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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訪談大綱 

（一）兒童第一回合訪談大綱（使用期間：2006 年3月底—2006年5月初） 

 先備閱讀經驗 
1. 平常比較喜歡閱讀哪些類型的媒體？ 
2. 平常比較喜歡閱讀的題材？ 
3. 有特別喜歡的作品可以分享嗎？誰比較容易影響你對它的喜歡？ 
4. 會不會自己上網？有上網大部分看哪些網頁或做些什麼？ 
5. 大多在什麼情況下上網？ 
6. 哪些是家裡會「不準你看」或「不準你看太久」的？ 
7. 有在校外學英文嗎？比較常碰到的英文媒體是哪些（課本/故事/卡
通）？ 
8. 承上題，英文的媒體裡面你喜歡的是哪些？不喜歡的是哪些？ 

 Tumble 閱讀背景 
1. 請說說你最早接觸到 Tumble 故事書的緣由是什麼？是在什麼時候的

事？ 
1.1 介紹使用 Tumble 的來源：老師/家長/同學/朋友/自己搜尋/其他 
1.2 最早接觸 Tumble 的原因是：學校(補習班)作業/ 自己有興趣/ 其他

2. 在接觸 Tumble 以前有用過其他的電子故事書嗎？ 
3. 除了 Tumble 以外平常是不是也會看英文的故事書？ 
4. 描述一下你平常閱讀 Tumble 故事書時的情況，像是一起看的人、

閱讀的時間或者你會邊做些什麼事情？ 
5. 你覺得自己現在主要是為了什麼而來使用 Tumble 故事書的呢？ 

 Tumble 閱讀喜好需求 
1. 跟看書或看電視比起來，像 Tumble 這樣在電腦上看故事書有些什

麼不同的感覺？比較喜歡哪一種或者什麼時候會比較喜歡用 Tumble？ 
2. Tumble 故事書有很多種功能，從完全沒用過到現在，你覺得自己學

到了很多？或是還有很多覺得不容易、不習慣的地方？ 
3. 你比較常用或比較喜歡 Tumble 故事書的哪些功能？相反地，哪些

功能你覺得最沒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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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覺得 Tumble 的故事書哪個地方讓你覺得跟看電視或看書最不一

樣，是你覺得他最特別最有趣的？  
5. 如果可以，你還希望 Tumble 故事書加入哪些功能？ 
6. 看過 Tumble 這麼多故事書，請介紹幾個你印象最深的故事來聽聽，

不管喜歡的或討厭的理由都可以。 
7. 你會喜歡或排斥這些故事有沒有受到誰的影響？ 

最後，你覺得 Tumble 故事書是什麼呢？ 

 

（二）兒童第二回合訪談大綱（使用期間：2006 年5月中—2006年5月底） 

 先備閱讀經驗 

1. 平常比較喜歡閱讀哪些類型的媒體？ 

2. 平常比較喜歡閱讀的題材？ 

3. 有特別喜歡的作品可以分享嗎？誰比較容易影響你對它的喜

歡？ 

4. 會不會自己上網？有上網大部分看哪些網頁或做些什麼？ 

5. 大多在什麼情況下上網？ 

6. 哪些是家裡會「不準你看」或「不準你看太久」的？ 

7. 目前英文在你生活中的角色是學習的科目或是其他？ 

8. 你接觸英文的管道主要有哪些？ 

9.  目前接觸過的英文媒體裡面你喜歡的是哪些？不喜歡的是哪些？ 

 Tumble 問題 

1. 第一次接觸到 Tumblebook 的時間 

□ 一個月內 □ 半年內 □ 一年內 □ 一年前 

2. 你是從何處得知 Tumblebook： 

□ 老師 □ 家長 □ 同學 □ 朋友 □ 其他（請說明） 

   

3. 除了 Tumblebook，是否用過其他的電子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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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4. 你通常是自己閱讀 Tumblebook 嗎 

□ 是 □ 否（會跟誰一起看） 

5. 平常比較可能閱讀 Tumblebook 的時間是？ 

6. 你使用 Tumblebook 最主要的目的是： 

□ 學習 □ 滿足閱讀的需要 □ 娛樂 □ 其他（請說明）  

7.   對你而言，看Tumblebook的感覺比較類似哪一種你所熟悉的媒體？ 

□ 圖畫書 □ 電視卡通 □ 網頁 

8.   Tumblebook 哪個地方讓你覺得跟看電視或看書最不一樣，是你

認為最特別最有趣的？ 

9. 你覺得 Tumblebook 的故事內容對你而言 

□ 很簡單 □ 還好 □ 有點難 □ 太難 

10. 在 Tumblebook 提供的各種內容中，你比較常用的是：（多選） 

□ 英文繪本 □ 遊戲與拼圖 □ 他國語言繪本（非英文） 

□ 英文短篇小說（Tumble Readable） □ 其他 

11. 針對 Tumblebook 的操作方式，請問你的看法： 

 　自動或手動播放模式比較偏好哪一種？  

 　版面整體看起來是否舒適？會不會有視覺負擔？ 

 　Word Help功能的聲音操作部分，斷句的部分是否覺得有問題？ 

 　面板上的按鈕功能夠不夠清楚？有沒有比較難懂難用的

部分？ 

 　剛開始用遇到用不習慣的地方，會怎麼辦？ 

12. Tumblebook 的多媒體功能之中，請問你比較重視哪個部分？ 

□ 圖畫 （哪種圖畫風格你比較喜歡？） 

□ 聲音  

□ 動畫 （你覺得電子故事書的動畫應該做到哪種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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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對 Tumblebook 的互動功能有什麼看法？ 

