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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要探討學生科學寫作文本的語法結構以及其對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

概念的理解，因此本章主要針對科學寫作的意義、寫作測驗、系統功能語法等

相關研究做探討。 

 

第一節  科學寫作 

 

本節探討的相關研究包括：什麼是科學寫作、科學寫作的型式、科學寫作

在科學教育的功能、科學寫作的實證研究，分述如下： 

 

一、什麼是科學寫作 

除了口語表達之外，一般人常運用寫作在寫信件、作筆記、記日記、寫札

記、作報告等等，廣泛運用寫作方式來與其他人互相溝通想法、表達思想。在

學校的技能養成課程中，「寫作」二字通常會讓一般人聯想到語文領域課程的

學習。在語文技能學習中，學科教師經常提醒學生寫作時要注意正確地使用文

字、文句表達意思要清楚，文思要流暢、措辭要優美、文法要正確等等。同樣

的在科學領域的學習過程中，經常進行的論文測驗、寫報告、作實驗紀錄、寫

研究計畫書……等等文字的運用，一樣可以視為一種寫作的形式，不過這類寫

作和語文領域教育課程的寫作並不完全相同。 

學者Levine 與Geldman-Caspar（1996）認為科學寫作是一種正式的寫作，

語言文字的使用必需遵照該門學科領域的規範和特有的慣例，寫作的型式風格

也要相當精確、簡明扼要，且具有技術性。而國內學者陳慧娟（1998）則認為

「科學寫作是強調突破傳統只重拼字、文法以及修辭的刻板印象，將寫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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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科學教室，鼓勵學生用自己的話對科學概念表達心得與想法，達成溝通、

組織與改變科學概念的目的。」另外，學者梁郁汝（2004）亦提到科學寫作是

藉由學習者透過紙筆，進行解釋、組織、回顧、省思或連結科學概念的書寫與

紀錄活動，將新的科學知識，經由自己整合建構的過程，而達學習目的的策略。 

從上文可綜合歸納出科學寫作大致的條件： 

（一）語言文字需要有該門學科領域的科學概念。 

（二）寫作型式風格是精確而簡明扼要。 

（三）寫作目的在於溝通、組織、修正、再組織的整合、建構新的科學知識。 

 

二、科學寫作的型式 

下文簡單介紹Keys（1999）所提出五種符合現代科學的寫作類型，並就其

類型特性整理成表格，如表2-1： 

（一）實驗寫作（Experiment） 

設計以科學方法進行的實驗，以驗證已經清楚瞭解的事實或概念的寫作，

寫作的內容包括實驗的目的、實驗策略、實驗方法、實驗結果和結論等等。 

（二）解釋性寫作（Explanation） 

運用邏輯觀點，文句中應用許多的動詞來描述科學的過程。寫作注重的是

發展過程的理解而不是例行性的內容和程序。 

（三）報告寫作（Report） 

是一般的科學教科書經常使用的類型，這類寫作可提供科學結構的分類、

組合和操作等訊息，為著重組織、線性排列及歸納資料的寫作方式。 

（四）傳記寫作（Biography） 

描述科學家的經歷、著作及貢獻，尤其是一些稀少的族群，例如：女性或

少數民族科學家等。 

（五）說明性寫作（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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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爭議的主題表達其論點與立場，蒐集相關證據為佐證。 

表 2-1-1 Keys （1999 ）五種符合現代科學的寫作類型 

類別 實驗寫作 解釋性寫作 報告寫作 傳記寫作 說明性寫作 

目的 證明已經

瞭解的事

實或概念 

對於發展過

程的理解，而

非例行性教

材或程序 

科學結構的分類與

組合 

作為學生學

習的典範 

支持特定觀

點、釐清科學

的爭論 

特徵 1.學生自

行設計實

驗來驗

證。 

2. 詮釋

資料。 

1.依普通或

傳統的方法。

2.結果具普

遍性。 

3.將教學概

念及過程，訂

為首要目標。

1.內容描述豐富。 

2.回應真實的問

題。 

3.蒐集資料。 

4.運用多元資源。 

5.綜合二手資料。 

1.敘述人物

生平事蹟。 

2. 敘述科

學史。 

3. 敘述女

性、少數民

族科學家。 

1.證據蒐集。

2.立場辯論。

 

 

 

相關 

主題 

 

環境、自

然科學以

及天氣探

究。 

詮釋物理或

化學一系列

的現象。 

科學概念、科學本

質探究。 

科學家傳記

及其論述。 

主題爭論。 

 

