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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被視為可促進兒童語文能力發展的一項重要家庭活動，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研究議
題。本文採文獻回顧方式，以整理國外親子共讀研究文獻為基礎，再回顧國內相關期刊論文共
十八篇，並提出未來研究之展望與建議。國內所回顧之論文發表時間為 2000 年至 2011 年，主
要結果顯示（1）兒童閱讀態度與家長閱讀習慣、教育程度和職業等因素有關（2）親子共讀互
動方式多以家長為主導，但有個別差異且因幼兒年齡而不同（3）適切的親子共讀活動可增進兒
童語言能力、專注力、情緒理解等能力。未來研究建議增加實驗介入和縱貫期設計之研究，並
（1）深入探討不同年齡和背景家庭家長親子共讀信念和方式（2）釐清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語
言和閱讀相關能力之影響（3）檢驗國內親子共讀介入方案之成效。

關鍵詞：文獻回顧、閱讀、親子共讀

親子共讀意指家長和兒童共讀圖書，即分享閱讀（shared reading）。此閱讀方式與一般成人閱

讀的形式不盡相同。一般成人閱讀的文本只有文字，而且是獨自進行。但是親子共讀所閱讀的圖

書通常有圖片和文字（Snow & Ninio, 1986），而且一般都由家長，特別是母親，帶領兒童一起進行。

共讀時有的家長照本宣科，有的家長自問自答、有的家長與孩子對話討論，進行的方式不一（張

鑑如、林佳慧，2006；De Temple & Tabors, 1995; Heath, 1986; Reese, Cox, Harte, & McAnally, 2003）。
在許多歐美家庭，特別是白人家庭，在睡前與兒童說床邊故事是家庭的例行活動 （routin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6; Ninio & Bruner, 1978），也是國外從事兒童語文發展

與教育相關人員積極倡導的一項活動。雖然在過去親子共讀並非我國家庭常見的活動，但是近十

年來，政府和民間機構大力推展兒童閱讀運動和鼓勵親子共讀，親子共讀在台灣日漸普遍，無論

低中高社經家庭皆有與兒童共讀的情形 （康雅惠，2006；游舒婷，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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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共讀活動的推展乃依據一基本信念，即「家庭是學童第一和最重要的閱讀老師」（柯華葳，

2007）。在學習閱讀之路上，幼兒閱讀概念的建立、閱讀興趣的啟發、閱讀習慣的養成、閱讀能力

的培養等，父母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推動此活動者也強調親子共讀可提升幼兒口語能力、促進

幼兒認知發展、擴展幼兒知識範圍、鞏固親子關係等，具備多重的優點（教育部，2010）。然而，

政府和民間機構所宣稱親子共讀的益處是否有實證依據？當父母拿起書本與兒童共讀時，其基本

信念為何？採用的方式為何？親子共讀的方式是否因兒童個人因素（例如年齡、語言能力等）、家

長因素（例如教育程度、語文能力、收入、職業、文化等）、或共讀圖書種類等變項而不同？親子

共讀經驗對兒童口語和閱讀能力的影響為何？共讀的成效是否受其他因素影響？近二、三十年

來，國外學者發表許多有關親子共讀的實證研究以及後設（統合）分析研究（meta-analysis），試

圖解答上述的問題。本文將針對親子共讀研究先作國外文獻的整理，之後則回顧國內相關期刊論

文並作評述，最後提出對未來國內親子共讀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一、國外文獻整理

大致而言，國外親子共讀研究以 Vygotsky（1978）社會建構論為理論立基，主要關注兩大議

題（Scarborough & Dobrich, 1994），一是親子共讀行為，一是親子共讀成效，以下將針對上述兩大

親子共讀研究主題作國外文獻的整理：

（一）親子共讀行為探究

親子共讀行為之研究多採問卷、訪談或觀察方式進行，問卷或訪談部分多半由母親或主要照

顧者填寫或回答家中共讀的情形、共讀時家長和兒童的感受、家長共讀的理念等，也有研究進一

步探討親子共讀情形與幼兒語文發展的關係，不同研究者依據不同之研究目的設計問卷和訪談題

目。例如美國教育部全國問卷調查教育統計報告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指出，

美國在 1993 年不到 80%三至五歲幼兒的父母和孩子共讀圖書，但至 2005 年，親子共讀比例已有

86%，其中白人比例最高（91.9%），其次為亞裔家庭（84.4%）和非裔家庭（78.5%），西班牙裔（71.8%）

家庭最低。由這些數據可知，親子共讀在美國的確是相當普遍的家庭活動。此外，該報告指出不

同經濟條件之家庭親子共讀的比例不同，非貧窮家庭高達 90.2%，但是貧窮家庭僅有 78.4%。不同

教育程度的母親親子共讀的次數也不同，大專和研究所學歷母親的親子共讀比例皆高達 90%以

上，高中學歷為 82%，高中以下僅有 64%。

此外，美國也有針對三歲以下嬰幼兒作過親子共讀次數的調查（DeBaryshe, 1993; Raikes et al.,

2006）。例如 Raikes 等人（2006）調查 2,581 位低收入家庭 14 個月大幼兒親子共讀的情形，並在

幼兒兩歲和三歲時繼續追縱。研究發現幼兒在 14 月大時將近半數（48.3%）的母親表示每天和兒

童共讀，幼兒在兩歲和三歲時，每天親子共讀的比例增加，分別是 55.1%和 54.4%。該研究迴歸路

徑分析（path analysis）結果顯示共讀次數和幼兒詞彙表現有關，且兩者之間有滾雪球的效應。此

外，幼兒三歲時的語言能力與兩歲時的共讀次數相關，此結果顯示及早開始親子共讀的重要性。

除了採用問卷或訪談方式瞭解親子共讀的情形外，實際觀察共讀互動狀況並分析共讀對話語

料也是國外共讀研究常用的方式。國外有關親子共讀互動方式和談話內容的研究相當豐富，Ninio

與 Bruner 早在 1978 年即以縱貫期研究方式，觀察一位八個月大嬰兒與母親的共讀情形，觀察時

間為十個月，研究發現嬰兒雖然還沒有發展語言能力，但是嬰兒的反應，例如微笑、手指、發聲

等，如同在與母親「對話」，此種共讀的「對話」形式是嬰兒學習命名（labeling）的理想情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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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 與 Ninio （1986）之研究也呼應此觀察結果，並指出親子共讀可增進嬰幼兒對書本用途以及

書中文字、圖像和事件之概念。

嬰幼兒年齡、社經地位和文化背景是探討親子共讀行為和互動方式不可忽略的變項，國外近

二、三十年來有許多相關的研究。在年齡部分，國外研究顯示母親能依幼兒年齡和溝通能力調節

（fine tune）對話方式和內容，例如 Wheeler （1983） 發現母親與一歲幼兒共讀時，對話的內容

聚焦於書本中物品的命名，但是三、四歲幼兒與母親共讀時，母親會和幼兒討論非書本提供的內

容，譬如問幼兒對書中角色的觀點。DeLoache 與 DeMendoza （1987） 以及 De Temple （2001）
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

