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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隨著醫藥進步及科技發達，高齡化社會已成為各先進國家所共同面對

之普遍性問題，以我國為例，自民國 82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持續攀升，民國 100 年底已達 10.9%，老化指數（老

年人口/幼年人口之百分比）為 72.2%，近 3 年間就大升 10.7 個百分點（內

政部，2012）。根據經建會「2010 年至 2060 年臺灣人口推計」報告推估，

我國將於 2025 年左右達到日本目前的老化指數，爰有必要及早規劃相關

高齡化政策以因應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1）。 

換言之，銀髮族因退休後離開專業領域生活圈、面對於家庭與社會所

扮演之生活角色轉換與心理調適、面臨生理機能逐日退化衍生之不便與心

理失落，協助銀髮族以更健康與積極之態度，面對老化及退休後心理、生

理、家庭、經濟及社會等環境變遷所帶來之衝擊，進而達到健康老化及避

免與社會脫節，已是社會關注之焦點。 

而參與學習是銀髮族認為能幫助其面對老化現象、生活的更有尊嚴、

更學會照顧自己、更喜愛學習之方式（周麗端，2011）；同時，參與學習

活動之高齡者，對生活之滿意度高於未參與者（林麗惠，2002）。由此可

見，高齡者藉由繼續教育與學習，有助正確面對老化及退休所衍生之問

題，並習得正向思考，積極參與社會。 

教育部為因應高齡化趨勢，亦於民國 95 年制訂「邁向高齡社會－老

人教育政策白皮書」，將老人教育視為全民教育，其四大願景為終身學習、

健康快樂、自主尊嚴、社會參與，以促使高齡者成功適應老化、減化老化

速度、提供老年人口再教育與再社會參與之機會（黃富順、黃明月，2006）；

並於 98 年起陸續補助各縣市政府設置樂齡學習中心，以提供中高齡者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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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平臺，辦理教育課程及學習活動，提供中高齡者在地化學習場所，鼓勵

其社會參與及終身學習（周麗端，2011）。 

其中，公共圖書館係唯一能夠同時掌握銀髮族資訊行為及支持其繼續

成長之機構，並負有開發潛在老年讀者之責任、扮演老年人終身學習的最

佳場所（周倩如，2009）；在政府鼓勵高齡者抱持終身學習之精神、充實

退後休生活之際，公共圖書館即扮演此等重要角色（黃昱凱、黃愛華，

2009）。臺北市立圖書館即為落實終身學習之政策及目標，於民國 97 至

98 年設置 6 所樂齡學習中心，針對銀髮族設置專屬之閱讀與休閒空間，

並開辦保健及安全宣導、生活科技、理財、閱讀、藝文、休閒活動等各類

課程，提供銀髮族終身學習、快樂學習及參與社會之機會。 

為持續提供適合銀髮族之課程及活動，提升銀髮族生活品質、充實人

生及促進快樂學習，本研究調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學習需

求、參與中心活動之情況、參與後之學習成效、對該中心之滿意度，以及

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資源、服務及活動之情況等，以

據此規劃及提升該館銀髮族服務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 瞭解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使用中心及參與中心活動之

情況。 

二、 探析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使用該館之情況。 

三、 探析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學習需求。 

四、 探析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對中心之滿意度。 

五、 探析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參與中心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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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本研究之參考文獻以中、英、日文為限。 

二、 研究對象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為限。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 銀髮族：高齡學習係指 55 歲以上人口所進行的學習活動（黃富順，

2004）；另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8）「銀髮族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準則」之銀髮年齡界定為

55 歲以上之人口，故本研究根據上述年齡界定，將銀髮族

定義為 55 歲以上之人口。 

二、 學習需求：係指個體自身意識到有所匱乏或有所需求，或專家學者

判定學習者有所匱乏或應該要有的部分，所表現出來之

欲求或偏好（黃富順，2004）。 

三、 學習滿意度：係指學習過程之愉快程度及學習成果滿足需求之程度

（李麗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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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首先探究銀髮族學習動機、需求、參與障礙及學習問題，其次

探討銀髮族學習空間環境與設施，繼之說明銀髮族學習需求及滿意度研

究，最後則介紹國內外公共圖書館銀髮族服務現況。 

第一節 銀髮族學習動機、需求、參與障礙及學習問題 

一、 銀髮族學習動機 

隨著年齡的增加，人類個體不論在心理或生理上皆有所轉變，這些改

變對銀髮族而言，產生與以往不同之生活經驗，並進而引發個體欲填補落

差之動機。動機可視為改變個體認知、態度或行為之一種歷程（陳秋蘭，

2010），而成人學習動機，可分成職業晉升、認知興趣、社交接觸、社會

服務、逃避或刺激及外界期望（黃富順，1992）。 

有關銀髮族學習動機之研究方面，阮鵬宇（2007）針對彰化縣老人大

學學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習動機以滿足求學的樂趣認同度最高，

其次為追求成長，再者為社交關係，認同度最低者為職業進展。劉永順

（2008）針對臺北縣市社區大學學員學習動機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以求知

興趣居多，其次為增進人際技巧，再者為職業拓展、逃避或紓壓、滿足家

庭需求。吳淑芳（2008）針對第一次參與臺北縣松年大學之學員進行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學員參與動機以求知與興趣最高，其次為促進健康，再者

為社交動機、外界期望、逃避或刺激動機、服務動機。祖靜萍（2005）針

對臺北市松年大學學員學習動機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學員學習動機以求

知興趣最高，其次依序為社會服務、宗教心靈、社交關係，最少者則為逃

避或刺激。陳秋蘭（2010）以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提供之樂齡學習中心高

齡者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以社會參與動機最高，其次為

心理與靈性動機，再者為生理動機。 

綜言之，銀髮族學習動機包括求知、興趣、社會服務、宗教心靈、追



6 

求健康、肯定自己、社交關係、逃避或刺激等。 

二、 銀髮族學習需求 

學習需求係指個體自身意識到有所匱乏或有所需求，或專家學者判定

學習者有所匱乏或應該要有的部分，所表現出來之欲求或偏好（黃富順，

2004）。對銀髮族而言，銀髮是成人後期，其具有高度異質性，學習需求

亦多樣多元（蔡承家等，2011）。國內外諸多學者提出學習需求類型，其

中以 H. Y. McClusky 所提之需求類型為銀髮族學習需求架構最為完善者

（覺元宏，2010），並且國內樂齡教育輔導團亦以該學者所提之學習需求

為基礎，配合教育部高齡教育宣導及政策推廣，規劃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架

構（魏惠娟，2011），爰茲以 McClusky 所提之需求類型分項敘述如下： 

McClusky 在 1971 年「白宮老人會議」（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Aging）中提出，高齡學習者參與學習的 5 類需求如下：（黃富順，2004） 

（一） 應付的需求：係使個體於複雜社會中發揮功能之需求，包括生

理需求、社會互動、消費能力及日常生活必需之技能。 

（二） 表達的需求：係指個體從活動或參與活動中獲得內在回饋之需

求，如在參與過程中得到滿足感、參與感，或從體能性、社交

性活動獲得樂趣的需求。 

（三） 貢獻的需求：係指繼續幫助他人之需求。 

（四） 影響的需求：指涉入公共事務或對社會重大議題提供見解，期

經由參與政治活動、社區團體、服務組織、半官方機構，以滿

足其影響性的需求。 

（五） 超越的需求：係指藉由回顧個體過往生命或超越生理限制，深

入了解個人生命意義的需求。 

而國內樂齡教育輔導團即以上述需求論述為基礎，並搭配教育部高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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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宣導及政策推廣，進而規劃出樂齡學習中心之課程架構：宣導課程（旨

在認識高齡社會及政策宣導）、基本課程（旨在降低失能風險並習得基本

生存能力，相關課程如基本能力、健康管理、錢財管理、法律常識、生活

科技、生命教育、家人關係等）、興趣系列課程（旨在繼續參與終身學習、

享受學習樂趣，課程包括產業及特色課程）、貢獻與影響課程（旨在透過

學習貢獻社會、發揮影響力，課程包括志工專業培訓、自主學習社團經營

課程、社區服務課程、中高齡人力運用課程等）（魏惠娟，2011）。 

三、 銀髮族參與障礙及學習問題 

有關銀髮族參與障礙及學習問題方面，參與障礙係參與者有參與教育

活動之意向後，所面臨之困難或問題阻礙其實現參與行為（黃富順，

1995），其類型包括情境障礙、機構障礙、意向障礙及訊息障礙（黃富順，

2004）： 

（一） 情境障礙：指決定參與教育活動時所面臨之物質及環境方面的

困難，如缺乏費用或時間、交通問題等。 

（二） 機構障礙：係指因機構之政策或措施致學習者感到困難或不

便，如課程時間安排、機構所在地點或交通、課程實用性或令

人感興趣度、註冊程序、教室環境或設備等。 

（三） 意向障礙：指個人具有之信念、價值及態度等阻礙學習活動之

參與，包括對學習活動之消極評價及對自己沒有信心，如害怕

本身太老致無法學習、缺乏學習動力、因過去學習成就之影響

而對本身的能力缺乏自信等。 

（四） 訊息障礙：指本身有參與教育活動之意向，惟不知道有何機構

開辦相關課程，如缺乏學習資訊、不清楚學習構機之地點、報

名方式等致錯失學習機會。 

至於銀髮族自身經常提及之參與障礙方面，包括交通不便、缺乏時

間、課程時間安排不當、學習場所距離居住地區太遠、缺乏興趣、生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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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動作技能、視力、聽力、記憶力）等（黃富順，2004）。 

有關銀髮族學習問題方面，係指由於生理機能衰退等之限制，造成學

習上的困擾或問題，如健康狀況不佳、缺乏體力、精神不足、行動不便、

記憶力衰退、視力或聽力不良等（黃富順，2004）。 

吳淑芳（2008）針對第一次參與臺北縣松年大學之學員進行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學員學習障礙以心理因素最高，其次為生理因素，再者為機

構因素、課程與教學因素、情境因素。 

綜言之，銀髮族參與障礙及學習問題，包括物質與環境條件限制、學

習機構因素、個人信念及態度影響、生理因素及學習資訊掌握等因素。 

第二節 銀髮族學習空間環境與設施 

學習空間環境是銀髮族對學習機構的第一印象，包括學習地點、空間

及設施，本節針對學習空間加以探討，以瞭解適合銀髮族學習之空間環境

及設施。 

一、 銀髮族學習空間環境 

（一） 學習地點便利性 

銀髮族對於學習地點之選擇，通常以距離住家近及交通便利為優先考

量（陳清美，2001；魏惠娟，2008；陳素鳳，2012），研究顯示，居住於

鄉鎮地區之銀髮族比居住於都市地區者認為學習地點更重要，此乃基於交

通便利性考量。 

（二） 學習空間位置及大小 

學習空間所在位置應避免爬樓梯，爰以設置於 1 樓或有電梯搭乘處最

為理想（朱芳郁，2011）。至於空間大小，則與學習舒適性有關，空間太



9 

大彼此易產生疏離感、太小則易因太過擁擠而不舒服，進而影響學習成

效。換言之，空間大小應視學員人數多寡及課程需求考量 （Vosko,1984）。 

（三） 學習空間光線、色調、溫度及聲音 

銀髮族認為安靜、視線良好的環境對於閱讀而言是必須的（王慈美，

1991）。光線會影響觀看者感受，應避免刺眼光線及不適當光線產生之反

射及陰影（俞芹芳，1990）。 

溫度方面應避免太冷或太熱，提供良好空調設備以保持空氣流通是必

要的，因為銀髮族一般抵抗力較弱，必須特別注意冷氣、暖氣及空調設備，

以提供最舒適溫度（梁秀禎，2003）。 

聲音亦是影響銀髮族學習成效之要素（White,1972；Vosko & 

Hiemsta,1988；黃富順，2002），應避免噪音之干擾，尤其是高昂的音調，

以確保全部參與者皆能清楚接收聲音。邱秀坊（2005）及邱嘉萍（2011）

研究即顯示，銀髮族對學校或樂齡學習中心能否提供寧靜、遠離噪音干擾

之學習環境與其對學習環境滿意度有關。 

二、 銀髮族學習空間設施 

（一） 桌椅安排 

桌椅安排主要可分為社會促進式（圓形）及社會分離式（行列式）（如

圖 1）。前者係安排每位學員皆能看到彼此，讓每位學員均能參與學習活

動，亦具備促進學員間彼此之互動功能；後者係將焦點置於教學者上，並

不期望學習者互動（黃富順，2002）。陳清美（2001）研究顯示，多數銀

髮族偏愛直排或是認為無所謂，但以性別細分，女性以偏好直排居多，男

性則認為半圓形較投其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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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促進式      社會分離式 

圖 1 座位安排（Vosko, 1984） 

單文經（1994）認為決定桌椅安排須考量 2 個步驟（評估可用的桌椅

數量及類型、估量教師教學風格）及 4 項原則（保持通道流暢，亦即教室

的三分之ㄧ到二分之ㄧ皆應用作為通道；保持視線清楚，確保學生及老師

能相互看見其活動及教學狀況；易於取得用品，避免需花太多時間拿取及

收拾教具；區域劃分均衡，以教材及教具數量考量，各區域活動人數應限

制人數）。進一步還須考量個別特殊需求來安排座位，例如有些人喜歡坐

靠近出口、有些人喜歡坐後排、有些人喜歡坐前排或是靠近廁所（Vosko & 

Hiemsta, 1988）。 

（二） 其他設施 

由於一般教室並非專為銀髮族設計，因此不應忽視其安全及風險管理

（陳素鳳，2012），舉凡基本消防及逃生設備、無障礙廁所、殘障坡道、

升降梯到教室桌椅及燈光等皆應做好風險管理。其他基本之硬體設備亦應

視課程內容及需求視情況提供，例如學習設備（電腦、圖書室等）、文康

設備（棋藝類用具、泡茶用具、沙發椅等）、健康器材設備（血壓計）（朱

芳郁，2011）。 

第三節 銀髮族學習需求及滿意度研究 

學習滿意度係指學習過程之愉快程度及學習成果滿足需求之程度。國

內外研究者所探討之學習滿意度，其層面一般涵括課程教材、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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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師生關係、同儕關係及學習成效等（李麗美，2002）。

