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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

大學生閱讀電子書的使用經驗

指導教授：賀秋白
研究學生：李嘉怡、賴盈潓
關 鍵 詞：電子書、數位出版、大學生、易用性、可讀性

摘要
在資訊數位化的時代趨勢下，電子書初出現時很多人都對其發展抱積極樂觀態度，
甚至有學者預言 2018 年電子書會全面取代紙本書，而臺灣經濟部亦把 2010 年訂為臺灣
電子書元年，然而現在環顧四周，縱使有多間發展商積極加入發展市場，臺灣的數位出
版產業仍然未如理想地蓬勃發展，甚至出現衰退的跡象，2011 年台灣數位出版相關營收
仍低於出版社總營收的 1%，2016 年上游端的國內數位平台電子書營業額比 2015 年相比
衰退 21.1%。為了瞭解電子書未受青睞的原因，本研究將以電子書使用率最高的群體
大學生作為本次研究對象，從電子書的易用性及可讀性進行探討。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
法去辦識大學生閱讀電子書比例偏低的原因。研究結果顯示電子書之可讀性及易用性均
與使用電子書之意願有中度正相關，而電子書之閱讀時數與電子書之可讀性與易用性均
達到顯著差異，表示電子書之便捷性、使用效率、清晰度及舒適度越高，大學生便願意
投放更多時間去閱讀電子書，可提供良好閱讀經驗的電子書可提高工作效率、節省時間，
成為電子書受大學生歡迎之原因。而電子書的價值面向與大學生之使用意願呈中高程度
正相關，願意使用電子書之大學生，認為電子書具有越高之價值，他們認同電子書可以
提升生活品質，並符合現代社會的潮流趨勢，可見大學生對使用電子書有積極樂觀之看
法，會是持續使用電子書之群體，是電子書市場中具發展潛力之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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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電子產品已經成為人類密不可分的附屬品。美國 Amazon 網
絡書店在 2007 年推出電子閱讀器 Kindle，帶動新的閱讀形態，也逐漸改變人們閱讀實體
書的習慣。電子書在歐美地區與亞洲日本和中國大陸市場已經佔據一定的市場。與這些
國家相比，台灣的電子書市場依舊停留在初步階段。據資策會提出的『2016 年上半年數
位閱讀分析』指出，台灣只有 8.8% 的網絡使用者不曾擁有數位閱讀的經驗，而 46.2% 的
使用者的數位閱讀時間甚至超過紙本，這種現象顯示數位閱讀行為已逐漸影響台灣人的
閱讀習慣。自 2008 年起，電子書在台灣發行已經超過十年，其中文化部也曾經積極推出
相關政策以吸引社會大眾使用電子書，近年來大型線上書店或是出版集團相繼推出電子
閱讀物，但台灣民眾對於電子書的反應始終不比歐美國家來的好。若能夠了解其中的原
因，不僅能讓相關產業更加了解消費者的喜好，推出讓消費者滿意的產品，更有助於電
子書在台灣市場的發展。

二、研究目的
根據調查顯示大學生是電子書使用率最高的群體，因此本研究將大學生作為本次研
究對象，透過大學生閱讀電子書的經驗來了解影響其使用意願之因素。本研究主要目的
為：
（一） 從電子書的易用性探討電子書的操作程序是否影響大學生對其的使用意願。
（二） 瞭解大學生的電子書閱讀經驗，探討電子書的可讀性是否影響大學生對其的使用
意願。

三、研究重要性
在 105 年度民眾購買的出版品種類中，紙本圖書購買比率有 36.9%，而電子書只有
4.7%，可見電子書在台灣出版市場仍然未受重視。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對電子書的閱
讀經驗如何影響其對電子書的使用意願，本研究期望達到下列貢獻：
（一） 透過了解電子書使用率最高的大學生，進而了解使用者的特質及使用行為，將有
助於數位出版業者及線上電子書店推動行銷策略。
（二） 了解使用者對電子書的需求，以助數位出版商進行產品開發或改善品質。
（三） 找出使用者族群與電子書發展濟後的相關性，以便政府及企業作出相應措施推進
數位出版產業的發展。

四、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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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五、研究假設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大專院校學生群體對電子書的使用意願是否會受其易用性及可讀
性影響，進而推斷電子書之價值面向，本研究提出以下待為驗證之研究假設：
Ha-1：電子書的「易用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有顯著相關。
H0-1：電子書的「易用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無顯著相關。
Ha-2：電子書的「可讀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有顯著相關。
H0-2：電子書的「可讀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無顯著相關。
Ha-3：電子書的「價值面向」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有顯著相關。
H0-3：電子書的「價值面向」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無顯著相關。
Ha-4：電子書的「易用性」與電子書的「可讀性」有顯著相關。
H0-4：電子書的「易用性」與電子書的「可讀性」無顯著相關。