有鑑於不同社經和文化背景幼兒之語文和學業表現不同（De Temple, 1994, 2001; Dickinson &

De Temple, 1998），國外親子共讀研究也相當關注來自不同社經和文化家庭幼兒與母親或主要照顧

者在共讀時的互動情形。在社經背景部分，國外學者發現不同社經家庭親子共讀的互動方式存有

不少差異，例如 Snow、Arlman-Rupp、Hassing、Joosten 與 Vorster（1976）比較低社經、低中社

經和中高社經母親與兩歲幼兒共讀情形，發現相較於低社經和低中社經母親，中高社經母親在共

讀時提出較多開放式問題，但較少封閉性問題和命令指導。

國外研究也發現不同族裔和文化家庭的親子共讀互動方式和對話內容不盡相同（Chan,

Brandone, & Tardif, 2009; Melzi & Caspe, 2005; Murase, Dale, Ogura, Yamashita, & Mahieu, 2005;

Tardif, Shatz, & Nigles, 1997），例如 Melze 和 Caspe （2005）比較秘魯和美國母親與兒童共讀的方

式，發現秘魯的母親傾向採用敘事者獨白的說故事方式（storyteller），而美國母親則傾向與兒童共

同建構故事（storybuilder）。
除了嬰幼兒年齡、家庭社經和文化背景會影響親子共讀的方式，國外研究也發現親子共讀方

式會因不同的圖書文類、兒童對書本熟悉度、親子依附關係等而不同。例如 Pellegrini、Perimutter、

Galda 與 Brody（1990）研究黑人家庭母親與幼兒共讀故事性和說明性圖書的異同，發現在共讀說

明性圖書時幼兒的參與度甚於故事性圖書。van Kleeck、Gillam、Hamilton 與 McGrath （1997）

指出幼兒與母親共讀熟悉之書時，話語較多；共讀不熟悉書時，則話語較少。Bus 與 van IJzendoorn

一系列研究（1988, 1997）則發現不同親子共讀方式可反映嬰幼兒與其母親的依附關係，安全依附

關係之親子在共讀時出現較少母親教導和嬰兒分心的情形，而且共讀的方式比較接近閱讀的雛形。

母親如何與特殊幼兒共讀也是國外此領域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例如 Evans 與 Schmidt

（1991），van Kleeck 與 Vander Woude （2003）等學者比較家長與語言發展落後幼兒和語言發展

正常幼兒共讀時之差異，發現家長與語言發展落後幼兒共讀時，提問次數較多，共讀所用之語言

較為具體，「去脈絡化語言」（decontextualized language）較少，平均語句長度較短，也較不會因孩

子語言成長而調節其對話方式。針對語言落後或有其他發展危機兒童進行親子共讀介入（Justice &
Ezell, 2002; Mason, Kerr, Sinha, & McCormick, 1990; Snow, Scarborough, & Burns, 1999），以提昇家

長對兒童語言成長變化的敏銳度，並教導家長在共讀時如何與其子女對話，也是國外學者重視的

研究主題。

（二）親子共讀成效探究

親子共讀的成效究竟如何，特別是對兒童口語和閱讀能力的影響，是許多研究兒童語文發展

和教育的學者相當關心的議題。國外早期探討親子共讀成效之研究多是描述性研究或相關性研究

（Gunn, Simmons, & Kameenui, 1995），以問卷、訪談或觀察方式，瞭解父母，特別是母親，與兒

童的共讀情形，並測試兒童口語、讀寫萌發（例如文字概念、聲韻覺識等）、或正式讀寫能力（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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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識字、閱讀理解等），並將年齡、社經、族群、文化等背景變項納入分析。近一、二十年，國外

研究更進一步想瞭解親子共讀經驗與兒童口語和閱讀能力間的因果關係，共讀介入方案紛紛出爐。

根據美國教育部 2003 年報告 （Denton, West, & Walston, 2003），家中經常進行親子共讀的兒

童，在校閱讀技能和知識表現都較佳。美國幼兒與家庭管理處（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2003）調查參與啟蒙方案（Head Start）家庭結果，也發現親子共讀次數一週三至六次之

幼兒，其口語詞彙表現優於一週共讀一兩次或沒有共讀的幼兒。此外，國外縱貫期研究也發現早

期親子共讀經驗與幼兒之後語文能力的關係。例如 Karrass 與 Braungart-Rieker（2005）研究 85 位

4 個月大嬰兒的親子共讀情形，發現嬰兒在 8 個月大時的共讀經驗與其 12 和 16 個月大的表達詞彙

能力相關，但與接受性詞彙無關。Deckner、Adamson 與 Bakerman （2006）則發現 27 個月大幼

兒對閱讀所表現出的興趣，以及母親後設語言的比例可預測幼兒表達性詞彙能力，但無法預測幼

兒接受性詞彙能力。

然而親子共讀互動方式有不同的類型，並非所有的類型都有益於兒童語文發展，國外許多研

究試圖找出與兒童語文發展相關的共讀方式（Reese & Cox, 1999）。例如 De Temple 與 Tabors
（1995） 以及 Haden、Reese 與 Fivush （1996）指出共讀時要求和提供幼兒較多去脈絡語言談話

的母親，其幼兒語文能力表現較佳。Bus 與 van Ijzendoorn（1988）觀察 45 位 18、42 和 66 個月大

嬰幼兒與母親共讀互動，發現在共讀時接受較多閱讀教導的幼兒，其讀寫萌發能力表現較佳。Reese

等人（2003）則發現兩種母親共讀方式，即描述型（describer style）和展演型（performance-oriented

style）各有利於不同程度語言能力之幼兒，描述型有利於語言能力較弱幼兒發展詞彙能力，展演

型則對語言能力較強幼兒有幫助。

國外早期許多親子共讀研究多採相關性分析，但是相關性研究無法釐清親子共讀經驗與幼兒

語文能力之因果關係，因此介入實驗性研究愈受重視。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項介入性研究是

Whitehurst 等人（1988）所實驗的對話式親子共讀方式（dialogic reading），該研究團隊評估兩組家

庭親子共讀的成效。實驗組父母採對話式共讀方式，與子女共讀時經常提出開放性問題並擴展和

延伸子女所言，控制組父母則採原本之共讀方式。實驗一個月後，發現實驗組幼兒的表達性語言

能力顯著優於控制組幼兒。之後的許多研究也發現對話式共讀對正常、異常、不同社經背景幼兒

表達性詞彙的正面影響（Dale, Crain-Thoreson, Notari, & Cole, 1996; Hargrve & Sénéchal, 2000;

