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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分別說明研究的測試對象及分組條件；

第二節研究設計與流程，說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和研究過程；第三節為研究工

具，說明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第四節資料分析，說明蒐集資料之處裡。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的受試者乃研究者所任教的高中二年級自然組的一個班級，全班

人數共為三十二名。在正式施測之前，研究者已經預先將教學單元〈種子萌發

與幼苗生長〉的課程內容教授完畢。隔二週後正式施測，將全班級的學生安排

到學校的視聽教室，測驗進行方式為：由研究者播放〈種子萌發與幼苗生長〉

的實驗影片，安排每位學生觀賞完一段影片之後，再完成由研究者設計的科學

寫作題目。 

 

 

 

 

 

 

 

 

 

 



 35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流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主旨在於運用〈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影片配合科學寫作的教學

策略，探討學生如何運用語言法則來表情達意，又探討學生如何運用自己的語

言型式來表達其對〈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影片內容的了解。 

研究者蒐集中文斷詞系統、系統功能語言學、多元評量、科學寫作等相關

文獻為理論基礎，並根據現行高中二年級生命科學（上）〈種子萌發和幼苗生

長〉的單元內容為基礎，發展並設計影片和與影片主題相關的科學寫作測驗評

量題目，將此一完成的設計作為本次的研究工具。 

在正式的施測之前，研究者將先行安排一個班級（非受試班級）做預試，

根據預試的過程、科學寫作的結果，進行修改研究的工具。待修正研究工具之

後，再安排另外一個班級（非受試班級）進行第二次預試，同樣就過程、結果

來修改研究的工具。進行兩次預試的修正後，完全確定研究的工具及施測方式。 

以完全確定研究的工具及施測方式對已選定的受試班級進行正式施測。施

測完成後，研究者將受試學生的科學寫作內容逐一逐句完整的輸入電腦，轉換

為電子檔，再分別以中文斷詞系統（CKIP）和系統功能語法（SFL）進行第一

階段的分析。接著，再進行第二階段的分析，第二階段的分析是將第一階段的

分析結果進行量的分析。 

 

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在研究題目選定後，依進行的先後順序而區分為準備階段、探

究階段以及完成階段的三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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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準備階段 

研究者先擬定與科學寫作相關的主題後，進行查詢與其相關的文獻，多次

與指導教授楊師文金討論之後，方才訂定研究的方向，並確定研究主題及研究

方法，同時開始蒐集相關文獻資料。 

（二） 探究階段 

在此階段，研究者除了持續閱讀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資料，並且嘗試自

行設計、編輯研究工具。將初步編定之研究工具，選定非研究受試班級先後進

行兩次預試工作，記錄預試過程並回收試卷，並根據預試的過程、科學寫作的

結果，進行兩次修改研究工具的手續之後，完成正式的研究工具。同時也藉由

預試的機會嘗試在不同場所進行預試，結果顯示視聽教室的條件優於教室，由

於外在干擾因素較低，因此施測地點選定在視聽教室。 

（三）完成階段 

利用正式研究工具對受試班級在視聽教室進行施測，並回收施測試卷，將

受試學生的科學寫作內容完整的輸入電腦成為電子檔之後，第一階段使用中文

斷詞系統（CKIP），第二階段使用系統功能語法（SFL）的電腦來分析科學寫作

內容，進行分析。以中文斷詞系統（CKIP）進行初步斷詞，根據初步斷詞的結

果進行人為的斷詞校正後，根據第一階段分析的所得資料，進行第二階段系統

功能語法（SFL）的斷詞剖句，進行概念意義的及物分析；以及人際意義的記憶、

觀察和推論分析。最後將分析所得資料撰寫成研究報告。 

茲將研究流程簡單的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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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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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節將介紹本次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影片、〈種

子萌發和幼苗生長〉之寫作測驗的設計內容。 

 

一、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影片 

本研究所選用的影片內容共分成五個部份，五個主題分別是為：豆子的萌

芽現象、空氣影響豆子的萌芽、空氣量影響豆子萌芽、溫度影響豆子萌芽、水

量影響豆子萌芽。每一段影片內容的設計及影片的旁白詳細介紹於下列文字： 

 

