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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關於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將成四個部分說明。第一節說明現階段

課程實施中實作評量在教學上的必要性；第二節介紹科學寫作評量；

第三節介紹中文斷詞系統與系統功能語法，第四節介紹階－範疇語法

與進行科學寫作評量的規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評量評量評量評量    

 

    測驗與評量在各科教學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班級教學中，我們廣泛的應用測驗來評估學生的學習成就；教

學評量爲教師提供一種回饋，並有助於學生的自我了解；一個良好的

測驗，能客觀且公正地指出學習進步的情形，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

機，並且有助於學習的保留和遷移（陳英豪＆吳裕益，1990）。    

    在近十年期間，我們目睹了在教育評量實施，需要顯著改變的成

長性認知（Archbald＆Newmann,1988；Shepard，1989）。當今的學習典

範以認知心理學為根據，主張學習者在建構他們自己知識與發展他們

自己的，在事實與概念間互相連結的認知地圖中，獲得理解

（Shepard ,1989）。如 Shepard 評論，此認知觀點需要一個積極的、建

構的學習，而且完整的全部要比部分的總和來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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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量與教與學之間的關連中，有關學習的理解顯示評量與學習

是如此的緊密相關，但也有評論指出現行的方法無法對學生成績提供

有意義的回饋（Marzano,Pickering ＆ McTighe, 1993）。越來越多的人

認為傳統的量化評量工具並無法讓我們清楚的了解到學生學到什麼，

和他們如何建構及保留這些知識（Southerland, Smith ＆

Cummins,1999；簡聿成譯，2004）美國家測驗與公共政策委員會亦提

出：如果我們要學生學習如何解決無限制的科學問題，我們應該以其

他的方式評量他們的問題解決技巧，而不是以多重選擇測驗（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sting and Public Policy,1991）。 

    雖然越來越多人認同改革評量實施的需要，但關於評量術語卻不

是那麼一致；另類評量（alternative assessment）、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以及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是討論評量改革

時，常被使用的辭彙： 

（一）另類評量（alternative assessment）是指那些不同於多重選擇、有

時間限制的、或表現大多數標準化測驗以及許多教室內評量特徵

的評量（Marzano, Pickering ＆ McTighe, 1993）。 

（二）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傳達的觀念是評量應涉及學生

應用知識與技能的方式，如同他們在學校以外的真實世界中對知

識的應用方式，評量的是學生在實際生活中可以運用的知識與技

能；真實評量也反應好的教育的實施，以至於考試引導的教學是

值得的（Wiggins,1989）。 

（三）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是一個廣泛的用語，包含另

類評量與真實評量兩者的許多特徵（Mitchell,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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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尋求提供所有學生機會學習探究的科學教育工作者而言，實

作評量是一項相當強而有力的工具（Champangne,1996）。Marzano, 

Pickering ＆ McTighe（1993）認為，實作評量涉及多樣性的作業，以

及讓學生能有機會去爲他們的理解提出證據，在多樣狀況下的思考習

慣情境中完整的應用知識與技能。這些評量常常經由一段時間而致成

於具體作品或觀察操作。他們鼓勵自我評價與再校正，需要得分的評

判、根據已建立之標準顯示精熟的等級並公開的評分標準。 

評量是一種過程，其目的是進行資料的收集（Champagne, Kouba ＆

Hurley, 1999）。Marzano, Pickering ＆ McTighe（1993）強調實作評量

不表示應該摒棄傳統測驗，只是某些教育成果確實不能透過傳統型式

適當的評量；事實上，當前強調實作評量支持著那些總是習慣評量並

增進學習的實踐，能應用多樣的資料收集方法，包括客觀測驗、觀察、

成果、實作以及學生作品收集的好教師。 

Demastes-Southerland（1994）認為在評量中的活動可能對學生也

是一種學習；雖然評量的目的在了解學生的認知架構，但有些評量也

會刺激知識的改變（引自簡聿成,2004）。一般而言，「理解」、「應用」

和「解釋」等層次的學習結果，其保留期間較「知識」層次為久，亦

有較佳的學習遷移。在考試領導教學的現況下，如果試題的編製，能

以理解、應用、解釋等層次的學習結果為主，將可促使學生要求教師

注重此領域的教學（陳英豪＆吳裕益，1990）。 

下一節將以使用科學寫作作為測量學生的理解和能力的實作評量

資料收集，進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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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科學寫作評量科學寫作評量科學寫作評量科學寫作評量    

    

近年來，科學教師、研究者及課程設計學者都認為對學生常見另

有另有概念的了解將有助於設計更有效的教學；要建立這些學生概念

架構，研究者必須尋求更具描述力的評量工具（Southerland, Smith ＆ 

Cummins,1999;簡聿成譯,2004）。 

科學寫作可以提供教師一個有效的教學方法和評量工具，以及幫

助學生學習思考和發展新知識。檢視1988~1998 的科學教育研究和愈

來愈多的中小學投入寫作學習科學（writing-to-learn science） 或是在

科學中寫作（writing in science）的研究（Yore et al., 1999）。寫作學

習科學包含學生在學習科學過程中任何型式的寫作，例如：段落寫作、

繪圖、填充、筆記、撰寫家庭作業和開放性問題的答案等（引自王信

智,2001）。 

寫作讓教師從知識傳授的角色轉變為促進學習的角色，學生則扮

演了主動參與學習過程的角色。因此，教師和研究者提倡寫作課程，

讓學生可以在寫作過程中思考和分析他們手邊的資料，展現他們對主

題了解的深度，並且將科學概念用文字的方式解釋給讀者（Gant, 

1990）。寫作評量涉及論文式試題的命題與評量，以下將對論文式試

題與科學寫作評量進行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論文式試題論文式試題論文式試題論文式試題 

科學寫作評量是一種多重選擇、是非、填充式試題之外的論文式

評量試題。而論文式試題最大的特徵是學生可以自由反應，學生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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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哪些資料」、「組織資料的方式」、以及「回答的重點」等方面都有相

