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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閱讀素養的發展對學生的學習日益重要，本研究試圖探索使用電子教科書對學

童數位閱讀素養的影響。這項研究將使用來自台中市某小學的 40 名四年級學生作為研

究對象，並以準實驗設計法進行研究。最後將依據各項研究發現提出討論與建議，以做

為教師、學校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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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教學對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之影響 

壹、 導論 

在現代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中，培養每位國民具備運用資訊科技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共同趨勢。傳統教育中的讀、寫、算基本素養已不足以因

應資訊社會的需求，具備資訊科技能力已成為現代國民應具備的素養之一(教育部，

2008)。教育部 100 年度施政方針提到要「促進數位機會均等，提升教師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應用及學生善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之能力，建構優質教育與研究之網路基礎環境

(教育部，2011) 」。在「校校有電腦，班班能上網」的教育願景下，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已成為趨勢。 

閱讀是現代人獲取各種知識的重要管道，透過閱讀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提升自我、瞭

解別人、認識世界(林珊如，2010)。當各校致力於發展閱讀的推廣時，數位出版品與網

路資源越來越豐富，來自科技對閱讀概念的挑戰以及上網的普遍性，對閱讀帶來新衝

擊，數位閱讀逐漸成為學生學習、獲得資訊的新管道。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

稱 OECD）所主辦的學生基礎素養能力國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的主要目的在評量 15 歲學生面對社會挑戰的準備狀態，希望了解學

生學習與問題解決的「素養」，透過學生閱讀、數學與科學的表現，協助各國了解教育

的可能性。 

PISA 2012 推出全面數位化的素養評量，共有 65 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其中 32 個國

家額外參加數位文本閱讀與數位數學素養的評量，44 個國家參加數位問題解決素養評量

(臺灣 PISA 2012 精簡報告，2014)。臺灣數位閱讀素養排名第十，僅略高於澳門，是亞

洲六個參照國家中較不理想的，約 60%臺灣學生為水準 3 及 4，而超過水準 4 約 10%，

優異數位閱讀者比率較其他參照國家低，顯示臺灣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仍待積極提升。面

對 PISA 2012 的數位評量未盡如人意的警訊，臺灣的教育工作者都須正視數位學習和評

量紀元來臨的事實。 

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簡稱 IEA）主導的「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 PIRLS）」每五年一次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的閱讀進行國際性評量，

「國際閱讀素養調查 2016」的結果，臺灣學生在參與的 50 個國家/地區中的整體表現，

與英格蘭、挪威（五年級）並列第 8 名，相較於 2006 年(參與的 45 個國家/地區中，排

名第 22 名)及 2011 年(參與的 49 個國家/地區中，排名 第 9 名)有顯著進步。 

因應全球逐漸重視數位閱讀，IEA 首次推出 e-PIRLS 調查(extension of PIRLS)，題

型皆為說明文，藉以瞭解四年級學童的數位閱讀能力。2016 年共 14 個國家參與

e-PIRLS，臺灣學生的數位閱讀排名第 7 名，在搜尋網頁表現較佳，但在使用電腦過程

中受到廣告干擾的影響最大，台灣學生點擊不相干廣告的比率，是 14 個參與國中最高，

數位閱讀能力較文本閱讀能力差，和其他國家相比，課堂使用電腦比率仍偏低，應用網

路教學與學習有待加強(教育部，2017)。 

科技部次長鄒幼涵分析 e-PIRLS的施測結果顯示受測學生在線上和紙本的閱讀素養

落差極大，數位閱讀能力明顯偏低；台灣的 e-PIRLS 成績落後 PIRLS，而且差距之大，

是受測國家中最嚴重的，非常值得關注。 

數位時代的教室需要透過資訊科技來翻轉學習、智慧學習，並培養學生的數位學習

能力，使其成為具全球競爭力的人才(教育部，2017)。然而，多數學生在生活中使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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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的經驗主要以社交或娛樂為主，習慣被動地接受大量資訊，或是瀏覽文字訊息