（一）主題一：「豆子的萌芽現象」內容 

1.發芽部位－胚芽 

豆子是從什麼地方發芽的呢？如果我們把豆子剖成兩半，就能看到所謂的

胚芽，豆子就是從這裡發芽的。 

2.發芽的各個階段 

仔細觀察豆子發芽的過程，就能看到發芽的各個階段。 

3.實驗裝置 

共用一個培養皿做實驗，觀察豆子發芽的過程。 

4.觀察紀錄／結果 

切成一半的豆子吸收水份及生長的速度最快，它們會逐漸長的跟含有最多

養份的豆子一樣高。豆子內部有儲存養份的部份，也有發芽所需的部份。 

 

（二）主題二：「空氣影響豆子的萌芽」內容 

1.實驗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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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漸高式水位進一步證明。 

2.觀察紀錄／結果 

種在微水區和淺水區中的豆子都發了芽，然而在深水區中的豆子不但沒有

發芽，最後還會爛掉。 

 

（三）主題三：「空氣量影響豆子萌芽」內容 

1.實驗裝置 

用不同大小的燒杯來蓋住培養皿。 

2.觀察紀錄 

觀察豆子發芽後的生長情形，一開始燒杯內大小量的空氣似乎對豆子的生

長沒有多大的影響，然而隨著豆子逐漸生長，燒杯內空氣的大小量所帶來的影

響就變得比較明顯了。最後結果顯示出：大燒杯內含有較多空氣，所以豆子生

長比例也較大，但是其他兩個培養皿中的豆子因為燒杯較小、空氣不足，所以

都會枯死。 

 

（四）主題四：「溫度影響豆子萌芽」評量內容 

1.實驗裝置 

準備四個含水容器，用豆子做實驗，觀察豆子生長與溫度的關係，溫度分

別定在攝氏 10、20、30、40 度，再將豆子放在容器內。 

2.觀察紀錄 

各容器內的豆子生長階段有很大的不同，在攝氏 10 度的低溫中，豆子完全

不會發芽；而攝氏 40 度又太高溫，攝氏 40 度容器中的豆子已經腐爛而發黴。 

 

（五）主題五：「水量影響豆子萌芽」評量內容 

1.實驗裝置 



 40

實驗觀察水量如何影響植物生長。將豆子種在乾土、微溼土、還有溼土中，

溼土的裝置是把一塊布垂掛在花盆和燒杯之間，以便讓足夠的水份被吸收入土。 

2.觀察紀錄 

溼土中的豆子最先發芽，有燒杯不斷提供水份的花盆裡面，豆子生長得最

好；乾土裡的豆子完全沒有發芽；微溼土中的豆子開始有一點發芽的跡象。 

 

二、〈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影片之閱讀理解測驗 

以下為研究者經過兩次預試、兩次修正後的正式研究工具，也是本次研究

所使用的研究工具。 

 

（一）試卷封面的測驗說明 

親愛的同學： 

這份評量的目的，主要是評量觀賞影片後，你對『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概念

的理解。 

每一段影片後面有兩個問題： 

1.希望你用文字仔細描述影片的內容。要紀錄影片中的實驗是怎樣進行的？實

驗的結果又是如何？ 

（你的文字敘述包括：實驗的材料和裝置、實驗進行的步驟或方法、以及其形

態特徵和變化情形等等） 

2.寫出實驗中的科學概念或原理？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請舉手發問，如果沒有問題，看完影片之後可以開始作

答。 

 

（二）這份評量的目的主要是探討學生如何描述〈種子萌發和幼苗生長〉影片

的內容及相關的概念。因此每一段影片結束後，要求學生回答下面的兩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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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希望你用文字仔細描述影片的內容。要紀錄影片中的實驗是怎樣進行的？實

驗的結果又是如何？ 

（你的文字敘述包括：實驗的材料和裝置、實驗進行的步驟或方法、以及其形

態特徵和變化情形等等。） 

2.寫出科學概念或原理：導致此實驗結果的原因或理由為何？ 

 

三、施測過程 

為了營造合宜的學習氣氛，以及減少環境因素的干擾，研究者將施測的地

點安排在視聽教室，學生就座完畢之後，由教師宣讀測驗題本封面的指導語，

然後準備測驗，測驗進行的方式為由教師先播放一段影片，影片是有字幕的，

而播放時已經將影片的聲音關掉，學生看完一段影片之後，教師會先暫停影片，

讓學生寫測驗上的題目，直到全數學生寫完該題後，再播放下一段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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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分析 

 

本研究在正式施測所得到的科學寫作文本資料，先行整理、編碼，然後完

整輸入電腦，製作成電子檔，再先後進行二個階段的分析。第一階段的分析有

兩個理論基礎，一個是中文斷詞系統（CKIP），另一個是系統功能語法（SFL）；

第二階段的分析則是將第一階段的分析結果進行量的分析（Excel 和 SPSS的分

析）。 

 