三、科學寫作在科學教育的功能 

在學習活動進行的過程中，教師的角色除了傳授知識之外，同時也扮演促

進學習的角色，至於學生則不只是被動的接受教師傳授的知識，還要主動地參

與學習活動的整個過程。也就是說，學生是認知主體，教師所想教的知識不能

用「傳輸」的方式到達學生腦海裡，必須是將較具結構性的概念知識有系統的

依序安排到學生「可建構」的學習活動中。再者一個評量方式不可能同時具備

評量學生各種不同能力的特性，評量的形式是多元的，不同的評量方式自有其

評量的目的，評量的方式可能是傳統的測驗題，可能是實際操作某項技術、實

驗的演練，也可能是一段演示活動，各種不同的評量方式都各具特色。 

許多研究指出寫作有助於科學學習，認為科學寫作值得教師將其有效

的安排融入課程活動當中。王信智（2001）在其研究提到關於科學寫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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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包括： 

1. 改變學生的概念。 

2. 增加學生高層次思考。 

3. 提昇學生的溝通能力。 

4. 評量學生對概念的了解。 

5. 組織科學相關資訊。 

胡瑞萍和林陳涌（2002）則認為寫作對於科學學習的幫助為： 

1. 增進學生認知策略的使用。 

2. 創造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環境。 

3. 作為師生間雙向溝通的媒介。 

4. 增進學生的科學推理能力。 

5. 促進科學概念的發展等。 

 

梁郁汝（2004）的研究提到科學寫作的功能包括： 

1. 改變學生的概念 

2. 增加學生高層次思考 

3. 促進學生的溝通能力 

4. 提升自然科的學習態度 

5. 評量學生對概念的了解 

 

綜合四位研究者對於科學寫作的效能認定有：增進學生認知而改變概念、

以學習者為中心、藉師生雙向的溝通提昇其高層次思考、增進科學推理能力、

促進組織科學概念的發展，亦可作為課後評量，評量學生對科學概念的理解。 

語文表達中的寫作是一種將個人學習、思考、內化後的紙筆活動，寫作擁

有思考、重建的功能，不斷地寫作能使自己理解，並使其成為傳達、溝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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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因此寫作可以反映個人的思緒及概念，亦可以使學習者從思考中獲得觀念

澄清，進而建構新知識。 

在評量方式的選擇上，除了傳統的紙筆測驗之外，教師若能有效地將科學

寫作安排於課程活動當中，將有助於學生對科學概念的理解。換句話說，就是

在科學教室裡，藉由教師適時安排的科學寫作活動中，學生將自己的想法訴諸

文字而呈現在紙上，這類的科學寫作活動可以提供學生組織、澄清、反映觀念

和建構知識的機會，也提供教師一個有效的教學方法和評量學生概念理解程度

的工具。 

四、科學寫作促進學習的實證研究 

國外的學者進入科學寫作研究領域的時間比國內的學者長，研究的學科或

教學單元的範圍很廣，涵蓋了物理科、生物科、化學科、地球科學等，研究的

對象有小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等，許多研究的結果支持科學寫作可以促進學

生的科學學習的論點，鼓勵將科學寫作應用於課堂教學上。以下用三種研究主

題的列出相關的研究（梁郁汝，2004）： 

（一）科學寫作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方面的研究 

Horton 與 Walton（1985）以六十四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透過科學

寫作的評量方式，是否能增進學生化學科的學習成就的研究。Peasleyetal.

（1992）以三年級學生及他們的科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探究科學寫作的策略是

否能促進學生科學概念改變的研究。Keys（1994）以六位九年級學生為研究對

象，設計引導式科學寫作，探究以合作方式寫作實驗報告是否能增進科學推論

技能的研究。Rudd II, Greenbowe, Hand, 與 Legg（2001）以八十位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探究啟發式科學寫作教學法是否能促進化學理解的研究。 

（二）科學寫作幫助學生學習科學方面的研究 

Gaskins et al.（1994）以五十位六至八年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實

施閱讀、寫作的科學課程對學生學習及教師專業成長影響的研究。Keys,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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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in, 與 Collins（1999）以兩個八年級的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合作學

習的啟發式科學寫作是否影響學生學習的研究。Tucknott 與 Yore（1999）以

一班四年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科學寫作是否影響學生理解的研究。Keys

（2000）以十六位八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學生在實驗報告寫作時，其思

考的過程，並探究寫作是否能幫助科學學習的研究。Mason 與 Boscolo（2000）

以兩班不同學校三十六名四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寫作討論是否影響知識

發展和影響寫作活動的概念化的程度的研究。Mason（2001）以十二名四年級小

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訪談及寫作是否能促進學生的概念改變的研究。Yockey

（2001）利用閱讀科學家的故事探究式教學，透過關鍵字寫下短文來學習。 

（三）對學生自然科學習態度方面的研究 

Rillero, Cleland, 與 Zanebo（1995）以八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