以下分述銀髮族學習需求及滿意度相關研究。  

一、 學習需求之相關研究 

蔡承家等（2011）針對參與高雄縣樂齡學習中心學習活動之高齡者進

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高齡者具學習需求，其中以對應付的需求程度最

高，其次為超越的需求，再者為表現的需求，最後則為貢獻的需求。以年

齡而言，55-64 歲學習需求顯著高於 65-75 歲（含）以上；其中，55-64 歲

對應付的需求及貢獻的需求皆顯著高於 75 歲（含）以上，且對表現的需

求，亦顯著高於 65-75 歲（含）以上。在性別差異部分，男性對貢獻的需

求程度顯著高於女性。另外，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者對表現及貢獻的需

求，顯著高於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鄭羽琄（2010）針對全國 82 所樂齡學習中心學員進行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學員學習需求程度為中上，其中以應付的需求程度最高，其次依序

為表達的需求、影響與超越的需求，需求程度最低者為貢獻的需求。進一

步以個人基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學員對於表達的需求及貢獻的需

求程度皆顯著高於男性。在年齡層差異方面，50-59 歲及 60-69 歲之應付

需求顯著高於 49 歲以下；50-59 歲之表達需求顯著高於 70-79 歲及 80 歲

以上、60-69 歲顯著高於 80 歲以上。80 歲以上之貢獻需求顯著低於 49 歲

以下、50-59 歲及 60-69 歲；70-79 歲亦顯著低於 50-59 歲。50-59 歲之影

響與超越需求顯著高於 80 歲以上。在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差異方面，則

需求程度並未達顯著差異。 

覺元宏（2010）針對嘉義市長青學苑學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學員學習需求介於普通及需要之間，屬中上程度，其中以應付的需求程度

最高，其次依序為表現的需求、貢獻的需求、影響與超越的需求。學習需

求類型與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學習年資等均無顯著關聯。 

詹涵雯（2008）針對參與桃園縣 5 所高齡學習機構學員進行問卷調

查，結果發現填答者整體學習需求介於普通與需要之間，需求程度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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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的需求，其次為表現的需求，再者為超越的需求，次之為影響的需

求，最少者則為貢獻的需求。進一步以性別進行分析，女性學習需求整體

分數顯著高於男性，其中在應付的需求、表現的需求、貢獻的需求及影響

需的求上，女性需求程度皆顯著高於男性。在年齡差異方面，55-59 歲及

60-64 歲者對表現的需求顯著高於 75 歲（含）以上。在教育程度方面，不

同教育程度對整體學習需求及各層面學習需求無顯著差異。 

二、 學習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在學習滿意度方面，鄭羽琄（2010）針對全國 82 所樂齡學習中心學

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員滿意度達滿意程度，其中以教學滿意度最

高，其次為行政滿意度、課程滿意度，環境滿意度相較之下較低。在性別

差異部分，女性學員滿意度顯著高於男性，且對行政、環境、教學及課程

滿意度皆顯著高於男性。在年齡差異部分，49歲以下滿意度顯著低於 60-69

歲及 70-79 歲：49 歲以下對行政、環境、教學及課程滿意度皆顯著低於

60-69 歲及 70-79 歲，其中行政滿意度部分，亦顯著低於 50-59 歲。在教

育程度差異方面，未受教育及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其滿意度顯著高於大

學程度者，未受教育者對行政、環境及課程滿意度皆顯著高於大學教育程

度者；國中以下程度者對環境及課程滿意度皆顯著高於大學程度者。 

李明翰（2008）針對 55 歲以上參與高齡教育機構開設課程之銀髮族

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填答者學習滿意度尚可，其中以人際相處最滿

意，其次為教師教學、課程內容、學習環境，最低者為行政組織。進一步

以性別區分，不同性別在整體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在學習滿意度分層面

上亦無顯著差異。在年齡差異方面，不同年齡在整體學習滿意度上無顯著

差異，但進一步分析顯示，75-79 歲對行政組織、教師教學的滿意度顯著

高於 80 歲（含）以上，以及 65-69 歲 75-79 歲對人際關係的滿意度顯著高

於 70-74 歲、60-64 歲、55-59 歲。在教育程度方面，國（初）中及高中（職）

對整體學習滿意度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國（初）中教育程度者對學習

環境之滿意度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國（初）中及高中（職）對行政組

織之滿意度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國（初）中及高中（職）對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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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滿意度顯著高於大學（專科）；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對人際相處的滿

意度顯著高於大學（專科）。 

阮鵬宇（2007）針對彰化縣 4 所老人大學學員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學員對學習滿意度每一取向認同度普遍為高，其中以教師專業認同度

最高，其次為擴展人脈，再者為學習環境，認同度最低者為學以致用。不

同性別對學習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66-70 歲對教師專業、學以致用方面

之滿意度顯著高於 50-55 歲及 56-60 歲。 

李麗美（2001）針對全國松年大學 55 歲以上在校學員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學員學習滿意度介於滿意及非常滿意之間，其中以教學者的滿

意度最高，其次依序為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學習環境、師生關係，最低

者為課程教材。就性別、年齡而言，不同性別、年齡在滿意度看法上無顯

著差異。就教育程度而言，小學學歷者對學習環境、學校行政、課程教材、

師生關係滿意度顯著高於初中（職）、高中（職）及大專者；小學學歷者

對教師教學、教學者之滿意度亦顯著高於高中（職）及大專者。 

第四節 國內外公共圖書館銀髮族服務現況 

本節介紹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高齡化社會國家，其公共圖書館銀髮

族服務現況及臺北市立圖書館推動銀髮族服務現況。 

一、 美國俄亥俄州（Ohio）Cuyahoga 郡公共圖書館 

Cuyahoga 郡公共圖書館除了為銀髮族設置專屬網頁，提供活動資訊

及相關網路資源外，亦開設電腦與網路課程、使用手機、數位相機及電子

閱讀器等學習課程、讀書會、棋奕課程、英語學習課程、影片導賞、瑜珈

課程等，並辦理探究歷史文化、旅遊分享、音樂詮釋、音樂研究團體、優

待券交換俱樂部（可互相交換優待券及討論省錢方式）等藝文休閒活動，

以及與醫院合作為銀髮族提供免費健康檢查、疾病預防與治療等。

（Cuyahoga County Public Library,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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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加州（California）Santa Monica 公共圖書館 

Santa Monica 公共圖書館為銀髮族蒐集相關構機名錄，並為行動不便

者提供圖書外送服務，以及提供大字鍵盤等閱讀輔助設備；此外，亦提供

銀髮族感興趣之健康、營養、退休、資產規劃、古典與流行音樂、消費者

資訊等主題館藏及大字圖書、有聲書等；並開設相關研習課程，包括讀書

會、工作坊、藝文欣賞、電腦課程等（Santa Monica Public Library, 2012）。 

三、 美國紐澤西州（New Jersey）Old Bridge 公共圖書館 

Old Bridge 公共圖書館於 2007 年提出「銀髮空間計畫」（Senior Spaces 

Project），係該州第 1 個提出此計畫之圖書館。該館為銀髮族提供一處專

門供其使用之空間，提供該族群感興趣之雜誌與書籍、設有舒適座椅及電

腦設備，讓銀髮族於此空間閱讀、談話、觀看電視及喝咖啡與上網。該館

亦針對此族群舉辦活動與課程，包括讀書會、影片欣賞、圖書推介等，並

於網站建置銀髮服務專區，提供成功老化相關之資源連結（INFOLINK, 

2007）。 

四、 美國紐澤西州（New Jersey）Montclair 公共圖書館 

Montclair 公共圖書館為銀髮族設置專屬之舒適空間（ Senior 

Space），配置傢俱、提供大字書、雜誌及輔具，每週辦理影片欣賞。此外，

為提供銀髮族有關圖書館及社區活動與服務資訊，該館裝置 kiosk 資訊導

覽站（Montclair Public Library, 2012）。 

五、 加拿大亞伯達省（Alberta）St. Albert 公共圖書館 

St. Albert 公共圖書館為銀髮族提供圖書宅急便服務，主動將書籍資

料運送至銀髮族家中，亦可送至護理之家，方便行動不便之長者借閱圖

書；為銀髮族開設基礎電腦班及進階班；提供輔助設備、有聲書及大字書；

舉辦銀髮族專屬讀書會等（St. Albert public libr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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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本大阪市立圖書館 

大阪市立圖書館建館之初，即考慮銀髮族使用圖書館之便利性及可及

性，提供多項便於利用圖書館之設施及服務，包括擴大閱讀機、放大鏡等

閱讀設備，以及大字本雜誌、圖書、點字書、卡帶書、有聲書、錄音資料

閱讀資源，另亦提供可調整高度之閱覽桌、警鈴、扶手，以預防銀髮族行

走時重心不穩。另外，亦招募銀髮族志工，並為其辦理高齡生活相關講座、

朗讀與連環話劇方面之表演訓練及參觀樂齡中心，藉以提升樂齡服務。（大

阪市立図書館, n.d.） 

七、 日本富山縣立圖書館 

富山縣立圖書館特別為銀髮族及身心障礙人士設置中心，提供大字

書、有聲書、視聽資料、暢銷書及熱門主題圖書，並提供可將報紙及圖書

字體放大、畫面黑白反轉、緩和畫面對比情形、提升閱讀舒適度之書報閱

讀器。此外，亦辦理點字及口讀志工訓練，以提供銀髮及身心障礙者優質

服務（富山県立図書館, n.d.）。 

八、 日本山梨縣立圖書館 

60 歲以上銀髮族利用山梨縣立圖書館情形增加，使用率約 26%，且

部分係身心較衰弱及資訊科技使用能力不足者。該館除已體認提供銀髮族

服務之重要性外，亦針對讀者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銀髮讀者希冀改

善閱覽座位、廁所、排架方式，以及增加館內平面圖、海報與指引等標示，

爰該館銀髮族服務策略包括提供大字本圖書與有聲書、改善照明設備、提

供老花眼鏡、休息座椅，以及辦理圖書資訊利用教育，藉以提供銀髮族便

於使用之閱讀環境。（山梨県政府, 2010）。 

九、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 

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市圖）除提供大字書、放大鏡、老花眼

鏡等設備外，為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及推動老人教育政策，特於民國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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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於總館、三民分館及葫蘆堵分館設置樂齡學習中心，翌年（98）

10 月更拓展銀髮服務據點至大同分館、景新分館及東湖分館，為 55 歲以

上設籍於臺北市之銀髮族提供閱讀資源與服務。其中，總館樂齡學習中心

更獲擇定為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自 101 年起進行示範中心試辦計

畫。 

北市圖各樂齡學習中心皆有其中心特色及活動主軸，於中心典藏適合

銀髮族閱讀之書報雜誌，提供運動健身器材、健康檢測設備、棋具、

WiiSports 遊戲，並提供專供銀髮族使用之電腦，以及設置桌椅、沙發，

俾利銀髮族休息及閱讀使用。截至 101 年 10 月，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計

有 4,765 名學員。 

此外，北市圖亦針對銀髮族開設相關課程及活動，茲依據國內樂齡教

育輔導團分類之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架構，說明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 100 年

至 101 年 9 月開辦之課程及活動： 

（一） 基本及宣導課程與講座 

1. 高齡特質及輔具認識講座 

2. 保健及安全宣導課程講座 

（1） 課程 

 養生保健（飲食養生料理、中醫藥膳養生保

健、中醫經絡養生、24 節氣養生達人、祖孫

健康減重營、飲食須知） 

 養生運動（養生操、手指操、笑笑功、外丹功、

太極拳、經絡拳、易經筋操、樂活氣功、元極

舞、拍打功、養生氣功、脊椎保健操、樂活養

生運動、Wii 動 Wii 健康、八式動禪） 

（2） 講座 

 醫藥認識與疾病預防/健康促進（婦女健康的

無聲殺手、夏天傳染病的防治、謹「腎」小心

「藥」健康、護腎 33 贏得腎麗人生、泌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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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關節炎、如何成為控糖達人、更年期保

健與尿失禁防治健康促進、失智症之行為障礙

與照護、失智症篩檢、遠離憂鬱及用藥安全、

銀髮族的用藥安全與療效、健康老化－定期健

康檢查、無菸社區與健康生活型態、急救技能

訓練暨心理健康促進） 

 安全宣導（拒當冤大頭－消費安全、年長者交

通安全、實用消防及安全講習） 

3. 生活科技課程 

電腦（電腦、平板電腦體驗、文書處理入門、家族譜電子

相簿製作）、數位相機（銀攝數位生活）、網路（資訊查找）、

網路社群（Msn、SkypeE 入門、Facebook）。 

4. 理財講座 

樂齡理財、建構退休傳承及安全的價值財富。 

5. 生活法律講座 

高齡者家庭法律、債務法律及反詐騙、繼承與遺囑。 

6. 家人關係講座 

少年夫妻老來伴、祖孫代間溝通、老化與婚姻講座。 

7. 適應或調適新的生活：退休生涯規劃講座、在淚光中迎向

生命」社區影展。 

8. 樂齡族社會福利資源講座 

（二） 興趣系列課程、講座及參訪 

1. 休閒活動教育類 

（1） 課程 

 語文類（初級英語會話、旅遊英語、創意英語

繪本、日語基礎會話、日語初階、馬上學日語、

旅遊日文、日語生活會話初級） 

 藝文類（唐詩欣賞、老伯爵詩歌創作朗誦賞、

書法、國畫入門、色鉛筆手繪生活、蠟畫、水

彩畫、粉彩畫賞析及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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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工藝、園藝（紙藝、摺學創作、編織藝術、

現代刺繡賞析及創作、插花、壓花、植物染與

茶染、藏書票與手工書製作、家族譜創作、園

藝 DIY） 

 休閒閱讀（閱齡部落格讀書會、爺爺奶奶英文

繪本共讀、繪本閱團讀書會、好時光讀書會、

情境英語會話讀書會） 

 電影賞析（樂齡電影院） 

 歌唱樂曲類（日語歌唱技巧教學、手語帶動

唱、竹板快書） 

（2） 講座 

傳統習俗中的性別議題、掌中技藝傳習講座。 

（3） 參訪 

參訪富陽自然生態公園、中山老人住宅參訪。 

（4） 祖孫喜悅傳真情－書籤徵文活動 

2. 社會關係課程（興趣小組、同好會及社團） 

（1） 語文類（輕鬆學英語讀書會、英語學習讀書會、福

祿壽生活英語讀書會、英文財經雜誌文章分享讀書

會、馬上學日語讀書會） 

（2） 書畫（書法興趣小組、國畫興趣小組） 

（3） 手工藝類（拼布興趣小組、毛衣編織社團、編織同

好會、紙藝玩賞同好會、民俗小技社團） 

（4） 休閒閱讀（電影讀書會、松年讀書會、悅讀興趣小

組、祖孫說故事活動） 

（5） 歌唱類（國臺日語歌唱興趣小組、英語歌曲興趣小

組、健康手語歌興趣小組、歡唱英文金曲、日文歌

曲同好會） 

（6） 舞蹈類（排舞社團、社交舞） 

（7） 旅遊類（自助旅遊興趣小組、遊山玩水同好會） 

（8） 桌上遊戲類（歐洲遊戲興趣小組、切磋數獨與棋奕

之腦力激盪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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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貢獻、影響及超越課程 

