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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日的「數位原生代」生長於網路、行動裝置普遍的時

代，他們的跨媒體使用經驗與上一代截然不同，如何理解數位

原生代透過電子書閱讀器進行的閱讀行為與相關活動，將是電

子書閱讀器的軟硬體設計以及行動傳播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索電子書閱讀器實際進入高中學生的課

堂學習與日常生活之中，對學生的學習經驗或日常生活產生什

麼影響。研究發現，由於現行教學方式仍以紙本教科書為主

流，電子書閱讀器僅能做為學生課後複習的工具，在數位學習

方面所能發揮的成效有限，但它有助學生養成行動閱讀的習

慣，同時激發學生自行創造新型態的數位內容，並樂意與同儕

分享，反而實踐了新素養的潛在目的。 

 

 

 

 

 

 

 

 

 

關鍵詞： 行動傳播、行動閱讀、使用者經驗、電子書閱讀器、

新素養、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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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樣貌，手機、電子書閱讀

器等行動裝置的出現與普遍使用也促成傳播活動的移動化與個人化，不

僅改變了人們溝通與取得資訊的方式，也促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愈來愈無

法脫離行動科技的使用。特別是今日的「數位原生代」（ digital 

natives），他們生長於網路、行動裝置普遍的時代，習慣於同時使用多

種媒體，他們的跨媒體使用經驗與上一代截然不同（Kress, 2003; Selbar, 

2004; Tapscott, 2008）。上一代的紙本閱讀經驗未必能同樣複製於數位

原生代身上，我們如何理解數位原生代透過電子書閱讀器（e-book 

reader，以下簡稱 e-reader 或 e-book）進行的閱讀行為與相關活動，1將

是未來電子書閱讀器及行動裝置設計的重要課題，也是本研究所欲探討

的研究問題。 

另一方面，新傳播科技的普及如何幫助與影響年青世代的學習活

動，進而提升下一代的新素養能力，更是許多教育研究者關心的重要課

題（Lankshear & Knobel, 2006; Livingstone, Van Couvering & Thumim, 

2008; Merchant, 2008）。許多研究者開始思考如何將大眾消費市場日漸

普及的電子書閱讀器帶入教育學習場域，幫助學生進行數位學習，進而

瞭解此一新傳播科技如何影響年青世代的日常生活與閱讀經驗。 

本研究藉由「校園數位學習輔助方案」實驗計畫以某一高中班級為

實驗及觀察對象，發放實驗用電子書閱讀器給予該班學生使用，讓教師

與學生可於課堂上將它做為教學輔助工具，學生亦可隨身攜帶於通勤或

家中使用。透過為期五個月的實驗階段，從學生最初接觸電子書的新鮮

試用期，到後續逐漸習慣使用電子書或棄而不用等不同階段，觀察各個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四期  2013年 1月 

‧130‧ 

階段的行為變化，藉此瞭解學生採用電子書閱讀器對其學習經驗或日常

生活所造成的影響。 

因此，本文將以該實驗班級為研究田野，進行為期五個月的線上線

下參與觀察與焦點團體座談，同時透過行動裝置收集與記錄使用者資訊

如：個別使用者每天的使用頻率、閱讀行為記錄等，並將質化研究與資

訊技術兩種方法論架構下所搜集的資料進行比對分析，試圖將行動裝置

記錄的客觀資訊與傳播活動所伴隨的主觀生命經驗關聯起來，藉此探索

行動裝置如何影響當代人的日常生活與閱讀習慣的轉變。 

貳、文獻回顧 

一、數位閱讀與行動裝置 

數位閱讀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上個世紀個人電腦普及時人們已經

可以透過電腦螢幕、網頁瀏覽等不同科技載具進行閱讀。透過數位科技

進行閱讀的內容包含文字、圖像、影音、超文本等多媒體文本，研究者

則開始探究螢幕或電子紙呈現與傳統的紙本呈現有哪些不同表現，以及

數位閱讀與傳統的紙本閱讀為人們帶來哪些不同的閱讀經驗（Dillon, 

1992; Dyson, 2004; Hillesund, 2005）。 

Mangen（2008）曾對數位文本的閱讀歷程進行研究，認為數位閱

讀被表淺的閱讀型式（ shallow reading ）所主導，像是掃描

（scanning）、跳讀（skimming），特別是具有超連結的線上閱讀，可

隨時連結到其他地方，因此超文本閱讀反而很難獲得閱讀的沉浸效果

（immersive reading）。Liu（2005）的研究也有類似結果，發現以螢幕

為主的數位閱讀行為，人們花更多時間於瀏覽、掃描與關鍵字注視



從數位學習到新素養 

‧131‧ 

（keyword spotting），而且是非線性、選擇性地閱讀，較少是深度或專

注的閱讀。 

Hillesund（2010）探究數位閱讀的空間與物質特性，並且分析專家

讀者如何處理書本、網頁與電子紙的閱讀經驗。他以一群學術研究者為

對象，視他們為專家讀者，透過質化訪談瞭解專家讀者如何面對與使用

印刷與數位文本，後者包括透過網頁、螢幕、影音多媒體的數位文本，

藉此解釋數位閱讀與以紙張為基礎閱讀之間的差異。Hillesund 進一步從

閱讀空間分布的觀點將數位閱讀的經驗區分為「連續閱讀」與「非連續

閱讀」，前者是指在空間上將一本書依序從頭讀到尾，像是小說等休閒

類的連續單向閱讀；後者則是跳讀、瀏覽、片段、反覆來回，甚至是在

多篇文章之間跳躍閱讀，像是學術性文章需要反覆查閱、思考、記憶，

或是一邊寫作一邊閱讀等行為。 

整體而言，這些學者認為，電腦科技固然可促進更多文本呈現的可

能性，但對閱讀本身而言，超文本、多模態與多功能的網頁反而不利於

反思與想像的閱讀，因而減少了人文沉浸的特性。 

然而，近年由於電子書閱讀器、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

的盛行，媒介使用活動愈來愈朝向個人化與移動化的發展。像是

Amazon 電子書店於 2007 年推出以電子墨水（e-ink）顯示的 Kindle 電

子書閱讀器，以及 Apple 公司於 2010 年推出具有多點觸控功能的 iPad

平板電腦，更加使得人們擺脫空間的限制，透過隨身攜帶的行動裝置進

行閱讀，造成一股新的電子書閱讀風潮。 

新一波的數位閱讀不同於以往的數位閱讀仍須仰賴 PC 或筆記型電

腦做為閱讀瀏覽工具，更強調行動裝置為使用者帶來的便利。這些輕巧

的行動裝置讓讀者可以同時攜帶多本電子書，並可隨時隨地在不同場所

閱讀，這些特性更接近人們以往所習慣的紙本書閱讀經驗，因而促成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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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閱讀更加普及。 

以 Kindle 電子書閱讀器為例，由於電子墨水具有超低耗電量及不

傷眼的特性，率先成功打入消費電子市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於 2009

年將 Kindle 帶入大學課堂進行短暫試用，試圖瞭解電子書閱讀器在教

育或學習上應用的可行性，結果學生使用後的反應不佳，主因在於螢幕

反應太慢、不方便做筆記等因素（Clark, Goodwin, Samuelson, & Coker, 

2008; Cliatt, 2010.2.22; Janssens & Martin, 2009）。這些先導實驗結果顯

示了 Kindle 做為大眾化的消費性電子產品並未針對教育用途進行客製

化的軟體設計與內容轉製，因此如何將成熟的電子書閱讀器帶入校園成

為學習工具，仍是電子書閱讀器後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不同行動裝置對於人們閱讀經驗的影響，亦可從以下數據獲得一些