數學和科學寫作對學生態度與概念理解影響的研究。Prain 與 Hand（1999）以

十一 個班級的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寫作學習策略是否影響學生學習的研

究。 

 

四、科學寫作的實證研究 

科學寫作研究在國內的發展時間並不長，已經發表的研究結果顯示，研究

者均支持科學寫作對於學生學習科學是有很大幫助的看法，認為適當的科學寫

作課程能夠有效地幫助學生練習組織、澄清他的概念，進而建構新的知識。有

時這樣的活動也能增進同儕之間，或者師生之間的討論互動，增強學生的溝通

能力。另外對於教師而言，以科學寫作為另一種評量工具時，藉由這種形式的

評量可以讓教師瞭解學生的學習狀況，並且隨時修正其教學策略。以下列出幾

個國內的研究範例： 

郭金美、蕭登峰（2004）以國小四十位學童為研究對象，以啟發式科學寫

作融入國小自然科教學，探討國小六年級學童對於「氧化現象」的科學概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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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概念，教學活動共分為「生鏽現象之觀察」、「生鏽的性質」及「防鏽的方

法」等三項活動。結果發現啟發式科學寫作融入教學中具有顯著的成效：大部

分學童在教學後對於「會生鏽的物品」、「生鏽的原因」、「溶液對生鏽的影響」

及「防鏽的方法」都能持有正確之科學概念；學童瞭解自己的迷思概念，並修

正迷思概念；經歷不斷的反思過程，提昇概念學習；學童氧化概念的架構更精

緻化；學童推論技能及理解的能力的提昇；科學寫作能適應不同學童的不同學

習狀況。根據研究發現推斷科學寫作具有診斷學童迷思概念及瞭解學童概念改

變之特點；教學中結合小組討論與實驗操作之科學寫作可提昇學童的概念理

解；科學寫作對學童的學習具有正面的效果，而且可廣泛應用於科學教室中。 

蔡志賢（2003）進行結合「文學」和「科學」領域的科學寫作課程設計與

教學，將科學寫作融入國小自然科教學，以國小六年級學生共二十九人為研究

對象，探討科學寫作融入教學中對學生學習成效和學習態度的影響。結果發現

實施科學寫作的班級在教學後成績有顯著的進步，即科學寫作融入教學中具有

顯著的成效；寫作可以促進高層次的思考，增進語文和科學的溝通、組織與理

解，可見科學寫作具有其獨特的優點；學生在教學後比較能專心上課、主動學

習，因此研究者深覺將科學寫作運用在自然科教學中確實是可行的。 

吳水煌（2003）以國小五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進行科學寫作促進學生科

學概念學習之研究，探討以科學寫作方式融入於國小五年級自然科學電磁鐵的

教學，結果發現學童在教學後對於「電力大小與電磁力的關係」、「不同鐵心物

質產生電磁力的關係」、「電力大小與電磁力的關係」、「不同鐵心物質產生電磁

力的關係」、「線圈數的多寡影響電磁力」持有的正確之科學概念有顯著的增加，

有助於學童將正確概念應用於生活上的事物。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建議：擴充電

磁鐵單元的教學內容並融入於生活上的議題、將科學寫作活動融入於科學教育

中、科學教師應重視學童在科學寫作的另類想法。 

劉國權（2001）結合 STS 教學模式和科學寫作活動進行研究，將學生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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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 寫作組、STS 組、一般組共三組，以自然科學的「聲音」、「氧和二氧化碳」、

「光合作用」三個單元進行研究，探討學童的科學概念及科學相關態度對學習

的影響。在學生的科學寫作內容發現 STS 寫作組與其它兩組相較：對於減低噪

音之作法；氧氣、二氧化碳之特性或製造方法；以及藉由石灰水檢驗空氣中存

有二氧化碳或檢驗汽水中含有二氧化碳；光合作用之反應物、產物與光合作用

對自然界的貢獻等均有較清晰之概念。在科學相關態度之影響方面，研究結果

發現：九成四的學童喜歡科學寫作活動，六成三的學童覺得經歷科學寫作活動

後，變得比以前喜歡自然科，約九成的學童認為科學寫作活動可以幫助自然科

學習，約八成二的學童覺得寫作能力比以前進步了，及七成五的學童均認真參

與科學寫作活動，顯示科學寫作活動應用在自然科教學是可行的。  

 

