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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驗一 

 

本章將說明本研究實驗一的研究設計、研究樣本、研究工具的編制、研究的

實施流程、資料處理方法與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實驗一旨在探討電子童書互動式動畫與文本一致性對閱讀理解的影響。年齡

界定為大班幼兒；故事文本內容分為兩種，一為互動式動畫與文本一致的電子童

書，另一為動畫與文本較不一致之電子童書。 

 

主要研究架構如下： 

 

圖 3-1：研究架構 

動畫內容關聯性 

1.動畫與文本一致之電子童書 

2.動畫與文本較不一致之電子童書 

 

 

年齡 

大班幼稚園生 

 

 

 

 

閱讀理解 

1. 故事回憶： 

故事重點回憶量分

析 

2. 故事理解： 

(1)文意理解 

(2)推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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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樣本 

在實驗一中，為探討幼兒之故事回憶與文意、推論理解程度，是否因電子童

書中動畫與文本一致性與否而有所差異，因此選取台北縣市三所公立幼稚園與台

北縣某一私立幼稚園之大班幼兒進行實驗。此四所幼稚園幼生之家庭背景經由研

究者詢問該班教師，發現大部分為本地國籍者，且多為雙薪家庭，父母教育程度

大多為高中及大學學歷，工作多為上班族及自行開店者。而因四所學校所在地區

皆為大台北地區，因此所受社會文化差異不大。園所課程之差異除台北縣某一私

立幼稚園有進行美語教學外，其餘內容均無太大差異，然因美語教學與本研究主

題無關，因而所受影響不在考慮之列。 

其次，為確保研究能有效進行，首先選取有接觸過電腦經驗之幼兒，但有無

操作過電子童書並不在選擇範圍限制之列。因為本研究目的為測驗閱讀動畫一致

性與否對理解的影響，受限於研究者本身無法自行設計教材，坊間的電子童書取

樣內容多為一致與不一致性參雜其中，若讓幼兒自行操作來進行實驗，無法確知

點選的一致性與不一致性動畫數量是否在控制內，因此由研究者操弄可避免： 

1.沒點到的物件，使一致與不一致無法凸顯。 

2.避免重複點選次數的問題或時間。 

3.避免時間太長而分心，研究者操作物件可有效控制時間。 

    再者，動畫呈現在電子童書的方式有很多種，如單線式動畫或互動式動畫

等，研究者所關心的在於，當這些動畫以與文本內容不一致的方式呈現出來時，

是否會干擾幼兒的閱讀理解。因此動畫是否為幼兒點選不是本研究之重點，且本

研究亦非以評選坊間光碟為研究目的，故為使研究有效進行，以研究者操弄電子

童書中之動畫為主。 

其次，為避免幼兒的先備經驗影響研究結果，本研究中所採用的文本內容，

取材自幼兒生活中，內容以淺顯幼兒易懂的語句為首要考量，在圖畫書的類別

上，因不屬於特定題材如科學性故事或歷史性故事，對幼兒先備經驗的影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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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再者，各幼兒經該班教師挑選，剔除語言能力劣者，以求能力之間的一致性。

且以選擇對於電子童書具有學習動機或曾經閱讀的經驗背景之幼兒為主。學生總

計 73人，以隨機方式分派至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有 37名幼兒（男生 19名、

女生 18名），對照組有 35名幼兒（男生 18名、女生 18名）。因本研究為實驗研

究法，為了比較幼兒閱讀電子童書中動畫與文本一致性與否之故事回憶能力及故

事理解能力的差異，故實驗組使其閱讀「動畫與文本一致之文本」，對照組使其

閱讀「動畫語文本較不一致之文本」，研究樣本人數分配如表 3-1 所示： 

 

表 3-1：實驗一研究樣本人數統計 

A園 B 園 C 園 D 園 
總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實驗組 5 7 12 5 6 11 9 5 14 0 0 0  

對照組 0 0 0 0 0 0 0 0 0 18 17 35  

總計   12   11   14   35 72 

 

