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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兒童繪本漸發展為多種數

位媒體整合之電子繪本，具有優於傳統紙本繪

本的互動性及多媒體元素，但電子繪本也存在

過多動畫可能使兒童沉迷於感官刺激，分散其

閱讀注意力的疑慮，在長時間的閱讀情境下，

紙本仍較為合適。因此，近年來可搭配紙本閱

讀的數位點讀筆興起，發展出可同時融合聽、

說、讀、寫的多元閱讀模式，具有融合紙本及

具有多媒體與互動功能的優勢。本研究針對運

用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略、電子繪

本搭配預測策略及傳統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

略三種閱讀模式對於閱讀動機、閱讀情緒、閱

讀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進行探究。結果發現

運用點讀筆輔助閱讀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略

的兒童，在閱讀動機提升上顯著優於閱讀紙本

繪本與閱讀電子繪本搭配預測策略的兒童；但

是三種閱讀模式在情緒上無顯著差異；運用點

讀筆輔助閱讀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略的兒童

在閱讀注意力上顯著優於閱讀紙本繪本搭配

預測策略的兒童，但與閱讀電子繪本搭配預測

策略的兒童則無顯著差異；電子繪本與點讀筆

輔助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略的閱讀模式，具有

相同的閱讀理解成效，但兩者在閱讀理解成效

上均優於傳統紙本閱讀搭配預測策略。根據研

究結果，本研究亦提出對父母、教師、相關推

動兒童閱讀單位以及未來研究的建議，希望能

對兒童的閱讀能力提升產生助益。 

緒論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指出一個國

家的國民閱讀素養與能力攸關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國民閱讀能力越高的國家，其國家經濟表現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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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也越好，相對的競爭力也越高（OECD, 2000）。

許多研究指出，及早養成閱讀習慣的兒童能透過廣

泛的閱讀增加知識，有助於兒童腦力的開發以及語

言能力的發展，進而提升閱讀理解能力，而擁有良

好的閱讀理解能力也能增進兒童對於閱讀的興趣

（林巧敏，2009；柯華葳，2006； Graves, Watts-Taffe, 

& Graves, 1999）。繪本的內容豐富、生動且有趣，

為兒童最早接觸的閱讀物，繪本不但圖文並茂且主

題廣泛，可在兒童的情意、社會、認知和語文學習

上產生許多正面的影響（李連珠，1991）。 

然而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展，兒童繪本逐漸發展

為文字、圖形、聲音、影像、動畫等多種數位媒體

可同時並存及整合之電子繪本。電子繪本具有的媒

體豐富性、互動性及遊戲性，內含視、聽、觸覺等

多感官的刺激，使抽象的文字敘述得以具體呈現，

有助於引起兒童的閱讀注意力，並提高其閱讀興

趣，亦可幫助兒童對故事內容的理解（Higgins & 

Cocks, 1999; Doty, Popplewell, & Byers, 2001; 

