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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本研究結合「沒大沒小數位學堂」，採用行動研究設計與實施網路

繪本讀書會的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新北市某國小三年級某一班學生 27

人為研究對象，並特別觀察四位個案學童的參與過程，課程為期十四週。



本研究的目的是透過網路繪本讀書會來實施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期增進

學童的多元文化素養及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以

網路繪本讀書會實施多元文化教育能增進學童多元文化的素養。認知方面

提升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的認識。情意方面提升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的尊重與

欣賞。技能方面學生能表現出助人的意願與行為。 二、 以網路繪本讀書

會實施多元文化教育透過多樣性活動式的課程，能提升學童學習動機。 

三、 以網路繪本讀書會實施多元文化教育透過設計與實施課程，能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 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 多元文化教育實踐方面：1.落實

所有基層教育者接受多元文化教育研習。2.教師以班群合作方式實施多元

文化教育。 二、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設計方面：1.依年紀選擇多元文化主

題的繪本與媒材當教材。2.著重增進情意素養的多樣性活動式課程設計。 

關鍵字：網路繪本讀書會、多元文化教育、行動研究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study applies the research 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This qualitative study bases on 

27 students involved in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students are from a 

third-grade clas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New Taipei City. More particularly, 

four special students’ are observed for the courses. The course continued for 14 

week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tribute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multicultural literacy, and to promote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throug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multicultural literacy. In cognitive aspects: enhancing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multicultural; in affective aspects: enhancing the 

students'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of multicultural; in skills aspects: showing the 

willingness to help the minority group. 2.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can enhanc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for diverse activity courses. 3. Using th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of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to implement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By designing the 

courses, helps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s be promoted.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In practic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 Implementation of all the primary educators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tudy. B. 

Implement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odalities. 2. In 

designing a multicultural teaching program: A. Choosing different multicultural 

theme picture books and media by ages. B. 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affective 

literacy of diverse activities curriculum design. Keywords: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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