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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電子童書的市場，由過去單向的圖片或動畫影片播放至今，經由教材的多元

開發及科技的日新月異，雙向式的或多線式的多媒體呈現方式已領導了市場的潮

流。而活潑化、趣味化及互動性的多媒體特色，更深受消費者的喜愛，因而奠定

了電子童書的出版風潮。這對傳統紙本圖畫故事書的時代而言，無不造成一股衝

擊，顛覆了「書」帶給人直線性的思考模式，使得家長或孩子在選擇圖畫書時，

擁有更多的選擇。 

Hunt 和 Nelson(1996)指出，電子童書的優點在於其互動本質，此互動本質

對學習者而言，有助於其對文本的了解（Mattew, 1997；Lewin, 1998；Talley, 

Lancy, & Lee(1997）。然而，雖然電子童書開啟了兒童文學的新風貌，卻也引發

了許多關於童書出版與閱讀等不同層面的問題。與文本無關的動畫，除了無助於

對文本的理解，亦會干擾幼兒的閱讀理解。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台北市四所公私

立幼稚園大中班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年齡與動畫一致性對故事回憶和故事理解

能力的影響，期望能將所得之研究結果提出作為提供教學上、選購上及出版上的

參考。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本節旨在探討年齡與動畫一致性對故事回憶和故事理解能力的影響。以下分

別敘述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並依據相關研究進一步加以討論。 

 

一、動畫與文本一致性對故事回憶之影響 

    電子童書中，動畫與音效的聲光效果，不同角色中多變的生動聲音，皆能

吸引幼兒樂於閱讀電子童書的興趣（Matthew, 1996)。而此閱讀興趣能提升學童

正向的閱讀態度和閱讀動機，使其成為發展有效的閱讀技巧之重要因素（Ca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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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Adam & Wild, 1997）。 

    然而，如同Jackson在1997年指出，許多電子童書並沒有善用其特有的優點，

有的只是呈現一些與讀者之間沒有意義的互動，而非和故事本身有意義的互動。

如此過多的與文本不一致之動畫充斥在電子童書中，其互動式的閱讀方式、動畫

的設計等，能否助於幼兒對故事的回憶，亦是本研究的研究重點之一。 

    因此，本研究針對兩組大班幼兒，閱讀動畫與文本一致性及較不一致性之電

子童書，比較其故事回憶的得分表現。研究結果發現，在故事回憶的得分上，實

驗組與對照組因閱讀不同的材料達到顯著的差異。閱讀與動畫一致性的電子童

書，其故事回憶的得分表現上，較優於閱讀與動畫較不一致性之電子童書組。因

此，可看出幼兒在閱讀動畫與文本較不一致之電子童書時，雖然聲光效果極具吸

引力，卻不能有助於其故事回憶的能力。 

    對照前人的研究，亦可發現許多與本研究一致的看法，如吳淑琴（民88）的

研究中，觀察12名大班幼兒閱讀電子童書時的反應，發現幼兒對隱藏式的動畫表

現出期待與熱衷，但是對於故事內容則表現出不專心、不喜歡的態度。而因為幼

兒專注於隱藏式動畫所呈現的反應，因此在描述故事時，利用較多互動式動畫的

反應陳述對故事的理解，而對於故事情節的因果關係卻無法表達清楚。 

    在本研究中，透過逐字稿的質性分析，整理出以下的發現： 

 

（一）對故事主旨的描述上，對照組的幼兒雖能將故事內容中，主角的行動及反

應描述出來，但卻容易忽略了故事主旨，而無法了解其因果關係。例如當研究者

進行故事回憶測驗時，有幼兒回憶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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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體字為實驗組幼兒描述故事主旨的因果關

係） 

    「一開始小馬斯特躺在床上，然後他媽媽叫他起來，然後呢，他去上學了， 

                                      1 

媽媽陪著他一起去上學。然後在學校呢，在畫畫，然後小馬斯特做一個飛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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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4               31 

一個人都拿一個花，然後一個很像狗的他不開心。明明他說故事的時候就不開 

                                                    27 

心，因為他想要聽很恐怖的故事，阿立他看到他的花長不出來他就不開心，然後 

               29                         22 

有人就給他水，然後他澆一澆之後就長出很多東西，然後下課之後，後來阿立就 

                                                   40             

陪著小馬斯特一起回家」（對照組，編號 22，得分 10分） 

       41 

 