參考。著名的閱讀軟體「Read it later」2011 年初曾發佈一個統計報告，

2 說明電子書閱讀器比電腦、智慧型手機更接近人們的傳統閱讀經驗。

Read it later 統計了不同設備的使用者在不同時段的文章閱讀數量，結果

發現：（1）用電腦閱讀：使用者在白天的閱讀時間分布很平均，不會

特別集中在某個時段；（2）用 iPhone 閱讀：手機用戶在任何時間都可

以用手機閱讀，在吃早餐（早上 6 點）、剛到辦公室（早上 9 點）、下

班通勤時間（下午 5 點~7 點）各有一次小高峰；（3）用 iPad 閱讀：同

樣做為「行動裝置」，使用者卻非隨時隨地用 iPad 來閱讀，高峰值明

顯集中於晚上 8 點到 10 點半，這意謂使用者把一整段完整的睡前休息

時間留給 iPad，像是準備讀一本書一樣（Read it later, 2011.1.12）。 

儘管這些關於行動閱讀的趨勢報告只是小規模的統計數據，卻不難

讓我們察覺到今日行動裝置不僅改變同時也延續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創

造出不只一種的嶄新閱讀體驗：它可以是隨時隨地的短暫閱讀，也可以

是睡前長時間的連續閱讀，甚至是人們至今尚未熟悉的新型態的閱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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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本研究的實驗設計與使用者行為資料收集，探

索電子書閱讀器為使用者帶來那些新的閱讀與學習經驗。 

二、科技使用與生活脈絡 

當行動裝置成為當代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研究選擇

從實踐（practice）觀點探討當代科技物、使用者身體與生活脈絡的關

係，藉此瞭解電子書閱讀器對人們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 

當科技物成為使用者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達到 Heidegger

（1962）所言的「上手」（ready-to-hand）狀態，藉由上手事物的相互

指引、組建了用具的整體性，此時人－科技－生活脈絡不能被理解為一

個個片段，而是必須被放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也就是「在世存有」

（be-in-the-world）的現象。因此，並非是工具決定人的行動，關鍵在

於所處的條件，工具依賴著行動的對象，而對象既是給定的事物，也是

參與、投射、轉型、達成的事物。簡言之，實踐是「實行」與「瞭解」

的合體，是一種熟悉、不被注意、在每日活動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巧

妙處理的技術」（coping skill），是我們處理周遭、他人、甚至是自我

的技能，具有處理一切有目的舉止之全觀背景的功能。因而，實踐觀點

採取的是意義的全觀主義（holism），同時將焦點放在特殊實踐的重要

性及其所處的脈絡（Star, 1998; Stern, 2003） 

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實踐」，最常採用的兩種研究方法為民族誌

（ethnography）與互動分析（interaction analysis）。民族誌涉及一個複

雜的社會背景中，研究活動與其他元素之間的相互關係，要求研究者對

於社會背景的內在生活進行延伸式的參與觀察，以瞭解參與者本身以何

種觀點來看待他們的活動；互動分析關切的是人如何與他人、環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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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透過分析互動的組織模式以及工具的使用，瞭解中間的種種微妙細

節。藉由這兩種方法取徑來研究實踐，研究者應記錄下列四種方向的觀

察：（1）背景導向的記錄，在特定物理空間中的活動；（2）以人為導

向的記錄，從獨特的個人觀點來瞭解活動；（3）物體導向的記錄，追

蹤一項特殊的科技物；（4）任務導向的記錄，以多重方式記錄如何從

個別分散的工作朝向共同目標的完成（Suchman, 2007; Suchman & 

Trigg, 1991; Swidler, 2001）。 

因此，本研究採取上述的實踐觀點進行研究方法與分析流程的設

計，瞭解電子書閱讀器在高中生社群中的接受程度，以及同儕社群如何

影響彼此的使用習慣，並選擇電子閱讀器的重度使用者做為主要分析對

象，以瞭解電子書閱讀器在高中生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參、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方法 

探索行動傳播裝置如何被人們使用，對現有傳播研究方法可能造成

挑戰。許多學者指出應從整體的面向來看待，將研究焦點由媒介內容轉

向媒介本身，探究每個人每天所使用前台媒介與後台媒介有何差異，以

及這些差異如何帶來多樣化的使用者經驗（翁秀琪，2011；Haddon, 

2005; Woolgar, 2005）。 

加上行動裝置屬於個人隨身攜帶、隨時使用的科技產物，人們經常

在零碎時間（通勤、等人）或私密空間（上廁所、睡前）拿出來把玩使

用，通常很難記得自己一天使用了多少次電子書閱讀器、閱讀了多少內

容，想要透過問卷調查或訪談獲得這些資料會相對困難。倘若研究者想

要對行動裝置的使用者進行民族誌觀察，常受限於使用者的個人隱私，

而難以在私人場所或使用者獨處時間進行。若要求使用者以個人日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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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自行記錄，一旦使用者每天使用次數甚多便難以如實記錄，或是記錄

耗時甚久反而改變原有的作息習慣。 

因此，如何瞭解使用者透過行動裝置進行閱讀歷程中的細微經驗與

感受變化，便成為研究者的挑戰。本研究透過行動傳播實驗平台的架

構，試圖整合行動傳播之硬體建置、軟體設計、使用者社群經營等三部

分，發展一個可長期實作、實驗與觀察使用者經驗之平台，從行動裝置

記載的客觀資料——「使用者記錄」（users log），結合質化研究的田

野觀察與訪談掌握使用者的主觀經驗，探索新媒體使用經驗為當代人生

活所帶來的意義（李蔡彥、鄭宇君，2011）。 

透過這個行動傳播平台針對行動裝置使用者進行研究，有二個主要

特點：第一，可瞭解使用者在獨處與私密空間中的真正使用情況及細微

操作經驗；第二，透過大量的使用者記錄的分析，不僅可以掌握社群整

體的平均使用狀況，亦可從中找出社群中的關鍵使用者（key users），3

他們可能是平常在團體中表現並不突出的個人，在一般焦點團體訪談或

田野觀察中容易成為被忽視的對象，若研究者能在質化訪談進行之前，

預先掌握其使用行為的資料，更能透過訪談瞭解他如何或為何這樣使

用，進一步瞭解科技物與其生活脈絡的關係。4
 

在這個行動傳播平台的架構下，本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高中生社群

使用電子書閱讀器之學習與閱讀經驗的變化與發展，以某高中一年級班

級為實驗對象，全班學生共 41 人，相關授課教師共 8 人，發送實驗計

畫之電子書閱讀器予前述 49 位使用者。5 第一期實驗計畫從 2010 年 5

月到 9 月，包含學生在校上課與暑假期間，目的在於瞭解學生如何在教

師引導下透過電子書閱讀器學習，以及暑假期間是否會自發地利用電子

書閱讀器養成閱讀習慣。 

本實驗計畫所使用的電子書閱讀器，採電子墨水技術，可長時間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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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傷眼睛，較節能省電，但頁面更新速度慢，在使用方式上較接近