時，缺乏對資訊篩選、認知、驗證、反思與調節的歷程，因此，未能真正達到深度學習。 

拿電腦、手機「做什麼？」是數位閱讀素養的關鍵，即時新聞、社群網站、線上遊

戲都是學生的最愛，如何篩選自己所需資料進行深度閱讀更顯其重要性(林茂欽，2014)。

因此培養學生應用資訊科技建構知識的能力，才能在資訊普及的環境下，成為具備數位

閱讀素養之現代公民。 

針對上述問題探討，數位閱讀素養的培養對學生的學習日益重要，網際網路與數位

資訊已然改變現代人的閱讀習性，但如何將這些數位內容開發成果運用於學校教育中，

引導學童找尋資源並加以學習利用，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林巧敏，2011)。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傳統的授課方式已被彈性多元的資訊融入教學漸漸取代，教

科書市場開放後，各家出版社為了因應資訊融入及數位學習，除了紙本教科書以外，還

發行了電子書讓老師在上課中使用，其內容增加了影音動畫、輔助教材，上課不再只是

照本宣科(廖信、郝宗瑜、張簡碧萱，2010)。 

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獨立設立科技領域，讓每一個學生在適性與友善的學習環境

中，培養「做、用、想」的能力，以具備 21 世紀所需的科技素養(教育部，2017)。新課

綱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的主軸，以培養學生成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等

三大面向均衡發展的終身學習者，希望藉由科技領域來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創造思

考、批判思考、問題解決、邏輯與運算思維等高層次思考的能力及資訊社會中公民應有

的態度與責任感，由此可見數位學習的重要性。 

由於電腦及網路普及，書面文本改以數位方式呈現，因此電子書成為新的學習工

具，學生的閱讀方式因而改變。教育部為讓學習者能選擇適性化課程，以雲端數位資源

進行無所不在的學習，推行「校園數位學習普及服務計畫」(教育部，2017) 鼓勵教師採

資訊融入教學、掌握數位科技之創新教學應用策略，營造更符合學生個人化需求的學

習，提升學生之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和創造思考等能力，以及學生具備正確使用網路之

態度與觀念；能善用資訊與網路工具自主學習。 

為能建構數位學習環境及推動數位學習創新教學模式，另實施「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數位建設-強化數位教學暨學習資訊應用環境計畫」，提升學校學生享用雲端數位學習

資源與服務，學生採用數位化、雲端化學習工具於各領域學習，提升使用資訊科技於問

題解決、探索學習、溝通、表達和創新等能力。(教育部，2017) 。 

教室的硬體設施完備後，透過各種科技媒介，整合教學素材及多元的教學活動，幫

助學生對知識的理解與提升學生的數位閱讀素養，成了教師教學的新課題(李慧玲，

2013)。透過電子書內建的各種電子資源(課文動機、動畫、補充影片……)增加學生學習

的興趣，能使平時上課專注及學習動機較薄弱的學生，增加其學習的興趣與意願(鄭少

菁，2016)。 

資訊科技發展逐漸轉換閱讀型態，閱讀已從紙本閱讀逐漸轉變為線上閱讀方式。為

能使我國學生在全球經濟脈絡下更具競爭力，評估我國國民的數位閱讀理解素養如何，

就顯得格外重要了！綜上所述，本研究想探討在國小使用電子書教學對學童數位閱讀素

養之影響，希望能找到提升學童數位閱讀素養之途徑。 

綜合前面所敘述，本研究欲了解教師使用電子書教學對學童數位閱讀素養產生哪些

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學童使用電子書是否能幫助自我建構知識？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在

國小教師使用電子書教學對學童的數位閱讀素養產生什麼影響。研究目的如下： 

識別國小學童應具備的數位閱讀素養之內涵。 

探討國小教師使用電子書教學對學童的數位閱讀素養產生之影響。 

四、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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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設計，係以臺中市某國小四年級兩個班學生為施測對象，實驗組是實施電子

書教學，以合作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對照組則實施電子書教學教學，以個別式學習法