    「他打呵欠，後來那一隻動物牠在舔他，後來媽媽叫他起來之後，他就下去 

                                                 1 

吃早餐，後來他說他要兩顆雞蛋還有麥片還有牛奶，後來媽媽帶他去上學，後來 

  2                          3                         6 

他們進教室之後，他們就寫 ABC，那個小馬跟那個人講說，寫錯了，後來他就叫 

                         9                           10         11 

他改。後來他之後他沒有寫 1到 20 的，之後他們要寫數字。老師叫他們要講一 

                                               12                 27 

個故事，後來那個愛生氣的他想要聽什麼外太空，後來他們有些人去畫畫，有一 

                           29 

些人是做紙飛機，那個愛生氣的畫了很漂亮就變開心了。後來他就交到新朋友， 

         31                   34、35 

跟好朋友回家，小馬跟阿立」（實驗組，編號 12，得分 13分） 

              41 

 

    從以上例子發現，實驗組幼兒在重述故事回憶時，比較能利用故事主旨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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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係，將故事中主角的行為反應描述清楚。以本研究所選用的「小馬斯特上學

去」之電子童書為例，主旨在描述阿立由不喜歡上學變為樂於上學，並交到許多

新朋友。而在許多課堂中，小馬斯特的幫助及其他同學的讚美，讓阿立由排斥上

課、認為上課很難，變得接納並期待每天的上學。對照組的幼兒，多半只知道阿

立上課愛生氣，但對每段課堂的鋪陳，同學的幫助，並沒有詳加描述，因此對於

最後阿立接納上學的原由未多所著墨。Labbo 和 Kuhn(2000)的研究發現幼兒閱讀

動畫與文本一致之電子童書時，較閱讀動畫與文本不一致者能推斷主角動機及摘

要故事事件。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一致。 

 

（二）對故事內容的回憶上，對照組的幼兒會將一些與故事情節無關的動畫，納

入故事回憶的內容中。例如：「他們跟老師說掰掰的時候，有一顆球從上面掉下

來了，於是有人說，小心！」、「他躺在床上的時候，有一個抽屜打開，一個噁心

的綠色東西流出來，還打嗝」。而對於故事主要角色的名稱，也大多以「很像狗

狗的那一隻」、「有人在生氣」來稱呼，而未說明是誰在生氣。研究者推測對照組

幼兒對主角的不熟悉，導致故事回憶時，常以「我忘記了」、「不知道」、「沒有了」

來回答。 

    Gernsbacher（1997）指出，某些閱讀困難學童在閱讀時較無法將一些與故

事重點無關的訊息壓抑，因此會干擾建構完整的故事事件的表徵，影響理解。無

法將注意焦點放在重要的故事、情節訊息的問題，可能也會使得學童敘事時遺漏

掉重要的故事結構要素（引自錡寶香，2004）。Clark和Mayer (2003)的研究亦指

出課程當中加入太多無關內容的圖片，會造成認知負擔，干擾理解建構的過程。

本研究與上述研究結果相似。 

 

（三）對故事結局的回憶上，研究者發現實驗組的幼兒較能針對主角是否有解決

問題做完整的描述。例如：「阿立後來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他說，我等不及明

天了」。而對照組的幼兒則較多直接陳述故事末了的片段，例如：「後來他們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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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了」、「他們放學了跟老師說掰掰」。此與Labbo和Kuhn(2000)的研究發現相似，

指出幼兒閱讀動畫與文本一致之電子童書時，較能去推斷主角動機。 

 

（四）與文本一致之動畫，有助於幼兒故事回憶之得分。研究發現，不論是實驗

組或對照組幼兒，在回憶故事時，對於與文本一致之動畫，均能加深其印象回憶。

例如在「小馬斯特上學去」的故事中，研究者使兩組幼兒均觀看每個飼養寵物的

動畫，在實驗後發現，兩組幼兒相較於全文故事中，均較能記住飼養寵物的上課

情節，且對於飼養哪些寵物，有詳細的介紹。電子童書中，透過配音和配樂輔助

動畫的作用，可將人物的心理狀態、情緒的表達和劇情的氣氛深刻的傳達給讀者

（陳慧卿，2003）。因此若呈現許多與文本相關聯之互動式動畫，則有助於閱讀

理解；反之，若呈現過多的圖片或無關文本的動畫，則會降低幼兒對故事發展的

順序與理解，造成干擾或忽略（Poulson et al., 1979）。 

此外，電子童書中與故事有關聯的動畫，能夠將一些較抽象的文字敘述，具

體呈現以擴展故事內容，如在「小馬斯特上學去」中，點按「麥片」的圖片，則

小馬斯特會說：「請給我麥片加牛奶」，媽媽則反應其需要做出動作。對於沒有此

生活經驗的幼兒而言，可以加深對此文字的印象，進而產生理解。 

 

