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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是編製一份「中文閱讀動機量表」，協助教師了解孩子的閱讀動機高低。本研究分為

兩個部分，研究一是以Wigfield與 Eccles（2000）的動機期望價值理論作為文獻基礎，並透過 60
位國小、國中與高中生進行個人訪談，將其訪談的資料編碼與分類，進行內容分析後，得出 15個
向度作為量表之依據；研究二則是探討「中文閱讀動機量表」的信度與效度，分為預試階段和正

式階段。在預試階段，是由 750位國小、國中生的預試結果，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後保留 10
個向度，共 52題作為正式量表之題本，採用的 10個向度分別為：「投入」、「未來志向」、「認
可順從」、「環境」、「競爭」、「成績」、「社會」、「自我要求」、「自我效能」及「好奇」。

正式階段，有 2,273位國小與國中生作為受試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從結果中可得知，折半
信度介於 .72∼ .91，而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81∼ .91，說明量表有可接受之信度；且效度中的內
在結構適配度，各向度之潛在變項組合信度介於 .81∼ .91，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46∼ 
.63，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0的標準，說明此份量表具有其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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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為一總體整合的歷程（a total integrative process），涵蓋情意（affective）、知覺（perceptual）
和認知（cognitive）三個領域（Conway & Rubin, 1991）。閱讀的行為之所以會產生，主要是由「動
機」所引發。
「動機」一詞最早是在 Deci與 Ryan（1985）研究中闡述「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時提出，探討以人發自內心的動機，進而發展個人的意願、目標，且自身可感受到對環境有自我決
定權時，能夠排除外在的誘因，將引發其內在動機，滿足個人需求；而 Gambrell等人（1996）則提
出閱讀動機是指個人的自我概念及重視閱讀的價值，進而影響學習者進行深度或表面的學習行為，
此具有其關鍵的影響力；其次，以 Vygotsky（1980）社會文化論的觀點來看，學習是個體與社會文
化交互作用而成的，此部分的觀點與Wigfield（1996）在閱讀動機層面中提及的閱讀社會因素是相
同的，他認為閱讀並非一味的被動接受資訊，而是個人採取主動認知、理解與創造，才能將獲得的
知識內化與轉化更深層的知識作為應用。因此，在Wigfield與 Eccles（2000）動機的期望價值理論
（expectancy-value theory of motivation）中，認為個人的成就，主要是自身對於任務的期望與價值，
所表現出的行為與選擇。如果學習者對於要執行的任務感興趣，即會肯定其任務所帶來的價值，便
會主動積極投入該任務，此過程稱之為動機。
根據研究顯示，動機是領域的構念（domain-specific concept），且屬於多元建構（Baker & 

Wigfield, 1999）。以閱讀動機為例，針對閱讀動機的因素結構，可由三個層面來看，分別為信念
（belief）、價值（value）與目標（goal）。在主要層面之下又包括 十一個向 ，分別為：「效能」、
「挑戰」、「逃避」、「好奇」、「投入」、「重要」、「認可」、「成績」、「競爭」、「社會」、
「分享」及「順從」（Wigfield & Guthrie, 1997），如表 1所述。

表 1
閱讀動機層面的向度及其定義

層面 向度 定義

能力與效能信念

效能

挑戰

逃避

對自己閱讀能力的看法 
對自己了解複雜文本的滿意程度

對閱讀活動的逃避情形 

閱讀價值

好奇

投入

重要

認可

成績

競爭

為了瞭解某個特定主題或內容而閱讀

為享受由閱讀所帶來的愉悅感受而閱讀

因閱讀對個人的重要性而閱讀

為了獲得他人認可而閱讀

為了獲得好的成績而閱讀

為了比同儕有更好的表現而閱讀

閱讀社會因素
分享

順從

為了能與他人分享書本的內容而閱讀

因老師或父母的要求而閱讀

註：引自 "Relations of children's motivation for reading to the amount and breadth or their reading,“ by A. Wigfield and J. T. 
Guthrie, 1997,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9, pp. 431–432 (https://doi.org/10.1037/0022-0663.89.3.420). Copyright 
2021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在三個層面中，首先，信念層面，要讓學生對於所學習的內容感興趣，這樣就會讓他們對學習
較能堅持，同時也能將學習的素材做較深層的處理，當學生有了對於學習的主動認同與認知，就會
有良好的成就表現（陳志銘等人，2015；Driscoll, 2000; Pintrich, 2000; Schraw & Lehman, 2001）。
其次，價值層面部分，要讓學生對於閱讀產生認同，並認為其對於自身是有意義的，也才能讓學生
在閱讀領域中有自我的發展，此價值的認同也會影響對於閱讀的選擇、決定要投入多少努力與時間、
遇到困難時是否要繼續堅持等，都會決定自身在此領域中能達到的成就（Bandura, 1977）。再者，
針對目標方面，目標的設定會決定自身如何完成學習的工作，且可依據時間的長、短來決定，一旦
決定了目標，即能提升動機完成所設定的任務（Pintrich & Schunk, 2002）。在目標中，可分為「成
就目標導向」和「表現目標導向」兩種（Midgley et al., 2001）。成就目標導向的學生注重的是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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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在價值，較關注在個人的學習及進步情形；反之，表現目標導向的學生對於閱讀則會是為了閱
讀而閱讀，這類的學生，在意閱讀所表現的結果，例如，閱讀成績、閱讀表現、甚至也會與同儕間
進行比較，在意自己是否閱讀的多寡、期望得到他人對於自身的閱讀表示肯定與認同。且在相關研
究中也發現，屬於成就目標導向的學生，對於長期的閱讀表現較為正向（Shaughnessy, 2004）。

（一）閱讀動機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閱讀是一項複雜且需要長時間投入的活動，因此，如果要使閱讀行為持續是需要有強烈的閱讀
動機。在閱讀動機的研究中，可發現閱讀動機對於閱讀理解與閱讀成就的關係是密不可分，兩者相
互影響且呈現正相關，這也說明了閱讀動機對於學習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蔡逸芬、陳品華，
2015；Baker &Wigfield, 1999; Becker et al., 2010; Deci & Ryan, 1985; Guthrie et al., 2007; Hebbecker 
et al., 2019; Morgan & Fuchs, 2007; Ryan & Deci, 2000; Schaffner et al., 2013; Schiefele et al., 2012; 
Wigfield & Eccles, 2000; Wigfield et al., 2016）。
學生的閱讀動機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和行為。在 Gottfried（1985）的四到八年級學生的

研究中發現，學生的內在動機會影響學生的閱讀、數學及社會學科的表現，內在動機測量了學生對
於學習的向度，如，我喜歡學習新事物、我想要知道問題的答案等；另一方面在Wang 與 Guthrie
（2004）的閱讀理解對於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之間的關係，發現四年級的參與者在內在動機的向度
中的「興趣」、「投入」及「挑戰」是有其關係；Retelsdorf 等人（2011）的研究中，說明閱讀的內、
外在動機和閱讀表現有關，該研究提到，閱讀的內在動機是基於個人的喜好與成就，例如，我喜歡
讀書、閱讀是為了獲得樂趣等；而另一方面，外在動機則被定義為與社會互動有關，如：「競爭」，
在此，競爭被預測對於學生的閱讀動機有負面的影響，進而學生的閱讀表現也較為消極，同時也會
降低學生的閱讀動機。
閱讀動機除了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表現外，也與性別有其相關性。在閱讀動機的性別研究