完成補充教材，於期初與期中填寫數位閱讀素養檢核表，比較二次施測結果並分析。 

 

貳、 文獻探討 

一、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二十一世紀網路普及，手機、平板、電腦非常普遍，迎接資訊時代的來臨，教育部

有一連串的措施，表 1 為我國資訊教育的相關政策。 

 

表 1：我國資訊教育相關政策 

年份 政           策 目      標 

1997 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 
讓 100%國小有電腦教室，國中自八十七年度開始實

施電腦必修課。 

1998 資訊教育擴大內需方案 建置全省國中小的電腦教室。 

2001 資訊教育總藍圖 實施資訊融入教學之創新教學活動。 

2004 數位台灣計畫 
整合數位學習資源，發展數位化學習內容與做中學網

路學習模式。 

2005 
創造偏鄉數位機會推動

四年計畫書 

1.縮短數位落差。 

2.創造數位機會。 

3.深耕數位關懷。 

2008 

至 

2011 

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

白皮書 

1.培養學生應用資訊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 

2.養成學生使用資訊科技的正確觀念、態度與行為。 

3.保障並促進師生的數位機會均等。 

4.培訓具備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的教師。 

5.發展多元的數位教學資源。 

6.提昇教室和校園的軟硬體設備與網路服務。 

2011 101-103年教育雲計畫書 

1.建立教育雲計畫書。 

2.提升縣市資訊設備。 

3.建置縣市網安全機制。 

4.強化教育機構資安應變。 

5.建立帳號認證機制。 

6.提升縣市網路頻寬。 

7.建置教育雲平台。 

8.建置 Web 版教學服務系統。 

9.培訓種子教師並辦研習。 

2017 教育雲綱要計畫書 

1.雲端計算整合平臺。 

2.終身教育 ID。 

3.資源匯集。 

4.普及雲端服務。 

5.巨量資料分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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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人化資料服務。 

7.評估學習成效及使用者反應。 

8.永續營運模式。 

9.辦理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之師資培育，促進教育雲

普及應用。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已成為一種趨勢與潮流，因此許多資訊教學相關的探討文獻紛紛

發表，根據專家學者相關的研究定義，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意義歸納如表 2。 

 

表 2：「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定義」 

學者／年

代 

定義 

Dias

（1999）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中的科技整合應該是指在融入、整合與無間隙的方式下，

應用科技來支援與延伸課程目標，達成有意義的學習。 

張國恩

（1999）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乃是指教師運用資訊科技於課堂教學上和課後活動上，

用以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資訊能力、主動探索與研究精神，讓學生能獨立思

考、解決問題並完成生涯規劃和終身學習。 

Jonassen

（2000）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要從以往學習與電腦相關的技能或知識觀念轉變為應

用科技學習，利用電腦融入教學，將資訊科技轉為學習工具。 

王全世

（2000）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乃是將資訊科技融入於課程、教材與教學中，讓資訊科

技成為師生一項不可或缺的教學工具與學習工具，使得資訊科技的使 用成為

日常教學活動中的一部份，並且延伸地視資訊科技為一個方法（method）或一

種程序（process），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來尋找問題的解答。 

王曉璿

（200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強調在教室的教學實施仍是以領域課程內容及教學活

動進行為主體，資訊科技作為協助教學的工具。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並非將資

訊科技單獨列為一科作為教學，而是教師依教材內容性質，融入各領 域的教

學中。 

何榮桂

（200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乃是各學習領域的教學活動，在適當的時機運用資訊

科技輔助教學，以提昇學習效果。 

邱志忠

（2002） 

「資訊融入各科教學」教師以資訊科技為教學輔功工具，充分運用資訊科技

所帶來的活潑、快速與便利的特性，融入學科教學中，輔助教學活動之進行，

使教學準備更快速、教學活動更活潑與教學評量更多樣化，以順利達到教學

目標。 

林煌凱 

(2002)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教師透過電腦、媒體與網路等資訊科技來進行教材

