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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親子共讀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王雅慧 ＊

一、 前言
與孩子一同閱讀是種享受，當我們把孩子抱在自己的膝上，與孩子共同認識書中
的世界，藉著肌膚的接觸，語言的溝通，心靈的交流，不僅孩子，就連大人都能感受
到那份親密的暖流流過彼此的心房，也許正期待著大人的聲音為他繼續譜出故事的情
節，並不停的問著：「然後呢？」。閱讀是一種情感交流、互動的歷程，因此閱讀不應
只限於學校，家庭是孩子們最感自在，也是最直接接觸的環境，若能鼓勵家長們利用
圖畫書與孩子們共讀，不但能增進親子互動，更能帶動家庭閱讀氣氛(孔員，2006)。

二、 親子共讀的定義
親子共讀一詞，在尚未普遍化時，因學者理念不同而有不同的使用名稱。除了剛
開始 Miller(1995)稱之為父母參與子女的閱讀計劃(parental involvement)，也就是指父母
在親子共讀中是扮演孩子的閱讀伙伴與計畫參與者的角色。另外還有其他相關的使用
名稱出現。以閱讀中角色關係而言，Cairns(1998)以父母作為兒童的閱讀夥伴(reading
partners)；以閱讀的場所而言，Stevens(1996)稱之為「父母與兒童一起在家閱讀」
(reading with children at home)。目前國內最常以 Diehl(2000)和 Ellis(1995)所謂的「親子
共讀」(parent-child reading)為代表。並且「家庭共讀」、「家庭共學」、「親子共學」和
「親子共讀」都有人在使用，然而其內涵與主張差異不大，其中最常為國人所用的為
親子共讀(鄭碧招，2004)，因此本文以親子共讀命名。
而袁美敏(2001)將親子共讀的意涵整理為以下四點：

(一)親子共讀為計畫性閱讀：家長須了解孩子的認知能力，並探索其閱讀與興趣，
進一步掌握出版資訊及相關社會資源，才能選出適合的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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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是親子共讀的經營者：為了培養孩子閱讀的習慣與興趣，家長在布置適
合閱讀的環境、營造愉悅的閱讀氣氛、設計閱讀活動進行的方式等過程中，扮演經
營者的角色，更是孩子一生閱讀計畫的奠基者。

(三)親子共讀是互動式閱讀：不論是說故事給孩子聽、為孩子唸一本書、和孩子討
論一本書或分享一個情境經驗等，在過程中，家長都是參與者，鼓勵孩子說出自己
的想法、提出問題，最重要的是傾聽孩子的想法，並與孩子一起討論。因此親子共
讀是互動的分享，家長在過程中充分參與孩子的成長歷程，隨著孩子自主學習能力
的增強，互動的方式也有所因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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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子共讀是深度閱讀：在共讀過程中，讓孩子學會思考、說出自己的看法和他
人分享、提出問題，並且能傾聽不同的意見。透過討論不僅可以訓練孩子表達的能
力，更有助於釐清問題。這樣的深度閱讀與孩子閱讀一本書及自己摸索的方式是不
同的。
因此，親子共讀是一種親子間透過以閱讀材料為媒介，經由親子間互動的過程，
父母與孩子會形成一個學習共同體，互相的學習與影響，進而養成溝通分享的習慣，
而能彼此瞭解、緊密結合的一種活動方式(鄭碧昭，2004)。而劉漢玲（2004）亦提出親
子共讀是由熟悉閱讀的父母帶領兒童在很舒適的環境中養成一起閱讀的習慣，是全家
人的閱讀活動，也是閱讀推廣的活動之一。另外，親子共讀也是指家長和幼兒一起進
行閱讀活動，包含說故事給孩子聽、一起讀故事、討論等，親子雙方有所互動（游雅
玲，2006）。
綜合以上所言，筆者認為親子共讀應是父母與孩子共同進行閱讀的行為，在此過
程中，共同分享閱讀的樂趣，是一種心靈的互動、對話與討論的學習活動。而家長在
親子共讀中所扮演的角色，不僅為一參與者，更有計畫者、經營者、學習者與引導者
等多重角色，而在過程中，父母與孩子要能產生互動式與深度式的閱讀，才能形成學
習共同體。

