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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摘要 本研究的宗旨是進行幼兒父親參與網路會本讀書會之親子關係探

討。研究方法採行動研究，對象是新北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可愛班小朋

友，共計 29 位的大中小混齡幼兒，結合輔仁大學「沒大沒小數位知識學



堂」，實施網路繪本讀書會的教學活動，課程為期十二週。本研究的研究

目的探究幼兒父親參與網路繪本讀書會的歷程、網路繪本讀書會實施過程

中，幼兒與父親的親子關係的轉變，以及在行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的成

長、反思和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一、 幼兒父親參與網路繪本讀

書會有助於提升幼兒的學習 1. 父親幫助幼兒理解故事與討論問題 2. 父親

鼓勵幼兒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 3. 父親引發幼兒學習關心別人的意見 二、 

網路繪本讀書會有助於幼兒與父親之親子關係 1. 幫助幼兒建立父親形象 2. 

增加幼兒與父親相處機會 3. 促進幼兒與父親的情感交流 三、 網路繪本讀

書會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1. 提升教師行動研究能力 2. 發現教學相長的價

值 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 對父親的建議:網路繪本讀書會是提供幼兒與父

親互動很好的工具；透過多元的參與活動，增加教養幼兒的知能與技巧，

拉近自己與幼兒的距離，發展與幼兒之間良好的關係。 二、 對母親的建

議: 母親適時給予機會鼓勵，成為父親與幼兒的橋梁，幫助父親在參與教

養上建立信心，更能提升父親參與教養幼兒的意願。 三、 對教師的建議:

教師設計有趣且符合男性特質會喜歡的親子的學習活動，促進幼兒與父親

的親子關係。  

摘要

(英) 

A Study o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fter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Picture Book Club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in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picture book club. The adopted 

research method was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studied objects were cute nursery class 

children in an affiliated kindergarten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There were 29 children of mixed ages. This study utilized a website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alled “Age-free digital knowledge Hall”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online picture book reading. This was a 12-week curriculum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in the course of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icture book club. Also, this action research reflected the 

author’s retrospective growing-up path and brought up som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es.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online picture book club did improve child’s learning. 1. Father 

helped his child to comprehend stories in chatting with the child. 2. Father 

encouraged his child to express his own thinking. 3. Father guided his child to care 

for the opinions of others. B. The online picture book club helped improve father-

child relationship 1. It helped in building father’s image in child’s mind. 2. It let 

father and child be together more frequently. 3. It stimulated the exchange of the 

sentiments of child and father. C. The online picture book club can help teachers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s. 1. It promoted teachers’ capacity for action 

researches. 2. It helped discover the value of mutual growth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ggestions of this study: 1. Suggestions to fathers: The online picture 

book club is a very good tool for improving father-child interactions. And by ways 

of diversified activities, fathers can learn m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raising child 

and make himself closer to his child, thus building a good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2. Suggestions to mothers: Mothers can offer encouragement at an appropriate time 

to become the bridge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 and thus help fathers build the 

confidence and willingness in raising child. 3. Suggestions to teachers: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design fun parent-child learning activities suitable for manhoo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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