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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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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childhood life education self-esteem course action research 

摘要

(中) 

本研究結合「沒大沒小數位學堂」，採用行動研究法設計與實施網路繪本

讀書會幼兒園生命教育「人與己」自尊課程。以新北市某國中附設幼兒園

大班 29 位幼生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十二週的自尊課程活動。本研究目



的是幫助幼兒從生命教育「人與己」自尊課程中，發現自己、珍惜自己、

相信自己與肯定自己，了解家長參與後的回饋與研究過程中教師的成長、

省思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讀書會與自尊課程體驗

促進幼兒的自尊發展:1.生命教育「人與己」 繪本是幼兒自尊學習的基

石。2.提升相信自己、勇於嘗試並主動學習的行動力。3.增進自尊而尊

人、體貼與關懷他人的能力。 二、 網路繪本讀書會增進親子關係:1.了解

幼兒自尊的學習內容與認知思考模式。2.改變教養態度增進親子互動的模

式與話題。3.提升幼兒的學習與語文理解、自我表達能力。 三、 促進研

究者的專業成長與省思:1.提升對繪本課程設計的修正、反思與統整的能

力。2.發現同儕夥伴、大學生與家長參與的價值。 3.看見親子成長的喜悅

與教育責任。 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 建立教師為主，家長為輔的親師合作

關係 二、 教師應於幼兒階段安排完整的生命教育課程學習之旅 三、 辦理

生命教育研習活動增進教師的專業能力 

摘要

(英) 

Based on the action research with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the researcher combined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into self- esteem courses in early childhood life education 

during twelve weeks. The participants of study were ages of the twenty-nine 

children between five and six years old in a preschool classroom of a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help children to 

discover, cherish, believe and confide themselves; and further, the researcher hoped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ble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through reflection and thinking 

from teaching and feedback between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 1. The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was combined into self- esteem 

course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among children. For 

example,first, picture books about self-esteem in life education were the basis of the 

learning of self-esteem for children. Second, it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to take action 

among believing themselves, bravely trying and positively learning. Third, it can 

develop the ability for esteeming,caring, and considering themselves and others. 2. 

The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can bet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ren and 

parents. For example, first, parents can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context of esteem 

and the model of cognitive thinking from their children. Second, it can make 

parents change their rearing attitude and then raising the model and topic of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Third, itcan promote the ability of learning, lexical 

comprehension, and self expression. 3. The picture book club online can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thinking of researcher. For example, first, it can 

enhance teacher’s ability in revising, rethinking, and integrating in the picture 

book curriculum. Second, it can discover the worth of participation among partners, 

college students, and parents taking part in. Third, you can feel the pleasure of 

parent-child growth and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Establish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teachers are main roles; parents are subsidiary roles. 2. Teachers can 

arrange a serial of 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 

Take place the activities about studying life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for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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