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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前言 

本研究希望了解國內兒童目前使用英文電子童書的閱讀經驗、閱

讀習性等情境因素；兒童閱讀電子童書的內在需求面向；家長對兒童

閱讀電子童書的看法以及陪同進行閱讀時的各種情境因素等，並藉由

比較雙方對電子童書的需求面向差異，探索親子之間是否存在文化衝

突，並從而尋求雙方對於電子童書此類媒體的使用協調方式。本章就

以上目的，提出適用之研究方法，以下將分述研究之架構、方法、對

象、工具與步驟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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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先以文獻分析為基礎，並使用半結構式與深度訪談法蒐集

親子使用者意見，目的在了解其閱讀英文電子童書的整體情境，並且

比較兒童的喜好與家長的期望兩者之差異。兒童與家長的訪談分開進

行，整體研究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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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及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法。 

一、文獻分析法 

電子童書是一種閱讀媒體，也具有娛樂性質，目前國內外皆有許

多教育性的相關探討。本研究蒐集過去國內外研究者進行過的相關研

究，從中歸納其關切之面向，以作為正式研究進行之基礎。文獻分析

主要分為三大部分，首先定義電子書與電子童書，並介紹電子童書的

媒體特性；其次探討電子童書的閱讀情境—此部份是由國內外研究者

曾經對電子童書進行過的實證或內容分析研究中所反映的問題面向

共同構成—這些面向包括內涵呈現、在閱讀理解上的效果、兒童閱讀

的需求面向，以及閱讀指導和成人介入的議題。過去研究者從社會建

構論及認知心理發展角度出發，曾對電子童書提出的反思或質疑，以

及後進實證研究結果提供的事實，雙方相應或相違有爭議之處，皆屬

分析探討範圍。至於尚未有實證結果者，則從紙本童書的閱讀研究或

其他媒體的閱聽中尋求相關論點。最後一部份探討家長與兒童在童書

閱讀上的立場差異，分別審視兒童與成人對閱讀與媒體使用的角度，

並以兒童文化觀點為此對立提出解釋並作結。 

二、半結構式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TumbleBook 電子童書的兒童使用者及其家

長。所要探討的問題是整體閱讀情境以及使用者各種面向的需求，因

此研究者必須先對受訪親子日常生活閱讀的背景進行了解，這包括兒

童的媒體使用經驗、閱讀興趣和個人特質等面向，需要從兒童和家長

雙方身上去發掘才能得知。因此研究者利用訪談大綱表述原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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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多數問項都是開放式，部分問項則是非開放選擇題。訪談過程

是面對面的訪問，過程中盡量營造輕鬆的談話氣氛，希望受訪者能在

沒有壓力的情境下分享其閱讀歷程，其次再針對 TumbleBook 的使用

進行了解。此外本研究希望了解兒童對 TumbleBook 的繪本有何個人

偏好，任何使用者對於特定一種媒體產生慣性需求可能有很多種可見

或不可見的原因，此類涉及內心深處感覺的問題，研究者本身並無法

先行定義制式化的問項，因此改成由兒童自行介紹其偏好之

TumbleBook 的方式，先讓其自由發揮，研究者再從中加以追問。 

本研究之受訪對象乃是經由立意抽樣與滾雪球法輾轉得來，多數

是由認識家長著手，其次是透過學校老師幫忙轉介。訪談過程由 2006

年 3 月底持續至 5 月底，扣除親子中有一方漏失以及訪談狀況較不理

想者，共訪談 10 組親子，包括 10 位母親與 11 位兒童，本研究將對

其使用 TumbleBook 的經驗與意見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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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談大綱分為兒童與家長兩部分，其中兒童問題初始的設