 　文字與聲音部分的互動性對你的英文學習效果 

 　是否希望圖畫部分嵌入更多互動連結？ 

14. 如果可以，你還希望 Tumblebook 加入哪些功能？ 

15. 你覺得你之後可能對 Tumblebook 產生厭倦嗎？如果會，是因為

什麼理由？ 

16. 請介紹你所喜歡的 Tumblebook 故事。 

 　你會喜歡這(些)故事是否會受到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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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長訪談大綱 

 Tumble 閱讀背景 

1. 得知 Tumble 的管道是什麼？讓孩子使用是否有什麼期望？ 

2. 孩子對 Tumble 是否有興趣？是否會想怎樣讓他願意去使用

Tumble？ 

3. 在使用 Tumble 時是否會陪同？共讀過程通常如何進行？  

4. 在 Tumble 以外有讓孩子接觸其他的電子童書嗎？ 

5. 平常是否就會讓孩子多接觸英文的童書？如何引導其閱讀之？ 
 對 Tumble 的看法 

1. 讓孩子使用電腦閱讀，會不會擔心他就此對普通的書失去興

趣？或者帶來其他較負面的影響？（例如視力問題、電腦操作

問題） 

2. 承上題，如何因應這些顧慮？  

3. 與其他媒體相較，您的孩子對於 Tumble 的喜好程度高不高？ 

4. Tumble 目前的設計您認為理想的部分有哪些？反之認為應再充

實改進的部分有哪些？ 

5. 會不會在 Tumble 提供的若干作品中為孩子做選擇？如果會，考

量的因素是？  
 親子對 Tumble 的閱讀意見比較 

1. 您的孩子在使用Tumble時是否遭遇到不適應及使用困難？您是

否能夠解決這種情況？ 

2. 您的孩子是否偏好Tumble中的某些特定功能？您認為這與他個

人的特質是否有所關聯？ 

3. 您的孩子是否特別偏好Tumble中的哪些作品？您認為這些偏好

與他的成長過程是否有所連結？ 

4. 在Tumble提供的童書中您個人覺得理想的作品有哪些？您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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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影響孩子也接受這些作品？與孩子實際上的偏好是否有差

異？ 

5. 您如何看待孩子對 Tumble 的使用反應？跟您當初讓孩子使用

Tumble 的期望有沒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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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意願調查表 
 

Tumble Book 使用意見訪談說明書 
 
WHAT IS TUMBLE BOOK? 

 TumbleBooks 為加拿大知名之電子書商，提供互動式動畫版電子書，並採

用真人正統美語發音，內容生動有趣 

 收錄超過 100 本之生活趣味之英文繪本，內容由淺至深，並標示閱讀等級 

 提供多國語言，使用介面包括英文、西班牙文、中文 

 六種資源寶藏，提供您探尋 

 

Tumble 

Books  

(電子書) 

Tumble 

Puzzles  

(拼圖) 

Tumble 

Games  

(線上遊戲) 

Tumble 

Quizzes  

(測驗) 

Teachers 

Resource  

(教案) 

Non-English 

Resource  

(非英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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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單位：包括 Cambirdge Library、Muskingum County Library、Park 

Ridge Library、Hams County Public Library、北市圖、北市師、竹師、

海洋大學、中國技術學院、靜宜大學、美國在台協會…等 

 使用方式：年訂費制。Internet 連線使用，IP 範圍內不限使用人數。 

 以台北市立圖書館為例，至市圖首頁「電子資源」，進入頁面後點選

Tumble 兒童電子書，於跳出之登錄視窗中輸入閱覽證號及個人借書密

碼(通常是生日四碼)即可登入。 

(資料來源: 文崗資訊 http://www.apexi.com.tw/product/tumble.html) 

 

親愛的家長您好，我是台灣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二年級學生，

正在進行「親子對英文電子童書之閱讀情境與需求研究—以 Tumble 電子

童書為例」一題之碩士論文研究。論文主要將針對 9 歲至 12 歲，已經有

使用過以上介紹之 Tumble 電子童書的兒童進行訪談，同時也將進一步訪

問家長，以比較成人與兒童雙方對 Tumble 電子童書的意見差異。訪談主

要希望透過面對面聊天的方式，了解家長和小朋友使用 Tumble 電子童書

的經驗和感受。小朋友和大人部分的訪問將會分次進行，每次訪談時間原

則上將在一小時之內，結束後將贈與實用小禮物致謝。 

如果您樂意協助這份研究，請填寫下列基本資料與連絡方式。非常感

謝您的撥冗配合，藉由您豐富的經驗，將使本研究得以順利進行。誠摯感

謝您的熱心參與！最後，敬祝    健康快樂 

 

國立師範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研究生    陳乃瑋  致謝 

指導教授 陳昭珍  老師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聯絡電話：0928510546 

(02)23922589  

E-mail：69315011@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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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料  

1.兒童性別 □ 男 □ 女   

2.就讀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3.家長身分 □ 父親 □ 母親 □ (外)祖父 □ (外)祖母 

 □ 其他                                                    

二、聯絡方式 

家長姓名： 

聯絡電話：  

方便聯絡時間：□上午  □下午  □晚間   點以前 

Email(可不填)：  

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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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兒童個案閱讀背景簡介 