Kindle 而非 iPad。在實驗計畫進行期間，機器並未開啟連線網路功能，

使用者必須以 USB 線連結電腦才能進行檔案資料的傳輸。 

在使用者界面設計部分，如圖一所示，此電子書閱讀器具備雙螢

幕，上方的六吋螢幕做為內容顯示，長寬比例為 800* 600 畫素，達到

閱讀方便且不吃力的比例；下方的 LCD 螢幕則顯示觸控的虛擬按鍵，

提供較具彈性的人機操作介面。 

圖一：本研究使用的電子書閱讀器之使用者界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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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reader 內載的數位內容方面，我們將本閱讀器定位為高中生的

輔助學習工具。在發送給實驗對象之前預先載入國文、英文、歷史等課

程的教科書內容，以及歷史、地理上課投影片等輔助教材，並鼓勵教師

隨課堂進度將上課投影片轉製為圖像檔，讓學生可載入 e-reader 隨時進

行複習。除了教學內容之外，研究者也預先載入《紅樓夢》、《老人與

海》等二十餘本中英文課外書籍。另外，使用者亦可透過電腦連接，將

個人文件、圖片、音樂檔案自行置入 e-reader 使用。 

本實驗目的在於觀察使用者在自然情境下的使用行為，以及長時間

使用行為的動態變化，從最初接觸新媒體的新鮮試用期，到後續逐漸習

慣使用或棄用等不同階段的行為變化。因此在每一台電子書閱讀器載入

使用行為記錄程式，記載操作按鍵的動作、時間、所屬頁面，再將所蒐

集之使用者行為資料進行統計與分析，以瞭解全部或個別使用者的操作

情況。 

此外，本研究也設置了專屬網站，不定期提供電子書的相關訊息，

即時回應使用者問題，並設置了社群管理員，藉此長期經營使用者社

群，與參與實驗的學生互動，並鼓勵學生分享電子書使用心得。在五個

月的實驗計畫期間，研究者同時透過使用者社群的長期經營與互動，以

不同研究方法收集高中生社群使用電子書閱讀器的行為資料，如：網路

問卷、網路平台的互動討論、焦點團體座談與深度訪談（Wilson, 

2009）、連結線上與線下空間的民族誌參與觀察（Leander, 2008; 

Leander & Mckimm, 2003），瞭解學生的實地使用經驗與同儕互動情

況，以及對於電子書閱讀器之使用習性及依賴程度的變化。 

針對上述所收集的資料，我們採取的分析流程如下：（1）從電子

書閱讀器所記載的使用行為記錄，區分不同類型的重度使用者，進一步

探討不同類型的重度使用者是否反映了不同種類的數位閱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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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焦點團體座談與參與觀察，瞭解重度使用者與社群互動的情

況，他們如何自我詮釋其閱讀經驗，同儕分享是否會影響其電子書使用

行為；（3）透過使用者記錄分析重度使用者的使用歷程，尋找使用歷

程與使用情境之間的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使用者閱讀歷程之實際內

涵。 

肆、電子書閱讀器帶來新的使用者體驗 

一、整體使用概況 

研究團隊在發放電子書閱讀器給予學生一週及一個月後，分別進行

二次網路問卷調查，目的在於瞭解 e-reader 用於課堂教學活動，以及學

生在家使用的實際情形。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學生對於預先置入的學習

教材內容興趣不高，反而更有興趣載入其他內容，自行發展出使用 e-

reader 學習的方式，學生置入的內容主要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上課相關

的投影片檔案；第二類則是休閒娛樂檔案（如：漫畫、小說、樂譜、音

樂、圖片等）。 

網路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認為 e-reader 對生活與學習產生的變

化包括：「通車時間有了事情做」、「不用帶很大本的歷史課本跟國文

講義（很有幫助）」、「看小說變方便」、「忘記帶課本回家時，背國

文默書時」、「不用一直開電腦看 PPT 傷眼睛，我想在之後可能放幾

本小說進去看吧!」。換言之，對高中生目前學習狀況最有幫助的是電

子書的可攜性及輕便性，特別對純文字的教材而言，e-reader 某種程度

上可取代傳統教科書及小說的笨重性。另一方面，新科技賦予學生更多

的學習自主性，不再一昧仰賴教育者由上而下給予的同質性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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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自行尋找適合個人的學習材料。 

就第一階段整體學生的使用情況而言，6 根據電子書閱讀器記載的

使用記錄來看，我們可將參與者分為三種類型的使用者： 

1. 低度使用者（20 人，52%）：在 21 天中，總計使用時數不到 5 小

時，推測這群使用者只在剛拿到的前幾天試用，失去新鮮感後就不

再使用了。 

2. 中度使用者（12 人，32%）：在 21 天中，總計使用時數為 5-20 小

時，估計為偶爾操作的使用者，根據網路平台的登入與發言記錄交

叉比對後，發現這群人是最常在網站上發問與填答問卷者。 

3. 重度使用者（6 人，16%）：在 21 天中，總計使用時數為 20 小時

以上，平均一天至少使用一小時以上，使用時數最高的使用者 E 總

計使用了 49.75 小時 ，平約一天使用 2.34 小時。在焦點座談中發

現，這群人反而鮮少上網發問或與研究者互動，推測他們不需透過

網站社群管理員的指引，便能自行操作、尋找內容來源，是自主性

極高的使用者。  

在重度使用者中，根據其「每次停留頁面的平均時間」進行比較，

本研究發現在重度使用者中又可區分幾種極端類型的使用者：（1）經

常閱讀型：使用者 D、E 平均停留在單一頁面的時間長達 23-26 秒數，

意謂這二位使用者花較多時間停留於每一頁文本內容的實際閱讀上，屬

於內容上的重度使用者；（2）經常操作型：使用者 B、C，平均每 9-11

秒即按一次操作鍵，推估這二位使用者頻繁地載入各種內容格式，進行

不同的操作測試，因此可以算是技術操作上的積極使用者，但未必是內

容上的積極使用者；（3）中間混合型：使用者 A 的使用行為數據界於

前二種類型中間，其使用行為混合了實際閱讀與操作測試，歸類為中間

混合型的使用者（鄭宇君、廖文宏、李蔡彥、闕建堡、卓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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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然而，從問卷調查及使用者記錄的初步分析結果，我們僅能瞭解電

子書使用社群的基本使用狀況，但對使用內容、使用情境、使用活動、

社群互動等四個面向，及 e-reader 對使用者心理層面與日常生活的實際

影響，則無法從使用者記錄的分析中獲得，有必要進一步透過焦點團體

座談與深入的參與觀察以瞭解使用者實際的使用情況。 

二、高中生社群的使用經驗分享 

為了瞭解使用者真實的使用情況與使用者記錄之間的關聯，研究者

續於發放 e-reader 一個半月後舉行第一場使用者的焦點團體座談，且在

沒有教師在場下，讓學生以自然互動方式講述自己對於 e-reader 在教學

情境或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實際經驗與感想。 

在這場焦點座談中，研究者請全班同學猜猜哪些人是電子書使用時

數最多的同學，結果多數同學都沒猜中實際使用時數最高的 E。以下是

研究者做為提問者、全班同學、使用者 E 陳小義（化名）在焦點團體座

談中的問答記錄： 

提問者：我公佈一下名字，使用時間最長的是——陳小義（化名）。 

全班：（大笑）。（陳小義本人感到很驚訝） 

提問者：陳小義是哪一位？你自己也想不到是不是？我們統計 21 天，

使用最長的是陳小義，他總共使用了 49 小時 45 分鐘，等於平

均一天使用一到二小時。陳同學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通

常都怎麼用 e-reader在做什麼？ 

陳小義：背單字、看地理老師給的 PPT。上課無聊用，看國文跟唐詩，

然後我就很努力一直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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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怎麼可能？現在背、現在快抽背唐詩。 

