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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結合輔大「沒大沒小數位知識學堂」，採行動研究法，旨在

瞭解國小三年級學童經過網路讀書會後在同儕關係的轉變。研究對象為

國小三年級的學童，男生 16 人，女生 13 人，共計 29 人，並特別觀察

班上六位有人際困擾的個案學童。課程為期十二週，每週二節課，共計

二十四節課。   本研究目的為幫助學童學習尊重他人、關懷他人，進

而在同儕互動上有所成長。本研究係根據社會計量法前後測、網路留

言、回饋單、心情日記、研究觀察記錄、研究日誌、學童及科任老師的

訪談資料等研究工具，綜合整理分析以提出研究結果如下： 一、網路讀

書會促使學童理解他人觀點，有助學童尊重他人的提升。 二、網路讀書



會以楷模學習，助人者透過網路的傳遞，帶領其他學童起而仿效，有助

學童關懷他人的提升。 三、網路讀書會透過學童彼此討論，可深化學童

學習。 四、網路讀書會實施後學童更懂得尊重與關懷他人，課堂上教師

減少處理學童紛爭問題，更能投注心力於教學，可提升教學品質。 五、

網路讀書會有助學童尊重、關懷他人，進而改善同儕關係。 最後，研究

者根據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從教師、學校及後續研究等提出建議，以供

未來研究之參考。  

摘要

(英) 

  The goal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peer relationships promoted by 

learning via Picture Book Online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is study was action research. There were 29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third- grade class who were observed,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cases among these students. The researcher examined the issue of peer 

relationships through teaching with picture books and combining the discussion 

platform of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The instruction took 12 weeks to complete, 

2 classes per week, 24 classes in all.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respect, care, and develop themselves through life-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 data of “Students’ Sociometric Scale’’, teacher 

interviews, student feedbacks, and the researcher’s self-evaluation were 

collected prior to and after the instruction for cross-reference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were showed as below. 1. Internet Reading Club will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views of others, and help children to respect others. 2. Network 

study, which is a model for learning and helping others to pass through the 

network, leads followers to help children care for others. 3. Internet Reading Club 

can deepen children’s learning through discussions with each other. 4.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et Reading Club, children learn how to respect and care 

for others. Thus, teachers deal less with children’s arguments. Furthermore, 

teachers can devote more time to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Picture-book instruction improves teaching quality.) 5. Internet Reading Club can 

help students to respect others, care for others and improve their peer 

relationships. Final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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