 Stefi 

Stefi 是研究者參與北市圖 Dear 英語親子讀書會時所認識的故事

媽媽之女。每次讀書會上幾乎都可以看到 Stefi 的身影，在旁邊協助

讀書會上的各項事務，是母親的得力助手。Stefi 本身非常喜歡閱讀，

看書是其課餘一大樂趣，其他生活消遣還包括鋼琴、游泳、打毛線等

活動。在日常閱讀中以少年小說為主，對各種主題都有興趣，喜歡的

作品也很多，例如《洞》、《小河男孩》等書，或是偵探小說。「新書

我都會去看一下，例如小魯跟小兵出版社的新書。」（Stefi）對掌握

新書資訊相當積極，IE 瀏覽器設的首頁是博客來的網站，上網的時

候通常會順便去注意一下新書訊息，當有想看的書時，會先去看看簡

介大意再買或去圖書館借。Stefi 也喜歡看漫畫與卡通，《名偵探柯

南》、《萬人迷與小討厭》是她喜好的作品，卡通部分則是《珍珠美人

魚》。唯一較令 Stefi 感到排斥的是恐怖故事，因為會讓她做惡夢。 

Stefi 表示自己會喜歡一個故事常常是因為可以去理解並體會主

角的感覺，且幾乎看任何書都相當容易入迷，那是一種出於自發，不

會受他人影響的喜歡。他人（如母親或同學）介紹的新書，或是同儕

間流行的話題電視節目，例如班上同學都在看的卡通《珍珠美人魚》，

最後喜不喜歡 Stefi 還是要靠自己判斷。看完好書後的心得，Stefi 最

主要的分享對象是母親，母親會藉著問她：「你看了什麼？」來和她

互相討論讀書心得，母女兩人在看書上從未有意見不合過，Stefi 表示

母親買的書她都喜歡看，不會沒有興趣。除了母親，幾個比較要好的

同學也會透過 email、即時通交換閱讀訊息， TumbleBook 也是經由

這種相互告知的方式而接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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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臻 

小臻與弟妹一同參加北市圖的 Dear 英語親子讀書會，因而有機

會與研究者相識，身為長姊，她給人感覺從容穩重，且能有條不紊地

表達自己的意見。小臻的母親平時非常注重孩子國文素養的培育，每

天規定時間背論語、孟子、古文觀止等書，自己也一定在旁陪讀，並

且熱心地自己開設社區兒童讀經班，藉由這種最傳統直接的閱讀方

式，希望在孩子記憶力最強的時候，將中國文學的精髓透過背誦銘記

於心，即使還不是完全懂得其義，但因為兒時有過紮實的背誦訓練，

已經深深內化，日後不僅在行文時得以運用自如，更能深刻體會本國

文化的精神，在學習外語、與世界接軌的時候，也才能將自己的中心

思想向外推廣，而非一味地接收外來的價值。母親的身教對小臻的閱

讀興趣起了很大的影響，小臻平日會涉獵大量的中國古典文學，如《紅

樓夢》、《三國演義》、《西遊記》、《鏡花緣》等古典小說原著，最喜歡

的是金庸的武俠小說，徜徉於中國文學的世界中對她而言是很大的樂

趣，確定自己對這方面的興趣之後，小臻決定以後要選讀中文系。她

認為古典小說最吸引人的部分是複雜的人物與起伏的情節，以及優美

的文字。 

除了中國文學之外，小臻在其他題材方面的閱讀亦持有廣泛興

趣，例如她也看《三國志》的漫畫，認為不同的作品形式各具特色，

她也都能分別去享受不同的閱讀樂趣。「三國志的小說跟漫畫你會比

較喜歡哪種？」（問）「我覺得都很好看，因為漫畫是你可以去看那個

圖然後知道情節，小說的話是文字比較優美，敘述比較多。」（小臻）

紙本書籍之外，她也喜好欣賞外國影片，喜歡的作品有《神犬也瘋

狂》、《哈利波特》等。 

小臻交換閱讀心得的對象是以同學為主，同學也會影響到自己對



 166

一部作品的喜歡，跟比較要好的兩三名同學會互相聊書的話題，討論

書中的故事情節與人物；如再廣泛一些則還會討論大多數同學都會看

的卡通跟電視連續劇。對小臻而言，書的吸引力比較大。即使無法跟

非常多人分享，也不至於感到掃興，她比較偏好獨自閱讀，然後跟真

正懂得的人分享書的意思。電視上的節目主要是週末才會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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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瑩 

