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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劃與目的

•研究計劃：

•（一）進行教師與家長的問卷調查；

•（二 ）開展關於繪本教學的教師培訓項目，並舉行繪本教學
交流活動， 運用繪本和資訊科技促進兒童全面發展。

• 研究目的：

•探討當前學前教師對於使用繪本的看法與實踐經驗。

•豐富學前教師關於如何在幼兒教學中使用繪本的知識及策
略。

•為幼教機構提供探究式繪本學習的有效建議。



•研究對象:
•學前校長、教師、家長

•研究階段:
•1-5,2016



第一階段研究:教師與家長問卷調查

•香港地區幼兒教師： 回收210份教師問卷。

•香港地區幼兒家長：回收254份家長問卷。



研究對象-香港在職幼兒教師

•半數以上的教師年齡在21-30歲之
間；80%以上的教師年齡落在21-40

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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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半數的教師具備1-3年
的教學經驗；22%的教師
具備4-10年的教學經驗；
20%的教師具備11-20年的
教學經驗。



研究對象-香港幼兒教師

•半數以上的幼兒教師具備
高級文憑；僅3.6%的幼兒
教師具備碩士或以上學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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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幼兒教師經常閱讀的習慣；
65%的幼兒教師有時候閱讀；餘下
14.4%則自我報告很少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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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幼兒家長

• 249份問卷；由圖可見每個園所選
取的數量。

• 90%以上填寫問卷的家長均為幼兒
的母親。

預備班, 32

幼兒班, 82

中班, 66

大班, 69

幼兒年級分佈

（樣本量=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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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教師問卷： 基本資料、繪本的類型與選擇、繪本使用情
況、對探究式繪本學習的看法、資訊科技及電子資源的使
用。

•家長問卷：基本資料、親子閱讀情況、繪本的購買與選
擇、對探究式繪本學習的看法、資訊科技及電子資源的使
用。

•填寫形式包括紙筆填寫或網絡填寫。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參考文獻：陳志盛， 蔡秋桃， 鄭博真， 林羿貝， 莊宜臻，& 蕭宜家. 家長及教師選
擇幼兒繪本差異性之研究.華醫學報 37 (2012): 83-100.



研究問題
•幼兒教師對於繪本綜合性教學的認識和應用

•使用繪本教學的現狀描述

•繪本學習的相關信念

•繪本選擇標準比較（教師VS家長）

•香港地區幼兒家長如何選擇繪本？

•不同年級的幼兒家長在繪本選擇的關鍵因素上有無差異？

•香港地區幼兒教師如何選擇繪本？

•家長與教師對於選擇幼兒繪本的標準有無差異性存在？

•家長與幼兒教師選擇繪本可歸納為哪幾項要素？



結果與結論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現狀

• 209份教師問卷中，有半數匯報所在學校有使用繪本進行教學。

•在累計222次使用繪本教學的年級中，預備班佔15%，K1佔35%，
K2佔22%，K3佔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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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現狀
•在107份使用繪本教學的報告中，有94份（90.38%）匯報了進行繪本
教學；每週進行繪本教學的比例佔約41%；另外約43%的比例是每學期
僅進行1-2次繪本教學。因而，即使在進行繪本教學的幼稚園，其應
用程度也仍舊有待進一步提升。

3-5次/週, 

14.89%, 15%

1-2次/週, 

26.60%, 26%

1-2次/月, 

14.89%, 15%

1-2次/學期, 

43.62%, 44%

繪本教學頻率 (樣本量=94)

3-5次/週 1-2次/週 1-2次/月 1-2次/學期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現狀
•品德教育（17%)、情緒覺察（16%）、生
命教育（14%）、動物（15%）四個主題所
佔百分比最高。而英文學習（2%）、數學
運算（3%）和語文生詞（4%）這三項所佔
百分比最低。

•結論：根據繪本的主題選擇，可以推斷當
前繪本教學目的主要在於促進兒童的個
性、情緒培養；而非傳統學習主題（如語
文、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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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現狀