其次，為排除由研究者操作電子童書，控制動畫導致受試者表現的反應與媒

材設計理念相違背，因此在取樣學校 A園中挑選一名幼兒實地觀察其操作電子童

書的過程。為考量幼兒對環境的熟悉感，因此操作的地點選在樣本學校進行，由

研究者先請該班教師推薦一名對電子童書有興趣且曾操作過或閱聽電腦動畫、故

事錄影帶之幼兒，且經由研究者設計家長同意之問卷（附錄九），使得研究能順

利進行。 

研究開始前，請班級教師對該名幼兒進行說明，使得其能做好心理準備。開

始操作前，研究者先說明電子童書故事的名稱以及操作的方法，強調幼兒可以自

由利用滑鼠點選畫面中任何的物件，嘗試其產生的效果。在該名幼兒準備完成



電子童書與幼兒閱讀理解之研究 

 34 

後，開始進行錄音及錄影，做為往後資料分析的依據，記錄幼兒閱讀及操作電子

童書的過程。此外，因研究者於研究開始前已向幼兒說明操作方法及實驗流程，

因此開始閱讀後，便不與幼兒談話討論電子童書的過程，僅讓幼兒獨自操作及閱

讀電子童書。 

研究發現，受試者在操作電子童書的過程，會嘗試以滑鼠點選畫面中的人物

及周邊的物件，不論是否在畫面中央或角落，受試者均願意嘗試。其次，有的物

件未被媒體本身設定為帶有動畫的互動功能，受試者在點選後發現無動畫反應

後，並不會影響其後點選動畫的主動性或興趣，在每一頁的文本中，仍會嘗試點

選多個物件並對物件呈現的互動反應產生好奇。 

因此，依據上述的預試觀察，驗證研究者在所選文本中所挑選的動畫物件，

為符合幼兒實際操作時的選擇，依此原則作為實驗研究的文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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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故事文本、自編閱讀理解測驗（故事回憶與故事理解）

及紀錄表。 

     

一、故事文本 

本研究以文學類故事體童書為主，由坊間挑選 11份適合的文本（附錄一），

經篩選後挑選出適合的文本，依照研究者自行設計之評選標準（附錄二），以具

備可讀性、趣味性，並在內容結構上合乎連貫性和邏輯，且故事旁白及人物的語

言清晰度佳為首要考量，作為研究工具之用。 

採用之故事為 Living-books 系列發展之電腦動畫故事書。在劉玉玲（2000）

的研究中指出，此系列的電子童書架構是目前許多電子童書的原型。保有傳統故

事書的形式，但在每個頁面中有許多按鈕可讓小朋友邊看邊玩。每段按鈕都有一

段動畫情節，動畫為電腦上色平面動畫。 

    因此，本研究所用文本係取自憶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理中文版 Living 

books 系列之「小馬斯特上學去」為實驗文本進行實驗。在動畫上，由研究者與

一位幼稚園教師挑選出所有與文本一致性與不一致性的物件，因考量閱讀時間，

無法逐一呈現，故選取部分一致與不一致性的物件以進行施測，分類出實驗組與

對照組兩種文本，實驗組為動畫與內容完全一致之文本，對照組為動畫與內容較

不一致之文本。對照組之動畫在每一頁當中，均與實驗組所點選的動畫當中，有

1-3 個相同的動畫物件比例，為動畫與文本完全一致者，其餘不同處為動畫與內

容不一致者，動畫物件如表 3-2 所示。動畫挑選後，依據電子童書旁白與文字標

示出重點以作為評分之依據。略過的頁面乃考慮閱讀時間的控制，以不影響文本

主要內容為要。 

    在研究者點選每一頁的動畫物件前，不論是實驗組或對照組的幼兒，研究者

皆先播放各頁之故事內容，在旁白述說完每頁故事後，研究者才點選各頁動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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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實驗組的動畫物件與每頁文本內容一致，而對照組的動畫物件則較不一致（附

錄四）。 

在本研究中，對照組文本的動畫物件量稍多於實驗組的文本，但閱讀過程

中，幼兒均能於時限內（10分鐘）將文本閱讀完畢，故文本動畫物件量對閱讀

理解的影響可予以忽視。另外，除了動畫物件量上的差異外，實驗組文本與對照

組文本在圖文配置和內容敘述上並沒有任何差異。表 3-2 為兩個文本的動畫物件

量統計表： 

 

表 3-2：實驗組文本與控制致組文本動畫物件量 

組別 動畫物件量 動畫總計相同數 

實驗組 36 

對照組 39 
19 

 

二、閱讀理解測驗 

本研究的閱讀理解測驗旨在測量幼兒對所閱讀文本內容大意之理解，分別 

採故事回憶測驗及研究者自編之故事理解測驗兩部分來進行，敘述如下： 

 

（一）故事回憶測驗   

    Kintsch(1974)將文章內容所包含的命題分析為三類，是為以動詞為主

的命題、以形容詞為主的命題、以副詞為主的命題（引自劉玲吟，1994）。 

林佩菁（2003）指出以命題為主的評量受限於受試者表達能力的差異，且計

分較不易，因此本研究參考 Thorndyke(1977)之故事結構元素與 Kintsch(1974)