電腦興趣小組（志工教導興趣小組成員）、讀書會帶領人培訓、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書香下午茶課程（回顧人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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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為研究

對象，以瞭解學員使用與參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及該館其他資

源與服務之情況、學員學習需求、對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

及學習成效等看法。茲針對研究步驟、研究問題、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及

資料處理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步驟 

一、 蒐集相關文獻，確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二、 參考文獻資料及研究目的編製「銀髮族學習需求與滿意度研究－以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為例」問卷。 

三、 採立意抽樣法，針對參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課程及自主

學習團體之學員進行問卷調查。 

四、 利用社會科學統計軟體分析問卷資料。 

五、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歸納出下述待答問題： 

一、 使用情況 

（一）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使用樂齡學習中心及臺北

市立圖書館其他資源、服務及活動之情況。 



22 

（二）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之學員，參與中心課程活動

及自主學習團體之主題數差異。 

（三）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居住地與使用之樂齡學習

中心。 

二、 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對該館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程度

及差異性。 

三、 學習需求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需求之學習類型與規劃方式及差

異性，以及學習需求類型與規劃方式之相關性。 

四、 對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對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及差異

性。 

五、 學習成效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學習成效及差異性。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目的發展研究架構，研究變項關係如圖

3-1 所示，自變項包括學員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依變項包括參

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主題數、對北市圖銀髮

族閱讀服務之需求、學習需求類型（包括基本及宣導課程、興趣系列課程、

貢獻課程、超越課程及影響課程等需求面向）與需求規劃方式、對北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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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包括自主學習團體、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

織與學習環境等滿意度面向）、對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獲得之學習成

效看法。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於民國 101 年 9 月份由各樂齡學習中心針對

參與該月中心課程及自主學習團體之學員進行問卷調查。茲針對問卷架

構、研究對象、問卷發放與回收，分項說明如下： 

一、 「銀髮族學習需求與滿意度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

為例」問卷架構 

（一）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使用中心、參與中心課程

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情況 

（二）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之

情況 

社會人口變項 

（性別、年齡、教育程

度、職業） 

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

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主題數 

學習需求類型與需求規劃方式 

對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 

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 

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之學習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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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學習需求 

（四）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對中心之滿意度 

（五）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參與中心之學習成效 

（六） 基本資料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為研究母體，採立意抽

樣，針對參與各中心民國 101 年 9 月課程及自主學習團體之學員進

行問卷施測。 

三、 問卷發放與回收 

本研究於民國 101 年 8 月請 5 位樂齡學習中心學員進行問卷前測，

根據前測結果，修正跳答題指引作答方式用語後，於 9 月針對參與

各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學員進行正式問卷施

測。本研究共計發放 567 份問卷，回收 346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61%（如表 3-1）。 

表 3- 1 樂齡學習中心抽樣學員數一覽表 

樂齡學習中心 發放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

中心（總館） 
138 138 103 

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三民分館） 
101 30 20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葫蘆堵分館） 
103 103 68 

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景新分館） 
116 11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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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心 發放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同分館） 
77 77 59 

內湖區樂齡學習中心

（東湖分館） 
32 32 24 

合計 567 496 346 

第五節 資料處理 

利用社會科學統計軟體（SPSS）分析問卷資料，將問卷之各題項轉

化為可辨識的文字或數字，進行問卷編碼；依問卷題項與性質，運用次數

分配、卡方檢定、交叉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等統

計方法分析。 



26 



27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銀髮族學習需求與滿意度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

學習中心為例」問卷進行統計分析，茲針對參與問卷調查之學員基本資

料、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參與中心課

程活動、自主學習團體與使用北市圖其他資源與服務之情況，以及學習需

求、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後

之成效等六大項，分述如下。 

第一節 填答者基本資料 

一、 性別 

參與本次調查之學員，除 29 位未表示性別外，其餘 317 位填答者中，

將近 8 成為女性（250 位，79%），男性計有 67 位（21%）。（詳見圖 4-1） 

 

 

圖 4- 1 填答者性別分析圖（n=317） 

二、 年齡 

參與本次調查之學員，除 10 位未表示年齡外，其餘填答者中，隨著

年齡增長，參與調查之學員數愈減。詳言之，以 55 歲以上未滿 60 歲者居

多（114 位，34%）、其次為 60 歲以上未滿 65 歲（107 位，32%），再者

為 65 歲以上未滿 70 歲（57 位，17%），接續為 70 歲以上未滿 75 歲（36

位，11%），75 歲以上未滿 80 歲以及 80 歲以上者最少（各有 11 位，3%）。

（詳見圖 4-2） 

女性, 79%

男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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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填答者年齡分析圖（n=336） 

三、 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方面，除 12 位未表示教育程度外，其餘超過半數為大學、

專科畢業，計有 170 位（51%）；其次為高中職畢業（90 位，27%）、國小

（含肄業）（30 位，9%）、國中畢業（23 位，7%）、研究所（含）以上畢

業（19 位，6%），最少者為未受教育者（含自修識字），計 2 位（1%）。（詳

見圖 4-3） 

 

 

 

 

圖 4- 3 填答者教育程度分析圖（n=334） 

四、 職業 

在填答者之職業方面，除 32 位未表示職業外，其餘超過半數為退休

人員（185 位，59%），其後依序為家管（81 位，26%），商業、自由業（各

10 位，3%），軍公教、服務業（9 位，3%），最少者為工業或製造業（1

位，0.3%）；另有 9 位（3%）表示非屬上述職業。（詳見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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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4 填答者職業分析圖（n=314） 

五、 填答者居住行政區及使用、參與之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 

在填答者參與及使用之樂齡學習中心方面，除 19 位未表示外，其餘

以使用樂齡學習示範中心居多，計有 140 位（43%），其次依序為文山區

（87 位，27%）、大同區（81 位，25%）、士林區（70 位，21%）、內湖區

（43 位，13%）、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37 位，11%）。 

就填答者居住之行政區而言，除 16 位未表示及 1 位居住於新北市外，

其餘以居住於大安區居多（70 位，21%），其次依序為士林區（63 位，19%）、

文山區（61 位，19%）、大同區（46 位，14%）、內湖區（28 位，9%）、

松山區（20 位，6%）、信義區（12 位，4%）、中正區（11 位，3%）、中

山區（10 位，3%）、南港及北投區（各 3 位，0.9%）、萬華區（2 位，0.6%）。 

進一步分析各樂齡學習中心填答者居住之行政區，結果發現，填答者

以使用行政區所在樂齡學習中心為主，但仍有部分填答者會跨區參與（詳

見圖 4-5）。 

 

 

 

軍公教, 2.9%

自由業, 3.2%

商業, 3.2%

家管, 25.8%

服務業, 2.9%
工業、製造業,

0.3%

退休,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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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 填答者居住行政區及使用之樂齡學習中心分析圖（複選，n=316） 

在使用之樂齡學習中心數量方面，以使用 1 所者居多，計有 7 成（233

位，71%），另有 2 成（28%）使用 2-4 所樂齡學習中心；使用 5 所及 6 所

樂齡學習中心者，各計 1 位（各為 0.3%）。（詳見圖 4-6） 

 

 

 
  

 

 

圖 4- 6 填答者使用之樂齡學習中心所數分析圖（n=327） 

六、 過去一年參與其他學習機構之情況 

在填答問卷之學員中，除 47 位未表示過去一年是否曾參與其他學習

機構外，其餘超過半數未曾參與（199 位，67%）；過去一年曾參與者，僅

100 位（33%）。（詳見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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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填答者過去一年參與其他學習機構情況分析圖（n=299） 

有關填答者參與之學習機構方面，包括社區大學、長青學苑、長青社

會大學、老人大學、敬老大學、樂齡大學、其他樂齡學習中心、YWCA

（基督教女青年會）、行天宮社會大學、大安老人活動中心、黎明教育中

心、社區學習活動中心、社教館、救國團、社區發展協會、國家圖書館、

中正紀念堂、消基會及民間團體等開辦之課程講座等。 

進一步以卡方分析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之填答者，過去

一年參與其他學習機構之差異情形，結果顯示，75 歲以上參與其他學習

機構之比例顯著高於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而不同性別、教育程度、職

業之間，參與情形並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4-1） 

表 4- 1 不同年齡填答者過去一年參與其他學習機構情形差異分析表 

年齡 
55 歲以上 
未滿 65 歲 

65 歲以上 
未滿 75 歲 

75 歲以上 

過去一年參與其他學習機
構之比例 

30% 39% 56% 

X2=6.189，df=2，p=.045 列聯係數=.144，p=.045 

 

第二節 填答者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及參與中心課

程活動與自主學習團體之情況 

一、 加入樂齡學習中心成為學員的時間 

填答者加入樂齡學習中心成為學員的時間，除 7 位未表示外，其餘以

今年加入者居多（95 位，28%），其次依序為加入 2 年（99 年加入，計有

80 位，24%）、加入 1 年（100 年加入，計有 79 位，23%）、加入 3 年（98

未曾參與,

67%

曾參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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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入，60 位，18%），最少者則為加入 4 年（97 年加入，計有 25 位，

7%）（詳見圖 4-8）。易言之，參與問卷調查之填答者，絕大多數（至少 7

成）非於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成立當年即加入。 

 

 

 

 

圖 4- 8 填答者加入樂齡學習中心成為學員之時間分析圖（n=339） 

二、 使用樂齡學習中心、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動機 

在填答者使用樂齡學習中心、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動

機方面，除 2 位未表示外，其餘高達 7 成係為學習新知識技能（257 位，

75%），6 成為充實生活（229 位，67%）、個人興趣（211 位，61%）。未

超過半數之動機包括追求健康（162 位，47%）、結交朋友（148 位，43%）、

肯定自己（95 位，28%）、打發時間（55 位，16%）、滿足家人的期望（17

位，5%）。（詳見圖 4-9） 

 

 

 

圖 4- 9 填答者使用樂齡學習中心及參與中心課程活動與自主學習團體之

動機分析圖（複選，n=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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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另有 2 位填答者表示，擔任志工服務其他銀髮族亦為其參與之

動機；另有 1 位參與動機之一為融入社會群體。 

三、 過去一年使用樂齡學習中心設施之情況 

研究結果顯示，除 9 位未表示過去一年是否曾使用樂齡學習中心之設

施外，其餘高達 8 成（274 位，81%）曾使用中心設施，僅近 2 成（63 位，

19%）未使用。在 274 位曾使用中心設施之填答者中，除 11 位未表示使

用之設施項目外，其餘 263 填答者中，高達 9 成曾使用中心之書刊、報紙

（238 位，91%），僅 2 成使用健康檢測設備（68 位，26%）、運動健身器

材（61 位，23%）及棋具等桌上遊戲（55 位，21%），不到 1 成使用 Wii

（8 位，3%）。（詳見圖 4-10）。另有部分填答者表示使用樂齡學習中心之

電腦網路。 

 

 

 

圖 4- 10 填答者使用樂齡學習中心設施分析圖（複選，n=263） 

四、 過去一年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情況 

（一） 過去一年曾參與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的學員數 

研究結果顯示，除 11 位未表示是否曾參與外，其餘有高達 7 成學員

（260 位，78%）過去一年曾參與中心辦理之課程活動；未曾參與者計 75

位（22%）。（詳見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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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1 過去一年曾參與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學員數分析圖（n=335） 

至於填答者過去一年未曾參與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的原因，主要係不

清楚課程活動資訊，其次為時間因素，諸如課程時間無法配合、報名時間

另有要事、生活忙碌、缺乏時間、仍須上班，再者為課程項目變少、課程

程度不符需求或缺乏吸引力等課程因素；其他尚包括未能錄取、年齡未達

要求、不知道有樂齡學習中心、距離太遠、出國等。 

（二） 過去一年曾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自主學習團體之學員數 

研究結果顯示，除 20 位未表示是否曾參與外，其餘有 7 成學員（230

位，71%）過去一年曾參與自主學習團體；近 3 成未曾參與（96 位，29%）。

（詳見圖 4-12） 

 

 

圖 4- 12 過去一年曾參與自主學習團體學員數分析圖（n=326） 

有關過去一年未參與自主學習團體之原因，主要係不知道自主學習團

體活動資訊或未深入了解活動內容，其次為個人時間因素，包括缺乏時

間、時間無法配合、生活忙錄、仍須上班，再者為缺乏興趣或無適合之自

主學習團體。其他因素尚包括部分學習團體要求團員全程出席致無法配

合、當時自主學習團體尚未成立或成立短暫、已參加其他機構活動、錯過

報名機會、不想安排太多課程、未達年齡要求、交通較不方便、居住較遠、

不知道有樂齡學習中心、未加入樂齡學習中心、出國、未了解相關規定以

曾參與,
78%

未曾參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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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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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學習團體等。 

（三） 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主題 

有關填答者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 100 年至 101 年 9 月開辦之課程

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主題方面，因上述期間該樂齡學習中心尚未開辦貢獻

課程，爰有關填答者參與之課程類型，此處將影響課程及超越課程合併為

一類型，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填答者參與基本及宣導課程、興趣系

列課程、影響與超越課程等三類型課程之情形。結果顯示，填答者平均參

與主題數為 5.2 種（占所有主題 20.8%），其中以參與基本及宣導課程之主

題數最高（平均參與 2.85 種主題，約占該課程主題 23.8%），顯著高於興

趣系列課程（平均參與 2 種主題，約占該課程主題 20%），而興趣系列課

程亦顯著高於影響與超越課程（平均參與 0.35 種主題，約占該課程主題

11.7%）（詳見表 4-2 及表 4-3）；此參與情形與第四節填答者學習需求相同，

亦即填答者對基本及宣導課程學習需求顯著高於興趣系列課程，而興趣系

列課程學習需求亦顯著高於影響及超越課程需求。 

表 4- 2 填答者參與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課程類型分析表 

（複選，n=334） 

課程類型 參與主題數（占該課程主題比例） 
基本及宣導課程 2.85 種主題（23.8%） 
興趣系列課程 2.00 種主題（20%） 
影響與超越課程 0.35 種主題（11.7%） 