Kendeou et al., 2005）。故，繪本不僅可增長兒童的

認知及語言發展，亦可提供生活經驗、涵養美學、

增進閱讀樂趣，也有助於培養兒童創造想像的能力

（林敏宜，2000）。但亦有研究指出，過多的動畫可

能使兒童沉迷於感官的刺激，減弱兒童對閱讀電子

繪本的耐性，也容易分散其閱讀注意力，降低其閱

讀成效（Labbo & Kuhn, 2000; Trushell, Maitland, & 

Burrell, 2003）。此外，考慮兒童視力的發展，在兒

童視力還未定型前頻繁地接觸電子繪本，對於兒童

的視力可能造成傷害，紙本仍較適合長時間的閱讀

（Healy, 1999; 帥文慧，1998；林惠愛，2011）。 

而近年來興起的點讀筆同時具有輔助學習的聽、

說、讀、寫多元模式，相較於傳統只有單純紙本的

閱讀具有多媒體與互動的功能優勢，透過數位點讀

筆輔助閱讀，兒童一樣能在閱讀紙本書籍的過程中

聽取事先錄製好的語音，並可據此與書籍進行互

動。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在於發展以點讀筆輔

助紙本繪本閱讀的模式，並探究兒童在此閱讀模式

下的閱讀動機、閱讀情緒、閱讀注意力與閱讀理解

成效是否與傳統紙本閱讀與電子繪本閱讀產生顯著

差異。其中閱讀情緒與閱讀注意力的量測分別採用

emWave PC 情緒壓力檢測儀，以及 NeuroSky（神念

科技）所開發的 Mindset 腦波耳機，相較於採用事

後回想主觀回答的問卷或量表量測閱讀情緒及注意

力，採用生理訊號感量測可以得到即時且較為準確

及客觀的結果。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有助於釐清紙本

繪本、電子繪本及點讀筆輔助紙本閱讀對於閱讀動

機、情緒、注意力及閱讀理解成效的影響差異，亦

可作為推動兒童閱讀相關人員與單位的參考。 

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了解點讀筆支援繪本閱讀對於兒童閱讀

動機、閱讀情緒、閱讀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的影

響，因此針對閱讀輔助科技工具進行文獻探討，再

探討閱讀動機、情緒、注意力對於閱讀理解成效的

影響，最後探討適合本研究三種繪本閱讀模式之閱

讀策略。 

科技工具輔助閱讀 

Paris 與 Paris（2003）指出兒童在進行閱讀活動

時，可將書籍中的內容與本身已具有的先備知識進

行整合，並且透過閱讀策略的輔助，釐清書中傳達

的關鍵概念，並進行概念的歸納、推論與統整。然

而閱讀學習有時是單調且抽象的，若沒有外來的輔

助，兒童可能會因為閱讀過程遭遇困難而對閱讀失

去興趣（Mantzicopoulos & Patrick, 2011）。Bus、

Verhallen 與 de Jong （2009）的研究透過電子書的

故事朗讀，以及提示朗讀的字詞，以提升兒童閱讀

成效。結果顯示電子書能有效地提高兒童的注意

力，並且有助於兒童能立即學會書中的詞彙。除了

電子書之外，另外也有其他閱讀輔助科技被發展出

來，其中 McKenzie 與 Darnell（2003）利用擴增實

境（Augmented Reality, AR）營造 3D 情境，輔助兒

童閱讀紙本書籍，讓兒童保持高度的閱讀興趣與參

與感。過去的研究證實資訊科技輔助閱讀學習具有

一定程度之學習成效，但也有研究指出，應用科技

工具輔助閱讀時，使用者常會受到自身的閱讀習慣

與過去科技使用的經驗，影響其閱讀態度與閱讀成

效（Huang, Lin, Hung, & Young, 2011）。羅貝珍

（2010）指出相較於數位媒體，透過傳統紙本較不

會造成閱讀上的負擔，並且以傳統紙筆方式學習，

也較能流暢地連結文本知識與閱讀習慣，此一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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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閱讀經驗是難以被其他數位媒體取代的。因此，

近年來有了點讀筆的誕生，透過點讀筆可以搭起傳

統紙本與數位之間的橋梁。 

點讀筆在閱讀學習的應用 

點讀筆突破了以傳統磁帶、光碟為載體的局限，

替閱讀學習帶來可同時融合聽、說、讀、寫的多元

模式，已成為輔助閱讀的有效工具（羅貝珍，2010）。

本研究採用 Livescribe 點讀筆，作為結合紙本繪本

的科技輔具，輔助國小兒童閱讀學習，主要係考量

Livescribe 具有自我製作語音素材的特點。Miller

（2002）發現有閱讀困難的學生在使用點讀筆進行

閱讀後，對口語發音及字彙的正確率皆有明顯的提

高。而 Huang、Wang 與 Young（2012）以 26 名國

小學生為研究對象，結合光學科技所開發之「觸控

點讀筆說話小熊」進行輔助英語之學習成效評估，

結果發現透過此一容易上手的科技載具，除了可以

提供彈性的英語學習機會外，亦有助於降低兒童的

語言學習焦慮，也有助於提升英語學習的興趣。此

外，Piper、Weibel 與 Hollan（2012）也針對 Livescribe

點讀筆進行實證研究，他們的研究將點讀筆交予老

師及父母自行設計閱讀活動，並於閱讀活動結束後

進行訪談，結果顯示運用點讀筆能培養兒童獨立與

主動的學習能力，使用點讀筆輔助的閱讀學習，更

能維持兒童的注意力，並有效提升兒童對於閱讀的

興趣，進而讓兒童喜歡上閱讀。 

綜合上述，點讀筆不管是用於語言或是閱讀學習

皆能有效增進學習的興趣與成效，然而點讀筆為近

幾年才發展出來的新興技術，並且大多運用於外語

學習，目前並未有以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的研究。

故本研究結合點讀筆與傳統紙本繪本，利用點讀筆可

發聲、錄音與進行互動的特點，結合預測策略設計

紙本繪本基於點讀筆的互動功能，並探討其對於兒

童閱讀動機、情緒、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的影響。 

閱讀情緒與閱讀成效關聯 

情緒是個體對某種刺激反應時，所獲得的主觀情

感與個別經驗，它是一種意識狀態，對個體具有觸

動或干擾的作用（黃德祥， 1994）。心理學家

Csikszentmihalyi（1996）指出，當人們從事於某種

活動的感受是愉悅時，會因為全心地投入活動中，

使得從事該活動的效果會相對地被提升；而厭煩、

擔憂、焦慮、無趣等負面情緒，會在內心產生「精

神能趨疲」（Psychic Entropy），導致人們無法集中精

神處理外在的事物。由此可知，閱讀時的情緒良好

與否，會影響閱讀的投入程度，進而影響閱讀成效。 

此外，情緒具有適應、動機和組織功能，因此在

閱讀歷程中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Greenspan & 

Benderly 1997; Afzali, 2013）。Greenspan 與 Benderly

（1997）的研究指出，兒童若能適度掌握社會和情

緒技巧，較能夠有效學習、解決疑惑、表達自我和

結交朋友，而這些技巧又進一步成為語言技巧和閱

讀學習認知的基礎。綜上所述，讀者所處的情緒狀

態與文字所包含的情緒資訊會對閱讀歷程與閱讀成

效造成影響。因此，兒童的情緒和情緒調節能力的

培養應更加受到重視。 

閱讀動機與閱讀成效關聯 

學習動機強調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的內在思考歷

程應該受到重視，並且閱讀動機的高低往往會影響

閱讀的成效（Watkins & Coffey, 2004; Guthrie & 

Humenick, 2004）。Gambrell（1996）表示閱讀動機

的意義為個人的自我概念及對於閱讀價值的看法，

並且強調激發閱讀動機為推廣閱讀的最主要目標，

因為唯有具有閱讀動機才能驅動讀者長時間投注於

閱讀學習上，並且因此喜愛閱讀。 

許多研究指出閱讀動機會影響閱讀的層次、閱讀

的選擇，以及閱讀的成效（Gambrell, 1996; Gambrell, 

Codling, & Palmer, 1996; Watkins & Coffey, 2004; 

Guthrie & Humenick, 2004）。Watkins 與 Coffey（2004）

指出，即使閱讀者有著高度的閱讀技巧（例如字彙

量、文本知識背景等），如果缺乏閱讀動機，也無法

達到良好的閱讀成效。張春興（1988）指出，閱讀

是學習和吸收知識不可或缺的媒介，要學習不同領

域的知識就必須透過閱讀來達成。而要培養兒童的

閱讀能力，則必須進行持續且廣泛的閱讀（Samuels, 

2002），並且若要達到持續且廣泛的閱讀，閱讀動機

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閱讀動機是促使兒童自發

閱讀的內在力量，因此閱讀動機的培養是教育中相

當重要的一環。因此，本研究針對點讀筆對兒童內

在動機的影響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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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與閱讀成效 