•繪本在課程中的具體運用: 

•最常使用的策略是“A4.鼓勵孩子積極參
與討論，表達感想。”，

•其次是“A3.說故事時，會運用適當的輔
助教材，如：手偶、實物等。”以及

•“A5. 配合繪本主題，進行其他綜合活
動，如音樂，科學，美勞，角色扮
演。”。

•相對而言使用頻率最少的策略則是” 
A6.每天固定為孩子朗讀繪本。”

Order Item M SD

1 A4.鼓勵孩子積極參與討論，表達感想。 4.06 .80

2 A3.說故事時，會運用適當的輔助教材，

如：手偶、實物等。

3.87 .83

3 A5. 配合繪本主題，進行其他綜合活動，

如音樂，科學，美勞，角色扮演，等等。

3.85 .86

4 A7.以多元化為策略，思考繪本學習設計

的方向。

3.59 .89

5 A2.依單元/主題選擇繪本進行教學。 3.50 .85

6 A1.選擇使用不同圖畫、風格、規格形式

的繪本類型 （如布書、紙書、洞洞書）。

3.25 1

7 A6.每天固定為孩子朗讀繪本。 3.06 1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的相關信念

•對於探究式繪本學習的贊同程度（教師VS
家長）

• A1.你是否同意在貴校推行更多探究式繪本
學習? 

•家長對推行探究式繪本學習的贊同程度顯
著高於教師（t (455)=-5.60, p<.001).

A1 家長 教師

完全不同意 0.4% 1.0%

有點不同意 3.2% 6.7%

有點同意 49.6% 70.8%

完全同意 46.8% 21.5%

均分 3.43 3.13

標準差 .58 .55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的相關信念

• A2.你是否支持用探究式繪本學習替
代傳統的主題教學？

•家長對與用探究式繪本學習替代傳統
主題教學的贊同程度顯著高於教師
（t (452)=-2.49, p<.05).

A2 家長 教師

完全不同意 1.6% 1.4%

有點不同意 16.3% 22.9%

有點同意 58.5% 60.5%

完全同意 23.6% 14.3%

均分 3.04 2.88

標準差 .68 .65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的相關信念
•A3.(家長）是否贊同在教學中使用印刷版繪本/電子版繪本？

近95%的家長同意使用印刷版繪本，而僅有近58%的家長表示同意使用電子
版繪本；家長對於印刷版繪本應用於教學的贊同程度顯著高於電子版繪本
(t(165)=12.13, p<.001)。即家長對於印刷版繪本接受程度更高。

A3 印刷版绘本(N=166) 电子绘本(N=166)

完全不同意 0 6.6%

有点不同意 4.8% 34.9%

有点同意 31.9% 45.2%

完全同意 63.3% 13.3%

平均分 3.58 2.65

标准差 .58 .79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的相關信念
•教師對繪本類型的偏好

•選擇印刷版繪本的人數是選擇電子版繪本人數的大約三倍。

144, 72%

56, 28%

教師對繪本類型的偏好（樣本量=200）

印刷版繪本

電子版繪本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的相關信念
•印刷版繪本被教師評價為最適宜用於日常閱讀，其次是互動；
而電子版繪本被認為最適宜用於互動、進行延伸遊戲及聆聽閱
讀，但不適宜於日常閱讀。