製作、教學輔助、課後補救、統整分析及班級管理的教育方式，在教學上引

導學生透過資訊科技來協助學習、主動探索與問題解決。 

徐新逸、 

吳佩謹 

（2003）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乃是教師教學時配合授課內容與教學策略之所需，應

用電腦多媒體網路的特性，將資訊科技視之為教學工具，而教師則使用電腦

以便更有效地達成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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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馥嬪

（2004）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係指教師在進行課程教學時，將資訊科技視為協助教

學的輔助媒介，透過此媒介增加教學成效和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 

徐毓襄 

(2007)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結合電腦、網路等資訊科技，

建立一個啟發及互動式、能激發創造力的學習環境。 

 

二、電子書教學 

早期的出版品是以人工製作和紙質印刷為主，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印刷工作已逐

漸由電腦處理，近年來資訊傳播方式的迅速改變，使得出版業邁入電子出版的時代。電

子出版的媒體型式通常是以電磁或光學材料作為媒介，藉助電腦多媒體的特性，將各式

各樣的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動畫等素材載錄於其中，而呈現出具體內容的出版方

式，其閱讀必須藉助適當的軟硬體工具，其傳輸可利用網路而無遠弗屆(林巧敏，2009)。 

電子出版品具有可及性（Accessibility）、可檢索性（Searchability）、超連結（Hypertext 

linkage）、多媒體（Multimedia）、傳送便利（Transmission）以及儲存密度大（Compact）

的優勢，能符合學術傳播對於資訊分享便利性與及時性的要求(林巧敏，2009)。 

翁浴芳(2006)的研究中發現電子教科書對於中、高學習成就渠的孩子在理解教材內

容尚有正面的幫助，實驗組的學生普遍認為電子教科書有便於理解、提高學習動機、提

升閱讀速度等優點，也適合課後自行複習。梁志豪(2012)的研究顯示電子教科書的期望

確認會影響教師教學能力的期望與學生學習能力的期望，學生學習能力的期望受影響的

程度大於教師教學能力的期望。 

因此，本研究中所定義之電子書為教科書出版商將傳統教科書以數位化出版之電子

教科書，以 DVD 為載具，其內容及排版方式完整依照課文編排模式，版面除課文外，

還有教學影片、教學遊戲、評量、動畫、補充資料……，便利老師教學使用(李慧玲，

2013)。 

 

三、數位閱讀 

廣義來說，閱讀各種透過數位化處理的內容都可以稱為數位閱讀，因數位閱讀與傳

統紙本閱讀的差異，數位閱讀的理解能力超過閱讀紙本所需（RAND Reading Study 

Group, 2002）。從「組織結構」、「訊息形式」、「閱讀順序」及「內容」四方面可以

看出，數位閱讀比紙本閱讀還要多元和複雜(數位閱讀素養學習活動手冊，2014)。表 3

為數位閱讀素養課程研發小組對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所作的比較。 

 

表 3：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的比較 

 數位閱讀 紙本閱讀 

組織架構 沒有特定排版結構，每個文本有不同樣式

的選單欄連結至不同的文章。刊頭、標題

和副標型式較多變化。 

有固定的結構，如：固定的版

面、段落、字體、標題型式、章

節。 

訊息形式 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動畫。 文字、圖片。 

閱讀順序 非線性順序。可以順著不同的路徑或連 線性順序。藉由翻頁而繼續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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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開啟不同的頁面或文章閱讀。不同讀

者有不同的閱讀路徑和順序。 

讀。大部分讀者隨著作者的編排

而有相同的閱讀順序。 

內容 任何人都能公開發表文章和提供訊息，但

訊息內容的正確性有待確認。 

大多經過審查、篩選、編輯的過

程，訊息內容可信度較高。 

資料來源：數位閱讀素養課程研發小組(2014) 

 