注意力，有許多不同的的定義與解釋，大致來說，

注意力係指一個人對事件知覺度控制的選擇歷程

（Carson, 1993）。張春興（1991）認為注意力係指

個體對情境中的眾多刺激，只選擇其一或一部分進

行反應，並從中獲得知覺經驗的心理活動歷程。

James（1983）提出注意力是一種心理歷程，本質為

意識的集中與貫注，注意力意味著從某些其他事物

上的撤守，以達成增進認知處理速度或正確性的目

的。斯特恩柏克（2010）表示注意力是主動處理有

限訊息的方式，並且這些訊息是藉由我們的感官所

儲存的記憶及其他認知而來。 

許多研究指出，注意力與學習有著密切的關係，

是影響學習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鄭昭明，2006；

Corno, 1993）。人藉由感官接受的訊息只有被注意

到，才能進一步處理與保留，注意力是一種非智力

因素，在兒童的學習過程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說，沒有注意就沒有辨識、學習與記憶（鄭

昭明，2006）。學習進行時會涉及的歷程—「閱讀」，

同樣也需要注意力控制的介入，以記住前文的內容

並藉以理解下文的敘述（Posner & Rothbart, 2007）。

Stern 與 Shalev（2013）發現注意力與閱讀理解能力

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注意力愈佳者，答案正確性

愈高，並且閱讀文本的速度也愈快，並顯著優於中

等和較差注意力者。閱讀的目的係以掌握文本的主

要內容，以及理解文本所內含的意義為主，要做到

這些，必須集中注意力，特別是在深入思考文本中

所涉及的深刻涵義時，更必須高度的聚精會神。因

此，在閱讀過程中，集中注意力是理解和有效記憶

的前提。 

綜合上述，注意力與閱讀學習成效之間的確有很

明顯的關聯。因此本研究透過腦波生理訊號偵測方

法，取得兒童運用點讀筆進行紙本繪本閱讀時的注

意力數值，作為探討繪本閱讀過程中注意力對於閱

讀成效影響的依據。 

閱讀策略 

Gagnè（1993）認為策略是一種有系統、有計畫的

決策活動，屬於目標導向，並且藉由心理歷程，以

達到問題解決的目的。而閱讀策略則是指讀者用來

增進文章理解的心理、行為上的活動，這些活動可

以幫助讀者了解文章的重點、適當地分配注意力並

監控自己的閱讀歷程（Baker & Brown, 1984）。

Alexander、Murphy、Woods、Duhon 與 Parkerb（1997）

也提到閱讀策略是閱讀理解歷程中重要的一環，是

高層次、精緻化且有系統的活動，使得讀者能監控

自己理解的情形，並且調整閱讀方式，進而促進閱

讀理解，達成閱讀目標。簡而言之，閱讀策略即是

指在閱讀的歷程中，讀者用以理解文本、達成閱讀

目標的計畫或方法。因此，閱讀可以透過不同的策

略提升讀者對閱讀的自主性，使得讀者學習如何閱

讀，增進其學習能力。本研究針對兒童以傳統紙本

繪本、電子繪本，以及使用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等

不同的方式閱讀，探討閱讀動機、情緒、注意力與

閱讀理解成效的差異，由於本研究的閱讀方式皆以

自主性閱讀為主，為使兒童在閱讀的過程可進行思

索，對於文本所闡述的要點具有方向感，因此導入

閱讀策略。在多種閱讀策略中，本研究選擇預測策

略的原因是由於實驗教材為故事繪本，而故事的鋪

陳具有連慣性，透過預測策略有助於閱讀的思考。

Shanahan（1983）的研究指出，預測策略在個別預

測效果上的成效較團體預測效果為佳。Edler（1988）

指出在閱讀策略的運用上，三年級至國一是使用預

測策略幫助閱讀理解最有幫助的階段，因此預測策

略適用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年齡。故本研究結合預

測策略在三種閱讀方式中，使兒童在閱讀中感到自

信和喜悅，進而促進閱讀的效能與學習成效。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兒童以紙本繪本、電子繪本與運

用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對於兒童的閱讀動

機、情緒、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自變項為兒童閱讀繪本的形式，包括閱讀紙本

繪本、閱讀電子繪本，以及以點讀筆輔助閱讀紙本

繪本。本研究探討之依變項包括（1）閱讀情緒：進

行閱讀活動時的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比例；（2）閱

讀注意力：進行閱讀活動時的閱讀專注力；（3）閱

讀成效：即為閱讀理解成效，包括直接理解與銓釋

理解兩個不同閱讀理解層次；（4）閱讀動機：指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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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喜愛閱讀、主動閱讀的內在心理歷程。此外，本

研究探討之包括紙本繪本閱讀、電子繪本閱讀，以

及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模式之閱讀時間均相

同，並且繪本的故事內容也皆相同。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以國小三年級兒童為研

究對象，分為三組進行實際教學實驗，分別為採用

傳統紙本方式閱讀繪本之控制組、採用電子繪本閱

讀之實驗組一，以及採用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

之實驗組二，三組閱讀時間與閱讀內容均相同，以

探究三種閱讀模式在閱讀動機、情緒、注意力與閱

讀理解成效上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三組兒童實驗

前接受「閱讀動機量表」之前測，並且於結束閱讀

活動後接受「閱讀動機量表」與「閱讀理解測驗」

的後測。最後再透過統計分析了解研究對象在三種

不同繪本閱讀模式下的閱讀動機、情緒、注意力與

閱讀理解成效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進而探討點讀

筆支援紙本繪本閱讀對於兒童閱讀之影響為何。此

外，為了解研究對象在採用三種不同繪本閱讀模式

下進行閱讀時的想法與感受，本研究亦隨機抽取部

分兒童進行半結構式訪談，針對研究對象在閱讀過

程中對於閱讀動機、情緒、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

等面向的影響進行了解，以便與量化資料進行相互

驗證，使研究結果更具客觀性。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桃園市某一所國民小學，班

級國語學期平均成績相近的三年級共 61 位兒童，其

中男生共 34 人，女生共 27 人，該校採常態方式分

班，本研究以隨機方式將研究對象隨機分派為 20 個

採用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略進行閱讀的控制組；21

個採用電子繪本搭配預測策略進行閱讀的實驗組

一；20 個採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搭配預測策略

的實驗組二，表 1 為研究對象人數統計表。 

 
表 1 研究對象人數統計表 

 個數 男生 女生 
傳統紙本繪本閱讀 20 11 9 
電子繪本閱讀 21 13 8 
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 20 10 10 
總和 61 34 27 