日常閱讀 聆聽朗誦 互動 進行延伸遊戲

印刷版繪本 32.82% 20.85% 25.10% 21.24%

電子版繪本 13.19% 28.30% 29.50% 29.02%

32.82%

20.85%

25.10%

21.24%

13.19%

28.30% 29.50% 29.02%

教師對不同類型繪本適用功能的觀點

印刷版繪本 電子版繪本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的相關信念

•印刷版繪本VS電子版繪本

•電子版繪本最大優點是更加生動、
能更好的吸引幼兒的注意力
（45%）；最大缺點是使用受限
（15%）資源獲得不便利
（12%）；

•其他包括能夠放大字和圖片，適合
更多人的教學，有更多互動機會，
但可能對視力造成損害。

便於日常閱讀

15%

生動，吸引注意

力

45%

資源獲得不便利

/使用成本高

12%

使用受限制

15%

主題更豐富

11%

其他

2%

印刷版、電子版繪本優缺點比較

便於日常閱讀 生動，吸引注意力

資源獲得不便利/使用成本高 使用受限制

主題更豐富 其他



結果與結論-繪本教學的相關信念
Order Item M SD

1 I2創造能力 3.34 .58

2 I8溝通能力 3.27 .54

3 I6批判性思考能力 3.26 .53

4 I4解決問題能力 3.24 .53

5 I3研習能力 3.14 .56

6 I5自我管理能力 3.01 .57

7 I1協作能力 2.99 .57

8 I9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2.79 .63

9 I7運算能力 2.71 .59

• 教師對於繪本對九大能力(東華三院,2011)的促
進的觀點

• 根據得分排序，幼兒教師認為繪本教
學對於幼兒的創造能力具備最大促
進，對於溝通能力、評判性思考、解
決問題能力以及研習、自我管理以及
寫作等能力都有一定促進作用；

• 而對於運算、以及資訊科技等能力促
進作用有限。



結果與結論-繪本
教學的相關信念

•教師對於繪本學習的具體看法

•B2-B14得分均大於3（3=比較
符合）。

•繪本學習的閱讀題材需要多元
性、不應局限於課本（B8、
B9)；也認可幼兒有主動進行
繪本學習的能力(B11、B5、
B4、B6)；

•同意應接受關於繪本學習的專
門培訓（B14), 但對於繪本是
最佳教材（B1）的觀點度有
所保留。

Order Item M SD

1 B10我認為繪本學習時老師的表達與態度也很重要。 3.49 .54

2 B8我認為繪本學習的閱讀題材需要多元性。 3.45 .58

3 B3我認為繪本學習需配合幼兒的經驗。 3.36 .57

4 B11我認為使用繪本學習後，幼兒會利用不同的形式
呈現想法。

3.34 .53

5 B5我認為幼兒在學習過程中能夠推敲進而理解圖畫
的意義。

3.33 .59

5 B9我認為繪本學習不應只局限於書本。 3.31 .58

7 B4我認為幼兒有能力表達閱讀後的想法。 3.30 .54

8 B14我認為教師應該接受關於繪本學習的專門培訓。 3.30 .61

9 B7我認為學習環境對繪本學習是很重要的。 3.25 .59

10 B12我認為幼兒學習閱讀應有模仿的物件，如教師展
示。

3.22 .56

11 B2我認為繪本學習應讓幼兒在生活中自然語言的情
景下進行。

3.21 .54

12 B6我認為幼兒能夠主動地進行繪本學習。 3.14 .60

13 B13我認為我瞭解進行繪本學習的方法。 3.00 .68

14 B1我認為繪本是幼兒教學最佳的教材 2.99 .53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參考文獻：陳志盛， 蔡秋桃， 鄭博真， 林羿貝， 莊宜臻，& 蕭宜家. 家長及教師選
擇幼兒繪本差異性之研究.華醫學報 37 (2012): 83-100.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家長樣本年級差異

•家長樣本幼兒所屬年級包括：預備班(PN/N1)、幼兒班（K1)、
中班(K2)、大班(K3)四個年級。

預備班, 

32, 13%

幼兒班, 

82, 33%

中班, 66, 

26%

大班, 69, 

28%

預備班 幼兒班 中班 大班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家長樣本年級差異

•對於C1-C14全部14條題目在K2和K3上的家長評分進行T檢驗。

• K2在“C4.我選擇繪本會考慮字體的大小和多寡”, “C5.我選擇
繪本會考慮圖畫的色彩搭配”兩項上的家長評分顯著高於K3家
長。

• K2與K3在C11“我選擇繪本會考慮增進幼兒的人格、情緒發展。

項目 T值（自由度） P值 均值差(K2-K3)