一、中文斷詞系統（CKIP）斷詞分析  

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在1994 年完成了一個大規模的中文平衡語料庫，共計

有五百萬目詞。在中央研究院平衡語料庫中的文章，都是已經斷好詞，並且標

上詞性標記的語料，提供了一個具有統一標準的資源。其特色有： 

1.斷詞是遵循計算語言學學會的分詞標準「中文資訊用分詞國家標準草案」的

原則切分。 

2.採用的標記集合六百四十三個基本標記，再加上三個特殊標記，共四十六個

標記。所採用詞類純粹是為了標示一個詞在句子中的語法功能。每個詞類所

代表的意涵，可參照詞庫小組技術報告#93-05。 

3.特徵標記集：除了標記詞類以外，也為某些特殊句法表現做標記，採用特徵

標記共8 個，是針對動補式動詞和動賓式動詞的可拆現象、合併詞中插現

象、名物化結構和外來語所設計。 

（一）中文句子的語法分析 

一個句子的語法分析就是根據語言的文法，找出句子的語法結構。句子的

語法結構可以用一個樹狀結構來表示，下圖 2-2-1 就是「張三在公園看到李四」

的語法分析（陳克健，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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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子 

名詞片語              動詞片語 

名詞       介系詞片語            動詞片語 

介系詞       名詞      動詞      名詞片語 

名詞 

張三    在          公園      看到        李四 

圖 2-2-1  中文的語法分析 

從上面分析的語法結構，可以得到一些語意的成分，如「張三」是主語，

「看到」是他做的動作，「李四」是動作的接受者，「在公園」為事情發生的

地方。分析句子的語法結構根據的是文法，不同的語言有不同的文法。而句子

的組成基本單位是詞（word）而不是字（character），例如名詞、動詞、形容

詞、介系詞及副詞等。一般而言，詞為有獨立語意的基本單位。字不一定能夠

形成有意義的單元，如「葡萄」是有意義的名詞，但「葡」並無獨立的意義：

「逍遙」是一組有意義的形容詞，但「逍」、「遙」一旦拆開則是各自有其意

義。 

英文句子中，詞和詞之間是以空白來分隔的，中文詞和詞之間沒有分隔。

因此，中文句子分析的第一步工作是斷詞，第二步才是剖句。電腦斷詞必須依

靠字典，電腦中必須建立一個有利於斷詞的字典資料結構。這個資料結構，包

含「所有」的詞及其屬性資料。屬性資料則是用來幫助剖句用的。例如「張三」

是專有名詞，為人名；「看到」是動詞，有一個賓語，有眼睛才能做這個動作。

電腦依據輸入的字串去查字典資料，把詞斷出來，並給予他們的屬性資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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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文法及詞的屬性資料剖析句子的語法結構。剖句的過程和應用的技巧類似

計算機程式語言的編譯工作（compiling）（陳克健，1985）。 

 

（二）斷詞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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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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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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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C2C3  

……Cn），斷詞系統的目的就在於找出正確的詞串（W1W2W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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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樣識別的過程中，並不是直接查詢字典，就可以斷出正確的句子來，過程中存

在有一些問題產生（朱怡霖，2002）。 

 

（三）斷詞剖句的一些難題 

1.剖析自然語言的句子時，常出現的幾個主要的難題（陳克健，1985）： 

（1）詞的集合是一個開放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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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資料要包含「所有」詞的資料這是不可能的。詞也有它的生命週期，

