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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家自學在美國已行之有年 ，選擇自學的家庭主要是基於宗教信
仰及對學校環境的擔憂。台灣自民國 86 年起發展在家自學已有十
年以上 ，根據 95 至 97 學年度的統計 ，自學人數增長了一倍 ，由此
可見在家自學人口增加快速。但在台灣 ，在家自學對許多人來說
仍是較陌生的教育方式。對在家自學者而言 ，擁有相關團體的支
持是重要的。現今許多在家自學團體均成立網站提供相關資訊 ，
也設立網路論壇提供在家自學者可交流的空間。因此本研究採用
網路民族誌 ，以注重中國經典讀經教育的「在家自學園地」為例 ，
分析讀經在家自學者的網路論壇資訊行為 ，歸納其資訊需求 ，做
為了解在家自學者的開始。
關鍵詞： 在家自學，資訊行為，網路民族誌，讀經教育

前

言

給予孩子一個優質而沒有壓力的學習環境是許多父母的夢想。以現在的趨
勢來看 ，學校不再是唯一的學習場所（許素梅 ，2003），學習的空間可更多元 、
更自由。在美國 ，在家自學已蔚為風潮 ，在家自學的相關團體及資源多元而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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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透過網路搜尋便可獲得美國各州在家自學團體所建立的支援網站 ，介紹各
州在家自學法令 、教學課程或經驗分享等資訊 ，讓在家自學更得以蓬勃發展
（林靜宜 ，2005）。在台灣 ，除了大眾所熟知的傳統教育體系 ，其實也存在著不
同的教育方式。在家自學在台灣發展有十年以上 ，人數有逐年增長的趨勢 ，但
對於許多人而言 ，依舊是個陌生的群體。
就在家自學者而言 ，聯合成立一個有系統的支援團體是相當重要的（林靜
宜 ，2005），台灣的在家自學者也建立了支援的團體 ，透過團體的支援與理念
凝聚志同道合的家庭一起施行在家自學 ，增加彼此的互動機會。另外 ，現今網
路科技發達 ，有越來越多人會利用網路作為溝通的管道 ，因此有些在家自學團
體設立網路論壇 ，讓在家自學者可有一個不受時空限制的交流空間 ，分享彼此
的教學經驗 ，遭遇問題可相互討論尋求解決方法 ，彼此給予情感上的支持與鼓
勵。因此本研究將以注重中國經典讀經教育的讀經在家自學者論壇作為研究場
域 ，從中觀察論壇成員的討論內容 ，以作為認識在家自學者的開始。

二、文獻探討
㈠在家教育的定義
根據 Madden（1991）的解釋 ，在家教育即父母在家自行教育自己的孩子 ，
而非接受傳統的公立或私立學校的學校教育；Lyman（1998）則簡單定義為父母
在家中而非由學校對學齡兒童進行教育。學者吳清山及林天佑（1997）認為在家
自行教育是指學生不用到學校接受一定的課程內容和教學時間 ，而由家長依其
需要自行在家給予孩子教導的一種教育方式。它提供了家長另類教育選擇的途
徑。簡單而言 ，在家教育即家庭就是學校（唐慎思 ，2000），不過由於父母的教
學立場不同 ，除了在家裡 ，有時也會到其它場地進行教育。因此綜合學者們的
看法 ，在家教育有別於傳統學校教育的教育方式 ，家長身為主要的教育者 ，依
據學齡孩子的需求 ，對於時間 、課程及學習場地等安排做適當的調整。
一般而言 ，台灣對於「在家教育」和「在家自行教育」的意義並沒有刻意區
分 ，從一般新聞報導或文獻可發現 ，兩者含意是相通的。不過學者吳清山及林
天佑（1997）對於在家教育與在家自行教育的名詞意義持不同看法。他們主張兩
者所指的受教對象是不同的。吳清山及林天佑認為「在家教育」是針對身心障礙
者而言 ，各國政府視情形給予補助 ，並派輔導員到家協助父母；「在家自行教
育」才是指一般學齡學童 ，透過一定的申請程序申請在家自行教育。也有學者
從不同角度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 ，一般學生是「接受」在家教育 ，而身心障礙
學生是「申請」在家教育（周俊良 ，2005）。申請在家教育的學生多半無法接受
一般學校教育 ，必須改以在家自行教育。此外 ，在家自行教育中的「自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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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代表著身心障礙學生不得不的選擇。從施教地點與施教者來看 ，在家教育
中的「家」並非取其字面上的意義只在家中學習 ，父母的施教地點並不侷限在家
中 ，其真正意義為日常生活的各種情境都是一種學習；在家自行教育則是以居
家為主 ，由巡迴輔導老師到家中進行教學及輔導（周俊良 ，2005）。
本研究欲探討對象為一般學生。初步觀察論壇討論內容 ，會員無直接表明
施教對象為殘障人士 ，因此將本研究對象皆視為為一般學生。在此研究所觀察
的論壇為「在家自學園地」，觀察論壇發現其會員並無區分「在家教育」、「在家
自行教育」或「在家自學」三者的意義 ，因此本研究對於三個名詞將視為同等概
念 ，為配合研究觀察的論壇名稱 ，將統一採用「在家自學」一詞。

㈡美國在家自學概況
美國在家自學已蔚為風潮 ，自 1960 年代末開始 ，在家自學不斷爭取合法地

位 ，直到 1980 年代逐漸得到認可並得以蓬勃發展 ，其間經歷相當長的時間才有
今日現況。
美國佛羅里達教育部（Flori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簡稱 FLDOE）調查

父母選擇在家自學的動機 ，並發現在 1994 到 1995 年 ，父母選擇在家自學主要

是基於宗教信仰。但從 1995 年開始有了轉變 ，有 37% 的家長選擇在家自學是

因對公立學校的教學計畫不滿 ，有 29.6% 是宗教因素。1995 到 1996 年 ，有 42%
的家庭是因不滿學校環境 ，特別是安全 、暴力及同儕壓力問題 ，27% 是宗教因
素 ，不滿公立學校的教學計畫佔 16%，其他原因為 15%（Lines, 2000），從中明
顯看出主要選擇原因從宗教信仰逐漸轉向學校環境因素。
美國在家自學家庭教學資源的取得管道包括從圖書館 、博物館 、當地在家

自學團體等 ，或利用相關刊物了解資訊 ，現今也有不少父母是透過遠距教學取
得 ，讓資源的管道越來越多元且廣泛。
1. 發展歷程
美國在家自學在過去爭取合法的過程相當艱辛 ，許多大眾及媒體將他們視
為教育運動的顛覆份子。到 1990 年代 ，美國在家自學取得合法化而有了新的面
貌 ，大眾對於在家自學者態度逐漸改變 ，有越來越多人認同在家自學的理念。
美國學者 Mayberry、Knowles、Ray 和 Marlow（1995）將在家自學視為一種社會
運動 ，依發展脈絡分為五個階段。
⑴爭論期（contention）
1960 年代初到 1970 年末 ，教育評論家 John Holt（1969）及 Ivan Illich（1970）
率先表達對當時公立學校的不滿 ，引起社會科學家 、新聞從業人員及教師等對
公立學校的群起批判。這些批判與爭論都加速私立學校及在家自學的成長 ，因
此在 80 年代中期 ，許多父母開始為自己孩子建立以家庭為基礎的教學計畫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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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學由此而生。
⑵對立期（confrontation）
在 1970 年後 ，美國最高法院及幾個州政府的法院判決對於家長的權利 、州
政府的權限及教育選擇權有了明顯宣告 ，讓家長與州政府對於「子女教育權」及
「強迫就學法」的判決結果產生對立。許多州政府規定兒童必須就讀公 、私立學
校 ，卻不允許在家自學 ，這些家長認為在家自學與公 、私立學校是相等的 ，導
致不少家長提出訴訟。
⑶合作期（cooperation）
促成在家自學者和公立學校合作基於兩個要素：a. 法院的判決幾乎都有利
於家長；b. 訴訟費用昂貴 ，對學校委員會而言是一大負擔。1980 年代中期 ，有
越來越多在家自學者尋求與學區委員會 、校長及教師合作。有學區會自動提出
合作政策 ，例如美國鹽湖城（Salt Lack City）有學區歡迎在家自學的學生利用學
校的圖書館資源與圖書 ，以及參與特殊班級的音樂 、科學或藝術課程；加州聖
地牙哥學區（San Diego City School District）由州政府調撥經費成立在家自學團
體計畫（Community Home Education Program，簡稱 CHE），作為公立學校與在
家自學者的連結。
⑷鞏固期（consolidation）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早期 ，媒體對於許多在家自學的判決案例給予英雄
式的報導 ，讓大眾逐漸接受在家自學。隨後在家自學的組織相繼成立 ，並出版
相關刊物 ，內容包括課程研究 、教材與教學方法 、法律資訊等 ，吸引更多志同
道合的人加入在家自學的行列。透過學術研究也移除了大眾對於在家自學的迷
思。此外 ，在家自學一開始是受到宗教信仰影響 ，所以在 1990 年代 ，在家自
學的人數快速成長 ，除了教育改革者的努力不懈 ，宗教因素也是不可忽視的原
因。
⑸分隔期（compartmentalization）
1990 年代之後 ，在家自學組織數量增加且性質多樣化 ，讓在家自學組織有
各自的理念與意識型態 ，因而形成不同理念的在家自學社群且彼此有所區隔。
此外 ，組織為了保有充足經費印製在家自學的書籍 、教材通訊等出版品 ，必須
讓產品趨向商業化。此外 ，又因在家自學者所處地區 、宗教背景 、政治因素及
思想意識的不同將出版品給予細分 ，而讓在家自學組織走向分化。
2. 選擇在家自學的理由