當的自由；論文式試題可用來測量學生的「產出」、「統整」、以及「表

達觀念」的能力（陳英豪＆吳裕益，1990）。根據 Coffman 的研究結果，

如果採用論文式測驗，則學生就會比較注意整體教材的統整和應用能

力的學習（Coffman，1971；引自陳英豪＆吳裕益，1990）。 

但是在論文式試題的評分部分，有很多研究（Scannell＆Marshall，

1966；Marshall,1967；Marshall ＆ Powers,1969）發現教師對社會科論

文式試題的評分確實會受到拼字、標點、和文法錯誤的影響。也有學

者（Bracht ＆ Hopkins, 1968；Klein ＆ Hart,1968；Garber,1967）發現

答案的長度與論文題得分的高低確實有關，二者之相關係數在.32至.56

之間。雖有學者（Bracht ＆ Hopkins, 1968）指出「答案的長短與在同

一教材範圍內的客觀測驗的得分無關」，也就是說「寫得多的人並不就

是懂得多的人」。但是在控制 GPA 和學業性向兩個因素後，發現答案的

長短與得分高低淨相關仍達.50。此結果顯示評分者常過分偏重寫作表

達能力，而較不重視獲得知識的多寡。論文式試題的優缺點整理如下

表 2-2-1： 

表 2-2-1 論文式試題的優缺點 

優點 缺點 

可用來測量複雜的學習結果。 試題取樣不廣且不均，無法代表和

涵蓋學科的全部內容。 

可增進學生思考的統整和應用，以

及解決問題的技能。 

評分時易受很多無關因素的影響。 

對學生的學習習慣和方式有積極

的影響。 

評分主觀且不一致。 

可增進學生的寫作能力。 答卷及閱卷均相當費時。 

   資料來源：測驗與評量測驗與評量測驗與評量測驗與評量（P164-168）。陳英豪＆吳裕益（1990）,高

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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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式測驗的主要限制之一是記分的主觀性，及評分者的情緒很

可能影響對答案品質的判斷。這些包括評分者對論文作者，對某些內

容領域或寫作型態，或對字跡之清晰度和文法等之偏見。這些偏見會

歪曲學生真正的成就和降低測驗的信度。陳英豪＆吳裕益（1990）建

議：依據下列之原則來評分可以減少記分的主觀性，並使評分者對每

位學生之評分標準儘可能趨於一致。 

（一）根據所預期的學習結果來評鑑論文的答案。 

（二）以「分數記分法」來評鑑「限制反應式」論文題的答案，並使

用模擬答案作為評分的指引。 

（三）以「等級評定法」來評鑑「擴展反應式」論文題的答案，並以

明確的標準作為指引。 

（四）閱卷時應逐題評閱，要等到所有學生同一題之答案均閱畢後，

才評閱下一題的答案。 

（五）評閱論文題時應避免事先知道受試者的名字。 

（六）可能的話，每一題宜由兩個以上的人來評分。 

   進行論文式科學寫作評量時應依據上述原則以減少評分時計分的

主觀性。    

二二二二、、、、科學寫作評量科學寫作評量科學寫作評量科學寫作評量    

    Champagne 和 Kouba（1999）主張：培養學生從事與他們年齡相

符之科學論述的能力是科學教育的一項目標。如果學生要學習科學的

本質，他們就需要學習科學確實實踐的方式；寫作是一項將心裡的私

人世界公開的過程，由於學習的過程以及該過程的結果都是無法直接

觀察到的，因此教師可利用學生的論述、撰寫之研究報告以及演說，

來推論學生已學習到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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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是一項特別的實作量測形式，對於試圖提供所有學生機會學

習探究的教師而言，是一項相當有效的工具。學生經由公開性的思考

紀錄，寫作者能夠看出自己先前概念，明白自己所知及未知，進而結

合新資訊重新組織，原本的概念結構重整，將自己模糊不清的想法轉

變為澄清的概念，以促進概念改變（Champagne＆Kouba,1999；唐偉成

譯，2004）。 

王信智（2001）整理科學寫作的優點如下： 

（一）改變學生的概念並提供學生概念改變的証據   

Peasley 等 (1992) 在一個三年級的科學課程單元中，發現學生的

背景知識會影嚮學生對教學內容的認知，學生先前建立的寫作型式也

會影嚮科學寫作的目的和表達方式。 

雖然概念改變教學對學生和教師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學者

認為寫作學習具有幫助學生改變概念的潛力，並且也提供學生概念改

變的証據（Haury, 1993）。 

（二）增加學生高層次思考  

教師可以運用一系列的寫作，在使學生整合新知識和背景知識中

同時也改善科學理解和加強「比較-對比」思考的能力（Shelley, 1998; 

Tucknott, 1998）。 

 Langer (1986) 也發現：當學童在寫作的時候比學童閱讀時，更

能意識到他們運用策略、修詞學結構、和背景知識。 

（三）提昇學生的溝通能力   

科學能力也包含溝通的能力，學生必須具備傳達訊息給其他人和

說服人們的技巧（Yore, 1996; Yore et al.,1999），若科學寫作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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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和其他人交換資訊，對於科學成就發展將有很大的阻礙，因為科

學家無法從其他研究者的發現中獲得利益（Ediger, 1998）。 

當學生練習以寫作來傳達訊息時，不僅可以提昇其溝通能力，

Newell (1984) 認為：當寫作用來達成溝通的目的和整合新資訊及先

備知識的時候，對於學習新資訊是有力的啟發。 

（四）促使學生組織科學相關資訊 

學生在寫作的過程中可以從文字中檢視概念的關連，這將有助於

學生知識的整合，也幫助他們學習思考和解決問題。Breger (1995) 的

研究指出，在科學課程中要求學生寫出閱讀的內容，可以讓學生重新

組織知識或是對自己的知識內容有所反思和回饋。 

Ediger（1998）也發現：專注於太多獨立事實的學童會比理解廣泛

且全面性想法的學童容易遺忘，而組織優良的寫作將幫助讀者更容易

獲得作者所呈現的內容。 

（五）可以評量學生對概念的了解   

寫作內容以視覺化的文字具體地呈現科學概念之間的關係

（Fulwiler, 1985），因此，從學生寫作的內容，教師可以檢視學生的思

考過程和對概念的了解（Carter et al., 1993;  Kulm,1994;  Miller, 

1991）。 

成功的寫作評量也必需依賴教師是否深入瞭解學生對概念知識的

認識，當教師使用科學寫作評量學生的概念時， Ediger （1998）建議： 

1. 提供科學寫作的標準，可以提醒學生應該注意的地方。 

2.立合理的標準，不要讓學童覺得太困難／容易達成。 

3.著重在想法的呈現，不要專注在寫作的技術，例如：拼字、標

點、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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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強調清楚明晰地表達想法，而不是寫作內容的多寡。     