Lonigan & Whitehurst, 1998）。

雖然國外許多研究顯示，親子共讀有益於幼兒口語詞彙（Bus, van Ijzendoorn, & Pellegrini, 1995;

Ninio, 1983; Sénéchal & LeFevre, 2001）和讀寫萌發 （Clay, 1979; Dickinson & Snow, 1987; Reese &

Cox, 1999; Teale, 1986）能力的發展，然而針對幼兒正式閱讀能力（例如識字、閱讀理解）的幫助，

國外研究發現親子共讀之影響不如一般預期的高，而且兩者甚至呈現低相關 （Bus et al., 1995;
Scarborough & Dobrich, 1994）。Dickinson 和 Tabors（2001）發現家長和老師在與幼兒共讀時，其

實不會特別注意文字。Stahl （2003）因而提出共讀時可促進幼兒識字能力的方法，例如多與幼兒

共讀字母書 （alphabet book）和可預測書 （predictable book），且共讀時要指字朗讀並反覆閱讀。

國外親子共讀研究相當豐富，其中不乏探討類似主題且採用相近的研究設計和評估方式之研

究，因此國外學者開始興起進行後設分析研究，期待對此領域研究結果提出較完整的面貌和新的

洞見 （Bus & van Ijzendoorn, 2004）。在 1994 和 1995 兩年所出版的兩篇親子共讀後設分析研究

─Scarborough 與 Dobrich （1994）以及 Bus 等人 （1995），以探討相關研究為主；但是十年後出

版的三篇共讀後設分析研究─Sénéchal （2006），Mol、Bus、de Jong 與 Smeets （2008），以及

Lonigan、 Shanahan 與 Cunningham （2008），則以分析共讀介入研究之成效為主。這五篇後設分

析共通的研究結果包括：（1）親子共讀的成效對於幼兒口語能力，特別是詞彙能力，相較於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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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較為明顯。（2）親子共讀對幼兒閱讀能力的提昇幫助有限，兩者之關係可能為間接，需再

瞭解幼兒閱讀動機和閱讀興趣所扮演之角色。（3）親子共讀的成效隨幼兒年齡增長而減弱。由於

此五篇研究所納入分析之論文數量和年代不一，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有些問題還有待未來研究

釐清。例如過去研究上所發現有效的親子共讀介入方式是否同樣適用於不同語文能力、社經背景、

文化幼兒 （van Kleeck & Stahl, 2003），還需要更多研究證實。

方法

本文之誕生乃是回應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教育學門召集人柯華葳教授之號召，對親

子共讀研究進行國內文獻回顧，並於 2009 年 6 月 20 日和 27 日舉辦之「臺灣閱讀研究回顧與展望」

座談會進行口頭發表，會後再加以整理完成。本文所回顧之國內親子共讀文獻範圍限定為（1）以

台灣學齡前幼兒、學齡兒童和家長為研究對象（2）共讀語言為中文（3）論文發表於 1990 至 2011

年國內外具同儕專業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筆者採用「親子共讀」、「閱讀環境」、「共讀行為」、「共

讀信念」等關鍵詞搜尋國內外相關資料庫，包括「中華民國期刊論文資料庫」、「中文期刊篇目索

引影像系統」、「CEPS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EdD 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等，結果搜尋到期刊論文

共十八篇（見表 1 和參考文獻標示星號*者）。搜尋結果發現親子共讀期刊論文皆發表於 2000 年之

後，1990 年至 1999 年間並無相關期刊論文發表，顯示在我國親子共讀是近十年才開始積極推展的

家庭活動，也是國內新興且愈受重視的研究議題。不過，此搜尋結果可能有遺珠之憾，未完全囊

括發表於學術期刊之國內親子共讀論文。此外，筆者發現近十年國內探討親子共讀主題之碩博士

論文量不少，已超過六十篇，但因未正式出版，不在本文回顧範圍內。

結果與討論

本文將依據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和研究限制四個面向，歸納分析與評述所回顧的

國內十八篇親子共讀期刊論文，最後則將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一、研究主題的歸納分析

本文所回顧的國內十八篇親子共讀論文中，其中有十一篇以探討親子共讀行為為主，有七篇

以探討親子共讀的成效或影響為主，但其中有幾篇論文同時觸及親子共讀行為與親子共讀成效議

題（見表 1 和表 2）。

研究親子共讀行為的論文所探討的研究議題涵蓋（1）親子共讀的現況，例如共讀次數、共讀

時間、初次共讀年齡等（劉佳蕙、葉奕緯，2007；周育如、張鑑如，2008；張淑梅、黃寶園，2009）

（2）家長/幼兒的閱讀態度（黃齡瑩、林惠娟、2004；劉佳蕙、葉奕緯，2007）（3）家庭閱讀環境

（賴苑玲，2006；林珮伃，2010）（4）共讀動機、共讀觀（武藍蕙，2006；鄧蔭萍，2008；陳美

吟，2011）（5）親子共讀互動方式、言談內容和特色 （金瑞芝，2000；周育如、黃迺毓，2010；

林敏宜、簡淑真，2010；張鑑如、林佳慧，2006；陳彥廷、陳穎志，2008）等。不同年齡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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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經背景家長、不同閱讀態度家長的親子共讀狀況和互動方式，以及家長閱讀態度、家庭閱

讀環境與幼兒閱讀態度之關係，也是其中多篇論文關心的議題。

國內親子共讀成效或影響方面的論著主要探討親子共讀經驗或親子共讀介入方案對幼兒語文

（例如詞彙、表達、理解、認字能力等）（林月仙、吳裕益與蘇純瑩、2005；徐庭蘭，2004，2006；

劉佳蕙、葉奕緯、2007）、心智敘說（周育如、張鑑如，2008）、情緒理解（周育如、黃迺毓，2010）、

注意力（徐庭蘭，2006；徐庭蘭、蔡雅琪，2008）等能力的影響或之間的關係。此外，亦有論文

關注親子共讀介入方案如何改變親子關係和家長的親子共讀態度，以及討論家長在親子共讀時所

面臨的困境等議題（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

二、研究方法的歸納分析

在研究方法部分，將整理所回顧國內期刊論文之研究對象、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方式（見表 1

及表 2）：

研究對象以學齡前嬰幼兒和/或其家長為主（共十六篇），另有兩篇之研究對象為學齡兒童和家

長（張淑梅、黃寶園，2009；賴苑玲，2006）。研究對象的家庭社經背景以中高社經或混合社經為

多，只有一篇研究低收入家庭（張鑑如、林佳慧，2006）和一篇研究新住民及弱勢家庭（鄧蔭萍，

2008）。此外，在十八篇論文中，其中有四篇的研究對象為特殊幼兒（林月仙等人，2005；徐庭蘭，

2004，2006；徐庭蘭、蔡雅琪， 2008），其餘皆為一般學前嬰幼兒或學齡兒童。

在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部分，由表 1 和表 2 可知，整體而言，所回顧十八篇論文中共有質性