根據美國家庭教育調查計畫（National Household Education Surveys Program,

簡稱 NHES）分別在 2003 年及 2007 年對美國父母選擇在家自學的因素做調查 ，

並列出一般理由及主要理由。統計資料顯示 ，選擇在家自學的主要因素為對學
校環境的憂慮（31.2%），宗教及道德教育居次（29.8%），以及不滿學校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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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007 年調查則出現些微變化 ，宗教及道德教育比起對學校環境憂慮
高出 15%，一般理由更從 72% 增長至 83%。美國父母選擇在家自學因素自 1995
年起學校環境因素是多數父母主要的選擇原因 ，然而在 2007 年 ，宗教及道德教
育又再度成為美國父母最重要的選擇因素。統計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1

美國家長選擇在家自學理由統計表 %

編號 理由
1
2
3
4
5
6
7

憂慮學校環境
不滿學校教學品質
宗教及道德教育
身心障礙學童
學童特殊需求
其他
非傳統教育方式

一般理由
2003 2007
85.4
68.2
72.3
15.9
28.9
20.1
–

88
73
83
11
21
32
65

最重要理由
2003 2007
31.2
16.5
29.8
6.5
7.2
8.8
–

21
17
36
2
4
14
7

Note. From 1.5 Million Homeschooled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7 by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8,
Retrieved from http://nces.ed.gov/pubs2009/2009030.pdf;
Home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 by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6, Retrieved from http://nces.ed.gov/
pubs2006/2006042.pdf

許多文獻對於主要的選擇因素與上述調查結果不謀而合 ，大致可歸納為不
滿學校環境和教學品質 ，以及宗教和道德教育兩點。許多父母不滿傳統學校的
大班制 ，將一成不變的課程加諸孩子身上（Wikel, 1995）。家長也確信自己的教

學能比學校老師更有效率（Jones, n.d.），並且能夠給予子女更好的教學方式。相
較於傳統學校環境 ，他們相信在家自學反而更能夠提供一個有彈性且活潑的空
間學習 ，隨時能夠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促進孩子的自我觀念發展。此外透過父
母與孩子的分享與學習 ，可以有較佳的親子溝通。另一方面 ，現今校園安全也
是許多父母所擔憂的問題 ，尤其校園喋血事件層出不窮 ，父母會擔心自己的孩
子在學校遭受暴力對待；同時許多父母也關注孩子與同儕之間的關係 ，他們希
望子女能避免同儕競爭 、嘲弄的壓力（Avner, 1989；Madden, 1991），讓孩子可
以有個自在的學習環境。
宗教與道德教育也是多數父母所重視的一環。在美國有許多進行在家自學
的家庭有虔誠的宗教信仰 ，其中又以信奉基督教為多數。他們意識到公立學校
的課程內容具有人文主義思想（secular humanist），這些父母不希望這樣的思想
融入他們的生活方式（Avner, 1989），且認為學校無法提供正統的宗教與道德精

神 ，有違家庭本身的宗教信念 ，因此宗教或道德教育成為他們選擇在家自學的
主要原因。無論這些父母基於何種因素選擇在家自學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質 ，就是具有相當堅定的意念想要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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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家自學者的資訊來源
美國在家自學者取得課程 、圖書及資訊的來源多元且廣泛。一些家庭初實
施在家自學時 ，會先選擇加入當地的在家自學團體 、宗教團體或協會。美國各
州都有一個或多個在家自學協會可提供相關建議和資訊 ，有時也會舉行會議討
論法律 、教學等議題。志趣相同的家庭聚集在一起交流也是在家自學者重要的
資訊管道。在家自學者所依賴的其他資訊來源還包括圖書館 、博物館 、大學 、
大學的公開講座 、教堂 、當地企業 、經驗豐富的專家 、公私立學校等（Lines,
n.d., 1995）。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曾調查在家自學者所利用的課程與圖書之資
訊來源 ，結果顯示大多數以公共圖書館作為資訊來源（78%），其次為在家自學
教材 / 資源目錄 、出版社或專家（77%），其他還有書店（69%），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2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美國在家自學者資訊來源統計表

課程或圖書之來源
公共圖書館
在家自學教材 / 資源目錄 、出版社或專家
書店或其他商家
一般出版社
在家自學組織
教堂 、會堂 、或其他宗教組織
其他
當地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人數 百分比
854,000 77.9
843,000 76.9
753,000 68.7
653,000 59.6
539,000 49.2
400,000 36.5
284,000 26.0
248,000 22.6
184,000 16.8

Note. From Home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 by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6, Retrieved from http://nces.ed.gov/
pubs2006/2006042.pdf

美國在家自學者與公共圖書館的關係密不可分。許多在家自學者認為圖
書館是他們最重要的教室和實驗室（Brostrum, 1997）。根據統計 ，有 54% 的
在家自學者至少一星期會去一次圖書館 ，11% 的人一星期會造訪數次（Madden, 1991）。在家自學者將公共圖書館視為主要的資訊取得管道 ，讓美國許多
公共圖書館注意到此一族群的存在進而提供了相當多元的服務 ，例如圖書館
原有的說故事時間 、安排適合青少年的電影 、圖書館導覽及親子互動計畫等
（Brostrum, 1997）都是圖書館可利用作為服務在家自學者的項目。此外 ，圖書
館還可與當地在家自學團體發展合作關係 ，提供更多元化的相關主題。許多公
共圖書館也針對在家自學者設計在家自學的手冊或資料夾（Homeschool vertical

file packet），內容包括地方法律 、資源清單 、基本書目資料 、學校行政區的地
址 、電話及校名等資訊 ，讓在家自學者能快速取得資訊（Madden, 1991）。

此外 ，最近的研究顯示 ，在家自學者會透過遠距教學取得資源。根據統計
有 41% 的家長會利用遠距教學（Sims, 2007）。在家自學的家長利用遠距教學補
充他們現行的教學課程或無法提供的特殊學習方式（Jackson, 2008），也可讓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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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符合子女的能力及興趣。現在有許多私人組織及機構也加入了學齡兒童
遠距教學的領域 ，並以在家自學者為主要對象。在美國佛羅里達也設計許多這
樣的課程 ，讓在家自學者或其他有興趣的人可透過網路選修高中課程。同時 ，
許多企業也加入遠距教學領域提供課程及修習證書（Bauman, 2002）。
在家自學者利用遠距教學取得資訊通常會使用超過一種以上的媒體 ，利用
方式包括郵件 、網路 、電子郵件 、電視或錄影帶等 ，統計結果如圖 1 所示。

圖1

美國在家自學者使用遠距教學情形

註： 不包括一週在校上課超過 25 小時和暫時生病在家自學學生
Note. From Home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 by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6, Retrieved from
http: //nces.ed.gov/pubs2006/2006042.pdf

㈢台灣在家自學概況
美國在家自學發展比台灣早了二十多年 ，已有百萬個家庭施行在家自學。
但對台灣而言 ，自民國 86 年台北市開始試辦在家自學 ，發展至今雖已逾十年 ，
卻仍是少數 ，對許多人來說 ，在家自學還是屬於另類教育方式。以下就台灣在
家自學的發展歷程 、家長選擇原因及現況分別說明。
1. 發展歷程