之命題評分標準，編擬設計「小馬斯特上學去」之概念及評分標準，考量到學齡

前兒童語言表達能力有限，若以命題作為故事回憶評分標準，則語言表達能力較

佳者，得分愈高，無法客觀測驗故事理解之成效。因此以概念代替命題，測量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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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故事理解的分數。 

在故事回憶的評分標準上，研究者首先請四位幼稚園教師填寫「小馬斯特上

學去」的故事重點調查問卷（附錄五），經統計整理後，成為此篇故事的重點概

念（附錄六）。其次，本研究參考 Kintsch（1978）的故事重點概念計分方法（引

自蔡銘津，1997），分別說明如下： 

1.每答對一個概念給予一分，答錯不予扣分。如：回答「媽媽叫小馬斯特起床準

備上學」，符合附錄六概念第一題，給予一分。 

2.文意相同，若所用的詞彙不同，仍給予記分。如：回答「小馬斯特下樓吃點心」，

與「吃早餐」文意相同，仍給予一分。 

3.回憶之故事順序顛倒，仍給予記分。如：回答「他們有學音樂、聽老師說故事、

學數數」，上學中課堂順序顛倒，仍給予記分。 

4.回憶之概念出現錯字，若不影響文意，仍給予記分。如：故事中的人物姓名不

完整陳述，或故事中之專有名詞，如「煎蛋」、「麥片」等類，以「蛋」、「餅乾」

或其他相似名詞稱呼。 

5.敘述的語法不合文法邏輯，但尚可了解意思，仍給予記分。 

6.相同的命題重複敘述，以一個命題記分。 

7.扭曲文意或為原文所未提到之命題（以本研究為例，如回憶與內容無關之動畫

反應）不予記分。 

 

（二）故事理解測驗 

    本研究依據Pearson和Johnson(1978)所提的「理解三層次論」，並參考王心

怡（2006）將理解三層次歸納成兩大類，一類如文章中明示的問題，係屬於在文

章中可明確找到答案的問題；另一類如文章中隱含的問題及涉入個人經驗的問

題，係表示需要經過閱讀者的分析推論才能得到答案的問題。本研究所編製之閱

讀測驗題目便以這兩類問題為區分標準，分為文意理解題目與推論理解題目。測

驗題目採用問答題方式，來測量學生閱讀理解程度，下面以本研究所選用「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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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上學去」之電子童書為例，說明故事理解測驗的兩個不同理解層次的涵義： 

1.文意理解： 

可測出幼兒對於答案直接明示於故事中的問題之理解，即字面的理解。例

如：算術課學數數，全班小朋友從數字幾數到數字幾？ 

 

2.推論理解： 

可測出幼兒對於答案需經由間接推論的問題之理解，及是否能做綜合性的判

斷。例如：阿立本來很愛生氣，後來為什麼不生氣變高興了？你覺得阿立後來有

喜歡上學嗎？ 

 

歸納出的理解成分，按照文本段落選擇內容編擬出測驗題目的項目及內容

（表 3-3），題數共計 23題。在編訂完成後，研究者委請一位教授、兩位幼稚園

教師及兩位研究生，評定題目的合適性以達測驗效度。最後，故事以 18 題的理

解測驗題，做為「故事理解測驗」的測驗內容（見附錄七）。 

 

表 3-3：故事理解測驗項目成分 

認知層次 題目 合計題數 

文意理解（記憶性試題） 3、4、5、6、9、10、11、

12、13、14、15、17、18 
13 

推理理解 1、2、7、8、16 5 

 

評分標準參考蘇育瑠（1990）對文字理解及推論理解之計分方式，將本研究

之計分標準敘述如下： 

1. 幼兒反應為不知道，偏離題意，回答錯誤，則給予 0分。 

2. 回答語意模糊，回答不完全，每個題數下的答題給予 1分。如：本研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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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題閱讀理解測驗題目中，問及「他們的早餐有哪些可以選擇」時，將「麥

片」回答為「玉米片」，則給 1分。 

3. 回答出標準答案，每個題數下的答題給予 2分。如：正確回答「麥片」二 

字，給予 2分。因此本研究第 11題閱讀理解測驗題目中，若回答他們的早 

餐有「麥片」、「煎蛋」、「牛奶」，則給予 6分。 

4. 文意理解題目 13題，推論理解題目 5題，每個題目下的答題內容，依據前 

述三項給分標準計分，給分範圍為 0-49 分。 

茲將本研究之計分方式記於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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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如下說明之： 

 