 

三種不同繪本閱讀模式比較 

本研究採用紙本繪本閱讀、電子繪本閱讀，以及

以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作為實驗之兒童閱讀

繪本形式，並皆搭配預測策略設計，表 2 為這三種

閱讀模式之比較。以閱讀方式而言，點讀筆輔助紙

本繪本閱讀為介於傳統紙本與數位閱讀之新形態閱

讀模式，以媒體豐富度而言，電子繪本因結合文字、

圖片、音效及動畫，因此有最高的媒體豐富度，點

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除了紙本閱讀外，多了點讀

筆的音效功能，因此媒體豐富度次之，傳統紙本則

具有最低的媒體豐富度。但是以互動程度來說，點

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可以利用碼點貼紙設計搭配

程式設計出諸如錄音、放音及點讀等互動功能，因

此具有最高的互動性，而電子繪本之互動性僅在於

動畫設計上具有的互動設計，故互動性次之，傳統

紙本則具有最低的互動性。此外，三種閱讀模式都

搭配預測閱讀策略的原因，係希望這三種閱讀模式

都在有效的閱讀策略引導下，發揮其應有的輔助閱

讀效果。 
 
表 2 三種閱讀模式之比較 

比較項目 傳統紙本繪本閱讀 電子繪本閱讀 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 
閱讀方式 傳統閱讀 數位閱讀 傳統閱讀搭配點讀筆播放音源 
多媒體成份 文字、圖片 文字、圖片、音效、動畫 文字、圖片、音效 
媒體豐富度 低 高 中 
互動程度 低 中 高 
策略設計 有（預測策略） 有（預測策略） 有（預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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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策略設計 

在眾多閱讀策略中，本研究基於實驗教材為具有

連慣性鋪陳、需要預測成分較多的故事繪本，個別

預測效果較佳，適合三年級兒童等因素，選擇將預

測策略結合於三種不同的閱讀模式中。預測策略為

在閱讀文章前，先瀏覽題目預測全文大意，或在閱

讀文本時，持續不斷預測下文如何發展的一種閱讀

策略。本研究於繪本封面及內頁中，針對故事內容

設計封面預測與故事情節發展預測等閱讀引導功

能，嘗試以預測問題引發兒童閱讀興趣。預測策略

能針對文本提示內容，透過問題的提問，導入故事

情節，有助於兒童在閱讀的過程進行思索，對於文

本所闡述的要點也會較有方向感，能更有章法的進

行閱讀，以培養良好的閱讀策略應用能力。 

三種閱讀模式 

(一) 傳統紙本繪本閱讀 

傳統紙本閱讀具有獨有的觸感、容易翻頁交互參

照及閱讀舒適等優點；缺點則為缺乏互動性及多感

官的多媒體呈現。本研究選擇之閱讀繪本係以幽默

有趣的情節且具正向教育意義，並且適合國小三年

級兒童程度為主要考量。據此，本研究參酌行政院

新聞局推介優良課外讀物書單，選取適合三年級兒

童閱讀之繪本。此外，亦考量該繪本同時具有紙本

繪本與電子繪本之形式；並且該繪本內容為實驗對

象較不熟悉之故事題材作為主要篩選條件，目的在

於避免研究對象已經熟悉該繪本的閱讀內容，因而

影響實驗結果的正確性。綜合以上，本研究以「行

政院新聞局第十二次推介優良課外讀物」之「哪個

錯找哪個」為本研究之閱讀素材，紙本繪本與預測

策略設計如圖 1 所示。 

(二) 電子繪本閱讀 

本研究採用之電子繪本為遠流出版社所出版之

「哪個錯找哪個」動畫版電子繪本（如圖 2），並

因研究需求安插預測策略設計於電子繪本中（如

圖 3），讓學習者以筆記型電腦為閱讀載具進行閱

讀。電子繪本畫風承襲紙本繪本，但以畫面移近、

移遠等動畫表現方式呈現繪本圖畫，並輔以人物運

動設計，再加上故事朗讀、音效與字幕等方式呈現

閱讀內容，已相當程度的呈現電子繪本在多媒體

與動畫表現上的豐富性。此外，讀者亦可依照自身

閱讀速度與進度操作繪本進行閱讀，也可重複進行

閱聽。 

 

 
圖 1 紙本繪本與預測策略設計 

 

 
圖 2 電子繪本 

 

 
圖 3 電子繪本與預測策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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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 

本研究採用的點讀筆係由 Livescribe 公司研發的光

學條碼語言學習筆（如圖 4），並透過 Anoto 公司發

展之專利技術，製作紙本繪本之故事朗讀語音素材與

預測閱讀策略的互動引導閱讀設計（如圖 5），在閱

讀的過程中，以點讀筆點擊互動貼紙，便會朗讀故事

及提問預測問題，藉由點讀筆隨選隨聽的特性，引發

兒童的閱讀動機、情緒與注意力，讓紙本繪本的閱讀

更為活潑，據此希望有助於提升閱讀理解成效。 

研究工具 

(一) 情緒壓力檢測儀 

本研究採用 HeartMath 公司所發展的 emWave PC

情緒壓力檢測儀（如圖 6），以非侵入性的夾耳式感

測元件來感測學習者的心律變異（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方式，來進行讀者包括正面、負面及平靜三