提問者：你們平常都沒有發現他用得很勤？ 

全班：沒有。 

提問者：陳小義，你看完哪些書了？ 

陳小義：《楊家將》看完了，好看。 

提問者：還看了什麼？ 

陳小義：《老人與海》，是英文的嗎？英文的也看完了。 

提問者：應該請他寫個《老人與海》的心得跟大家分享。 

陳小義：《老人與海》、《紅樓夢》、《楊家將》看完了。 

全班：哇，三本了。 

陳小義：《文化苦旅》。 

提問者： 你自己下載的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你也看完了。還有

呢？ 

陳小義：自己下載的，還有余光中的詩。 

全班：哇。 

提問者：那還看了什麼？ 

陳小義：伏爾泰的詩集。 

全班：（一陣起哄） 

提問者：那我們請陳小義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覺得目前閱讀電子書，它

的翻頁速度、體型大小等等是否適當，覺得 e-reader 的設計怎

麼樣？ 

陳小義： 說真的，我覺得速度不會很慢，還蠻快的。因為也沒辦法讀到

那麼快，要思考一下到底講了什麼，所以其實不會很慢。 

提問者： 你大概每天讀多久？ 

陳小義： 視情況而定，通常大概一二個小時，每天睡前大概都會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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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提問者： 那在你拿到電子書之前，平常睡前有看小說的習慣嗎？ 

陳小義： 沒有。 

提問者： 電子書現在是使用 e-ink，蠻省電的，那你是把 e-reader 拿到床

上讀，還是坐在書桌前？ 

陳小義： 書桌。 

提問者： 每天可以在書桌前讀《楊家將》讀一二個小時？ 

陳小義： 對 

提問者： 那等於是改變了你的生活習慣嘛。聽到像陳小義這樣，每天讀

一二個小時，那麼我們那麼努力做的電子書，真的很欣慰。 

提問者： 讀英文的《老人與海》，用 e-reader查單字的狀況如何？ 

陳小義： 按到按鍵都凹下去了。 

陳小義： 所以如果是讀中文的話比較適合。那你覺得看完整本《老人與

海》，英文閱讀有沒有比較流暢？ 

陳小義： 沒有。因為是中文的看完了，才開始看英文。 

焦點團體座談，2010年 6月 25日；原班級教室 

從使用者記錄分析中找出六位使用時數較多的同學，他們多半不是

班上的風雲人物，其他同學也沒有發現他們經常使用 e-reader，從焦點

團體座談時的回饋，推測他們多半是在家始有較長時間的使用，所以才

很少被其他同學察覺。唯有使用者 C 是同學猜中的重度使用者，他也是

同儕公認的數位內容提供者。從同學的反應看來，C 平日就是班上風雲

人物，會主動告知同學可向他索取小說或漫畫內容。不過，多數同學表

示自己也有能力上網尋找數位內容，像是到一些大陸網站下載網路小

說；也有同學說，過去都是在手機上讀這些網路小說，現在改在電子書

閱讀器上看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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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情境部分，多數使用者都同意，e-reader 用來背誦唐詩或國

文默書十分方便，因為國文課所需攜帶的書本較多，使用電子書可幫助

減輕重量，且在搭公車、等捷運的零碎時間，正好可以用來背誦，也可

應付當天小考的需求。至於英文學習部分，英文小說的閱讀並不普遍，

有同學認為目前的 e-reader 無法直接加批註，不方便將單字註解寫在旁

邊，若能增加此一功能，應有助提高學生使用電子書閱讀英文小說的意

願。 

三、尋找使用情境與使用歷程之間的關連性 

從焦點團體座談及參與觀察中我們發現，多數同學在通勤時間或下

課時間使用 e-reader 背誦課文。而重度使用者 E 則表示，他原本沒有閱

讀習慣，因為使用電子書才逐漸養成閱讀習慣。本研究試圖從使用者記

錄中找出使用情境與使用歷程之間的關聯，並藉由實驗數據還原出使用

者的真實使用情況。 

因此，如何選擇一個合適的分析單位，進而整合質化研究與使用者

操作記錄兩種不同研究架構下所收集的使用者行為資料，是後續分析的

重要課題。從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從鉅觀

到微觀的層次來分析科技使用，將科技使用進一步區分為活動

（activity）、行動（action）、操作（operation）。活動關切的則是具

體的目標（object）或動機，動機意指人的需求；一個活動中包含了眾

多的行動，行動則是與目的（goal）相關，但活動也不等於個別行動的

加總，主要仍由目標及目的之差別來區分它們，完成行動的各種方式稱

為「操作」，操作則與條件有關（Leont'ev, 1978）。舉例來說，打獵是

一種人類活動，打獵過程中包含佈置陷阱、號召隊伍、準備工具等行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四期  2013年 1月 

‧144‧ 

動，每一個行動又包含搬石頭、挖坑洞、鋪茅草等操作。 

換言之，研究者在田野觀察中所掌握的科技使用活動與實驗裝置所

記載的按鍵操作之間，前者是使用者為了特定目標或意義所進行的社會

文化活動，後者則是使用者自身亦無法覺察到的詳細操作狀況。在研究

設計上，必須在鉅觀的活動與微觀的操作之間，界定一個介於二者之間

的合適分析的單位——行動，才能整合質化研究與使用者操作記錄兩種

不同研究架構下所收集的研究資料。 

「行動」的操作型定義又是什麼呢？本研究將每一次的閱讀「歷

程」（session）視為一次「行動」並以其為統計分析單位，期能進一步

瞭解學生實際使用電子書閱讀器進行閱讀的情況。換句話說，研究者想

要問的是：學生使用電子書「閱讀一次」歷時多久？平均一天閱讀幾

次？因此，一次「閱讀歷程」的操作型定義在此意指：從使用者開啟電

子書閱讀器的那一刻為起始點，到停止不動作，讓機器自動進入休眠狀

態為終點，此一時間區隔視為使用者的一次使用歷程。 

研究者將每一次的連續閱讀行動（一次閱讀歷程）視為一個事件，

記錄它所發生的起始時間，以及該事件持續的時間（意即「單次閱讀的

連續時間」），將每次的閱讀事件標定在一天 24 小時之中，以觀察使

用者：在什麼時段最常閱讀？在什麼時段進行長時間的深度閱讀？在什

麼時段進行短時間的閱讀？同時，比較在平日與假日兩種不同的使用情

境下，如何影響其閱讀習慣？ 

以使用者 E 在第一階段的使用狀況為例，研究者經由使用者記錄分

析其閱讀行為與使用情境之關聯。在 21 天內，E 總計閱讀了電子書 212

次，平日（周一到周五）佔了 152 次，假日（周六、周日）佔了 64

次。 

研究者進一步分析在平日與假日的不同情境下，使用者的閱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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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有所改變？圖二為使用者 E 在第一階段的使用情境與使用歷程之

