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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總結 

本研究希望了解兒童閱讀英文電子童書 TumbleBook 的整體情境

與需求。在文獻探討部分，我們知道電子童書具有多媒體、非線性跳

躍以及互動的特性，根據國內外學者提出的各種觀點，可知這些特性

對於兒童在學習以及閱讀理解上的影響是存在爭議的，學者對於兒童

在電子童書環境中的自處能力、是否能確實由內容接收訊息而不會單

向受到聲光效果所牽制，依然存在質疑的態度；而針對不同兒童族群

閱讀電子童書之理解效果所進行的若干實驗測試結果也總是因人而

異。如此紛雜的現象似乎以 De Jong & Bus（2004）的主張來解釋會

較為中肯，他們認為兒童在閱讀電子童書時的表現，必然會受到其先

前接觸紙本書及與成人陪讀的程度所影響；電子童書或許不能取代成

人在旁閱讀的親密互動，但是在兒童已具備基礎閱讀能力的前提下，

電子童書做為輔助閱讀材料會是很不錯的選擇。經過實際的訪談與觀

察，本研究所見的事實與 De Jong & Bus 的說法確實非常貼近。 

那麼如何讓兒童具備基礎的閱讀能力？成人的引導與介入在習

慣養成的初期十分重要，正符合維高斯基的「最近發展區」概念，當

有人提供兒童學習的鷹架，他們才會從這些「有知識的他人」身上為

自己灌能而達到另一個層次，亦即錢伯斯閱讀循環圈中所謂「有協助

能力的大人」發揮了他們的作用—這也都是研究訪談的多位家長堅持

並在實行的信念。建立了靜態閱讀的定性與習慣後，兒童便開始懂得

自行摸索童書的樂趣，藉由其對圖畫敏銳的理解，以及與自身經驗的

重疊，而產生一種個人意義。但是在兒童的閱讀情境中還包括其他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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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驗，從兒童文化角度出發的文獻提供了成人與兒童雙方，在對媒

體選擇上立場衝突的批判描述，也指出流行文化在兒童社會中的重要

性。這樣的現象是否也存在於電子童書的閱讀情境之中？兒童閱讀的

先決環境對其閱讀電子童書造成什麼樣的影響？兒童閱讀電子童書

會否如閱讀紙本童書一樣，從書、人、情境的互動中得到屬於自己的

樂趣？抑或只是單向地受到電腦聲光所主導？他們如何在紙本與電

子童書之間進行選擇？家長對於電子童書的看法又如何？以下將針

對這些問題，分析 TumbleBook 之閱讀情境要素及使用者需求要素。  

一、 兒童閱讀 TumbleBook 之情境要素 

（一） 家長發揮閱讀情境的外部主導力 

兒童閱讀 TumbleBook 在外部情境前提上被家長所主導控制，家

長有意的保護使兒童的媒體經驗有單純的傾向，對紙本書籍的接觸最

多且在電子媒體的使用上有所限制，兒童上網不是要徵求允許就是有

時間限制，而且在網路上的閱讀內容必須達到家長對安全性的要求

（不要求者是因為兒童有自我控制能力），TumbleBook 也是家長允許

之下而接觸到的安全閱讀媒體。加上本研究兒童都沒有叛逆的傾向，

家長對兒童閱讀 TumbleBook，更會發揮對外部情境的基本主導作用。 

（二） 兒童英文程度參差不齊，影響 TumbleBook 閱讀心態 

在英文能力方面，兒童都具有基礎英文能力，但是彼此之間程度

差異相當明顯。多數兒童認為自己在理解 TumbleBook 的內容上沒有

問題，但是速度跟不上、看不懂都會造成兒童閱讀挫折，無法完全融

入內容。可見語言隔閡在 TumbleBook 的閱讀情境中是一重大阻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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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umbleBook 是學習與閱讀的輔助工具 