研究三篇（武藍蕙，2006；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錄音錄影共讀行為並作共讀對話語料

編碼和統計分析共六篇（金瑞芝，2000；周育如、黃迺毓，2010；周育如、張鑑如，2008；林敏

宜、簡淑真；2010；張鑑如、林佳慧，2006；陳彥廷、陳穎志，2008）、問卷調查並作統計分析五

篇（林珮伃，2010；張淑梅、黃寶園，2009；黃齡瑩、林惠娟，2004；劉佳蕙、葉奕緯，2007；

賴苑玲，2006）、親子共讀介入研究並作前後測分析比較四篇（林月仙等人，2005；徐庭蘭，2004，

2006；徐庭蘭、蔡雅琪，2008）。

若以研究主題區分，有關親子共讀行為的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有五篇，實地觀察共讀互動並

作編碼五篇和訪談方式一篇。親子共讀成效或影響的研究則以個案介入研究為最多，共有五篇，

但都無控制組，其他還有準實驗研究一篇和實地共讀互動觀察一篇（見表 2）。
綜合國內親子共讀文獻所用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多是三歲以上幼兒，缺少三歲以下嬰幼兒

的研究；研究設計採問卷調查、共讀語料蒐集和個案介入研究較多，最為欠缺的是實驗性和縱貫

期設計之研究。

三、研究結果的歸納分析

本文將依據國內親子共讀論文所探討的研究主題歸納分析主要的研究結果：

（一）親子共讀行為

1. 親子共讀現況、家長與幼兒閱讀態度、家庭閱讀環境、親子共讀動機

本文所回顧的十八篇論文中共有五篇研究主題觸及共讀現況、共讀動機、家長/幼兒閱讀態度、

家庭閱讀環境之議題。其中有五篇採問卷調查方式，調查台中地區（黃齡瑩、林惠娟，200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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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梅、黃寶園，2009；賴苑玲，2006）、台南（劉佳蕙、葉奕緯，2007）地區和台灣北中南地區（林

珮伃， 2010）家長與幼兒共讀的情形和閱讀態度。黃齡瑩與林惠娟（2004）發現台中市大班幼兒

之家長多擁有良好的閱讀態度和習慣，但是家長關心幼兒閱讀的程度則因家長教育程度、職業以

及閱讀習慣不同而不同。教育程度較高、職業較專業、平時就經常閱讀之家長，較為關心兒童的

閱讀態度和習慣，愈重視兒童閱讀之家長，其兒童的閱讀態度愈積極。劉佳蕙和葉奕緯（2007）

則發現台南地區父母多在幼兒三歲時開始共讀，每週以一小時共讀時間為最多，不同教育和職業

家長共讀態度有顯著差異，大學學歷家長較國中以下學歷家長積極，軍公教家長和家庭主婦參與

共讀程度較工人為高。張淑梅與黃寶園（2009）研究台中縣低年級兒童也發現最多家長是在孩子

三歲時開始親子共讀，不同教育程度家長共讀頻率有顯著差異，大學教育程度及任職公教單位的

家長在子女出生後即開始共讀的比例較高，且這些家長有經常閱讀習慣的比例也較高。賴苑玲

（2006）則是研究台中縣市國小六年級兒童閱讀態度和家庭、班級及學校閱讀環境，該論文發現

兒童閱讀態度與性別、父母教育程度、家庭狀況、每週到圖書館次數、每天閱讀時間、家庭、班

級和圖書館閱讀環境都有關係。閱讀態度較佳者為女生、父母親教育程度為專科或大學、與雙親

同住、每週到圖書館一次以上、每天閱讀課外讀物一小時以上之兒童。林珮伃（2010）的研究則

把家庭語文環境分為四組，研究結果發現高家庭語文環境組家長在共讀時最重視幼兒注音符號和

國字的學習，幼兒最投入共讀，正向情緒表現最高，且最重視幼兒自我表達和自主性。而低家庭

語文環境組中幼兒愈投入共讀，其父母愈重視共讀時幼兒語文技巧的學習。該研究也發現高社經

及中高社經家庭在幼兒投入共讀程度、共讀時的正向情緒表現、父母重視幼兒自主表達和父母培

養幼兒自主性的程度上都比中低社經或低社經家庭高。

除了採問卷調查外，也有論文以質性訪談方式，瞭解親子共讀行為。例如鄧蔭萍（2008）研

究探討新移民女性參與共讀課程的動機和與子女共讀的經驗、困境和改變。該論文發現新移民女

性參與親子共讀課程的動機，以認為自己需要學習如何與子女互動者為多，參與課程後多認為有

所收穫，親子相處更為融洽，也提昇其自信心並改善與先生的關係。但新移民女性參與親子共讀

課程過程中亦曾面臨困境，主要之困難在於中文表達能力之不足。陳美吟（2011）則以行動研究

方式，研究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對親子共讀的態度和所面臨的困境。該論文發現所研究家庭之外

公、外婆及父親剛開始對幼兒閱讀持懷疑的態度，母親則不然，但隨著孩子成長及與保母的溝通，

外公、外婆及父親態度改變。而進行親子共讀時所面臨的困境則包括觀念有待釐清、對共讀技巧

瞭解有限、選書的困擾、不知如何持續孩子閱讀的熱情、和圖書館資源有限。此外，另有一篇採

敘事探究方式，訪談三位身為家長的幼兒園園長，以瞭解其共讀觀和共讀行為（武藍蕙，2006）。

該研究發現三位受訪者之童年經驗與說故事密不可分，且受訪者都相當肯定共讀對幼兒語言、觀

察、情緒和想像能力的影響，也強調共讀是促進親子關係的重要媒介。

2. 親子共讀互動方式、言談內容和特色

共有五篇論文探討親子共讀的互動方式、言談內容和特色，且都採共讀語料蒐集和分析方式

進行。其中一篇分析三歲和五歲幼兒與母親共讀的互動類型（金瑞芝，2000），該篇發現母親與三

歲和五歲幼兒共讀時皆會連結故事內容與幼兒經驗，在幼兒疑問處給予回應，以語尾問句引發幼

兒反應，並在故事結尾時，與幼兒討論故事涵義，給予幼兒機會教育。但是三歲組母親較常和幼

兒討論書中的物體名稱和功能，並常以假裝行為表現故事情節；而五歲組母親則較常與幼兒評述

故事內容，並依照文本語句講述故事。另一篇則是分析低收入家庭親子共讀時的話語內容和互動

類型（張鑑如、林佳慧，2006），該文發現共讀時多由母親主導，幼兒為被動聽者，談話內容以書

中可見即時即地話語為多。母親互動類型不一，包括標準互動型、認識物品型、照本宣科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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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型等，幼兒的回應類型則有回應標準互動型、回應認識物品型、回應覆誦型、要求型、給予型