中，發現女生的閱讀能力明顯優於男生（Logan & Johnston, 2009; Reilly et al., 2019; Schaffner et al., 
2016）。在 Logan 與 Johnston（2009）的研究中，主要是調查性別差異與閱讀能力、閱讀頻率與閱
讀態度和信念之間的關係，該研究發現女生在閱讀理解能力、閱讀頻率和閱讀態度都是積極的且優
於男生；而在 Schaffner等人（2016）的研究中更近一步指出，女生的閱讀動機高於男生，其原因為
閱讀是一種較為靜態型的活動，而在校內所閱讀的文本，屬於文學性質較多（例如，故事和小說），
這與女生的興趣較為相關（Baker &Wigfield, 1999; Wigfield & Guthrie, 1995）。
而在年級的部分，相關研究發現孩子一開始對於閱讀是有熱情的、是發自內心對於閱讀產生的

好奇和興趣。但隨著孩子的年齡增長，對於閱讀的行為則是由在內在動機轉換成外在動機所引導，
特別是中學階段開始，學習目標開始改變，為了考試而閱讀，因而閱讀的動機也隨之逐漸下降（宋
曜廷等人，2003；Hebbecker et al., 2019; Wigfield & Guthrie, 1995）。

（二）閱讀動機的測量與研究限制

以閱讀動機測量為主的研究十分豐富，在 1970年代，教育者及研究人員，對於閱讀動機的測
量開始探討與評論（Schiefele et al., 2012）。同時，在 Davis等人（2018）的閱讀動機量表文獻回顧
研究中，主要目的是找出所有年齡層所使用的閱讀動機量表，以及探討開發量表的過程。該研究的
量表主要來源是透過美國心理學會所建置的索引摘要資料庫 PsychInfo和 Eric的資料庫找尋相關工
具，共計有 120篇文章，但符合 Davis等人研究的量表，共計有 16個，其中包含學生的閱讀動機、
學業動機及自我效能等。該研究大部分的量表，主要的研究對象是以英語為母語且年級皆以一年級
至六年級為主。此外，也有其他學者對於閱讀動機量表的評估向度有不同的看法，相關資料整理如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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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閱讀動機量表整理

量表名稱 作者 年份 樣本 向度 信度 效度

The Functions of 
Reading Greaney & Neuman 1990 3,574位

競爭、興趣、逃避、投入、時

間、目標、社會、效能、方便、

成績

--- EFA

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MRQ)

Wigfield & Guthrie 1995 105位

效能、挑戰、逃避、好奇、投

入、認可、競爭、重要、成績、

社會及順從
.44— .81 EFA

Motivations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MRQ)

宋曜廷等人 2003 835位

效能、挑戰、逃避、好奇、投

入、認可、競爭、重要、成績、

社會及順從
.61— .80 CFA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CRMQ)

Lau 2004 159位

自我效能、內在動機、外在動

機、社會動機、能力歸因、努

力歸因、策略歸因、外部歸因
.70— .85 EFA

Read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RMQ-E)

Stutz et al. 2016 1,497位

好奇心、參與與成績、競爭、 
順從

--- CFA

Adaptive Reading 
Motivation
Measure (ARMM)

Kingston et al. 2017 9,394位

一般閱讀動機、內在閱讀動

機、外在閱讀動機、自主權、

難度感知、避免閱讀、社會動

機

.66— .95 Criterion Validity

註：研究者自行整理。

目前的閱讀動機量表發展大多以Wigfield 與 Guthrie（1995）的MRQ閱讀動機 11個向度作為
研究基礎，因該份閱讀動機量表使用廣泛，已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在世界各國使用，如歐洲、美
洲、亞洲等地區（De Naeghel et al., 2012; Lau, 2004; Medford & McGeown, 2012; Schutte, & Malouff, 
2007）皆說明此份量表對於學術上的研究是有其重要性。
同時在表 2的資料整理中，發現宋曜廷等人（2003）也是基於Wigfield與 Guthrie （1995）所

開發的MRQ進行修訂，基本上也是 3類 11個向度閱讀動機進行探討，經因素分析後將題目從 54
題刪減為 50題，而分量表的內部一致信度介於 .60∼ .81之間，總量表為 .90，說明其兩者量表的信、
效度的結果是一致的。
另外，也有學者針對 Wigfield 與 Guthrie（1995）所開發的閱讀動機量表持有不同的看法，如：

Watkins與 Coffey（2004）認為現今最常被使用Wigfield 與 Guthrie的MRQ是以 11個向度及 54個
題目的閱讀動機的內容，在經過以雙重 CFA交叉驗證發現兩個樣本的資料與模式均不適配，有鑑
於此，認為現行最常用的閱讀動機量表，是需要經過修改的；Kingston等人（2017）在適性的閱讀
動機量表中，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以及自主權、難度感知等向度；且在Davis等人（2018）
的研究回顧中，提到Wigfield 與 Guthrie的MRQ量表，對象是以 105位的四年級與五年級的樣本
數，以及僅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建構的量表的有效性是受質疑的。此外，也有學者認為MRQ開發
的內容是以西方的角度作為研究的環境，對於以東方國家在推動中文的閱讀環境不甚熟悉，例如，
在Lau（2004）發展的中文閱讀動機量表（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CRMQ）中提到，
CRMQ是以香港地區為設計，研究對象僅以七年級的中國學生為主，除了動機分為內、外在動機外，
認為「歸因理論」也會影響讀者的閱讀動機表現，因此增加了「歸因理論」之概念，在 CRMQ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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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共有八個向度，分別為「自我效能」、「內在動機」、「外在動機」、「社會動機」、「能力
歸因」、「努力歸因」、「策略歸因」與「外部歸因」，但在該研究分析方法上，也僅做探索性因
素分析，未做驗證性因素分析，故此問卷的信、效度有待商榷。
從上述相關文獻探討得知，針對不同地區、語系、學習環境及調查對象，應重新研擬適合的閱

讀動機量表；本研究將以Wigfield 與 Guthrie（1995）的MRQ及Wigfield與 Eccles（2000）期望價
值理論做為文獻基礎，建立一份適用於國小及國中生的「中文閱讀動機量表」。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發展一份適用於臺灣閱讀環境的中文閱讀動機量表，並對其進行信、效度檢證。
本研究分為兩個部分，研究一根據相關研究所建構的閱讀動機量表作為文獻的研究基礎（Baker & 
Wigfied, 1999; Schiefele et al, 2012; Wigfield & Guthrie, 1995, 1997），透過質性訪談，以開放式問題，
進行資料蒐集，並以內容分析法分析，歸納出中文閱讀動機量表的向度；研究二則根據研究一的內
容分析方法，所得的資料結果來擬定預試量表題目，並進行預試和正式施測，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
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等方法，以驗證中文閱讀動機量表的信、效度。

研究一  閱讀動機向度之分類

本研究一是藉由文獻探討及學生訪談，擬定出「中文閱讀動機量表」之訪談題目。本研究透過
多次的學生訪談，將訪談結果整理成逐字稿，再以內容分析法分析逐字稿的內容，同時進行專家諮
詢。
質性分析是由一位具有心理學背景及一位華語教學背景的研究人員來協助，這兩位研究員皆曾