親子使用 TumbleBook 的動機都有學習導向，家長介紹孩子使用

存有教育上的期望，傾向將 TumbleBook 當作打造兒童英文閱聽環境

中的一種輔助工具，希望藉其趣味性讓兒童漸進學習，故不要求顯著

功效，兒童的使用亦以帶有娛樂性的學習和滿足自我閱讀需要為主要

動機。TumbleBook 的聲光效果與內容受到親子所肯定，但是基於多

數家長對電腦的態度，故會被當成輔助情境的工具媒體。至於兒童因

為課餘時間有限，並且有其他娛樂，網路上也有功能類似的學習資

源，所以在其整體生活情境中，對 TumbleBook 也是傾向隨機的選擇

使用。 

（四） 兒童對 TumbleBook 基本內容形態的認知多元，以繪本為

主，並結合其對電腦網路多媒體特性的認知。 

整體而言兒童對 TumbleBook 的內容形態有多元的認知，包括繪

本、網頁與遊戲。會動的繪本是多數兒童傾向看待 TumbleBook 的角

度，而網頁與遊戲的看法則顯示兒童的觀感會結合他們在電腦網路媒

體的使用經驗，並且與多媒體性質的認知相連結。 

（五） 兒童可以綜合吸收 TumbleBook 的內容，同時展現閱讀的層

次性 

兒童認為 TumbleBook 的動畫、聲音、圖畫以及內容的故事劇情

都很有吸引力，對於 TumbleBook 的內容可以進行綜合性的吸收，同

時注意文字內容、圖畫美感與趣味以及聲音動畫，並不會只重視聲光

效果的刺激，而是會將多媒體與故事內容雙方的趣味加以結合感受。

可能是因其都具備一般紙本閱讀的基本素養，在紙本書的閱讀上亦有

充分經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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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對於 TumbleBook 內容的注意會先從聲光效果進而轉移到實

質內容上，繼聲光效果之後，兒童對特定 TumbleBook 心生喜好的理

由亦無法脫離故事內容，同時會有與個人經驗結合的共鳴，表現一種

不單是瀏覽表面，而有層次性的閱讀形態。 

（六） 兒童喜好 TumbleBook 的模式是其紙本繪本閱讀經驗的延伸 

兒童會將其閱讀紙本童書的喜好模式延伸至 TumbleBook 閱讀情

境中，重複閱讀的熟悉感，自身情感因素包括興趣、生活經驗、能力

與專長、願望或夢想都會影響其閱讀 TumbleBook 的共鳴，而引發其

喜好。 

（七） 親子對紙本童書與電子童書的選擇態度不同 

家長認為必須先建立紙本閱讀基礎才適合讓兒童接觸電子童

書，並主張相同內容的紙本童書與電子童書兩者結合，反覆閱讀。兒

童會衡量兩者適宜的使用時機，當電子童書具備與紙本童書的區隔

性、相同內容的紙本童書無法取得、能藉機娛樂又滿足家長教育時，

兒童便可能傾向使用電子童書。 

（八） 家長在 TumbleBook 的內部閱讀情境介入不深，並未表現親

子閱讀 TumbleBook 選擇上的意見差異。 

TumbleBook 是家長評估符合內容安全要求而允許兒童使用的軟

體，在已有外部控制，並確知兒童沒有接觸到危險內容後，家長對兒

童閱讀的介入便會減少。一般情況下兒童使用 TumbleBook 是自主閱

讀，家長於兒童需要幫助時才會介入協助，否則多以從旁觀察為主，

不會刻意中斷兒童的閱讀。家長會了解兒童在功能使用上的需求，但

是不一定會和兒童分享每一本 TumbleBook 的內容，因此親子對閱讀

媒體的意見衝突在此情境並不可見，但是在 TumbleBook 以外的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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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卻是存在的。 