一、準備工作 

研究者在實驗教材選取前，先至坊間參考出版的電子童書互動式光碟，挑選

出 11份教材後，經研究者設計之評選標準及與指導教授討論篩選後，決定以具

備評選標準之電子童書─「小馬斯特上學去」，作為本研究實驗教材。在教材確

定之後進行故事理解測驗的編製以及故事回憶與故事理解的評分標準。 

 

二、協調工作 

研究者於台北市與台北縣各四所公私立幼稚園協調接洽實驗研究工作，獲得

學校行政與班級老師的同意後，協商實驗的場地，以安靜不干擾幼兒閱讀注意力

的場地為首要考量，決定實驗場地各為幼稚園圖書室與幼稚園辦公室。並請班級

老師與該班幼兒家長做口頭上的知會，尊重其參與實驗研究的意願。在本研究

中，因有班級屬中大班混齡班，因此隨機從該園所有班級中，按大班人數抽取一

半為實驗組，另一半為對照組，並徵求該班兩位老師同意後，開始進行實驗。 

 

三、預試 

研究者針對本研究的實驗園所，即台北市與台北縣某四所公私立幼稚園大班

幼兒，隨機選取一間園所之非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共 30位幼兒進行預試，並採用

「小馬斯特上學去」之電子童書作為預試的實驗教材，以修正測驗題目與研究程

序。以下將修正的過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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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程序 

在預試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因幼兒對電子童書媒材呈現不夠熟悉，當一進入

實驗場地後，就非常興奮。雖動畫的呈現是由研究者以滑鼠來控制，但故事中部

分幼兒會要求研究者點選其他動畫，以致干擾其他幼兒閱讀電子童書的專注力，

在秩序上較難掌控。因此提醒研究者於正式實驗之前，應先使幼兒熟悉電子童書

的媒材呈現，教材選擇以非正式實驗所使用的教材為主，讓幼兒熟悉電子童書的

閱讀。其次，排除幼兒秩序上的干擾，在正式實驗時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使幼

兒逐一進入實驗場地閱讀電子童書後，再進行實驗工具施測，減少因同儕互動帶

來的干擾。 

    而施測前先請該班教師告知幼兒實驗的流程，以及介紹施測者，以利研究進

行。實驗時間選擇午休或早上自由活動時間進行實驗研究。 

 

（二）研究工具 

1.實驗材料 

在隨機選取的實驗材料中，有幾部故事是由紙本童書改編，幼兒已具備先前

閱讀過的經驗。而本研究所採用的電子童書，非為紙本童書改編故事，且經由預

試過程，提醒研究者在進行實驗時，必須確認幼兒沒有聽過或看過此故事，以避

免影響研究結果。 

2.測驗工具 

在故事理解測驗的題目上，幼兒都能了解研究者口語的發問方式，針對每一

個題目給予回應。若觀察孩子不清楚題目意涵，研究者會轉換成幼兒懂得語言，

盡量不要因為指導語不清楚干擾其回答。 

但在故事回憶方面，少數幼兒不願意回憶或在施測初便告訴研究者他不記得

故事內容，但在研究者的鼓勵之下，部分幼兒均能嘗試口語回憶故事。因此在此

方面提醒了研究者實驗當中指導語的重要性。因實驗對象為入園不到一年的中班

幼兒，為排除某些幼兒雖知道答案，卻受限於表達的完整性，因此研究者在幼兒



電子童書與幼兒閱讀理解之研究 

 42 

進行故事重述時，應先說明指導語例如：「好，我們聽完了小馬斯特上學去這個

故事，好不好聽？那麼現在請你試試看把剛才聽到的故事說給我聽。」 

而當幼兒重述故事時，應給予幼兒充分的時間思考，只要幼兒願意重述故

事，便給予正向鼓勵，在幼兒停頓時，引導告知：「剛剛的故事裡還說了什麼？」、

「然後呢？」、「你能不能從故事一開始發生了什麼事說起？」、「故事裡有哪些人

物？他在做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其回答符合自身之閱讀理解。 

而對於教師挑選出的受試對象，為心智能力、語言能力及閱讀能力無障礙之

幼兒後，藉以排除因幼兒閱讀障礙影響研究結果。 

 

四、正式施測步驟 

本研究在施測時間上以早上活動時間為主，為配合班級主要教學活動，施測

流程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待該幼兒做完實驗後，由研究者帶回班上，再由老師

指派一名幼兒進行施測，如此也能避免幼兒等待時間過長，失去耐心及興趣。 

研究者在開始施測前，先與幼兒建立良好互動關係，詢問幼兒先前在班上閱

讀電子童書的經驗或平日在家觀看電視的經驗後，告知施測的方式和步驟，使其

了解正式施測時的故事回憶和故事理解測驗的施測方式，待幼兒準備就緒後開始

閱讀。 

而本研究所選取的電子童書─「小馬斯特上學去」，在故事內容上，由研究

者操控滑鼠以呈現一致性動畫或不一致性動畫。幼兒先閱讀電子童書文本約 10

分鐘，此時研究者不做任何說明註解，待閱讀完後馬上進行故事回憶測驗、故事

理解問答測驗，研究者以錄音方式配合紙筆記錄，以便進行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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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的蒐集及分析方法 