執行過科技部閱讀相關的專案計畫。其中心理學背景的研究員，對於問卷編製與發展皆有豐富經驗，
並發表過數篇量表編製的論文；而華語文教學背景的研究人員，則具有七年的華語文教學經驗，且
主要的工作經歷包含協助學校執行智慧閱讀的課程設計相關的教學活動與教案。在分析資料的過程
中，兩位研究員首先討論文字資料的標準與分類，並揀選逐字稿中的關鍵詞，再進行編碼與分類。
若資料的整理過程中，遇到無法確認的分類，便會邀請在閱讀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的專家進行諮詢。
這些專家的背景具有閱讀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與語文教育等學術專長，也曾參與過線上閱讀、數位
自主教學系統及可讀性系統研發。最後透過雙方的討論，依據分類的內容給予名稱，共計得到 15
個向度，作為編擬「中文閱讀動機量表」試題之依據。

（一）研究方法

1.參與者

本研究對象是以國小至高中生為主，首先，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透過各學校的閱
讀推廣（閱推）教師或是國文教師，並向教師說明研究目的與研究內容，邀請學生參與閱讀動機訪
談，再以滾雪球式（snowball sampling）詢問身旁周遭在學校部門擔任閱推教師或國文教師，請教
師幫忙代為詢問班級學生是否有意願分享自身的閱讀經驗並進一步透過教師或是學生的關係分別再
次詢問對與此研究有興趣的參與者，最後由研究者自行後續聯繫與接洽。
在研究者邀約後，若學生同意表示有興趣參與，研究者將會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先寄給班級

教師一份參與研究的同意書訊息，再由教師轉知給學生的家長，最後是以家長的簽名完成並繳交後，
才會成為本研究的受試者，同時，為了保護受訪的學生資料將不對外公開，僅做為研究用途之用；
接著，依照約定時間與地點到該校進行訪談或是由家長協助進行線上訪談。最後，一共參與研究的
有國小、國中至高中分別各 20位，總計共 60人，其中男生有 25人，女生有 35人。同時考量到城
鄉差距之因素，60位參與者分別分布新北、臺北、新竹、彰化、南投、嘉義、高雄、宜蘭等八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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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程序及資料分析

本研究是以半結構訪談行式進行，先將訪談的提問與順序先擬定好大綱。第一步，在進行訪談
前，會再次告知受訪者此次訪談方向及預估多久的時間，且將會進行錄音以做為研究資料的收集。
經雙方確認後，即可開始進行訪談。第二步，先邀請受訪者說明自己的背景，如：「幾年級？喜不
喜歡閱讀？為什麼？」等等。第三步，根據受訪者的回答，研究人員將予以進一步深入的探討與提
問，如：「你喜歡閱讀，那麼，通常會是閱讀什麼樣的書籍？科學類？小說類等等」。第四步，受
訪者的個人經驗與主題的過渡性問題，如：「你在閱讀的時候，會很在意自己的閱讀狀況落後其他
同學嗎？」。整體來說，會先從廣泛的問題先讓參與者能夠回答，再逐漸引導至核心的問題做深入
的了解，亦會依據參與者的回答進行追問。最後，在將要結束之際，會請受訪者再思考是否需要補
充說明關於閱讀的想法和看法，估計每一位參與者的訪談時間約為二十分鐘。
在資料分析方面，依據 Crabtree與Miller（1999）的質性分析步驟，進行內容資料分析法中的

口語資料分析法（protocol analysis），針對訪談的錄音資料轉寫成逐字稿，再進行編碼與分類。第
一步是閱讀逐字稿內容，將受訪者的內容逐一將關鍵句編碼，如：「如果朋友剛好跟我一樣喜歡那
本書，然後也正在看的話，會比較有共同的話題。」（D-0812-B-03），編碼方式 D-XXXX是代表
訪談日期，A代表高中，B代表國中，C代表國小，最後兩碼則是第幾位受訪者。第二步，將關鍵
句選出關鍵詞，如，「如果朋友剛好跟我一樣喜歡那本書，然後也正在看的話，會比較有共同的話
題。」先將關鍵句縮減為「朋友跟我一樣」和「有共同話題」，再將關鍵詞選出「朋友跟我」和「共
同話題」並做為概念編碼，接著再將相似的句子逐一編碼放在同一類。第三步，將歸納後的編碼進
行命名與定義。若兩位質性分析的研究人員在編碼分類有歧異時，將會由本研究兩位作者加入共同
參與討論，將分類定義表述的更詳盡、清楚，並依據新定義重新分類。透過資料反覆分析與確認後，
最後整理出 15個向度，做為閱讀動機量表之構念。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經過資料分析後，依分類結果進行命名，一共有 15個向度，分別有「好奇」、「投入」、
「社會」、「競爭」、「環境」、「方便」、「習慣」、「認可」、「挑戰」、「成績」、「順從」、「效
能」、「興趣」、「獲取知識」及「未來志向」。有關於每一主題所含的關鍵句次數，如表 3所示，
有關各向度的關鍵句結果敘述如下。

表 3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的向度與關鍵句次數

向度 關鍵句次數

好奇

投入

社會

競爭

環境

方便

習慣

認可

挑戰

成績

順從

效能

興趣

獲取知識

未來志向

54
60
46
16
22
44
34
34
45
57
50
67
73
5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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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奇

對於學生從未接觸過的知識、不熟悉的事物及文本內容感到好奇，而產生想要閱讀的動機。例
如，「因為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就會覺得好奇。」（D-0808-C-02）

我自己是覺得只要那東西讀起來很新鮮，或者跟我平常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比較不一樣的
東西，我就覺得有趣。（D-0808-A-11）

如果是我不知道的書，或是不知道的知識，我會好奇想找資料閱讀。（D-0814-B-18）

2. 投入

學生會針對文章中所描述的內容，喜歡置身其中，融入於故事情節之內。
例如，「因為內容會牽動讀者的心情，所以如果是非常有趣，或是讓我覺得這個故事或議題非

常值得深入，我就會繼續讀下去，如果沒有的話，就會開頭和結尾草草翻過，不會再翻第二遍。」
（D-0823-A-01）

武俠小說會讓我閱讀時會更開心，更沉浸在裡面。（D-0812-B-06）

可以試著去了解角色，就會去想為什麼故事中對主角要這麼做。（D-0808-C-02）

3. 社會

學生在班上感受到周遭有閱讀的氛圍，同時，藉由閱讀能夠讓讀者和他人產生互動交流。例如，
「我的閱讀習慣是受到同學的影響，就是最近同學在看甚麼書，我反而會對那本書有興趣而去看。」
（D-0823-A-03）

班上同學如果在看我感興趣的書籍，我就會去問同學能不能借我看。（D-0812-B-11）

因為大家都閱讀，我就會跟著大家一起閱讀。（D-0808-C-04）

4. 競爭

讀者會和他人比較，期望自己的閱讀能夠比別人好。例如，「有時會想要比較，比看誰讀的東
西最多或是懂很多不一樣的東西。」（D-0809-A-14）

會比較誰看的比較快。（D-0812-B-13）

會想要比誰看的最多。（D-0813-C-09）

5. 環境

影響讀者閱讀的物理環境，如，空間及舒適度。例如，「覺得有一個不受干擾的環境，有一個
舒適的氣氛，就會想增加閱讀時間。」（D-0813-A-18）

會受到別人干擾，所以會選擇比較安靜，喜歡一個人閱讀。（D-0814-B-16）

如果很吵鬧的環境，我就不喜歡閱讀，我喜歡安靜一點，舒服一點，躺在床上閱讀。
（D-0814-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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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便