（九） 家長認為應適度加以引導 

家長皆肯定兒童閱讀 TumbleBook 需要引導，除了建議學校引導

之外、家長給予條件交換，親身進行鷹架示範，介紹使用方式，解說

內容，互相討論是目前實施中的引導做法。 

二、 兒童及家長閱讀 TumbleBook 之需求要素 

（一） 兒童對 TumbleBook 的需求為趣味性、閱讀流暢性及新穎性方

面的加強 

兒童希望 TumbleBook 加入圖畫部份的互動設計，讓互動熱點提

供更多閱讀樂趣，也經由自身的比較，希望旁白配音風格能多增添生

動活潑、高低起伏的演出，是為趣味性方面的需求。此外也希望

TumbleBook 能就本國讀者閱讀英文可能產生的問題情況增添較貼心

的相關功能—包括加入中文翻譯、速度可自由控制、版面字數不要太

多，以滿足兒童閱讀的流暢性需求；最後則希望 TumbleBook 持續更

新繪本，滿足兒童對內容新穎性的需要。 

（二） 家長對 TumbleBook 的功能需求來自對兒童需求的了解，雙

方落差小。 

家長會注意兒童使用過程中發生的問題，並順應兒童的情況提出需

求，希望 TumbleBook 在聲音速度與分段播放功能上的製作更人性化，

並提供故事內容的中文翻譯，提升趣味性，減少版面字數，改善目前程

度分級的方式，擴充繪本內容並維持連線的穩定。與兒童提出的需求幾

乎沒有差異，顯示家長對兒童的基本使用功能需求都很了解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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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討論 

綜觀上述親子閱讀 TumbleBook 之情境與需求因素，可以發現兒

童閱讀電子童書的實際情形與文獻探討結論或有吻合，迥異情形亦相

當顯著。具備紙本閱讀基礎的兒童確實可以順利吸收 TumbleBook 的

多元訊息，於閱讀喜好及個人意義的產生上也絲毫不遜於紙本童書所

能賦予的。相對於幼兒來說，這些中高年級生在使用電腦媒體閱讀方

面的表現成熟而不需成人擔憂；但或許也正因為他們是中高年級生，

是一群在閱讀上經驗豐富並有自主性的孩子，才會產生一些更令其煩

惱的問題。最值得注意的便是語言造成的隔閡，兒童在中文書方面都

沒有閱讀障礙，也都開始能享受從文字中進一步想像的樂趣，圖畫對

其而言不再是唯一的訊息管道，即使仍舊樂意欣賞圖畫，對開始重視

文字內涵的他們來說，為何會如此在意自己是否能理解故事，其理由

似乎不難推敲。亦無怪乎在遇到理解上的困難時，有些兒童會有如此

明顯的挫折感了。 

其次，國外文獻中預設的兒童媒體需求選擇立場和成人對立，流

行文化對兒童有其重要性的情況，在本研究中雖然也存在，但和家長

的影響相較反而變得弱勢，在 TumbleBook 的閱讀情境中更完全消失

了。反而是在一般閱讀情境中，家長的用心讓兒童在閱讀習慣的建立

上有很好的鷹架。研究對象在背景閱讀情境上的單純傾向並非研究者

事先所預期的，愛看書的兒童也能接受 TumbleBook 這樣的媒體，然

而換個情境，電視看得多、深受流行文化影響的兒童對於 TumbleBook

這類電子童書的需求，想必會大大不同。基於研究時間和研究限制，

許多在訪談過程中發現的問題尚有待後續研究完成，這些問題將於第

四節後續研究建議加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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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論 