阿瑩是一個相當具有藝術天份的女孩，母親說她特別富有色彩搭

配上的美感，甚至家人的穿衣都會參考她的意見。在閱讀方面阿瑩偏

好圖文並茂的繪本，她表示自己在看故事書的時候比較重視圖畫，喜

歡開朗的畫風；不需文字，單從圖畫便能夠傳達強烈訊息讓人理解的

繪本也是她較喜歡的，例如幾米的作品，她覺得：「不會畫得很複雜, 

比較容易了解。」同時她還會注意圖畫的顏色、明暗、線條等條件還

有整體風格是否符合美感，要是畫得不漂亮就比較不會青睞。此外故

事性本身也很重要，「幾米的故事內容…到最後結局都不錯。」由於

幾米作品的這些魅力，目前阿瑩最喜歡的一本書便是其近作《藍石

頭》。另外諸如《哈利波特》、《少年 PI 的奇幻漂流》等小說，或是卡

通《火影忍者》她都喜歡。 

根據母親透露，曾在阿瑩幼年時做過指紋測驗，得知她屬於運動

型兒童，對於週遭事物的學習一定要透過實地的操作才能達到效果，

光從看與聽比較不能理解，同時亦較不擅於抽象思考；但是在彈鋼琴

或美勞方面卻都十分手巧，因此阿瑩也喜歡食譜、咖啡沖泡法等家政

類書籍，母女兩人在這方面具有同樣的喜好，會互相討論或一起製

作。然而對作品的接受度阿瑩並不會完全被影響，媽媽希望她也看的

茶道相關書籍，她往往興趣缺缺。 

阿瑩表示喜歡任何作品往往還是靠自己評估判斷，其交流心得的

對象主要為母親和同學。 



 168

 小毓 

小毓是一位有資優傾向的兒童，母親形容他很好動，幼時有過動

傾向，但同時閱讀量也很大，閱讀是可以讓他從極度好動中靜下來的

方式。小毓認字時間很早，五、六歲起已經開始閱讀小說，當時便接

觸到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哈利波特》，母親說其閱讀程度約超齡兩年，

小毓本人也表示現在偏好文字為主的書。訪談過程中會感覺他雖然還

是名年僅九歲的小孩，在談吐與用詞上卻頗為成熟，像是一位小大人。 

小毓的特殊興趣是研究昆蟲。各種昆蟲的名稱、特徵他幾乎皆能

脫口即出，還隨時掌握最新的品種資訊，儼然是一位昆蟲小博士，更

立志要考台大昆蟲系。家長對於他的興趣也很支持，會帶著他到著名

昆蟲棲息地帶遊歷，親身體驗昆蟲真實的生態。小毓在家中飼養了很

多品種的昆蟲來觀察，還會自己製作蝴蝶、甲蟲的標本。在昆蟲相關

資訊的蒐集上當然也非常積極，平時下課時間會至學校的圖書館翻閱

報紙、書籍或圖鑑上的昆蟲消息，或者看相關網站，累積的昆蟲消息

剪報已經整理成厚厚一整本，足見小毓的投入。 

然而基於資優特質，小毓有大量閱讀的需求，母親說：「他的腦

袋就是要給很多東西才可以。」所以除了昆蟲這項特殊興趣以外，文

學類與其他各方面的主題也都涉獵，閱讀範圍十分廣泛，除了書以外

也看很多報紙和網站。 

由於小毓的閱讀能力比較強，大部分同學和他閱讀的書都不太一

樣，但是小毓也不因此覺得寂寞，倒是很習慣獨自閱讀的樂趣。不過

他很喜歡和父親甚至父親的朋友一起討論昆蟲，或是一起去釣魚，「我

和爸爸兩個是家裡昆蟲最瘋狂的。」（小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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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翩翩與暄暄（姐弟） 

翩翩是一位個性活潑外向，且富好奇心的女孩，和個性比較斯文

安靜的弟弟暄暄正好形成明顯對比。根據父母親的形容，例如去遊樂

園玩的時候，翩翩總是很勇於挑戰刺激的遊戲，但是在姊姊很高興地

「衝啊!!!」去玩耍的同時，暄暄就會先站在旁邊看，看沒有危險了才

會跟進。姐弟兩人雖然有這樣的基本差異，卻也同時兼備能動能靜的

特質，可以長時間專注於有興趣的事物上而樂此不疲，因為家裡不看

電視，而且家長很用心營造閱讀氛圍買了很多書，姐弟兩人下課在家

就會看書、作美勞、玩捏麵人作為消遣，母親說在休閒時光中兩個孩

子完全可以自己玩，不太會麻煩到她。家中也常帶孩子出門接近大自

然，因為母親本身很喜歡花草蟲鳥，兩姐弟也受到影響，彼此之間常

常聊些關於動物的話題。 

姐弟倆在閱讀興趣上也表現出不同的喜好，翩翩比較喜歡的讀物

以偵探小說為主，偏好的作品是福爾摩斯系列的小說。暄暄是一位鳥

類小專家，能夠辨別多種複雜的鳥類並指出其名，喜歡閱讀相關書籍

如鳥類圖鑑，此外像是有關鳥類的報紙消息或影片，母親也都會幫他

留意選擇。除了各自專注的重點外，姊弟倆也樂於閱讀文學性的故

事，暄暄目前還在圖畫書與文字書並重的階段，喜歡世界名著童話如

《阿爾卑斯山的少女》繪本；姊姊翩翩就以文字書為主，兩人都很喜

歡的作品是《歌劇魅影》，家裡有音樂、影片和繪本，暄暄會跟媽媽

一起看完後各扮一個角色表演故事的內容，他們覺得音樂很好聽。 

在閱讀心得的分享方面，姊弟倆人主要會與同學交流而較少跟爸

媽談，因為大人看的書他們並沒有看，目前也都已經不需要家長陪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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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 

欣欣是一位喜歡閱讀也喜歡講話的女孩。就如其他同齡的兒童一

樣，欣欣喜歡有趣、能提供想像空間、浪漫…等和自己年齡喜好相近

的題材。平常除了大量的書籍，家裡也會看影片 MOD，喜劇類的影

片欣欣也很喜歡。在書的閱讀上以文字書為主，有故事性的少年小說

看得最多，且特別喜歡科幻、偵探的題材，偏好的作品是《羅馬少年

偵探團》還有漫畫作品《名偵探科南》。 

過去家長買過許多百科類套書放在家中，目的是希望欣欣對其他

主題—例如自然科學—的書籍也能多加涉獵，使閱讀的領域可以平

衡，而不過度偏重自己喜愛的文學類。但是隨著年齡的增長，孩子在

閱讀材料的選擇上越來越有主見，現在欣欣的閱讀材料主要來自老師

推薦還有自己蒐集，去圖書館借書也是重要的途徑之一。母親表示既

然現在孩子大了會自己選擇，基於經濟性的考量，會讓欣欣依照她個

人的喜好去借書，整體上傾向先借閱，看完喜歡再購買。 

對於自己喜歡的書，欣欣會和同學交換心得，也很主動地和母親

談論。覺得好的書她會主動告訴母親，更甚於由母親推薦給她，如果

母親覺得內容適合孩子，便會繼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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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恩 