台灣自民國 57 年起實施九年國民教育 ，至民國 76 年由於政治解嚴 ，讓台
灣社會文化朝向多元化發展 ，也讓家長對於子女的教育選擇權利意識興起 ，原
有的國民教育似乎無法滿足家長及大眾的期望 ，因此在家自學的議題逐漸受到
重視與討論（林彥志 ，2002）。台灣在家自學的發展歷經了幾個階段 ，由開始醞
釀 、爭取支持 ，直到今日的穩定發展 ，讓台灣的家長有了不同的教育選擇（洪
國本 ，2001；周俊良 ，2005；張碧如 ，2006）：
⑴醞釀期
自民國 76 年政府宣布解嚴以來 ，教育改革便有明顯的變化 ，包括提倡多元
化教育機會 、開放私人興學 ，並讓父母擁有對子女教育選擇權 ，都讓台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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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向更為開放與自主。另外配合森林小學、種籽學苑及四一○民間教改活
動，都刺激了在家自學的發展 ，開啟了在家自學於台灣的新頁。
⑵爭取期
民國 85 年台北市一群家長在台北市政府所舉辦「與市民有約」的場合提出
陳情書 ，多位在家自學家長認為學校環境複雜 ，孩子容易受到影響 ，且對於自
己教學能力有信心 ，希望能將小孩帶回家自行教育 ，因此期盼在家自學能合法
化。經過市府 、市議會及專家學者多方考量 ，教育部同意台北市以試辦方式進
行 ，使得在家自學在台灣得以開始。
⑶試辦期
台北市因應教育多元化 、民主化 、個別化 ，及保障學習權和父母參與教育
權 ，於 86 學年度開始試辦在家自學教育方案 ，提供不同的受教方式。首批共有
五位一年級學童申請。
⑷穩定成長期
由於 86 學年度績效良好 ，因此 87 學年度經教育局核准 ，其他縣市也開始

試辦。民國 88 年 ，教育基本法三讀通過 ，規定政府應鼓勵民間多元管道興學 ，
讓家長有權參與地方教育事務為子女選擇不同的教育方式（羅如蘭 ，1999）。自
91 學年度開始 ，台北市將原有的試辦辦法擴大修訂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辦法 ，受理人數增加至 88 件。根據統計 ，95 學年度有 639 案例申請通過 ，至 97

學年度增至 1,263 人 ，台灣申請並核准在家自學的案例快速增加 ，兩年間便增

長了近一倍 ，其統計如表 3 所示（中華基督教育慕真在家教育協會 ，無日期）。
表3

台灣近三年在家自學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國小在家自學人數
國中在家自學人數
合 計
%（較前年度）

95

539
100
639
–

96

783
157
940
47.1

97

1,042
221
1,263
97.7

資料來源：中華基督教育慕真在家教育協會；
研究者自行整理

1





台北縣的森林小學於1990年由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創辦，是台灣第一所以人本教育為宗
旨、以批判體制為精神的民間學。此後所設立的這類學校統稱為「森林小學」（張碧如，
2006）。
種籽學苑於1994年由一群關心教育的家長興學，當時的家長在創辦人李雅卿女士號召下，
展開官民合作的教育實驗。其教育核心目標為：自主學習、熱愛生命、清明自在、真實生
活（唐宗浩、李雅卿、陳念萱，2006）。
1994年4月10日民間發起「四一○教育改革全民大結合」運動，提出落實小班小學，廣設高
中，推動教育現代化，以及制訂教育基本法四大訴求，促使政府正視教育改革議題（四一
○教育改造聯盟，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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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在家自學的理由
父母選擇在家自學的原因不盡相同 ，過去有許多研究人員對於台灣各地在
家自學家庭進行個案研究 ，綜合其調查結果將台灣在家自學選擇原因歸納以下
幾點：
⑴宗教信仰與讀經教育理念
台灣不少家庭基於虔誠宗教信仰選擇在家自學 ，其中以基督教為主。宗教
信仰給予他們很大的支持 ，且又有宗教理念與團體的支援與資源 ，使家長能夠
放心的投入在家自學（戴晨珊 ，2005）。有的家長以聖經作為指導方針 ，他們認
為教養子女是神賦予父母的天職 ，因此希望藉由在家自學方式 ，教導孩子在信
仰上的價值觀 、信念與技能（李思敏 ，2007）。除此之外 ，有家長因認同王財
貴教授所提倡的「讀經兒童在家自學」方案 ，或接觸到宗教團體推廣的讀經活
動 ，進而實施在家自學（孔繁嘉 ，2006）。
⑵對學校環境擔憂
多數在家自學的家長都認為學校學習環境可能遭受到污染 ，擔心飲食影響
孩子的健康 、同學及老師的負面言行影響價值觀 ，及同儕競爭壓力 ，都有可能
阻礙孩子的身心靈發展。也有家長認為學校人數眾多 ，教師無法顧及每一位同
學 ，沒辦法達到因材施教（戴晨珊 ，2005）。台北縣申請在家自學原因報告中 ，
有 42% 為避免傷害 、快樂學習（曾希文 ，2008），顯見家長期望孩子能有安全的
受教環境。
⑶不滿教育制度
台灣教育環境充斥升學主義 ，然而教育改革卻無法解決升學壓力的問題 ，
現行的全國統一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簡稱基測）原意是要放寬升高中的標準 ，
讓基測作為一個入學測驗門檻 ，再採納其他多元能力的評量 ，可是現實上卻
讓考試壓力不減反增 ，補習班的數目自民國 86 年以來增加了四倍（陳曉蕾 ，
2008）。

⑷培養子女良好品行
品德教育是不少在家自學父母所關注的。他們希望孩子在人格 、品格都能
有健全的發展 ，因此全人教育是他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有家長認為小學階段是
品德紮根最重要的時期 ，父母希望能由自己在此階段以家庭生活的方式給予子
女完整的品格教育和全人教育（戴晨珊 ，2005；李思敏 ，2007），以建立孩子正
確價值觀。
⑸重視子女多元學習
在家自學的課程設計以父母為主 ，子女也可參與其中 ，這樣的安排可兼顧
父母的期待與孩子的興趣（許瑋庭 ，2007）。家長期待學習內容能多樣化 ，自行
研擬 、整合各學科 ，並搭配其他教學型態如戶外活動 ，不以智力為主導的取向
設計課程 ，讓孩子快樂學習。

412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46 : 3 (Spring 2009)

⑹親子關係的增進
不少在家自學家庭採用父母親自教學 、共學小組 、另聘教師或才藝班等自
學方式。透過在家自學 ，能增加親子間的相處時間 ，且父母與子女在教與學的
過程中 ，可共同發現問題。經由彼此的對話 ，父母可教育孩子自行解決問題 ，
達到親子共學與增加互動的機會（洪國本 ，2001；許瑋庭 ，2007）。
3. 台灣實施在家自學現況
台灣在家自學發展至今 ，雖已合法化 ，申請人數也逐年增加 ，但大眾受到
傳統教育 、升學主義根深蒂固的影響 ，在家自學依舊是少數 ，也因此體制外的
教育方式無法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與鼓勵。張曉玲（2001）便指出「國民教育法」
雖加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規定 ，但僅授權以行政命令為之 ，位階仍嫌
不足 ，不敷多元教育突破多重法令限制之需求。況且 ，「非學校」一詞帶有否定
其為學校之意味 ，對於「學校」名稱有壟斷之嫌 ，因而無法引起更多的共鳴。
台灣在家自學發展時間不算長 ，文獻多在探討國外的教育實施模式。因此
以下僅簡述台灣在家自學的類型 、實施辦法及相關問題。
⑴在家自學的類型
台灣在家自學有三種型態 ，第一種為個別家庭自行教育孩子。第二種是
「共學」，就是由幾個自學家庭聚在一起。最後一種為以組織或協會為基礎的團
體共學。台灣現今有越來越多自學團體 ，每一種團體都有自己獨特的教育理念
（陳曉蕾 ，2008）。台灣在家自學團體有以「華山書院」為首的讀經派 ，具宗教
背景並強調家庭合一的家庭合一派 ，以「中華基督教慕真在家教育協會」（以下
簡稱慕真）為主 ，最後還有注重品德的品德派 ，如「台北市德珍實驗教育協會」
（以下簡稱德珍）。這三大派別在台灣比例超過三分之二（李盈穎 ，2005）。
讀經派主要推動者為王財貴教授 ，其認為語言屬於「醞釀式」學習 ，應該
趁孩子在十三歲以前記憶力最強且學習增進能力最好的時候大量儲存四書五經
等中國古籍。他們相信讀經的效能包括思辨潛能的開發 ，而多讀經思考力也會
提升（王財貴 ，無日期；李盈穎 ，2005），其他學科學習能力必能跟進。家庭合
一派的「慕真」相信教養子女是神託付給父母的天職 ，不應由政府或學校負擔所
有的責任 ，因此鼓勵父母在不違背政府法令的原則下 ，全職在家教育自己的孩
子 ，並以聖經作為最高準則 ，再藉著「信心」、「德行」和「知識」各方面循序並
均衡的教導 ，以培養敬虔的後代。品德派的「德珍」則期盼孩子能在高道德標準
的環境下學習 ，知識與品格並重 ，並建立培養智能 、靈性 、情感及體能的全人
發展。
⑵法規與申請方式
台灣於民國 68 年制訂國民教育法共計 22 條 ，並於民國 88 年修正第四條 ，
訂定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 ，讓台灣在家自學得以根據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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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為保障學生學習權 ，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 ，其辦
法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於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
育。因此在台灣 ，在家自學是一種權利 ，家長有權替子女選擇合適的受教方
式。台灣現行小學及國中都必須先在學區註冊入學 ，開學前夕向學校提出在家
自學申請 ，並須向評鑑委員提出年度教學計畫與目的 ，審核通過方可在家自
學。在家自學學生須定期接受「自修學力鑑定考試」，依照國民教育的修業年
限 ，通過檢定及格者即可獲得畢業證書。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讀經在家自學者為研究對象 ，分析此族群在網路論壇的資訊行
為 ，以歸納讀經在家自學者的資訊需求及活動。本研究包含以下問題：
㈠讀經在家自學者的資訊行為（如資訊需求 、資訊活動等）為何？
㈡讀經在家自學論壇會員有何特質？
㈢讀經在家自學者於網路論壇的討論主題為何？