計為開放性問題，而在經過數次訪問之後發現部分問項可以非開放式

選擇題取代，才不至於讓過多簡單的是非問題耗損到兒童在答題時的

耐心，影響整體訪談效率。因此做過一次修正。家長部分則並未更改，

維持開放性問題形式。 

二、TumbleBook 電子童書 

TumbleBook 是由加拿大 Tumbleweed Press 出版公司旗下分社

Tumblebooks.com 所開發的網路套裝電子童書。以動畫有聲書的方

式，結合動畫、聲音、音樂及旁白，成為可閱讀或朗讀的電子書，收

錄包括由 Scholastic、Cadlewick、Harcourt、Walker and Company 等出

版社所授權之童書。（繁運豐，2005）TumbleBook 服務的對象包括圖

書館、學校(老師)及個人，其內容的套裝形式也依照行銷對象而有所

不同，但主體電子童書服務皆包括以下幾大單元：  

1. 故事書(Story Books)：為主要的繪本區，提供 200 多本多媒

體電子童書，讀者可選擇直接”View Online”或是加到 My 

Favorite 書庫，開啟之後即可進行線上閱讀，其播放面板可

以選擇自動朗誦或手動翻頁，還有一附加功能為”Word 

Help”，可以做逐句朗誦且特別標明文中的生字，這些生字

都可以反覆地播放朗誦，並於文末做總整理。但是該功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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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每一本故事書都有具備。繪本區提供電子繪本的程度分

類，顯示自動與手動播放模式所適合的年齡層，並可以閱讀

書評。 

 

圖 3-2：TumbleBook 網頁之童書介紹 

資料來源：北市圖 Tumble 電子童書使用手冊 

http://www.tpml.edu.tw/TaipeiPublicLibrary/download/eresource/Tumble.pdf 

 

 

圖 3-3：TumbleBook 閱讀介面及功能按鈕 

資料來源：北市圖 Tumble 電子童書使用手冊 

http://www.tpml.edu.tw/TaipeiPublicLibrary/download/eresource/Tumb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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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回/短篇小說(Chapter Books/YA Novels)：本單元收錄的電

子書以文字內容為主，適合閱讀程度較高的兒童或青少年。

在設計上沒有加入聲音功能，但是讀者可以自行控制速度、

字體大小或是加入書籤，如圖 3-4 所示。除了在童書服務中

提 供 此 類 文 字 性 電 子 書 ， 也 另 外 設 置 ”Tumble 

Readables.com”線上電子書網，使用同樣的閱讀面板設計，

專門提供大眾讀者試閱或購買電子書，而這項服務統稱為

Tumble Readables。 

 
圖 3-4：Tumble 短篇小說閱讀介面及功能按鈕 

※說明：左下方”Text Size”可調整字體大小，右下方”Auto Count Down”為自動速度

控制功能 

3. 生活學習(Live Learning)：本部分特別收錄與社會人際關係

和身心健康相關主題的繪本，讓親子能一同體會學習。 

4. 語言學習(Language Learning)：提供英文之外的外文童書，

有法文、西班牙文、俄文甚至中文。形態包括有聲繪本，與

一般英文繪本功能設計相同；另有無聲繪本及文字故事，與

章回/短篇小說部份之功能設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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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Tumble 中文繪本—《Hanah is my name》 

 

除以上以電子繪本為主體的內容外，TumbleBook 也提供其他附

加服務，如與繪本內容相配合之遊戲（Tumble Games）、拼圖（Tumble 

Puzzles），以及多國語言介面，包括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及中文，

而英文以外目前建置最完整的外語介面為西班牙文版本。 

 

圖 3-6：Tumble 遊戲示例—猜字遊戲 

 

TumbleBook 亦針對老師教學上的需要提供相應的服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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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測驗（TumbleQuizzes）：每本 Tumble 故事書都配合讀後

小測驗，使用 flash 動畫使問題呈現更加生動，亦可藉以測

試兒童的閱讀理解。 

2. 教師指南（The Teacher's Guide）：提供教學主題、教學活動

及教學單元供老師參考，可單獨運用或與教師現有的教學文

件相結合。 

3. 課程計畫與工作表單（Lesson Plans and Worksheets）：此部

份包含閱讀程度建議，提供三個等級作為課程參考；另外還

有關於班級指導、小組作業或個人能力培育活動等方面的結

構化工作指引建議。 

本研究乃是使用由國內廠商文崗資訊代理，台北市立圖書館提供

免費連線服務的 TumbleBook 圖書館版本，內容包含 Story Books、

Tumble Readables、Live Learning、Language Learning、Puzzles & Games

五大主題單元。 

 
圖 3-7：TumbleBooks 連線首頁—台北市立圖書館提供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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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mbleBook 是台北市立圖書館購置的第一套電子童書，2004 年