恩恩對電腦特別有興趣，利用電腦閱讀在他而言自然很熟悉，「不

過書我也喜歡看。」承恩喜歡看什麼題材通常都與他當時的興趣直接

有關，母親形容承恩的特質是專注，一旦喜歡什麼事物就會很積極地

去鑽研，屬於比較深入型的閱讀方式。而從小到現在承恩的興趣也一

直在轉變，過去曾經專注於魔術、音樂、飛機與汽車、狗….等等主

題上，當時的興趣是什麼就會專注於該主題的書或其他媒體，而現在

最大的興趣就是電腦，因此喜歡看電腦相關的雜誌書籍或網站，研究

各種電腦的特色，同時也蠻喜歡科學類的主題。但是也因為恩恩專注

的特質，母親形容他在網路上找尋資訊時也不太會隨著超連結連到興

趣以外的地方去，因此比較不需要擔心危險性或迷失問題。恩恩跟父

親的感情非常好，在閱讀喜好上，父親對他的影響也很大，父子兩人

會互相交換討論有關電腦的意見，其他分享的對象還有父親的學生

（父親是大學教授），至於跟同學之間反而比較不常交流意見。「班上

同學大多聊遊戲，可是我對遊戲沒興趣。」只有一個同學跟恩恩興趣

較相投，「他也喜歡電腦，可是他最喜歡汽車…有段時間談電腦，但

汽車其實我也蠻喜歡的啊，就有段時間我很喜歡飛機和汽車…. 所以

我也很喜歡跟他談汽車，他也很喜歡跟我談電腦這樣。」喜歡跟氣味

相投的朋友分享心得。 

 孟孟 

孟孟課餘最大的興趣是漫畫，不僅喜歡看也喜歡自己畫。少女漫

畫、紙本或網路上連載的愛情小說她都很喜歡看。孟孟對漫畫相當有

熱情，儘管在家看漫畫會被母親唸，但是她還是會很積極地在班上找

尋同好，向同學推廣散佈喜歡的作品「我是我們班罪魁禍首啦…(笑)」

最喜歡日本少女漫畫家種村有菜的作品。除了漫畫之外，孟孟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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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圖畫書都有閱讀，如果是自己選擇，例如看小說時，通常她會

依照封面的圖畫風格是否符合喜好來選擇；但是會影響到她喜歡一部

作品的參考對象還包括父母親以及老師，如父母在看的小說《天使與

魔鬼》孟孟會跟著看，學校老師推薦的書大致也都符合她的閱讀喜

好。除此之外家裡也常看影片，主要是由父親買一些自己覺得不錯的

DVD 回來看，其中孟孟覺得最感人最喜歡的作品是《放牛班的春

天》，除了喜歡劇情之外，音樂好聽也是一大吸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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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佳 

佳佳是一位個性活潑外向，但也靜得下來看書的女孩。凡是新奇

好玩、活潑生動的有趣事物都比較容易吸引佳佳的注意，也因此，據

母親表示，她對新書的接受度很高。在其他活動方面同樣也表現了好

奇心旺盛的性格，通常熱情不會太持久，所以佳佳在學校參加很多活

動經常是一個換過一個；不過在閱讀方面，一旦有喜歡的書，佳佳反

而會重複不斷地閱讀而不感到厭煩。 

目前佳佳閱讀的題材主要包括兒童文學小說與勵志散文，劇情的

起伏和其中人物的關係最吸引她。因為在家是老大，母親形容佳佳有

一點點早熟，除了注意故事情節，也會很認真思考書中那些啟發性的

生命問題，故像是一些以社會寫實題材為主的兒童小說《生日快樂─

生命閃耀的瞬間》、《小殺手》等書她都很喜歡。最近喜歡的作品又添

加了《傲慢與偏見》，看完小說後還去看了電影，這種反覆吟味的熟

悉感也會加強她對這部作品的喜好；勵志散文部分則常看戴晨志的作

品；基本上佳佳喜歡與自己實際生活相近的題材，而圖畫書因為總是

很快就看完，已經比較少閱讀。 

佳佳有一個差四歲的弟弟，兩人在閱讀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因

此她通常是自己閱讀，但是會跟母親交換讀書心得，在學校「交換好

書」活動看到好書，回家都會叫母親一起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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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 

安安喜歡看書和玩網路遊戲。母親說從小陪安安讀書他都很配

合，可以坐下來看書，相對地差三歲的妹妹就沒有這種專注和意願，

而當時爸爸看書翻書的動作也引發安安的模仿，幼時很喜歡的繪本是

《十四隻老鼠系列》，會注意每隻小老鼠表情都不一樣很可愛。現在

閱讀也是安安課餘主要的消遣之一，都是自己閱讀，家長陪讀到三年

級，便開始從圖畫書轉換到以文字書為主。 

平常安安的閱讀範圍很廣，文學類、自然科學類的主題都有涉

獵，但母親表示其主要興趣是歷史類的故事。家中有買歷史百科套

書，擺在書櫃中隨手可得，因此安安常去翻閱，或許是這樣的環境影

響，他非常喜歡《三國演義》，除了閱讀小說，家長還買了 CD，讓安

安能反覆不斷閱聽；同時他也很喜歡看小魯的短篇歷史小說和《宰相

劉羅鍋》之類的長篇歷史劇集，在影片部分主要是由父親幫忙評估挑

選，如果內容正面，富有教育意義，家長皆很願意提供給孩子。在家

中要是兒童讀物看完了，安安也會閱讀父母看的書，例如母親推薦的

柏陽作品《中國人史觀》、父親看的管理學策略書籍，或者像是《省

錢大作戰》等內附插畫的非文學類作品。另外，由於母親十分注重國

文教育，背誦《古文觀止》便成為安安固定的功課，雖然本來不喜歡，

但後來發現有些篇章內容與自己熟悉的歷史故事重疊，便逐漸開始產

生興趣。 

安安表示喜歡歷史故事的原因是劇情有高低起伏，人物也很有吸

引力。自己偏好的或父母推薦的書，安安會和父母互相討論心得。平

常家長會帶安安去圖書館或書店看書借書，也會參考學校老師的介

紹，通常有了喜歡的書之後才考慮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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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兒童偏好之 TumbleBook 及理由 