二、動畫與文本一致性對故事理解之影響 

    本研究分析動畫與文本一致性是否會對故事理解測驗中，文意理解與推論理

解產生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幼兒有顯著差異，且實驗組幼兒

優於對照組幼兒。此發現與 Ricci(1998)和陳淑琪（1984）之研究結果相符，證

實了電子童書中動畫若經常和故事內容不相關，幼兒可能會受干擾或忽略故事主

要的內容，而降低閱讀理解。而 Trushell 與 Maitland（2005）的研究認為故事

回憶和推論理解的困難，暗示出學生在閱讀電子童書時，經由動畫的提示和音效

去了解文本是很少的。很多不合邏輯、不周全的動畫物件會中斷學生故事回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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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使其注意力分散。國內施能木（民 86）也指出，讀者在閱讀電子童書時，

倘若成熟度不夠或閱讀能力及技巧不足，面對電子童書裡龐大的資訊量，會有迷

失方向、認知負荷過重及無法掌握學習目標的困擾。 

    相較於對照組的幼兒而言，實驗組所閱讀的電子童書，其動畫具有描述具體

動作的特性及意涵，能引導學習者閱讀理解。此與 Park(1998)所提出的動畫特

性相符，能解釋複雜概念、吸引讀者閱讀的興趣。而 Lai(1998)的研究發現中亦

提出，學習者使用多媒體時，閱讀同型搭配文字的方式，比起單純閱讀純文字的

敘述之呈現方式，其學習效果較佳。由此可知，若電子童書內容所搭配的動畫能

兼具趣味性及解釋抽象概念的特性，對於幼兒閱讀理解則能產生幫助。 

     

三、年齡對故事回憶之影響 

此部分的實驗研究測驗結果分析包括後測、延後測之故事回憶測驗得分與故

事理解測驗得分等部分，來了解年齡對閱讀理解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幼兒不

論在後測或延後測的故事得分均顯示出，大班組優於中班組的表現。其反映出幼

兒在閱讀動畫與文本一致性之電子童書時，年齡愈大的幼兒，對於故事回憶的能

力愈好。且從研究者逐字稿的分析也顯示出，大班幼兒在重述故事時，較能依據

電子童書文本的內容完整描述，較不需研究者重複性的指導語協助，而能將故事

的因果關係自我敘述清楚。 

相對於中班幼兒而言，除了研究者的指導語協助外，在語言表達上較被動，

仰賴研究者對其之一問一答。且在陳述故事時，對電子童書中某些文本名詞物件

不甚了解，會以自身經驗過的熟悉相關事物做類化描述出來。其與 Poulson et 

al.(1979)之研究發現一致，認為中班及大班的幼兒在理解故事順序及內容上，

皆有所差異。 

而 Kontos(1986)的研究中則發現，學前兒童的語言能力對故事的認識，包

含故事的組成、故事的結構及敘述的內容等，呈現出正相關，而故事的回憶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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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語言能力關係達顯著水準。此語言能力與 Diane 和 Sally(1990)之研究相呼

應，認為年齡是構成語言能力中重要的因素，年齡愈大的孩子，愈能說出較長且

較複雜的句子。 

 

四、年齡對故事理解之影響 

    故事理解能力是將幼兒對故事理解測驗的問答內容，依據文意理解和推論

理解兩層面的題型標準分別加以分類計分，藉以探討年齡對故事理解中，文意理

解及推論理解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中班和大班幼兒在文意理解的得分上，達到

顯著的差異，且大班組幼兒優於中班組幼兒；至於推論理解的得分上，兩組幼兒

則無顯著的差異，顯示出對故事因果的理解上，並不會因年齡差距而有影響。 

    研究推測兩組在閱讀與動畫一致之電子童書時，因年齡造成語言發展上的

差距，使得大班幼兒在閱讀文本中出現的生字語詞較能得心應手，而中班幼兒對

於故事細節所描述的內容語詞，則常以所經驗過的語詞替代，例如將“麥片”說

成“玉米片”或“餅乾”、“那個一片一片的”、“脆餅”等。 

 