閱讀資源取得的便利程度與方便性。例如，「如果圖書館離家裡很近，我會想多去看看，畢竟
家裡的書是有限的。」（D-0823-A-08）

會因為有些書比較容易借到，或是在書店比較容易看到就想去看書。（D-0812-B-12）

教室的書很方便，沒有的話，會去圖書館，家裡也有很多書。（D-0808-C-03）

7. 習慣

讀者本身有閱讀的習慣，對於閱讀的時間和閱讀的數量都會有一個自己的標準。例如，「我還
滿常看書，除了之前在準備考試之外，我一個禮拜都會看一本書。」（D-0815-A-19）

如果老師沒有要繼續上課，下課就可以去圖書館，不然就是假日會到圖書館。
（D-0812-B-01）

平常有空就會選擇閱讀。（D-0811-C-07）

8. 認可

讀者知覺到因其閱讀行為而受他人肯定的狀態。例如，「像是那本書的作者，因為他們寫
了就是希望有人能夠看懂他們寫的吧，所以我會希望我看得懂的話，那些作者可以讚美我。」
（D-0810-A-16）

會想要獲得家長的稱讚或是鼓勵而想去閱讀。（D-0812-B-14）

老師的鼓勵啊就更想閱讀啊⋯⋯會獎勵我們啊。（D-0808-C-05）

9. 挑戰

讀者會特別關注某個領域課題而進行相關內容的閱讀。例如，「之前看到一本書想法比較跳躍，
一開始真的看不懂在說什麼，但我想盡量去理解，雖然最後可能沒有完全理解。」（D-0823-A-05）

喜歡歷史文學的書籍，裡面都是文言文的，感覺比較有挑戰性。（D-0812-B-02）

在閱讀時會挑戰比較難的書，會感覺很厲害。（D-0814-C-15）

10. 成績

讀者因能夠增進自身在校的表現，包含考試成績而閱讀。例如，「如果多閱讀，在國文成
績上一定會提升，因為閱讀速度變快了，看題目的時間就比較短，作答方面就會有所提升。」
（D-0823-A-02）

多看成績會變好。（D-0812-B-05）

我覺得多少有一點關係吧⋯⋯最近國語考試就考 100分。（D-0811-C-08）

11. 順從

讀者因他人的要求而產生閱讀行為。例如，「他們覺得對我有幫助，要我去閱讀，我就會去做。」
（D-0810-A-17）



閱讀動機量表編製與信效度檢驗 835

長輩、老師覺得對我有幫助，要我去看，我就會閱讀。（D-0814-B-15）

媽媽和老師都會要求我看課外書。（D-0813-C-14）

12. 效能

讀者對於閱讀能力及效率的自我評估。例如，「可以增進文字的敏感度，也可以讓邏輯比較通
順，也就是你接觸大量的文章，下次遇到不同的文章時，可能就比較有能力去分析那個文章。」
（D-0809-A-12）

可以讀得懂內容在傳達給我們甚麼道理，閱讀數量應該也不會太少。
（D-0814-B-19）

有時候老師問一些課外題的時候只有我會回答。（D-0814-C-17）

13. 興趣

讀者會特別關注某個領域課題而進行相關內容的閱讀。例如，「我有時候會特別去找自己喜歡
的作者寫的書，像自己喜歡看推理小說或武俠小說，像是我就會把金庸的書去圖書館借來看完。」
（D-0823-A-09）

還是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去選擇書籍。（D-0812-B-09）

都看我喜歡的書。（D-0814-C-19）

14. 獲取知識

讀者希望透過閱讀增長知識及認知能力。例如，「我覺得我最常看的應該就是手機上的新聞報
導，因為我覺得需要了解一些時事，閱讀的話可以獲取一些知識。」（D-0823-A-07）

閱讀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識也可以運用在不同的情況上。（D-0812-B-10）

因為你沒有閱讀的話，很多事情你就會不知道，所以閱讀就可以增加很
多知識。（D-0814-C-20）

15. 未來志向

讀者為了自身未來發展而進行的閱讀活動。例如，「因為之後是念歷史方面的，歷史會有很多
相關的書籍可以閱讀。」（D-0823-A-10）

未來找工作比較方便。（D-0812-B-08）

小時候接觸自然課本覺得有趣立志要當生物學家。（D-0813-C-11）

研究數據經質性分析後，歸納出 15個向度，此結果與Wigfield 與 Guthrie（1995）所研發的閱
讀動機的 11個因素有所不同，主要差異在於增加了 4個向度（「環境」、「方便」、「興趣」、「未
來志向」），其餘的向度皆相同。經由訪談的過程中了解其原因，發現閱讀對參與者來說，是一種
自由的、放鬆的，且在沒有為考試而閱讀的壓力下，閱讀會是一種休閒活動，故外在的閱讀環境及
取得書籍的方便性，都會影響讀者是否願意從事閱讀的動機和行為。因此，在確定向度及定義後，
本研究將透過這 15個「中文閱讀動機量表」向度進行試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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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  閱讀動機量表編製及其信度與效度之檢驗

研究二主要是依據研究一的 15個向度，進行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試題編製並檢驗其信度與
效度。在資料收集與分析上，會透過預試階段和正式施測階段，並以 SPSS 23.5版本進行信度與效
度分析，信度是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及折半信度作為信度估計；在效度分析則是對預試資
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來確認量表的因素結構並刪除表現不
佳的題目，形成正式量表；接著，正式的量表則採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作為建構效度之依據。

（一）研究方法

1. 參與者

預試階段：研究者針對小學四年級到國中八年級學生總共發出 750份問卷並全數回收，回收率
為 100%，最後經問卷整理並未發現無效問卷。750份有效問卷中男生 373位、女生 364位、未填
寫性別者 13位；國小、中分布的人數各別為國小四年級 61位（8 %）、五年級 57位（8 %）、六
年級 101位（13 %）；國中有七年級 327位（14 %）、八年級 204位（27 %）。 
正式階段：在正式階段中，研究者總共發出 2,400份問卷，對象是以臺灣北、中、南部地區的

三年級至九年級學生為主，共回收 2,305份問卷，經剔除未完成問卷題目數超過 5題以上，及整份
問卷皆填寫同一個選項之無效問卷 32份，有效問卷共計 2,273份（98%），其中男生 1,246位、女
生 1,027位；年級分布分別為國小三年級 156位（7 %）、四年級 101位（4 %）、五年級 329位（15 %）
六年級 227位（10 %）；國中七年級 639位（28 %）、八年級 416位（18%）、九年級 405位（18%）。

2. 試題編製

研究二是根據研究一所得到的 15個向度，進行向度定義之編寫，初步編寫題目一共有 120題，
在試題編寫後，邀請長期研究閱讀專家與心理測驗專家一同協助確認與審題，確認每個向度的題目
是否有與向度的定義相符及文字上的修飾與潤稿，最後以 105題做為預試題本的內容。預試題本的
向度，及其定義和題數可參考表 4。