分佈狀況，藍色的菱形點表示平日的閱讀行動；紅色的三角形點表示假

日的閱讀行動。 

從圖二可以看到，短時間的閱讀次數（10 分鐘以下）集中在平日

的上課期間，特別是上午 7 點到 11 點，以及下午 3 點到 7 點的時段，

這個現象呼應了使用者所言，通常在通勤、下課時間利用電子書進用背

誦。長時間的閱讀次數（連續閱讀 30 分鐘以上）分佈在晚上及假日，

特別在假日經常出現超長的連續閱讀，意指每次連續閱讀超過一個小時

以上（Cheng, Liao, Li, Chueh, & Cho, in press）。 

圖二：使用者 E 在第一階段的使用情境與使用歷程之分佈狀況 

 

資料來源：Cheng et al.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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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檢視使用者 E 最長的二次閱讀歷程之內涵，發現這二次歷程

都是在假日且正好是接續發生（歷程 23、24），分別進行了 101 分鐘

與 105 分鐘，中間只間隔了約半小時（可能是使用者去洗澡或暫時休

息），因此可合併檢視這兩程歷程的實際操作內涵。 

表一顯示了這兩次閱讀歷程的實際內涵，發現使用者同樣是閱讀自

己置入的個人檔案 G，在這過程中沒有開啟其他的檔案內容。且在兩次

歷程合計 623 次的按鍵操作中，有高達 97% 比率，使用者按的是「下

一頁」（NEXT）。 

從這些數據中可以推論：使用者在這兩次歷程當中閱讀的是單一文

本，多數操作為「下一頁」，少數操作為「回上一頁」（PRIOR）或將

字體放大縮小，因為幾乎是依序從頭讀到尾的專注閱讀狀態，意即使用

者呈現的是「連續閱讀狀態」，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檔案 G 為休閒小說

類，而非需要記憶、反覆查閱、跳看的學習教材。 

表一：使用者 E 最長閱讀歷程的實際內涵 

 啟始時間 結束時間 連續閱讀時間 按鍵操作 閱讀內容 

Session 23 周六 22:48 周日 0:24 101 分鐘 310 次 個人檔案 G 

Session 24 周日 0:52 周日 2:38 105 分鐘 313 次 個人檔案 G 

資料來源：Cheng et al. (in press) 

 
這些使用記錄的分析不僅佐證了使用者 E 在焦點團體座談的說法，

同時也能精確地呈現其閱讀行為與使用情境的關聯性，在平日、假日、

通勤、上課及晚上等不同時段，他的科技使用活動都有所不同。 

另外，以使用者 E 最長的閱讀歷程做為分析範例，我們得以瞭解使

用者的實際閱讀歷程十分接近傳統紙本書籍的閱讀狀態，這意謂著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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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 也能為青少年帶來傳統紙本書的閱讀經驗，讓使用者沉浸在行動

閱讀的經驗之中。從使用者記錄分析的按鍵操作歷程來看，97% 的按

鍵操作為「下一頁」反映了該次為長時間連續單向閱讀，這也符合學者

從質化研究中所區分的「連續」與「非連續閱讀狀態」（Hillesund, 

2010; Liu, 2005; Mangen, 2008）。 

四、電子書閱讀器創造新的閱讀經驗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當電子書閱讀器進入高中生的生活脈

絡，確實可能改變青少年原本的閱讀習慣。透過同儕的經驗交流與分

享，像是使用者 E 與同學分享他的 e-reader 閱讀經驗分享，他說自己原

本並沒有特別的閱讀習慣，因為覺得無論是購買或借閱小說，都需要花

費額外金錢及時間。但擁有電子書之後，除了看完預先載入的數本課外

閱讀書籍之外，也開始自行上網尋找許多小說載入閱讀，反而逐漸養成

了睡前閱讀習慣。 

我們認為這些社群分享經驗促使一些原本因新鮮感消失而不再使用

e-reader 的同學重新燃起興趣，讓他們願意在暑假期間嘗試使用 e-reader

閱讀小說，找到閱讀的樂趣。在為期五個月的實驗計畫結束時，研究者

再次進行焦點團體座談，並針對暑假使用時數最高的幾位學生給予小獎

品做為獎勵，並鼓勵他們與同學分享使用心得，以下是其中一位同學在

焦點團體中描述他的使用情況： 

王小維（化名）：因為我家電腦有限定時間（同學一陣笑），電腦如果

到十二點之後就會自動登出，我就用電子書在看。 

同學問：看書嗎？ 

王小維：就看小說之類的、也可以聽音樂啊，在車上可以聽音樂，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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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提問者：現在的機器沒辦法一邊看書一邊聽音樂，也還是會用嗎？7
 

王小維：對，因為在車上可以單純拿來聽音樂。 

提問者：為何暑假使用比平常多？ 

王小維：因為後來才慢慢發現好用之處。 

焦點團體座談，2010年 10月 29日；學校視聽教室 

另一位在暑假期間使用時數忽然增加的學生，在書面意見回覆與焦

點團體座談中，都說明了她為什麼會忽然開始大量使用 e-reader： 

其實老實說，一開始對它真的不是很有興趣，因為實在太慢

了。而我是屬於那種節奏快的人，對於很慢的東西真的不是很有耐

心。真正開始好好研究它是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時（好像有點太晚

了？），會開始接觸它的原因，是因為當暑假閒來無事時，突然對

它產生興趣，於是打開來看看。之後看到有「傲慢與偏見」的英文

版就一直看下去~~（我是達西迷！！），後來也嘗試將文件和圖片

存入，也曾有一段時間跟它培養出很好的感情~~ 

林小玲（化名），個人通訊【電子郵件】，2010年 9月 26日 

從上述焦點團體座談中得知，學生的使用習慣不僅受到個人喜好與

同儕經驗的影響，亦受到家庭教養方式的影響。有些家長對於家中電腦

使用採取時間管制，在管制時間之外，學生會將 e-reader 做為電腦的替

代品，繼續用來看小說或聽音樂，但受限於目前的 e-reader 不能上網，

因此學生的使用習慣會偏向閱讀靜態的文字、圖片或聽音樂，而非上網

瀏覽網頁。也有學生表示，會將喜愛的樂譜轉製為圖檔放入 e-reader，

在空閒時，他可反覆觀看樂譜。 

E-reader 可以暫時讓學生規避家長對於使用電腦的規定與限制，8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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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某些新的使用習慣，甚至對某些使用者而言，這可以讓他不必與家中

