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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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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人類閱讀的媒介不再只限於傳統紙本印刷，新式閱讀

媒介陸續出現，也促進教師漸漸以資訊融入閱讀教學。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

教師使用電子繪本網站文建會「兒童文化館」進行閱讀教學之情形與經驗，

研究議題著重於國小教師的閱讀教學理念與過程、網路搜尋閱讀教學資源的

經驗、使用文建會「兒童文化館」作為繪本閱讀教學的經驗、以及教師對於

文建會「兒童文化館」之使用建議。本研究以深入訪談方式訪談 11 位教師。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歸納成五點結論，包括：一、國小教師的閱讀教學理

念以「學生中心取向」為主；二、利用網路尋找閱讀教學資源使教師的教學

更加多元化；三、教師根據其閱讀教學需求以使用文建會「兒童文化館」之

電子繪本並設計課堂活動；四、教師採用文建會「兒童文化館」電子繪本內

容設計多樣化的創思活動；五、教師依據自身使用經驗給予文建會「兒童文

化館」多項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幾點建議，包含：文建會「兒童

文化館」之電子繪本可與學校活動結合、文建會「兒童文化館」之電子繪本

可開放教師以較優付費下載、教師可配合電子繪本之內容與特色設計創思活

動、教師利用電子繪本進行閱讀教學須配合自己的教學需求、電子繪本索引

典的建置方式可依據故事主題內涵分類、電子繪本可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提供索引、電子繪本網站可依使用者不同設計不同的使用版本。  

摘

要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reading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print-based materials. New reading media have drawn significant attention to the 



(

英

)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reading instruc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using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from the children’s website at Council of Culture Affair (CCA). Eleve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From the study, several findings were concluded: (1) 

Teachers’ belief of reading instruction was student-centered oriented. (2) Teachers 

were accustomed to searching web-based resources for preparing reading instruction. (3) 

Teachers’ instructional needs were first considered when using the children’s 

website. (4).Diverse class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from the contents of the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of children’s website at CCA. (5)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by teachers 

for the use of children’s website at CCA. From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ed. The electronic picture books on the 

CCA’s website could be integrated with schools’ existing activities. Teachers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favorable download-payment for class use. Creative thinking activities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e-reading. Instructional needs should be well consider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a thesauru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stories. The 1-9 Grade 

Curriculum Guidelines could be used for indexing the story contents.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website should be provided for different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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