綜合上述四位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可以從中歸納出科學寫作對於師生間的課

程活動所產生的正面影響；教學中結合小組討論與實驗操作之科學寫作可提昇

學生的概念理解；寫作可以促進高層次的思考，增進語文和科學的溝通、組織

與理解。學生經歷科學寫作活動後，變得比以前喜歡自然科，認為科學寫作活

動可以幫助自然科學習。另一方面，藉由學生對於科學寫作的看法和感受，可

以做為教師自我反省、改進的依據，以增進教師的教學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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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寫作測驗 

 

寫作活動是一種綜合能力的表現，其中包含一般能力與特殊能力的展現，

一般能力是指在不同種類的活動中表現出來的能力，主要包含觀察力、記憶力

與想像力；至於特殊能力，則是指邏輯性的思考、推理、歸納的能力。本節探

討的是寫作測驗相關的研究，包括：寫作歷程、論文式測驗、觀察與推論，分

述如下： 

 

一、寫作的歷程 

科學寫作是一種統合能力的呈現，藉由學生的想法呈現在紙上的方式，提

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組織、澄清、反映想法和發展新知識的機會。當學生被

要求完成測驗的寫作時，發生了哪些認知歷程呢？Hayes＆Flower把寫作歷程分

成計畫、轉譯和回顧三個成分，如圖 2-2-1所示（林清山，2004）。 

 

圖 2-2-1 寫作歷程的模式 

Flower & Hayes 於 1981 年提出的寫作歷程模式，寫作大致可分解為計

劃（planning）、轉譯（translating）和回顧（reviewing）三個主要歷程

（胡瑞萍、林陳涌，2002）。 

（一）計劃：此歷程主要在「設定目標」、「產生想法」和「組織想法」。「設

寫作的作業 

寫作者的知識 

到目前為止所

寫出來的正文 

計劃

轉譯

回顧
( 採自 Hayes＆Flower,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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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標」是指根據寫作的目的和文章的對象，設定撰寫的方向和語

法；至於「產生想法」和「組織想法」就是我們常說的「構思內容」

和「文章佈局」。計劃可能發生於寫作之前，也可能持續發生於寫作

過程中，甚至也可能在草稿完成後。 

（二）轉譯：是指下筆為文，將所想到的文章內容及架構，落實為具體的

文字。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工作記憶能量將會擴展到極限，因為

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同時考慮，如擬定的目標、擬定的計劃、內容的

構思、已完成的文章內容、以及用字、遣詞、文法規則和文體結構

等等。 

（三）回顧：該歷程在整個作文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目的是在隨時

「評價」寫出的內容，並且「修改」不滿意的地方。 

 

二、論文式測驗 

學生在進入新課程之前，藉由學習的舊經驗累積已經自行發展許多關於自

然事物和事件的見解，這些見解來自生活的經驗、媒體、書本、教師等，然而

有些見解可能和科學教師或教科書上所教授的內容是相互矛盾或者是錯誤的。

教師可藉由學生藉課程學習來建構概念意義，個人原有的知識會和教學活動中

所提供的知識產生連結的特質來選擇適合的測驗型式。不同的測驗型式各自有

其限制存在，施測者可以依據所需測驗目的來進行選擇。 

是非、選擇、配合題和填充題等客觀式題目與解釋式題目經常被教師應用

於教學上，這些題型除了評量簡單的學習結果之外，也可以評量比較複雜的學

習結果，但是對於學生回憶、組織、統整和表達觀念的能力，論文式題目是最

適合的題目型態，可以提供學生相當大的反應自由，這種自由使學生可以表現

他的選擇、組織、統整與評鑑的能力（郭生玉，1996）。論文題與測驗題比較起

來，有幾個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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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量複雜的學習結果 

論文題可用於測量學生選擇、組織、統整、表達、評鑑、關聯等觀念的能

力。此等能力均屬於高層次的認知能力。 

（二）影響學生的學習方法 

學生準備測驗題考試時，花較多的時間記憶一些事實；但當準備論文題考

試時，他們花較多時間思考事實之間的關係、解決問題的方法及比較分析各種

觀念。 

本研究選擇論文題的測驗目的，針對影片內容編擬出科學寫作測驗，除了

題目及寫作說明之外，沒有其它文字提示，讓學生回憶影片內容並且對應其原

有的知識或概念，個人進行新舊知識概念的重新組織、統整，最後藉由文字陳

述於紙上。 

Ausubel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分辨了「接受的學習」（reception learning）

和「發現學習」（discovery learning）。兩者不同之處是前者的學習中，概念

和主張是由一個獨立單位來表達的（如教師、電腦、影片）；而後者的學習是由

學習者自己來推理最重要的概念，並獨自建重要的主張（王美芬譯，2002）。本

研究的科學寫作測驗首先要求學生描述影片的內容，這部分寫作的內容是直接

從影片內容觀察而來，是一般能力的呈現；另一部分要求學生針對影片中發生

的現象加以解釋或者推論其前因、後果或原理原則，此時學生需要深入的思考

事實和記憶間的關聯性，並加以評鑑，最後將結果描述出來，這是統合了一般

能力與特殊能力的呈現。研究者期望學生能藉著的科學寫作達到知識學習的能

力統整。 

 

