資
料收集。研究中採實體及線上問卷併行；內容方面，則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設計其問
卷架構及問題，再與學者專家討論修正。正式施測後，進行數據統計和效信度分析、比
較以得出結論，並給予建議。
（二）研究工具
1. 問卷
本問卷是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臺使用者滿意度之研究〉（何雯婷、
歐陽崇榮，2013）的問卷為雛型進行前測問卷設計。問卷各構面之意義及其所對應之題
號參見表 3-1：
表 3-1 問卷架構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構面意義
使用者對於平臺介面的滿意度
使用者對於平臺資訊的滿意度
使用者對於平臺宣傳成效看法
基本資料

題號
1-1~1-6
2-1~2-8
3-1~3-8
4-1~4-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SPSS
本研究為量化調查型研究，透過 SPSS 可統計分析資料及其信效度，再根據結果做
出合理解釋和推論。

三、問卷發放與樣本回收
問卷經修改後，除了至新北市立圖書館前進行實體問卷的發放外，也同時發放網路
問卷。經兩次前測後，產生的正式問卷總計發放 140 份，回收 117 份，回收率 83.57%。

四、信效度分析
（一）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是用來分析問卷結果是否有準確性。本問卷於結果共萃取 4 個因子，總解
說變異量達 67.763。且透過因數分析（參見表 3-2），比原先預分的三個構面多出一個構
面。其中第一構面「介面」的題目皆歸屬在同一構面；第二構面「資訊」只有一半的題
目正確歸屬於該構面，其餘部分題目中「2-2 分類選單容易找到」被分類到了第一構面，
而「2-3 分類清楚」、「2-4 分類能快速找到書」、「2-1 內容架構完整」同時被歸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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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構面，但解釋第一構面的能力較強；第三構面「宣傳」的題目中，非與圖書
館有直接連結場域出現的宣傳題目，如：「3-5 介紹平臺的影片多寡」、「3-6

捷運燈

箱廣告多寡」等題目被歸類在同一構面；反之與圖書館有直接連結場域出現的宣傳，如：
「3-3 實體教學宣傳活動」、「3-4

電子書商城曝光」等題目被另外歸屬在一個全新的

構面。
表 3-2 旋轉成分矩陣

1-3 熱門借閱有用
1-2 簡介功能有用
1-6 分享功能方便
2-2 分類選單容易找到
1-1 查詢功能準確
2-3 分類清楚
2-4 分類能快速找到書
1-4 計次借閱方便
2-1 內容架構完整
1-5 留言功能有用
3-7 電視廣告多寡
3-8 廣播廣告多寡
3-6 捷運燈箱廣告多寡
3-5 介紹平臺的影片多寡
2-7 常見問題概括大部分問題
2-8 常見問題內容有用
2-6 借閱規則易懂
2-5 試閱內容有用
3-2 圖書館官網曝光
3-1 社群平臺曝光
3-4 電子書商城曝光
3-3 實體教學宣傳活動

1
.815
.800
.754
.721
.681
.660
.641
.594
.581
.570

2

成分

3

4

.505
.519
.508
.905
.898
.879
.772
.833
.687
.640
.543
.840
.801
.743
.733

擷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轉軸方法：使用 Kaiser 正規化的最大變異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用來分析問卷結果是否有其一致性，其 Cronbach’s α 值愈高代表其信度
愈高。本研究以信度分析來檢驗問卷之信度。經專家建議，Cronbach’s α 值應大於 0.75
為佳。經過問卷統計分析，所得之使用者滿意度 α 值為 0.86，表示其信度足夠。