合計 5.20 種主題（占所有主題 20.8%） 

表 4- 3 填答者參與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主題差異分析表 

                參與主題比例差異 
 參與基本及宣導

課程 
參與興趣系列

課程 
參與影響與 
超越課程 

參與基本及宣導課程  .038* .121* 
參與興趣系列課程   .083* 

至於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之填答者，參與主題數差異方

面，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除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參與主題數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外，其餘不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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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職業者間，參與主題數並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4-4） 

表 4- 4 不同教育程度參與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主題數差異分析表 

教育程度 F 值 顯著值 參與主題數（占所有主題比例） 
國小（含）以下 3.255 .040* 4.86 種主題（19.4%） 
國、高中職 6.01 種主題（24.0%） 
大學、專科（含）以上 4.76 種主題（19.0%） 

進一步分析各類課程主題之參與情形，結果顯示，在參與主題數最多

之基本及宣導課程中，以曾參與養生運動者最多，且占半數填答者以上

（169 位，51%），其次依序為生活科技（128 位，38%）、醫藥認識與疾

病預防及健康促進（127 位，38%）、養生保健（115 位，34%）、交通消

防與消費等安全宣導（87 位，26%）、理財（73 位，22%）、退休規劃等

新的生活情境適應（59 位，18%）、高齡特質及輔具認識、生活法律（各

56 位，17%）、家人關係及隔代教養（33 位，10%）；最少者則為情緒調

適（27 位，8%）、社會福利資源（22 位，7%），且係最少填答者參與之主

題。（詳見圖 4-13） 

 

 

 

 

圖 4- 13 填答者參與基本及宣導課程之主題分析圖（複選，n=334） 

在參與主題數次多之興趣系列課程方面，依參與人數排序為語言學習

（140 位，42%）、手工藝（98 位，29%）、共讀、讀書分享、讀書會等閱

讀活動（85 位，25%）、歌唱樂曲（81 位，24%）、電影欣賞（62 位，19%）、

舞蹈（49 位，15%）、詩詞書畫及美術（45 位，14%）、參訪與旅遊（38

位，11%）、桌上遊戲（37 位，11%）、園藝（32 位，10%）。（詳見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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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4 填答者參與興趣系列課程之主題分析圖（複選，n=334） 

在參與主題數較少之影響與超越課程方面，依參與人數依序為讀書會

帶領人培訓（51 位，15%）、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34 位，10%）、生

命探討（32 位，10%）。（詳見圖 4-15） 

 

 

 

圖 4- 15 填答者參與影響與超越課程之主題分析圖（複選，n=334） 

整體而言，有超過半數填答者參與基本及宣導課程之養生運動主題

（51%），其他未超過半數參與之主題中，以興趣系列課程之語言學習主

題為多（42%），其次為基本及宣導課程之生活科技、醫藥認識與疾病預

防及健康促進（各 38%）、養生保健（34%）。至於參與人數最低、不到 1

成者則為基本及宣導課程之情緒調適（27 位，8%）與社會福利資源（22

位，7%）。 

（四） 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遇之阻礙 

在填答者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遇之阻礙方

面，除 29 位未表示是否遭遇阻礙外，其餘超過半數填答者（180 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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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遭遇阻礙；曾遭遇者，計 137 位（43%）。（詳見圖 4-16） 

 

 

圖 4- 16 填答者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遇阻礙分析

圖（n=317） 

有關填答者遭遇之阻礙方面，除 10 位未表示遭遇之阻礙為何外，其

餘超過半數遭遇課程活動額滿之情況，計有 72 位（57%）；其次依序為不

知有相關課程活動（55 位，43%）、課程活動時間較無法配合（43，34%）、

記憶力影響學習成效（20 位，16%）、課程內容非如預期（16 位，13%）、

反應與動作慢影響個人學習成效（14 位，11%）、視覺聽力影響個人學習

成效（13 位，10%）；另不到 1 成填答者認為無同伴陪同參加（5 位，4%）

或講師素質不佳（4 位，3%）是其遭遇之困難。（詳見圖 4-17） 

 

 

 

圖 4- 17 填答者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遇之阻礙分析圖（複

選，n=127） 

進一步以卡方檢定不同性別遭遇之阻礙是否存在差異，結果顯示，女

性不知有相關課程活動、課程活動時間較無法配合者顯著高於男性；至於

其他阻礙方面，男女學員間並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4-5） 

表 4- 5 男女學員參與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遇之阻礙差異分析表 

阻礙 X2 df P 值 
男性學員 

遭遇阻礙之比例 
女性學員 

遭遇阻礙之比例 
不知有相
關課程 

4.731 1 .030* 25% 48% 

57%

43%

3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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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 X2 df P 值 
男性學員 

遭遇阻礙之比例 
女性學員 

遭遇阻礙之比例 
課程活動
時間較無
法配合 

6.010 1 .014* 14% 39%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有關不同年齡遭遇之困難是否存在差異，結果顯示，不同年齡遭遇課

程活動已額滿、視覺聽力影響個人學習成效、記憶力影響個人學習成效、

無同伴陪同參加之情形，呈現顯著差異。以事後比較發現，55 歲以上未

滿 65 歲之填答者，遭遇課程活動已額滿之情形，顯著高於 75 歲以上者；

75 歲以上遭遇視覺聽力與記憶力影響個人學習成效者，以及認為無同伴

陪同參加是學習阻礙之比例，皆較未滿 75 歲者來得高。（詳見表 4-5） 

詳言之，在視覺聽力影響學習成效方面，不到 1 成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1 成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遭遇此問題；而遭遇此問題之 75 歲以

上者，占 3 成。在記憶力影響學習成效方面，半數 75 歲以上遭遇此問題，

而遭遇此阻礙之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僅約 1 成。

有關無同伴陪同參加是學習阻礙之一方面，交叉分析顯示，65 歲以上未

滿 75 歲者並未有填答者遭遇此困難、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有 3%遭遇此

阻礙，75 歲以上有 17%遭遇此阻礙。至於其他阻礙方面，不同年齡間並

未呈現顯著差異。（詳見表 4-6） 

表 4- 6 不同年齡參與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遇之阻礙差異分析表 

阻礙 X2 df P 值 
55歲以上未滿 65歲遭

遇阻礙之比例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遭遇阻礙之比例 

75 歲以上遭遇阻

礙之比例 

課程活動
已額滿 

6.765 2 .034* 64% 48% 17% 

視覺聽力
影響學習
成效 

6.333 2 .042* 5% 13% 33% 

記憶力影
響學習成
效 

6.546 2 .038* 12% 15% 50% 

無同伴陪同
參加 

6.112 2 .047* 3% 0% 17%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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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同職業遭遇不知有相關課程活動、課程活動已額滿、活動時間

較無法配合、課程內容非預期之阻礙差異方面，檢定結果顯示，無論是退

休、家管、在職人員，其遭遇上述阻礙之情形無顯著差異。 

另有部分填答者於開放式意見中補充其遭遇之困難尚包括課程與講

師、報名作業、環境方面之阻礙。在課程與講師方面，例如課程太少、建

議廣開課程提高參加的機會、未開設語言課程、樂齡示範中心取消健康養

生活動、日語難易度並不適中、部分講師素質不佳，以及因為手語課內容

為帶動唱，非手語課，遂與期待不符。在報名作業方面，阻礙包括限制只

能選 2 門課程、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報名手續不便，對遠距的學員較不方

便。在環境阻礙方面，包括教室後方較聽不清楚、總館交通不便、大同區

樂齡學習中心教室通風不良，有霉氣、濕氣味，另有 1 位樂齡示範中心學

員建議更新白板。其他建議部分，1 位建議放寬樂齡志工錄取標準，1 位

居住於北投區參加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之填答者，針對北投分館未辦理樂

齡課程活動，提出疑問。有關此意見，事實上北投區樂齡學習中心即位於

關渡國中。 

五、 獲得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資訊之管道 

有關填答者獲得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資訊之管道

方面，除 11 位未表示管道來源外，其餘以透過朋友、其他學員、鄰居得

知者居多（155 位，46%），其次為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網站（154 位，46%）、

圖書館工作人員或志工（141 位，42%）、海報及文宣資料（104 位，31%），

較少透過電子郵件（31 位，9%）、北市圖電子報（25 位，8%）、家人及其

他相關網站（各 13 位，4%）、鄰里辦公處及報紙（各 12 位，4%）等得知

資訊。（詳見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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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填答者獲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資訊之管道分

析圖（複選，n=335） 

進一步以卡方檢定分析不同年齡獲取資訊之管道是否存在差異性，結

果顯示，75 歲以上透過家人及報紙獲得資訊者，顯著高於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至於其他管道方面，不同年齡間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4-7） 

表 4- 7 不同年齡獲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管道差異分

析表 

管道 X2 df P 值 
55歲以上未滿 65歲採

用之比例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採用之比例 

75 歲以上採用之

比例 

家人 35.299 2 .000*** 2% 2% 29% 
報紙 24.912 2 .000*** 1% 6% 19% 

***P<.0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在不同性別獲取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資訊管道之差異方

面，卡方檢定結果顯示，男性填答者經由海報文宣資料得知資訊之比例

（46%）顯著高於女性（26%），而在其他管道方面，男女填答者並無顯著

差異。（詳見表 4-8） 

表 4- 8 不同性別獲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管道差異分

析表 

管道 X2 df P 值 
男性學員 

獲取資訊之比例 
女性學員 

獲取資訊之比例 
海報文宣
資料 

10.016 1 .002** 46% 26% 

**P<.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不同教育程度獲取資訊之管道差異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大學、專科

46.3%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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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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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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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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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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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上教育程度者，透過海報與文宣資料獲取資訊之比例，顯著高於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透過電子郵件獲取資訊之比例，顯著高於國、

高中職教育程度者，且並未有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透過此管道。反

之，透過朋友、其他學員、鄰居獲取資訊者，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至於透過北市圖樂齡學習中

心網站、其他相關網站、鄰里辦公處、報紙、家人、北市圖電子報、圖書

館工作人員或志工得知資訊之情況，不同教育程度間並無顯著差異。（詳

見表 4-9） 

表 4- 9 不同教育程度獲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管道差

異分析表 

管道 X2 df P 值 
國小（含）以

下 

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 

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

上 

教育程度者 

海報文宣資料 6.411 2 .041* 14% 27% 36% 
電子郵件 18.962 2 .000*** 0% 1% 15% 
朋友、其他學
員、鄰居 

10.535 2 .005** 71% 51% 40%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P<.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P<.0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另有部分填答者表示，係主動向圖書館洽詢或無意間發現活動資訊。 

第三節 填答者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其他資源與服務之情況 

一、 擁有北市圖借閱證之學員數 

研究結果顯示，除 8 位未表示是否擁有北市圖借閱證外，其餘 338 位

填答者中，有 8 成以上擁有借閱證（294 位，87%）；未擁有者，計 44 位

（13%）。（詳見圖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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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9 填答者擁有北市圖借閱證情況分析圖（n=338） 

二、 過去一年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的館藏情況 

（一） 曾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館藏之學員數 

研究結果顯示，除 8 位未表示過去一年是否曾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

心以外之館藏外，其餘 338 位填答者中，有 8 成以上曾使用（279 位，

82.5%），僅 59 位（17.5%）未曾使用。（詳見圖 4-20） 

 

 

 

圖 4- 20 填答者過去一年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館藏之情況分析圖

（n=338） 

（二） 使用之館藏類型 

在 279 位曾使用樂齡學習中心以外館藏之填答者中，除 23 位未表示

使用之館藏類型外，其餘有高達 8 成填答者使用圖書（209 位，82%），亦

有超過半數填答者使用報紙（133 位，52%），其次為期刊雜誌（126 位，

49%），較少填答者使用視聽資料（56 位，22%）、電子資源（27 位，11%）。

（詳見圖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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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1 填答者使用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館藏類型分析圖（複選，n=256） 

（三） 使用之館藏主題 

在 279 位曾使用樂齡學習中心以外館藏之填答者中，除 5 位未表示使

用之館藏主題外，其餘有超過半數使用養生保健主題館藏（151 位，55%）；

其餘未超過半數使用之主題依使用人次排序依次為養生運動（101 位，

37%）、醫藥疾病（100 位，37%）、生活科技（93 位，34%）等，皆有 3

成填答者使用；旅遊及語言學習（各 77 位，28%）、詩詞書畫與美術（70

位，26%）、人際關係及手工藝（各 62 位，23%）、園藝（57 位，21%）

等，皆有 2 成填答者使用；1 成填答者使用文學小說（51 位，19%）、心

理勵志（47 位，17%）、音樂舞蹈（34 位，12%）、歷史傳記（32 位，12%）、

投資理財（31 位，11%）、社會福利（29 位，11%）；不到 1 成使用法律

及哲學宗教（各 18 位，7%）、遊戲（17 位，6%）、科學（13 位，5%）、

體育（10 位，4%）、政治（3 位，1%）。（詳見圖 4-22） 

 

 

 

 

 

圖 4- 22 填答者使用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館藏主題分析圖（複選，n=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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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去一年參加或利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活動及服務情況 

（一） 曾參加或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活動或服務的學員

數 

研究結果顯示，除 17 位未表示過去一年是否曾參加或利用北市圖樂

齡學習中心以外之活動或服務外，其餘有 7 成以上填答者曾參加樂齡學習

中心以外之活動或服務（238 位，72%）；未參與者，計 91 位（28%）。（詳

見圖 4-23） 

 

圖 4- 23 填答者過去一年參加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活動或服務之情況

分析圖（n=329） 

（二） 曾參加或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活動及服務項目 

在 238 位曾參加或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活動或服務之填

答者中，除 11 位未表示參加或使用之項目為何外，其餘超過半數曾參加

演講活動（120 位，53%），其次依序為影片欣賞（87 位，38%）、研習班

（74 位，33%）、電腦課程（65 位，29%）、使用自助借書機（64 位，28%）、

參加展覽（47 位，21%）、利用線上預約服務（46 位，20%）、使用樂齡

學習中心以外之電腦（42 位，19%）、參加好書交換（28 位，12%）、音

樂賞析（25 位，11%）、使用線上續借服務（24 位，11%），最少者則為

參加臺北市社會組語文競賽（7 位，3%）（詳見圖 4-24）。另有 2 位填答者

於開放式意見補充其參與之主題為健康養生及新住民臺語課程。 

 

 

 

曾參加,

72%

未曾參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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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4 填答者參加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活動及服務類型分析圖

（n=227） 

四、 對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之需求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最需要之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為於該圖書館