三、觀察 

楊榮祥（1981）提出示範實驗（demonstration）為學習科學最重要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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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果適當的利用示範實驗，將是訓練學生養成敏銳知覺觀察的一種有效手

段，並認為教師在教學上應強調的知覺觀察活動有： 

（一）動用五官的觀察。 

（二）定性與定量的觀察。 

（三）變化的觀察。 

（四）能區別觀察與推理。 

（五）否定的觀察。 

（六）記錄觀察現象的能力訓練。 

本研究以實驗影片為材料，期望學生在實驗影片的知覺觀察活動之後，將

其觀察所得描述出來。在寫作測驗的預期心理之下，學生在觀察影片的態度上

將大幅提昇，細膩而敏銳的觀察力培養亦可從中養成。 

 

四、推論 

自我解釋是學習者在閱讀文章過程中，為澄清或補充句子的敘述所提出的

推論。而這些推論就是在所閱讀資料中，未明顯說明而由學習者自行加入的部

分（邱美虹，1994）。Chi 等人（1991）在探討學生研讀生物課本時的推論，將

推論的形式分為下列五類： 

（一）常識性推論：應用一般常識來產生推論。 

（二）邏輯推論：根據演繹而得推論。 

（三）統整先前出現的資訊而產生推論。 

（四）日常生活經驗所產生的推論。 

（五）利用與主題相關的背景知識而產生的推論。 

 

成功的科學學習者對於相關概念的認知架構具有強烈階層性、凝聚性，當

學生原有的知識和教學活動中所提供的知識產生交互連結作用時，透過個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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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統整、分化的專門知識架構，進行規畫、審視、調節來賦予現象、事件的意

義，藉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單一主題的課程活動，藉由寫作測驗可以訓練

學生思考的邏輯性，歸納或者類推的統整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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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功能語言 

 

本節探討的相關研究包括：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介紹、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

法結構、系統功能語言學分析文章的基本單位，分述如下： 

 

一、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介紹 

系統功能語言（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SFL）是由韓禮德

（M.A.K.Halliday）等人所發展的，系統功能語法可以區分「系統語法」和「功

能語法」兩個部分，兩個部分並非獨立沒有關聯，而是可以整合成為一種完整

的語言理論框架，認為語言系統的形成是人們在長期的互動溝通中，為了表現

各種不同的語義功能而決定的，人們為了所要表現的語義功能而進行選擇。功

能語法則可說明語言作為社會交往的工具。系統功能語言學重視詮釋語言作為

系統的內部底層關係，它是與意義相關聯的可供人們不斷選擇的若干個子系統

組成的系統網絡，又稱意義潛勢（meaningpotential）。 

系統功能語言學主要研究語言的意義和措辭之間的關係，並強調情境脈落

對語言意義和語言形式的重要性，這一點在其它語言學理論不同。對於以功能

觀點分析語言事實，從而描寫語言結構中音素、意義等成分和對應關係，以揭

示語言系統的結構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學者稱其為傳統語言學，傳統語言

學把語言看做是客體，強調有規則的語法知識。並且把語言視為心理學一支，

焦點在研究人類如何運用語法規則表達語言。系統功能語言學則是把語言作為

一意義資源的描述，重視語言的情境，Halliday認為語言是一種思維的方式，

而且關係到文化的各個方面(引自胡壯麟，1988)。 

比較系統功能語言學和傳統語言學的差異如下表2-3-1（林俊智，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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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系統功能語言學與傳統語言學的差異 

 系統功能語言學 傳統語言學 

語法根據 強調語法結構直接受到意

義的支配，並以意義來描寫

語法 

強調合乎語法的句子。 

重視語法的嚴格、客觀，反

對以意義來描寫語法。 

研究角度 以個體之間的角度來研究

語言 

以個體內部的角度來研究

語言。 

語法與語言

關係 

語法反應語言的功能。 語言是一種有規則的語法

知識。 

主義 環境主義—在社會環境中

人類如何習得語言的意義

系統 

天賦主義—人類如何習得

語言結構 

語言與學派

關係 

把語言視為社會學一支。研

究人類如何透過環境來選

擇及運用語言 

把語言視為心理學一支。 

研究人類如何運用語法規

則表達語言。 

其它語言的

研究 

強調各種語言的獨特性 強調語言間的相同點 

 