三、 為何要親子共讀?
Taylor 在 1981 指出家庭的讀、寫風氣影響幼兒的語文學習意願(引自胡美智、段慧
瑩，2003)。胡菊韻(2000)於「兒童閱讀的理念與策略」中提及，一般中產階級都相當
重視學齡前及中、低年級孩子的閱讀習慣的養成，較會主動帶幼兒到圖書館借閱書
籍。然而到了國小高年級、國中、高中階段，會陪同這些階段的孩子到圖書館借書的
家長愈來愈少，因為孩子大都遭受升學壓力奔波於補習。其實「親子共讀」是可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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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進行的家庭活動。目前台灣以社區方式進行閱讀活動開始萌芽，父母有許多機會和
孩子一起親近書，逛書店、到圖書館、學校借書等活動，逐漸培養孩子建立起良好的
閱讀習慣。Hildebrand 與 Bader(1992)的研究發現，父母常為幼兒朗讀故事、上圖書館
或購買書籍者，受到幼稚園老師的各項評價高於父母傾向以玩具滿足幼兒，或任其觀
看電視而不加以限制的幼兒。
由於親子共讀是父母與孩子之間一個良好的溝通媒介，在說故事的同時，就很自然的
引導孩子認識不同事物或建立其價值觀。再者親子共讀對兒童各方面的發展有著深遠
的影響。諸多相關研究證實親子共讀對兒童語言發展的影響是有幫助的(Ellis, 1995;
Stevens, 1996, Diehl, 2000)。此外，也有研究者探討親子共讀對兒童與家長親子溝通關
係的影響，以實際證實親子共讀對營造良好和諧的親子關係之可行性(陳淑雯，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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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燕宗，2004；鄭碧招，2004；徐秀娟，2005)。因此，閱讀顯然對孩子的各方面發
展，包括語言、心智及社會發展是有顯著影響的。再者孩子主要依附對象是父母親或
主要照顧者，若父母能共同參與親子共讀活動，對親子的正面關係發展更是顯而易
彰。
由以上文獻指出，「親子共讀」是父母教養孩子的一項必要條件，因為它為孩子
的成長帶來許多益處，分述如下：

(一)增進親子親密關係
親子共讀能增進孩子與父母間的親密關係，當親子間因共讀而有了共同的經驗、
認識與話題。此時「書」開啟了親子間的對話，而對話帶來了彼此間更深的了解。

(二)培養孩子閱讀的習慣
當成人與親子共讀的過程愉快且具有開放性時，孩子將體驗到閱讀是有趣的，是
一種能更了解自己和世界的方法，是能引發新的想法，讓人想去尋找答案，同時也能
讓人感動。日後他們將更喜愛閱讀，並養成閱讀的習慣。

(三)豐富聽覺字彙及理解力
親子共讀圖書直接豐富了孩子的聽覺字彙及理解力。在孩子識字之前，經由聽覺
去學習。豐富的聽覺字彙將成為他往後閱讀字彙的儲存庫。換言之，當孩子聽到父母
口中唸出的故事時，孩子會發現那些其實就是書中一個一個的字所連結起來的，且會
認識到字是有讀音、有意義的，每個字的讀音的和意義都不同，甚至在生活中會突然
使用這些字。因此，共讀圖畫書會同時增進兒童的閱讀、寫作和說話能力。