表 4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15個向度之定義與題數

向度 定義 題數

好奇 對於學生從未接觸過的知識、不熟悉的事物及文本內容感到好奇而產生想要閱讀的動機。 7

投入 學生會針對文章中所描述的內容，喜歡置身其中，融入於故事情節之內。 7

社會 學生在班上感受到周遭有閱讀的氛圍，同時，藉由閱讀能夠讓讀者和他人產生互動交流。 7

競爭 讀者會和他人比較，期望自己的閱讀能夠比別人好。 7

環境 影響讀者閱讀的物理環境，如，空間及舒適度。 7

方便 閱讀資源取得的便利程度與方便性。 7

習慣 讀者本身有閱讀的習慣，對於閱讀的時間和閱讀的數量都會有一個自己的標準。 7

認可 讀者知覺到因其閱讀行為而受他人肯定的狀態。 7

挑戰 讀者會特別關注某個領域課題而進行相關內容的閱讀。 7

成績 讀者因能夠增進自身在校的表現，包含考試成績而閱讀。 7

順從 讀者因他人的要求而產生閱讀行為。 7

效能 讀者對於閱讀能力及效率的自我評估。 7

興趣 讀者會特別關注某個領域課題而進行相關內容的閱讀。 7

獲取知識 讀者希望透過閱讀增長知識及認知能力。 7

未來志向 讀者為了自身未來發展而進行的閱讀活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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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程序

在預試階段和正式測驗階段，皆採線上量表並以團體施測的方式進行。施測前，會先讓班級的
教師與學生充分了解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使用資料的方式，以及對個人資料的保密責任，完成填
答後，將針對所回收的問卷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
在計分方面，「中文閱讀動機量表」是以 Likert-scale五點量表的形式呈現，參與者依據自己的

閱讀情況填答，若選擇「非常符合」得 5分、選擇「蠻符合」得 4分、選擇「普通符合」得 3分、
選擇「稍微符合」得 2分、選擇「不符合」得 1分，每個向度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越重視該向度
的閱讀動機。

（二）研究結果

1. 預試階段

（1）試題分析。預試階段一共收回 750份有效問卷，研究者便著手進行試題資料分析及探索性因
素分析，檢視向度是否能合併，以及試題是否適合放入某個向度之中。在試題資料分析，本研究以
試題修正後試題與總分相關（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作為鑑別指標，以刪題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值是否提升作為刪題之指標。每一個試題修正後，試題與總分相關是指各試題得分與
排除該試題後向度總分間的關聯性，刪題後 Cronbach’s α值是指刪除該試題後所屬向度的內部一致
性 Cronbach’s α值。若各試題與總分相關要在 .40以上，則為適切之試題，將予以保留作為本研究
之試題；相反，刪除該試題後內部一致性若提升，則代表該試題不適切，應予以刪除。本研究是以
主軸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的 promax斜交轉軸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若試題在原向
度的因素負荷量小於 .30，或者試題跨向度而難以歸納在某一向度，亦會考慮刪除該試題。最後，
依據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原先有 15個向度，105題，刪除了 53題，保留 52題，經合併後剩下
10個向度，將作為正式題本之內容，如表 5所示。此外，合併後的向度將會重新進行命名與定義。

表 5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10個向度之定義、題數及預試結果分析
向度 原向度 定義 試題 鑑別度 刪題後 α值 各向度 α值

投入

投入

習慣

興趣

讀者會因為閱讀這件事情感到有趣，

願意接觸，將置身融入於故事情節

中。

第 01題 .77 .64

.92

第 02題 .87 .83

第 03題 .85 .76

第 04題 .81 .80

第 05題 .73 .72

第 06題 .81 .79

第 07題 .85 .81

未來

志向

未來

志向

讀者為了自身未來發展而進行的閱讀

活動。

第 08題 .68 .74

.88

第 09題 .66 .70

第 10題 .82 .66

第 11題 .92 .79

第 12題 .83 .71

認可

順從

認可

順從

讀者會因為他人要求而閱讀並期待得

到肯定。

第 13題 .86 .74

.84

第 14題 .69 .66

第 15題 .71 .64

第 16題 .68 .57

第 17題 .64 .60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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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原向度 定義 試題 鑑別度 刪題後 α值 各向度 α值

環境 環境
影響讀者閱讀的物理環境，如：空間

及舒適度。

第 18題 .73 .68

.83

第 19題 .66 .60

第 20題 .61 .54

第 21題 .69 .64

第 22題 .87 .75

競爭 競爭
讀者會和他人比較，期望自己的閱讀

能夠比別人好。

第 23題 .80 .77

.88

第 24題 .92 .78

第 25題 .54 .66

第 26題 .69 .73

第 27題 .51 .62

成績

獲取

知識

成績

讀者希望透過閱讀增長知識及認知能

力，並增進學業成績。

第 28題 .70 .66

.84

第 29題 .59 .64

第 30題 .49 .65

第 31題 .76 .67

第 32題 .69 .63

社會 社會 讀者感受到周遭有閱讀的氛圍。

第 33題 .79 .69

.83

第 34題 .70 .71

第 35題 .79 .66

第 36題 .46 .53

第 37題 .52 .57

自我

要求
競爭 讀者會在意自己的閱讀成效。

第 38題 .76 .68

.82

第 39題 .69 .69

第 40題 .67 .66

第 41題 .65 .64

第 42題 .60 .65

自我

效能
效能

讀者對於閱讀能力及效率的自我評

估。

第 43題 .59 .66

.78

第 44題 .55 .59

第 45題 .46 .58

第 46題 .51 .52

第 47題 .55 .59

好奇

獲取

知識

好奇

讀者因好奇想獲得更多的知識。

第 48題 .58 .68

.82

第 49題 .45 .55

第 50題 .51 .63

第 51題 .31 .65

第 52題 .58 .57

就試題分析結果顯示，內部一致性Chronba α 介於 .80∼ .94，總量表為 .94。這10個因素分別是：
「投入」、「未來志向」、「認可順從」、「環境」、「競爭」、「成績」、「社會」、「自我要求」、
「自我效能」及「好奇」，所有的題目負荷量都有 .5以上，說明此問卷量表是具有信度。以下就向
度定義與例題，敘述如下：

表 5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10個向度之定義、題數及預試結果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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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投入。定義：讀者會因為閱讀這件事情感到有趣，願意接觸，將置身融入於故事情節中。例如，
我喜歡在閱讀的時候，將心思完全投入在書中世界裡。

b. 未來志向。定義：讀者為了自身未來發展而進行的閱讀活動。例如，閱讀能讓我對未來的發
展更有目標。

c. 認可順從。定義：讀者會因為他人要求而閱讀並期望得到肯定。例如，我會因為想獲得老師
肯定我的閱讀表現而想要閱讀。

d. 環境。定義：影響讀者閱讀的物理環境（如，空間及舒適度）。例如，我會選擇一個比較安
靜的地方閱讀。

e. 競爭。定義：讀者會和他人比較，期望自己的閱讀能夠比別人好。例如，我會和同學比較誰
能夠擷取的閱讀重點最多。

f. 成績。定義：讀者希望透過閱讀增長知識及認知能力，並增進學業成績。例如，因為我想要
以閱讀的方式增加我的作文能力。

g. 社會。定義：讀者感受到周遭有閱讀的氛圍。例如，我會想要參與班級同學的閱讀討論。
h. 自我要求。定義：讀者會在意自己的閱讀成效。例如，我很在意我的閱讀速度比同學慢。
i. 自我效能。定義：讀者對於閱讀能力及效率的自我評估。例如，我在閱讀時，能夠很快找到