詳見頁 176 至 190 之表格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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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Boomer Goes to School 

作者: Constance McGeorge  插畫: Mary Whyte 

出版商: Chronicle Books 

簡介 

講述黃金獵犬 Boomer 去主人的學校所發生的趣事，例如

打翻顏料罐、跟孩子們一起踢足球。懷特 (Whyte) 鮮明

的水彩畫生動捕捉小學生的活力，以及布莫初次體驗學校

生活的喜怒哀樂。現在，這隻可愛的狗也許能幫助初次上

學的小朋友們，舒緩緊張的心情。 

「如果搭公車看到狗常常就是會

暈車在睡覺，醒來就在那邊吵…可

是這隻狗牠不會像很多狗會吵鬧

亂叫，而且牠也蠻合作的…因為牠

去幫忙撿球的話，就可以有更多人

來參與球賽，讓遊戲更好玩…。」

「這隻狗就是很懂得如何讓人注

意為什麼牠會變成這樣。」 

「因為我想當獸醫。」 

Stefi 喜歡故事中的狗的角色，覺得

牠很懂事，能幫上人很多忙，跟生

活中看到的狗兒不一樣。主角

Boomer 的一舉一動都很吸引人注

意，因為自己的夢想是當獸醫，此

類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 Stefi 都蠻

喜歡。 

Stefi 

 

Crazy For California  

作者: Josh Bell  插畫: Julian Dormon 

出版商: Tumbleweed Press 

簡介：旅遊記者珊蒂非特及桑尼伯恩斯帶您展開橫跨「黃

金州」的瘋狂旅程，保證讓您終生難忘。  

「他故事就是湊得很緊、很爆笑，

然後變很瘋狂，本來不瘋狂的事他

也把它變得很瘋狂…。」 
「 一 般 你 不 可 能 衝 浪 時 在 報 新

聞，他就做出衝浪報新聞的那種感

覺…像這個也不太可能，他把無尾

熊的嘴巴畫得很大，好像瑪麗蓮夢

露…還有這樹這麼粗，粗到裡面可

以塞一條馬路…還有你看那個葡

萄你直接把它掛在上面，葡萄汁就

會自己流出來….」 

故事提供了超乎現實的想像空

間，把許多不可能的事情放在一

起，緊湊的情節表現高度的娛樂

性，且畫面上的插曲或線索很引人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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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Boomer's Big Surprise 
作者: Constance McGeorge  插畫: Mary Whyte 
出版商: Chronicle Books 
簡介：Boomer 的家裡來了新的小狗，Boomer 原以為他

在家中不再受寵，隨後 Boomer 就發現一屋二狗非難事，

因為新來的小狗不只是親戚，還是個新朋友。故事充滿溫

馨與幽默，對即將迎接新生兒的小朋友們特別有吸引力。

「其實我是看那故事裡有狗的…

因為我很喜歡狗，我會喜歡去看有

關狗的書啊 狗的東西…然後喜歡

看他的圖片哪…看他很可愛啊或

怎樣」 

 

因為對「狗」的形象有特別的偏

好，所以會尋找相關的題材。 

小臻 

 

Don't Forget to Come Back  
作者: Robie H. Harris  插畫: Harry Bliss 
出版商: Candlewick Press 
本書由兒童發展專家執筆，並由知名的紐約漫畫家繪製細

膩、詼諧又生動的插畫。以溫馨、生動，戲而不謔的筆調，

捕捉父母外出且保姆進門時，孩童內心五味雜陳的情緒。

在讀書會上面有看過 有被引導閱讀過、或是有閱讀同一

本書的紙本版本，會比較有熟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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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50 Below Zero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簡介 

傑森的爸爸會夢遊；而傑森發現他爸爸身處於最不可思議

的地方。這是由羅伯穆許 (Robert Munsch) 撰寫的經典

故事。 

「那個爸爸很白痴…打呼 ZZZ 很

大聲很好笑…配音跟動畫都很好

笑。」 

故事情節本身便有高度的趣味

性，搭配聲光效果將娛樂功能發揮

到極至。 

阿瑩 

 
Boomer Goes to School 

作者: Constance McGeorge  插畫: Mary Whyte 
出版商: Chronicle Books 

「我覺得那故事很有趣……嗯….

它的插圖也很漂亮。」 

「我覺得(狗搖尾巴的一幕)…它畫

出來這樣很好笑啊(笑)…有隻手要

去抓那個尾巴」 

「比較喜歡他們在畫畫然後狗就

把顏料打翻這邊…」 

狗很頑皮讓大家驚奇很有趣，會希

望有一天也有這樣一隻狗狗來陪

自己玩，其實很想養一隻大狗。 

狗打翻顏料踩了滿地的彩色腳

印，讓大家雞飛狗跳的畫面色彩繽

紛生動，符合美感上的喜好；而且

心中有個小小的養狗的願望，會藉

著看主題類似的故事去想像。 

 

 