 

一、實驗研究的資料蒐集與處理 

1. 本研究以訪談錄音的方式進行實驗研究，在實驗結束後，將訪談幼兒的錄音

內容依照故事回憶與故事理解之類別逐字轉換成文字資料。 

2. 完成之文字資料，在故事理解之測驗部分，由研究生依據配分標準批改，剔

除空白太多或經實驗現場觀察分心作答者，以求得有效樣本數。 

3. 在幼兒故事回憶的內容上，與評分列表相對照，計算其故事回憶之回憶量。 

4. 在故事回憶的分析部分，為避免主觀因素干擾導致評分標準的誤差，因此建

立評分者間的一致性分析，除了由研究者本人對受試者的資料給予評分之

外，另外邀請一位幼稚園老師進行評分的工作。研究者從實驗一每組資料中

隨機抽取各 10篇故事回憶測驗作為計算的樣本，先說明評分標準與方法，請

他和研究者一同進行評分後，求取兩者之間的評分一致性檢定，以計算評分

者間一致性信度。評分者間一致性考驗採取斯皮爾曼等級相關(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分析，若求得之相關係數愈高，表示評分者信度愈高，

結果愈一致。 

 

表 3-4：兩個評分者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 

評分者 n 實驗一大班實驗組 實驗一大班對照組 實驗二中班組 

1&2 10 0.99(<0.0001)* 0.95(<0.0001)* 0.92(0.0002)* 

r(p-value) 

 

表 3-4 顯示，兩個評分者在三組的評分結果上，均有顯著的正相關，且相關

係數都很高，介於 0.92～0.99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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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閱讀理解測驗的分數之統計分析，在探討不同組別之幼兒在故事回

憶及故事理解上之差異，以下將說明各項資料分析方法： 

 

（一）不同組別中，實驗組與對照組幼兒對故事回憶表現之考驗（研究問題 

1-1），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求得其差異性。 

 

（二）不同組別中，實驗組與對照組幼兒對故事理解表現之考驗（研究問題 

1-2），以二因子混合設計(mixed design)變異數分析處理。若二因子之間

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時，則進一步就單純主要效果(simple maineffect)

加以考驗。 

 

（三）本研究選定.01的機率水準，若p值小於.01，則拒絕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以了解年齡與電子童書之動畫與文本一致性，對幼兒故事

回憶與故事理解是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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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結果 

本實驗一以大班幼兒為實驗對象，旨在分析及討論幼兒閱讀電子童書中動畫

與文本一致性與否對閱讀理解產生之影響。研究各階段以故事回憶及故事理解測

驗評量受試者在閱讀理解上的表現。 

 

一、動畫與文本一致性對故事回憶測驗之分析 

    本研究依據動畫與文本一致性與否的數量分組，實驗組為閱讀動畫與文本一

致性者，對照組為閱讀動畫與文本較不一致性者。另外，在實驗進行中，不論實

驗組或對照組，均有少數幾位幼兒在閱讀電子童書後不願回答問題或回答問題時

語音語意模糊使得研究者無法分辨其回答之答案。因此，排除極端值樣本後，實

驗組與對照組人數各30人，共計60人，在閱讀完不同組別之電子童書後進行故事

回憶的施測。參見表3-5。 

    先將兩組不同組別的幼兒之故事回憶量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列於表 3-6。 

 

表 3-5：參與實驗一的樣本數 

 實驗組 對照組 

人數 30 人 30 人 

合計 60 人 

 

表 3-6：兩組故事回憶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實驗組 對照組 
 

平均數(M) 標準差(SD) 平均數(M) 標準差(SD) 

故事回憶 12.2 4.39 6.07 2.33 

 

為了進一步探討本研究的實驗對幼兒故事回憶所產生的影響，因此以電子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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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動畫與文本一致性與否為自變項，以幼兒故事回憶的總得分為依變項，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列於表 3-7。 

 

表 3-7：兩組與故事回憶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源 SS 自由度 MS F p 值 

組間 564.27 1 564.27 45.67 7.47E-09 

組內 716.67 58 12.36   

      

總和 1280.93 59       

 