網站提供保健、理財等感興趣主題之網路資源（需求程度為 4.18），其餘

介於需要與普通之間的需求包括大字書館藏清單、擴視機與放大鏡等閱讀

輔具、無障礙設施、可閱讀大字版電子報紙之顯示器。（詳見表 4-10） 

表 4- 10 填答者需求之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分析表 

項目 需求程度平均值 
於圖書館網站提供保健、理財等感興趣主題之網路資源 4.18 
提供大字書館藏清單 3.88 
提供擴視機、放大鏡等閱讀輔具 3.80 
設置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電梯） 3.71 
提供可閱讀大字版電子報紙的顯示器 3.68 

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填答者對上述需求是否存在差異性，結果

顯示，填答者對於圖書館網站提供保健、理財等感興趣主題之網路資源的

需求程度，顯著高於對大字書館藏清單、擴視機與放大鏡等閱讀輔具、無

障礙設施、可閱讀大字版電子報紙之顯示器的需求，且其中大字書館藏清

單需求，亦顯著高於無障礙設施、可閱讀大字版電子報紙之顯示器需求；

對擴視機與放大鏡等閱讀輔具之需求，亦顯著高於可閱讀大字版電子報紙

之顯示器需求。簡言之，填答者最需要圖書館網站建置相關主題的網路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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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連結，且需求程度顯著高於上述其他閱讀服務；至於需求程度最低之大

字版電子報紙顯示器，其需要程度除與無障礙設施需求程度無顯著差異

外，皆顯著低於上述其他閱讀服務。（詳見表 4-11） 

表 4- 11 填答者對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差異分析表 

 平均數差異 
 圖書館網站

網路資源 
大字書館

藏清單 
閱讀輔具 無障礙設

施 
閱讀大字

版電子報

紙的顯示

器 
圖書館網站網路資源  .312*** .376*** .455*** .485*** 
大字書館藏清單   .064 .143* .173*** 
閱讀輔具    .079 .109** 
無障礙設施     .030 

另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不同性別、年齡之填答者，其閱讀服

務需求是否存在差異性，結果顯示，不同年齡之需求無顯著差異，但不同

性別間存在顯著差別。換言之，女性填答者對大字書館藏清單及擴視機、

放大鏡等閱讀輔具之需求顯著高於男性（詳見表 4-12）；交叉分析顯示，7

成以上（72%）女性學員對北市圖大字書館藏清單有需求，男性則約 5 成

（55%）需求此服務；6 成以上（68%）女性學員對北市圖提供擴視機、

放大鏡等閱讀設備有需求，而男性需要者則約 5 成（53%）。至於北市圖

其他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方面，男女性學員並無顯著差異。 

表 4- 12 男女學員對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程度差異分析表 

需求之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
項目 

t 值 顯著值 需求程度平均值 

提供大字書館藏清單 -3.134 .002**  
男性   3.52 

 女性   3.95 
提供擴視機、放大鏡等閱讀輔
具 
 男性 
 女性 

-2.055 
 
 
 

.041* 
 
 
 

 
 

3.53 
3.84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P<.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另有1位填答者於開放式意見建議為視力極差、閱讀吃力之長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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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書借閱服務。 

第四節 填答者之學習需求 

一、 學習需求類型 

 有關填答者學習需求類型，調查結果顯示，填答者學習需求普遍居於

普通及需要之間（整體學習需求平均為 3.79），其中以對基本及宣導課程

需求程度最高，具有需要性（需求程度 4.05）；其餘課程需求皆介於普通

及需要之間，包括興趣系列課程（3.79）、貢獻課程（3.76）、超越課程

（3.72），需求程度較低者為影響課程（3.62）。（詳見表 4-13） 

表 4- 13 填答者學習需求類型分析表 

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平均值 
基本及宣導課程需求 4.05 
興趣系列課程需求 3.79 
貢獻課程需求 3.76 
超越課程需求 3.72 
影響課程需求 3.62 

整體學習需求 3.79 

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填答者對各學習需求類型是否存在顯著

差異，結果顯示，填答者對於基本及宣導課程需求程度顯著高於興趣系列

課程、貢獻課程、超越課程、影響課程。並且，影響課程需求程度顯著低

於基本及宣導課程、興趣系列課程、貢獻課程、超越課程。（詳見表 4-14） 

表 4- 14 填答者學習需求類型差異分析表 

 平均數差異 
 基本及宣導

課程需求 
興趣系列

課程需求 
貢獻課程

需求 
超越課程

需求 
影響課程

需求 
基本及宣導課程需求  .261*** .290*** .326*** .428*** 
興趣系列課程需求   .028 .064 .166*** 
貢獻課程需求    .036 .138*** 
超越課程需求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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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背景填答者學習需求差異分析 

有關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之學習需求是否存在差異，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上述不同背景之填答者，整體學習需求

程度並無顯著差異。進一步針對各學習需求類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除

不同教育程度、職業者對部分學習需求類型存在顯著差異外，不同性別、

年齡之填答者，各學習需求類型並無顯著差異。 

就教育程度而言，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對貢獻及超越課程需求顯著

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詳見表 4-15）。 

表 4- 15 不同教育程度學習需求類型差異分析表 

學習需求 F 值 顯著值 需求程度平均值 

貢獻課程需求 
－國小（含）以下 
－國、高中職 
－大學、專科（含）以上 

3.388 
 
 
 

.035* 
 
 
 

 
 3.77 
3.94 
3.70 

超越課程需求 4.162 .016*  
－國小（含）以下   3.72 
－國、高中職   3.94 
－大學、專科（含）以上   3.63 

* P <.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就職業而言，家管者對貢獻及影響課程需求程度，顯著高於已退休

者；其餘學習需求，不同職業間並未呈現顯著差異。（詳見表 4-16） 

表 4- 16 不同職業學習需求類型差異分析表 

學習需求 F 值 顯著值 需求程度平均值 

貢獻課程需求 3.633 .028*  
－已退休   3.67 
－家管   3.94 
－在職者   3.83 

影響課程需求 4.392 .013*  
－已退休   3.50 
－家管   3.78 
－在職者   3.79 

* P <.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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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答者對基本及宣導、興趣系列、貢獻、超越及影響等五類型

課程中各類學習需求分析 

1. 基本及宣導課程學習需求 

填答者對此類需求以健康保健與生活科技方面為主，詳言之，填答者

需求程度達「需要」以上者，包括醫藥認識與疾病預防、健康促進需求

（4.35），且無填答者表示不需要、養生保健與養生運動需求（各為 4.29）、

生活科技需求（4.14）、社會福利資源需求（4.11）、生活法律需求（4.09），

其餘介於普通與需要之間的需求包括交通、消防、消費等安全宣導

（3.96）、情緒調適與退休等新的生活情境適應（各為 3.93）、理財（3.90）、

高齡特質及輔具認識（3.87）、家人關係與隔代教養需求（3.84）。（詳

見表 4-17） 

表 4- 17 填答者之基本及宣導課程學習需求分析表 

基本及宣導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 
醫藥認識與疾病預防、健康促進需求 4.35 

養生保健需求 4.29 
養生運動需求 4.29 

生活科技需求 4.14 

社會福利資源需求 4.11 

生活法律需求 4.09 

安全宣導需求 3.96 

情緒調適需求 3.93 

新的生活情境適應需求 3.93 

理財需求 3.90 

高齡特質及輔具認識需求 3.87 
家人關係、隔代教養需求 3.84 

2. 興趣系列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次高之興趣系列課程方面，填答者需求程度達「需要」以上

者，包括語言學習需求（4.05）、參訪與旅遊需求（4.03）；其餘介於普

通及需要之間的需求包括歌唱樂曲（3.99）、電影欣賞（3.83）、園藝（3.82）、

藝文美術（3.79）、手工藝（3.78）、共讀與讀書分享等閱讀活動（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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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3.53）、桌上遊戲（3.47）。（詳見表 4-18） 

表 4- 18 填答者之興趣系列課程學習需求分析表 

興趣系列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 
語言學習需求 4.05 

參訪旅遊需求 4.03 

歌唱樂曲需求 3.99 

電影欣賞需求 3.83 

園藝需求 3.82 

藝文美術需求 3.79 

手工藝需求 3.78 

共讀、讀書分享等閱讀活動需求 3.68 

舞蹈需求 3.53 

桌上遊戲需求 3.47 

3. 貢獻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次之之貢獻課程方面，各項需求皆介於普通至需要之間，包

括學習進一步貢獻社會及服務的知能需求（3.84）、了解自己及潛能之需

求（3.75）、志工訓練需求（3.71）。（詳見表 4-19） 

表 4- 19 填答者之貢獻課程學習需求分析表 

貢獻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 
學習進一步貢獻社會及服務的知能需求 3.84 

了解自己及潛能需求 3.75 

志工訓練需求 3.71 

4. 超越課程學習需求 

超越課程中，填答者對分享生命故事及人生經驗、探討自我生命意義

之課程需求程度相同，皆介於普通至需要之間（3.75）。（詳見表 4-20） 

表 4- 20 填答者之超越課程學習需求分析表 

超越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 
分享生命故事及人生經驗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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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 
探討自我生命意義 3.75 

5. 影響課程學習需求 

在需求程度最低之影響課程學習需求方面，填答者對各類課程需求皆

介於普通至需要之間，包括經營自主學習社團與參與社會事務之能力需求

（3.73）、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需求（3.63）、讀書會帶領人培訓需求

（3.52）。（詳見表 4-21） 

表 4- 21 填答者之影響課程學習需求分析表 

影響課程學習需求 需求程度 
經營自主學習社團、參與社會事務之能力需求 3.73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需求 3.63 

讀書會帶領人培訓需求 3.52 

此外，亦有填答者對風水、算命、室內擺設，以及由專任教師每週進

行氣功教學等有學習需求；或建議由歷次活動中統計需求性。 

二、 學習需求規劃方式 

有關填答者對學習需求規劃方式之看法方面，以由樂齡學習中心規劃

師資及學習內容之需求程度達「需要」以上（需求程度平均為 4.12），而

由學員自行規劃之需求程度僅介於「需要」與「普通」之間（需求程度平

均為 3.8）。進一步以 t 檢定分析此二者需求程度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

顯示，填答者對由樂齡學習中心規劃之需求顯著高於由學員自行規劃。（詳

見表 4-22） 

表 4- 22 填答者學習需求規劃方式分析表 

學習需求規劃方式 Z 值 P 值 需求程度 
 -5.748 .000***  

由樂齡學習中心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   4.12 

由學員自行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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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填答者學習需求類型與其對學習需求規劃方式看法間，是否有顯

著關係存在，相關分析顯示，上述 5 類課程需求皆與前述 2 種規劃方式呈

現顯著的正相關，其中以興趣系列課程學習需求與「由樂齡學習中心規劃

師資及學習內容」之相關係數最高，屬中度相關；影響課程學習需求與「由

學員自行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相關係數最高，屬中度相關。（詳見表

4-23） 

表 4- 23 填答者學習需求類型與需求規劃方式相關係數分析表 

 學習需求類型 
 基本及宣導

課程需求 
興趣系列

課程需求 
貢獻課程

需求 
超越課程

需求 
影響課程

需求 

學習

需求

規劃

方式 

由樂齡學習

中心規劃師

資及學習內

容 
.353** .403** .333** . 327 ** . 381** 

由學員自行

規劃師資及

學習內容 
.422** .415** .423** .459** .515** 

至於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之學習需求規劃方式是否存在

顯著差異，以 t 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示，上述不同背景之填答者對

學習需求規劃方式，並無顯著差異。 

另有填答者表示，由樂齡學習中心或由學員自行規劃皆應兼顧。 

第五節 填答者對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 

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感到滿意（滿

意度平均為 4.20），且對於自主學習團體（4.25）、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

（4.19）、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4.16）等三面向，皆感到滿意（各面

向滿意度皆達 4 以上）。（詳見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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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4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 4.25 

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 4.19 

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滿意度 4.16 

整體滿意度 4.20 

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填答者對自主學習團體、中心課程活動、

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之滿意度看法，是否存在明顯的差別，結果顯

示，填答者對自主學習團體之滿意度顯著高於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

織與學習環境。（詳見表 4-25） 

表 4- 25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表 

 平均數差異 
 自主學習團體 

滿意度 
課程活動 
滿意度 

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

滿意度 
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  .063** .088** 
課程活動滿意度   .025 

茲分別針對不同背景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整體滿意度、自主學習團

體、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滿意度差異，以及填答者對

上述各面向之子層面認同情形，分述如下： 

一、 不同背景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 

（一） 不同性別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 

女性除整體滿意度顯著高於男性外，對於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中心

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之滿意度，亦顯著高於男性；二者僅對於自主學習團

體之滿意度，無顯著差異。（詳見表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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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6 男女學員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表 

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 t 值 顯著值 滿意程度平均值 
整體滿意度 -2.098 .037*  
男性   4.08 

 女性   4.22 
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 
男性 

 女性 

-1.565 
 
 

.121 
 
 

 
4.14 
4.26 

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 
男性 

 女性 

-2.538 
 
 

.013* 
 
 

 
4.05 
4.24 

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滿意度 
 男性 
 女性 

-2.019 
 

 

.044* 
 
 

 
4.04 
4.19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二） 不同年齡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之填答者，無論是在樂齡學習中

心整體滿意度上，亦或在自主學習團體、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及

學習環境等滿意度上，皆顯著高於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詳見表 4-27） 

表 4- 27 不同年齡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表 

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 F 值 顯著值 滿意程度平均值 
整體滿意度 5.282 .006**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4.13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4.32 
4.26 

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4.505 
 
 
 

.012* 
 
 
 

 
4.17 
4.38 
4.33 

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5.201 
 
 
 

.006** 
 
 
 

 
4.12 
4.34 
4.28 

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滿意度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3.190 
 
 
 

.042* 
 
 
 

 
4.11 
4.28 
4.20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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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 F 值 顯著值 滿意程度平均值 
**P<.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三） 不同教育程度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度為國小（含）以下者，對樂齡學習中心整體

滿意度、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等，皆顯著高於國、高

中職教育程度及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就自主學習團體滿意

度而言，教育程度國小（含）以下及國、高中職者，滿意程度顯著高於大

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詳見表 4-28）  

表 4- 28 不同教育程度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表 

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 F 值 顯著值 滿意程度平均值 
整體滿意度 14.892 .000***  
國小（含）以下者   4.58 

 國、高中職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者 

 
 

 
 

4.23 
4.11 

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 
國小（含）以下者 

 國、高中職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者 

7.989 
 
 
 

.000*** 
 
 
 

 
4.55 
4.31 
4.14 

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 
國小（含）以下者 

 國、高中職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者 

7.187 
 
 
 

.001** 
 
 
 

 
4.51 
4.23 
4.11 

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滿意度 
國小（含）以下者 
國、高中職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者 