(四)及早建立對書和閱讀的認識
和孩子共讀能及早建立他們對書和閱讀更多且更完整的認識。藉由成人帶領孩子
共讀一本書，孩子於是有機會去探索書的構造、內容，去試驗閱讀的方法和概念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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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去發現書能帶給個人什麼意義和樂趣。在入學前就開始共讀，而且經驗豐富的孩
子，因為入學前就已習慣接觸書，從書中去理解和感受知識，他們面對書本時的專心
度會較持久，同時，他們對書及文字的知識也了解較多。入學後，這些孩子在學習的
能力和效果上都會較好！如根據研究顯示，幼兒的閱讀經驗可以提升孩子的語文能力
(Snow & Ninio,1986；Bartolomei,2000)。在Snow(1991)的研究指出親子共讀時，幼兒不
必依靠當下的具體情境，而能自由的且有想像的表達說話的能力，例如與幼兒閱讀故
事，可以不必照本宣科的讀出文字，而是隨著圖畫情境，帶領幼兒進入想像世界。而
Bartolomei(2000)更強調幼兒早期閱讀能力的培養對於進入學校後的閱讀能力具有相當
大的影響。

(五)想像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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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是一個由想像力構成的世界，有長久共讀經驗的孩子，他們的想像力及資源
獲得了不斷滋養，因此在想像力的表現上也就較高。兒童文學家Paula Fex曾說：「當
你唸書給孩子聽，把一本書交到孩子的手上，你便帶給孩子無限的人生可能性，你便
成為一個啟發著。」(引自黃雅惠，2007)。孩子由書中的想像世界，看見了繽紛的時
空、人物、事件，也從中得到了從現實中看見無限可能性的能力！

(六)提升孩子勇氣和信心
許多能引起孩子共鳴的書，是因為他們不僅有著屬於孩子的恐懼、憂慮、歡喜、
勇氣和信心，也同時給了孩子希望(游雅玲，2006)。生活並非永遠是一帆風順，孩子的
世界也是這樣。從共讀圖書的過程裡，孩子的問題和關心的事可以及時獲得共讀成人
的回應，而書中主角的勇氣和信心，也會在小讀者年幼時就為他們開啟面對問題時可
轉變的方向並產生激勵。
由此觀之，父母與孩子實行共讀時，不僅為孩子帶來書中豐富有趣的想像之旅，
更重要的是，親子間藉由文字的流通，對話的歷程，達到彼此間親密情感的互動，是
任何人事物無法取代的。