等，幼兒話語與回應方式與母親話語和提問方式相關。

此外，有兩篇則是探討親子共讀時母親所用的心智用語（林敏宜、簡淑真，2010）及親子情

緒言談的數量與內涵（周育如、黃迺毓，2010）。林敏宜與簡淑真發現在共讀時母親認知性用語與

欲求性用語不如情感性用語豐富，母親最能具體呈現的意涵為欺騙，最易被忽略的意涵是錯誤相

信理解，母親心智談話未涉及遞歸性思考。周育如與黃迺毓的研究結果則發現我國親子共讀時的

情緒言談由父母主導，情緒言談的內涵以標示故事人物的情緒狀態為主，較少解釋情緒發生的原

因。

所回顧的論文中有一篇探討兩位不同教育背景家長在與幼兒共讀科學讀本時對科學知識內

涵的闡釋和科學觀，研究方法為觀察親子共讀方式，並加上家長訪談（陳彥廷、陳穎志，2008）。

研究結果發現具有科學教育背景之家長呈現較正確的科學知識，並採過程導向和建構主義導向混

合形式之科學教學信念，而非科學教育背景之家長則呈現傳統導向之科學教學和學習信念。此結

果顯示要避免幼兒形成科學迷思的方法之一是加強家長科普知識，以及建立家長正確的科學知識

觀。

（二）親子共讀成效或影響

本文所回顧的十八篇論文中有多篇研究的主題涵蓋共讀之成效，包括四篇以特殊幼兒為研究

對象之研究，其中三篇為個案研究，分別探討親子共讀活動對一位語言發展遲緩幼兒語言理解與

口語表達之學習成效（徐庭蘭，2004）和親子共讀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幼兒口語表達與注意

力行為之影響（徐庭蘭，2006；徐庭蘭、蔡雅琪，2008）。此三篇皆採質化與量化分析，觀察、訪

談並比較幼兒在前後測語言表現及注意力，研究結果發現親子共讀有益於研究個案語言理解和口

語表達能力，語言發展遲緩幼兒在親子共讀時會主動提問，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幼兒注意力行為改

善，且專注行為增加。另有一篇採準實驗設計並有控制組探討對話式閱讀對 21 名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兒童，包括智障、聽障、自閉症、語障兒童詞彙能力的影響（林月仙等人，2005）。此研究比較

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幼兒在實驗教學前、中、後詞彙能力之表現，並蒐集實驗組在實驗結束後三

個月後詞彙能力之資料，以瞭解實驗組習得詞彙能力是否具保留效果。研究結果發現對話式閱讀

能有效增進實驗組幼兒詞彙能力，所習得之詞彙並具保留效果，且能激發實驗組幼兒主動閱讀之

興趣。

除了語言能力外，所回顧國內文獻中有兩篇論文探討親子共讀對幼兒敘說故事主角心智狀態

和情緒理解能力的影響（周育如、張鑑如，2008；周育如、黃迺毓，2010）。周育如與張鑑如之文

分析 30 名五歲幼兒在親子共讀前後幼兒心智敘說表現之差異，發現父母在共讀時採取較高錯誤表

徵敘說層級及引導討論方式之幼兒，在後測心智敘說表現最佳，父母採較低錯誤表徵敘說層級及

主導描述方式之幼兒，心智敘說表現最弱；親子共讀的起始年齡愈早，幼兒在重述故事的錯誤表

徵敘說愈佳。周育如與黃迺毓之文則探討親子共讀情緒言談與幼兒情緒理解能力的關係，結果發

現父母「以故事人物心中的想法解釋情緒原因」之言談有助於幼兒的情緒理解。

此外，有兩篇論文關注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家庭的影響（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鄧

蔭萍之論文探討親子共讀課程對新移民女性家庭生活和親子關係是否有所改善，結果發現新移民

女性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親子相處更為融洽，新移民女性之信心和與先生之感情也都提昇。陳美吟

（2011）則是以行動研究方式，探討一位保母長期協助一個有三個月大嬰兒家庭進行親子共讀的

歷程，結果發現該家庭成員受保母影響，改變了對親子共讀的看法，增進了親子關係和與嬰兒共

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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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回顧的論文中，另有數篇並非單以探討親子共讀之成效為主，但也觸及此議題之論文，

例如武藍惠（2006）深度訪談三位幼兒園園長同時也是家長發現，親子共讀是促進受訪者與兒童

互動的重要因素。黃齡瑩與林惠娟（2004）、賴苑玲（2006）、以及劉佳蕙與葉奕緯（2007）三篇

調查研究也都發現親子共讀增進家長與兒童的親子關係，培養兒童對閱讀的興趣和正確的態度。

劉佳蕙、葉奕緯的研究中並發現，有部分家長表示在親子共讀後幼兒偶而會使用書中的詞彙，並

因閱讀而識得國字。

縱觀上述十八篇國內親子共讀論文，主要結果顯示國內兒童多在三歲時開始與家長共讀圖

書，兒童閱讀態度與家長閱讀習慣、教育程度和職業等因素有關，親子共讀互動方式有個別差異

且因幼兒年齡而不同，親子共讀經驗可增進兒童語言、心智敘說、情緒理解等能力，但其成效與

共讀時家長的互動方式和言談內容有關。

四、研究限制的歸納分析

本文歸納所回顧國內親子共讀期刊論文所提及的研究限制於表 3。數篇論文一致提到的限制

包括（1）研究對象人數過少（2）研究對象限於某區域或某背景之兒童或家庭（3）無控制組設計

或非 ABA 實驗設計（4）僅用問卷調查或訪談，無實地觀察（5）評量工具、資料分析、或編碼方

法有限。除了這些論文所提及的研究限制外，研究者發現，相較於歐美國家，國內在親子共讀研

究的發表量遠遠落後，各研究主題都僅有零星一、兩篇論文發表，對許多與親子共讀相關主題的

瞭解還很有限，且無法如同國外學者作後設統合分析。此外，在研究對象部分，國內研究以三歲

以上幼兒為主，只有一篇探討三歲以下嬰幼兒親子共讀的研究，但該論文僅研究一名嬰兒，推論

有限。再者，國內目前親子共讀研究除了欠缺準實驗設計研究，採縱貫期研究設計的論文，目前

也只有一篇，而且研究對象只有一名（陳美吟， 2011）。如前所述，國外相當關注親子共讀對幼

兒閱讀相關能力的影響，但本文所回顧的國內親子共讀論文中只有一篇以問卷方式詢問家長親子

共讀是否影響幼兒識字能力。但該文並未評估幼兒的識字能力，因此無法確認家長的判斷是否正

確，其他論文則都尚未探索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讀寫萌發或正式讀寫能力的影響。

五、對未來研究的展望與建議

相較於國外豐碩的親子共讀研究成果，國內在此領域之研究還在起步階段，無論在研究議題

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待充實和跟進。以下提出三點研究建議，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深入探討來自不同年齡、家庭社經、文化族群家庭父母的親子共讀信念和親子