 179 

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Diary Of A Worm  

作者: Doreen Cronin  插畫: Harry Bliss 

出版商: Harper Collins 

簡介：以擬人的方式紀錄一隻小蚯蚓的生活日記。  

「釣魚的時節又到了，他們就挖到

更深的地方去…蚯蚓牠有一次就

是在學校就太餓了，就把牠的功課

吃掉(笑)。」 

自己平常就常和爸爸去釣魚，釣魚

的時候都會用到蚯蚓，很知道為什

麼在釣魚時節蚯蚓更要往地底

跑。而且明明知道蚯蚓平常都是吃

腐土，但是故事裡蚯蚓卻因為肚子

餓把功課吃了，真實卻顛覆的情節

很有趣。 

小毓 

 

Monster Mash 

作者: Mimi Maxwell  插畫: Mimi Maxwell 

出版商: Tumbleweed Pres 

簡介：手舞足蹈的妖怪與昂首闊步的妖精，在這本由設計

師咪咪麥斯威爾 (Mimi Maxwell) 創作的新奇算數圖書中

躍然紙上。各個年齡層的孩童一定會喜歡辨識怪物並將怪

物相加，困難度會隨著頁數而增加。本書以迷人的韻律，

傳達正面訊息，讓小朋友知道夜晚的怪物並不那麼可怕，

超越一般萬聖節書籍的層次。 

X （母親透露）這個年齡會覺得鬼故

事很刺激，平常就很愛看這種鬼怪

題材但看完又怕做惡夢，也很愛搞

怪逗別人，愛講鬼故事給同學聽。

可能也想多嘗試來挑戰自己的膽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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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小毓 

 

50 Below Zero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晚上就聽到『ZZZZZ~~~~』(邊

學鼾聲邊笑)…還有＂he wake up 

he wake up＂然後他去廚房，（爸

爸）就在那邊跳跳跳…結果後來換

他自己睡在廚房(笑)。」 

劇情與聲音都很有趣 



 181 

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50 Below Zero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我覺得這樣子它還還蠻有創意

的，很可愛，就好像剛剛爸爸打呼

那裡啊…他打呼那個肥皂就一直

震震震，那很可愛。」 

「他的故事很有趣…就整個變成

是…再來是他自己（也夢遊）然後

被他媽媽發現。」 

畫面上主角以外的點綴性小動作

很有趣，而且故事內容呈現一種骨

牌效應，主角最後也加入了頭痛的

夢遊行列。 

翩翩 

 
Boomer Goes to School 

作者: Constance McGeorge  插畫: Mary Whyte 

出版商: Chronicle Books 

「畫得很可愛」 

「喜歡看狗的主題。」 

 

因為很喜歡狗，所以愛看有狗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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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翩翩 

 
The Best Excuse 

作者: Ellen Feinman Moss  插畫: Charmaine Lee 

出版商: Tumbleweed Press  

簡介： 

傑西上學遲到五分鐘，背著滑板走進教室，他的老師想知

道遲到的理由。跳上滑板並聽聽他怎麼說，他會帶你踏上

環遊世界的驚奇旅程。  

「故事很好玩，就這個小男孩溜滑

板，本以為可以早點到校結果他溜

滑板撞到…偷偷溜進教室可是被

老師發現…」 

「動畫，動作很誇張。」 

「封面設計蠻有趣的，顏色比較鮮

豔。」 

 

故事內容有新奇冒險的感覺，所搭

配的動畫與色彩同樣為誇張鮮豔

的風格，很符合本身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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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暄暄 

 

50 Below Zero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那個爸爸打呼的呼聲很誇張。」

「那個小孩好像把他爸爸叫起

來，然後他又換一個地方睡覺，會

覺得他怎麼還不起來…」 

聲音和故事本身都讓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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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Below Zero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Wait and See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簡介：今天是奧莉薇雅的生日，當她吹熄蛋糕上的蠟燭並許願

後，她的願望成真了！由羅伯穆許口述的 TumbleBook！ 

欣欣 

 
Pigs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簡介：由羅伯穆許 (Robert Munsch) 口述的 TumbleBook！  

「我看的就都是這個作者，因為

我覺得它音調上會比較活潑…

它的聲音和字比較誇張….可能

是這個作者它的文章上還有聲

音 上 都 比 較 特 別 … 像 那

個”NNNNo!!!”。」 

Robert Munsch 所著的童書都是親

自口述，聲音非常生動，且文句本

身便帶有某種韻律，經由原作妙口

生花之後，更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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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 Have A Stegosaurus, Mom?Can I? Please?  
作者: Lois G. Grambling  插畫: H.B.Lewis 
出版商: Scholastic Books 
簡介：一個極富想像力的小男孩，求媽媽讓他養劍龍當寵

物，並仔細描述劍龍的冒險故事。例如，劍龍可以打敗夜

怪獸、幫他吃噁心的蔬菜…小男孩鍥而不捨的請求，一定

會讓男女老少都心有戚戚焉，這是一本適合小恐龍迷與家

長們一起閱讀的書。 

恩恩 

 
Can I Have a T-Rex, Dad? Can I? Please?  
作者: Lois G. Grambling  插畫: Penny L.C. Hauffe 
出版商: Scholastic Books 
簡介：上一本的續集，主角變成了暴龍，牠可以在商場幫

忙找停車位、解救樹上的貓，還能為生日派對帶來無限歡

樂！孩子們一定會喜歡這個小男孩精彩的幻想故事，以及

他想像中的寵物暴龍雷克斯。 

「什麼他都一直拜託拜託拜託拜

託，每一句都拜託…”Can I?? 