四、 從共讀中促進親子關係
家庭是孩子呱呱墜地時首先接觸到的環境，然而每一個人在世上無可避免的角色
是為人子女，而長大成人後，有可能為人父母，因此家中的「親子關係」無疑是相當
重要的一環(蔡春美，2001)。許多年來，許多年來，相關研究也強調早期親子關係對孩
童的態度及其行為發展，有極大的重要性。根據Coltin(1999)指出5~14歲的學齡兒童，
有80％的時間是在學校以外，這提供了學齡兒童父母一個促進其社交、情感、認知和
身體技巧成長的機會。因此，不管在家裡抑或戶外，孩子大部分的時間是希望有父母
能陪伴在側，一起從事相同的活動。而在親子共讀的團體中，筆者發現這是最直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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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親近的與孩子進行心靈交流的歷程，進而了解孩子的小小世界，也能促進親子間
的親密關係。唸書給孩子聽，和孩子一起分享閱讀的樂趣，是近年來推廣的「親子共
讀」觀念中重要的一部份(張淑如，1993)，然而許多父母忽略了與孩子共同分享閱讀的
樂趣，實為之可惜之處。
分析親子共讀的活動，可以知道親子間有許多共同的相處時間，親子良好的語言
溝通或非語言的肢體互動與親子間雙向的正面鼓勵回饋，是親子共讀的主要元素。共
讀中的親子相處時間，對於親子關係影響甚大。因為父母與孩子直接面對面相處在一
起的時間多寡，是決定親子關係的一項重要因素(Alan & David, 1994)。如果孩子與父
母相處時間夠長，而且由親子雙方共讀故事的發展，彼此沈浸在親子間良好的情境氛
圍中，更容易讓孩子感覺到父母的親密關係和安全感。馬惠芬(2003)的研究指出父職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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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的情感參與，顯示當父親與幼兒有情感的交流互動時，親職自我效能會明顯提
升，並且也會有滿意的親子關係。有此可見，父母的參與共讀能帶來實質親子關係的
提升，同時親子間彼此親密情感的表達，也藉由共同參與的活動中不知不覺流露出
來。
國內更有研究以了解親子共讀與親子關係的相關。親子共讀能因為親子之間有共
同經驗和話題而增進孩子與父母的親密關係(黃迺毓，2001)。根據周均育(2002)指出進
行親子共讀的父母認為親子共讀的優點以增進親子關係的比例最高，其次為增強語言
能力與增加知識。在鄭碧昭(2004)的研究中，探討親子共讀對國小高年級學生與家長親
子關係之影響，並以實際驗證親子共讀對營造良好和諧的親子關係之可行性，發現家
長應該多抽出時間陪伴孩子，與孩子以閱讀文選互動討論，積極營造親子共讀的學習
生活環境。另外，蘭美幸(2005)則是探討外籍配偶以繪本進行親子共讀應用於親職教育
之成效，結果發現親子共讀對教養子女的日常生活中的觀念、態度有幫助，更是增進
親子關係良好的秘方之一。柳雅梅(2002)則指出親子共讀不但能有效改善親子關係，更
能慢慢建立孩子的安全感，協助孩子適應環境。足以見得，藉著親子共讀，父母與孩
子之間不僅可以討論書中豐富情節的想像，親子間的重要的教養價值觀亦可以作為討
論的話題，父母以童書的角度跟孩子談論觀點，無形中建立了孩子的正確觀念與想
法。
學齡前到國小這個階段是兒童成長最快速的時期，更是閱讀的豐沛期。因此，這
段期間孩子需要的是父母陪伴與支持，但是往往父母忙於工作，鮮少時間能停下來關
心孩子的生活，生活中食衣住行育樂的家庭功能幾乎都已社會化，父母與孩子之間，
或許只剩下功課。再加上家庭型態的變遷，家庭面臨更多新的挑戰，也許等到孩子長
大，發現親子關係遇到瓶頸時，為時已晚。因此，唯有以建立良好的親密關係，對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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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人格與社會發展才能形成深遠的影響。此時，父母若能藉由共讀建立與孩子的正
向關係，從孩子幼小時開始陪伴，正也是訓練兒童培養良好閱讀習慣的最佳時機，那
麼這段親子共同的閱讀活動，顯然意義自是不同。

五、 結語
親子間共同閱讀，可以帶給父母與孩子雙向的心靈互動，同時拉近親子間情感與
想法的距離。也因為筆者來自幼兒教育背景，深覺親子共讀在現今教育環境中所帶來
的正面影響與重要性，不僅幫助幼兒發展語言能力，對親子關係的培養亦是積極的提
升。然而從親子共讀與親子關係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多數的研究皆證實親子共讀與
親子關係有正向相關存在。也就是說如果爸爸、媽媽能一起參與親子共讀，那麼親子
間的關係自然能有所提升。因為兒童除了可藉由閱讀來吸取知識，促進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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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同時可透過親子閱讀，加強親子緊密的關係，以達成良好的家庭親子互動。
二十一世紀的台灣，不只是全面要推廣「兒童閱讀」，其終極目標更是將閱讀建
立在家庭生活中。而在親子共同閱讀的過程中，所獲益的將不僅僅是「閱讀」的樂趣
與豐富的學問而已，親子共讀可以從不斷地互動中再次建立緊密的親子關係。不論是
共同選擇閱讀題材或是父母指導孩子閱讀、討論讀後心得，都是人生最寶貴、最難忘
懷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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