五、故事回憶與故事理解之相關 

    針對閱讀理解的評量，Stein（1979）曾把幼兒對故事的回憶視為理解故事，

而 Meringoff（1980）則把故事回憶、解答問題、排圖片等，稱為理解故事（引

自陳慧卿，2003）。 

本研究以故事回憶及故事理解測驗評量幼兒閱讀電子童書後，在閱讀理解上

之表現，其中故事理解測驗包含文意理解測驗及推論理解測驗兩種。研究發現，

在實驗一中，不論是文意理解或推論理解，與故事回憶皆呈現顯著正相關。表示

閱讀動畫與文本較不一致之電子童書時，其無關內容的動畫干擾了幼兒的閱讀理

解，使得故事回憶與故事理解的測驗分數皆相對性低；而閱讀動畫與文本一致之

電子童書時，兩者的分數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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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前人的研究，Morrow（1985）曾針對重述故事策略做實驗研究，藉以了

解重述故事是否有助於幼兒理解和回憶故事。其研究將受試者分為實驗組和對照

組，受試者在聽過故事後，實驗組的幼兒個別重述故事，對照組的幼兒則畫一則

故事的圖畫。之後，以另外一則故事對幼兒施測亦是。研究結果指出實驗組幼兒

的表現比對照組的幼兒稍佳。Morrow 認為這是因為重述故事經驗有助於幫助幼

兒形成故事基模，因而同時增進了幼兒回憶和理解的能力。 

從以上的研究可知，重述故事可以建立幼兒對故事的認知，讓幼兒有機會練

習組織故事內容，了解故事事件發生的順序和故事中的重點，有助於增長兒童的

語言能力和故事理解的能力。而在本研究中，亦可發現故事回憶能力高者、故事

理解能力表現亦佳，兩者間呈顯著正相關。 

但在實驗二中，大班與中班幼兒在文意理解與故事回憶的相關較低，研究者

推測是因年齡影響了對字彙的理解以及表達能力，但不影響因果性的推論，以致

推論理解與故事回憶呈現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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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實驗研究從蒐集坊間林林總總的電子童書光碟開始，經由長時間的試探與

紀錄、預試及修正，以至於正式實驗研究及後續的分析歸納。在實驗現場與教師

及孩子的互動所得到的互動交流、實驗發現及自我反思後，對於研究結果及研究

方法上的限制，提出以下的建議，作為提供教師教學上、家長選購上、及出版商

製作電子童書上的一些參考依據，期能對未來幼兒電子童書媒體市場上的發展與

使用有所助益。 

 

一、互動式電子童書在教學上及親子共讀上之建議 

（一）電子童書所能承載的資訊量隨著儲存技術的進步而逐年倍增，且呈現的內

容不再侷限於單線式的閱讀，多線式閱讀能隨時在閱讀故事當中進入遊戲

或其他頁面。但對於學齡前的幼兒，龐大的資訊量反而會造成迷失在多線

式空間中，造成閱讀時的吸收不良，因此電子童書的親子共讀是需要受到

重視的。而親子共讀可分兩階段進行，當幼兒尚未熟悉電子童書的內容與

呈現型式時，成人的介入和支持有助於其閱聽理解（Matthew, 1997）。例

如：閱讀時由成人控制點按的動畫物件、控制要不要翻頁的步調、要不要

重念故事、可逐字或逐句的閱讀等。待幼兒熟悉電子童書的閱讀後，成人

再釋放干預的程度。 

 

（二）在研究現場中發現，幼兒對點按電子童書中的隱藏式動畫產生高度興趣，

在研究者操縱動畫的情形下，許多幼兒仍會在故事進行當中要求研究者點

按其他的物件，以試探物件會否有互動式的反應。但經本研究發現，許多

電子童書因過多與內容無關的動畫，干擾了幼兒的閱讀理解，因此幼兒在

使用電子童書時，仍需要有教師或成人的介入，以利閱讀理解之效。此與

Higgins & Cocks 在 1999 年的發現相同，倘若幼兒閱讀電子童書時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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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成人的協助或介入，動畫則會流於娛樂，而失去原先設計的意義。

教師可運用電子童書中吸引幼兒閱讀的特性，利用小組合作的方式，建立

自主閱讀的機會，小組之間的人際關係及社會互動，能補足電子童書中，

人與電腦介面所無法對話的缺失，讓其發揮更大的閱讀空間。 

 

（三）教師利用電子童書進行教學後，可參據本研究評量閱讀理解的方式，鼓勵

幼兒自由回憶故事內容，加強語言表達的能力；或利用開放式及封閉式、

文意理解及推論理解，甚至批判理解的問答方式，依據選用教材的類型，

測驗幼兒對故事理解的完整性，以及延伸思考故事的內容。 

 