共讀方式以及之間的關係

我國政府和民間機構大力推動親子共讀活動已有一段時間，但是我國父母與子女共讀的信念

與方式究竟如何，目前所知還是很有限。至今所發表的期刊論文都侷限於區域性研究，且研究對

象大都是學前三歲以上幼兒或學齡兒童，對於三歲以下嬰幼兒、特殊兒童、低收入家庭與不同文

化族群家庭兒童（例如原住民、新住民家庭），其家長對親子共讀的看法、態度、實施的情形等瞭

解相當有限。建議未來研究一方面可採問卷調查和訪談方式，全面瞭解國內來自不同社經文化背

景家庭之各年齡嬰幼兒與家長親子共讀行為以及家長的信念。國內目前所建立的大型教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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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以及我國所參與的國際閱讀評比研究如 PIRLS，都蒐集了一些與

親子共讀活動相關的大規模調查資料，建議未來研究可深入分析這些資料，以完整瞭解國內親子

共讀活動的實施方式和成效。在另一方面，建議採觀察方式，實際瞭解父母如何與子女共讀，並

探討共讀信念與共讀行為之間的關係。影響家長共讀信念及共讀行為之相關變項，例如幼兒的年

齡、語言認知能力、閱讀興趣、閱讀動機、氣質（temperament），家長的社經文化背景、閱讀態度、

共讀的圖書種類等也應納入分析，以深入瞭解之間的關係。

（二）釐清親子共讀經驗對幼兒語言和閱讀相關能力之影響

由國外許多實證研究和後設分析研究結果可知，親子共讀的成效在兒童口語能力部分較為明

顯，在正式閱讀能力則較低，此發現在國內兒童是否亦然，亟待未來研究釐清。此外，親子共讀

成效的強度和持續性與父母共讀信念、共讀行為、共讀技巧、家庭語文環境、幼兒和家長背景、

親子關係、幼兒閱讀興趣和動機等因素之關係也是需要深入探討的議題。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相當欠缺縱貫期和準實驗研究設計，因此建議在探討親子共讀成效之議題

時一方面可採縱貫期研究方式，長期觀察嬰幼兒親子共讀行為，並分析共讀經驗對幼兒口語、閱

讀萌發、正式讀寫能力和學業成就等之影響。另一方面可採嚴謹之實驗設計研究方式（例如有實

驗組和控制組、進行幼兒能力前後測或多次評估、採具信效度之語文評估工具等），探索出有利於

幼兒口語和閱讀能力發展之親子共讀模式。

（三）檢驗國內親子共讀方案之成效

目前國內有多項政府和民間機構推動的親子共讀方案，例如「閱讀起步走」、「幼兒學前啟蒙

計畫」等，這些共讀方案的實施歷程和推動成效亟需嚴謹之研究進行觀察和檢驗。以「閱讀起步

走」為例，此活動在 2006 年剛推動時僅有台北市和台中縣 0-3 歲嬰幼兒可獲得圖書禮袋，但是在

教育部的推動下目前贈書的對象已擴至全國國小一年級新生，並提供家長閱讀講座、親子共讀手

冊、建議書單等（教育部，2010）。幾年來此活動挹注大量的經費和人力推展，其執行的歷程和對

幼兒與家長的影響都有待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在未來推動相關活動時方能發揮最大的效益。本文

所回顧的 Sénéchal（2006）、Mol 等人 （2008）及 Lonigan 等人（2008）後設分析研究都是探討共

讀介入方案的成效，這些研究也都可作為本國推行親子共讀介入方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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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摘要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金瑞芝

（2000）

台東市六所

幼稚園大小

班 40 對幼兒

（三歲與五

歲）與母親

探究親子共讀
圖畫書歷程

中，母親的共讀
行為是否因幼
兒年齡差異而
有所不同

觀察錄音/

語料轉譯

編碼分類

1. 三歲幼兒母親使用較多注意導向行為，傾向和

孩子討論書中物體名稱及功能等簡單訊息，且較常

以假裝行為來表現故事情節。

2. 五歲幼兒母親較常與孩子評論故事，並較會以

逐文字本來敘說故事。

黃齡瑩、

林惠娟

（2004）

台中市已立

案公私立幼

稚園托兒所

60 班，840 位

大班幼兒與

家長

1.瞭解台中市幼

兒園大班幼兒

閱讀和家長參

與幼兒閱讀現

況

2.探討家長的閱

讀態度與孩子

閱讀態度之相

關情形

問卷調查/

描述統計、

相關分析、

t 考驗及

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1. 幼兒和家長大多具有正面的閱讀態度。

2. 家長的教育程度愈高、職業愈屬專業、平時

較常閱讀者，愈重視幼兒閱讀。

3. 愈重視幼兒閱讀之家長，其孩子的閱讀態度

愈積極正向。

徐庭蘭

（2004）

一位語言障

礙遲緩幼

兒，女生，五

歲半

探討親子共讀

對語言發展遲

緩幼兒在語言

理解與口語表

達之改變

個案介入研究/

量化分析

前測、再測、

後測差異比較

＋觀察、訪談

1. 個案在語言理解和口語表達能力皆有進展。

2. 個案在親子共讀時會主動提問與故事相關的問

題。

林月仙、

吳裕益、

蘇純瑩

（2005）

21 名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

兒童，年齡介

於五歲七個

月和七歲三

個月之間

探討對話式閱

讀對學前身心

障礙兒童詞彙

能力之影響

準實驗研究/

兩組詞彙成長

率差異分析

實驗組詞彙能

力保留效果

＋編碼分類

1. 對話式閱讀能有效增進實驗組兒童詞彙成長

率，且具保留效果。

2. 實驗組詞彙成長率似與認知能力有關，認知能

力較低者之詞彙成長率有偏低之趨勢。

3. 對話式閱讀可激發大多數實驗組兒童主動閱讀

童書。

徐庭蘭

（2006）

一名五歲幼

兒，女生，注

意力不集中

合併口語表

達缺陷

探討親子共讀

對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女孩口

語表達與注意

力行為改進之

影響

個案研究/

前後測比較

＋紮根理論

觀察、訪談、

錄影

1. 個案口語表達及注意力都改進。

2. 個案口語表達錯誤減少。

3. 個案專注行為增加。

張鑑如、

林佳慧

（2006）

16 位低收入

家庭幼兒與

母親，幼兒有

8 男 8 女，平

均年齡為三

歲五個月

探討低收入家

庭親子共讀時

母親與幼兒的

話語內容和引

導類型以及幼

兒的回應類型

觀察錄音錄影/

語料轉譯

編碼分類

1. 親子共讀時多由母親主導，大部分母親以給予

和要求幼兒提供故事內容為主。

2. 談話內容以書中可見的即時即地話語為多。

3. 低收入家庭之間的親子共讀方式有數種類型，

並非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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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武藍蕙