表 3-6、3-7 可看出組別有差異，實驗組幼兒在故事回憶能力上的得分顯著

高於對照組幼兒，代表閱讀動畫與內容較一致之電子童書能使幼兒回憶故事表現

較佳。 

此外，研究者亦發現實驗組的幼兒在閱讀與動畫一致之電子童書後，對於故

事中因果的回憶總量較多。例如在「小馬斯特上學去」中，小馬斯特的朋友阿立

因為課堂中遇到許多不順心的事而生氣，但後來在勞作課時，由於畫作受到其他

小朋友的讚賞，才由生氣轉為開心，最後交到許多新朋友，期待隔天的上學。這

樣的因果關係，表現在故事回憶敘述上，發現實驗組的幼兒較對照組的幼兒能說

出其因果關係，即上下文中衍生出來的結果。以下隨機抽取樣本說明之：（畫線

處對照附錄六之故事回憶重點概念，列出故事中依序呈現的概念題；斜體字為幼

兒從文本中間接推論及綜合性的判斷） 

 

（大班實驗組：編號14）─總分16分 

C：「他躺在床上睡覺，媽媽叫他起來，然後他下來吃早餐，然後小馬斯特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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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刷牙。小馬斯特的媽媽就說，小馬斯特，該上學囉，媽媽就帶著小馬斯特上學。 

  4                                                      6 

然後有的朋友是走路來的，有的朋友是坐車來的。然後阿立就說我今天一定不快 

                     7 

樂，然後他們就進去上學。先上 ABC，然後上完 ABC 之後是上 1數到 20。…」 

                       9                           12 

T：「中間有發生什麼事嗎？故事要講清楚喔！」 

C：「有一個人很厲害，他是最棒的高手，然後阿立就說我也想要成為 123 

                     13 

的高手，他沒當上算數高手就開始生氣。」 

              14 

C：「第三堂課是..小馬斯特自己做了一個紙飛機，阿立自己畫了一張圖，然 

                              31                     34 

後這次阿立有進步，大家都說他畫的圖畫很漂亮一直稱讚他，他就開始變高興 

                                  35 

了。然後他們上鋼琴音樂課的時候阿立也有跟著一起唱，然後就放學了。」 

               37                     39               40 

 

（大班實驗組：編號25）─總分15分 

    C：「一開始阿立躺在床上，他媽媽叫他起床，然後他就起床了之後，他就去 

                     1                                 2 

吃早餐，然後他說他想要蛋跟炒飯，然後他還想要一個牛奶。後來他吃完了之後 

                         3 

他就去刷牙，媽媽就說快要遲到了，然後他就說快要好了，好了之後他就走出來 

      4 

到學校，之後他就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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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然後老師就說早，然後就開始上課了。玩一玩之後講一個很好聽的故事， 

                                                         27 

一個人他生氣（指阿立的圖片），因為他想要聽別的故事。其他人都很開心，只 

            28                       29 

有他嘟著嘴，別人就說，阿立這個故事很好聽，以後也可以聽到這種故事呀，不

要生氣。」 

C：「然後阿立的字寫反了在生氣，那個瑪斯特他就說，我來教你寫好了。後 

                 10                          11 

來又教數字了，有一個朋友是數字第一名，然後他又開始生氣了，因為他想要全 

      12             13                          14 

班第一名。後來他們做美勞的時候阿立才變開心，他畫圖被大家說很漂亮。」 

                                                 35 

C：「然後就開始上音樂課，他就唱起歌了。後來就下課了。然後阿立就覺得 

                    37         39                40 

我還是要上課好了，不要亂生氣，然後他上課就變開心了，然後老師就跟他們說

掰掰。」 

 

在研究者所挑選的「小馬斯特上學去」的電子童書中，以阿立不喜歡上課為

故事的主軸，呈現出在許多課堂中，阿立不願與人互動的插曲。而故事後半部因

為阿立美勞課畫了一張圖畫被大家稱讚很漂亮，使他對討厭上學改觀，因而交了

新朋友。上述幼兒在回憶故事時，有的雖不記得在「小馬斯特上學去」的故事情

節中，完整上課的課堂順序，但是能依據解決問題事件的先後因果關係重述故

事，並對主角在故事中由討厭上學變為喜愛上學的細節皆交代清楚，表示其對故

事記憶的完整性。 

由此發現，動畫與內容較一致的電子童書設計，較能使幼兒對主角的介紹、

故事發生的因果關係有加深印象的作用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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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對照組幼兒在此得分上低於實驗組幼兒的得分，研究者探究其原因，