參與科學問題之建構、辯護以及評價、科學探究之計畫、從探究

中所作之結論，以及透過書寫及口說的方式形成科學探究的報告等

等，都是學生發展理解和探究能力的方式。由於這些能力都是在社會

情境下習得，因此，不只是每個學生要發展自己的能力以及理解科學

論述之適當形式的特性，並且學習社群也都應該參與科學論述之適切

形式的規準或慣例的建構過程。論述不只是發展科學素養相當重要的

機制，同時也是提供推論學生學習得如何的證據（Champagne ＆ 

Kouba,1999；唐偉成譯，2004）。 

在科學課程中，進行科學寫作評量，收集學生科學論述的證據，

以增進科學教師對課程實施的理解，確實有相當的理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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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中文斷詞系統中文斷詞系統中文斷詞系統中文斷詞系統（（（（CKIP））））與系統功能語法與系統功能語法與系統功能語法與系統功能語法（（（（SFL））））    

 

評量學生論文式科學寫作，應減少論文式測驗記分的主觀性的主

要缺失，本研究採用中研院的中文自動斷詞系統（Chinese Knowled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簡稱：CKIP）並基於系統功能語法對學生寫

作內容進行分析。 

一一一一、、、、中文斷詞系統中文斷詞系統中文斷詞系統中文斷詞系統    

在自然語言處理上，最基本的處理單位通常是詞，這裡的詞指的

是語言學家所定義的「能夠獨立運用，具有完整語意的最小語言成

分」。很多中文自然語言應用的研究，例如文件檢索，中文輸入，機

器翻譯等等，都需要以詞為單位才能進行後續應用處理。探討其原因

則是在中文裡，基本的語意單位不是字，而是詞。 

（一） 詞 

對於中文詞的定義，計算語言界常常各自持有不同的看法與觀

點，而且斷詞應用在不同的機器系統，如機器翻譯，錯別字偵測，文

書處理等等也有不同的標準要求，也會造成訂定標準的困難。台灣的

計算語言學會在 1995 年提出資訊處理用中文分詞規範，依照信、達、

雅三層級規劃詞的標準，定義「詞是一個具有獨立意義，且具有固定

語法功能的字串」。 

基本的大原則如下： 

1.有獨立意義的語法類可依類為一分詞單位。 

2.慣用的語言成分依人的使用習慣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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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語意失去組合性，或語法起變化，得合為一分詞單位。 

4.有明顯的分隔標記時得切分之。 

5.同形異構的成分依實際語境切分。（朱怡霖,2004） 

大陸在1992 年制定出國家標準（GB/T13715-92）的「信息處理用

現代漢語分詞規範」，簡稱「分詞規範」。其制定是遵循幾個原則：

科學性，嚴謹性，穩定性，通用性，實用性，及完整性等。對於詞的

定義，基本上採用「詞是最小的獨立運用的語言單位」，同時提出新

的術語－分詞的單位：「漢語信息處理使用的具有確定的語義或語法

功能的基本單位，包含本規範限定的詞和詞組」。（俞士汶、朱學峰、

王惠＆張芸芸,1998） 

（二） 斷詞 

一般的電腦無法直接從文字上辨別出詞的單位，所以在做中文處

理之前，必須先做斷詞。而一個斷詞系統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也會直

接影響到後續的各個應用處理；無論台灣或是大陸，近幾年都開發出

很多重要有用的資源，如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北京大學語法資訊

辭典等。 

在英文裡，每個單字(word)就可成詞，具有自己的意義，且每個

單字之間都以明顯的空白為分隔，因此沒有斷詞的困擾。反之，在中

文裡，詞和詞之間書寫時，並不會以空白區分，因此將正確的詞切分

出來，就成為自然語言處理的最基礎工作。既然許多中文自然語言處

理應用，都需要斷詞模組作為前期的處理作業，斷詞結果的正確性及

完整性及效率，就相當重要，其效能優劣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後續的

處理工作（朱怡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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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詞系統的主要工作目的，就是把輸入的字串分隔成詞串。對於

輸入一個N 個連續字的字串（C1 C2 C3……Cn），斷詞系統的目的就

在於找出正確的詞串（W1 W2 W3……Wm），這裏Wi 可以是單字詞

也可以是多字詞，例如輸入的字串為”我今天上午到台灣大學聽演

講”，必須產生正確的詞串為 

”我 今天 上午 到 台灣大學 聽 演講”。  

 

本研究使用 CKIP 中文自動斷詞系統 1.0 版，具有下列功能：（中

央研究院, 1995） 

1. 中文自斷詞功能。 

2. 中文詞類自動標記功能。 

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而選擇不同的詞典，做為斷詞及標

記系統的參考。在本版中，內建有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的中文詞庫，

以及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所抽取的額外詞條(約二萬目詞)，外

加定量詞及重疊詞構詞律，以供使用者斷詞時之使用。 

二二二二、、、、系統功能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        

科學的主要目的之一應該是在尋找世界的規則(order)和意義

(meaning)，其過程通常包括了三項元素：觀察與描述、分組或分類、

分析與解釋。在這三種過程中，語言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語言被

用來「觀察」這個世界，透過技術性詞彙的創造，以「命名」來描述

這個世界；語言被用來「分類」這個世界，這是以透過建立一種領域

特定(field-specific)的分類方式來進行；語言被用來「說明」這個世界，

這是以透過一個假定的蘊含關係(自然的或是人造的)來進行。 



 

 - 23 -                                                                 

（一）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架構 

本段內容摘要介紹 Halliday, M.A.K 和 Martin, J.R.等人所發展的

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簡稱SFL)。 

    胡壯麟等(1989)將「系統語法」與「功能語法」分別做了說明： 

1.系統語法或系統語言學著重說明語言作為系統的內部底層關

係，它是由意義相關聯，並可供人們選擇的若干子系統所組成的系統

網絡(system network)，又可稱為「意義潛勢」(meaning potential)。 

2.功能語法則說明語言是社會交往的工具。語言系統的形成正是人

們在長期交往中為了實現各種不同的語意功能所決定的。同樣，當人

們在語言系統中進行選擇時，也是根據所要實現的功能而進行有動機

的活動。  

把 SFL 應用於語言的分析時，應指出其與傳統語言分析較為不同

的方式。SFL的語言分析要處理三種主要的功能： 

1. 表達經驗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 or experiential function)；人

或物體之類的參與者(participant)涉入一個與地點、時間或方式等環境

相關的過程(process)或事件中。這樣的語言是在描述社會的活動，指

出了什麼社會活動正在發生(what is happening) ? 有那些參與者 ? 