13.605 
 
 
 

.000*** 
 
 
 

 
4.61 
4.18 
4.07 

**P<.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P<.0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四） 不同職業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家管者對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顯著高

於退休人員；至於其他滿意度間，不同職業之認同度並無顯著差異。（詳

見表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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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9 不同職業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差異分析表 

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 F 值 顯著值 滿意程度平均值 
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 3.178 .043*  
已退休者   4.14 

 家管 
在職者 

 
 

 
 

4.34 
4.19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二、 填答者對自主學習團體、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

等面向之各子層面滿意度分析 

（一） 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自主學習團體各層面之滿意度 

填答者對自主學習團體各面向之滿意度分析顯示，對自主學習團體之

講師與學員互動與學員間的相處（4.25）、學習氛圍（4.24）、學習內容

（4.24）、場地安排（4.22）等面向之看法皆達滿意以上。（詳見表 4-30） 。

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填答者對上述面向之滿意度看法間是否存在

顯著差異，結果顯示，未呈現顯著差異。 

表 4- 30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分析表 

自主學習團體面向 滿意程度 
自主學習團體之人際相處（講師與學員互動、學員間的相處） 4.25 

自主學習團體之學習氛圍 4.24 

自主學習團體之學習內容 4.24 

自主學習團體之場地安排 4.22 

（二） 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各面向皆持肯

定之看法，不論是在講師教學、學員間及講師與學員間之人際相處、課程

教材、學習環境、行政組織等面向之看法，皆達滿意以上。（詳見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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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1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面向滿意度分析表 

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面向 滿意程度 
講師教學（專業素養、教學方式） 4.31 

人際相處（講師與學員、學員間相處） 4.30 

課程教材（多元性、實用性、需求性、難易度） 4.20 

學習環境（氛圍、照明、通風、消防、座位） 4.16 

行政組織（時間及人數安排） 4.11 

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填答者對上述各面向之滿意度是否存在

顯著差異，結果顯示，填答者對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的講師教學、學員間

與講師與學員之相處的滿意度，顯著高於中心課程教材、課程學習環境、

課程行政組織。其中，課程教材及課程學習環境之滿意度亦顯著高於課程

行政組織。（詳見表 4-32） 

表 4- 32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各面向滿意度差異分析表 

 平均數差異 
 講師教學 

滿意度 
人際相處 
滿意度 

課程教材 
滿意度 

學習環境滿意

度 
行政組織

滿意度 
講師教學滿意度 
人際相處滿意度 
課程教材滿意度 
學習環境滿意度 

 
 
 
 

.009 
 
 
 

.112*** 

.103*** 
 
 

.147*** 

.138*** 
.035 

 

.198*** 

.189*** 
.086** 
.051* 

 以下分別就中心課程活動之講師教學、人際相處、課程教材、學習環

境、行政組織等 5 面向之各子層面進行分析。 

1. 講師教學 

有關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的講師教學方面，並未有

填答者不認同講師專業素養及教學方式，且對講師專業素養（4.35）及教

學方式（4.27）普遍感到滿意。（詳見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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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3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之講師教學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中心課程活動之講師專業素養 4.35 

中心課程活動之講師教學方式 4.27 

2. 人際相處 

在中心課程活動之人際相處方面，並未有填答者不滿意講師與學員互

動（4.32）、學員間之相處（4.27），且對二者之看法，皆達滿意。（詳見表

4-34） 

表 4- 34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之人際相處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講師與學員互動融洽 4.32 

學員相處融洽 4.27 

3. 課程教材 

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之教材方面，普遍而言，皆認同教材

多元豐富（4.24）、課程活動具實用性（4.20），且並未有填答者不滿意上

述二者；亦大致認同課程活動符合需求（4.18）、課程活動難易度適中

（4.17）。（詳見表 4-35） 

表 4- 35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之教材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課程教材多元豐富 4.24 

課程活動具實用性 4.20 

課程活動符合需求 4.18 

課程活動難易度適中 4.17 

4. 學習環境 

就中心課程活動之學習環境而言，填答者普遍滿意學習氛圍（4.23），

且並未有填答者表示不滿意；對於課程活動場地照明（4.18）、場地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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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通風（4.16）、場地消防設施（4.10）、場地座位安排（4.08）等亦感到

滿意。（詳見表 4-36） 

表 4- 36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之學習環境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中心課程活動學習氛圍 4.23 

中心課程活動場地照明 4.18 

中心課程活動場地溫度、通風 4.16 

中心課程活動場地消防設施 4.10 

中心課程活動座位安排 4.08 

5. 行政組織 

就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之行政組織面向而言，填答者對中心課程活

動之時間安排（4.12）及人數安排（4.10）皆感到滿意。（詳見表 4-37） 

表 4- 37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之行政組織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中心課程活動之時間安排 4.12 

中心課程活動之人數安排 4.10 

（三） 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之滿意度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之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面向皆

感到滿意（滿意程度皆為 4 以上）。進一步以 t 檢定分析填答者對上述二

項滿意度是否存在顯著差別，結果顯示，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行政組織

之滿意度顯著高於學習環境。（詳見表 4-38） 

表 4- 38 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各面向滿意度差異分

析表 

項目 Z 值 P 值 滿意程度 
 -3.914 .000***  

對樂齡學習中心行政組織之滿意度（人員態度及服務知能）   4.22 

對樂齡學習中心學習環境之滿意度（交通、衛生、桌椅、空間）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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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行政組織、學習環境面向之各子層面的滿

意度，分述如下： 

1. 行政組織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填答者大致滿意樂齡學習中心工作人員態度

（4.33）、工作人員服務知能（4.23）及中心課程活動報名手續（4.11）。

（詳見表 4-39） 

表 4- 39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行政組織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工作人員態度 4.33 

工作人員服務知能 4.23 

報名手續 4.11 

2.  學習環境 

就學習環境而言，填答者普遍滿意樂齡學習中心交通便利性（4.19）、

中心環境衛生（4.15）、中心桌椅設備（4.11）及中心空間規劃（4.08）。（詳

見表 4-40） 

表 4- 40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學習環境滿意度分析表 

項目 滿意程度 
中心交通便利 4.19 

中心環境衛生 4.15 

中心桌椅設備 4.11 

中心空間規劃 4.08 

第六節 填答者對參與中心課程活動或自主學習團體成效之看法 

整體而言，填答者對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

體獲得之成效，持肯定之看法（認同度平均為 4.31，達「同意」之看法），

且普遍同意參與中心後可增進個人知識（4.38）、獲得學習樂趣（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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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活樂趣（4.35）、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4.30）、結識朋友

（4.29）、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4.29）、更知道如何幫助他人（4.26）、更

勇於追求夢想（4.22）。值得注意的是，並未有填答者不認同上述成效。（詳

見表 4-41） 

表 4- 41 填答者對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成

效看法分析表 

獲得之成效 認同程度 
可增進個人知識 4.38 

可獲得學習樂趣 4.38 

可提升生活樂趣 4.35 

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 4.30 

可結識朋友 4.29 

可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 4.29 

更知道如何幫助他人 4.26 

更勇於追求夢想 4.22 

整體成效 4.31 

 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之學習成效看法差異性，

結果顯示，女性填答者整體學習成效認同度顯著高於男性，且對於可增進

個人知識、提升生活樂趣、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之認同度顯著高於男性。

（詳見表 4-42） 

表 4- 42 男女學員對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

成效看法差異分析表 

學習成效 t 值 顯著值 認同程度平均值 
整體學習成效 -1.992 .048*  
男性   4.21 

 女性   4.33 
可增進個人知識 
男性 

 女性 

-2.381 
 
 

.019* 
 
 

 
4.24 
4.41 

可提升生活樂趣 
男性 

 女性 

-2.156 
 
 

.033* 
 
 

 
4.22 
4.37 

可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 
 男性 
 女性 

-2.103 
 

 

.038* 
 
 

 
4.17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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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 t 值 顯著值 認同程度平均值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有關不同年齡填答者學習成效看法差異性部分，分析結果顯示，除可

結識朋友、更知道如何幫助他人之學習成效，不同年齡間未呈現顯著差異

外，其餘在整體學習成效、增進個人知識、獲得學習樂趣、提升生活樂趣、

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更勇於追求夢想上，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之認同度顯著高於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詳見

表 4-43） 

表 4- 43 不同年齡填答者對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

團體之成效看法差異分析表 

學習成效 F 值 顯著值 認同程度平均值 
整體學習成效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4.766 
 
 
 

.009** 
 
 
 

 
4.24 
4.43 
4.34 

可增進個人知識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8.590 
 
 
 

.000*** 
 
 
 

 
4.28 
4.52 
4.57 

可獲得學習樂趣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4.081 
 
 
 

.018* 
 
 
 

 
4.31 
4.50 
4.45 

可提升生活樂趣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3.954 
 
 
 

.020* 
 
 
 

 
4.28 
4.47 
4.36 

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3.342 
 
 
 

.037* 
 
 
 

 
4.24 
4.43 
4.23 

可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3.789 
 
 
 

.024* 
 
 
 

 
4.22 
4.42 
4.32 

更通於追求夢想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 
75 歲以上者 

3.654 
 
 
 

.027* 
 
 
 

 
4.15 
4.35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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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 F 值 顯著值 認同程度平均值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P<.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P<.0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有關不同教育程度之學習成效差異性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國小（含）

以下教育程度者，整體學習成效認同度顯著高於國高中職、大學與專科

（含）以上教育程度者；其餘各學習成效認同度方面，除可獲得學習樂趣

之認同度，不同教育程度間無顯著差異外，其餘在可增進個人知識、可提

升生活樂趣、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可結識朋友、提升生命意義及

目標、更知道如何幫助他人、更勇於追求夢想上，國小（含）以下教育程

度之認同度，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者；且其中可增進個人知識、

可結識朋友、更勇於追求夢想之認同度亦顯著高於國、高中職教育程度

者。（詳見表 4-44） 

表 4- 44 不同教育程度者對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

團體之成效看法差異分析表 

學習成效 F 值 顯著值 認同程度平均值 
整體學習成效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5.551 
 
 
 

.004** 
 
 
 

 
4.58 
4.31 
4.26 

可增進個人知識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5.381 
 
 
 

.005** 
 
 
 

 
4.67 
4.36 
4.33 

可提升生活樂趣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3.822 
 
 
 

.023* 
 
 
 

 
4.58 
4.35 
4.30 

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3.770 
 
 
 

.024* 
 
 
 

 
4.55 
4.31 
4.25 

可結識朋友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6.942 
 
 
 

.001** 
 
 
 

 
4.65 
4.27 
4.25 

可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5.045 
 

.007** 
 

 
4.55 



65 

學習成效 F 值 顯著值 認同程度平均值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4.33 
4.22 

更知道如何幫助他人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3.107 
 
 
 

.046* 
 
 
 

 
4.50 
4.27 
4.21 

更通於追求夢想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 
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 
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5.375 
 
 
 

.005** 
 
 
 

 
4.55 
4.18 
4.17 

*P<.05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P<.01 水準下達到顯著差異 

至於不同職業之學習成效差異方面，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職業對學習

成效之認同度，並未呈現顯著差異。 



66 



6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歸納研究結果，彙整下述結論並針對北市圖樂齡學

習中心提出具體建議；最後提出進一步研究之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學員使用該中心、參與中心課程

活動與自主學習團體、使用北市圖其他資源與服務之情況，以及北市圖樂

齡學習中心學員學習需求、對中心之滿意度、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

習團體之成效。問卷調查結果已詳述於第四章，本節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進一步歸結下述重要結論： 

一、 填答者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之情況 

（一） 填答者以使用 1 所樂齡學習中心居多，且過去一年多半未曾參與

其他學習機構 

研究結果顯示，7 成填答者使用 1 所樂齡學習中心，而使用 2-4 所者，

計有 2 成，使用 5 所及 6 所者，各計 1 位。由此可知，多數填答者僅參與

北市圖 1 所樂齡學習中心，少部分填答者會跨區參與，甚或參與所有樂齡

學習中心。 

此外，超過半數填答者過去一年未曾參與其他學習機構；至於曾參與

者其他學習機構者，以 75 歲以上者顯著高於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且

前者有超過半數參與。顯見，75 歲以上高齡後期者顯著較 55 至 65 歲之

高齡前期者，來得積極學習。 

（二） 大多數填答者非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成立當年即加入者 

參與本研究之填答者分散於不同年度加入樂齡學習中心，其中至少有

7 成非為中心成立當年即加入（北市圖於民國 97 及 98 年各成立 3 所樂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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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心），且又以於本研究進行之年度加入者較多。 

（三） 參與樂齡學習中心之動機主要為學習新知、充實生活及個人興趣 

超過半數填答者係為學習新知識技能、充實生活或出自個人興趣而參

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不到半數為追求健康、結交朋友、肯定自己、打

發時間、滿足家人之期望而參與。另有部分填答者參與動機之一為擔任志

工或融入社會群體。 

（四） 8 成填答者曾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設施，其中有 9 成使用中心

之書刊、報紙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除參與樂齡學習中心之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

體外，亦有高達 8 成曾使用中心之設施，其中以使用中心之書刊、報紙居

多，計有 9 成；另有部分填答者使用中心的電腦網路。至於較少填答者使

用之設備則包括健康檢測設備、運動健身器材、桌上遊戲及 wii，此或許

與前述設備非各中心皆擁有有關。 

二、 填答者參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

之情況 

（一） 7 成填答者過去一年曾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 

過去一年曾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者，各

計有 7 成。至於未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原因，主要係不清

楚活動資訊，其次為缺乏時間，再者為課程較少或不符需求、無適合之學

習團體、課程未具吸引力、缺乏興趣，另有部分填答者係因未獲錄取、無

法達到自主學習團體之全勤要求、未了解相關規定以組織學習團體、或當

時學習團體未成立或成立短暫，致未參與。 

（二） 填答者參與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之主題 

1、 填答者參與主題數平均為 5 種主題（占所有主題 2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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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參與主題數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

以上教育程度者。 

有關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參與主題數差異方面，除國、

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參與主題數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外，其餘不同性別、年齡、職業間，參與主題數無顯著差異。 