Halliday & Martin(1993)用了五個導向來簡單描述 SFL 的模式。 

 

（一）規則(rule)相對於資源(resource) 

在 SFL 的觀點，語言作為意義資源的描述，首重的不是考量句子本身是否

符合語法規則系統，而是重視文本本身是否符合情境。研究系統功能語法的學

者認為語言是一組提供給人們在各種情境中，做為各種意義資源的選擇，研究

著重在觀察「什麼人在什麼情境對誰說什麼話，用什麼方式來說明」，即研究講

者的意義潛勢(meaning potential)。 

（二）句子(sentence)相對於文本(text) 

SFL 考慮到文本作為基礎單位，而不是句子。亦即實際使用中，語言的基

本單位不是詞或句這樣的語法單位，而是表達完整思想的文本。SFL 處理語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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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話語的體現，從話語中顯露功能語法的概念—對整個文本語意的了解。 

（三）文本(text)相對於情境(context) 

SFL 聚焦在文本及社會情境間的關係，而不是脫離文章脈絡的結構實體。個

體根據情境在意義系統中進行選擇，藉此來達到交流的目的。 

（四）表達(expressing)相對於建構意義(constructing meaning) 

SFL 考慮到語言作為產生意義(meaning-making)的系統，不是一個表達意

義(meaning-expressing)的系統，語言作為一種思維的工具，它含有更積極推

理過程存在。一個特定的科學語言是一群科學社群透過語域的選擇而產生，因

此語言不只是將事實表達出來而已，語言同時也建構科學理解。 

（五）簡約的(Parsomony)相對於豐富的(extravagance) 

SFL 是隨著各種文化情境來描述其意義系統及體現的形式，因此 SFL 是導

向豐富的、精緻的模式，不是簡約的。 

 

二、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法結構 

Halliday 把語法結構區分為語法、語意及社會脈絡變數的三者交互關係來

來進行文本的分析和解釋。也就是說，分析人們選擇使用語言及情境關鍵變數

的語法架構之間來了解文本，所謂的情境變數可以通稱為語域(register)，又

可進一步將語域細分為語場(field)、語式(tenor)和語旨(mode)。 

 

(一) 語場(field) 

語場指的是文本的主題內容。不同的語場可以形成不同學科領域的語域。

例如游泳、烹飪、分子生物等不同主題的語言陳述，即為不同語場的陳述。另

外，聯合語場的意義向度稱為概念意義(ideational meaning)，而概念意義必

須考慮到實體和實體間的關係，還有實體涉入的事件以及環境。韓禮德

（1970,1973,1985,引自胡壯麟）把語言的純理功能分成三種：概念功能、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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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語篇功能，而概念功能指的是語言對人們在現實世界（包括內心世界）

中的各種經歷的表達，包括「及物性」（transitivity）、「語態」（voice）

和「歸一度」（polarity），而及物性為表達概念功能的一個語義系統，其作

用在於把人們在現實中的所見所聞所作所為分成若干種「過程」（process）；

並指明與各種過程有關的「參加者」（participant）和「環境成分」

（circumstantial  element）。如表 2-3-2 及圖 2-3-1 所示： 

表 2-3-2：及物系統分析(引自 Unsworth，2001) 

野生貓 每天晚上 在叢林地 殺 許多本地的動物 

參與者 環境 環境 過程 參與者 

 

 

 

 

 

 

 

 

 

 

 

 

 

 

 

 

 

 

 

 

 

 

圖 2-3-1 及物系統 

空間

及物性 

時間

方式

範圍

目標

動作者

言語

思維

物質

延伸 

方位 

感覺 

感情 

認知 

過程

參與者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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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旨（tenor） 

指的是使用語言的人們其彼此之間的關係，發生於人們在使用語言交際的

過程中，發話者和受話者彼此之間的關係，可以表示語言溝通過程中角色、關

係、態度等功能。 

（三）語式(mode) 

指的是語場及語旨透過語言表達出來，藉由特定的語言結構而產生意義，

稱之為語式，或稱文本意義。可藉子句的起始位置及參考 SFL 中主位(Theme)／

述位(Rheme)系統來達到。所謂的主位是話語的出發點，即一個句子的開端，為

交際時雙方已經知道的信息；述位則是對主位進行揭示或闡述的話語，是屬於

還不知道的信息。 

在 SFL 中，一個小句的意義是來自三個組成：概念、人際和語篇功能。

Unsworth(2001)舉例如下表 2-3-3︰ 

表 2-3-3︰語域分析(摘自 Unsworth 2001︰36) 