C4 2.47（133） <.05 .40

C5 3.28（133） <.01 .39

C11 1.67（133） =.10 .22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家長樣本年級差異

•由以上結果，得到初步結論：與K3相比，家長在為K2（年齡較小、
年級較低）的幼兒選擇繪本時，對繪本設計方面的因素（字體大
小、多寡和色彩搭配）重視程度更高，而這種重視與兒童所處的年
齡發展階段的需求是相符的。

•此外，在選擇繪本時，家長對於繪本能否促進幼兒人格、情緒發展
非常重視，且K2的家長對此項因素的重視程度高於K3的家長。

預備

班, 32

幼兒

班, 82中班, 

66

大班, 

69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家長樣本V.S教師樣本

•幼兒教師在繪本選取問卷上打分要比家長
更高，且標準差數值更小。

信度Cronbach’s a 樣本量 總平均分 標準差

家長樣本 .82 249 3.77 .46

教師樣本 .83 209 3.98 .41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選取標準重要性排序-共性

•儘管在總平均分上教師與家
長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對選
擇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上，兩
個群體的選擇存在共性。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繪本標準重要性排序-差異

•結論一，家長對於繪本對兒童能力促進的考
慮因素排位更靠前，而教師對於繪本本身的
內容和結構因素排位更前

•結論二，家長更加關注繪本對於兒童個性以
及能力的培養，而教師更加關注繪本的使用
性能。



結果與結論-繪本選取標準
•結論三：

•教師把繪本對於兒童個性能力和學習的發展的促進視作整體因素，而
家長則認為繪本對個性、能力的促進與對學習的促進是兩個相對分離
的選擇因素。

因素 條目

F1 繪本來源推介 C1,C2,C3

F2 繪本設計 C4,C5,C6,C7

F3 個性、能力培養 C8,C11,C12,C

13,C14

F4 學習促進 C9,C10

因素 條目

F1 繪本來源推介 C1,C2,C3

F2 繪本設計 C4,C5,C6,C7

F3 個性、能力培養
及學習促進

C8,C9,C10,C11,

C12,C13,C14



結果與結論-資訊科技及電子資源的使用

•使用頻率：電子平台>平板電腦>電子繪本

•有效性：電子平台>電子繪本>平板電腦

使用頻率 有效性

均值 標準差 均值 標準差

電子平台 2.85 .99 2.90 .62

平板電腦及應用程式 2.35 1.00 2.81 .73

電子繪本 2.07 .87 2.83 .72



結果與結論-資訊科技及電子資源的使用

豐富教學資源

31%

提高教學效率

20%

提高學習興趣

31%

家校共同教導幼兒

18%

資訊科技對教學的幫助（樣本量= 464)

豐富教學資源

提高教學效率

提高學習興趣

家校共同教導幼兒



總結
•繪本教學被認為能有效促進幼兒的多方面能力發展。

•繪本教學的現狀：在預備班到K3的各個年級中均有進行，但
頻率不高。

•儘管對電子版繪本的優點有著清楚認識，幼兒家長和教師對
電子版繪本的接納程度依舊遠遠低於印刷版繪本。

•幼兒家長和教師對繪本教學均有較高的認可程度，家長的認
可度甚至高於教師。但繪本教學是否可以直接替代傳統主題
教學？這個問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作為應用於教學的資訊科技，電子平台的使用頻率較高，而
電子繪本則很少被使用，有待進一步普及。



研究方向展望

•選擇繪本的年齡差異

•本研究發現，繪本選擇因素各自的比重在不同年級會有變
化。故而，可以針對幼兒不同的年齡/年級，提出不同的
繪本選擇標準。

•繪本主題拓展

•英文、語文、數學學習等傳統學習主題繪本的低使用率
（學習低效？資源匱乏？）

•開發本土文化議題的繪本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