2、 填答者參與基本及宣導課程居多，且參與此類課程主題數顯著

高於興趣系列課程，而興趣系列課程亦顯著高於影響與超越課

程。 

此參與現象與填答者反映之學習需求類似，即填答者對基本及宣導課

程學習需求顯著高於興趣系列課程，而興趣系列課程學習需求亦顯著高於

影響課程。由此可見，填答者參與情形即反映出學習需求。 

3、 超過半數填答者參與基本及宣導課程之養生運動主題，不到 1

成參與情緒調適及社會福利資源主題 

在填答者參與之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主題中，以基本及宣導課程

之養生運動最多，計有 5 成參與；其餘主題，曾參與者皆未超過半數，其

中，有 4 成填答者參與興趣系列課程之語言學習，3 成參與基本及宣導課

程的生活科技、醫藥認識與疾病預防及健康促進、養生保健。至於參與人

數最低者為情緒調適與社會福利資源，皆不到 1 成參與。 

（三） 填答者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遇之阻礙 

1、 超過半數填答者未遭遇阻礙，遭遇之阻礙以活動已額滿居多，

另有課程、報名作業及環境方面之阻礙。 

半數填答者未曾遭遇阻礙；遭遇阻礙之填答者中，超過半數為課程活

動已額滿，致無法參加。另有部分填答者於開放式意見中表示，課程太少、

內容不符期待、參與課程數受限等是其遭遇之困難；亦有填答者認為講師

素質不佳、部分樂齡學習中心報名手續不便、交通不便、通風不良、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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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更新白板。由此可知，因報名人數額滿，無法參加活動是填答者較常遭

遇之問題；另課程數量與內容、報名作業及規定、交通、環境及設備等亦

是填答者希冀改善之項目。 

2、 不同性別遭遇之阻礙存在顯著差異 

女性不知相關課程活動、課程活動時間較無法配合者，顯著高於男性。 

3、 不同年齡遭遇之阻礙存在顯著差異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之高齡前期者遭遇課程活動已額滿之比例，顯著

高於 75 歲以上者；反之，75 歲以上高齡後期者認為視覺、聽力、記憶力

已影響個人學習成效者，以及認同無同伴陪同參加是學習阻礙之比例，較

未滿 75 歲之高齡中期及前期者來得高。交叉分析顯示，75 歲以上高齡後

期者，有 3 成遭遇視覺聽力影響學習成效、半數遭遇記憶力影響學習成

效、1 成認同無同伴陪同參加是學習阻礙，至於未滿 75 歲之高齡中期與

前期者遭遇上述阻礙之比例，僅約 1 成或不到 1 成。由此可見，年紀較長

之高齡後期者（75 歲以上），較其他年歲較少之填答者認為視覺、聽力及

記憶力等生理老化現象已影響個人學習；此外，亦較其他年歲較少之填答

者重視學習過程是否有同伴陪同。 

三、 填答者獲得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

資訊之管道 

（一） 填答者主要係透過朋友、其他學員、鄰居、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

網站獲取資訊 

填答者主要係透過外部人際關係，包括朋友、其他學員、鄰居，以及

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網站獲得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資訊；其次則

經由圖書館工作人員或志工告知；再者則為透過海報及文宣資料獲取資

訊。不到 1 成填答者透過電子郵件、北市圖電子報、其他相關網站、報紙、

家人及鄰里辦公處獲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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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獲取資訊之管道有別 

1. 男性透過海報文宣資料獲取資訊者，顯著高於女性。 

2. 75 歲以上高齡後期者經由家人告知及閱讀報紙獲取資訊者，顯著

高於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之高齡前期者。易言之，對於較少填答

者利用之管道，包括報紙及家人而言，以高齡後期者利用之比例

顯著較高。 

3. 有關透過朋友、學員及鄰居等外部人際管道獲取資訊方面，國小

（含）以下教育程度者利用之比例，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

以上教育程度者。反之，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經由

海報文宣資料獲取資訊之比例，顯著高於國小（含）以下教育程

度者；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透過電子郵件之比例，

亦顯著高於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且並未有國小（含）以下教

育程度者透過電子郵件獲取資訊。 

四、 填答者善用臺北市立圖書館其他資源及服務 

填答者除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

外，大致而言，絕大多數亦善用北市圖其他資源及服務，包括申辦北市圖

借閱證、利用北市圖其他館藏資源、服務及活動；換言之，填答者除利用

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之資源外，亦能利用圖書館本身之功能積極學習，茲

分述如下： 

（一） 高達 8 成填答者擁有北市圖借閱證 

填答者除申請成為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學員外，高達 8 成亦同時擁有

北市圖借閱證。 

（二） 高達 8 成填答者過去一年曾使用北市圖樂齡中心以外之館藏，並

且以使用圖書居多、使用主題主要為養生保健。 



72 

填答者除利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之館藏外，超過 8 成填答者亦利用

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館藏，其中又以圖書居多、報紙居次、期刊雜誌第三，

而較少使用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 

在使用之館藏主題方面，以養生保健最多，超過半數使用；其次為養

生運動、醫藥與疾病、生活科技，而此現象反映出填答者學習需求，其需

求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最需要基本及宣導課程，且以其中醫藥認識與疾

病預防、健康促進、養生保健、養生運動及生活科技之學習需求程度達「需

要」以上。換言之，填答者除透過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獲取新知外，

亦利用館藏資源，增進知識及提升學習成效。 

至於不到 1 成使用之館藏主題，則包括法律、哲學、宗教、遊戲、科

學、體育、政治等。 

（三） 7 成以上填答者過去一年曾參與、使用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以外之

活動或服務，並且以參與演講活動者居多。 

填答者除參與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自主學習團體外，對於

北市圖開放一般民眾參與之活動及推展的服務上，亦有 7 成填答者參與，

其中以參加演講活動者居多，其次為影片欣賞、研習班；不到 1 成參加臺

北市社會組語文競賽。顯見，填答者不僅止於參與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

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亦積極參與北市圖其他活動。 

五、 填答者需求之臺北市立圖書館銀髮族閱讀服務 

（一） 填答者需要北市圖於網站提供保健、理財等感興趣主題之網路資

源，且需求程度顯著高於對大字書館藏清單、閱讀輔具、無障礙

設施及大字版電子報紙顯示器之需求 

有關填答者需要北市圖提供之銀髮族閱讀服務方面，僅對於圖書館網

站提供保健、理財等感興趣主題之網路資源達到「需要」以上，且需求程

度顯著高於對大字書館藏清單、擴視機與放大鏡等閱讀輔具之需求，而大

字書館藏清單需求亦顯著高於無障礙設施及大字版電子報紙顯示器；對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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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輔具之需求程度亦顯著高於對大字版電子報紙顯示器之需求。 

（二） 男、女性學員對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存在顯著差異 

女性學員對大字書館藏清單、擴視機與放大鏡等閱讀輔具之需求程度

顯著高於男性。 

（三） 不同年齡對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需求無顯著差異 

不同年齡對於網路資源整理、大字書館藏清單、閱讀輔具、大字版電

子報紙顯示器、無障礙設施方面，需求程度無顯著差異。 

六、 填答者之學習需求 

（一） 填答者需要基本及宣導課程，且需求程度顯著高於興趣系列、貢

獻、超越、影響課程。 

平均而言，填答者學習需求介於「普通」及「需要」之間，其中僅對

於基本及宣導課程學習需求達到「需要」程度，且需求程度顯著高於介於

「普通」及「需要」之間的興趣系列、貢獻、超越、影響課程需求；而需

求程度最低之影響課程，其需要度顯著低於上述其他課程。 

綜言之，填答者最需要的是能降低失能風險及習得基本生存能力之基

本及宣導課程，其內涵包括銀髮族生理老化相關及日常生活必須之技能

等；而需求程度最低者，則為有關涉入公共事務或提供社會見解之能滿足

填答者影響性的需求。 

（二）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業之填答者，整體學習需求無顯

著差異，但不同教育程度、職業者，對部分需求類型存在顯著差

異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之填答者對整體學習需求並未存在

顯著差異，但國、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對幫助他人之貢獻需求及與個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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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有關之超越課程學習需求，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

者。此外，家管者對貢獻及影響課程學習需求，顯著高於已退休者。至於

不同性別、年齡對基本及宣導、興趣系列、貢獻、超越、影響等 5 課程類

型之學習需求方面，並未存在顯著差異。 

（三） 填答者對基本及宣導、興趣系列、貢獻、超越、影響等 5 課程類

型之學習需求內涵 

1. 基本及宣導課程學習需求以健康保健、生活科技、社會福利及

生活法律之需求程度達到「需要」以上。 

2. 在藉由參與活動或參與過程獲得滿足感之興趣系列課程中，填

答者對語言學習及參訪旅遊等主題，感到需要。 

3. 填答者對貢獻、超越及影響課程學習需求普遍居於「普通」及

「需要」之間，並未有一主題達到「需要」程度。 

（四） 填答者對樂齡學習中心師資及學習內容規劃之看法 

1. 相較於由學員自行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填答者顯著需要樂齡

學習中心負責規劃 

填答者對於由樂齡學習中心負責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之需求達到需

要以上，且需求程度顯著高於由學員自行規劃的模式（如自主學習團體經

營方式）。 

2. 興趣系列課程與由樂齡學習中心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的相關係

數最高 

相較其他學習需求，興趣系列課程學習需求與由樂齡學習中心負責規

劃師資與學習內容之相關係數最高，屬於中度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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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響課程與由學員自行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的相關係數最高 

相較其他學習需求，影響課程學習需求與由學員自行規劃師資及學習

內容之相關係數最高，屬中度的正相關。 

4. 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之學習需求規劃方式無顯著

差異 

填答者對學習需求規劃方式之看法，不因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職

業而有顯著差異。 

七、 填答者對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 

（一） 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持肯定之看法，且滿意自主學習團

體之程度，顯著高於對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境

之看法。 

整體而言，填答者肯定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且對自主學習團體、中

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等 3 層面之各面向滿意度皆持正面

之看法；其中，以對自主學習團體之滿意度顯著高於中心課程活動、中心

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 

（二） 女性學員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顯著高於男性 

整體而言，女性學員較男性肯定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女性除整體滿

意度顯著高於男性外，對於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及中心行政組織與學習環

境方面，亦顯著較男性認同。男、女性學員僅對於自主學習團體之滿意度

無顯著差異。 

（三）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較未滿 65 歲者，顯著認同北市圖樂齡學習

中心 

大致而言，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較 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肯定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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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樂齡學習中心；前者除整體滿意度顯著高於後者外，在自主學習團體、

中心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之看法上，亦顯著較認同。 

（四）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較國、高中職（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顯著肯定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 

一般而言，教育程度為國小（含）以下者較國、高中職及大學、專科

（含）以上教育程度者顯著認同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前者除整體滿意度

顯著高於後者外，在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及學習環境之認

同度上，亦顯著較高。 

（五） 國、高中職（含）以下教育程度者較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

程度者，顯著認同自主學習團體 

就填答者滿意度最高之自主學習團體而言，國小（含）以下及國、高

中職教育程度者，對此項滿意度顯著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

者。 

（六） 家管者較退休人員，顯著肯定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

動。 

家管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滿意度顯著高於退休

人員，至於對其他面向的滿意度，以及不同職業間滿意度看法上，並無顯

著差異。 

（七） 填答者對自主學習團體、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中心行政組織及

學習環境等 3 面向之各子層面的滿意度 

1. 填答者對自主學習團體的講師與學員互動、學員間的相處、學

習氛圍、學習內容、場地安排皆感到滿意，且上述滿意程度間，

並未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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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而言，填答者對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持肯

定之看法，對於中心所聘請之講師專業素養、教學方式、講師

與學員及學員間之相處的滿意度，顯著高於對該類型課程多元

性、實用性、需求性及難易度適中之看法，亦顯著高於對該類

課程學習氛圍、硬體環境、座位、時間及人數安排之認同度；

且對於其中課程時間及人數安排等行政作業之滿意度，亦顯著

低於對上述講師教學、人際相處、課程教材、學習環境之滿意

度。 

3. 填答者肯定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工作人員的態度與服務知能、

報名手續等行政作業，及中心之交通便利性、環境衛生、桌椅

設備、空間規劃等硬體環境；其中，又以對行政組織之認同度

顯著高於對硬體環境之看法。 

八、 填答者參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

之成效 

（一） 填答者普遍認同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可獲得成效 

一般而言，填答者認同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可增進個人知識、獲

得學習樂趣、提升生活樂趣、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結識朋友、提

升生命意義及目標、更知道如何幫助他人及更勇於追求夢想，並且未有填

答者不認同上述助益。 

（二） 女性學員對學習成效之認同度顯著高於男性 

大致而言，女性對整體學習成效之認同度顯著高於男性，且較男性顯

著認同在知識、生活樂趣、生命意義與目標之提升效益上。 

（三） 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對學習成效之認同度，顯著高於 55 歲以上

未滿 65 歲者 

整體而言，65 歲以上未滿 75 歲者對整體學習成效之認同度，顯著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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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歲以上未滿 65 歲者來得高，且顯著同意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可獲

得知識與學習樂趣、提升生活樂趣與生命意義及目標，以及學會利用社區

資源進行學習及勇於追求夢想。 

（四） 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其學習成效認同度顯著高於國、高

中職及大學與專科（含）以上教育程度者 

普遍來說，國小（含）以下教育程度者，較國、高中職、大學與專科

（含）以上教育程度者，顯著認同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之整體成效。 

（五） 不同職業之學習成效認同度，未呈現顯著差異 

不同職業間對參與北市圖樂齡學習中心開設之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

團體所獲得之成效看法間，並無顯著差異。 

第二節 建議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針對北市圖及欲提升銀髮族服務之公共圖書館提

供有關館藏建構、活動推廣、環境與行政作業方面之建議。 

一、 館藏建構  

（一） 宜持續充實基本及宣導課程相關之館藏資源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填答者對於基本及宣導課程最具學習需求，並且

參與學習之次數亦明顯較多，其中又以健康保健及生活科技主題需求及參

與情形較高；除透過參與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獲取新知外，亦藉由閱

讀館藏提升相關知識。爰此，建議公共圖書館持續充實健康保健、生活科

技等有助銀髮族成功老化、適應社會及日常生活所需技能之館藏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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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宜於網站建置銀髮族感興趣之網路資源連結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對北市圖銀髮族閱讀服務之需求方面，最需要