（2006）

三位私立幼

兒園園長

探討親子共讀

行為的起源與

過程中成人所

扮演的角色和

價值觀

深度訪談/

敘說分析法

受訪者表示

1. 故事閱讀是促進親子關係的媒介

2. 親子共讀時親子關係的建立較為重要，不侷限

策略或技巧。

3. 說故事為受訪者與家人彼此溝通心情與交

換意見的方式。

賴苑玲

（2006）

台中縣市 40

國小，80 班，

2800 學生，回

收問卷 2498

份，男 1282

人， 女 1216

人

1. 瞭解國小學

童閱讀態度及

家庭班級學校

圖書館閱讀環

境之現況

2.瞭解不同背景

變項國小學童

在閱讀態度的

差異

3.探討國小學童

閱讀態度與家

庭班級及學校

圖書館閱讀環

境的相關

問卷調查/

次數分配、t 考

驗、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基差相

關與多元逐步

迴歸

1. 國小學童有良好的閱讀態度與圖書館環境，但

家庭與班級閱讀環境尚須加強。

2. 女生閱讀態度顯著優於男生。

3. 父母親教育程度為大專之學童閱讀態度顯著高

於學童之父母教育程度為國高中。

4. 與雙親同住之學童閱讀態度顯著優於未與雙親

同住者。

5. 每週到圖書館一次以上之學童閱讀態度顯著高

於未到館者。

6. 每天閱讀課外讀物一小時以上學童閱讀態度顯

著高於每天沒有閱讀課外讀物的學童。

劉佳蕙、

葉奕緯

（2007）

台南縣和台

南市共 18 所

幼稚園/托兒

所，390 人

調查台南地區

親子共讀的現

況，包含親子共

讀習慣、態度及

共讀後的結果

問卷調查/

描述統計

同質性考驗及

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1.父母親在幼兒三歲時開始唸故書，且每週平均念

一小時唸故書占最多數。

2.大多數家長認為幼兒喜歡聽父母唸故事書，也認

為閱讀可增進親子關係、培養閱讀興趣及增進孩

子知識。

3.在共讀後幼兒偶而會引用故事書內的詞彙，有一

成家長指出幼兒因閱讀而認識國字。

4. 大學學歷家長在共讀態度較國中以下學歷家長

顯著地積極；家長職業中以軍公教及家庭主婦參

與親子共讀率較高，而工人階層較低。

周育如、

張鑑如

（2008）

30 名平均年

齡為五歲十

一個月幼兒

與母親，多來

自中高社經

家庭

1.瞭解親子共讀
前後幼兒心智
敘說表現之差
異情形
2.探討親子共讀
時「錯誤表徵敘
說層級」與「親
子共讀互動類
型」對幼兒心智
敘說表現之影
響

觀察錄音及問

卷/語料轉譯

百分比統計、

細格人數分析、

t 考驗及

積差相關分析

1.父母在共讀時採取較高的錯誤表徵敘說層級之

幼兒，在後測心智敘說表現較佳。

2. 父母較高的錯誤表徵敘說層級與引導討論的互

動類型相配合時，幼兒心智敘說表現最佳；而父

母較低的錯誤表徵敘說層級加上主導描述的共讀

類型，對幼兒最為不利。

3. 親子共讀的起始年齡愈早，幼兒的錯誤表徵敘

說表現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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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陳彥廷、

陳穎志

（2008）

兩位不同教

育背景的家

長和其五歲

幼兒（1 男 1

女）

探討不同教育

背景家長與幼

兒共讀科學繪

本所呈現對科

學知識內涵闡

釋和對科學知

識觀的差異性

觀察錄音錄影/

語料轉譯

語意流程圖分

析及

知識觀分析架

構

1. 科學背景家長呈現較正確的科學知識。

2. 科學教育背景家長在科學教學信念上呈現過程

導向與建構主義導向混合的形式，在科學學習信念

上呈現建構主義導向，在科學知識本質則呈現建構

主義導向。

3. 非科學教育背景家長無論是在科學教學、科學

學習或科學知識本質上均呈現傳統導向。

鄧蔭萍

（2008）

九位來自印

尼和越南新

移民女性，

居住地為台

北縣新莊與

泰山

1. 瞭解新移民

女性參與親子

共讀的動機、

經驗、困境與

解決方法

2. 親子共讀課

程經驗為新移

民女性所帶來

的改變

質性研究

焦點團體訪

談、個別訪談、

和課後檢討記

錄/文件檔案資

料整理、轉譯、

編碼分析

1. 新移民女性參與親子共讀動機以需要學習與孩

子互動技巧者為多。

2. 新移民女性的家人對其參與親子共讀課程的態

度不一，有的漠不關心，有的十分支持。

3. 新移民女性藉由親子共讀課程，改善其家庭生

活習慣，且親子相處氣氛更為融洽。

4. 新移民女性參與親子共讀的困境主要為中文能

力及表達能力不足，解決方式為看圖說故事和求助

家人。

5. 親子共讀經驗提昇新移民女性信心和夫妻感

情，並增進其育兒教養的方法。

徐庭蘭、

蔡雅琪

（2008）

兩位患有注

意力缺陷過

動症之五歲

幼兒

探討以親子共

讀之方式是否

可改善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幼

兒的不專注行

為

個案研究/「兒童

活動量評量表」

前後測比較＋

質性觀察與訪

談

1. 親子共讀活動可改善研究對象不專注的行為。

2. 閱讀時以互動、問問題及正面回應方式，可減

少研究對象不專注的行為。

張淑梅、

黃寶園

（2009）

台中縣台平

國小低年級

家長，共 10

個班級、280

份有效問卷

1. 瞭解太平國

小低年級家長

實施親子共讀

的現況

2. 探討太平國

小不同背景的

低年級家長在

實施親子共讀

時的差異

問卷調查（自編

「低年級家長

實施親子共讀

之問卷調查

表」）/描述性統

計和卡方檢定

1. 93%家長有與子女共讀的經驗，在孩子三歲時開

始共讀的家長最多，最常共讀時間是晚飯後，2-3

天共讀一次，每次 11-20 分鐘。

2. 多數兒童擁有選書權、繪本是兒童最喜愛籍類

別，書籍來源多自行購買。

3. 會扮演協助者角色與子女輪讀的家長最多。

4. 沒有足夠時間和子女共讀是最多家長感到困擾

的問題。

5. 教育程度為大學及職業為公教的家長有經常閱

讀習慣之比例較高，且在子女出生後即開始共讀的

比例較高。

6. 不同教育程度家長的共讀頻率有顯著差異，但

家長性別、年齡及職業與共讀的頻率無明顯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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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續）