四、研究方法
㈠研究對象
台灣最廣為人知的在家自學團體包括以基督教為主的「慕真」，及以讀經為
重的「華山書院」。慕真的網路論壇必須加入會員才能檢視論壇 ，因此無法直接
觀察會員之討論情形；華山書院前身為華山講堂 ，於民國 79 年成立 ，90 年 1 月
升格為「華山書院」，93年3月發起「財團法人全球讀經教育基金會」，並設立「全
球讀經教育交流網」，提供讀經教育者一個能彼此溝通的網路論壇。此論壇性質
為開放性論壇 ，可直接瀏覽其會員討論情形。會員申請也不須經過身份審核 ，
僅須註冊取得帳號即可。
全球讀經教育交流網論壇有明確的在家自學討論區 ，名為「在家自學園
地」。論壇會員包含台灣及大陸兩地成員。至 2008 年 6 月止會員總數超過 6,200
多人 ，且會員討論情形也相當頻繁踴躍 ，因此研究者選擇全球讀經教育交流網
子論壇「在家自學園地」及其中參與的會員做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㈡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用網路民族誌 ，希望透過網路論壇的觀察 ，了解並呈現在
家教育者的資訊需求與資訊活動。網路民族誌一詞是由 Kozinets（1997, 1998,

2001, 2002）所創 ，藉由觀察消費者的網路資訊行為做為市場研究的方法。網路

民族誌源自於民族誌的傳統與技術。民族誌原文含義就是在田野調查中 ，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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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描述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賴玲玲 ，2007）。民族誌的研究者必須長期進入研
究場域之中 ，觀察其中的活動與相關的人 、事物。此方法擁有相當大的彈性 ，
以便在觀察過程中面對伴隨而來的影響做適度的調整 ，修正自己的研究問題與
方向。
Kozinets（2002）說明網路民族誌 ，或「應用於網際網路的民族誌」，是一種
新的質性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來自於以電腦及網路為溝通媒介的網路社群。資
料來源則使用網路社群公開發表的資訊 ，藉由這些資訊嘗試解釋和了解網路社
群使用者的文化以及研究者所欲觀察的現象。與傳統民族誌比較 ，使用網路民
族誌的研究者一樣必須進入一個研究場域 ，但不同的是所觀察的環境與對象來
自於網路環境 ，因此研究距離縮短 ，不須像民族誌研究者一樣 ，離開原先所處
的環境進入所選擇的研究場域之中。網路民族誌的運用源自於消費者及市場研
究 ，所耗費的研究時間不宜過長 ，因此研究所花費的時間短。另外 ，網路民族
誌研究者主要是進行網路上的觀察 ，「螢幕和鍵盤」便是研究者親身實地的觀察
與記錄（陳志萍 ，2008），並且藉由網路的觀察發現便能進行資料分析 ，比起傳
統民族誌的操作方式多。
根據 Kozinets（2002）提供的準則 ，網路民族誌研究有以下程序：1. 入場

（Entrée）；2. 資料的收集與分析；3. 提供可靠的詮釋；4. 注重研究倫理；及 5. 給
予成員審核。關於研究倫理表明身份的部分則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在傳統
民族誌中 ，研究者往往以真面目示人 ，被觀察者的一舉一動也完全彰顯在研究
者面前。但在網路世界 ，網路社群成員的身份通常都以一個帳號做為代表 ，在
身份不被知道的情形下 ，有時更能夠暢所欲言 ，雖其身份不一定是真實世界的
延伸 ，但也未必與現實生活截然不同（唐士哲 ，2004），因此研究者依然能夠了
解觀察網路社群成員的行為。但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者一旦表明身份 ，網路社
群成員是否可能因而有所保留 ，抑或發表違心之論 ，則是研究者必須留心查核
的重點。
學者陳志萍（2008）曾利用網路民族誌描繪特定的網路研究主題 ，選擇某
線上遊戲作為研究場域 ，藉由研究方向 、工作 、內容及研究員的狀態與態度 ，
深入剖析網路民族誌相關方法的運用與檢討。其研究方法分為三階段 ，首先是
研究員扮演不介入的旁觀者 ，在網路世界又稱為「潛水伕」（唐士哲 ，2004；陳
志萍 ，2008），進行資料蒐集 ，在此階段保持學術和現象之間的距離；其次研
究員開始主動參與線上活動 ，即做為介入的參與者 ，並產生研究或討論議題 ，
不過隨著涉入遊戲的程度越高 ，研究員的情緒浮動也變的複雜；最後一個階
段為補強執行線上與線下（面對面）對玩家的觀察與專訪 ，此時抽離線上的情
緒 ，以學術的觀點重新出發做線下的民族誌工作。經由此次的實際操作 ，陳志
萍（2008）認為網路民族誌研究員的判斷力和敏銳度是執行網路民族誌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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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 ，然而網路民族誌和其他研究方法一樣 ，研究員若缺乏在過程中不斷的自
省 、反思與探索 ，則容易陷入迷失或偏差之中。因此他建議 ，網路民族誌雖強
調必須親身體會網友的經驗及情緒反應 ，但網路研究者要適時的要求自我抽離
線上情緒 ，以便回歸到學術觀點探討研究議題。本研究因研究者本身未有在家
自學的相關經驗 ，在操作網路民族誌時首先將扮演不介入論壇討論的旁觀者 ，
透過單純的文字蒐集作為認識讀經在家自學者的起步 ，並以客觀的角度進行資
料分析。
此外 ，論壇的性質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有些論壇必須註冊通過會員審
核方能加入 ，有些論壇則是任何人均可瀏覽。網路民族誌的資料取得來自於網
路 ，有些網路言論或許具私密性的內容 ，但經由電子郵件轉寄或其他網友轉
載 ，這些都會成為公開性的文字 ，因此這些資料都人人可取用。然而這些資料
能否做為研究用途 ，是值得使用網路民族誌的業界及學界研究人員持續關注的
議題。綜合文獻所述 ，研究是否應表明身份的共識應該依所觀察的論壇性質而
定；若為開放性論壇 ，研究者可自行決定是否要公開自己的身份；而封閉式的
論壇或公開論壇言論可能令社群成員現實生活感到困擾之論壇 ，研究者則應事
先表明身份較為妥當。將被觀察者的身心傷害降至最低 ，是研究者的責任及義
務。
Kozinets（1999）將網路社群成員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為積極參與者
（devotees），第二種為圈內人（insiders），也有人將這兩類型成員合稱為意見領
袖型（賴玲玲 ，2007）；第三種為社交型成員（minglers），這類型的人參與社群
有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最後一種為觀光客型（tourists），他們通常只是因特定
問題才到社群瀏覽 ，達到目的之後便離開。Kozinets（1999）認為積極參與者及
圈內人的成員是研究者重要的資訊收集來源 ，但 Beckman 及 Langer（2005）與
Kozinets 抱持不同的看法。Beckman 及 Langer 認為社群內發言的成員不僅有積
極參與者及圈內人 ，其他兩類型的成員一樣能夠發表他們的看法 ，因此資料收
集上不應該太過狹隘。
本研究在初步檢視論壇後發現與 Beckman 及 Langer 所觀察的現象相符 ，並
認為資料收集應該要包含所有的成員。網路論壇的成員通常都是以一個帳號做
為化身 ，但有些成員擁有多重帳號 ，因此無法明確辨認成員身份。在此種情形
之下 ，廣泛收集每一個成員的發表內容就變得重要。另外 ，有時有些成員可能
發表的言論不多 ，但提出的看法或問題卻能引起眾多成員熱烈討論 ，這也就表
示這樣的議題或想法也是其他成員所欲關心及了解的。因此無論何種類型的成
員他們都應該是觀察中不可忽略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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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觀察論壇及資料收集的時間為 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研究者首