7 月起開始提供免費連線服務。根據繁運豐（2005）所提供的市圖 94

年度統計結果，2004 年 7 月至 2005 年 6 月使用統一帳號密碼提供外

界自由連線，使用人次達 55 萬餘人，自 2005 年 7 月起，市圖改採使

用讀者借閱證和個人密碼登入的方式，至 2005 年 12 月為止，半年間

總使用人次為 11275 人，其中以故事書(Story Books)的使用率最高，

佔 67.12%。（曾淑賢，2006）本研究以 TumbleBook 為研究實施基礎，

希望蒐集有使用經驗的兒童和其家長，但是鑒於圖書館有對讀者資訊

保密的道德責任，不便向台北市立圖書館索取讀者連線紀錄，因此研

究者除了四處詢問是否有使用經驗的人士外，也憑己力四處推廣，介

紹他人使用 TumbleBook 後再徵求其受訪意願。使用範圍以

TumblebBook 提供的電子繪本為主，故包含故事書(Story Books)、生

活學習（Live Learning）兩大單元的內容。使用者在對內容、功能操

作、個人偏好各面向的感想，以及過程中產生的任何意見或問題狀

況，都將透過深度訪談加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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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的界定 

Borgers, de Leeuw & Hox(2000)曾以皮亞傑認知發展論為基礎對

兒童的問卷填答品質進行研究，指出兒童從四歲開始可以接受訪談，

但有其難度，因為 4 至 7、8 歲的兒童語言發展還不完全，在閱讀能

力上也以字面理解為主，問卷使用的語氣須至為簡要；而此階段的兒

童耳根軟容易被主導影響作答，且注意力集中時間很短，對其進行訪

談是較為困難且難以估量成效的。有鑑於此，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設定

為 9 歲以上 12 歲以下之國小中高年級兒童及其家長，在蒐集過程中

便依此方向進行。 

然而在蒐集過程中同時發現一個現象，便是 9 歲以上兒童的閱讀

已經愈益傾向以文字書為主，閱讀繪本的經驗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比重

逐漸下降，相反地，九歲以下的兒童在這方面卻可能有比較熟悉的經

驗。由於研究者與親子雙方的接觸幾乎都是面對面，時常會比有受訪

兒童年幼的弟妹或朋友一同在場的情況，經研究者從旁觀察，這些低

年級學童或學齡前幼童看到 TumbleBook 的反應大多非常有興趣；此

外，在尋訪「已經在使用 TumbleBook」的使用者時，雖然覓來不易，

但是聯繫到的已使用者卻又未達年齡要求。這不禁令人質疑兒童年齡

的限制是否應該轉換？研究者考量兒童心智年齡與實際年齡或許有

落差，決定試驗性地訪問一組兒童年齡較小的親子，結果發現兒童閱

讀經驗雖然豐富能力也強，但訪談起來還是沒有大一點的孩子順利，

而這與研究者本身和兒童相處的經驗或訪談大綱的設計都有關係。最

後，鑑於自己較擅於和中、高年級的兒童談話，依然決定維持以他們

作為主要對象，並修正訪談大綱以做有效率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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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樣本抽樣 