六、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是以曾經使用過電子書之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故本研究對象將針對有使用
電子書經驗之大學生。
（二）研究範圍的限制
電子書在各界各領域有不同的定義與解釋，本研究設定之電子書不包括為予以系統
與結構化的文章、電子期刊、論文資料庫、電子報紙及電子雜誌等作為研究範圍，只限
於電子書籍與電子漫畫。
（三）研究內容的限制
本研究探討大學生的閱讀經驗是否影響其使用意願，然而上述所提出的外在因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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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可能受閱讀情境影響，例如使用電子書的目的為學習或休閒而有所差異，可能造成
研究結果上的限制。

七、名詞解釋
（一）電子書 eBook
將實體印刷書電子化，且其格式可以在電腦或為閱讀而設計的電子移動裝置上讀取
的數位檔案。電子書省略了傳統的印刷流程，將文字結合圖片、聲音、視頻等其他元素
結合，產生一個無格式限制、無載具限制的媒體。
（二）閱讀裝置 eReader
閱讀裝置是一種具有螢幕，可讀取常見電子書檔案格式（如：pdf, epub）的電子移
動裝置，除了常被討論如 kindle 此種專為閱讀電子書而設計的電子裝置外，本研究所提
到的閱讀裝置亦包括智慧型手機及筆記型電腦這些可讀取電子書的常見裝置。
（三）可讀性 Readability
在 ISO 9241-1 裡，可讀性是指特定用戶有效性、效率地透過產品達成特定目標，並
在使用時獲得滿足感。在閱讀時，有效安排文字的辨識，字體大小、字型、行距、頁面
留白空間的比例，使受眾可易於讀取內容的性質（王秀如，1996）。
（四）易用性 Usability
以使用者為中心，設計須符合使用者需求與習慣，在使用產品的過程中，無須經過
學習即可明白操作方法，最大地減低使用之難度及複雜度，以達到使用目的。

貳、文獻探討
一、電子書的起源與沿革
Michael Stern Hart 在 1971 年創立的古騰堡計劃（Project Gutenberg），可謂現代電
子書的先軀，當年 Michael Hart 在伊利諾大學就讀，接觸到罕有能與網絡連接的大電腦
Xerox Sigma V，他靈機一觸把美國獨立宣言鍵入電腦並透過網絡分享出去，便成為了古
騰堡計劃創建的第一個電子文件，這項計劃目的將公共財文學作品數位化，並將數位文
件放在網路上與公眾分享，而古騰堡計劃在今時今日仍在進行中，它建立了將實體書數
位化的雛形，對往後電子書的發展意義重大。

二、國外電子書發展現況
（一）美國電子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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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電子書市場受到高網絡化與高科技的影響之下，電子書市場逐年成長，成為
西方電子書市場的領頭羊。美國亞馬遜於 2007 年推出 Kindle 閱讀器，使電子書在美國
開始熱賣，美國的電子書市場在 2010 年到 2012 年有大幅度的成長。皮尤研究中心實施
了人們對於閱讀紙本書的意願調查，受訪的 1520 位美國人中，在 2015 年閱讀至少一本
紙本書的人高達 65%。換而言之，即使數位時代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電子書的出現依
舊未削弱人們閱讀紙本書的意願。
（二）日本電子書市場
日本電子書比台灣起步得早，市場的表現也較台灣熱絡。根據日本矢野經濟研究的
日本電子書市場報告指出，電子漫畫對 2013 的電子書市場作出最多貢獻讀者一次購買長
篇漫畫是促使電子書市場成長的主要因素，其次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等原因。自 2014 到
2016 年為止，日本的電子書市場每年持續穩定成長。
（三）大陸電子書市場
根據中國艾瑞發布的《2018 中國數字出版行業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數位出版產業
經過十年以後，逐漸穩定成長，從 2014 年的 28.6 億元人民幣增長至 2017 年的即將超過
40 億元人民幣。與其他國家不同是，大陸的電子書市場與傳統出版市場，一直是同步發
展的。