先於 2007 年 11 月以非會員的形式瀏覽論壇 ，發現論壇多數言論是非論壇會員即
可直接瀏覽 ，少部分討論議題發表會員會選擇以「現金購買」方式提供給論壇會
員（此現金於論壇稱為「狀元幣」，加入論壇會員可獲得基本幣值 ，發表文章亦
可獲得）。因此 ，為了能廣泛收集觀察期限內之所有討論議題 ，研究者於 2008

年 4 月 15 日註冊帳號加入論壇 ，但僅以一個觀察者角度進行瀏覽 ，並未表明研
究者身份與論壇會員做進一步的互動。
初步觀察論壇後發現 ，部分討論主題發文及最後回應時間間距較長 ，因此
本研究以系統顯示最後回覆時間作為資料收集依據。此外 ，全球讀經教育交流
網為台灣成立之讀經論壇 ，但因網路的特質 ，會員可能包括其他使用華語的地
區。受限於論壇本身的設計 ，研究者並無法明確辨識會員的實際居住地 ，因此
將論壇所收集 18 個月的討論內容全都列入觀察 ，並使用內容分析來檢視會員討
論之內容 ，作為主題分析及整合的參考。以下進一步說明本研究資料分析的方
法：
1. 主題分類
本研究將論壇主題分為文章與新聞轉貼 、活動宣傳 、活動成果分享 、提供
或徵求讀經教學方法 、在家自學申請資訊 、心情分享 、網站資源分享 、徵求讀
經同伴 、健康資訊 、尋找讀經班（會員徵求某地區讀經班資訊）、讀經教材更正
以及其他等 12 種類型。
2. 會員分類

本研究論壇會員的統計方式如下：「意見領袖型」會員是註冊超過 1 年以

上 ，發表或回應文章數超過 10 篇以上者；「社交型」成員根據文獻為註冊時間為

6 個月至 1 年內 ，另外研究者再根據會員發表或回應文章數在 5 篇以上 10 篇以內

者 ，兩者相互對照後將其歸於此中；註冊時間不超過 6 個月以上及發表或回應
文章數在觀察的 18 個月內少於 5 篇以內者 ，都列為「觀光客型」成員。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觀察全球讀經教育交流網的「在家自學園地」論壇 ，分兩部分進行
分析。第一部分分析一般討論區的討論 ，觀察期限自 2007 年 1 月到 2008 年 6 月

30 日止 ，共計 18 個月。此外 ，對一般討論區的論壇會員組成也進行統計分析。
第二部分則檢視精華區的討論內容。以下為本研究觀察結果。

㈠一般討論區
首先觀察一般討論區的論壇主題類型 ，其次分析論壇會員的組成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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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類型
討論主題的分類依討論內容再做進一步細分 ，以對討論內容有更詳細的
了解。以文章與新聞轉貼最多共 25 篇（21.9%）；其次活動宣傳與詢問 20 篇
（17.5%）；提供或徵求讀經教學方法13篇（12.3%）。較少數的文章為健康資訊 、
尋找讀經班以及讀經教材更正 ，各2篇（1.8%）。根據篇數排序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主題類型
文章與新聞轉貼

一般討論區主題類型統計總表
篇數
25

活動宣傳與詢問

20

提供或徵求讀經教學方法
活動成果分享

14
12

提供或徵求經驗分享
在家自學申請資訊

11
9
7
5
3
2
2
2
2
114

心情分享
徵求讀經同伴
讀經資源分享
健康資訊
尋找讀經班
讀經教材更正
其他
總 計

%
主題類型分類
篇數 %
21.9 ※ 在家自學發展歷程與概況
8
32.0
※ 在家自學個案發展
8
32.0
※「華山書院」討論區
3
12.0
※ 在家自學相關延伸議題
3
12.0
※ 教育政策
3
12.0
17.5 ※ 讀經班招生
6
30.0
※ 其他課程說明會
4
20.0
※ 家長聯誼聚會
3
15.0
※ 研習會及研討會
2
10.0
※ 座談會
2
10.0
※ 活動詢問（研習會）
2
10.0
※ 讀書會
1
5.0
12.3
–
10.5 ※ 讀經班教學成果分享
10
83.3
※ 參訪活動分享
2
16.7
9.6
–
7.9 ※ 如何申請在家自學
5
55.6
※ 各地區申請在家自學資訊
4
44.4
6.1
–
4.4
–
2.6
–
1.8
–
1.8
–
1.8
–
1.8
–
100.0
–

此外 ，論壇會員的統計時間為 2007 年至 2008 年 6 月間。研究發現在家自學

論壇中以觀光客型成員占絕大多數 ，共有 139 人 ，極少部分的成員為積極參與
者及圈內人和社交型成員 ，兩者總共 9 人（6.1%）。如表 5 所示。
表5

在家自學園地論壇會員統計表

會員類型
意見領袖型
社交型
觀光客型
總 計

人數
5
4
139
148

%
3.4
2.7
93.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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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華區主題

論壇精華區共 25 篇文章 ，發表日期為 2004 年至 2006 年間。研究者觀察發
現論壇管理者是意見領袖型會員 ，其意見受到論壇會員重視 ，因此研究者希望
藉由意見領袖型會員的角度來觀察在家自學者所關注之議題。統計結果占最多
數的主題為文章與新聞轉貼 ，共 12 篇（48.0%）；最少的為提供或徵求讀經教學

方法 ，共 3 篇（12.0%）。如表 6 所示。
表6

精華區主題類型統計表

主題類型
文章與新聞轉貼

篇數
12

提供或尋求經驗分享
在家自學申請資訊
提供或徵求讀經教學方法
總 計

6
4
3
25

%
主題類型分類 篇數
48.0 ※教學方法
8
※教育問題
4
24.0
16.0
12.0
100.0
-

%
66.7
33.3

六、研究結果
根據前述統計結果 ，將分別對一般討論區主題及精華區討論主題內容做進
一步的觀察與討論。

㈠一般討論區主題分析
以下首先將說明各主題的討論內容 ，依討論情況再做更進一步細分；最後
分析論壇成員在論壇的資訊行為。
一般討論區總計 114 篇文章 ，文章與新聞轉貼 25 篇（21.9%），活動宣傳與

詢問 20 篇（17.5%），提供或徵求讀經教學方法 14 篇（12.3%），活動成果分享 12

篇（10.5%），提供或徵求經驗分享11篇（9.6%），在家自學申請資訊9篇（7.9%），
心情分享 7 篇（6.1%），徵求讀經同伴 5 篇（4.4%），徵求及分享網站資源 3 篇

（2.6%），健康資訊 、尋找讀經班 、讀經教材更正及其他共 8 篇（7.2%）。依序分
別說明如下。
1. 文章與新聞轉貼
文章與新聞報導轉貼為論壇最常出現之主題 ，其中有特定會員專門轉貼文

