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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家長與幼兒共同閱讀之問卷調查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1. 您是孩子的 

    □ 父親  □ 母親 

2. 您孩子的名字：____________ (可不填姓氏) 

3. 孩子性別 

□ 男 □女 

4. 孩子出生日期：民國____年___月___日 

5. 您的孩子已在幼稚園（托兒所）就讀 _____個月 

6. 在家中孩子最常使用的語言為 

□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其他________ 

7. 您的孩子對於注音符號 

□ 全部都認識  □認識多於一半  □認識一半  □認識少於一半 □都不認識 

8. 您的孩子有參加讀經的課程 

□ 有  □沒有 

9. 您的孩子有沒有學英語 

□ 有 □沒有 

 

親愛的家長，您好： 

本問卷目的，為了解父母在家中與幼兒一起閱讀的情形，以作為學術研究之用。倘若您家

中有親子共讀的習慣，煩請最常與孩子一起共讀的家長填答，若無親子共讀的習慣，則父或母

皆可填答，填答時請在符合項目前的□中打ˇ。無論您的答案為何都十分重要，皆有助於學前

幼兒教育之參考。 

本問卷填答之資料僅作統計分析之用，凡有關個人資料均妥為保密，決不公開發表，請放

心按現況填答。懇請賜答，填答後並請轉交貴子弟之教師，感謝鼎力相助。 

 

                                                       國立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柯華葳教授       

                                                           研 究 生：何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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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的教育程度 

□ 國小 □國中 □高中 □專科學校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11. 您的職業 

□ 公教 □工 □商 □軍 □家庭主婦(夫) □自由業 □其他 

12. 若本研究邀請您的孩子參加與聲音有關的遊戲和說故事的活動，您 

 □同意，可接受   □ 不同意，拒絕接受 

13. 請問您有陪孩子一起閱讀的習慣嗎？  

□ 無   □ 有  

(此題填答「有」者，請繼續回答下面的問題；填答「無」者，可停止填答，謝謝！)     

 

 

第二部分：親子共讀問卷內容 

 

一、親子共讀基本資料   

1. 通常您一星期陪孩子一起閱讀的次數是  

□ 少於一次 □一~二次   □二~四次   □五次以上 

2. 您是在孩子幾歲時開始陪孩子閱讀的？ 

□ 小於1歲  □ 1~2歲  □ 2~3歲  □ 3~4歲  □ 4~5歲  □ 5歲以後 

3. 您每次陪孩子閱讀的時間約為 

□ 少於10分鐘  □ 10~20分鐘  □ 20~30分鐘 □ 30~40分鐘 □40分鐘以上 

4. 您唸給孩子聽的書，是 

   □全是中文   □中英文皆有  □全是英文 □其他 

5. 您陪孩子閱讀通常選那類兒童讀物？ （可複選） 

   □科學 □歷史 □藝術  □動物故事 □神話 □冒險故事 □恐怖故事 

   □笑話 □漫畫 □圖畫書□童詩     □童謠 □其他_______ 

 

二、共讀的互動方式 

請於適當的□中打v，以下為頻率與百分比對照參考： 

總是(100%) 常常(75%) 有時(50%) 偶爾(25%) 不曾(0%) 

1. 唸書給孩子聽時，您_____描述出書中的主角的外表特質、指出主角在圖畫中出現

的位置、或其他特點等等。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2. 唸書給孩子聽時，您_____要孩子描述他所看到的圖畫，或是指出書中的主角的位

置或是說說看主角的的特色。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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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故事的劇情，您____ 讓孩子說說看接下來會如何發展。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4. 您唸書給孩子聽時，針對故事內容，您____ 停下來問孩子「為什麼(會這樣)？」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5. 對於故事中主角的行為，您____和孩子討論主角為什麼這樣做。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6. 對於孩子已經讀過的書，您____問孩子對此書的看法。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7. 唸完書後，您____向孩子表達對此書的看法。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8. 唸書給孩子聽時，您_____要求孩子用手指著認識的字唸唸看。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9. 在唸書給孩子聽時，對於書中的ㄅㄆㄇㄈ(注音符號)，您____指給孩子看，並念出

注音符號。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0. 承上題，您____會讓孩子指著注音符號，並念出來。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1. 唸書孩子聽時，對於孩子陌生的字詞，您____要孩子唸清楚。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2. 在唸書孩子聽時，您____唸完一句話後，要求孩子跟著唸。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3. 在唸完故事書後，您____要求孩子說出剛剛聽過的內容。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4. 唸書過程中，對於孩子所說的話，您____加以肯定或更正。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5. 唸書過程中，您____告訴孩子書中出現的圖案名稱、數數概念等。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6. 唸書過程中，您____讓孩子說說看圖畫中的顏色、數量或形狀等。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7. 唸書給孩子聽時，您____以戲劇的方式表達書中主角的行為或心情。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8. 唸書時，您____要求孩子注意看書及注意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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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19. 唸書給孩子的過程中，當您問孩子問題後，孩子的回答不清楚時，您____ 

 讓孩子再說一次。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20. 唸書給孩子聽時，您____會確認孩子了解您所唸的內容。 

□ 總是 □常常 □有時 □偶爾 □不曾 

 

 

 

 

非常謝謝您如此耐心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