根據以上總結探討，回應第一章根本的研究問題，提出具體研究

結論如下： 

一、 兒童使用 TumbleBook 之主要動機為「帶有娛樂性的學習」

與「滿足閱讀需求」。 

二、 兒童平日媒體經驗多元，紙本閱讀經驗充分，其閱讀興趣

受家長、老師與同儕影響，但選擇取決其自我判斷，閱讀

過程中樂趣的體會亦屬一種個人化思考活動。  

三、 兒 童 會 將 個 人 閱 讀 紙 本 童 書 之 喜 好 模 式 延 伸 至

TumbleBook 的閱讀中，能充分玩味故事內容，並不會只

重視聲光效果的趣味性。 

四、 兒童認為 TumbleBook 吸引人之因素包括動畫有趣、聲調

活潑生動、畫面具備藝術性及探索性、以及故事內容詼諧

有趣。 

五、 兒童對 TumbleBook 童書產生偏好的原因來自內容本身之

趣味性，重複閱讀的熟悉感，以及自身情感因素包括興

趣、生活經驗、能力與專長、願望或夢想。 

六、 兒童平日閱讀依然以紙本童書為主，基於其使用電腦有限

制、網路上類似產品眾多、上網時還有其他目的等緣故，

閱讀 TumbleBook 是整體情境中隨機的選擇。  

七、 兒童可以接受紙本童書和 TumbleBook 兩者的優點，並衡

量適宜的使用時機；傾向使用電子童書的情況為：電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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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具備與紙本童書的區隔性、相同內容的紙本童書無法取

得、能藉機娛樂又滿足家長的教育期望。 

八、 兒童期望 TumbleBook 加入的項目包括：圖畫部分的互動

熱點、旁白配音的加強、內文中文翻譯、播放速度控制功

能、持續更新繪本、以及減少版面字數。 

九、 家長願意讓孩子使用 TumbleBook 是從教育上的期望出

發，希望藉 TumbleBook 的趣味性讓兒童耳濡目染、漸進

學習，傾向將 TumbleBook 當作孩子英文學習的輔助工

具，故不要求顯著功效。 

十、 家長促使、引導孩子閱讀使用 TumbleBook 的方式包括給

予條件交換、示範、介紹、解說、討論，或者交由學校引導。  

十一、 家長讓孩子使用 TumbleBook 主要擔憂電腦閱讀影響視力

與閱讀習慣，認為應以紙本閱讀為主，電子閱讀為輔。 

十二、 家長與兒童在選擇 TumbleBook 提供之童書時鮮少出現意

見差異或衝突的情況。 

十三、 家長能夠充分掌握孩子使用 TumbleBook 時的操作功能需

求，至於對孩子在內容上的興趣喜好了解則較不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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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藉由對兒童閱讀 TumbleBook 整體情境的了解，

從服務、教育與設計三大方面提出建議，以供相關人士做為參考。受

限於借鏡範本— TumbleBook 的性質為網路電子童書，以下提出的建

議主要也從網路電子童書的觀點出發。 

一、 給服務提供者的建議 

（一）國內電子童書代理商引進英文電子童書時宜評估內容難度，考

量對國內消費者群的適用性，並盡可能提供程度分級參考標

準，讓讀者在閱讀上能各得其所。 

本研究受訪兒童的英文程度差異大，也反映出直接由國外引進的

英文電子童書，其原本的程度分級對國內兒童並不是很適用。代理廠

商宜評估國內兒童學習英文的實況，重新提供一份適用的程度分級標

準做為參考。 

（二）電子童書出版廠商應持續更新線上童書資源，可再加入讀者所

熟悉的經典或名家繪本，促成經典作品的電子化。 

兒童與家長對於網路電子童書的新穎性皆十分重視，因此出版商

應隨時注重線上內容的更新工作，提供讀者新的電子童書。同時一些

膾炙人口的舊作品也是讀者希望再次閱讀的，若能取得版權將其以生

動活潑的電子童書形式呈現，必定能吸引大小讀者的使用。 

（三）學校、圖書館等連線服務提供單位應維護伺服器的穩定，提供

高速傳輸，避免無法登入或下載等待過久的狀況消磨讀者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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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暢的連線與穩定的檔案傳輸是影響讀者使用網路電子童書態