可能是對照組的幼兒在閱讀故事時，大部分的幼兒看到電子童書中的物件經由研

究者點選後會出現令他們意想不到的變化時，均感到相當地興奮與驚訝，因此對

於點按畫面中的隱藏式動畫相當熱衷，在閱讀過程中，較不注意旁白的敘述，反

而不斷提醒研究者操控動畫，導致在進行口語的故事回憶時，記不清楚故事的詳

細內容，某些幼兒特別回憶出與故事主旨無關的片段，例如：（畫線處對照附錄

六之故事回憶重點概念，列出故事中依序呈現的概念題） 

 

（大班對照組：編號7）─總分2分 

C：「後來窗戶又打又開又打又開，然後外面有一隻鳥一直在彈咚咚咚咚…，

後來他的媽媽就叫他起來，後來去上學，然後他就坐在那邊，那個樹會飛，很好 

            1                 6 

笑。」 

C：「然後老師在上課，還有那個窗戶打開的時候有一個紫色的花，他說，你

可以出來陪我們玩嗎。最後那個水溝就打開了，後來有一個紅紅的流出來又被水

溝吸進去」。 

 

（大班對照組：編號12）─總分7分 

C：「媽媽叫他起來，去樓下吃早餐，吃完早餐後再去刷牙，刷牙完以後媽媽 

             1             2               4                       

帶我去上學，他們應該是去畫畫、上音樂課。講完了」 

6                    30      37 

T：「你還有看到什麼，故事裡面還發生哪些事，要說清楚喔！」 

C：「樹在動，然後打了一個噴嚏，小鳥飛出來了。後來又按房子，房子本來

很矮的，突然長高變成 101！」 

C：「那你剛剛說他們有去畫畫，在裡面有發生什麼事嗎？要講清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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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一個人有一個紙飛機，然後他就給一隻狗坐著，然後就飛出去了。我 

                 31                       

覺得好好笑喔！後來牆壁上的圖畫也會咚咚咚咚（唱歌）一直亂跑，大家都覺得

很恐怖！」 

本研究實驗過程中，研究者在播放每頁故事內容後，依據實驗組與對照組選

定的文本動畫物件開啟動畫。進行故事回憶測驗時，從以上的逐字稿發現，對照

組幼兒在回憶逐頁中每段故事時，會將研究者逐頁點選的動畫物件一併回憶出。

例如在「小馬斯特上學去」故事當中的學做勞作課時，研究者對對照組幼兒點選

牆壁上的圖畫，圖畫中的人物便唱歌並跑來跑去。對照組幼兒在回憶故事時，將

此段與文本無關的片段也一併回憶出，而無法凝聚故事的主要內容。 

此研究發現與 Labbo與 Kuhn(2000)之研究結果相符合。Labbo與 Kuhn(2000)

之研究指出，幼兒閱讀動畫與內容不一致之電子童書後，較無法凝聚故事主要內

容與概念重述之，而閱讀動畫與文本一致之幼兒，較能推斷主角的動機並摘要故

事事件。 

 

二、動畫與文本一致性對故事理解測驗之分析 

    此部分主要在探討幼兒閱讀動畫與內容一致與較不一致時，對其故事理解能

力的影響。故事理解能力以幼兒接受故事理解測驗後，由研究者統計出在故事理

解中，「文意理解測驗得分」與「推論理解測驗得分」所得的分數為代表。 

    先將兩組文意理解、推論理解測驗的得分，求平均數與標準差，列於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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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兩組幼兒在文意理解及推論理解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表 

實驗組 對照組 
 

平均數(M) 標準差(SD) 平均數(M) 標準差(SD) 

文意理解 22.37 4.38 12.6 3.84 

推論理解 4.87 1.59 3.3 1.84 

 

表 3-8 可知，進行文意理解、推論理解測驗時，兩組得分從平均數看來有所

差異，以實驗組表現優於對照組。 

統計顯著性差異考驗是以不同組別與文意及推論理解測驗表現效果之二因

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處理。若達顯著水準時（p＜.01），則進行單純主要效果。

所得結果如表 3-9 所示： 

 

表 3-9：不同試驗組別的文意及推論理解表現效果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

摘要表 

變異來源(source) SS df MS F 值 p 值 

組別 963.33 1 963.33 78.80 .0001 

文意、推論理解 5386.8 1 5386.8 699.11 .0001 

組別*文意、推論理解 504.3 1 504.3 65.45 .0001 

群內受試 709.03 58 12.22   

保留效果*群內受試 446.9 58 7.71   

全體 8010.37 119    

 

表 3-9 顯示，組別有差異，各組幼兒在文意理解、推論理解測驗上皆具有顯

著差異（F=78.8, p＜.01），組別與閱讀理解的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F=65.45, p