隨時隨地有新詞產生，有古老的詞死亡。例如愛滋病、太空梭、做秀都是新產

生的詞。詞也有無限產生性，如數詞：一、二、三、四、……，人名，地名，

可以是任何字的組合。所以電腦的詞典也要隨時更新，就如同人類求得新的知

識一樣。對無限產生的詞，必須用有限的組合律來組合。對於不可能存入詞典

的人名地名，要有推理的能力，知道可能是人名或地名。 

（2）斷詞的難題 

一串字可能是多重的組合，例如「國民大會代表」六個字可以是三個詞，「國

民」、「大會」、「代表」；可以是兩個詞，「國民大會」、「代表」；可以是一個詞，

「國民大會代表」。必須在剖句過程中去除不可能的組合情形，一個詞可以不連

續地出現在句子中，例如「幽了他一默」中，「幽默」是一個詞，但不連續，電

腦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3）文法的設定 

雖有學者在中文的文法方面做過不少的研究，但是適用於電腦剖析用的文

法，卻仍付之闕如。電腦的文法和普通文法，基本上並無不同。但是因為電腦

程式是一板一眼的，不能容許任何不明確的地方。因此，電腦使用的文法必須

更準確，更要面面顧到。 

（4）語意和語法中含混的問題 

 例如：「下雨天留客天留我不留」，這個例句是典型的這類問題。 

 例如：「中華大敗日本」、「中華大敗」。二者同樣是「大敗」，但前者中

的大敗事實上是大勝的意思。 

 例如：「芝蔴大的燒餅」，指的是芝蔴比較大的燒餅？還是指好小的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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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舉的一些難題，只是分析自然語言的難題中的一小部分。若依照中

文口語或文法的寫作來做斷詞剖句，事上所面臨的難題可能更多更複雜。因此，

在進行斷詞剖句時的發生些許的誤差。 

2.面對中文斷詞的主要問題 

在中文語法裡，基本的語意單位不是字，而是詞，所以在中文自然語言處

理上，中文斷詞是個相當基礎且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個斷詞系統的準確性和完

整性，會直接影響到後續的各個應用處理。斷詞系統所面對的問題大致上可分

為三類（朱怡霖，2002）： 

（1）詞的標準不同 

什麼是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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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歧義性 

一個中文句子中，可能存在不只一種的斷詞結果，中文斷詞最大的問題就

在於解歧義性，必須找出最可能最正確的斷詞結果。歧義型態大致上可以分為

兩類： 

 交集型歧義 

例如在欄位ＡＢＣ中(Ａ、Ｂ、Ｃ 分別代表有一個或多個中文字組成的字

串)，而Ａ、ＡＢ、ＢＣ、Ｃ 分別都是詞表中的詞，則稱ＡＢＣ該欄位為交集

型歧義欄位。如：「中國人」三個字，可對應至詞表中的詞有「中、中國、國

人、人」，將產生「中 國人」、「中國 人」兩種切分結果。 

 組合型型歧義 

若在欄位ＡＢＣ 中，Ａ、Ｂ、ＡＢ 分別都是詞表中的詞，則稱該欄位為

組合型歧義欄位。如：「才能」二個字，可對應至詞表中的詞有「才、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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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列句子正確的斷詞為「他 才能 非凡」，「只有 他才 能 勝任」。 

 未知詞 

在這裡的未知詞，指的是沒有收入在系統辭典裡，但是卻又必須正確切分

出來的詞，例如人名，地名，組織名，數字年份，人名姓名簡稱，複合詞等等。

社會在變遷，人類語言不斷在發展和變化，新詞會層出不窮的出現。  

誠如以上所舉，計算語言界對於中文詞的定義常常各自持有不同的看法與觀點，

以不同的斷詞系統分析自然語言時可能產生不只一種的斷詞結果，由於斷詞是分

析自然語言時重要的基本程序，為了找出最適宜的斷詞結果，在電腦中文斷詞系

統分析之後再進行人為的校正。 

 

（四）斷詞分析 

CKIP 中文自動斷詞系統電腦程式，具有中文自動斷詞功能和中文詞類自動

標記功能。這部分的分析包含下面兩個步驟： 

1.將學生的科學寫作電子檔輸入該 CKIP 程式系統，進行斷詞 

例如：將(P) 一(Neu) 個(Nf) 透明(VH) 盆子(Na) 放滿(VC) 棉花(Na) ， 由(P) 

高到(VH) 低(VH) ， 製造出(VC) 深(VH) 水(Na) 及(Caa) 淺(VH) 水

(Na) 兩(Neu) 個(Nf) 不同(VH) 地方(Na)。  

2.研究者檢視 CKIP 的斷詞和中文詞類標記結果，做斷詞校正 

例如：將(P) 一個(Neu ，Nf) 透明盆子(VH，Na) 放滿(VC) 棉花(Na) ， 由高

到低(P ，VH ，VH) ，製造出(VC) 深水(VH ，Na) 及(Caa) 淺水(VH ，

Na) 兩個(Neu，Nf) 不同(VH) 地方(Na)。 

 

（五）內容詞、科學內容詞 

1.內容詞 

中文語法對詞的分類有多種標準，本研究的分類是將詞分為內容詞和非內

容詞，而內容詞指的是對詞的語匯意義而言具有實在的意義的詞，包括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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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形容詞及副詞等為「內容詞」，例如：空氣、土壤、準備、剖開、高大