度的重要因素，學校、圖書館等連線服務提供單位應重視連線的品

質，盡可能將網路塞車或伺服器當機等惱人狀況的發生率降到最低，

才不致影響使用率。 

二、 給教育者的建議 

（一）家長和老師應以兒童靜態閱讀習慣的培養做為電腦閱讀的前

提，建立良好的閱讀基礎才能更加順利地使用電子童書。 

紙本童書和電子童書各具其優點，兩者互補將能使兒童收穫更加

豐富，但在使用上仍應配合兒童發展而有先後次序，須先從小培養靜

態閱讀的定性與習慣，家長在閱讀方面的身教也非常重要。待兒童成

為有能力的讀者，能夠自己閱讀並獲得樂趣之後，再使用電子童書作

為輔助工具。 

（二）家長和老師應對兒童閱讀電子童書提供適時的引導和支持，並

鼓勵兒童發展個人的使用策略。 

兒童面對不熟悉的媒體環境大多有自我摸索的能力，然而當其遭

遇困惑時，家長或老師的協助便非常重要，特別是媒體效果較豐富的

電子童書。兒童本身先備的閱讀能力是應一併考慮的，事實上電子童

書的聲光效果對兒童的吸引力不必然大過故事內容提供的趣味，若兒

童具有良好的紙本閱讀基礎，會較能綜合吸收電子童書在聲光與實質

內容上的樂趣。只要他們樂意閱讀電子童書，家長和老師不需過度擔

憂迷失或理解問題，只要從旁觀察，在需要時給予指導即可。 

（三）家長和老師應注意電子童書內容的難度及其適合的年齡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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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造成兒童閱讀上的挫折感。 

提供適合兒童目前閱讀程度的電子童書對初學者而言特別重

要，家長和老師在促使兒童閱讀電子童書前應先評估其內容難度是否

能為兒童所接受，以免一開始便讓孩子覺得看不懂，這樣的挫折感亦

會影響到接下來繼續閱讀的意願。 

（四）紙本童書及其電子版本的配合使用，有助於加深兒童對內容的

印象及內化吸收，宜引導兒童反覆閱讀。 

童書有紙本與電子兩種形式時，綜合讓兒童接觸可以讓他們感到

既熟悉又驚奇，自己看過的繪本居然在電腦上動了起來，會是十分迷

人的媒體經驗。再透過兩種不同文本間的反覆閱讀，便能讓兒童對於

故事內容更加熟悉，也更容易成為長久的記憶，是相當值得一試的作

法。 

（五）圖書館扮演資訊篩選者的重要角色，應繼續努力為讀者選擇蒐

集理想的電子童書資源。 

在網路資訊氾濫的今日，許多家長與老師對於網路資源多少都抱

持警戒的態度，擔心對兒童有害；但是對圖書館蒐集的館藏卻感到相

當信任。圖書館所選擇購買的網路電子童書不僅能夠免費連線登入，

亦可以給予家長和老師內容無礙的安心感而願意讓兒童使用，對於讀

者的閱讀與學習都非常有貢獻，應繼續致力提供這樣的服務。 

（六）圖書館可將電子童書結合入常態舉辦的閱讀推廣活動中，以促

進並教育讀者使用電子童書館藏。 

圖書館欲增加電子童書館藏的使用率，可於常態性之閱讀推廣活

動如兒童讀書會、親子讀書會中加入電子童書作為閱讀材料，並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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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讀者使用方式。如果有和電子童書相同內容的紙本館藏，亦可藉