2. 表達人與人之間使用語言的互動關係，稱之為「人際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參與者在語言中所表達出來的關係。這樣的語

言是在描述參與者間的地位關係，所要表達的便是參與者的地位和角

色關係，包含永久的或是暫時的。 

3. 表達語言內容的「語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參與者所說的

或寫的文本結構，所要表達的便是文本的符號組織、功能，包括文本

所使用的頻道(channel)(口語的或書寫的或是兩者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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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語言都是由這三個成份，我們稱之為「後設功能」(meta 

function)所組織而成的。而且一般傳統語言所研究的是以文法為主，

如：動詞、名詞..等，而 SFL 除了研究文法之外，還將研究功能性的

詞彙。 

本研究在分析學生科學寫作時，除一般語法的名詞、動詞判斷之

外，將對學生科學寫作進行概念功能的分析。 

（二）SFL在文本分析上的應用 

1. 及物性分析 

表達概念(ideational)意義的是其參與者、過程、環境的組成。這也

就是在改變文法系統中的「及物性」(transitivity)。如下二例：  

Professor Murson has given out  some very detailed lecture 

notes  

in her classes.  

參與者

(participant)  

過程(process) 參與者(participant)  環境

(circumstance)  

 

Professor Chang  asks  Complicated test questions  in her classes.  

參與者

(participant)  

過程(process) 參與者(participant) 環境

(circumstance)  

 

在語言的發展史上，每個句子的成立，其實都是有著它的規則，

諸如： 

（1）以動詞來表達過程 ( process，如action, events, mental process, ) ； 

（2）以名詞來表達參與者 ( participant，如人、動物)； 

（3）以副詞或介系詞片語來表達環境 ( circumstance，如時間、地點、

方法、理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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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及以連接詞來表達兩個過程之間的關係（relation，如因為、所

以）。 

比如說下面的這句話：  

The cast  acted brilliantly  so  the audience applauded 
for a long 

time.  

participant  process circumstance relation participant process circumstance  

參與者 過程 環境詞 連接詞 參與者 過程 環境詞 

名詞 動詞 副詞 連接詞 名詞 動詞 介系詞片語 

SFL中分析概念功能時，或說是分析「及物性」時，把人們的所見

所聞，所作所為，分類成不同意義的六種「過程」(process)，「過程」

一般代表的即是所謂的「動作」，在文字中則是以「動詞」來體現。 

2. SFL的斷句法則 

在SFL的斷句法則中，一個小句只能具有一個過程，即每一個小句

中只能有一個動詞，因為每一個動作即是代表一個狀態的呈現。 

六類的「過程」如下所述：  

（1）「物質(material)過程」：物質過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過程，

這個過程本身一般是由「動態動詞」來體現，如：加熱、吸收等。  

（2）「心理(mental)過程」：心理過程是表示「感覺」、「反應」

和，「認知」等心理活動的過程，表示感覺的動詞如：看到、聽到；

表示反應的動詞如：喜歡、願意等；表示認知的動詞則如：了解、知

道等。  

（3）「屬性(relational)過程」：屬性過程是反映事物之間處於何

種關係的過程。可以再細分為兩類：一是「歸屬」，表示某個實體具

有那些屬性；二是「識別」，表示一個實體與另一個實體是統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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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為(behavioural)過程」：行為過程是指諸如呼吸、哭笑

等生理活動的過程，其行為者一般是人。  

（5）「言語(verbal)過程」：言語過程是一種通過講話交流信息的

過程，常見的動詞如說、談等。  

（6）「存在(existential)過程」：存在過程是表示有某物存在的過

程。常見的動詞是英文中的「be」動詞。  

本研究將依 SFL 斷句法則將學生寫作內容斷句處理，並藉由過程

詞使用詞彙進行觀察與推論的判斷。 

（三）傳統文本「溫度引言」的及物分析 

以下為傳統文本「溫度引言」的及物分析（引自翁育誠，2004）。 

在第 1 句中只有一個主語和動詞，這是因為「知道」是一個心理的

過程，而且其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總起下文的功能，在 SFL 中，這稱為

映射(projectiion)，所以算一句。 

 

 大家 知道 
第1句 

及物分析 參與者 心理過程 

 

第 2 句和第 3 句是單純的物質過程，但是第 2 句則是由一個環境

成分標記這是在一大氣壓時才有的環境特徵。 

 一大氣壓

時 

冰 在0℃ 熔化成 水 

第2句 

及物分析 環境 參與者 環境 物質過程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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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在100℃  沸騰。 
第3句 

及物分析 參與者 環境 物質過程 

 

第 4 句則是以一個很長的名詞組作為小句的參與者，在文法上，

這是「類別詞＋名詞」，但讀者卻需要能夠瞭解類別詞中的多層架構，

才能知道這就是溫度的概念；另外，這是一個名物化的過程，「溫度」

原本是一個「指物體冷熱程度的物理量」，透過如此的安排，下文中

的溫度就成為了一個技術性詞彙，讀者看到時就可以瞭解這是指物體

的冷熱程度。 

 類似這樣用0℃、100℃等標度來表

示冷熱程度的物理量，  

稱之為 溫度。 

第4句  

及物分析 參與者 屬性過程 參與者 

 

第 6 句及第 7 句中的過程都省略了，若是加以還原的話，應該是個

「是」，有了過程，在 SFL 的理論中，這樣的小句才算完整，而第 8

句和第 4 句是相似的，透過名物化的過程，文本將客觀度量溫度的工

具變成了「溫度計」了。 

 

 

 雖然 日常生活中， 我們 可以感覺 物體冷暖的程度， 

第5句 

及物分析  環境 參與者 心理過程 參與者 

 但 每個人對溫度的感覺差異  甚大，  

第6句 

及物分析  參與者 過程省略 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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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對冷熱所能忍受的範圍  有限，  