的、乾燥的、不斷地、緩慢地等等，其它一般不表示實在意義的代詞、介詞、

連接詞、語助詞、感嘆詞、數量詞等為非內容詞。 

2.科學內容詞 

科學內容詞指的是具有科學意義的內容詞，本研究對於科學意義的標準的

主要來源是《朗文英漢生物圖解詞典》和《牛頓生物辭典》中的詞彙，以及相

關教科書出現的內容詞。例如：種子、種皮、子葉、呼吸作用、體積、燒杯、

溫度、酵素、有機物、CO2、擴散作用等。 

 

二、SFL 系統功能語法 

系統功能語言最主要是從三個脈絡變數來探討語言。一為語場（Field），

主要探討社會活動、主題或內容；二為語旨（Tenor），主要瞭解語言傳遞中的

人際關係；最後則為語式（Mode），主要探討媒介和語言的角色。其中脈落變

數中的語場，即相對應於語義中的概念（Ideational）功能，用來說明在真實

世界發生了什麼事件。而語旨，即相對應於語義中的人際（Interpersoanl）功

能，表示語言溝通中的角色、關係、態度等功能。而語式則相對應於語義中的

語篇（Textual）功能，表示語言訊息中的排列優先順序（許佩玲，2004）。 

本研究將學生的科學寫作電子檔案輸入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楊文金教授研究室開發的 SFL 中文系統的程式中，再根據 SFL 理論基礎進行下

面的斷句分析、斷詞分析、過程分析、級轉移分析、觀察、推論句分析的五項

分析過程： 

 

（一）斷句分析 

系統功能理論分析文章的基本單位為小句（clause），從功能觀點來看，

小句的功能是以動詞為基礎，而一個動詞的描述形成了最小的功能單位，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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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斷句時就以動詞為基準，即一個小句有一個主要動詞。 

（二）斷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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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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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participant）和「環

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 

因此 SFL 斷詞分析進行的是 SFL「及物性」分析，找出小句中的「參加者」

（participant）、「過程」（process）和「環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 

（三）過程（Process）分析 

語言可以作為一種社會符號，它反映人們生活中的主客經驗。及物性系統

又是作為一種反映社會符號的語言系統，決定句子的基本性質和類型，它通過

具體的語言材料，主要是通過具體的動詞形式體現並連接句子的其它成分，從

而反映出現實世界中事件發生、發展、存在等種種過程，揭示語言形式與社會

功能之間的種種關係。 

SFL語法分析的概念意義向度分析，分析文本的「及物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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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分析中，過程（Process）

進一步選擇的精密度，也可以用來代表語義選擇的精密度，本研究依據下表中

過程（Process）的分類，進行過程（Process）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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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及物系統的六類過程 

1.物質過程（Material）

 

動作過程（Action Process） 

事件過程（Ev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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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關係過程

（Relational） 

識同型（Identifying）關係過程 

屬性型（Atrributive）關係過程 

4.行為過程（Behavioural） 

5.言語過程（Verbal） 

6.存在過程（Existential） 

（四）級轉移（rank-shift）分析 

從結構的複雜性可以分析語言材料的精度和深度，而構成複雜性的原因包

括了級轉移（rank-shift），級轉移指的是一種功能和成分之間的關係，使用大

的語言單位來填補小的語言結構空位的現象就是級轉移，例如：小句起短語作

用、小句起限制詞作用的轉級。分析級轉移可探討寫作材料結構的複雜性。 

（五）觀察、推論句的分析 

SFL 語法分析的人際意義向度分析，指的是學生科學寫作中的觀察、推論句

的分析，把寫作內容區分為：記憶、物件觀察、步驟觀察、現象觀察、推論。在

影片中可以直接觀察到的是：物件觀察、步驟觀察和現象觀察。而無法在影片中

直接觀察到的是：個人的記憶力和推論能力。 

1.物件觀察：對影片中出現物件的描述，例如實驗裝置的描述。 

2.步驟觀察：對影片中實驗實作過程的描述。 

3.現象觀察：對影片中實驗變化和結果的描述，例如幼苗的生長變化。 

4.記憶力：不是從影片中直接觀察或推論得來的，為學生對書籍內容、教學或經

驗的記憶等本身原有的知識。 

5.推論能力：無法從影片中直接觀察，而必須是從科學知識記憶或所觀察到的事件

或現象，進行前因、後果、普遍原理原則等推論得到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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