章與新聞。此類型的特質即論壇的會員幾乎都未再做進一步討論。這些文章和
新聞有不少是一般人在網路上可直接取得的 ，文章與新聞可分為以下主題。
⑴ 在家自學的發展歷程與概況：此類型共 8 篇（32.0%）。主要描述美國 、
英國及法國等歐美國家的發展歷程與概況。台灣在家自學起步比歐美國
家晚 ，因此會員轉貼這些文章可藉由歐美國家許多發展情形來做為參
考。新聞報導內容多報導台灣及歐美國家在家自學的人數逐年增加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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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探討是否在家自學能讓孩子的學業表現更為優異。
⑵ 在家自學個案發展：共 8 篇（32.0%）。文章類型又可分為兩種 ，一為心
得分享 ，即在家自學家庭分享他們的讀經方法或成果。另一為讀經小孩
所寫的日記 ，藉由孩子角度來了解讀經教育的成效。新聞報導內容則是
國內外的家長或小孩選擇在家自學後 ，小孩在學業表現上不比傳統學校
教育來得差 ，甚至有更為優異表現的報導。這類新聞轉貼成員會有所回
應 ，可以推測對於選擇在家自學的論壇成員而言 ，其他家庭自學成功的
案例能引起共鳴 ，是會員參考及提振信心的重要依據。
⑶「華山書院」討論區：共 3 篇（12.0%）。論壇中有討論主題是由「華山書
院」討論區轉貼而來 ，可推測論壇有部分會員是同時活躍於「華山書院」
討論區及「全球讀經教育交流網」的論壇。內容主要是針對台灣讀經環
境的疑慮 ，論壇會員討論情形相當踴躍。
⑷ 在家教育的延伸議題：共 3 篇（12.0%）。對於在家自學皆有人提出反對
聲浪。會員在此主題內分享 、討論在家自學的孩子將來可能會面臨的社
會適應問題及家長的擔憂。
⑸ 教育政策報導：共 3 篇（12.0%）。在台灣近期相關的教育政策報導與學
力檢定測驗相關。論壇有會員將相關的新聞及教育團體的請願做相當完
整的整理。雖討論的情形不多 ，從會員整理的完整度來看 ，教育相關話
題的確是在家自學者較為關注的議題。
2. 活動宣傳與詢問
這類型以不定期的活動宣傳為主 ，少數為詢問活動時間或內容。活動宣傳
主題內容包含活動主題 、時間 、地點 、參加對象或其他相關注意事項。活動依
參加對象可分為孩子及家長兩種。規劃給孩子參與的活動為讀經班活動；其他
活動包括研討會 、研習會 、座談會等多屬於提供家長參與的活動。另有些活動
是固定舉辦 ，例如 2007 年及 2008 年暑假皆有「王財貴經典學堂」暑期招生；此
外 ，2007 年每月都固定舉辦「桃園讀經聯誼聚會」等。這些活動因會員定期且
多次宣傳 ，此類型的討論主題篇數較多。
活動宣傳類型的會員回應內容可分為以下三種情形：首先是針對活動的
主題及內容提出個人對於讀經的看法與其他成員交流；其次是論壇會員曾參與
過 ，認為這些活動對於讀經的家長會有所幫助因而鼓勵大家踴躍參加；最後也
是較多的情形即活動發起人接續在此主題之下 ，說明活動當天的過程 ，並附上
照片與大家分享。由照片可發現 ，研討會 、座談會及研習會等類型活動的參與
人數相當踴躍 ，可推測這類型的活動或許是許多在家自學家長所重視的 ，也是
他們會積極參與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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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或徵求讀經教學方法
此類型以徵求讀經教學方法的討論居多。論壇會員所面臨到問題大都是如
何讓小孩的學習成效更為顯著。這類型的求助多能引起會員的經驗分享或意見
交流。「經驗分享」即在討論中有明顯的字句在表達是論壇會員親自教導小孩的
經過。這類型的回應有時會再進一步吸引其他會員的提問表示想要了解更多。
另一類型的討論為「意見交流」，內容多半為解釋經典的意義或倡導研習經典該
秉持的態度。從發文者及會員對於提供或徵求讀經教學方法相關議題討論的踴
躍程度 ，可以了解讀經教學方法的相關資訊對於論壇會員而言 ，是一項相當重
要的資訊。
4. 活動成果分享
此主題可再分為讀經班教學成果分享及參訪活動分享：
⑴ 讀經班教學成果分享：共 10 篇（83.3%）。主要由一名會員分享所經營的
讀經班教學成果。該會員會提供讀經班的部落格（blog）連結 ，或以文
字為主 ，照片為輔的圖文說明 ，與其他論壇成員分享讀經班的教學成
果。
⑵ 參訪活動分享：論壇參訪活動為到大陸參觀讀經班 ，共 2 篇（16.7%）。
藉由照片的分享 ，配合文字說明 ，讓論壇成員了解大陸讀經班的上課概
況。這類型的主題回應篇數相當多 ，但大部分都是同一人接續發表參訪
的照片和文字說明 ，並無法表示此主題是論壇成員所關心的話題。會員
分批回應的情況有可能是受到論壇系統的限制 ，或照片上傳速度影響 ，
不過這些是在觀察中無法獲得的資訊 ，因此不在考量的範圍之內。
5. 提供或徵求經驗分享
此類型主題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為會員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 ，發表的會
員以日記形式詳細記錄教學過程以及孩子的表現。其次是會員分享所接觸到的
自學家庭教學概況 ，論壇成員的回應都認同並讚許這些家庭的作法。最後則是
有成員希望獲得成功案例的分享 ，作為教學參考。會員都相當踴躍發表自己的
看法與經驗 ，對於回應中的轉貼文章也有所心得。然而有趣的是 ，研究者在前
述文章與新聞轉貼分析發現會員對於轉貼內容討論情形並不熱絡。同樣為文章
轉貼 ，但在不同發表主題之下 ，論壇成員的反應也大相逕庭。
6. 在家自學申請資訊
在家自學申請資訊以討論台灣某一地區在家自學情形為主：
⑴ 如何申請在家自學：共 5 篇（55.6%）。除了對於台灣各縣市的申請作業
流程有所疑問之外 ，計畫書的撰寫是論壇會員在家自學申請時最主要的
困擾。論壇會員希望藉由提問 ，能從論壇的其他成員中獲得範本做為參
考 ，但台灣各縣市的申請書有所不同 ，因此論壇會員並不一定都能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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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決辦法。雖然如此 ，仍有會員提供自己的經驗以供分享。
⑵ 在家自學申請資訊：共 4 篇（44.4%）。此類型又可分為兩種情形 ，一是
有會員主動提供某一地區的申請流程 ，有的會員回應表示「這真是實用
的資訊」，也有成員會詢問其他地區的情況 ，論壇會員的地區分佈情形
並無法明確確認 ，所以推測關於各地的申請情形 ，其實應該是每個地
區的成員都會面臨的問題。另外 ，還有會員評論特定地區的在家自學申
請情形 ，幫助想要申請的成員能有所心理準備。第二種情形則是對於特
定地區的在家自學申請政策有所疑惑。研究者實際從網路調查台灣各縣
市申請情形時就發現 ，想要直接從各縣市的教育局網站獲得在家自學的
申請資訊其實並不容易 ，因此不難想像會有成員對於各地的規定有所疑
問。
7. 心情分享
心情分享主要為論壇會員讀經班經營上面臨了困難或對於經營感到辛苦 ，
因而有了情緒上的抒發。其中又以大陸廣州孟母堂事件為主。關於這起事件的
一系列文章 ，其回應內容有不少為台灣的成員所發表 ，他們雖無法給予實質上
的幫助 ，但都會給予精神支持與鼓勵 ，所以另外有成員在感嘆讀經班的經營不
易時表示「因為有這裡（指論壇），心裡總是安心多了」。藉由這個例子可感受到
這個論壇的成立 ，是不少人在面臨困境時一個與他人分享心情的重要管道。
8. 徵求讀經同伴
徵求讀經同伴的討論主題有幾個特點：首先 ，成員都是直接詢問某一地區
是否有在家自學的家庭 ，這類型的主題一定都有成員回應。回應情形又可分為
兩種 ，一是論壇中有成員屬於同一地區者 ，他們會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 ，希
望相約進行讀經教育。其次發表的會員註冊日期與發表日期的時間點來看 ，有
許多會員對於徵求讀經同伴有立即性的需求。因此檢視回應情形及論壇會員註
冊時間及發表時間的關係 ，可從中推測徵求讀經同伴是不少觀光客型成員的需
求。
9. 徵求及分享網站資源
這類型文章主要為會員提供相關讀經網站。在前述提供及徵求讀經教學方
法的討論中 ，有論壇會員除了提供教學方法外 ，也附上了文章所提及的相關網
站。其中有 8 個有效的網站資源。這些網站有兩個共同特點 ，首先是網站皆為
私人或私人機構所建立；其次是網站無法從中直接得知更新日期。另外 ，有網
站會顯示各類經典數位化情形。雖無法直接判定是否持續更新 ，但從這些日期
或進度的顯示 ，可猜測網站仍在持續經營。在有效的 8 個網站中 ，除了讀經班
的網站是以招生為主要目的外 ，其餘都是教學型資源。內容依教學重點分別介
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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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中國經典：
• 網站內容：有部分網站以四書五經的內容為主 ，將中國傳統經典以數
位化方式呈現 ，其差異僅有版面配置 、分類方式及電子化完成度的不
同。此外有大陸網站收錄了中國國學典籍。
• 檢索方式：大陸的國學網站擁有較為完整的資源 ，分類方式也較為多
元 ，讓使用者有更多的檢索方式 ，其餘的台灣網站則必須依靠使用者
直接點選瀏覽。未來網站持續更新 ，資料增加時 ，若無更方便的檢索
方式 ，使用者可能會有搜尋上的困難。
⑵ 英語學習：因英語網站與讀經沒有直接的相關性 ，所以並無會員參與討
論。這類資源是論壇會員分享英語教學方式時所提供的學習網站。網站
最大的特點在於能與使用者有互動式的學習 ，例如利用遊戲方式學習英
文字母 ，電子書以動畫的形式用英文說故事。
10. 其他類型
在一般討論區有會員提供健康資訊及讀經教材更正。此外 ，也有會員詢問
讀經班之資訊等討論議題 ，對上述問題會員未有討論情形 ，因此本研究無進一
步探討。
關於論壇會員類型 ，本研究觀察後發現 ，意見領袖型和社交型成員人數非
常少 ，不過他們的發言內容卻是論壇其他會員相當重視的。例如 ，有些會員在
討論過程中會直接請意見領袖型和社交型會員關於讀經的教學方法；另外 ，意
見領袖型和社交型成員若主動回應或支持其他會員的問題或想法 ，也會讓這些
成員感到相當開心。例如觀察發現若有會員的分享獲得意見領袖型及圈內人型
成員認同 ，該名會員即回應「能夠得到教授的親點 ，更加讓我堅信孩子讀經之
路會越走越寬」。由此可見 ，意見領袖型及圈內人和社交型成員的言論有鼓舞
其他成員心情的作用。
論壇觀光客型成員占絕大多數。觀察後發現 ，有些成員會在註冊當天或間
隔相當短時日即發表或回應他們的問題或看法 ，通常這類型的成員有特定的需
求 ，例如提供或徵求經驗分享的討論；此外也有部分會員針對討論內容提出自
己的意見。例如有會員提到「昨天剛註冊 ，看到這個主題 ，忍不住想回覆一下
想法」，即為相當顯著的例子。這些成員的共通點就是大都只發表或回應一到兩
篇文章。Kozinets（1999）對於觀光客型成員的描述為達到特定目的即離開 ，論
壇觀察後可發現這類型成員的確僅會針對某一特定主題發表或回應 ，但研究者
無法確認他們是否在滿足其需求後即離開或有持續瀏覽論壇的行為。