其他兄弟姐妹共用電腦，必須分配使用時間或是檔案可能被其他人窺

視。E-reader 的個人化與行動性，使用者可在 e-reader 當中儲存專屬於

自己的數位檔案，讓他擁有專屬自己的數位行動裝置。 

伍、 從數位學習到新素養：E-reader 對高中生社群帶

來的影響 

從上述這些研究結果來看，我們不禁要問：e-reader 的特性與過去

數位學習的載具有何不同？它比其他的數位學習設備來得輕巧，方便攜

帶，而且像本實驗計劃所採用低階 e-reader，價格相對低廉，可以讓每

個學童擁有一台個人化的 e-reader。因此，透過這些研究結果我們得以

重新思考：數位學習的目的是什麼？誰是 e-reader 的使用主體？行動裝

置對於青少年帶來的可能影響為何？ 

一、誰是 e-reader的使用主體？學生、教師或家長 

從本次實驗計畫的研究結果發現，預先載入 e-reader 的教材與數位

平台的討論分享功能，對於提升高中生的學習效果未如預期，只在背誦

及減輕教科書重量方面發揮部分作用。換言之，即便我們提供老師及學

生新的學習工具，並不能改變高中學生既有的學習模式。我們認為主要

因素在於高中教學活動受限於既定進度與升學壓力，教師多半選擇熟悉

的教學方式，並未因應電子書閱讀器等新科技的出現設計新的教學活

動，使得 e-reader 鮮少在課堂教學被正式使用，多半是學生自行在下課

或課餘時間用來背誦或記憶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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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 e-reader 做為高中生的輔助學習工具，面臨

到學生、家長、教師的使用需求不同，甚至是彼此衝突。例如：教師希

望學生使用 e-reader 能提高學習效率，最好能直接反映在學習成績上，

因此不希望 e-reader 具備上網功能，以免影響學生上課的專注程度。但

是，學生使用者多半希望 e-reader 具有某種程度的連網或分享功能，方

便同學之間進行資料交流與相互分享。 

儘管本次發送的實驗用 e-reader 並未開啟連網功能，但現行 e-

reader 的連網功能已是基礎配備了。因此如何針對教師、同學等不同的

使用目的，設計更加彈性的 e-reader 操作機制，像是配合班級上課時間

開啟或關閉部分連網功能，以兼顧學生、教師、家長等使用者的不同需

求，並在三者當中取得平衡，將是電子書閱讀器應用於教育場域未來需

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此外，電子書閱讀器的個人化與行動性，不同於以往的數位學習工

具。實驗計畫研究團隊一開始向同學宣稱，在實驗結束之後，會將此實

驗設備「贈予」參與實驗的同學，這個特性也影響了學生後續的使用方

式。由於學生認定他（將）「擁有」這台 e-reader，因此某些使用者不

滿足被動地接受研究者或老師提供的學習教材，他就可能自行尋找有興

趣的內容或直接改造機器，特別是現今有些高中生已具有不錯的資訊技

術能力，他們可能破解研究團隊原先設定或封鎖的功能，積極地將它

「改造」為適合自己所用的工具。 

儘管我們不清楚這些學生如何改造它，在第二、三階段的機器回收

率日漸降低，有些學生以各種藉口婉拒繳回機器，讓研究者無法取得其

中的使用記錄，或許是學生在其中儲存了不願讓師長知悉的內容（如：

成人漫畫），因而不願繳回；從初步觀察來看，確實可能有類似現象。

當 e-reader 逐漸成為個人習慣使用的行動裝置之後，便愈來愈可能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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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個人隱私的行動傳播活動，要針對這部分進行研究，也就愈加困

難。 

二、E-reader對教育與學習的啟發 

有關 e-reader 在數位學習場域中的應用，近來已有不少實證研究出

爐，包括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者以大學生為實驗對象進行長達一年的

研究（自 2009 年秋季開始），發送 Kindle DX 給 39 位大學生，讓它取

代傳統的教科書。研究者透過日記與訪談結果來瞭解學生的使用狀況，

結果在學年結束前發現有三分之二的學生放棄使用 Kindle DX 做為教科

書或根本很少用，即使是持續使用 Kindle DX 的人也得用紙或電腦來補

強它的功能，這些人甚至連閱讀方式都改變了。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

紙本教科書能給予學生更多關於書本內容與結構的「微妙提示」

（subtle cues），讓讀者在閱讀時產生一個實體書本的「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像是記得某些資訊在書頁中的特定位置或在頁面折

角，這些動作可以幫助讀者更有效率地記得文本資訊，而電子書閱讀器

無法做到這點（Thayer et. al., 2011）。 

在我們的研究中也觀察到類似現象，電子書閱讀器目前仍難以取代

傳統的教科書，不像紙本教科書那樣方便做筆記、劃重點。本研究團隊

亦曾在實驗進行過程中與該實驗班級任課教師舉行一場焦點團體座談，

瞭解各科教學中應用電子書閱讀器的實際狀況，以及各科教師對於所發

送之電子書閱讀器的改進建議。幾位教師也提出目前電子書閱讀器用於

教學上的實際困擾： 

1. 目前電子書閱讀器與電腦製作檔案相容性的問題。教師 X 表示： 

對老師而言，若要多做一次轉檔，很忙。若等你們這邊（意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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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太慢。也許能直接藍芽對傳更好。…學生很想要即時的東

西。學生現在上課不能用電腦。下課時，學生就來找我說要今天的

ppt。後來他們自己收到 pdf 就轉檔成功，段考前就拿了檔案來找

我。我還沒有上傳 jpg，他們就自己轉好了。 

教師焦點團體座談，2010年 5月 26日；行政大樓會議室 

2. 電子書閱讀器內容形式跟紙本教科書不一致。教師 Y 指出： 

（電子書閱讀器的內容跟紙本教科書）頁數沒對上，這對上課節奏

有影響；歷史跟國文還是要學生手寫，我希望他們能記在 e-book

上。 

教師焦點團體座談，2010年 5月 26日；行政大樓會議室 

3. 目前使用的電子書閱讀器無法具備記事功能。教師 Z（班級導師）

認為： 

現在高中生不像國中生，他們會自己找資料（意指不需把所有內容

都預先置入機器當中）。我們目標是他每天帶在身上，如果他可以

把 e-book 當成記事本，隨時記事情，這樣就會隨時帶著。這是

input；就不會停留在 output，只讀書。 

教師焦點團體座談，2010年 5月 26日；行政大樓會議室 

上述參與實驗計畫的教師所提出的問題，部分原因是由於實驗設備

的硬體限制（如：記事本、無線或藍芽連網功能），這些問題在下一版

的電子書閱讀器已獲得解決；另一部分原因是數位內容的轉檔與尋找資

料來源工作，不必完全依賴教師做為內容提供者，學生亦可扮演內容提

供者的角色。 

然而，本文認為，目前電子書閱讀器在教學應用上的最大侷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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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是受限現行的教育與學習體制，基本上還是為了紙本教科書所設