第7句 

及物分析  參與者 過程省略 參與者 

 

 為了客觀度

量溫度 

而 使用的工具 就 稱為 溫度計。 

第8句 

及物分析 環境  參與者  屬性過程 參與者 

 

（四）SFL中過程詞的名物化(nominalization) 

科學在對這個物質世界進行分類的時候，通常包含下列兩個步驟： 

1.將通俗的事物重新命名(rename)； 

2.將分類後的事物重新分類到科學的分類模式中。 

此種分類的進行是有原則的，分類的前置工作是要在科學的領域

特定背景下進行觀察和命名。其中，觀察是一個實徵的、非語言的活

動，而將觀察進行命名則是一項語言活動：給予事物「名字」。在此

科學的領域特定意義之下，對事物所作的命名，就變成了其所表示的

技術性詞彙。  

在科學中，大部分的技術性詞彙都是以名詞的形式出現，但有時

也會是動詞的形式，如英文中的condense，有時此種動詞在可行的情況

下，也會以其名詞的形式出現，如 condensation。 

看看以下這個例子：  

When the temperature of saturated air falls as it does when it rises in a 

convection current the water vapour turns into tiny water droplets or, as we say, it 

condenses. Further cond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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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凝結」這個技術性詞彙是由動詞(一個過程，process)所

引出，然後馬上以名詞(一個事物，thing)的形式使文本繼續發展下去。

這樣的過程在 SFL 中稱之為名物化。  

技術性詞彙通常是一個名詞組(nominal group)。Wignell, Martin和 

Eggins(1993) 認為，科學性詞彙產生的方式有以下六種：  

1.源自於物質的世界，這是一種白話的描述方式，以事物 (thing) 

或單一名詞的形式出現。如：台地、草食動物..等。  

2.以描述事物為主，但以名詞組的形式出現，具有類別詞＋事物

(Classifier ＋Thing) 的構造。如：物質環境、水蒸氣..等。  

3.類似第 2 點，同樣是以類別詞＋事物的形式出現，但是是源自

於蘊含序列。如：地形雨，此例表達出雨是因為地形的關係所造成的。  

4.源自於將過程(process)名物化，如：凝結(condensation)、蒸發

(transpiration)。  

5.以類別詞＋事物的名詞組出現，但其類別詞是經過名物化的。

如：對流層(convection zone)。  

6.直接將技術性詞彙以動詞的形式來表達。如：凝結(condense)、

蒸發(evaporate)。  

在科學文本中，定義技術性詞彙(technical term)的方式是經由一個

關係識別(relational identifying)的過程，一般來說，其型式可寫成 

An  X  (technical term)  is a Y  (definition).  

介紹科學文本中的術語時，除了要說明這是什麼，還要說明這個現

象形成的原因；而分析和解釋現象形成的原因，則是蘊含序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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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含序列 

Wignell, Martin ＆ Eggins(1993)認為分類的焦點是在事物(thing)

本身上，而解釋的焦點則是在於過程(process)。所以在引出一個新的

技術性詞彙時，必須從現象開始了解，解釋其形成的原因，這就要用

到過程、參與者、環境，這些詞彙將會被安排在一個子句複句(clause 

complexes，含附屬子句的句子)中，這個子句複句便是「蘊含序列」

(implication sequence)，中文中的蘊含序列常以「因為..，所以..」或

「假如..，就..」的形式表現。  

大部分學生並不能掌握連接詞的正確用法。在學生作文中，許多

不合邏輯或語意不連貫的文句，往往肇因於連接詞使用不當。因此，

教導學生正確使用連接詞是培養其溝通能力極為重要的一環(尤雪瑛， 

2000)。  

尤雪瑛(2000) 透過對一段討論電影拍攝的文章的研究，發現連接

詞在文章裡有兩項作用。首先，連接詞是分隔段落的標誌，連接詞出

現時通常代表新段落的開始，一般了解的分段方式，是在每段開始時

空五隔作為標示，且稱之為大段落(orthographic paragraph)；但是有些

大段落還細分成若干小段(embedded paragraphs)，這些小段的分段，往

往為人所忽視。其實標示小段結構的方式很多，而連接詞就是其中一

種，且是比較明顯的段落標誌。  

其次，連接詞的第二項功能就是指示段落間之語意關係。當文章

轉換主題(topic-shift)，或陳述不同時段的故事發展(time sequence)，或

場景轉移(ground-change)，其內容通常就會發展為另一小段。而在新

段落之始，作者有時置一連接詞以為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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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章段落結構標誌，連接詞對上下段落之間的關係也必須有所

說明。所以，除了分段之外，連接詞還能標示段落間之語意關係。例

如：“Just before” , “then” , “Now” 等連接詞表示時間前後關係。“So”

表示次段是上段的結果或結論。而“But”則表達兩段之對比關係。 

可見各個連接詞均代表不同的語意關係。讀者便藉由連接詞指

引，預知下文是承接前述內容繼續向前、或轉進另一主題，或前面已

到盡頭要做結論了。  

((((六))))字彙密度(lexical density)  

Unsworth(2001)認為在英語的書寫文本中，訊息的包裏程度較口語

文本緊密，這是由於書寫文本中「語彙項目」，或稱「內容字」的比例

遠大於「文法項目」，或稱「結構字」的關係。「內容字」的比例便是

所謂的「字彙密度」。 

「字彙密度」是指在一段文本中關於訊息量的密度，這依賴於在一

段文法結構中，「內容字」的緊密程度。字彙密度是可以實際測量的，

在英語中，字彙密度就是內容字在每一個子句中的個數。 

Halliday(1993)舉了以下的例子來說明字彙密度的計算方式：(內容

字以粗體表示，括弧內則是個數)  

1.  But we never did anything very much in science at our school.【2】  

2.  My father used to tell me about a singer in his village.【4】  

3.  A parallelogram is a four-sided figure with its opposite sides parallel.【6】  

4.  The atomic nucleus absorbs and emits energy in quanta, or discrete unit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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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正式的口語語言中，字彙密度是相當低的，每句只有兩個內

容字是相當典型的。當語言的表達愈來愈正式及愈來愈具計畫時，字

彙密度就會愈來愈高，書寫體的字彙密度一般來說皆高於口語的，通

常每句有四至六個內容字。而在科學文本中，字彙密度就又更高了。 

Halliday(1993)由 Science American ( December, 1987 )節錄了三個

句子，其字彙密度每句有 10 至 13 個：  

5.  Griffith’s energy balance approach to strength and fracture also suggested 

the importance of surface chemistry in the mechanical behaviour of brittle 

materials.【13】  

6.  The conical space rendering of cosmic strings’ gravitational properties 

applies only to straight strings.【10】  

7.  The model rests on the localized gravitational attraction exerted by 

rapidly oscillating and extremely massive closed loops of cosmic string.