＜.01），表示二因子間彼此相關，有交互作用存在。因此，需進一步就單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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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加以考驗。如表 3-10 所示： 

 

表 3-10：各表現效果在不同試驗組別表現得分之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

表 

變異來源(source) SS df MS F 值 p 值 

組別      

  文意理解 8.89 1 8.89 84.32 .0001 

  推論理解 2.65 1 2.65 12.43 .001 

 

表3-10顯示，在文意理解測驗、推論理解測驗之測驗得分上，組別有差異（F

值分別為F=84.32、F=12.43, p＜.01）。顯示出閱讀理解中，無論是文意理解或

推論理解，實驗組優於對照組。 

    研究者亦發現，閱讀與動畫較不一致文本之幼兒，對於隱藏式動畫的出現顯

現出極高的興趣和注意力。當電子童書翻頁時，旁白會先於動畫出現，敘述此頁

文本的內容，閱聽者聽完此頁故事後，才能利用滑鼠點選畫面中出現的所有物

件。但有時當旁白還沒唸完故事內容，幼兒便會要求研究者點選畫面中的物件。

亦或是當旁白唸完故事後，幼兒要求研究者重複點選物件或增加點選的物件，相

較於一致組的幼兒而言，此情況出現的次數較多，較無法專心聆聽每頁的故事內

容。 

    如此附屬的遊戲功能，充滿了娛樂的性質，吸引了幼兒的注意力，但對於故

事內容的主要敘述則表現出不專心、不耐煩的態度，導致對故事主旨不甚了解，

影響了故事理解測驗的得分，造成了閱讀動畫與內容較不一致組在故事理解上的

得分顯著低於閱讀動畫與內容一致組之幼兒。以下將故事理解測驗時，實驗組與

對照組幼兒回答的內容列出以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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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意理解題目： 

（題數3：算數課為什麼阿立在生氣？） 

    C：「他沒有當上全班的算數高手」（實驗組，編號10，得分1）。 

    C：「我不知道」（對照組，編號13、27、14、19，得分0）。 

    C：「因為他都不高興」（對照組，編號5，得分0） 

 

（題數17：照顧寵物時，阿立為什麼不高興？） 

    C：「他覺得寵物很噁心」（實驗組，編號19，得分2）。 

    C：「他討厭寵物」（實驗組，編號15，得分1）。 

    C：「因為他都不高興」（對照組，編號5，得分0）。 

 

2.推論理解題目 

（題數1：班上有沒有小朋友愛生氣？若有，是誰？） 

    C：「有，阿立」（實驗組，編號12，得分3）。 

    C：「有，狗狗」（實驗組，編號7，得分2）。 

    C：「沒有」（對照組，編號2，得分0）。 

 

（題數2：你覺得阿立後來有喜歡上學嗎？） 

    C：「有」（實驗組，編號14、25、5、19、1，得分1）。 

    C：「沒有」（對照組，編號27、13，得分0）。 

    C：「我不知道」（對照組，編號13）。 

 

    此研究結果與Mayer和Lonn(2001)、Labbo和Kuhn(2000)之研究結果相符，皆

顯示與文本無關的動畫會干擾學習理解。但與Underwood和Underwood (1998)及

Ricci(1998)的實驗結果相異，推測為取樣年齡的不同所致。Underwood和

Underwood(1998)的研究是以8歲且有操作電腦經驗的兒童為實驗對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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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ci(1998)則是針對66個一年級的學生進行理解和記憶的研究，與本研究實驗

年齡不同，是否為年齡因素所致，值得後續研究探討。 

    綜合前述的研究結果可發現，動畫與文本一致性之電子童書有助於幼兒文意

理解及推論理解，其得分均高於較不一致組，達成顯著差異。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發現：一致性為影響幼兒理解故事之重要的因素，實驗組

的幼兒在故事理解測驗的得分上，不論是文意理解或是推論理解，均達到顯著的

差異。 

 

三、故事回憶與故事理解相關情形 

    為了解實驗一中，故事回憶與文意理解、推論理解之間的相關程度，因此以

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分析，茲將相關係數列於表，如表3-11所示。 

 

表3-11：故事回憶與文意理解、推論理解相關係數表（N=60） 

 故事回憶 文意理解 

文意理解 0.65(<.0001) 1.00 

推論理解 0.52(<.0001) 0.51(<.0001) 

*P<.05 

 

    由表 3-11 可得知，文意理解與故事回憶間呈現顯著正相關（r=0.65, 

p<0.0001），而推論理解與故事回憶間亦是呈現顯著正相關（r=0.52, 

p<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