林巧敏(2011)的研究結果發現：（1）家裡是學童利用電腦進行數位閱讀的主要場所，

使用數位資源的學習對象以「自己摸索」居多，「家庭或親人」是學童取得數位閱讀資

訊的主要來源；（2）電子郵件是學童最常進行的數位閱讀資料形式，進行數位閱讀主

要目的是趣味休閒，數位閱讀的方式以「重點跳躍式瀏覽」居多；（3）「趣味讀物（漫

畫、童話）」是學童經常進行數位閱讀的內容主題，也是學童認為較適合以數位形式呈

現的內容主題；（4）數位閱讀相較於傳統閱讀的優點是取得方便與檢索容易，但收費

與需要設備是主要的缺點。 

 

四、數位閱讀素養 

進入一個網站後，讀者必須繼續推論各種訊息間的相關性，並忽略廣告的吸引，這

樣的能力學者稱為「數位閱讀素養（digital reading literacy）」(柯華葳，2017)，教師常

常會要求學生蒐集、查詢、整理、分析、報告，有些題材很適合透過網路進行，也是數

位閱讀素養教學的好時機。 

如何在網路上取得學習材料，關鍵在於有目的的搜尋，並且判斷資料是不是符合搜

尋的目的，資料還要有信度、效度，確定資料可以使用之後，進而閱讀、整合，這就是

數位閱讀素養 (柯華葳，2017)。因此，在網路世代，讀者除了需擁有傳統紙本閱讀的技

能外，還需要具有「數位閱讀素養」。數位和紙本是不同的工具，數位以多元面貌呈現，

閱讀時需要的能力素養也有不同，因此需要指導，而非只靠學生自己摸索。「數位閱讀

素養」（Leu & Reinking, 2005）包括：  

(一)、能確認重要的問題以知道自己需要獲得什麼訊息（Identifying important 

questions）。 

(二)、能夠在眾多的訊息中找到自己所要的（Locating information）。  

(三)、評估訊息的可信度（Critically evaluating information）。 

(四)、能整合來自不同來源的訊息（Synthesizing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resources）。 

(五)、以不同形式將想法表達給他人（Communicating ideas to others in a variety of 

formats）。 

數位閱讀素養的國際性評量主要有二個，「學生基礎素養能力國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主要目的在評量 15 歲學生面

對社會挑戰的準備狀態，「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PIRLS）」每五年一次針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的閱讀進行國際性評量。 

鄭維勛(2016)以陳新豐(2015)之「學習調整策略量表」(self-regulated learning；SRL)

及「數位閱讀素養測驗」(digital reading assessment；DRA)作為研究工具，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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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學童數位閱讀素養在中等偏高程度，以「直接提取」層面表現較佳，國小高

年級女生在數位閱讀素養「直接提取」表現較佳，國小高年級男生在數位閱讀素養「推

論分析」表現較佳。 

 

五、合作學習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是基於「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

「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等五項基本理念，希望能實現「成就每一個孩子」、「提

升中小學教育品質」和「厚植國家競爭力」三大願景，想要達到十二年國教的理念，教

師須正確面對和因應學生差異，改變傳統教學型態與方法，而「分組合作學習」正是一

種有別於全班授課及個別式學習的教學型態和方法。(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2013)。 

「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教學型態，是指兩個人以上，透過彼此的互動與互助，以

及責任分擔，達成共同學習的目標。合作學習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提供學生主動

思考、相互討論或小組練習的機會，讓教學不再局限於老師的直接教導，每個成員要對

自己的學習負責，也要幫助同組的成員學習(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手冊，2013)。 

Duplass（2006）提出以下合作學習的要素： 

(一)、積極的相互依存：設計小組的目標和獎勵學習成果。 

(二)、鼓勵與面對面的互動：以溝通來解決問題。 

(三)、個人責任：每個人負責協助整個團體滿足其學習目標。 

(四)、社交技能：使所有學生都互相尊重，明智地使用社交技能。 

(五)、評估：包括個人和團體評估。 

陳世澎(1994)研究合作學習對國小學生數學科學習影響，研究發現合作學習實施狀

況整體而言，實驗組教師的教學能符合原先設計的教學方案，掌握合作學習的精神。學

生對合作學習的上課方式，採較積極肯定的態度，在小組討論與合作技巧的表現上，在

教學前後已有明顯的進步。徐學正(2002)研究結果為：實施合作學習能促進學生在認知、

情意及技能的表現。運用合作學習實施班級經營，更易訓練學生學習適當的社會技能及

培養「帶的走的能力」。以合作學習實施班級經營，對培養讀書風氣，增進學習成效有

正面的助益。教師實施行動研究讓教師能夠持續地進行教學反省，改進自己的教學狀況。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要探討使用電子書教學對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之影響，老師的引導與否對