機鼓勵讀者借閲，獲得不同的閱讀體驗並交相反覆閱讀。 

三、 給國內電子童書設計者的建議 

（一）電子童書之內容與呈現形態應能互相契合，其設計方向應依照

使用導向加以區分。 

電子童書的設計形態會影響讀者如何接收訊息，因此無論是以學

習、閱讀或其他目的為主，電子童書應在設計上彰顯及區分其特性，

使不同的使用目的都達到最好的吸收效果。 

（二）電子童書應提供人性化的功能設計 

設計者製作時，宜揣摩閱讀情境或學習情境中，使用者可能產生

的需求、原本的閱讀習慣或是人在適應媒體環境的彈性空間等情境要

素，使電子童書的操作盡量貼近人性需求，避免不合適的設計引起干

擾或使用不便。此外亦應注重播放速度適當、版面閱讀舒適、動線設

計清楚、指示明確易懂、程式運作順暢及有效的人機互動等條件。 

（三）有故事性的電子童書，在設計上宜先顧全故事內容主線之發

展，再輔以聲光效果作為點綴，提升趣味性。 

兒童閱讀一本故事書主要還是希望理解並體會其內容，電子童書

即使有其他聲光效果的刺激，還是必須以內容的完整傳達為優先。因

此內容本身的故事性應夠強大，能夠表達有意義的主旨。若形態主要

是電子繪本，其靜態插圖的部份除了藝術性之外，也應具備意義性，

讓兒童有自行解讀或是想像的空間。人聲配音以清晰生動為佳，音

效、音樂及動畫則可發揮點綴效果，特別是動畫效果可與插圖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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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線索相結合，可使兒童的好奇心藉由這種動態效果獲得更大的樂趣

回饋。但須注意不宜喧賓奪主，遊戲或小測驗等附加功能也應與故事

主體分軌設計，避免讓過多的超連結節點導致兒童在閱讀過程中跳脫

故事主線，甚至迷失。TumbleBook 在閱讀功能上的設計，值得國內

中文電子童書做為開發時的借鏡，期望看見類似中文產品的出現。  

（四） 童書的電子化應達到與紙本的區隔效果，才容易吸引兒童使用。 

目前國內有若干電子童書網站（如中華兒童叢書）提供過去出版

之兒童讀物的電子全文，其中有些會搭配簡單的插圖或動畫，閱讀設

計相當類似於網頁的呈現。雖然呈現故事意涵是重要的，但如呈現方

式過度平淡，甚至只是將紙本的內容原封不動地搬上電腦螢幕，用網

頁或 PDF 捲動觀看，反而無法發揮電子童書的多媒體潛能，也較不

易吸引讀者閱讀。是以電子童書在設計上還是應該善加利用多媒體的

趣味性，才能帶給兒童讀者煥然一新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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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節就本研究力有未怠之處，對後續研究提出幾項建議，希望能

收拋磚引玉之效，讓電子童書相關領域的研究更加充實： 

一、 量化研究 

本研究為小範圍之質化研究，未來對於多數兒童使用電子童書的

量化意見蒐集分析，將有助於整體事實的了解，並可針對不同的因素

做交叉分析比對，使研究更具客觀性與效度的要求。 

二、 學習導向 

本研究以閱讀為主要方向，故無法從學習面提出精闢的論述，對

於同類型的英文電子童書，可針對其在學習情境中的因素再做探討。 

三、 低年級讀者研究 

本研究以國小中高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該年齡階段的兒童

雖然意見表達成熟，卻已開始轉向以文字書籍的閱讀為主，而低年級

兒童對繪本接觸較多，對此類電子童書的興趣表達也很直接，如何透

過適當的引導方式獲知低年級兒童對電子童書的需求，也是可進行的

方向。 

四、 不同族群讀者的使用比較研究 

本研究選擇之研究對象具有紙本閱讀經驗豐富的先決條件，但是

電子童書的需求情境在電子媒體閱聽經驗豐富的兒童身上結果很可

能不同，因此亦值得針對不同族群、不同特性的讀者進行使用比較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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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電子童書設計形態與使用者反應關係的比較研究 

電子童書如何設計，使用者便如何使用，除了 TumbleBook 的繪

本形態尚有許多其他設計形式，而這些設計會如何影響讀者的使用情

境，亦可作為日後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