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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 information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資訊教育課程實施中，融入網路繪本讀書會對於

國小三年級學童資訊學習的影響，以及對資訊教師的教學提升為何，並

對「網路繪本讀書會」網站平台給予具體意見與回饋。本研究採行動研

究方式，以新北市某國小三年級 151 名學童為研究對象，透過訪談、觀

察、紀錄、文件分析等方法，評估了解學童學習歷程的改變；針對回饋



問卷部分，輔以描述性統計進行背景資料分析，以了解「家中電腦有

無」對「課程感受」及「對教師回饋」間的差異情形。 研究結果如下： 

1.以網路繪本讀書會融入資訊教育課程在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上具有相當成

效。 2.在網路繪本讀書會中學習動機越強烈，學習行為表現越積極主動參

與；反 之，學習動機低落學習行為表現上越被動消極。 3.以網路繪本讀

書會融入資訊教育課程有助資訊教師結合繪本閱讀網站設計資 訊課程能

力、透過籌畫網路繪本讀書會建立行動規畫能力以及資訊課程教學 方法

的改良。 依據上述之研究結果，提出對「小學端」、「大學端」和「網

路繪本讀書會」等三項建議，以做為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learning on 

Grade 3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during the implement of on-line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how it enhances teachers’ teaching and 

gives opinions and feedback to the web platforms of on-line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s.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151 grade 3 students in 

New Taipei City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terview, observation, 

recording, and documentary analysis are used as the research tools to evaluate the 

change of students’ learn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feedback questionnaires 

is analyzed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in “whether 

compute is provided at home” “curriculum feeling” and “feedback to 

teacher.”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below: 1.The on-line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 

in information curriculum achieves a grea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s self-

motivated learning. 2.The higher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through on-line 

picture book learning, the more active and positiv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is; on 

the contrary, the lower the motivation, the more passive the performance presents. 

3.The on-line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 integrated in information education 

enhances teachers’ competence of applying reading websites to information 

curriculum. It establishes action planning ability and improves teaching methods in 

information curriculum.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elementary schools, colleges, and web picture book reading club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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