種情緒的偵測（如圖 7）。過去已有許多醫學上的

研究證明，HRV 會直接反應情緒狀態的變化，包括

Polyvagal theory 與 Neurovisceral Integration theory

兩個理論架構，闡明 HRV 與情緒反應之間確實具有

相當高的關聯（McCraty, Atkinson, Tiller, Rein, & 

Watkins, 1995; Tiller, McCraty, & Atkinson, 1996）。

據此，本研究採用基於 HRV 進行情緒偵測之

emWave PC 情緒壓力檢測儀，具有相當不錯的情緒

識別效度。 

 
圖 4 Livescribe 點讀筆 

資料來源：Anoto, Inc., 2012 
 

 
圖 5 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與預測策略設計 

 

 
圖 6 emWave 耳夾式情緒感測儀器 

資料來源：HeartMath, Inc., 2012 

 

 
圖 7 emWave 軟體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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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力監測系統 

本研究採用 NeuroSky（神念科技）所開發的

Mindset 腦波耳機量測受測者閱讀時的注意力（如

圖 8）。MindSet 耳機係透過幹態電極傳感器，採集

大腦產生的生理訊號，並將這些混雜在信號中的雜

訊以及運動產生的擾動訊號濾除，解讀出其值介於

0~100 之學習者當前精神狀態的 eSense 參數，此即

為專注力數值（NeuroSky, Inc., 2012）。注意力偵測

系統介面如圖 9 所示。另外，Chen 與 Huang（2013）

的研究利用美國線上腦力鍛鍊公司 Lumosity 所開

發的「 Birdwatching」注意力訓練遊戲，進行

NeuroSky Mindset 腦波耳機量測專注力的效度檢

測，實驗結果顯示，透過 Mindset 腦波耳機所測得

的注意力數值與「Birdwatching」遊戲得分呈現顯

著的高度正相關（Pearson 相關係數 r = 0.730，顯

著性 p = 0.000 < 0.05），顯示採用 NeuroSky（神念

科技）所開發的 Mindset 腦波耳機量測注意力具有

一定程度的效度，因此可作為本研究注意力的量測

工具。 

 
圖 8 NeuroSky MindWave 腦波偵測儀器 

資料來源：NeuroSky, Inc., 2012 

 

 
圖 9 腦波注意力偵測系統 

(三) 閱讀動機量表 

本研究採用古秀梅（2005）基於修訂 Wigfield 與

Guthrie 設計的 MQR （ 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閱讀動機量表為兒童閱讀繪本前、後

之閱讀動機量測工具，此一量表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

人際動機兩部分，問卷採 Likert 四點量表設計，由受

試者依據自我閱讀動機狀況填答，得分愈高者，表示

受測者閱讀動機愈高；反之得分愈低者，則表示受測

者閱讀動機愈低。由於自發性的閱讀態度發展以及良

好閱讀習慣的培養，主要還是受到內在動機的驅動影

響，外在的人際動機則是閱讀者為了外在的認可而閱

讀，其效果較為短暫，無法幫助讀者建立良好的閱讀

習慣。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內在動機進行探討。本

研究採用的MQR閱讀動機量表之內在動機部分包含

閱讀效能、閱讀挑戰、閱讀好奇及閱讀投注四個向

度，共計 10 題，Cronbach’s α值為 0.85。 

(四) 閱讀測驗 

本研究邀請一位國小教授閱讀課程超過十年以上

的資深閱讀種子教師，依據故事內容，並參考 PIRLS

包括「提取訊息」、「推論訊息」、「詮釋整合」與「比

較評估」四個閱讀理解層次原則，協助設計評估閱

讀理解成效之測驗題目。測驗題目包括問答題型

式、排序型式以及選擇題型式，並且每一個題目只

隸屬於一種閱讀理解層次題目類型，其中選擇與排

序題有單一且確切的答案，分數為 3.5 分；問答題

則以理解程度作為評分的標準，完全理解則給予滿

分 5 分，依序則為 3 分、1 分、0 分。題目類型及說

明如表 3 所示。為了避免兒童在閱讀繪本之後產生

其他相關於閱讀故事文本之其他閱讀行為，而影響

閱讀理解測驗的正確性，本研究要求兒童在規定時

間閱讀完故事文本後，立即施予閱讀理解測驗。 

(五) 訪談大綱 

本研究為求研究結果更為客觀，除採用量化統計

分析外，也輔以訪談蒐集質化資料並進行歸納，並

與量化資料相互驗證。本研究採自編之訪談大綱進

行訪談，主要目的在於詢問研究對象對於不同繪本

閱讀模式下進行閱讀時的想法與感受，也進一步了

解不同繪本閱讀模式對於閱讀動機、情緒、注意力

與閱讀理解成效等面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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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閱讀理解題目類型及說明 
題目類型 題號 說明 
提取訊息 1、2、3 能找出文中明確寫出的訊息；測出兒童對故事內容與引發事件的回憶。 

推論訊息 4、5 能理解沒有明確描述關係的故事；測量兒童連結段落內或段落間的訊息，

推斷出訊息間關係的能力。 

詮釋整合 6、7 能運用自己的知識去理解與建構文章中的細節及勾勒出更完整的意思；測

量兒童是否能做到綜合性的判斷。 
比較評估 8 能批判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測量兒童是否能做到價值性的判斷。 

 