圖書館於網站建置保健、理財等銀髮族感興趣主題之網路資源，爰此建議

公共圖書館針對銀髮族學習需求於網站提供推薦網路資源連結。 

二、 活動推廣  

（一） 宜持續針對樂齡學習中心學員最需要之基本及宣導課程開辦

相關活動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最需要基本及宣導類型課程，無論是在課程活

動需求、參與情形及館藏利用上，皆再再反映填答者對此類課程具學習需

求，且以健康保健、生活科技等主題最感需要。爰此，建議公共圖書館針

對此類型課程開辦相關主題，以提高銀髮族學習機會，滿足學習需求。 

（二） 宜持續由樂齡學習中心規劃課程活動並開放學員自組學習團

體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顯著需要由樂齡學習中心負責規劃辦理課程活

動，且以興趣系列課程與此規劃方式的相關度最高；至於由學員自主規劃

師資及學習內容方面，以影響課程與此規劃方式相關度最高。爰此，建議

公共圖書館兼顧此二種規劃方式及各種學習需求課程，除讓學員接觸基本

及宣導、興趣系列、貢獻、超越及影響等不同課程類型，增進相關知能外，

亦可鼓勵學員自主規劃影響課程相關之活動，讓學員自行聘請講師及規劃

確切需求之學習內容。 

（三） 宜加強宣傳樂齡學習中心開辦之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 

研究結果顯示，填答者參與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遭

遇之阻礙除課程活動已額滿外，以不知相關資訊者居多，並且過去一年未

參加之原因，主要係不知道課程活動及自主學習團體資訊。爰此，建議公

共圖書館除持續於圖書館網站宣傳活動、由館員及樂齡學習中心志工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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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學員相關資訊及製發海報文宣外，亦持續發布新聞稿，讓高齡後期銀

髮族藉由較常獲取資訊之報紙管道，了解活動資訊。 

三、 環境與行政作業提升 

部分填答者表示部分樂齡學習中心課程教室通風不良、教室後方不易

聽清楚講師授課內容、建議更新白板設備、報名手續不便等。爰此，為改

善銀髮族學習環境，提升此族群學習品質，建議公共圖書館持續檢視學習

環境，保持學習環境通風性，並視需要增設與更新相關授課設備。此外，

亦須考量銀髮族報名之方便性及習慣，提供多元的報名管道。 

第三節 進一步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囿於時間及人力等因素，僅針對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

學員進行抽樣問卷調查，瞭解學員使用、參與樂齡學習中心及臺北市立圖

書館之情況，以及學員學習需求、學習滿意度及成效等。由於仍有許多值

得探討之議題，爰提出進一步研究之建議，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 探討其他高齡學習機構學員之學習需求與滿意度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為研究對象，而高齡學習

機構不僅止於樂齡學習中心，尚包括樂齡大學、社區終身學習中心等，爰

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其他高齡學習機構進行研究，了解其他機構課程架

構、學員學習情形及滿意度等，以更全面性了解國內高齡學習機構經營之

現況及銀髮族學習情況。 

二、 探究銀髮族資訊需求及使用公共圖書館之行為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學員為研究對象，旨在了解銀

髮族學習需求及對樂齡學習中心之滿意度及學習成效。然而，一般銀髮讀

者之資訊需求及使用公共圖書館之行為，對於公共圖書館推展銀髮族服

務，亦為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爰此，建議未來研究者以公共圖書館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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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為研究對象，了解其資訊需求、對公共圖書館服務之看法及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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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銀髮族學習需求與滿意度研究－以臺北市立圖書

館樂齡學習中心為例」問卷  

親愛的學員，您好： 

為瞭解學員學習需求及對本館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請

您協助填答問卷，作為本館未來服務規劃之參考。本問

卷採不記名方式，個人資料絕不公開，請您放心填答。

謝謝您的協助，祝福您身體健康、學習愉快！ 

臺北市立圖書館 

第一部分：您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參與中心

課程活動或自主學習團體之情況 

1. 您加入樂齡中心成為學員有多久的時間 

□今年加入 □加入1年（100年） □加入2年（99年）  

□加入3年（98年）□加入4年（97年） 

2. 您使用樂齡中心/參與中心課程活動/自主學習團體（如

興趣小組、同好會、社團、小組等）之動機（可複選） 

□打發時間 □個人興趣 □學習新知識技能  

□追求健康 □結交朋友 □肯定自己 □充實生活  

□滿足家人的期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您過去一年是否曾使用樂齡中心之設施 

□是 

□否（如填「否」，請跳至第5題填答） 

4. 您使用樂齡中心之設施類型（可複選） 

□書刊/報紙 □運動健身器材 □健康檢測設備 □Wii  

□桌上遊戲（棋具、數獨、歐洲遊戲等）□其他：______________ 

已填答者，無須重複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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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過去一年是否曾參與樂齡中心課程活動（非興趣小

組、同好會、社團、小組等自主學習團體） 

□是 

□未曾參與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您過去一年是否曾參與樂齡中心自主學習團體（如興

趣小組、同好會、社團、小組等） 

□是 

□未曾參與之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參與樂齡中心課程活動/自主學習團體之主題（可複

選） 

□高齡特質及輔具認識 □養生保健（如飲食、經絡、藥膳等） 

□養生運動（如氣功、太極拳、wii運動等） 

□安全宣導（如交通安全、消防安全、消費安全等） 

□醫藥認識與疾病預防/健康促進 

□生活科技（如電腦、網路、社群、數位相機等） 

□理財 □生活法律 □家人關係/隔代教養 □情緒調適 

□新的生活情境適應（如退休規劃等）□社會福利資源 

□語言學習（如英、日、台語等）□詩詞書畫/美術  

□手工藝 □園藝 □電影欣賞  

□共讀/讀書分享/讀書會等閱讀活動 □歌唱樂曲  

□舞蹈 □桌上遊戲（如數獨、棋奕等）□參訪、旅遊  

□讀書會帶領人培訓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  

□生命探討 □其他________ 

8. 您參與樂齡中心課程活動/自主學習團體是否遭遇阻礙 

□是 

□否（如填「否」，請跳至第10題填答） 



 91

9. 您遭遇之阻礙為何（可複選） 

□不知有相關課程活動 □課程活動已額滿 

□課程活動時間較無法配合 □課程內容非預期 

□講師素質不佳 □視覺/聽力影響學習成效  

□記憶力影響學習成效 □反應與動作慢影響學習成效  

□無同伴陪同參加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您獲得樂齡中心課程活動/自主學習團體資訊之管道

（可複選） 

□海報、DM □email  □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中心網站  

□其他相關網站 □鄰里辦公處 □報紙 □家人  

□朋友/其他學員/鄰居 □臺北市立圖書館電子報  

□圖書館工作人員或志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您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的其他資源與服務之情況 

1. 您是否擁有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 

□是 

□否 

2. 您過去一年是否曾使用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藏（非典藏於

樂齡中心內者） 

□是 

□否（如填「否」，請跳至第5題填答） 

3. 承上題，您利用之館藏類型（可複選） 

□圖書 □期刊雜誌 □報紙 □視聽資料 □電子資源 

4. 承上題，您使用之館藏主題（可複選） 

□養生保健 □養生運動 □醫藥與疾病  

□生活科技（電腦、相機、網路等）□投資理財 □法律 

□人際關係 □社會福利 □語言學習 □詩詞書畫/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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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藝 □園藝 □音樂舞蹈 □體育 □遊戲 □旅遊 

□歷史傳記 □文學小說 □心理勵志 □哲學宗教  

□科學 □政治  

5. 您過去一年是否曾參加/利用臺北市立圖書館其他的活

動/服務（非樂齡中心課程活動、非自主學習團體活動）   

□是 

□否（如填「否」，請跳至第7題填答） 

6. 承上題，您曾參加/利用臺北市立圖書館何項活動/服務

（可複選） 

□演講 □展覽 □影片欣賞 □音樂賞析 □讀書會  

□好書交換 □電腦課程 □臺北市社會組語文競賽 
□研習班（如詩詞吟唱、歌謠、讀經、語言、書法、插花等） 

□自助借書機 □線上續借 □線上預約圖書/視聽資料  

□樂齡中心以外之電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7. 您對臺北市立圖書館銀髮族閱讀服務之需求程度 

 

 

 

（請勾選需要程度） 

（1） 於圖書館網站提供保健、理財  □ □ □ □ □ 

等感興趣主題之網路資源            

（2） 提供大字書館藏清單          □ □ □ □ □        

（3） 提供擴視機、放大鏡等閱讀輔具□ □ □ □ □          

（4） 提供可閱讀大字版電子報紙的  □ □ □ □ □ 

顯示器                      

（5） 設置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電梯）□ □ □ □ □ 

非 需 普 不 非

常 要 通 需 常

需       要 不

要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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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需求（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您的學習需求 

             

              

 

（一）您需求的課程活動主題（請勾選需要程度） 

1. 高齡特質及輔具認識            □ □ □ □ □ 

2. 養生保健（如飲食、經絡、藥膳等）  □ □ □ □ □ 

3. 養生運動（如氣功、太極拳、wii運動等）□ □ □ □ □ 

4. 安全宣導（如交通、消防、消費安全等）□ □ □ □ □ 

5. 醫藥認識與疾病預防、健康促進    □ □ □ □ □ 

6. 生活科技（如電腦、網路、社群、數位相機等）□ □ □ □ □    

7. 理財                            □ □ □ □ □ 

8. 生活法律（如法律常識、防詐騙等）   □ □ □ □ □ 

9. 家人關係、隔代教養       □ □ □ □ □        

10. 情緒調適            □ □ □ □ □ 

11. 新的生活情境適應（如退休等）      □ □ □ □ □ 

12. 社會福利資源                  □ □ □ □ □ 

13. 語言學習（如英、日、台語等）      □ □ □ □ □ 

14. 藝文（詩詞書畫）/美術            □ □ □ □ □ 

15. 手工藝                          □ □ □ □ □ 

16. 園藝                  □ □ □ □ □ 

17. 電影欣賞            □ □ □ □ □ 

18. 共讀、讀書分享等閱讀活動      □ □ □ □ □ 

19. 歌唱樂曲                        □ □ □ □ □ 

非 需 普 不 非

常 要 通 需 常

需       要 不

要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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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舞蹈                        □ □ □ □ □ 

21. 桌上遊戲（如數獨、棋奕等）   □ □ □ □ □  

22. 參訪、旅遊                      □ □ □ □ □ 

23. 志工訓練              □ □ □ □ □ 

24. 了解自己及潛能         □ □ □ □ □ 

25. 學習進一步貢獻社會及服務的知能  □ □ □ □ □ 

26. 經營自主學習社團參與社會事務之能力  □ □ □ □ □ 

27. 讀書會帶領人培訓         □ □ □ □ □ 

28. 樂齡教育專業人員培訓        □ □ □ □ □ 

29. 分享生命故事與人生經驗     □ □ □ □ □ 

30. 探討自我生命意義            □ □ □ □ □ 

31. 其他需求（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您需求的課程活動類型（請勾選需要程度）   

1. 由樂齡中心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  □ □ □ □ □ 

2. 由學員自行規劃師資及學習內容    □ □ □ □ □ 

3. 其他類型（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您對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滿意度 

 

 

（請勾選滿意程度） 

 

1. 樂齡中心交通便利性                □ □ □ □ □ 

2. 樂齡中心桌椅設備                  □ □ □ □ □ 

非 需 普 不 非

常 要 通 需 常

需       要 不

要          需

 要

非 滿 無 不 非

常 意 意 滿 常

滿    見 意 不

意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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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樂齡中心空間規劃                  □ □ □ □ □ 

4. 樂齡中心環境衛生                  □ □ □ □ □ 

5. 樂齡中心工作人員態度              □ □ □ □ □ 

6. 樂齡中心工作人員服務知能     □ □ □ □ □ 

7. 樂齡中心課程活動報名手續          □ □ □ □ □ 

8. 樂齡中心課程活動（非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 

【未曾參與者，請跳至第9題填答】 

（1） 時間安排                     □ □ □ □ □ 

（2） 人數安排                     □ □ □ □ □ 

（3） 活動場地照明                □ □ □ □ □ 

（4） 活動場地溫度、通風           □ □ □ □ □ 

（5） 活動場地消防設施             □ □ □ □ □ 

（6） 座位安排                     □ □ □ □ □ 

（7） 學習氛圍                     □ □ □ □ □ 

（8） 講師專業素養                 □ □ □ □ □ 

（9） 講師教學方式                 □ □ □ □ □ 

（10） 課程教材多元豐富             □ □ □ □ □ 

（11） 課程活動具實用性             □ □ □ □ □ 

（12） 課程活動難易度適中           □ □ □ □ □  

（13） 課程活動符合需求             □ □ □ □ □ 

（14） 學員間相處融洽               □ □ □ □ □ 

（15） 講師與學員互動融洽           □ □ □ □ □ 

非 滿 無 不 非

常 意 意 滿 常

滿    見 意 不

意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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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主學習團體滿意度（如興趣小組、同好會、社團等） 

【未曾參與者，請跳至第五部分填答】 

 

 

 

 

（1） 學習內容           □ □ □ □ □ 

（2） 場地安排                     □ □ □ □ □ 

（3） 學習氛圍                     □ □ □ □ □ 

（4） 學員間相處融洽               □ □ □ □ □ 

（5） 講師與學員互動融洽           □ □ □ □ □ 

第五部分：參與樂齡中心課程活動/自主學習團體後之成效 

 

 

 

（請勾選同意程度） 

1. 增進個人知識                    □ □ □ □ □        

2. 獲得學習樂趣                    □ □ □ □ □  

3. 學會利用社區資源進行學習        □ □ □ □ □ 

4. 更勇於追求夢想                  □ □ □ □ □   

5. 提升生活樂趣                    □ □ □ □ □  

6. 提升生命意義及目標              □ □ □ □ □ 

7. 結識朋友                        □ □ □ □ □ 

8. 更知道如何幫助他人              □ □ □ □ □ 

9. 其他（請說明）：                             

 

非 同 無 不 非

常 意 意 同 常

同    見 意 不

意          同

 意

非 滿 無 不 非

常 意 意 滿 常

滿    見 意 不

意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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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年齡：□55歲以上，未滿60歲 □60歲以上，未滿65歲 

□65歲以上，未滿70歲 □70歲以上，未滿75歲  

□75歲以上，未滿80歲 □80歲以上 

3. 教育程度：□未受教育（含自修識字）□國小（含肄業）   

□國中畢業 □高中/高職畢業  

□大學/專科畢業 □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4. 職業：□退休 □家管□農林漁牧 □工/製造業 □商  

□軍公教 □服務業 □自由業 □其他________ 

5. 居住地行政區：□松山區 □信義區 □大安區 □中山區 

□中正區 □大同區 □萬華區 □文山區 

□南港區 □內湖區 □士林區 □北投區 

6. 您曾使用/參與之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中心（可複

選）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總館） 

□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三民分館） 

□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葫蘆堵分館） 

□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大同分館） 

□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景新分館） 

□內湖區樂齡學習中心（東湖分館） 

7. 您過去一年是否曾參與其他學習機構 

□是，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長青學苑、長青社會大學、老人大學等） 

□否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