【13】  

Tagliacozzo (1978) 認為科學文章的句法和文體特徵，能夠衡量科

學文章的專業程度，在他的研究中顯示：科學文章與一般文章在出現

功能字的頻率和使用名詞修飾語的頻率，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差異的水

準；也有學者認為文字中字彙、片語、慣用語的出現頻率，也就是從

內容詞在統計上的分析，能夠發現文字的意圖和意義（引自翁育誠，

2004）。 

在中文的分析部分與英文不同，分析中文的「字」彙密度不如分

析「詞」彙密度來得有意義，本研究採英文分析字彙密度的概念，但

統計分析的是學生科學寫作中所呈現的詞彙密度，以小句中出現多少

內容詞來表示該小句的詞彙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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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階階階階－－－－範疇語法語義分析範疇語法語義分析範疇語法語義分析範疇語法語義分析與學生科學寫作的評量與學生科學寫作的評量與學生科學寫作的評量與學生科學寫作的評量    

    

一一一一、、、、階階階階－－－－範疇語法語義分析範疇語法語義分析範疇語法語義分析範疇語法語義分析 

程琪龍（1994）認為語言材料分析的精度和深度，還可以從結構

的複雜性這一角度來分析。 

階－範疇語法設四個範疇，它們可以按不同角度連接，本節摘

要其中的三個階來說明。這三個階分別是級階（rank）、精度階

（delicacy）和深度階（depth）。 

（一）級階（rank） 

各語法單位可以通過級階按大小排列如圖 2-4-1 

                    

圖 2-4-1  級階 

最大的語法單位是句子，排在最上面。最小的語法單位是形位，

排在最下面。除了句子外，其他語法單位的定義基於該單位在上一級

語法單位中所起的語法作用。例如： 

I kissed her on the eyes.這一小句中，短語 on the eyes 在上一級，即

在小句級上起補語的作用，可以定義為介詞短語。反之，每個語法單

位都由一個或幾個下級語法單位組成。例如介詞短語 on the eyes 由一

個介詞 on 和一個名詞詞組 the eyes 所組成。 

句子 

小句 

短語 

詞 

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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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級的語法成分，它們的分析在該級和該級的下方所有級上

進行。例如： 

句子 I  kissed the little girl . 在小句級上分成主、謂、補。 

小句級的下一級是短語，這個小句共有三個短語 I 、 kissed 和 

the little girl。 

在詞級上、the little girl 可分成三個詞：the、 little 和 girl，其他的

短語只由一個詞構成。 

在形位級上，除了 kissed 這個動詞外，其他詞只包含一個形位，

動詞 kissed 包含兩個形位：一個是 kiss、另一個是 ed 。 

以下將按級分析 I  kissed the little girl . 

 

 

 

圖 2-4-2  以英文句說明級階分析 

 

小句                          I  kissed the little girl . 

 

 

 

短語               I   kissed                         （the little girl）    

                            

 

 

詞                 I   kissed                          the  little  girl  

 

 

 

形位               I  kiss  ed                     the  little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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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小句也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分析： 

 

 

 

 

 

 

 

 

 

 

 

 

 

 

圖 2-4-3  以中文句說明級階分析 

 

在一般情況下，結構成分所處的級比結構本身所處的級低一

級。例如，小句結構的成分是短語，作為小句成分的短語比小句低一

級。如果結構成分所處的級等於或大於結構所處的級，這種現象稱作

『轉級』。為此，以小句作小句成分，起短作用的現象，就是一個轉

級的例子。底線部分都是小句的成分。 

 

小句                        我吻那個小女孩 

 

 

 

短語            我   吻                    （那個小女孩）     

                            

 

 

 

 

詞              我   吻                  那  個 小  女 孩 

 

 

 

 

字              我   吻                  那  個 小  女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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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級）What  he  wanted  was  a  powerful  computer . 

第一句中在轉級的小句裡，主語成分由小句充當。 

2. (不轉級)  This  machine  is  a  powerful  computer . 

第二句主語成分由名詞短語充當。 

中文的小句在轉為修飾成分時常在末尾加個『的』字。 

例：說大話的懦夫，其中小句『說大話』加『的』字後可作修

飾成分。 

（二）精度階（delicacy） 

精度階可看作是一種橫向的從屬關係。該階主要設定結構分析

的精密度，分析的精密度越高，個成分之間關係的分析就越細。 

例如： 

 Jenny 

said 

that she wouldn’t 

go 

if she did not get a 

written invitation 

before she finished 

the letter 

一度 獨 黏 黏 黏 

二度 1 2 3 3 

三度 1 2 3 4 

（珍妮說，如果她在寫完信後還沒收到書面邀請的話，她就不去了。） 

第一度分析的結果是將獨立小句和黏附小句分開，並確認各黏附

從屬小句，作獨立小句述說的對象。第二度和第三度分析就各黏附小

句和獨立小句之間的距離以及各小句之間的從屬關係進行分等。第二

度分析設獨立小句為一等，緊隨獨立小句的黏附小句和該獨立小句的

語義關係最密切，設為二等。其他兩個小句從屬二等小句，稱作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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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度分析，兩個三等小句又可以分出層次。其中 before she 

finished the letter 從屬於 if she did not get a written invitation，所以前者為四

等，後者為三等。通過三度分析，我們得到一至四等四個小句，其中

二等小句離一等小句最近，四等小句離一等小句最遠。 

相同的四個小句，按不同的組合方法可以得到語義迥然不同的句

子，它們之間的語義差異可以通過第三度分析來表明。 

After she finished the letter | Jenny said | that she wouldn’t go | if she did not get 

a written invitation   

（珍妮寫完信後說，她如果沒收到書面邀請，就不去了。） 

If she did not get a written invitation | after she finished the letter | Jenny said | 