學童數位閱讀素養是否會造成差異？因此在學期初先以數位閱讀素養檢核表施測，了解

學生數位閱讀能力，在實驗組以電子書教學，並根據表 4 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指標配合各

科教學設計教材，在對照組只以電子書教學，學期中再次以數位閱讀素養檢核表施測，

探討使用電子書教學對學童數位閱讀素養產生的影響。 

 

表 4：「數位閱讀素養的能力指標」 

核心能力  內涵 能力指標 

A：搜尋 界定問題，確定所 A-1 找出與閱讀目的有關且明顯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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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訊息，並能

使用關鍵詞搜尋 

A-2 使用關鍵詞搜尋相關的訊息  

A-3 確認網站具有照片和影像訊息 

B：瀏覽 網頁的閱讀及批

判與評估訊息 

B-1 確認網頁有要找的訊息 

B-2 找出圖像(包含影片、互動多媒體、表格或地圖) 

中的特定訊息  

B-3 在多個可能的網站中選擇一個最適當、可行和有

用的  

B-4 依與主題相關程度篩選網頁內容  

B-5 推論相關連結的有用性  

B-6 找出網站的觀點或立場（包括看法、偏見）  

B-7 判斷網站訊息的可信度  

B-8 清楚知道從一頁網頁瀏覽到另一頁的決定  

B-9 摘要出一個網頁的重點 

C：整合 組織訊息及整合

跨媒體的訊息 

C-1 描述文章和圖像間的關係 

C-2 比較及對照跨網站內及網站間的訊息  

C-3 連結不同網頁或網站訊息間的關係  

C-4 歸納來自不同網頁或網站（內及間）的訊息  

C-5 以一個主題連結不同網頁  

C-6 從多個網站得出結論  

C-7 評估訊息的說服力  

C-8 說明網站中圖像元素的效果  

C-9 評估在網站中發現訊息的容易度 

資料來源：數位閱讀素養學習活動手冊(2014) 

 

根據研究目的及參酌相關文獻之探討設計出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學期初第一次

施測：數位閱

讀素養檢核表 

 實驗組 對照組  學期中第二次

施測：數位閱

讀素養檢核表 電子書教學 

補充教材 

合作學習 

電子書教學 

補充教材 

個別學習 

圖 1：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電子書教學對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之影響。在實驗過程中的

實驗組是實施電子書教學，以合作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對照組則實施電子書教學教

學，以個別式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以下就圖 1 中各變項進行說明。 

(一)  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是為兩組實施不同之學習方法，實驗組與對照組都以電子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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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並在學校完成補充教材。 

1.實驗組-樣本 20人，以合作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 

2.對照組-樣本 20人，以個別式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 

(二)  控制變項 

除了自變項（學習方法）以外，其他對依變項可能造成造成影響的因素，都必

須受到控制，以期將研究實驗的結果誤差降至最低。而本研究之控制變項如下： 

1.教學內容：本研究進行的教學內容在實驗組及對照組皆為四年級的課程，使用

相同的補充教材。 

2.學生背景：本研究之教學對象皆在同一學校取樣，並以原班級為單位而不另行

分組。 

3.教師特質：因為兩班之教學者皆為資深教師，並且一直以電子書為教學工具，

因此教學歷程相當熟練。 

 

依據文獻研究及研究者多年之教學經驗，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使用電子書教

學，在合作學習法與個別式學習法下，學生的數位閱讀素養具有顯著差異。 

 