本研究的目標對象是台北市立圖書館提供之 TumbleBook 電子童

書的使用者，故一開始鎖定進出北市圖的兒童讀者，因為該群體可以

滿足本研究對象需要具有充分閱讀經驗的要求。研究者以立意抽樣方

式，徵求館員同意後於台北市立圖書館地下二樓小小外文書世界櫃檯

放置受訪意願調查表，徵求有使用 Tumblebook 且願意讓孩子受訪的

家長。但是不加以介入的結果，發出 75 份調查表僅回收 1 份。不過

研究者同時透過館員認識已經有在使用 TumbleBook 的兩位故事媽媽

志工，獲得了前兩組訪談對象。為拉近與英語童書讀者群的距離，研

究者徵求館員和主持志工的同意，參加了週末北市圖舉辦的 Dear 英

語親子讀書會，由三月底到四月中三個週末，幫忙讀書會上一些簡單

工作，順便觀察兒童閱讀英語故事的現況或藉機找家長攀談。藉由故

事媽媽林小姐的協助，研究者有機會於當期讀書會結業式當天向與會

兒童介紹並推廣 TumbleBook，並說明自己的研究目的，事後便有家

長又留下資料，總共從讀書會上獲得 4 位受訪者。透過這幾位家長再

另外介紹，以及研究者自身的人際連結，藉由滾雪球的方式，輾轉尋

獲 5 位家長同意受訪；同時也透過北市國語實小英語科陳老師協助介

紹五年級某班，該班有 11 位學童留下資料，但其中有 4 位男生經聯

繫後發現無法配合， 5 位女生因受訪女生數量已飽和，研究者決定

放棄訪談。經篩選後，最後完成有效的親子訪談共 10 組。該 10 組中

包含過去完全不知道，藉由本研究才得知 TumbleBook 的親子，也有

從 TumbleBook 引進之初就已經使用過的親子；但是對於過去不熟悉

TumbleBook 的研究對象，研究者從介紹使用到正式訪談都相隔至少

兩週的時間，讓他們能夠具備最基本的熟悉度。訪前也隨時和受訪者

保持聯繫，隨時解答其可能遭遇的連線或程式阻擋問題，確定他們都

確實使用過內容，才著手安排面訪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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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兒童基本資料表 
編號 代稱 性別 年級 
G01 Stefi 女 國小五年級 
G02 小臻 女 國小六年級 
G03 阿瑩 女 國小五年級 
B01 小毓 男 國小三年級 
B02 恩恩 男 國小四年級 
G04 欣欣 女 國小五年級 
G05 翩翩 女 
B03 暄暄 男 

國小五年級 
國小三年級 

G06 佳佳 女 國小五年級 
G07 孟孟 女 國小五年級 
B04 安安 男 國小五年級 

 

表 3-2 訪談時間地點表 
訪談對象 關係 訪談時間（2006 年） 地點 

林小姐 & Stefi 母女 母:3/25 上午 11:30 
女:4/8 中午 12:00 

台北市立圖書館 B2F 

李小姐 & 小臻 母女 母:5/2 上午 10:00 
女:5/7 上午 10:30 

家中（新莊） 

阮小姐 & 阿瑩 母女 5/23 晚上 8:00 家中（文山區） 
陳小姐 & 小毓 母子 5/24 下午 2:00 家中（新莊） 
虞小姐 & 恩恩 母子 5/26 晚上 8:00 政大 
劉小姐 & 欣欣 母女 5/27 上午 10:30 麥當勞（捷運永安市場）

母女 王小姐 & 翩翩 
& 暄暄 母子 

5/27 晚上 8:00 家中（文山區） 

郭小姐 & 佳佳 母女 5/27 晚上 7:30 麥當勞（捷運頂溪站） 
沈小姐 & 孟孟 母女 5/30 下午 5:00 家中（文山區） 
李小姐 & 安安 母子 6/3 下午 3:00 數學班（國父紀念館） 
 



 69

第六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進行步驟順序為： 

一、確定題目，進行初步的研究目的與問題界定； 

二、 蒐集相關文獻，從中進行概念的歸納，修正建構具體之問題； 

三、擬定研究方法，界定訪談對象並設計訪談大綱； 

四、徵集訪談對象，尋求讀書會管道推廣 TumbleBook 

五、聯繫訪談對象，進行第一回合訪談大綱測試； 

六、篩選初步訪談結果，修正訪談大綱； 

七、繼續以滾雪球法蒐集對象介紹使用 TumbleBook； 

八、聯繫訪談對象，詢問 TumbleBook 使用情形； 

九、正式約研究對象面訪； 

十、訪談內容轉錄與分析 

十一、 撰寫研究結果 

研究步驟流程如圖 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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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研究流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