三、國內電子書發展現況
（一）市場情況
2011 年台灣數位出版相關營收仍低於出版社總營收的 1%，自電子書元年以來台灣
電子書的發展仍未突破 5的出版市場佔比率。2016 年數位出版（涵蓋圖書、漫畫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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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下游端的整體營業額合計約 7 億 2,315 萬元，2016 年與 2015 年相比衰退了 9.8%。
紙本出版品仍然是現今台灣民眾依賴的閱讀載具。
圖 7 2013-2017 臺灣出版業銷售額
（二）民眾閱讀習慣
在未成年的年青族群裡，還是有超過一半的人仍然選擇閱讀紙本書。根據資策會
FIND 的調查報告指出，共有 19.3% 的台灣民眾使用過電子書服務，其中 15.8% 的民眾
使用過免費電子書，只有 3.5% 的民眾使用過付費的電子書服務，民眾在電子書的使用上
仍不普及。

圖 8 105 年台灣民眾購買圖書與漫畫之比例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繪製

四、電子書的閱讀經驗
（一） 電子書的可讀性
電子書之所以無法在台灣盛行，很大的原因來自於讀者對於電子書的使用經驗不
佳。與台灣不同的是，日本在發展電子書市場的時候早就已經制定好電子書的格式，如：
XMDF、dotBook。如今 dotBook 已經可以做到日文直排與各種排版的細節，這將使讀者
在閱讀電子書的時候有更好的閱讀體驗。然而，中文電子書並不重視排版細節，造成讀
者閱讀困難，甚至閱讀疲勞，最後使他們放棄閱讀電子書。
根據資策會 FIND 在『電子書閱讀器之應用現況、偏好及未來需求』報告中指出，
學生與上班族皆認為『閱讀裝置的版面』是最重要的閱讀功能，其次上班族認為是『發
音朗誦』及『全文檢索及索引』；學生則認為『結合多種媒體』及『發音朗誦』為重要
閱讀功能。除此以外，『書籤』、『註記』等的功能偏好也都佔三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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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加電子書的閱讀性，電子書在熒幕上的呈現方式應該如紙本書上的排版一樣，
制定一套適合在熒幕上閱讀的排版規則，供數位出版社參考。Readmoo 專欄作家陳穎青
曾在 2014 年提出提高電子書可讀性的法則如下：
1. 電子書的版面
電子書的版面兩側應該保留適當的邊界，否則文字緊貼版面邊緣。
2. 電子書的底色
在電子書的內文底下使用各種花俏的圖片作為底圖，這樣不僅不能提高電子書的可
讀性，更降低讀者在閱讀電子書的專注力。
3. 電子書內容的呈現
行距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讀者閱讀的舒適度。在字距方面，應該就所選擇的字體，
適當地調整字距，維持足夠的緊湊感，而粗筆劃的字體如黑體的呈現效果比細字體來的
好型。
（二）易用性
對於鮮少使用數位產品的讀者來說，電子閱讀器或閱讀軟體的使用方法比起紙本書
相對複雜許多，也是影響他們是否會繼續使用電子書的主要因素。

一、研究流程

圖 3-1. 本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全台灣的大專院校學生，故使用問卷調查法作為研究工具，抽
樣方式採取自願者抽樣法，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測量數據，用網路問卷形式向大學生社
群發送問卷。

三、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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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書之易用性
易用性之構面，從便利性及效率兩方面來進行研究。
（二）電子書之易讀性
易讀性之構面，從舒適度及清晰度去探討易讀性之影響因素。
（三）電子書之價值面向
價值面向之構面，以心理因素及實際考量兩方面來研究電子書之價值面向於受測者
之重要性。
（四）電子書之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之構面，探討受測者未來對電子書的使用程度及習慣。
（五）個人閱讀習慣
個人閱讀習慣之構面，研究受測者對電子書及紙本書間的閱讀習慣差異，以及於電
子書上的消費、閱讀時間及書籍種類之差異。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問卷調查回收率分析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方式為抽樣調查，以自願者抽樣方式向各大專學生社群發放網絡
問卷。本問卷回收期間為 2018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問卷共發放 300 份，回收 298 份，
剔除無效問卷 42 份（包括填答者非大專學生之研究對象、回答資料不完整者），可得有
效問卷 25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33%。