二、教學實驗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學校之四年級兩個班學生，並以班級為單位，每班

選定 20 人(不含資源班學生)。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及流程主要分三階段進行，如圖 2 

 

 

 

 

 

 

 

 

 

 

 

 

 

 

 

圖 2：實驗設計及流程圖 

 

(一)  第一階段：實驗準備階段 

1.擬訂研究計畫，選定教學單元及教學內容。 

第一階段：實驗準備階段 

1.擬訂研究計畫，選定教學單元及教學內容。 

2.選定研究對象(實驗組 20人，對照組 20人)。 

3.學期初兩組皆以「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檢核表」施測。 

第二階段：實驗教學階段 

1.準備教學教材，及補充教材。 

2.進行實驗教學： 

  實驗組以合作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對照組以個別式學習法完成補

充教材。 

第三階段：實驗結果評估與資料分析 

1.學期中兩組皆以「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檢核表」施測。 

2.實驗結果分析與假說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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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定研究對象(實驗組 20 人，對照組 20 人)。 

3.學期初兩組皆以「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檢核表」施測。 

(1)擬訂研究計畫，選定教學單元及教學內容： 

本研究之研究者依據第二章之文獻探討，以準實驗設計之方式來進行，在

使用電子書教學下，比較合作學習法與個別式學習法對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之影

響。 

教學單元與教學內容之選定，是依據實驗對象目前正要進行之教材內容

中，適合在進行數位閱讀的單元為原則。 

(2)選定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學校之四年級二個班級的學生，並以班級為單位(不

含資源班學生)，每班各 20 人。 

(二)  第二階段：實驗教學階段 

1.準備教學教材，及補充教材。 

2.進行實驗教學： 

實驗組以合作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對照組以個別式學習法完成補充教材。 

(1)準備教學教材，及補充教材： 

將電子書安裝於電腦中，依據課程內容設計補充教材 

(2)進行實驗教學： 

a.實驗組：以電子書教學，學生分組，小組合作，利用班級電腦在校完成補充

教材。 

b.對照組：以電子書教學，學生個人自行利用班級電腦在校完成補充教材。 

(三)  第三階段：實驗結果評估與資料分析 

1.學期中兩組皆以「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檢核表」施測。 

2.實驗結果分析與假說驗證。 

進行完上述教學後，兩組皆以「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檢核表」施測，根據實驗結果

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評估在使用電子書教學下，比較合作學習法與個別式學

習法對學生數位閱讀素養之影響。 

 

三、評量工具 

本研究透過「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檢核表」，學期初先做第一次施測，實驗組以電

子書教學，學生分組，小組合作，利用班級電腦在校完成補充教材，對照組以電子書教

學，學生個人自行利用班級電腦在校完成補充教材。於學期中以「數位閱讀素養能力檢

核表」做第二次施測。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測實驗組（合作學習法）與對照組（個別式學習法）

的數位閱讀素養是否有顯著差異。為了瞭解兩組學生在接受了實驗教學之後的數位閱讀

素養變化情形，，使用了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比較二次施測的結果，探討食鹽對學

童數位閱讀素養是否會造成差異？並對有明顯差異的學生做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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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期結果 

資訊科技發展逐漸轉換閱讀型態，閱讀已從紙本閱讀逐漸轉變為線上閱讀方式。為

能使我國學生在全球經濟脈絡下更具競爭力，評估我國國民的數位閱讀理解素養如何，

就顯得格外重要了！本研究之成果預期將探討在國小使用電子書教學對學童數位閱讀

素養之影響，並找到提升學童數位閱讀素養之途徑，用以識別國小學童應具備的數位閱

讀素養之內涵。最後將依據各項研究發現提出討論與建議，以做為教學者、學校及未來

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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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eading literac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learn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electronic textbooks on the 

digital readiness of schoolchildren. This study will use 40 fourth-year students from a primary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method was 

used for research. Finally, discussions and suggestions will be based on various research 

findings to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eachers, schoo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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