重點。
j. 好奇。定義：讀者因為好奇想要獲得更多的知識。例如，我會透過閱讀，滿足對事情的好奇心。

2. 正式測驗階段

（1）信度估計。在信度方面，本研究以折半信度及內部一致性信度作為信度的估計，結果如表 6。
在折半信度方面，介於 .72至 .91；內部一致性度，介於 .81至 .91，10個向度為可接受範圍。

表 6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10個向度估計

向度 折半信度 Cronbach’s α

投入

未來志向

認可順從

環境

競爭

成績

社會

自我要求

自我效能

好奇

.91

.90

.79

.91

.83

.84

.82

.72

.84

.86

.91

.88

.86

.89

.87

.88

.81

.84

.87

.84

（2）效度檢驗。正式施測後，本研究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使用 JASP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本
研究從基本模式適配度（preliminary of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度（overall model fit）以及內在結
構適配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三個部分檢驗其結果，如表 7所示。

表 7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之適配度結果摘要

適配度 適配度指標 樣本數據

基本模式適配度

誤差變異未有負數

誤差變異達顯著水準

因素負荷量介於 .50∼ .95

是

是

.56∼ .8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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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配度 適配度指標 樣本數據

整體模式適配度

χ2值未達顯著

SRMR < .08
RMSEA < .08
TLI > .90
CFI > .90
GFI > .90

否

.06 

.06 

.87 

.88 

.92 

內在結構適配度
潛在變項組合項度 > .60
平均變異抽取量 > .50

.81∼ .91

.46∼ .60

首先，就基本模式適配度，該模式的誤差變異皆無負值且達顯著水準，而因素負荷量介於 .56
至 .85，顯示本模式之基本模式配適度尚稱良好；χ2(1229) = 10578.56 （p < .001），代表模式適配不
佳，但因卡方值受樣本人數及參數個數影響，故可參考其它指標評估模式的適配情況。由表 5可得
知，SRMR = .06，RMSEA = .06，TLI = .87，CFI = .88，GFI = .92。此模式在 TLI和 CFI兩項指標
皆未達 .90的標準，但在GFI達 .90以上；SRMR及RMSEA指標皆小於 .08之標準，因此，整體而言，
模式適配度可接受；內在結構適配度，如表 8所示，各向度之潛在變項組合信度介於 .81至 .91，潛
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46至 .63，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0的標準，說明內在結構適配度亦可接
受。綜合上述驗證性摘要結果，可為提供此向度的證據。

表 8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

潛在

變項
觀察變項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測量誤差

組合

信度

平均變異數抽

取量

投入

第 01題 .68 .68 .53

.91 .60

第 02題 .78 .78 .39

第 03題 .77 .77 .40

第 04題 .85 .85 .28

第 05題 .68 .68 .54

第 06題 .82 .82 .32

第 07題 .81 .81 .35

未來

志向

第 08題 .77 .77 .40

.88 .59

第 09題 .78 .78 .40

第 10題 .73 .73 .47

第 11題 .77 .77 .40

第 12題 .80 .80 .37

認可

順從

第 13題 .82 .82 .33

.86 .55

第 14題 .81 .81 .35

第 15題 .76 .76 .42

第 16題 .64 .64 .59

第 17題 .68 .68 .54

（續下頁）

表 7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之適配度結果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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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

變項
觀察變項 因素負荷量 信度係數 測量誤差

組合

信度

平均變異數抽

取量

環境

第 18題 .69 .69 .53

.89 .63

第 19題 .84 .84 .30

第 20題 .82 .82 .33

第 21題 .79 .79 .37

第 22題 .82 .82 .33

競爭

第 23題 .83 .83 .32

.87 .58

第 24題 .75 .75 .44

第 25題 .81 .81 .35

第 26題 .70 .70 .51

第 27題 .71 .71 .50

成績

第 28題 .78 .78 .39

.88 .60

第 29題 .78 .78 .39

第 30題 .78 .78 .40

第 31題 .70 .70 .51

第 32題 .82 .82 .32

社會

第 33題 .74 .74 .45

.81 .46

第 34題 .77 .77 .40

第 35題 .60 .60 .64

第 36題 .65 .65 .58

第 37題 .63 .63 .60

自我

要求

第 38題 .56 .56 .68

.83 .50

第 39題 .73 .73 .47

第 40題 .56 .56 .69

第 41題 .84 .84 .30

第 42題 .79 .79 .38

自我

效能

第 43題 .85 .85 .27

.88 .59

第 44題 .82 .82 .33

第 45題 .79 .79 .37

第 46題 .58 .58 .66

第 47題 .78 .78 .39

好奇

第 48題 .77 .77 .41

.84 .52

第 49題 .58 .58 .67

第 50題 .76 .76 .42

第 51題 .73 .73 .47

第 52題 .73 .73 .46

表 8
「中文閱讀動機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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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與年級差異分析

1. 性別差異分析

為了解不同性別對於閱讀動機的影響，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進行分析，分析結果請見表
9。

表 9
性別差異對於閱讀動機的表現

向度 性別 平均值 標準差 t

投入
男 3.24 1.03

-4.62***
女 3.45 1.05

未來志向
男 3.01 1.05

 1.36
女 2.95 1.05

認可順從
男 2.50 1.06

 5.05***
女 2.28 0.96

環境
男 3.91 0.97

-3.92***
女 4.07 0.93

競爭
男 2.16 1.02

6.10***
女 1.91 0.88

成績
男 3.07 1.06

-2.70**
女 3.19 1.05

社會
男 2.89 0.99

-1.72
女 2.94 0.96

自我要求
男 2.61 1.05

-0.97
女 2.66 1.03

自我效能
男 3.20 1.00

-0.20
女 3.21 0.98

好奇
男 3.50 0.97

-1.62
女 3.57 0.95

註：男生 1,246人，女生 1,027人。
** p < .01. *** p < .001.

表 9顯示，男、女生在閱讀動機的向度上有不同表現，整體來說，「投入」、「認可順從」、「環
境」、「競爭」及「成績」這五個向度有顯著差異；而「未來志向」、「社會」、「自我要求」、「自
我效能」及「好奇」五個向度則不因性別而有所差異。尤以女生在「投入」、「環境」及「成績」
這三個向度的平均數（3.45, 4.07, 3.19）的表現高於男生的平均數（3.24, 3.91, 3.07）；反之，在「認
可順從」、「競爭」上是男生的平均數（2.50, 2.16）高於女生的平均數（2.28, 1.91）。

2. 年級分析

考量不同年級在閱讀動機向度的表現可能有所差異，故本研究參考教育部對於學習階段的分
類，將研究參與者分為 3組，組別 1為中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共計 257人；組別 2為高年
級組（國小五、六年級），共計 556人；組別 3為國中組（七、八、九年級），共計 1,460人。本
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探討閱讀動機的年級差異，分析結果請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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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不同年級對於閱讀動機的表現