二、閱讀習慣分析
（一）最常閱讀之書籍種類
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電子書或紙本書，文學小說均是大眾最常閱讀之書籍類別，
其次是漫畫及藝術設計。而文學小說、藝術設計及語言考用的書籍，閱讀紙本書的人數
都大幅拋離使用電子書閱讀之使用者數量，可見在此三類書籍的閱讀者中，習慣閱讀紙
本書之情況較為普遍。而在漫畫及資訊科技之類別中，電子書之使用者比率明顯高於紙
本書之閱讀者，可見在喜歡閱讀漫畫與資訊科技類書籍之群眾中，電子書是較為普遍的
選擇，原因或與近年各類閱讀漫畫之 APP 的興起及紙本漫畫租借市場收縮有關。若從電
子書的使用頻率角度出發，漫畫、文學小說與生活休閒則為最受歡迎的三項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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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均每月花費購買電子書的金額
研究結果顯示，有七成的受訪者每月在電子書上的消費金額為零，說明在大學生群
體中，大部分人習慣閱讀免費電子書或完全不使用電子書。而接近兩成的受訪者平均每
月會使用新台幣 $1~500 元購買電子書服務，大概一成的受訪者平均每月會在電子書服務
上消費新台幣 $1501~1000 元，而願意在電子書服務上花費新台幣 $1001 以上的人只佔
1%，比例非常低。
（三）平均每月閱讀電子書的時數
據調查資料所得，有 42% 的受訪者每月閱讀電子書的平均時數為 1 小時以下，28%
的受訪者平均每月閱讀 1~3 小時的電子書，8% 的人每月平均閱讀 3~6 小時的電子書，
10% 的受訪者每月閱讀電子書的平均時數為 6~10 小時，而 12% 的受訪者每月閱讀 10 小
時以上的電子書。結果說明七成的大專院校學生每月使用電子書的時數平均在 3 小時以
下，而在 3~6 小時、6~10 小時及 10 小時以上的群體中分佈相對平均，各佔一成左右的
比例，差異不大。
（四）閱讀電子書的目的
研究結果顯示，59% 的受訪者閱讀電子書的主要目的是休閒娛樂，19% 的受訪者閱
讀電子書的主要目的是學術研究，15% 的受訪者主要是為了自我進修而閱讀電子書，7%
的受訪者閱讀電子書的主要目的是工作所需。

三、信度分析與因素分析
（一）問卷量表信度
本研究就問卷中電子書的易用性、可讀性、價值面向及使用意願此四部份，分別
進 行 信 度 分 析，「 易 用 性 」 構 面 之 Cronbach’s Alpha 值 為 0.86，「 可 讀 性 」 構 面 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932，「價值面向」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49，「使用意
願」之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76，各構面之信度均屬於可以接受之範圍。
（二）問卷量表效度
本研究使用之轉軸法為正交轉軸法，以下為本研究對「易用性」、「可讀性」及「價
值面向」三個構面之因素分析結果，每個構面均萃取出兩個子構面，為可接受之效度。
第一構面「易用性」之 KMO 值為 0.857，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結果於此構面萃取出
二項因素，分別命名為「便利性」及「效率」。
第二構面「可讀性」之 KMO 值為 0.899，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結果於此構面萃取出
二項因素，分別命名為「舒適度」及「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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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構面「價值面向」之 KMO 值為 0.857，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結果於此構面萃取
出二項因素，分別命名為「心理因素」及「實際考量」。

四、研究假設驗證
（一）假設一
Ha-1：電子書的「易用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有顯著相關。
H0-1：電子書的「易用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無顯著相關。
本部分透過 Pearson 相關系數檢定「易用性」與「使用意願」之相關程度，結果顯
示在信心水準 α=0.01 時，顯著性 p=0.000，Pearson 相關系數 ρ 為 0.472，因此電子書的「易
用性」與大學生之「使用意願」呈中等程度線性正相關。
（二）假設二：
Ha-2：電子書的「可讀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有顯著相關。
H0-2：電子書的「可讀性」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無顯著相關。
本部分透過 Pearson 相關系數檢定「可讀性」與「使用意願」之相關程度，結果顯
示在信心水準 α=0.01 時，顯著性 p=0.000，Pearson 相關系數 ρ 為 0.472，因此電子書的「可
讀性」與大學生之「使用意願」呈中高程度線性正相關。
（三）假設三：
Ha-3：電子書的「價值面向」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有顯著相關。
H0-3：電子書的「價值面向」與大專院校學生的「使用意願」無顯著相關。
本部分透過 Pearson 相關系數檢定「價值面向」與「使用意願」之相關程度，結果
顯示在信心水準 α=0.01 時，顯著性 p=0.000，Pearson 相關系數 ρ 為 0.608，因此電子書
的「價值面向」與大學生之「使用意願」呈中高程度線性正相關。
（四）假設四：
Ha-4：電子書的「易用性」與電子書的「可讀性」有顯著相關。
H0-4：電子書的「易用性」與電子書的「可讀性」無顯著相關。
本部分透過 Pearson 相關系數檢定「易用性」與「可讀性」之相關程度，結果顯示
在信心水準 α=0.01 時，顯著性 p=0.000，Pearson 相關系數 ρ 為 0.631，因此電子書的「易
用性」與電子書的「可讀性」呈中高程度線性正相關。