㈡精華區主題分析
觀察精華區文章的目的在於從論壇成員角度來探討讀經在家自學者認為何
種資訊是他們所重視的 ，或論壇管理者認為可能是在家自學者常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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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華區討論主題共有 25 篇文章 ，可分為四種類型 ，包括文章或新聞轉貼

11 篇（48%），提供尋求經驗分享 6 篇（24%），在家自學申請資訊 4 篇（16%），
提供或徵求教學方法 3 篇（12%）。依序說明如下：
1. 文章與新聞轉貼

⑴ 教學方法：共 8 篇（66.7%）。轉貼內容包含尋求讀經與學校課程兼顧的
方式和讀經教育的重點方向。回應內容則是讀經教育的專家提供方法及
意見 ，同時也有轉貼其他網站討論區會員的意見及論壇會員的經驗分
享。對於此類文章 ，有些會員會提出自己的看法 ，並認為這些文章是值
得分享的。
⑵ 教育問題：共 4 篇（33.3%）。大多著重於在家自學與讀經教育。內容包
括是否該選擇在家自學 、讀經需要面對的問題及精神態度 、對於在家自
學的擔憂以及教育理念的困惑。這類型的文章回覆大多表贊同或進而闡
述自己的看法。這些討論具有重要功能 ，並提供給對於在家自學及讀經
教育不甚熟悉者或有所疑問的家長做為參考。尤其對於一些剛開始實施
在家自學的家長而言 ，精華區文章可快速提供應注意的資訊 ，使論壇會
員能更認識在家自學及讀經教育的精神與意義。
2. 提供或尋求經驗分享
這類型主題有一半是提供自身的經驗分享 ，有部分是平鋪直敘描述自己的
教學概況；另外則是經驗分享之餘 ，發表自己的看法 ，從自己的經驗歸納整理
讀經的意義及原則。關於自身的經驗分享 ，有些成員也會述說自己孩子在家的
生活情形 ，做為生活經驗交流。
精華區也收錄了提供家長參考的文章 ，分別有教育理念相關文章 、如何訂
定教學計畫以及會員提供其他自學家庭教學案例。會員都希望自己的讀經教學
能一樣出色 ，同時也希望個案中的家長能加入論壇有更多深入的分享與討論。
3. 在家自學申請資訊
這類型的文章有一半是提供申請在家自學的解答。例如希望有會員能夠提
供意見或經驗 ，做為即將面試時的準備。或者有些成員也遇到類似的困難 ，因
此也在回應中提出自己的經歷。
另外 ，也有成員分享自己所撰寫的申請計畫書 ，希望可做為其他成員的參
考與討論。此類關於計畫書的準備 ，引起相當多的會員參與討論。會員除了讚
許計畫書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之外 ，會主動詢問其中不明白的地方 ，而發文者也
會相當有耐心的一一回應大家的問題。此類資訊分享中發現關於在家自學申請
的相關問題會員有較詳盡的回覆；可合理推測 ，會員希望藉由學習其他人提供
的經驗而能有更充分的準備。
4. 提供或徵求教學方法
此類文章中「弟子規生活力行表」引起相當多的討論 ，會員多表示想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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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樣的力行表來進行對孩子的教育。由此可看出 ，論壇成員對於教育工具似
乎有特殊的需求。教育工具的分享不多 ，但僅僅一篇便能引起眾多會員的注
意。此外 ，收錄於精華區的教學方法討論文章與一般討論區不同的是精華區有
相當多會員提供相關經驗或闡述自己的看法。從中可看出 ，會員的回應內容是
相當具有參考價值的 ，因而能引起較多的討論並收錄於精華區。

七、結

論

本研究根據「在家自學園地」論壇的一般討論區及精華區討論情形 ，探討
讀經在家自學者於網路論壇的資訊行為及資訊需求 ，並從中觀察會員的特質。
研究發現如下：

㈠在家自學者重視讀經教學經驗、教學方法及其他會員經驗
論壇會員相當重視讀經教學與在家自學經驗的分享。台灣在家自學人數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 ，但仍屬於少數。因此在家自學的讀經教學方式是不少會員所
感到困難的。會員除了徵求讀經方式外 ，也進行其他科目或生活作息的經驗交
流。除此之外 ，個案發展的文章與新聞轉貼也不在少數 ，由此可見 ，個人經驗
分享是論壇會員所重視的資訊。

㈡論壇會員樂於分享在家自學的相關資訊及個人心情
當會員發現有助於教學的資源 、個案發展或申請自學等資訊時會主動提供
給論壇其他成員 ，告知相關新知。此外 ，家長彼此的聯誼聚會或孩子的讀經活
動結束後 ，會員會將照片置於論壇上。由此可知 ，論壇中在家自學的家長十分
樂於與群體內成員分享各種訊息。
論壇中關於心情分享的主題雖不多 ，但觀察論壇會員的回應情形 ，仍可發
現在各種主題之下都會出現心情分享或會員彼此鼓勵的情形。由此可見 ，此論
壇提供了在家自學者一個彼此心情分享和交流的管道。

㈢觀光客型會員具有特定需求並重視意見領袖型和社交型會員
之資訊分享
本研究發現觀光客型會員在論壇佔多數。從此類會員註冊時間及發文時間
來推斷 ，他們當下可能有特殊需求希望能尋求其他會員之看法因而加入論壇。
從討論內容來看 ，此類型會員會直接尋求意見領袖型和社交型會員之意見 ，或
當意見領袖型和社交型會員贊同他們的想法時 ，此類型會員會感到十分高興。