向度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F 事後比較

投入

1 3.65 0.95

19.82***
1 > 2*, 1 > 3***,
2 > 3**

2 3.43 1.11

3 3.24 1.01

未來志向

1 3.41 1.04

27.00*** 1 > 2***, 1 > 3***2 3.00 1.11

3 2.90 1.01

認可順從

1 3.01 1.09

63.42*** 1 > 2 > 3***2 2.46 1.05

3 2.27 0.96

環境

1 4.08 0.93

 2.582 4.02 0.99

3 3.95 0.95

競爭

1 2.53 1.09

42.02***
1 > 2***, 1 > 3***
2 > 3**

2 2.10 1.00

3 1.94 0.91

成績

1 3.59 1.06

32.34***
1 > 2***, 1 > 3***
2 > 3*

2 3.17 1.10

3 3.03 1.02

社會

1 3.20 0.91

12.64*** 1 > 2***, 1 > 3***2 2.88 1.02

3 2.87 0.97

自我要求

1 2.70 1.11

 3.182 2.54 1.09

3 2.66 1.01

自我效能

1 3.44 0.93

13.31*** 1 > 3***, 2 > 3**2 3.29 1.05

3 3.13 0.97

好奇

1 3.68 0.91

 4.13* 1 > 3*2 3.55 1.02

3 3.50 0.95

** p < .01. *** p < .001.

表 10結果顯示，可發現除了「環境」及「自我要求」以外，其餘九個向度在跨年級的差異皆
達顯著。本研究進一步以雪費法（Scheffé）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投入」、「認可順從」、
「競爭」、「成績」四個向度，是組別 1 ＞ 2 ＞ 3；「未來志向」和「社會」兩個向度，則是組別 
1 ＞ 2且 1 ＞ 3，但組別 2和 3沒有顯著差異；在「自我效能」向度，是組別 1 ＞ 3且 2 ＞ 3，但組
別 1和 2沒有顯著差異；在「好奇」向度僅組別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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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與限制

本研究建構出 10個向度 52題的「中文閱讀動機量表」，並針對量表進行信度與效度之檢驗，
從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中可得知，折半信度介於 .72∼ .91，而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81∼ .91，說
明量表有可接受之信度；在效度方面，經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說明在量表與資料的適配度上，
其基本模式適配度、整體模式適配度及內在結構適配度尚可接受，各向度之潛在變項組合信度介於 
.81至 .91，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46至 .63，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0的標準，說明此份閱讀
動機量表具有一定的建構效度。
本研究除了證明此份中文閱讀動機量表是有其信、效度外，相較於前人的研究也有不同之處，

研究一開始是以Wigfield與 Guthrie（1995）的MRQ的量表為本研究的中文閱讀機量表發展的基礎。
透過Wigfield 與 Guthrie的閱讀動機原始量表，發現先前閱讀動機量表的研究對象範圍是從國小三
年級到六年級；宋曜廷等人（2003）的閱讀動機量表的修訂研究中，研究對象也是以國小五年級到
國中一年級為主，故在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是從國小三年級延伸至國中九年級，對象的擴增足以涵
蓋國小、國中的學生，將可更具體了解學生在求學階段的過程中完整的閱讀動機面向。
再者，在閱讀動機量表中的向度，與Wigfield 與 Guthrie的MRQ研究中有部分相似之處，維持

一樣的向度有六個：「投入」、「競爭」、「成績」、「社會」、「自我效能」及「好奇」；新增
加的有「未來志向」、「環境」及「自我要求」這三個向度，透過質性訪談的研究分析結果如下 :
「未來志向」此向度的新增，原因是學生對於閱讀的期待，認為閱讀可以幫助未來選擇工作時，

有明確的方向，對於未來的工作好奇與期待，是可透過閱讀滿足需求，同時可提高未來成功的機會
（Schiefele et al., 2012）。例如，透過閱讀可以幫助我更了解未來想做的工作；「環境」此向度的新增，
原因為外在環境的條件如果是營造舒服且放鬆、明亮、安靜的閱讀環境，會讓讀者更有意願想要進
一步閱讀進而影響閱讀的動機（Chou et al., 2016; Gambrell, 1996）。例如，會選擇一個不被打擾的
空間進行閱讀；「自我要求」此向度新增，則是會以評估自身的閱讀能力，並了解自己的閱讀狀況
是否符合自我的閱讀能力條件（Medford & McGeown, 2012），如，在意自己的閱讀理解比同學慢。
此外，在Wigfield 與 Guthrie（1995）MRQ的問卷中，將「認可」與「順從」兩個向度獨立分開，

但研究者認為在MRQ問卷中的向度「認可」與「順從」的定義不明顯，沒有突顯出所要傳達的意思。
例如：問卷中的「認可」向度的題目，如，「我的父母經常告訴我，我在閱讀方面做得很好」、「我
喜歡老師說我閱讀得很好」。「順從」向度的題目，如，「我必須閱讀」、「我總是努力按時完成閱讀」
等，易讓受試者混淆不清題目的意思，造成誤會；但在本研究中「認可」與「順從」視兩者為同一
個向度，其定義為：讀者會因為他人要求而閱讀並期望得到肯定，其題目例如，我會因為師長常說
閱讀是有用的，所以想要閱讀。因此，研究者建議「認可」與「順從」兩個向度是有關聯性不宜分開。
過去閱讀動機的相關研究，大多以整體閱讀動機分析性別間的差異，鮮少探討不同的閱讀動機

向度的性別差異。本研究特以不同向度檢視男、女生在閱讀動機的表現，為閱讀動機在性別間的比
較，提供了更進一步的資訊。研究結果發現，女生與男生在閱讀動機向度的表現是不相同的，女生
在「投入」、「環境」及「成績」三個向度是明顯高於男生，反之，在「認可順從」、「競爭」是
男生高於女生。由此可見，教師在進行閱讀教學時，可考量性別的差異，給予不同的教學刺激，以
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動機。
在年級差異對於閱讀動機表現的研究結果發現，年級越低的學生，在閱讀動機多數向度表現

上則有越高的現象；反之，閱讀動機也會因隨年紀而有逐漸下降的趨勢，此部分的研究結果與過
去研究結果相符（宋曜廷等人，2003；陳明蕾，2018；Hebbecker et al., 2019; Wigfield & Guthrie, 
1995）。從年級差異的角度可了解，如要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動機，可從低年級學生開始，因 當
學生本身動機越強，並加上教師能有良好的閱讀教學規劃前提下，便容易達到事半功倍的閱讀成效
（謝進昌，2019）；相反，年級越大，學生的閱讀動機則越低，若教師想要藉由教學介入提升閱讀
成效，則可能事倍功半。再者，從訪談資料中，發現閱讀動機向度中的「環境」及「自我要求」雖
無年級上的差異，但學生普遍都認為「環境」是閱讀的先決條件，唯有在良好的閱讀氣氛與舒適的
環境，才會選擇開始閱讀，因此，教室「環境」的營造與佈置，也是教學中可提升閱讀動機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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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此外，對於閱讀這件事情，學生也都能夠充分了解自己的閱讀能力以及閱讀的程度，做出適
合自己的閱讀「自我要求」，所以建議教師可協助學生找出適合且適性的閱讀方式。
綜合言之，此份「中文閱讀動機量表」的對象是以國小、國中生為主，並具有一定的信、效度；

此量表適用於臺灣的中文閱讀環境，且能評估學生的閱讀動機的多元面向，對於未來想要從事閱讀
相關研究之研究者，將可使用此份量表作為依據；在研究限制上，本研究考量時間與人力成本的安
排上，現僅針對國小至國中的學生進行施測，未來可擴充收集高中學生的資料，對本量表在跨學習
階段學生之適用性，進行完整的檢驗，以建立一套更全面性的中文閱讀動機量測工具。