 野生貓 每天晚上 在叢林地 殺 許多本地的動物

及物性 作用者 環境︰ 

時間位置

環境︰ 

空間位置 

過程︰

物質 

目標 

語態和情態 主詞 修飾語 修飾語 述語 補語 

主位/述位 主位 述位 

 

這些語法分析應用不同意義向度的體現—概念意義(ideational 

meaning)、人際意義(interpersonal meaning)和文本意義(textual meaning)。

概念意義應用於體現語場，而概念意義可以由及物系統語法來體現；人際意義

應用於體現語旨，而人際意義可以由語態和情態的語法系統體現；文本意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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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體現語式，而文本意義可以由主位的語法系統體現。如表 2-3-4 所示 

表2-3-4 情境變數、意義向度、語法的關係 

情境變數 意義向度 語法 

語場 概念意義 及物系統體現 

語旨 人際意義 語態和情態的語法系統體現 

語式 文本意義 主位的語法系統體現 

 

三、系統功能語言學分析文章的基本單位 

系統功能語言學對於文句的劃分是以級階（Rank scale）來體現的。

Unsworth（2000）說明在系統功能語言中，文句的階層由四個級組成，分別為

子句複合體（clausecomplex）、小句（clause）、詞組（group）、單詞（word）。

其級階關係如圖2-3-2所示。 

 

 

 

 

 

 

 

 

圖2-3-2：系統功能語法文句的級階關係。 

 

所謂子句複合體即由數個小句組成，而小句則由數個詞組所組成，詞組則

由單詞所組成。例如：因為溫度會影響酵素的活性，而影響呼吸作用等代謝反

子句複合體 

單詞 

詞組 

小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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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進行。 

【例句 1】 

因為溫度會影響酵素的活性， 而影響呼吸作用等代謝反應的進行。 

小句 小句 

小句複合體 

 

【例句 2】 

因為 溫度 會影響 酵素的活性 

詞組 詞組 詞組 詞組 

小句 

 

【例句 3】 

因為 溫度 會影響 酵素的 活性 

單詞 單詞 單詞 單詞 單詞 

詞組 

 

系統功能理論中分析文章的基本單位是小句（clause）。從功能觀點來看，

小句的功能是以動詞為基礎，一個動詞的描述形成了最小的功能單位。動詞在

進行句法—語義分析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藉由不同的動詞形式可以表示

不同的時態和語態，例如：現在式、完成式、進行式和被動語態等等，另外動

詞與名詞一起可以構成不同的句型和語氣，例如：疑問句、虛擬語氣等。因此，

進行文章的斷句時就以動詞為基準，即一小句有一主要動詞。 

動詞體現了語言的概念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中及物性系

(Transitivity) 的一個成分──「過程」(Process)。語言的概念功能主要是

反映說話者對於外部世界（包括內心世界）的經驗，也就是語言所要表達的內

容。這種經驗表現為過程。在語言中，這種過程主要由動詞或動詞詞組來體現。

又由于主觀世界中的變化不是在虛無中進行的，它必然與主客觀世界的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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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相關，因此過程還應包括過程的參與者（Participants）和與過程有關的

環境(circumstances)中文動詞表達的過程可以分出比較主要的六種，它們是物

質過程、思維（心理）過程、關係過程、言語過程、行為過程和存在過程，分

別說明如下（周曉康，1989）：  

 

（一）物質過程(Material Process) 

物質過程也就是「做」(doing )的過程。一般說來，「做」就有「做」的主

體，又稱「動作者」(Actor)，也會有「做」這一過程所及的「目標」 (Goal)。

常見的動詞：吃、喝、拿、取、扔、丟、開、關、穿、洗、取消逮住（兩個參

與者）；走、跑、睡、躺等（一個參與者）。在提問時可用「做了什麼事」或「發

生了什麼事」物質過程可以有主動式和被動式之分，中文的「給」字句和「被」

字句可以看作是這種主動句和被動句的變換形式。 

（二）思維過程（Mental） 

思維過程就是感覺(sensing)的過程，它表現動作實體對客觀世界的感覺、

認識、和反應。思維過程的參與者表現為感覺者(Senser)和現象(Phenomenon)

之間的關係。而表示思維過的動詞主要有：喜歡、熱愛、害怕、吃驚、戀、相

信、理解、了解、明白、看見、聽見、想念、盼望、意識到。思維過程與物質

過程有一明顯區別，就是思維過程在句法結構上通常沒有被動式。思維過程與

物質過程的這一差異在於前者的參與者是感覺者而不是動作者。感覺者在過程

之前，客觀現象在過程之後。感覺者必須是人類，或者至少是像人類那樣有意

識的，能夠思維的主體，物質過程的參與者為有生命或無生命皆可。 

（三）關係過程(Relational  Process) 