實驗設計與處理 

實驗組二兒童閱讀紙本繪本時，皆採用 Livescribe

公司研發的光學條碼語言學習筆輔助閱讀，運用點

讀筆隨選隨聽的特性，來引發兒童的閱讀動機、情

緒與注意力；而實驗組一兒童閱讀電子繪本所使用

的載具為筆記型電腦。本研究規劃之實驗流程包括

三個階段，以下針對這三個階段進行詳細的說明： 

(一) 前測階段 

為確保實驗能夠順利進行，本研究在正式實驗實

施之前，先以大約三十分鐘時間向三組實驗對象兒

童說明整個實驗進行的流程，並向實驗組一與實驗

組二實驗對象示範如何使用電子繪本與點讀筆輔助

紙本繪本閱讀，以及說明並示範如何配戴情緒監測

儀及腦波注意力評量系統進行閱讀情緒與閱讀注意

力量測。並於實驗開始前，邀請參與實驗的三組實

驗對象填寫閱讀動機量表，以了解三組實驗對象兒

童之閱讀動機初始狀態。 

(二) 繪本閱讀實驗 

接下來，參與實驗的三組實驗對象兒童於二十五

分鐘的實驗過程中皆閱讀同一故事題材，唯一不同

的是控制組採用傳統紙本繪本閱讀（圖 10）；實驗

組一採電子繪本閱讀（圖 11）；實驗組二採點讀筆

輔助紙本繪本閱讀（圖 12），在閱讀過程中三組實

驗對象兒童皆配戴情緒監測儀與注意力評測之

Mindset 耳機，以測量閱讀時之情緒與注意力變化。 

(三) 後測階段 

實驗結束後，邀請參與實驗的三組實驗對象兒童

接受十分鐘左右的閱讀動機量表與閱讀理解成效測

驗，並針對所得之實驗數據進行資料整理，並進行

統計分析，再隨機抽取部分兒童輔以質性訪談，使

量化資料及質性質料相互驗證。最後歸納研究結果。 

 
圖 10 採用傳統紙本繪本閱讀之控制組 

 

 
圖 11 採用電子繪本閱讀之實驗組一 

 

 
圖 12 採用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之實驗組二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41（1）：38 – 56（民一○四年四月）  47 

實驗結果與分析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

之閱讀動機提升分析 

表 4 為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

實驗前的閱讀動機機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結

果顯示三組兒童的閱讀動機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F=1.24, p=0.297>.05），表示在實驗進行前三組兒

童在初始閱讀動機上是相同的。 

本研究以成對樣本 t 檢定考驗三組兒童各自在閱

讀動機的前測與後測分數上是否具有顯著的提升，

結果如表 5 所示。結果顯示採用紙本繪本閱讀的控

制組兒童，以及採用電子繪本閱讀的實驗組一兒童

的閱讀動機未達顯著提升（t=0.27, p=.786>.05; t=1.64, 

p=.116>.05），也就是採用傳統紙本繪本閱讀以及電

子繪本閱讀，不具有提升閱讀動機上的效益。而採用

點讀筆輔助紙本繪本閱讀的實驗組二兒童在閱讀動機

的提升上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t=3.51, p=.002<.05），

表示採用點讀筆輔助紙本閱讀確實有助於提升兒童

的閱讀動機。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

之閱讀動機、閱讀情緒、閱讀注意力與閱

讀理解成效差異分析 

表 6 為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

的閱讀動機、閱讀情緒、閱讀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

效敘述統計結果。本研究採用共變數分析來檢定三

組兒童的閱讀動機與閱讀理解成效是否具有顯著差

異，並分別以三組兒童閱讀動機前測及在校國語學

期成績作為共變數。在進行共變數分析前，需先進

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三組兒童閱

讀動機前測與後測（F=.24；p=.781>.05），以及在校

國語學期成績與閱讀理解成效（F=.44；p=.646>.05）

未達顯著水準，符合共變數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可以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7 所

示，結果顯示在排除三組兒童閱讀動機前測的影響

後，閱讀動機（F=1.47；p=.236>.05）不具顯著差異；

而在排除在校國語學期成績後，閱讀理解成效（F=6.81, 

p=.002<.05）具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多重比較後顯

示，採用電子繪本閱讀組別兒童（M=13.61 >9.61）

與採用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組別兒童（M=12.12>9.61）

均顯著高於傳統紙本繪本閱讀組別兒童。 

 
表 4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實驗前閱讀動機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顯著性 
傳統紙本繪本閱讀 20 4.25 .32 

1.24 .297 電子繪本閱讀 21 4.03 .53 
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 20 4.17 .57 

 
表 5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閱讀動機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 

 
前測 後測 

t Sig.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傳統紙本繪本閱讀 4.27 0.32 4.29 0.32 0.27 .786 
電子繪本閱讀 4.03 0.53 4.19 0.61 1.64 .116 
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 4.17 0.57 4.38 0.44 3.51   .002** 
註：**p<.01 
 
表 6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閱讀動機、閱讀情緒、閱讀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敘述統計

結果 

 
 閱讀動機 負面情緒 正面情緒 閱讀注意力 閱讀理解成效 

個數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傳統紙本繪本

閱讀 
20 4.29 32 87.78 9.69 6.83 7.85 47.63 6.79 9.67 3.74 

電子繪本閱讀 21 4.19 .61 82.33 9.37 10.66 7.76 50.06 7.35 13.61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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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閱讀動機、閱讀情緒、閱讀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敘述統計

結果（續） 

 
 閱讀動機 負面情緒 正面情緒 閱讀注意力 閱讀理解成效 

個數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點讀筆輔助繪

本閱讀 
20 4.38 .44 81.46 10.17 10.79 8.08 53.02 5.86 12.12 2.86 

總和 61 4.28 .47 83.83 9.98 9.45 7.98 50.23 6.95 11.83 3.90 
 
表 7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閱讀動機與閱讀理解成效共變數分析結果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檢定 
閱讀動機 
共變項（前測）   7.82 1   7.82 82.28 .000  
對比    .28 2    .14  1.47 .236 - 
誤差   5.42 57    .09    
閱讀理解成效 
共變項 
（國語學期成績） 

113.51 1 113.51 10.09 .002  

對比 153.18 2  76.59  6.81 .002 
電子繪本＞傳統紙本； 
點讀筆＞傳統紙本 

誤差 641.01 57  11.24    
 
表 8 三組採用不同閱讀模式搭配預測策略兒童閱讀動機、閱讀情緒、閱讀注意力與閱讀理解成效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結果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事後檢定 

負面情緒 470.68 2 235.34 2.47 .093 - 
正面情緒 203.89 2 101.94 1.63 .204 - 
閱讀注意力 291.36 2 145.68 3.23  .047* 點讀筆＞傳統紙本（Scheffe） 