計（如：e-book 裡的教科書內容沒有頁數，可隨時放大縮小，教師無法

像以往紙本教科書的教學方式一樣，請同學共同翻到特定頁數進行解

說）。因此，倘若要使電子書閱讀器發揮更大的教育與學習的效能，絕

非只是將紙本教科書內容轉製為電子書閱讀器裡的數位內容，而必須針

對電子書閱讀器的特性、互動方式，設計一套新的教育與學習典範，才

能真正使它發揮最大效果。9
 

三、分享、創造與建立閱讀習慣 

從另一角度來看，將電子書閱讀器帶入高中生的日常生活，確實能

幫助學生養成行動閱讀的習慣。有些使用者表示，過去因為紙本書籍取

得困難或攜帶麻煩而鮮少閱讀小說，在有了電子閱讀器之後，可以將喜

歡作家的許多本小說一次載入 e-reader 當中，不僅可以隨時隨地閱讀，

也可一本一本小說接續看，不需像過去一樣，看完一本小說，還得再去

買或借另一本，這些便利性使她養成了閱讀習慣。也有些學生表示，原

本就有在手機上閱讀小說或漫畫的習慣，現在轉移到 e-reader 上閱讀，

更為方便。 

因此，電子書閱讀器也為教育者帶來另一種樂觀的想像。正如新素

養研究者認為教育與學習的終極目的不在於給予學生制式的教育內容，

而在於提升學生的想像與創造能力，而這一部分正是過去的資訊素養與

媒介素養最難以達成的目標（Livingstone, Van Couvering & Thumim, 

2008; Lankshear & Knobel, 2006）。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多數高中

生都能自行上網尋找可下載的數位內容，並樂意與其他同學分享，因此

研究團隊或教師不應花太多時間幫學生尋找或製作這些教材，而應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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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多教材的選擇權與主導權給學生社群本身。 

更重要的是，高中生其實具備自行創製數位內容的潛力，將新科技

帶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有助激發他們自行創造出獨特的數位內容。透

過 e-reader 等行動裝置的便利性，他們可以很容易將這些創作與同儕分

享，並鼓勵社群內更多人願意交流與分享，這樣的學習結果更超乎研究

者原本的預期。例如：有位學生在實驗計畫結束之際，將他的使用心得

以一首詩詞表達，並張貼到本計畫的網路平台上與其他人交流： 

捋髭鬚，撚髮稍，對桌窗前，弦月當辰，拾起電子書，只須彈指掠

過，可想見至聖儒道真諦，欲縱覽課文全本亦非難事，亦或是諦聽

幾首動聽歌曲，也不必強求於所費不貲的隨身聽。正因如此，方寥

寥數月，電子書已與吾密不可分，其薄如紙，身輕如翼，只消信手

拈來，遑論廁上、馬上、枕上，但讀無妨。尤可集五車之書，萬籟

之音於一本之中，恰無背包之勞形，無嘈雜之亂耳，不復惆悵而獨

悲，如獲至寶，夫復何求？ 

何小展（化名），網路平台發表，2010年 8月 22日 

本研究認為，透過電子書進行數位學習的方式可朝向更多元的方向

發展，除了提供學習教材之外，更希望養成學生的行動閱讀習慣，進而

達到創造與分享的目的。因此，我們建議，電子書閱讀器於教育場域的

應用，未來應設計更方便的內容轉製機制，以及數位內容的分享機制，

鼓勵學生透過這些機制進行數位內容的創作與同儕分享，像是高中生流

行集體創作的小說接龍活動。若能透過電子書閱讀器直接進行交流、分

享與協作，將有助於學生自主性學習與發展創作潛力。 

也許可以仿照新素養學者 Merchant（2008）在探討孩童與數位寫作

的關係時提出的幾個原則，幫助我們思考如何根據電子書閱讀器的特



從數位學習到新素養 

‧155‧ 

性，設計新的教育與學習方式。他提出以下四點要素： 

1. 規則（Provision）：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軟硬體，以及如何更新。 

2. 位置（Location）：設備應該被放至於何處？是學校還是教室？ 

3. 近用（Access）：學生與教師如何與何時使用？ 

4. 使用（Use）：課堂上或課堂外的實踐。 

上述這些要素皆出現在本文前述的討論議題當中，但在本實驗計畫

執行期間並無法給予完整的解決之道。像是有些同學把 e-reader 放在學

校，只在背誦或忘了帶課本時才拿出來使用，當這些同學很少把它帶回

家使用，缺乏長時間與它互動，探索各種可能性的機會，他就可能受限

e-reader 當中既有的內容，而不會自行開發出符合自己需求的使用方

式，尋找自己想要閱讀的內容。 

因此，我們認為未來仍有待教師或相關研究者，根據這四個元素進

一步思考與設計適合 e-reader 的相關教學方式與內容，有助開拓 e-

reader 與學習之間的各種可能想像。 

陸、結語 

電子書閱讀器做為一個新興的科技產物，目前的消費族群多以具消

費能力的成年人為對象。儘管有不少人預見它在教育市場的潛力，但多

數論點缺乏實地的經驗資料檢證，因此本研究以高中生實際的學習與生

活場域做為研究田野，將電子書閱讀器帶入其日常生活之中，觀察此一

新科技對於他們的學習及生活經驗產生的影響變化，希望透過這個初探

性的研究，有助於未來的教育性行動裝置的軟硬體設計。 

在研究限制的部分，主要分為三點：第一，本研究採取真實情境的

實驗方式，無法進行嚴格的條件控制，因此所得的樣本數量有限，在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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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或許無法達到最佳的統計分析結果。但本研究所收集的使用行為資

料與使用心得調查，皆反映了高中生社群的真實使用情況，有助研究者

瞭解青少年對於電子書的接受程度與依賴習性，並藉由此一先導實驗計

畫的研究與資料分析流程，後續發展為更大規模的實驗設計，以及大樣

本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流程。 

第二，焦點團體座談過程也遇到一些現實上的阻礙，因為必須透過

學校老師安排與學生討論。為了不干擾學生既有的學習進度，研究者只

爭取到兩次各約四十分鐘的焦點團體座談時間，而且高中生不易專注進

行討論，過程中經常起哄、插話、開玩笑，研究者只能盡可能控制討論

方向不至過於離題，鼓勵使用者分享各自的使用經驗，並且透過平日的

e-mail、網站社群管理員在網路平台上與使用者的互動，以瞭解更多使

用者真實的使用經驗。 

第三，e-reader 的使用絕非單獨存在的現象，而是與相關科技構成

一個個人化的科技使用生態，在這個生態中，不同科技之間彼此具有替

代或補充關係。換言之，當某位學生使用 e-reader 的時間高，可能是因

為他沒有個人電腦、必須與兄弟姐妹共用，或是被家長限制電腦使用時

間，因此他將原本對電腦的需求移轉到 e-reader；反之，若某位學生單

獨擁有上述各項工具，他也許就不必依賴 e-reader 做為唯一進行數位閱

讀的工具，而可以有其他選擇。這些個人科技使用生態之間的彼此關

係，仍需更深入的民族誌觀察才得以掌握。 

總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將電子書閱讀器帶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當

中，有助學生養成行動閱讀的習慣，其成效遠大於實驗計畫原先在數位

學習面向設定的預期效果。它同時激發學生自行創造新型態的數位內

容，並且願意在同儕間進行分享，未來應針對電子書閱讀器的使用特

性，設計新型態的教學活動與內容，才能使它在教育學習面向發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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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註釋 