that she wouldn’t go   

（如果她在寫完信後還沒收到書面邀請的話，珍妮說她就不去了。） 

從屬關係是一種語義關係，從屬關係的疏密可以看作是語義關係

的疏密，在從屬關係方面，that 引導的二等黏附小句，和獨立小句的

語義關係密切，而上例第一句的 After，和第二句的 If 所引導的黏附

小句和獨立小句的語義距離比 that 引導的黏附小句大。 

Jenny said | that she wouldn’t go 可以成句，after she finished the letter | 

Jenny said 和 If she did not get a written invitation| Jenny said 因省去了 that 小

句而不能成句。為了說明 after 小句和 if 小句依從於 Jenny said that she 

wouldn’t go 這兩個小句，設第一句 after 所引的小句和第二句 if 所引的

小句為三等小句，第一句的 if 小句和第二句的 after 小句為四等小句

（見上例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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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範疇語法的附屬語相當於傳統語法的狀語，附屬語可以按它

在句子中所起的作用分成兩類：連接附屬語和詞匯附屬語。連接附屬

語在句子中起連接作用，它可以稱作三類：並列連詞（and，or）、邏

輯連詞（however，therefore，nevertheless，consequently，yet，moreover，

thus）和從屬連詞（that，if ，when，as，although，because，after，since，

until，while）。詞匯附屬語根據它充當的成分也可以分成三類：副詞短

語附屬語、介詞短語附屬語、名詞短語附屬語。（見以下各例） 

副詞短語  ： He walked in very softly.（他輕輕地走了過來。） 

             Jame reacted very swiftly. （杰姆很快作出了反應。） 

介詞短語  ： In the afternoon we are going to see our friends. 

（下午我們去看朋友。） 

            After diner we had a long talk about our project. 

 （晚飯後我們就我們的計畫長談了一次。） 

名詞短語  ： This afternoon we will fly to Hong Kong.  

（今天下午我們將飛香港。） 

             The fax arrived this morning. （傳真今天早晨到了。 ） 

在分析名詞短語也就是名詞詞組的時候，第一度精密度分析可將

名詞詞組分析為限制成分、主成分（或中心詞）和修飾成分組成。在

第二度精密度分析中，修飾成分再分成指示類和修飾類。指示類包括

冠詞（a、an、the）指示代詞（this、that、these、those）、所有格代詞（my、

your、his）和數量詞（all of、some、several、both）。第三度精密度分析

中，修飾詞可以進一步分成序數詞（序）、性質形容詞（性質）和名

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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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the | first | real | union | bid | for power  

一度 修 修 修 修 主 限 

二度 冠 修 修 修 主 限 

三度 冠 序 性質 類別 主 限 

 

中文的短語也可以做類似的分析 

 這本  暢銷的 武俠 小說 

一度 修 修 修 主 

二度    指示 修 修 主 

三度    指示    性質    類別     主 

 

Fawcett（1980）注意到英語形容詞短語和副詞短與有相似的結

構，兩者都有限制成分、主成分和修飾成分（引自程琪龍,1994）。 

副詞短語： He acted very quickly indeed.（他動得確實很快） 

形容詞短語：His action was very quick indeed.（他的動作確實很快） 

雖然形容詞短語和副詞短語的內部結構沒有名詞短語的結構那

麼複雜，但是它們三個成分之間還能分出兩個層次。其中修飾成分離

主成分近，可看作二等；限制成分限制的是修飾成分和主成份的組

合，離主成份要遠點。因此，把它稱作三等。 

介詞短語一般由兩個基本成分組成：介詞和介詞補語。有些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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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的介詞前還有限制成分或程度成分（程），見下例： 

 

very near the window 

 程 介 介補 

almost at the door 

 限 介 介補 

 

有些介詞短語的補語是一個名詞詞組或名詞性小句；例，in front 

of the house 中的 the house 是一個名詞短語；without making a single 

mistake 中的 making a single mistake 是一個小句。 

Berry（1975）把這兩種介詞補語都看成是轉級現象，而 Sinclair

（1972）只把小句作介詞補語的現象看作是轉級現象。Berry 和

Sinclair 的分歧在於介詞短語中的名詞短語作介詞補語是否屬於轉級

現象（引自程琪龍,1994）。假如把名詞詞組提到短語級看，那麼名詞

作介詞短語的補語應該作轉級現象來處理。 

大多數介詞或介詞詞組的補語都是名詞短語，只有一小部分是名

詞。如把名詞詞組放在詞級來看並將作補語的名詞短語看作常規現

象，那麼介詞短語的結構就由介詞加名詞短語組成。這種處理方法反

應了大部分語料事實。 

（三）深度階（depth） 

    精密度用來設定分析的精細程度，而深度階則說明語言材料的複

雜程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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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二度分析 

They  said  | that  I  resembled  him  

   1           2 

              （ 他們說我像他。） 

 

I thought | perhaps I had strayed into a 

wrestling part of Africa,   | 

where it was the customary mode 

of introduction 

1 2 3 

 （我想，或許我已誤入了非洲的摔跤領地，那兒摔跤是相識的一種方

式。） 

上兩句的複雜程度不同，第一句是深二度，第二句是深三度。在

語言分析中，相同的語言材料在不同的精度階會呈現出不同的深度。

不同的語言材料在精度階相同的分析中也會出現不同的深度。 

例如以精三度分析以下兩個詞組： 

my new bedroom  

代 性質 中  

3 2 1 

深三度 

 

the second union president elect 

冠 序 類別 中 限 

4 3 2 1 5 

深五度 

    精度指的是語言分析的精細程度，而分析出來的成分，它們之間

的從屬關係的層次就是深度。 

 

 



 