 

本研究利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三組兒童的

閱讀情緒與閱讀注意力是否具有顯著差異，結果如

表 8 所示。結果顯示三組兒童的閱讀情緒部分不具

顯著差異（正面情緒 F=1.63, p=.204>.05；負面情緒

F=2.47, p=.093>.05）而閱讀注意力（F=3.23, p=.047 

<.05）則具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針對具有顯

著差異部分進一步利用 Scheffe 法進行多重比較，結

果顯示採用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組別兒童在閱讀注意

力上顯著高於傳統紙本繪本閱讀組別兒童（M=53.02 

>47.63），但是採用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組別與採用

電子繪本組別，以及採用傳統紙本與電子繪本組別

兒童則無顯著差異。 

討論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以點讀筆輔助閱讀紙本

繪本的兒童在閱讀動機的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

分數，顯示運用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對於提升兒童

的閱讀動機具有助益。以訪談結果來看，許多受訪

者表示點讀筆的新奇趣味性，以及自行操作的遊玩

性為有效提升閱讀動機之主要原因。林美鐘（2002）

曾經提到兒童讀物應具有趣味性以及遊戲性；

Stern（2007）也表示以遊戲互動的方式閱讀故事可

以增強兒童閱讀的動機，激勵兒童的閱讀；以點讀

筆點選閱讀繪本，對兒童來說是一種具遊戲性質的

輔助學習工具（胡曉凡，2010）。但由於本研究之

實驗為短期實驗，而動機為長期之影響，再則點

讀筆有效提升閱讀動機之實驗結果可能為兒童第

一次使用點讀筆之效應，故點讀筆輔助繪本閱讀能

提升兒童閱讀動機之結果可作為參考，但仍需多次

驗證。 

此外，研究結果得知，三種閱讀方式對於引發兒

童的正負面閱讀情緒均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

以學習教材的媒體豐富程度對學習者之影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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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一致的（吳中信，2013；王惠平，2010）。本