1  本文中提到的「電子書閱讀器」指涉的是兩種對象，第一是泛稱用來閱讀數位

內容的行動載具或平板電腦，因此將 e-book reader，簡稱 e-reader；第二則是指

稱本實驗計畫所採用的實驗裝置，由於它被命名為 e-book，因此研究者與使用

者對話時，習慣以 e-book 指稱此實驗用電子書閱讀器及其中所包含的數位內

容。 

2  「Read it later」是一種閱讀軟體，讓使用者可以把網路上看到網路的文章先存

下來，等到有空的時候再看。Read it later 除了支援用電腦閱讀之外，也同時支

援 iPad、iPhone 和 Android 等行動設備，並具有離線閱讀的功能。 

3  各研究的關鍵使用者應依研究目的與問題而定，以本研究著重的「閱讀活動」

為例，希望找出閱讀時間最多的使用者，以瞭解他們在何種情況下進行閱讀。 

4  相對而言，這個新的研究取徑的缺點，在於研究者必須將質化觀察的現象轉譯

為機器記載的使用者記錄，或從機器記載的大量使用者記錄中抽譯出真實的使

用者活動，如此一來，才能使所收集的數據成為有效解釋使用者行為的資料。

這種跨領域合作在初探階段必須花費不少時間做資料轉譯的工作，之後才能進

行大量數據的模組化分析。 

5  本實驗計畫所發放的電子書閱讀器硬體係由廠商提供，希望藉此開發客製化的

教育用電子書閱讀器，讓學生可在校學習及在家使用。在實驗計畫結束之後，

廠商會將該批電子書閱讀器捐贈給參與該計劃的學生，因此學生會認為該行動

裝置並非是租借自學校或廠商，而是將歸屬自己所有，這個「所有權」的認知

影響後續學生使用者進一步改裝或改造此裝置的內在與外在結構。 

6  第一階段期間為最初發送給學生到第一次收回機器取出使用者記錄的期間，從

2010 年 5 月 6 日到 5 月 26 日，共計 21 天。扣除掉三位學生的機器故障，一共

收回 38 位同學的使用者記錄。 

7  受限於本實驗裝置本身有限的資源配置，這個 e-reader 雖然具有閱讀與聽音樂

的功能，但二者不能同時執行，只能選擇看書或聽音樂其中之一的功能。 

8  每位學生在參與本計畫之初，都必須請家長填寫參與同意書，因此家長知道此

電子書閱讀器的實驗計畫。在實驗開始之前的學生說明會（2010 年 5 月 6

日），我們曾詢問同學：家中是否有 Kindle、iPad 等電子書閱讀器等？或者個

人是否使用過？多數學生曾經聽過但都未真正使用過。在焦點團體座談中，我

們曾詢問同學：家長、家中兄弟姐妹是否對 e-reader 感到好奇或是否有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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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同學回答是家長或家中其他成員並無特殊反應或興趣，當時 iPad 等平板電

腦在台灣還未風行。研究者針對使用者社群所舉行的相關活動內容與舉行時

間，可參見本文附錄。 

9  本實驗計畫當中的參與教師，在試用幾週過後，多數對於電子書閱讀器應用於

教學採取消極配合的態度。有些老師會認為電子書閱讀器對現行的教學方式幫

助不大，他們仍延用既有的教學模式，認為它只能做為學生課後自行複習的工

具，甚至曾有教師禁止學生在上課時將電子書閱讀器放在桌上（認為學生可能

會分心觀看他自行下載的其他內容），因此本研究難以針對電子書閱讀器的使

用是否提昇高中生對於課業學習的動機與成效提出進一步分析。研究者認為造

成這個現象的另個原因在於本實驗計畫原先設定參與的科目都是與升學考試相

關的科目（國文、英文、歷史、地理），教師受限於學習進度、學習成效等壓

力，不願冒然改變既有的教學方式，不會特別在課堂中鼓勵學生使用，只將其

做為學生課後自行複習的工具（背誦課文、教學投影片內容）。未來或許應以

「非升學科目」為主要實驗對象，在沒有學習進度的壓力下，才能鼓勵授課教

師與學生共同嘗試與探索電子書閱讀器於教學上的各種可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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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reader 使用者社群之大事記 

實施日期 不同階段採用之研究方法 

2010年3月16日 

舉辦教師說明會，說明校園數位學習專案採用真實情境之

實驗方式，以及未來實驗流程需教師與學生配合之處，提

供 e-Book 予高一實驗班級 8 名相關任課教師使用。 

2010年3月25日 
第一次教師使用者焦點團體座談：瞭解教師使用者對於 e-

Book 之教學使用需求與改進建議。 

2010年5月6日 

1. 舉辦學生說明會，發放 e-Book 給予實驗班級 41 名學

生。 

2. 啟用 e-Book 網路互動平台，設置使用者社群管理員一

名，主動與使用者溝通互動，鼓勵與引導使用者分享其

使用經驗及問題。 

3. 實驗程式設計：於 e-Book 載入 log 記錄程式，記錄使

用者之按鍵行為，包含實體按鍵與虛擬按鍵。 

2010年5月13日 

第一次網路問卷調查（使用一週後）：目的在於瞭解學生

現有的科技使用狀況做為背景資料，以及學生對於電子書

的想像與期待。 

2010年5月26日 

1. 第一階段 e-Book 之使用記錄分析：瞭解使用者接觸新

科技之初步體驗與使用概況，第一階段 e-Book log 所記

錄的使用期間為 5/6-5/26。 

2. 學生填寫書面回饋單，表達他們對於使用電子書一個月

的心得。 

3. 第二次教師使用者焦點團體座談：瞭解教師在課堂上實

際使用 e-Book 的情形，以及對於 e-book 的功能或內容

提出改善建議。 

2010年6月8日 

第二次網路問卷調查（使用一個月後）：目的在於瞭解學

生使用電子書一個月之後的概況，是否造成其學習及生活

型態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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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日期 不同階段採用之研究方法 

2010年6月25日 

1. 第一次學生使用者焦點團體座談：瞭解學生使用者實際

使用 e-Book 之情境，包括在課堂或家中使用情況，以

及閱讀的內容類型，如：課文、課外讀物、使用者自行

載入內容，並頒發第一個月使用狀況獎勵，包括使用電

子書時間最長、及上網提問次數最多，邀請同學分享其

使用經驗，鼓勵其他使用者開發不同的 e-reader 使用行

為。 

2. 取出第二階段使用記錄，e-Book log 記錄的使用期間為

5/28-6/25。 

2010年10月29日 

1. 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的使用記錄比較分析：取出第三階

段的 log 記錄，使用期間為 7/1-9/30，藉以瞭解學生使

用者於在學期間（由教師引導於課堂相關活動使用）與

暑假期間（無教師引導使用）的實際使用 e-Book 的情

況。 

2. 第二次學生使用者焦點團體座談：實驗計畫結束，頒發

參與證明給實驗班級同學，並邀請暑假期間使用較多的

同學，分享使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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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earning and New Literacies: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E-readers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Yu-Chung Cheng
*
 

ABSTRACT 

‘Digital natives’ have grown up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devices. Understanding how digital natives use e-readers and their reading 

behavior are important for designing the next-generation of e-readers and 

mobile device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introduction of e-readers into 

high schools influences student learning and daily activities. Because 

mainstream curricula are based on paper textbooks, e-readers can only play a 

limited role in classrooms as supplemental study aids. However, this study 

shows that e-readers help students to develop mobile reading habits. E-

readers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create new forms of digital content and 

participate in peer-sharing activities. Thus, although e-readers have not 

replaced traditional textbooks and curricular design, using e-readers promotes 

the realization of new literacies. 

Keywords: digital learning, e-reader, mobile reading, mobile communication, 

new literacies, user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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