 - 42 -                                                                 

二二二二、、、、學生科學寫作學生科學寫作學生科學寫作學生科學寫作的評量規準的評量規準的評量規準的評量規準    

知識和思考的關聯是無可避免的。良好結構的知識基礎比拙劣結

構的知識更能支撐較高層次的推理（Novak＆Gowin,1984）。就像努力

搜尋資訊以持自己的主張，這樣的推理過程會強化一個人內在的認知

架構。有些研究者強調專家和生手科學思考的差別是科學知識本身，

而不是推理能力（Brewer＆Samarapungavan,1991）。雖然，專家和生

手真的在知識基礎上有重要的差別，但這卻無法解釋為何同爲生手的

學生，面對一個他們同樣不清楚的主題，卻在思考和學習上有著重要

的差別。 

分析學生的科學寫作內容，應該同時考慮學生觀察、推理的組成

要素與品質；除了利用系統功能語法以及階-範疇語法語義分析學生的

科學寫作內容，判斷學生科學寫作內容是否合乎科學，要注意的是雖

然一個論證的結論可能被評判是可接受的或真的，但是除非其前提也

是穩固的及可提供支持的，否則論證本身是不堅固的。    

在日常生活情境的科學中，使用真實現象來設計評量作業，對評

量推理既能適合且是有效的，但這種評量作業卻相當難以設計。（Hogan

＆Fisherkeller,1999；丁信中譯, 2004）如同大多數真實世界中工作一

般，實作評量沒有單一正確答案；評量學生科學寫作除了分析學生所

呈現的思考概念之外，將學生依寫作表現進行評等會比評分計算要來

得合理，可依學生寫作表現與專家相符的程度進行計分，並藉由群體

統計平均表現為科學寫作評量建立評等標準。 

表2-4-1 是由Hogan ＆ Fisherkeller（1996）所提出的「雙向編碼

架構」（bidimensional coding scheme）；利用學生的推理過程來分析學

生概念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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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以雙向編碼架構來比較學生的陳述與專家的命題 

編  碼 定            義 

精緻性的相容 陳述與專家的命題一致，並且有充分的詳述顯示支持這些陳述的

思考，且/或經由相同形式的文字紀錄重現 

粗略性的相容 陳述與專家的命題一致，但缺乏必要的詳述，時常在諸多提供的

選擇中呈現正確的猜測，但卻沒有能力解釋爲什麼如此選擇 

相容/不相容 產生與專家命題一致的粗略陳述，但卻不精緻，而且這些陳述是

不一致的，在相同主題的不同問題或任務的文字紀錄時常出現矛

盾的陳述 

粗略性的不相

容 

陳述與專家的命題不一致，很少提供詳述或理由，並且無法經由

文字紀錄重現，似乎只是說說或是猜測 

精緻性的不相

容 

陳述與專家的命題不一致，學生提供詳述或一致的個人理由在後

面支持，相同或相似的陳述/解釋可以經由文字紀錄重現 

不存在 使用在當學生被要求回答某個問題而回答「不知道」或未提及主

題時 

沒有證據 使用在當一個主題未被問題直接引出，而在回答問題的情境上學

生未能提及時 

資料來源: Hogan＆Fisherkeller(1999)；丁信中譯( 2004):對話即是資料:利用互

動式原案來評量學生的科學推理.洪振方總校閱:促進理解之科學評量.p134.台

北.心理出版社 

這個架構可以用來評量學生的概念與專家命題的相似程度，同時

可以了解學生能夠精緻地推理概念到何種程度，當以學生科學寫作的

觀察與推論小句進行迷失與科學的人際分析時，當參考文獻中對與專

家相符的程度進行評量的判斷。 

建立學生科學寫作評量的評等標準可參考Marzano、Pickering 和

McTighe（1993）在評量學生複雜思考標準（rubics for complex thinking 

standards）部分，建議之真實評量評分判準，摘要有關觀察與自觀察中

進行推論的評量規準，分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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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從特定資料或觀察中確認可進行推論的元素 

等級 評       量       規      準 

4 清楚而正確的確認可進行推論所有有關的資料；選擇的資料類型反應出

有創意的洞察力以及細心的情境分析。 

3 詳述可從中進行推論所有相關的資料；選擇對一般的主題重要的資料。 

2 包括一些對推論不重要的資料，或對可能可進行推論的重要資料不正確

的辨識。 

1 爲推論選擇不重要或無足輕重的資料 

 

（二）從選定的資料或觀察中可清楚表現自己的意見作出結論 

等級 評       量      規       準 

4 描述能在資料或觀察中反應出清楚以及邏輯連結的結論並能從中說明；

這原理的說明呈現一個對推論過程顧慮週到的以及正確的注意。 

3 在資料或觀察中呈現極少例外邏輯地繼之而起的結論。 

2 在資料或觀察中呈現反應出錯誤說明的結論 

1 從資料或觀察中描述許多錯誤的結論，而且不能滿意的描述出結論背後

的合理性。 

 

（三）分析相互關係－確認不一致的爭論點 

等級 評       量       規       準 

4 確認並明確的說出隱含的爭論點，那些爭論不明顯但卻是衝突的根本原

因。 

3 確認並明確的說出明確的造成衝突的爭論點。 

2 確認並明確的說出不像重要的爭論議題的爭論點。 

1 忽視明確的以及隱含的爭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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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可接受的適當事實、概念或原則正確的解釋最初觀察到現

象 

等級 評       量       規       準 

4 提供正確的現象解釋。用以解釋的事實、概念或原則對現象是恰當的而

且是正確的應用。此解釋反應全然的仔細的研究或理解。 

3 提供正確的現象解釋。在解釋中使用的事實、概念或原則對現象是恰當

的而且是正確的應用，沒有明顯的錯誤。 

2 解釋現象但錯誤應用或省略一些對了解現象重要的事實、概念或原則。 

1 在解釋現象省略解答的事實、概念或原則或沒有使用適當的事實、概念

或原則來解釋現象。 

 

（五）於所閱讀、所聽到或當看見某人作某事時發現並描述主要的錯

誤。 

等級 評      量      規      準 

4 在資料或分析過程中正確的發現且描述所有錯誤；清楚的描述每一項並

說出何以是一項明顯的錯誤；甚至發現其他人遺漏的較不重要的錯誤。 

3 在資料或分析過程中正確的發現且描述所有重要的錯誤；描述每一項並

說出何以是一項明顯的錯誤。 

2 當分析資料或過程時遺漏一些重要的錯誤，或有實描述錯誤但卻發現那

並不是真正的錯誤。 

1 沒有找出重要錯誤或常常描述那些不是真的錯誤。 

 

評量學生科學寫作內容，在工具上除了使用電腦斷詞系統外，在

評量學生科學觀察與推論的部分，其評分準則應參考以上評量判準，

力求評分的客觀，不因評分者個人對科學寫作內容詞彙修飾的喜好，

而對學生觀察思考推論的評判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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