研究透過訪談推論三種閱讀方式對於引發兒童的正

負面閱讀情緒無顯著差異之原因為兒童閱讀時皆頗

開心，兒童表示點讀筆閱讀很新奇，電子繪本則是

具有兒童喜愛的動畫，而有兒童提到故事情節很有

趣也使其閱讀時感到愉快，本研究推測此為紙本繪

本、電子繪本，以及點讀筆輔以繪本閱讀的閱讀情

緒差異未達顯著之可能原因。 

再則，研究結果顯示運用點讀筆輔助閱讀紙本繪

本的兒童，其閱讀注意力顯著高於閱讀紙本繪本的

兒童，但與閱讀電子繪本的兒童則無顯著差異。運

用點讀筆輔助閱讀繪本，其點讀功能帶給兒童遊玩

的效果，跟傳統的紙本繪本相比更能引發兒童對閱

讀的動機（Chen, Tan, & Lo, 2013），也更能投入繪

本故事中，點讀筆的點讀功能提升了遊樂性，因此

更能吸引兒童的注意力（任祥，2011）。此外，由本

研究訪談也顯示能夠自由操作、重複點讀，聽取故

事是點讀筆較能引發兒童專心在閱讀繪本上的主要

原因。此外，雖有不少研究皆提出電子繪本具有的

聲光效果有助於引起兒童的閱讀注意力及興趣

（Higgins & Cocks, 1999; Doty et al., 2001; Kendeou 

et al., 2005），但是經由本研究的訪談發現，有受訪

者表示電子繪本的動畫會吸引其注意，但也有兒童

表示電子繪本故事動畫進行快速，會干擾其閱讀時

的專注力；另外，從三種閱讀方式所測得之閱讀注

意力的標準差來看，以電子繪本輔以閱讀的學習者

注意力標準差最高，推論可能有一定程度之注意力

發散（split attention effect）現象，因為太多的動畫

引起兒童的注意分散，此一結果與過去許多研究相

互呼應（Labbo & Kuhn, 2000; Trushell et al., 2003），

這些研究指出過多的動畫可能使兒童沉迷於感官的

刺激，容易分散其閱讀注意力。 

最後，本研究發現閱讀電子繪本與運用點讀筆輔

助閱讀紙本繪本的閱讀理解成效顯著高於閱讀紙本

繪本的兒童，顯示閱讀電子繪本以及運用點讀筆輔

助閱讀紙本繪本，皆有優於紙本繪本的良好閱讀成

效。由訪談結果可知，兒童除了喜愛電子繪本的動

畫外，其情境動畫讓兒童更容易了解文本、能記住

更多故事細節和訊息，因此產生多媒體和記憶之間

的連接，使得閱讀電子繪本能有較佳的閱讀成效，

此一結果與 Ertem（2010）的研究結果一致。而運用

點讀筆輔助閱讀紙本繪本則是可以自行操作，可依

照自己的步調調整閱讀速度，重複聽取故事也有助

於記憶、理解故事。上述結果與國內外採用資訊科

技輔助閱讀學習具有一定成效之研究結果一致

（McKenzie & Darnell, 2003; Bus, 2009; 羅貝珍，

2010）。 

研究結論、教學建議與未來研究
方向 
本研究綜合實驗結果分析歸納結論，並提出教學

實施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提供未來教師採用點讀

筆支援閱讀的參考。 

結論 

本研究發現運用點讀筆輔助閱讀紙本繪本搭配預

測策略的兒童在閱讀動機提升上顯著優於閱讀紙本

繪本與閱讀電子繪本搭配預測策略的兒童。但是三

種閱讀模式在學習情緒上並無顯著的差異。此外，

運用點讀筆輔助閱讀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略的兒童

在閱讀注意力上顯著優於閱讀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

略的兒童，但與閱讀電子繪本搭配預測策略的兒童

則無顯著差異。最後，閱讀電子繪本與運用點讀筆

輔助紙本繪本搭配預測策略的閱讀模式在閱讀理解

成效上均優於傳統紙本閱讀搭配預測策略。 

教學實施建議 

本研究針對實際應用點讀筆支援輔助兒童閱讀，

提出教學實施上的建議。首先，父母、教師可應用

點讀筆培養兒童自主閱讀與持久的閱讀習慣與興

趣，點讀筆具有聽、說、讀、寫等多元功能，兒童

閱讀時可點選繪本聽取語音，使得閱讀文本中的故

事情節進行更有生命力；若搭配閱讀策略，設計互

動於其中，更能讓閱讀過程成為玩樂，並在玩樂中

增進自主閱讀的能力與技巧。本研究根據兒童的訪

談回饋，發現點讀筆對兒童而言為生動有趣、娛樂

性高的閱讀輔助工具，能夠帶給他們悅趣化的閱讀

方式，點讀筆可以重複閱讀及宛如小老師伴讀的特

性，更使得兒童不需要老師、父母在旁，也可以進

行閱讀學習。再則，相關推動兒童閱讀單位應進行

點讀筆推廣，點讀筆是很新穎的科技工具，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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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不普及，目前大多運用在語言學習上，但運用

點讀筆於繪本閱讀中能有效提升兒童閱讀動機、興

趣、理解成效與注意力。因此，本研究建議相關推

動兒童閱讀單位可實施點讀筆輔助閱讀推廣。例如

圖書館可於兒童閱覽室增加點讀筆互動區，除了提

昇兒童對閱讀的興趣外，同時也能培養兒童喜愛、

使用圖書館書籍的興趣與能力。另外，也可提供點

讀筆借用服務，增加兒童使用點讀筆進行閱讀的時

間與機會。 

未來研究方向 

(一) 提升點讀筆的互動性與回饋機制 

本研究針對點讀筆支援紙本繪本閱讀之教材設計

僅運用朗讀故事語音與問題提問之播音功能，但此

一點讀筆可撰寫程式擴增其功能。因此，未來研究

可針對點讀筆設計閱讀互動與智慧型回饋機制，發

揮點讀筆更大功效。例如：設計可即時偵測兒童閱

讀狀況，並進行即時閱讀診斷並提供自動回饋的機

制，以充分發揮點讀筆輔助學習的特色。 

(二) 點讀筆閱讀策略使用效益分析 

本研究採用的三種不同閱讀模式均搭配預測策

略，希望透過預測策略的導入，讓兒童在閱讀的過

程中培養良好的閱讀能力。但本研究採用的三種不

同閱讀模式均搭配預測策略，也未記錄預測策略的

點擊次數，因此僅能透過訪談探究閱讀策略對於兒

童閱讀成效上的影響，無法了解閱讀策略與閱讀成

效之間的關係。未來研究可藉由記錄兒童運用點讀

筆點擊閱讀策略之次數與閱讀成效進行相關分析，

以了解二者之間是否具有關聯性。另外也可針對何

種閱讀策略搭配點讀筆閱讀能促進兒童最大閱讀成

效進行探討。 

(三) 探討場地獨立場地相依認知風格採不同

閱讀模式進行閱讀之影響差異 

本研究旨在探究兒童採用傳統紙本繪本閱讀、電

子繪本閱讀與點讀筆搭配紙本繪本閱讀在閱讀動

機、注意力、情緒、成效上的影響差異，此三種閱

讀模式具有不同程度之多媒體成份，因此可能對於

圖、文不同認知風格兒童的影響具有差異，值得探

討。此外，在自主的閱讀過程中，點讀筆所具有的

互動性較強，具有類似學習夥伴伴讀之輔助閱讀特

點，而傳統紙本繪本與電子繪本則偏向於支援獨立

閱讀特性。因此，未來可必要針對點讀筆搭配紙本

繪本閱讀對於場地獨立與場地相依認知風格兒童的

影響進行研究。 

(四) 結合眼動儀針對兒童採用電子繪本進行

閱讀時是否產生注意力發散效應進行深

入探究 

本研究發現相較於紙本繪本閱讀及點讀筆搭配紙

本繪本閱讀，以電子繪本輔以閱讀學習者的注意力

標準差最高，推論可能有一定程度之注意力發散效

應發生。因此，未來可結合眼動儀分析兒童採用電

子繪本輔以閱讀時的眼動行為，進一步驗證是否發

生電子繪本的動畫引發注意力分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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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ildren picture books have no longer be restricted to 
traditional paper picture books composed of printed texts and static pictures; instead, various digital 
media integrated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re gradually developed.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present 
the advantages of better interactivity and multimedia elements than traditional paper picture books 
and could better attract children’s reading interests. Nevertheless,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lso exist 
in excessive animation causing children indulging in sensory stimulation and diverting the reading 
attention. Moreover,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could damage children’s visual acuity. Thus, paper 
picture books are considered more suitable for long-term reading. However, paper picture books 
show dull model on supporting reading.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pens with paper-reading is 
therefore emerged in the past years and the plural reading model integrating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has been developed because integrating digital pen with paper reveals the 
advantages of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e functions. Based on predic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app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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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wave attention detection system and heart rate variability emotion sensing technology to 
discussing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paper picture books,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nd digital pen 
assisted paper picture books on children’s reading motivation, reading emotion, reading atten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nclude that children applying 
digital pen supported paper picture books and prediction strategy present better reading motivation 
than the ones reading paper picture books and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with prediction strategy. 
Moreover, three reading modes of picture book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motion. Also, 
children utilizing digital pen supported paper picture books with prediction strategy reveal better 
reading attention than the ones reading paper picture books with prediction strategy, but do not 
appea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the others reading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with prediction 
strategy. Reading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and digital pen supported paper picture books with 
prediction strategy shows bett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than traditional paper 
reading with prediction strategy, and such two reading models appear the same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Finally, the study also proposes several valuable suggestions for 
parents, teachers, children reading promotion unit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tending to provide 
benefits in enhancing children reading abil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