肆、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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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瞭解本研究受測者對於此平臺使用之滿意度的三個構面中每個問題的填答情況
及分配情形，包含個數、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等。
（一）平臺介面
介面是用來瞭解使用者對於該電子書借閱平臺功能的使用狀況。平臺介面的統計量
約呈常態分佈，平均值為 3.82，其標準差為 0.63、變異數為 0.40，而最小值與最大值分
別為 2 與 5，又第 33 百分位數為 3.66、第 67 百分位數為 4。
根據統計結果，題目「1-4 我認為此平臺提供的『計次借閱』功能是方便的」、「1-5
我認為此平臺提供在書籍下方留言的功能是有用的」、「1-6 我認為此平臺提供將書目分
享到社群平臺（如：Facebook、Twitter 等）的功能是方便的」這三題的滿意度低於該構
面平均值 3.82，其中，使用者對「在書籍下方留言的功能」的滿意度甚至低於的 33 百分
位數 3.66，藉此判斷出該平臺提供的這三項功能是需要改進的。
（二）平臺資訊
資訊是用來瞭解使用者對於該電子書借閱平臺釋出資訊的滿意程度。平臺資訊的統
計量約呈常態分佈，平均值為 3.92，其標準差為 0.65、變異數為 0.42，而最小值與最大
值分別為 2.25 與 5，又第 33 百分位數為 3.74、第 67 百分位數為 4.25。
根據統計結果，題目「2-1 我認為此平臺網站內容架構具完整性」、「2-4 我認為此
平臺中，電子書的分類能讓我快速找到書籍」、「2-6 我認為此平臺的『借閱規則』說明
是易懂的」及「2-7 我認為此平臺的『常見問題』提供資訊內容能概括使用者大部分會遇
到的問題」這四題的滿意度低於該構面平均值 3.92，藉此判斷出該平臺提供的這四項資
訊內容是待改善的。
（三）平臺宣傳
宣傳是用來瞭解使用者對於該電子書借閱平臺宣傳成效看法。平臺宣傳的統計量約
呈常態分佈，平均值為 2.11，其標準差為 0.72、變異數為 0.52，而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
為 1 與 4.25，又第 33 百分位數為 1.75、第 67 百分位數為 2.38。
根據統計結果，題目「3-1 我認為此平臺在社群網站（如：Facebook）的曝光率很低」、
「3-5 我認為在影片分享網站（如：YouTube）介紹此平臺的影片不夠多」、「3-6 我認
為此平臺在捷運商業燈箱上的宣傳廣告不夠多」及「3-7 我認為此平臺在電視上做的宣傳
廣告不夠多」這四題的滿意度低於該構面平均值 2.11，藉此判斷出該平臺在這四項媒介
中的宣傳是不充足的。
由表 4-1 可知，「平臺宣傳」的平均值是三個構面中最低，再由此判斷出填答者認
為平臺宣傳成效不彰；「平臺資訊」的平均值是三個構面中最高，使用者對於平臺提供
的資訊較介面及宣傳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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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三構面之平均值

平均數

介面

資訊

宣傳

3.82

3.92

2.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填答者基本資料分析
1. 性別
在回收的 117 份問卷中，女性填答者較多，共 82 位，佔總人數的 70.1%；男性填答
者則有 35 位，佔總人數的 29.9%。填答者以女性居多的結果，與〈臺北市立圖書館電子
書使用情形調查〉（賴郁秀，2015）相同。
2. 年齡
根據統計結果，填答者主要的年齡層分佈在 21~30 歲，共有 86 人（佔總樣本數的
73.5%），其次為 20 歲以下，共 22 人（18.8%），第三多則是 51~60 歲，共 5 人（4.3%）。
3. 最高學歷
多數填答者的最高學歷為大學／專科（總計共 89 人，佔總人數的 76.1%），其次為
碩士以上（共 17 人，佔 14.5%），高中職以下則僅有 11 人，佔最少數的 9.4%。此調查
結果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電子書服務平臺使用者滿意度之研究〉（何雯婷、歐陽崇
榮，2013）及〈臺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賴郁秀，2015）相同，填答者
之最高學歷皆以大學／專科為主。
4. 職業
以 職 業 作 為 區 分， 超 過 八 成 的 填 答 者 皆 為 學 生， 總 計 95 人， 佔 總 填 答 人 數 的
81.2%，第二多的則為從事服務業的填答者（共 7 人，佔 6%），再其次為資訊／科技業（共
5 人，佔 4.3%）。
（五）假設檢定
經由分別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的結果（參見表 4-2），不同
性別、年齡、學歷、先前知悉平臺存在與否及使用頻率對介面、資訊、宣傳滿意度並無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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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假設檢定表
填答者基本資料