㈣論壇會員主要資訊來源為意見領袖及社交型會員之分享且熱
衷參與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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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文獻可發現美國在家自學者主要的資訊來源首要為公共圖書館。但
本研究觀察會員的討論內容並無提及台灣公共圖書館有何相關資源或活動可供
利用。多數論壇會員都藉由與論壇成員的討論及意見領袖型和社交型會員之建
議 ，作為教學內容設計的參考 ，這與美國在家自學者次要資訊來源其中參考專
家意見相似。透過會員的發言 ，可了解到許多成員肯定論壇的成立 ，因此論壇
對他們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資訊獲取管道。
此外 ，論壇為數不少的讀經活動與宣傳 ，亦可了解到論壇成員會參與讀經
相關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包括讀經班 、家長聯誼聚會等。此現象與文獻發現有
49.2% 美國在家自學者會利用在家自學組織作為資訊來源類似（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6）。

㈤論壇精華區是重要且必要的資訊參考
收錄於精華區的內容 ，多是過去會員提出的問題或意見獲得其他成員的熱
烈迴響。在一般討論區這些內容通常也是常見的問題 ，不同之處在於精華區的
內容有較多會員提供分享相關資訊 、教學經驗及申請資訊。一般討論區除了提
供與分享之外 ，會員徵求意見或經驗的情形較多 ，但回應的人數較少。此外 ，
論壇成員最主要的資訊需求為讀經教學經驗 、方法與在家自學申請資訊 ，此現
象在精華區可得到印證。

㈥論壇文章主題統計數據不全等同讀經在家自學者之資訊需求
論壇文章主題統計數據可顯示論壇會員討論之主題類型 ，使資訊使用者
對於論壇可有清楚的架構。然研究者發現 ，有些主題篇數雖多 ，但會員並無討
論 ，例如一般討論區與精華區主題比例最高的文章與新聞轉貼 ，會員都未有進
一步的討論。反之 ，關於讀經教學方法或自學經驗的討論主題 ，篇數雖不如文
章與新聞轉貼 ，卻是會員討論熱烈之議題。因此 ，想要了解讀經在家自學的資
訊需求不能單以統計結果作為依據 ，必須從會員的討論內容加以深入分析。
本研究採用網路民族誌作為論壇的觀察方法。網路民族誌是因應網路時
代而興起的一種研究方法 ，透過網路的觀察即可直接收集第一手資料 ，對於
研究對象可有一個簡易的初步認識 ，但研究者無法與觀察對象有更深入的密切
互動 ，研究分析僅能以會員所分享的文字敘述做為分析資料。本研究於研究設
計之初 ，便計劃以分階段方式來進行對於研究對象資訊行為的認識。分階段方
式有助於研究者一步一步從不同層面來了解研究對象。因此 ，研究者選擇以網
路民族誌的研究方法為切入點 ，以論壇為研究場域開始初步的了解。研究者建
議未來有志從事網路研究的業界及學界人士可擴大資料收集的範圍 ，例如利用
e-mail、電訪 ，或面對面訪談等 ，使資料來源更為豐富 ，更能深入全面了解在
家自學者的資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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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ome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several
decades ago. The main reasons parents choose to homeschool their children
are religion and concerns for the school environment. Since 1997, homeschooling has become a legitimate option for parents in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homeschoolers has doubled during the school years
2006 and 2008, which is a rapid growth. However, homeschooling still is an
alternative educational model that is unfamiliar to the public in Taiwan. It is
important for homeschoolers to have support groups so that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 can be exchanged. Nowadays many homeschool associations has
set up websites to provide related information, including network forums, such
as discussion boards, on the websites to function as a media that every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or is homeschooling, can come and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uses netnography and takes homeschoolers, who
intend to help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the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homeschool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on the network forum
and examine their information needs as a mean to understand homeschoolers.
Keywords: Homeschool; Information behavior; Netnography; Education for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SUMMARY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homeschooling in the U.S. can be traced back to several
decades ago. In general, homeschoolers in the U.S. can receive support from
homeschooling associations and rich resources for teaching. Furthermore, there
* Principal author for all correspo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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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 number of online support groups set up by homeschooling associations on
the Internet as one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homeschoolers can obtain. In
Taiwan, there are also support groups organized by homeschoolers which serve
as communities for homeschoolers to share experience without having to travel
long dista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CCL) as a start of understanding homeschoolers.

Related Literature
Homeschooling means to educate children at home based on different
needs, age, time, and learning purposes. The history of homeschool in the U.S.
started since the 1960s and is about 20 years earlier than the development of
homeschool in Taiwan. However, homeschoolers in both places have struggled
and tried very hard to legalize this particular teaching option. The reasons for
homeschooling in both countries are mainly because of the dissatisfaction for
school environm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raditional schools. In addition, the
education needs for religion and ethics are also the reasons why parents choose
to homeschool. Whether in the U.S. or Taiwan, par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the traditional school setting. In particular, families with
religious background are worried that the teachings provided at schools are far
different than what they believe; therefore, would rather choose to homeschool
their children. In Taiwan, a group of people believe learning the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including important literature written by Chinese philosophers such
as Confucius and others, is beneficial for children, especially for the purpose of
better and deeper ethics education. Many parents started to homeschool their
children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and popularity of learning CCL in Taiwan.
In the U.S., a number of different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for homeschooler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ousehold Education Surveys Program (NHES, 2006),
homeschoolers use public libraries (78%) as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 homeschooling catalogues, publishers, and experts (77%) as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source. In addition, recent studies (Sims, 2007; Jackson, 2008)
show that homeschooling parents use distance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resources when the needed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local
community.

Research Ques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CL, including their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1. What are the information behavior, such as information needs and

Ling-Ling Lai, & Chih-Hsin Tsai: Studying Homeschoolers’ Information Behavior on Network Forum......

431

information activities, of the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CL?
2.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CL?
3. What are the subjects shared on the online forum for the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CL?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netnography to study the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CL. Netnography can be used in studying the members in an online community
who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mainly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 data collected are
from the discussion posts that are publicly available from the online forum. By
conducting netnography researchers can understand the culture and phenomena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in an online community. In general, four types of
members can be identified in an online community: active participants, insiders,
social members, and visitors. The former two types can also be called opinion
leaders (Kozinets, 1997, 1998, 1999, 2001, 2002).

Data Collection
The researchers started to browse the online forum as a non-member
since November, 2007. On April 15th, 2008 the researchers registered at the
online forum and became members of the forum. The time for data collection
ranged from January, 2007 to June, 2008. The researchers did not interact with
the members nor reveal the researchers’ identities.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the Internet, the members of the online forum may include users from
outside Taiwan. Due to the natural limitation of the forum, researchers could not
completely rule out the members who do not live in Taiwan; therefore, all the
posts collected from the 18 months are included in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The posts in the online forum can be grouped into two types: general posts
and popular post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for the two types of posts are as follows:
1. Information on teaching experience, teaching method, and experiences
from other members are highly valued.
Many homeschoolers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on teaching methods for
learning CCL; therefore, such information and sharing of experience are
highly valued.
2. Members actively shar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homeschooling in general
as well as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When members found useful information that is related to hom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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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ould share with other members.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across
different topics that members would share their feelings or encourage each
other.
3. Visitors often have specific information needs and value much of the
sharing from the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social members.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visitors would seek directly the posts from
the opinions leaders and the social members. Visitors would feel much
encouraged and delighted when they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se two types of members in the forum.
4. The main information source for members is the sharing from the opinionleaders and the social members. They also enjoyed participating in related
activities promoted by the group.
Most members would take in the opinion leaders’ suggestions for lesson
plans, which is similar with what is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he finding also corresponds to what is in indicated i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6) that homeschooling association is seen as one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the U.S., homeschoolers who teach CCL
also participate and valu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group.
5. Popular posts are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references for homeschoolers.
By examining the popular posts,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verify the
information needs for homeschoolers, which are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method for learning CCL, as well as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homeschool application.
6. The statistics obtained from the number of topics provided by the system do
not entirely represent the information needs for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CL.
The statistic clearly showed the topics of the discussion in the online
forum. However,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for some topic, even the
number of posts are many; there are no discussions from the members.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needs for homeschoolers
learning CCL, obtaining only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number of posts
would result in a biased conclusion. Researchers must als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posts for more completed understanding.
Netnography is a relatively new research method for studying human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 Researchers can obtain first hand information from observing
the online communities, but usually without much interaction with the members.
The researchers understand the limitation of netnography.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for interested researchers both in the industry and academia, we suggest adding
other techniques for data collection, such as emails, phone interviews, and/or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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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ace interviews, so that the varied data source can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use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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