作者

（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

林珮伃

（2010）

台灣北中南

13 個縣市共

989 個家庭

1. 調查台灣北

中南三區幼兒

家庭語文環境

及親子共讀情

形

2. 探討不同家

庭社經和不同

家庭語文環境

親子共讀活動

之差異

問卷調查（自編

「家庭語文環

境量表」和自編

「親子共讀實

施調查」）/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

及相關分析

1. 相較於中低或低社經家庭，高及中高社經家庭

在幼兒投入共讀程度、共讀時的正向情緒表現、父

母重視幼兒自主表達，父母培養幼兒自主性的程度

上較高。

2. 高家庭環境組最重視幼兒共讀時注音符號與國

字的學習，幼兒最投入共讀、親子共讀正向情緒表

現最高，最重視幼兒自我表達和自主性。

3. 低家庭環境組中幼兒愈投入共讀，其父母愈重

視共讀時幼兒語文技巧的學習，但高家環組無此關

連。

周育如、

黃迺毓

（2010）

台北市大安

區、台北縣五

股鄉、台中某

大學附幼、台

中縣烏日鄉

共 46 對親子

1. 檢視親子共

讀時情緒言談

的數量與內涵

2. 探討親子共

讀情緒言談與

幼兒情緒理解

能力的關係

問卷、測驗及錄

音/測驗計分、語

料轉譯編碼、描

述統計、相關分

析及階層迴歸

分析

1. 幼兒情緒理解能力與語言能力密切相關，但一

般語言能力是情緒理解能力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非

充分條件。

2. 我國親子共讀時的情緒言談由父母主導，情緒

言談的內涵以標示故事人物的情緒狀態為主，較少

解釋情緒發生的原因。

3. 父母以故事人物心中的想法解釋情緒原因之言

談有助於幼兒的情緒理解。

林敏宜、

簡淑真

（2010）

幼兒園大班 8

位母親

1. 瞭解幼兒

母親所運用的

心智用語及特

色

2. 探討幼兒

母親對心智理

解意涵的覺知

與呈現

3. 解析有助於

增進幼兒心智

理解的母親談

話策略

親子共讀語料

錄音/轉譯編碼

質性分析

1.母親心智用語特色為（1）認知性用語與欲求性

用語不如情感性用語豐富 （2）情感性用語較易自

由發揮。

2. 母親對心智理解意涵的覺知與呈現之特色為

（1）最能具體呈現的意涵為欺騙（2）最易被忽略

的意涵是錯誤相信理解（3）認知相信與欲求意涵

的傳達受圖書文字線索影響。

3. 有助幼兒心智理解的母親談話策略包括鼓勵猜

測行為動機與想法、回溯故事脈絡、真實與虛假並

置、以幼兒為故事主角、類推情境、唱作俱佳、強

化角色行為等。

陳美吟

（2011）

一個三代同

堂的家庭

1. 瞭解所研究
家庭對嬰幼兒
親子共讀的態
度
2. 探討進行親
子共讀時所面
臨的困境
3. 省思解決親
子共讀困境的
行動策略

行動研究法（研

究者為保母）、

個案研究、縱貫

期研究、訪談觀

察、文件資料蒐

集/轉譯編碼

1. 所研究家庭之外公、外婆及父親剛開始對幼兒
閱讀持懷疑態度，母親則不然，但隨著孩子成長及
與保母的溝通，外公、外婆及父親態度改變。
2. 進行親子共讀時所面臨的困境包括觀念有待釐
清、對共讀技巧瞭解有限、選書的困擾、不知如何
持續孩子閱讀熱情、圖書館資源有限。
3. 解決親子共讀困境的行動策略：保母以身作
則、與研究幼兒進行共讀、協助家長瞭解孩子語文
能力之發展、提供選書和相關資訊、與家長保持「積
極主動但不勉強」的溝通態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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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作者姓名標示底線者表同時論及親子共讀行為和親子共讀影響議題之研究。

表 3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論文的主要研究限制整理

研究限制 期刊論文
研究對象人數過少 徐庭蘭（2004）、徐庭蘭（2006）、張鑑如、林佳慧（2006）、

徐庭蘭、蔡雅琪（2008）、陳美吟（2011）
研究對象限於某區域或某背

景之兒童或家庭
金瑞芝（2000）、徐庭蘭（2004）、林月仙、吳裕益、蘇純瑩
（2005）、張鑑如、林佳慧（2006）、劉佳蕙、葉奕緯（2007）、

陳彥廷、陳穎志（2008）、鄧蔭萍（2008）
無控制組設計或非ABA實驗

設計
徐庭蘭（2004）、徐庭蘭（2006）、周育如、張鑑如（2008）、
徐庭蘭、蔡雅琪（2008）、鄧蔭萍（2008）、陳美吟（2011）

僅用問卷調查或訪談，無實
地觀察

劉佳蕙、葉奕緯（2007）、張淑梅、黃寶園（2009）、林珮伃
（2010）

評量工具、資料分析、或編
碼方法有限

陳彥廷、陳穎志（2008）、林敏宜、簡淑真（2010）

註：表中所列之研究限制為論文作者所提及的限制。

表 2 國內親子共讀研究論文的主要研究主題及研究方法整理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篇數 論文
問卷調查 5 黃齡瑩、林惠娟（2004）、賴苑玲（2006）、

劉佳蕙、葉奕緯（2007）、張淑梅、黃寶
園（2009）、林珮伃（2010）

家長訪談 1 武藍蕙（2006）

親子共讀行為

共讀語料蒐集、家
長訪談

5 金瑞芝（2000）、張鑑如、林佳慧（2006）、
陳彥廷、陳穎志（2008）、林敏宜、簡淑
真（2010）、周育如、黃迺毓（2010）

準實驗研究
（有控制組）

1 林月仙、吳裕益、蘇純瑩（2005）

個案介入研究（無
控制組）

5 徐庭蘭（2004）、徐庭蘭（2006）、徐庭
蘭、蔡雅琪（2008）、鄧蔭萍（2008）、

陳美吟（2011）

親子共讀成效或
影響

共讀語料蒐集 1 周育如、張鑑如（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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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Research on Parent-Child Joint Book Read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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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book reading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family activity that facilitates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on joint book read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aiwan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Eighteen journal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2000 to 2011 were included for the review. Three

main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 were obtained (a) a child’s reading attitude was related to the reading habits, educational levels

and occupations of his/her parents, (b)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patterns during joint book reading

were evident and these patterns varied across the age of the children, and (c) joint book reading practices at home facilitated

children’s language ability. Studies with experimental and longitudinal design were recommended for future research. Issues

such as effects of joint book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intervention programs on children’s language and reading development,

parental beliefs in shared book reading and joint book reading practices across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s were also suggested to be examin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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