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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電腦多媒體技術的逐漸成熟，兒童能接觸到的閱聽媒體不再是傳統的

紙本童書或是電子童書。「多媒體電子童書」這個新興媒體為兒童的閱聽

形式帶來了新的改變，也為兒童故事的創作者在創作與思考的方法上，發



展上不同於以往的模式。本研究藉著 pixel 的風格設計一系列的童書繪

本，並且配合一些互動式的小遊戲，使電腦像素的風格能儲存於小朋友的

長期記憶中，培養小朋友對電腦繪圖的興趣，以做為銜接起傳統與數位的

媒材。 所謂「多媒體電子童書」，是指以兒童故事為內容主體的電子

書，不同於傳統平面紙本的圖畫故事書，強調藉由電腦多媒體達到互動式

型態的方式呈現，給予兒童全新的感受。 本研究將「多媒體電子童書」

和「像素風格」興起的源由、形式、表現性作一完整的整理和分析，提供

後續研究者與創作者的相關方向與資料，並藉由探討結果，透過像素風格

在多媒體電子童書中做進一步的發展與應用。 最後以新的解決方法，使

傳統的電子書能更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既不抵觸傳統的閱讀方式，又可

以使用創新的互動式教材，並以創作的方式來創造新的多媒體(Multimedia)

電子童書。 關鍵詞：像素風格、多媒體、電子童書、視覺創作  

摘要

(英) 

Gradually is mature along with the computer multimedia technology, the child can 

contact reads listens to the media no longer is the traditional paper this child book 

perhaps the electronic child book. "The multimedia electronic child book" this 

emerging media read for the child listens to the form to bring the new change, also 

for the child story creator in the creation and in the ponder method, in the 

development was different with the former pattern. This research affiliation pixel 

style is designing a series of the drawing story book, and coordinates some 

interaction -like small games, enables the pixel style of computer to store up in 

child's long-term memory, trains the child to the computer cartography interest, take 

does as links up the tradition and several intermediaries materials. So-called 

"multimedia electronic child book", is refers take the child story as the content main 

body of the electronic child book, is different to the traditional drawing story book 

with plane paper, emphasized the affiliation by the computer multimedia achieved 

the interaction type condition way presents, gives the child the brand-new feeling. 

This research "the multimedia electronic child book" and "the pixel style" will 

emerge the source by, the form, the performance will make an integrity the 

reorganization and the analysis, will provide the following researcher and creator's 

related direction and the material, and the affiliation by the discussion result, the 

pixel style will mak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in multimedia 

electronic child book. Finally by the new solution, enables the traditional electronic 

child book to conform to the modern society's demand, both does not conflict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way, and may use the innovation the interaction type teaching 

material, and creates the way creates the newly multimedia (Multimedia) electronic 

child book. Key word: pixel style, multimedia, electronic child book, visua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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