（四）幼兒時期電子童書的使用與否，一直受到廣泛的討論，因此時期的孩子手

部肌肉尚未發育完全，而電子童書中，需要點按滑鼠與動畫互動的方式，

及專注螢幕的視力健康，都是需注意的面向。因此，教師或成人在陪伴幼

兒使用電子童書時，應控制幼兒閱聽的時間，避免幼兒沈溺於遊戲的遊

玩，而喪失原先閱讀的用意。 

 

（五）研究發現與文本一致之動畫，能加深閱讀理解。因此教師在教學上，可多

加利用輔助性的動畫，幫助閱讀障礙的幼兒增加理解及興趣。而市面上許

多電子童書中，除了故事性的閱讀及遊戲外，多線式的點對點連結方式，

如數概念連連看遊戲、語文拼讀遊戲等，均能豐富故事以外的學習。教師

或成人可安排適當的指導，如此不僅能掌握幼兒學習的歷程，也可避免年

齡較小的幼兒易迷失在多線式電子童書的空間中而造成認知負荷，失去閱

讀興趣。 

 

（六）在挑選電子童書時，應依據幼兒的年齡選擇適宜的童書內容。或可藉由試

玩試聽來了解電子童書的故事遊戲內容及操作方式。在挑選電子童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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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操作圖標有無清楚、有無語音說明且語音說明有無清楚、附加遊戲內

容是否與故事本身有關連、遊戲的項目是否設計於故事內，而非淪於遊戲

光碟等評選項目及參考相關光碟評鑑文獻來作為選擇及購買的依據。 

 

（七）視電子童書為輔助教學的工具，而非用來打發時間或取代師生、親子互動

的機會。而 Buckleitner(1999)也認為，家長與孩子共讀時，要允許孩子

嘗試錯誤的過程，不要在每個步驟中急於為孩子做選擇，導致過多的干預

讓孩子喪失自主權。家長或教師可視電子童書為提供孩子多元的閱讀經

驗，在共讀的當中與孩子分享閱讀的喜悅。 

 

（八）教師在教學時應注意幼兒有無使用電子童書的經驗或先前知識程度的差

異，在選擇材料前，謹慎思考與評估幼兒先前經驗程度的多寡，包容個別

差異給予引導，才能有助於新舊知識間的連結與學習。 

 

二、出版電子童書之建議 

（一）與幼兒教育工作者及教師合作，多傾聽孩子的聲音，了解其想法及需求。

在設計電子童書上，除了圖片動畫的豐富與遊戲的附加功能外，最重要的

應回歸於故事內容本身。而一本優良的電子童書，應能顧及在知識性、情

緒性及啟發孩子創造力上的無限想像空間。 

 

（二）幼兒的閱讀興趣是影響閱讀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本研究中發現，電子

童書中隱藏的互動式動畫，因其充滿趣味性的效果，使得幼兒愛不釋手。

但是，某些充滿趣味性效果的動畫，卻與故事文本毫無關聯，有的更以不

合乎常理及邏輯的方式呈現在孩子的面前。因此，出版者如能以教育的立

場出發，將此充滿趣味性的動畫運用在解釋抽象名詞上，將能對幼兒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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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學習做出一番貢獻。 

 

三、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本研究因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動畫一致性對幼兒閱讀理解的影響，動畫是否

為幼兒或實驗者操作不在考量之列。因本研究所選用之電子童書，在每一

頁中均呈現大量的動畫，不論是一致性與否皆然。若由幼兒獨自操作，無

法掌控閱讀故事的時間長短，因此改由實驗者控制。而為避免動畫完全被

研究者控制，使得受試者無法呈現出在自我操作下的反應，也失去了媒材

原來呈現的用意，因此針對一位幼兒深入觀察其操作電子童書時的過程，

透過反證消除前述疑問。建議未來的研究中，可自編實驗教材讓幼兒操作

電子童書，探討其實驗結果是否一致。亦建議增加實驗教材，必更能看出

實驗效果。 

 

（二）本研究所編制之閱讀理解測驗，以故事回憶及故事理解問答測驗為主，因

受限於研究者之時間限制，建議未來在故事理解上，加入更多批判性的理

解題目，以了解幼兒故事理解能力的差異。而在分析及討論時，可加入故

事文法結構的分析，以進一步觀察不同層次閱讀理解的效果。 

 

（三）本研究在探討動畫一致性對幼兒閱讀理解的影響時，僅以大班幼兒為施測

對象，建議日後的研究能加入中班幼兒為研究對象，比較不同年齡在閱讀

動畫與文本一致性與否之電子童書時，其閱讀理解是否有所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