研究構面

分析結果

介面、資訊、宣傳

皆無顯著差異

性別
年齡
學歷
先前知悉平臺存在與否
使用頻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其他發現
統計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填答者在填答問卷前，並不知道「新北市立圖書館電子
書借閱平臺」的存在，總計 77 人，所佔之比率為 65.8%，但仍有 40 人知道此平臺，佔
總樣本數的 34.2%。
在 117 位填答者中，有 79 位（佔 67.5%）不曾使用過此平臺，次高之使用頻率為「偶
爾使用」（共 35 位，佔 29.9%）。填答者中有 40 個人先前知曉此平臺的存在，且其中
有 33 個人有使用過該平臺的經驗，表示有 28.2% 的人已經知道此平臺且有使用的習慣，
與賴郁秀（2015）調查臺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使用情形之結果中有使用電子書且使用過
北市圖電子書的人（共佔 45%）且差異甚大，主要是臺北市電子書與新北市立圖書館電
子書借閱平臺之使用率相差甚遠所造成此結果。
填 答 者 中， 平 時 偏 好 閱 讀 的 電 子 書 種 類 主 要 為「 文 學 小 說 」（ 共 73 位， 佔
62.4%）；其次為「休閒生活」（共 44 位，佔 37.6%），顯示超過一半的使用者較偏好
閱讀輕鬆、娛樂性高的內容，而此結果與游世偉（2001）研究網路電子書使用者偏好使
用的種類以「文學類」為主，其次為「趣味休閒類」相同；同時也與何雯婷（2012）調
查出以「生活類」為主、「文學類」為次要的結果接近，而與賴郁秀（2015）調查臺北
市電子書使用情形的結果，「旅遊類」居第一、「文學類」居第二較為不同。「醫療養生」
是類別中佔比最低的（僅 2 位，佔 1.7%），可知平時使用者較不偏好閱讀此類的內容。
使用者平時會借閱電子書的目的通常為「休閒」為主，117 位填答者中，共有 53 位
（佔 45.3%）的借閱目的為此，由此也呼應上述偏好的電子書種類，以「文學」及「休閒」
類為主的結果，同時也與〈臺北市立圖書館電子書使用情形調查〉（賴郁秀，2015）中，
顯示的使用者閱讀電子書目的主要以「休閒娛樂」為主相同。再其次才分別是「教育」（共
33 位，佔 28.2%）、「日常活動」（共 17 位，佔 14.5%）及「工作」（共 11 位，佔 9.4%），
「其他」之目的則皆為「沒有借過電子書」，可見電子書借閱的行為並沒有完全普及到
所有使用者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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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與整合
本研究目的旨在找出研究中的三個變項――平臺介面、平臺資訊與平臺宣傳，何種
為造成借閱平臺效能低落的主因。在經過統計及分析後，歸納出的研究結論如下：
（一）平臺介面、資訊及宣傳三項變因之優劣
宣傳的統計量平均是三項變因中數值最低的，從此可知普遍填答者認為成效最不彰
之項目為宣傳。其中「社群網站」、「影片分享網站」、「捷運商業燈箱」及「電視廣
告」低於宣傳之平均值，顯示出此四項的宣傳尤為不足。從數據得知，普遍填答者認為
平臺的介面及資訊整體呈現上較宣傳好，但其各自還是有低於平均值的項目存在，也因
此顯示出依然有填答者不夠滿意之處。多數填答者覺得介面中「留言」、「分享」及「計
次借閱」功能其便利性也待加強；資訊中的「網站內容架構」、「電子書的分類」、「常
見問題」及「借閱規則」需要再改進。
（二）根據填答者之基本資料得出的其他發現
超過半數之填答者在填答本研究問卷前，皆不知曉該平臺的存在，也從未使用過；
其中知道平臺存在的填答者，使用頻率也很低，多數人偶爾才會使用此平臺。在閱讀偏
好部分，多數填答者會以「休閒」為目的借閱電子書，且偏好閱讀之類別也是「文學小說」
及「休閒生活」類居多。