PLEASE~~~~”（學書中配音）全

部就是一直求一直求…。」 

「他就每個都拿來比喻，就是他有

恐龍他可以怎麼樣，然後就求他媽

媽，一直求一直求。」 

「還有另外一種恐龍的，跟他爸爸

求別種恐龍。」 

對”Can I? please~~~”印象很深刻 

「東西撿不到就叫那個龍幫他

撿、媽媽叫他把不喜歡吃的青菜吃

完就叫龍去吃，我覺得三個都很

好，因為他不吃很高興、媽媽以為

他吃完很高興、龍吃到也很高興。」

「比較喜歡 像這樣一直求某東西

然後比喻比喻的主題，不然就是我

剛說那種…日常生活的…會覺得

跟故事主角感同身受。」 

對” Can I? Please~~”這句印象非

常深刻，自己平常想要什麼東西時

也會跟大人說 please~~主角想要

的恐龍其實是還沒要到不存在

的，但可以一直想像有了恐龍就可

以做的事，恐龍的用途是說服大人

的籌碼。恩恩說這幾個故事很好看

是因為他們都在講一個小孩在求

一件東西，自己現在也想要一台新

電腦，之前向爸媽要到東西的條件

是不准跟妹妹吵架，如果想要什麼

的話，爸媽給的這些標準會盡力去

達成。 

 



 186 

 

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恩恩 

 

Caillou Tidies His Toys  

作者: Joceline Sanschagrin  插畫: Cinar Animation 

出版商: Chouette/Cinar 

凱洛是個體貼的小男孩，他運用生動的想像力，進入一段

又一段精彩有趣的冒險。在《Caillou Tidies His Toys》中，

冒險的時間卻不多。凱洛把玩具丟的整屋子都是，在他把

玩具收好之前，媽媽不准他吃巧克力布丁！  

「動畫很好笑，而且他講話聲音很

好笑。」 

「他一直想要吃巧克力布丁，但是

因為他東西亂丟，該他要去吃的時

候就要去收那些地上的東西…

就…很好笑。」 

「他把鴨鴨放在馬桶裡也很好

笑。」 

 

動畫、聲音與圖片都有吸引人的地

方，而且日常生活中也曾出現和主

角相似的情況，在家裡媽媽有時候

也會跟故事中的媽媽一樣，心有戚

戚焉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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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Pea 

作者: Amy Krouse Rosenthal 插畫: Jen Corace 

出版商: Chronicle Books 

以擬人化的手法呈現小豆子的生活，特別是他愛吃與不愛

吃的東西，也許會讓小朋友嚇一跳哦！ 

「封面很可愛，而且故事超有趣

的！他喜歡吃青菜可是討厭吃糖

果！」 

圖畫的風格是自己所喜歡的，而且

小豆子也會挑嘴，卻和人類小朋友

完全相反，愛吃青菜討厭吃糖，有

一種顛覆的趣味。 

孟孟 

 
The Dot  

作者: Peter Reynolds  插畫: Peter Reynolds 

出版商: Candlewick Press 

故事旨在鼓勵表達自我。「只要隨便畫個記號，然後隨靈

感發揮你的想像力」Peter H. Reynolds 在本篇細膩寓言

中的故事核心：存在於我們心中的創意精神。簡單慧黠的

故事，搭配自由派的畫風，即使是最無創意的心靈，也會

受到作者的誘導，在心中畫個記號，隨心之所欲揮灑創意。

「他是在講畫畫的故事，跟自己興

趣相符。」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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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 TumbleBook 理由 研究者補充說明 佳佳 

 

50 Below Zero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聲音（打呼聲）很像！配音比較

特別，像那個”Papa, wake up!!”…」

「其他的沒有這本好…電子書要

像這本一樣才會比一般的書好。」

內容與聲光的結合必須夠生動活

潑，如果過於平板就沒有特別的必

要跟紙本的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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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Excuse 

作者: Ellen Feinman Moss  插畫: Charmaine Lee 

出版商: Tumbleweed Press  

傑西上學遲到五分鐘，背著滑板走進教室，他的老師想知

道遲到的理由。跳上滑板並聽聽他怎麼說，他會帶你踏上

環遊世界的驚奇旅程。 

「他編謊言說要環遊世界，然後說

他要帶三隻企鵝，老師不信，然後

最後就真的看到他帶三隻企鵝….

覺得這樣很好笑。」 

安安 

 
Martin MacGregor's Snowman  

作者: Lisa Broadie Cook   插畫: Adam McCauley 

出版商: Walker Books 

當冬天來臨卻沒有下雪，一個雪人迷在沒雪的時候怎麼堆

雪人呢？馬丁麥葛羅想出許多另類的堆雪人計畫。可惜他

的創意巧思每每事與願違，下個冬季來臨時，他可能還是

會坐困愁城吧。  

會想再看看他還會做出什麼奇怪

的事情 

喜歡這幾則故事調皮搗蛋的搞笑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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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Below Zero 

作者: Robert Munsch  插畫: Michael Martchenko 

出版商: Annick Press 

「我喜歡那個…燈等下會掉下

來，還有爸爸咚咚咚地跳」 

 

同上 

安安 

 
Me Too!  

作者: Jamie Harper  插畫: Jamie Harper 

出版商: Little, Brown 

姐姐對於妹妹老愛模仿自己覺得很感冒，藉由這樣生活化

的題材，探討兒童與手足成長歷程中必經的互相學習課

題。 

「故事比較生活化，有個女生她妹

妹一直在學她，就講”Me too! Me 

too!!”她本來不高興不過最後還是

對她妹妹很好。」 

「有時候也不想要妹妹一直學我

了吧…」 

自己也有妹妹，注意與自己實際生

活息息相關的題材內容。 

※ 註：繪本簡介資料擷取修改自 TumbleBook（http://www.tumblebooks.com/library/asp/book_details.asp?category=Picture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