關係過程也就是「是什麼」(being)的過程。一種是把某一屬性賦予某人或

某物，即Ａ具有屬性Ｂ，又稱為「屬性型」 (Atrributive)關係過程。屬性型

關係過程的參與者一個是「載體」(Carrier)，另一個成分是「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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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它可能賦予載體一種性質(quality)，或者賦予載體一種環境

（Circumstance），如時間、地點等，或者賦予它一種屬有關係(Possession)，

A 和Ｂ是等同關係，可以互相識同。所以又稱「識同型」(Identifying)關係過

程。識同型關係過程的參與者表現為「被識同者」(Identified)和「識同者」

(Identifer)的關係。被識同者又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符號」 (Token)，相應的

識同者為「符號」的值(Value)。 

關係過程的動詞只有少數幾個，如：是、有、是在、成為、變為、擁有、

屬於等，中文表達關係過程常常可以直接用形容詞作屬性賦於載體。屬性型關

係過程的特點是其載體和屬性不能換位，若換位，則屬性之義全無。而識同型

關係過程的被識同者和識同者則可以交換位置而意義不變，因為它們之間是完

全等同的關係。 

（四）行為過程(Behavioural Process) 

行為過程是指生理或心理行為的過程，它是由實體的生理反應或心理活動

所表現出來的。表示行為過程的動詞有：哭、笑、吵鬧、嘆氣、嘆息、憤怒等。

行為過程介於思維過程和物質過程之間。行為過程的參與者即行為者（Behaver）

也像思維過程的參與者即感覺者一樣，是要具有意識和思維能力的。 

（五）言語過程（Verbal Process） 

是指用言語形式來談論某事的過程。它表達一種口頭的或書面的報導陳

述，如：喊道、問、說、提議、報導、表揚、說、講、告訴、介紹、批評等。 

言語過程的參與者通常是一個「言談者」(Sayer)。有時也包括一個「受話

者」(Receiver)，言談者既可以是有生命者，也可以是無生命者，例如：報紙

廣播，而接受者則通常是有生命者。 

（六）存在過程（Existential Process） 

存在過程表現實體的存在，這一實體可以是人事物或狀態，表示存在過程

的動詞主要為：「有」、「是」。存在過程的參與者只有一個，即存在者。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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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各類實體，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其次，存在過程總是包含有關的環境

因素，主要是表現為處所，存在過程的有或是，表示有某一實體存在，並通過

環境因素對這一實體作描寫性的說明，而在關係過程涉及兩個參與者，表示實

體或現象之間的屬性或等同關係，它不僅是描寫性的，而且是識同性的，也就

是表示存在過程的詞與存在之間並非「占有」或「屬於」的關係。 

 

以上六種過程，可以發現物質過程、思維過程和關係過程所涉及的過程本

身及其參與者和環境因素較之行為過程，言語過程和存在過更為複雜，在前三

種過程中，又以物質過程所表現的句法－「語義結構」最為常見，即主－動－

賓，亦即動作者－過程－目標這種模式。 

過程進一步選擇的精密度，也可以表示語義選擇的精密度，如上述的關係

過程可以再細分屬性過程和識同過程，物質過程和思維過程也可以再細分如下： 

 

（一）物質過程可分為兩種，一為動作過程(Action Process)，為有生命體實

體的執行過程；另一為事件過程（Event Process）為無生命體的反映。 

（二）思維過程，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為感覺過程(Perception  Process)，

與感官有關，示耳聞目睹，像是：看見、聽見、觀察、觀賞。第二種為

反應過程(Reaction  process)，與情感因素有關，表示由客觀對象所造

成的印以及所引起的反應，諸如：喜、怒、哀、樂、興趣、愛好、喜歡、

討厭、驚訝、害怕、憎恨等。第三種為認知過程（Cognition Process），

與思維活動有關，表示思考、動腦筋，如：想、猜、認為、知道、明白、

了解、思量、估計等。 

 

 

 



 33

表 2-3-5  及物性系統 

過程 參與者 環境成分

1.物質過程

（Material） 

動作過程（Action Process） 

事件過程（Event Process 

動作者、 

目標 

2.思維過程

（Mental） 

或心理過程 

感覺過程（Perception Process）

反應過程（Reaction  process）

認知過程（Cognition Process）

感覺者、 

現象 

3.關係過程

（Relational）

屬性型（Atrributive）關係過程

識同型（Identifying）關係過程

 

載體、屬性 

識別者、 

被識別者 

4.行為過程（Behavioural） 行為者 

5.言語過程（Verbal） 說話者、 

受話者、 

說話內容 

6.存在過程（Existential） 存在物 

 

時間 

空間 

方式 

狀態 

身份 

伴隨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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