五、相關性分析
（一）可讀性要素
本部分抽取可讀性構面中最具代表性之「字體大小」、「行距」、「行長」、「字距」
四個要素，透過 Pearson 相關系數檢定它們之間的相關程度，結果顯示在信心水準 α=0.01
下，顯著性 p=0.000，「字體大小」與「行距」之 Pearson 相關系數 為 0.692，呈中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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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正相關，「字體大小」與「行長」之 Pearson 相關系數 為 0.656，呈中高程度正相關，「字
體大小」與「字距」之 Pearson 相關系數 為 0.731，呈高程度正相關，「行距」與「行長」
之 Pearson 相關系數 為 0.811，呈高程度正相關，「行距」與「字距」之 Pearson 相關系
數 為 0.821，呈高程度正相關，「字距」與「行長」之 Pearson 相關系數 為 0.787，呈高
程度正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字體大小」、「行距」、「行長」、「字距」四個要素間之相關
性均呈中等程度至高程度正相關，表示普遍電子書版面對受測者來說都是容易閱讀的，
現今之電子書均有良好之可讀性。
表 14「字體大小」、「行距」、「行長」、「字距」之相關分析

字體大小 皮爾森 (Pearson) 相
關性
顯著性（雙尾）
行距
皮爾森 (Pearson) 相
關性
顯著性（雙尾）
行長
皮爾森 (Pearson) 相
關性
顯著性（雙尾）
字距
皮爾森 (Pearson) 相
關性
顯著性（雙尾）

字體大小
1

行距
.692**

行長
.656**

字距
.731**

.692**

.000
1

.000
.811**

.000
.821**

.000
.656**

.811**

.000
1

.000
.787**

.000
.731**

.000
.821**

.787**

.000
1

.000

.000

.000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電子書隨科技進步而逐漸成為主流的閱讀載具，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透過問卷調查，
去實際瞭解現時大學生使用電子書之經驗，各項影響閱讀電子書時之感受之因素，以及
大學生對電子書之使用意願及接受程度，根據各項統計結果，本研究之結論如下所敘述。

一、研究結論
（一）電子書之閱讀經驗對電子書之使用意願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從電子書之可讀性及易用性兩個構面去分析大學生電子書之閱讀經驗，研究
結果顯示，電子書之可讀性及易用性均與使用電子書之意願有中度線性正相關，可讀性
及易用性是大學生閱讀電子書時重視之條件，而電子書之閱讀時數與電子書之可讀性與
易用性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電子書之便捷性、使用效率、清晰度及舒適度越高，大學
生便願意投放更多時間去閱讀電子書，由於休閒娛樂與學術研究是大學生使用電子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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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可提供良好閱讀經驗的電子書更可提高工作效率、節省時間，成為電子書受
大學生歡迎之原因。
（二）電子書之價值面向
從研究結果可知，電子書的價值面向與大學生之使用意願呈中高程度正相關，願意
使用電子書之大學生，認為電子書具有越高之價值，他們認同電子書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並符合現代社會的潮流趨勢，可見大學生對使用電子書有積極樂觀之看法，會是持續使
用電子書之群體，是電子書市場中具發展潛力之客群。
而在消費行為方面的調查可見，每月於電子書上消費 TWD $501 ～ 1000 的組別較其
他組別於電子書的使用意願有最大顯著之差異，表示受測之大學生普遍每月能負擔之電
子書消費為 TWD $501 ～ 1000，若價格太高或會無法負擔或使電子書之吸引程度下降，
從而減低使用電子書之意慾。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擴展研究對象範圍
在研究對象選擇部份，本研究是以有使用電子書經驗之在學大學生為首要研究對象，
在後續研究中可選擇無經驗者或偏好閱讀紙本書者進行比較，去研究預測電子書市場之
市佔率與未來之發展趨勢。
（二）問卷設計
而在問卷設計上亦可收集更多關於受訪者基本個人資料的問題，例如性別、地區、
學歷程度、收入等資料，以便於後續研究時可調查不同族群與研究項目之關聯性，為研
究調查增加更多樣性之面向。
（三）加入輔助影響因素研究
在調查電子書之使用經驗與使用意願時，除了從本研究之閱讀經驗因素出發，可結
合其他面向如市場因素，將對電子書之研究加以延伸，以了解更多影響電子書發展之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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