二、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之分析
本研究中發現讀者對於在書目下留言的功能滿意度較低，與〈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電子書服務平臺使用者滿意度之研究〉（何雯婷、歐陽崇榮，2013）的研究中發現針對
評論、評等功能的滿意度比較低相同，應證讀者在借閱平臺上的使用確實以借閱電子書
為主，鮮少在平臺上與其他讀者進行互動。

三、研究建議
（一）給圖書館的建議
目前平臺上提供在書目下面留言的功能，對使用者來說並非是一個必須的功能，建
議可以減少這項功能的設置以優化網站。計次借閱功能的方便性對於讀者也沒有達到很
高的滿意度，建議圖書館能再多對使用者的借閱情形進行更深入的調查，調整借閱規則。
在「常見問題」中有一些和借閱相關重要問題尚未被提及，或是即便有列出該問題也沒
有進行解答，建議圖書館能直接給予讀者解答。至於讀者問題項目的蒐集，建議圖書館
能設定讓讀者能線上發問的機制，或建置能夠向圖書館回報「常見問題」中沒有被收錄
到的問題之欄位，以提升資訊這構面的滿意度。宣傳行銷方面，建議圖書館能讓與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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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相關的網頁都能產生連結，或另外建置一個僅屬於此平臺的粉絲專頁，集中進行對於
此平臺的宣傳及與讀者產生聯繫的功用。並將連結至此平臺的按鈕或資訊建置在新北市
立圖書館官方網站的明顯處，便能更有效地將本來習慣借閱紙本書的讀者導入到電子書
借閱的平臺。
經本研究調查，讀者平時偏好閱讀及此平臺購置的電子書種類前五名比較（參見表
5-1）顯示出圖書館購置的書目種類與部分讀者的偏好有一定的差距，圖書館若能定期對
讀者的偏好進行調查，依據當今讀者的閱讀趨勢來購置相應的電子書書目數量，避免將
資源過度投注在較少人借的書籍項目上，將能有效的提高讀者的借閱意願。
表 5-1 讀者平時偏好閱讀及此平臺購置的電子書種類前五名比較表
排名
1
2
3
4
5

讀者偏好書目種類
文學小說
休閒生活
藝術設計
人文社會
漫畫繪本

平臺購置書目種類
文學小說
人文社會
有聲書
財經商管
親子童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給研究者的建議
在問卷發放的部分，建議後續研究者能與新北市立圖書館合作，以隨機的方式進行
問卷的發放，增加樣本數，且盡量使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學歷的人數相近，以求出
更準確的滿意度數據及書籍偏好。問卷題項設計部分，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們可以更加釐
清介面與資訊的界線，並進一步探討是否介面的定義中除了功能之外應再加上和分類相
關的問項。擬定宣傳廣告相關的問題時，建議研究者可以將由第三方呈現的廣告宣傳，
及由圖書館或具有較強連結的單位產出的廣告宣傳種類做出區隔，分屬在不同構面進行
命題。題目的敘述部分，建議研究者盡量避免整個構面以連續的負面敘述進行出題，只
需其中幾題以負面敘述穿插於問卷中即可，以防止填答者混亂的情形。另外，建議於宣
傳的部分再增加詢問先前知道此平臺的讀者得知訊息的管道為何，以期針對宣傳策略的
部分能提出更精確的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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