（二）應用與建議

本研究已初步編制一份適合臺灣環境，並具有一定的信度及效度的中文閱讀動機量表。未來，
在學校、班級及家長端都可從不同的角度使用此份中文閱讀動機量表，透過量表結果，可從學生在
意的面向，給予不同的刺激來提升閱讀動機。
首先，學校在進行推廣閱讀的活動時，可透過此份中文閱讀動機量表，協助教師更了解學生所

在意的閱讀動機面向為何。如，對於「環境」向度的分數越高，代表越重視，建議校方未來有盈餘
的補助款時，能佈置一個舒適、放鬆且營造閱讀氛圍與不同情境的圖書館，有助於提升學生的閱讀
動機及圖書館的使用率等等；其次，在班級上的閱讀推廣，如，對於「社會」此向度的分數越高，
代表越重視，建議班級教師在進行閱讀相關課程時，可採用閱讀後，請學生試著與大家分享閱讀的
心得，透過同儕間互相交流，讓學生可進一步了解更多不同的知識以及學會欣賞與聆聽別人的分享；
此外，家庭重視孩子的閱讀習慣養成，亦可透過此量表，更加理解孩子所在意的閱讀動機層面有哪
些，進而使用不同的方式鼓勵孩子閱讀，例如，對於「好奇」此向度的分數較高，家長則可以在培
養孩子閱讀時，多藉由不同閱讀題材引發孩子對於閱讀的興趣、好奇，且透過不同鋪陳的方式，讓
孩子對於閱讀有更多的探索與了解。未來的應用將可針對中文閱讀動機量表之不同的向度與國小、
國中與高中生其他重要的變項的關聯，如 :學業成績、社經地位等進行探討；亦或比較兩者相關向
度的異同，以發展不同情境面向的中文閱讀動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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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is a complex activity that requires long-term activity. Therefore, if you want to keep reading behavior, you need 
to have a strong reading motivation. In the past research on reading motivation, it was found that reading motivation was 
inseparable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achievement. This also 
showed that reading motivation played a vital role in learning. In addition,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not only affecte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behavior, but was also related to gender and grade. In the gender of reading motivation, it 
was found that girls� reading 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boys; in the grade of reading motivation, it was found 
that children were enthusiastic about reading at the beginning, and were curious and interested in reading. But as children grow 
older, their reading behavior was guided by the convers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extrinsic motivation. Especially from 
the middle school stage, the learning goals began to change.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read for exams, so reading motivation 
gradually declines. 

However, most of the current scales measuring reading motivation use Wigfield and Guthrie�s 11 dimensions of MRQ 
reading motivation as research tools. This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has been developed for a long time and is widely used,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different languages used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Europe, America, Asia and other 
regions. However, th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compiled based on the Chinese reading environment is rare.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use Wigfield and Guthrie�s (1995) MRQ and Wigfield and Eccles (2000) expected value theory 
as the literature basis to establish a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suitable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help teachers understand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This research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Study 1 was based on th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constructed by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es as the research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Open-ended question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nalyze and classify by content analysis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o compile the dimension of 
a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CRMS); in Study 2, the pre-test scale questions wer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of Study 1, and the data and results obtained, and the pre-test and formal test were carried out. Then verif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CRMS)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methods. In addition to confirming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 it also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reading motiv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grade.

Study 1 constructed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of the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CRM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 total of 6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view. The grades ranged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high school, there were 20 students in each grade, 25 boys and 35 girls. Due to the urban-rural gap, 60 participants were from 
eight regions. There were New Taipei City, Taipei City, Hsinchu, Changhua, Nantou, Chiayi, Kaohsiung, and Yilan.

First of all, we will organize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 of the interview content, and then analyze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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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eans of content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ill be expert consultation when w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data 
sorting. In the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steps of Crabtree and Miller (1999), the spoken data analysis 
method in the content data analysis method (protoco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nd the audio recording data is transcribed into 
interview transcript which is then coded and classified. After data analysis in this study, there are a total of 15 dimensions, which 
will be classified and named, namely “Curiosity,” “Involvement,” “Society,”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Convenience,” 
“Habit,” “Recognition,” “Challenge,” “Achievement,” “Compliance,” “Efficacy,” “Interest,”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Future Ambition.” The Study 2 is mainly based on the 15 dimensions of the Study 1,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CRMS) is compiled. In addition, there will be two stage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ncluding the pre-
test and the formal test stag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re verified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the pre-test stage, the participants were students from the fourth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to the eighth grade of junior 
high school. A total of 750 questionnaires were answered, including 373 boys, 364 girls, and 13 students who did not fill in their 
gender. According to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original 15 dimensions were combined into 10 dimensions. Besides, there 
were 53 questions were deleted from 105 questions, and 52 questions were retained. Ten dimensions, namely “Engagement,” 
“Future Ambition,” “Recognition and Compliance,” “Environment,” “Competition,” “Grades,” “Society,” “Self-demand,” 
“Self-efficacy” and “Curiosity.” All the questions had a load of .5 or more, indicating that the scale was reliable.

In the formal test stage, a total of 2,40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mainly for students from grades 3 to 9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of Taiwan. A total of 2,305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32 of them were invalid because 
there were over 5 questions were not completed or filled with the same options through the entire questionnaires. There were a 
total of 2,273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1,246 boys and 1,027 girl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adopted as the construct 
validity. The questionnaire was based on a Likert-scale five-point scale. Participants answered the questionnaire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reading situation, ranging from 1 to 5 points. The higher the score in each dimension, it show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reading motivation in this dimension.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with 52 questions in 10 dimensions, and verified that the 
scale was reliable and valid. In the past studies on reading motivation have mostly used overall reading motivation to analyze 
gender differences but less explored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reading motivation dimensions. This study particularly 
examined the performance of boys and girls in reading motiv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provided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the comparison of reading motivation between gend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were fou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boys 
and girls in the dimensions of reading motivation was different. Gir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Engagement,” “Environment” and “Grades.” On the contrary, in “Recognition and Compliance” and “Competition,” boys 
were higher than girls. This showed that teachers could consider gender differences and give different teaching stimulation to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de differences, if we wanted to develop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we could start 
from the students of lower grades. When the teacher had a good reading teaching plan and student had the stronger motivation, 
it would be easier to achieve effectiveness; on the contrary, the older the grade, the lower the reading motivation.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interview, it wa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 and “Self-demand” in the reading motivation 
dimension had no difference in grades, the student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nvironment” was a prerequisite for reading, 
they started reading only in good reading atmosphere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Therefore, creating and well-arranged 
“Environment” of classroom wa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eaching that could improve reading motivation; in addition, students 
could also fully realize their ability and level of reading. Therefore, teachers were suggested to help students find out a suitable 
and appropriate way of reading.

In summary, the target of this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CRMS) was mainly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had certain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is scale was suitable for Chinese reading environment in Taiwan and can 
assess students� multiple aspects of reading motivation. For researchers who want to engage in reading-related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his CRMS can be used as a basis. In research limitations, this research considered time and labor costs. Currently, the 
CRMS is only for student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to middle school. In the future, it can be expanded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scale to students who are in different learning stages and will establish a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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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tool for Chinese Reading Motivation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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