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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旨在討論研究成果，並探討建議未來的研究方向。全章共有四節：第一

節為「綜合討論」；第二節為「研究發現與結論」；第三節為「檢討與建議」；第

四節為「未來研究方向」。 

 

第一節 綜合討論 

一、研究問題與研究結果之回應 

1-1 作答不同論述方式試題的學生，在作答表現上是否有差異？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論述方式試題」對學生答對率的表現並無造成顯

著差異（P＝.964），即學生整體作答表現不會受題本不同而有所影響。詳細統

計資料如下表 5-1-3 所示。但就單一試題表現來看，計有 S012026、S022206、

S012013、S012001、S012005、S012004、SF12040 七題是有達顯著差異，即在這

七題之中，學生作答表現會受試題論述方式的不同而有所影響。詳細情形如下表

5-1-1 和 5-1-2 所示。 

 

表 5-1-1 不同題本試題整體平均答對率之 t 考驗分析 

95％的信心區間 
試題形式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科學教育月刊試題 73.10 15.95 3.33 66.20 79.99 

TIMSS 2003 測驗試題 72.89 15.39 3.21 66.23 79.54 
總平均 72.99 15.50 2.28 68.39 77.59 

T 值 .046 
顯著性(P)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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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單一不同論述方式試題平均答對率之 t 考驗分析 

不同論述方式試題之答對率t考驗 

試題代號 
試題

學科 
趨勢題 

認知領域

架構 
題本

答題

人數 平均
標準

差 

自由

度 
t值 p值

A 108 62.96 48.52
S012026 

生活

科學 
是 

概念性理

解 B 102 89.22 31.17
208 4.635＊ .000

A 108 59.26 49.36
S022206 化學 是 

事實性知

識 B 102 76.47 42.63
208 2.697＊ .008

A 102 18.63 39.13
S012013 

地球

科學 
是 

概念性理

解 B 108 30.56 46.28
208 -2.011＊ .046

A 102 73.53 44.34
S012001 化學 是 

事實性知

識 B 108 49.07 49.22
208 3.732＊ .000

A 102 64.71 48.23
S012005 

環境

科學 
是 

事實性知

識 B 108 80.56 40.23
208 -1.048＊ .010

A 108 90.74 29.12
S012004 物理 是 

概念性理

解 B 102 76.47 42.63
208 -2.846＊ .005

A 108 49.07 49.22
SF12040 化學 不是 

概念性理

解 B 102 78.43 41.33
208 4.61＊ .000

＊p＜.05，A：科學教育月刊試題、B：TIMSS 2003 中文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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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不同性別的學生在作答表現上是否有差異？ 

從表中可發現，女生的平均答對率表現雖稍微高於男生的答對率表現，但平

均數差異檢定的 T 值是-.35，顯著性考驗的 p 值是＝.72＞.05，未達顯著水準，

表示不同性別的學生在平均答對率表現上是沒有達顯著不同的。詳細情形如下表

5-1-3 所示。 

表 5-1-3 不同性別學生平均答對率之 T 考驗分析 

性別 人數 平均答對率（％） 標準差 自由度 t 值 p 值 

男 107 70.795 16.304 
女 103 72.459 15.304 

44 -.35 .72 

 

1-3 不同語文學習能力（分高、中、低三組）的學生在作答表現上是否有差異？ 

研究數據結果顯示，「不同語文能力」對學生答對率的表現造成顯著差異（P

＝.000），即學生整體答對率表現會受語文能力不同而有所影響，且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高語文能力組的答題正確率都明顯優於其他兩組。詳細統

計資料如下表 5-1-4 所示 

 

表 5-1-4 「不同語文能力」學生平均答對率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變項名稱 人數 平均答對率（％） 標準差 
高 57 81.05 14.33 
中 96 74.91 14.12 語文能力 
低 57 63.02 18.15 

F 值 8.67 
顯著性（p） .000 
事後比較 高＞低，高＞中，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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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語文能力」和「不同的試題論述方式」在學生的作答表現上，是否有交互

作用？ 

研究數據結果顯示，「語文能力」和「不同的試題論述方式」在學生的作答

表現上並無顯著交互作用（p＝.361＞.05）。詳細統計資料如下表 5-1-5 所示 

 

表 5-1-5 不同試題論述方式和不同的語文能力高低之整體答對率分析 

試題文本 語文成績分組 平均答對率（％） 標準差 

低 62.38 48.22 
中 75.64 43.14 科學教育月刊題本 
高 81.25 39.58 
低 63.66 49.21 
中 74.17 43.28 TIMSS 2003 測驗題本 
高 80.85 39.42 

F 值 1.02 
顯著性（p） .361 

 

2-1 兩種不同論述方式的試題在內容詞數（科學內容詞數，一般詞數）使用情形

為何？是否有異同之處？ 

本研究以系統功能語法為理論背景，將 23 道試題分成內容詞語意改變、內

容詞詞彙增減、內容詞位置改變、內容詞彙改變等四個向度，詳細分類情形請見

下列表格 5-1-6。 

表 5-1-6 不同試題論述方式之內容詞改變向度分析 

不同試題論述分析/內容詞改變向度 

試題代號 

科學教育月刊試題 TIMSS 2003 試題 內容詞數改變向度 

S012025 哪幾種粒子所組成 含有哪幾種粒子 內容詞語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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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2026 性狀 特徵 內容詞彙改變 

S012027 
風在什麼時候會開

始變得比較冷？ 

其中有一天，冷風突

然吹襲。請問冷風在

什麼時候到來？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28 依據哪個 利用哪一項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37 
參與者+過程詞+環
境成分 

環境成分+參與者+
過程詞 內容詞位置改變 

S012029 
展示板向右移 40 公
分，使展示板和燈泡

的距離為 80 公分 

展示板向右移 40 公
分至距離燈泡 80 公
分處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30 地底下的洞穴、水 地下洞穴、地下水 內容詞彙改變 

S022206 物質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13 山年代較老 山年代較久遠 內容詞彙改變 

S012014 訊息、腦部 信息、大腦 內容詞彙改變 

S012015 
蠟燭的反射光看起

來是從鏡中的哪一

點出來的 

蠟燭經鏡面反射後所

成的 
像會在哪一點上出現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16 
參與者+環境成分+
過程詞 

參與者+過程詞+環
境成分 內容詞位置改變 

S012017 影響 效應 內容詞彙改變 

S012018 哪一個 哪一項 內容詞彙改變 

S012001 
器官不是位於腹部

中 器官的位置不在腹部 內容詞詞彙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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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12002 
1 號彈簧和 2 號彈

簧是相同的 
彈簧 1 和彈簧 2 為相

同的彈簧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03 
木材可以達到燃燒

的溫度 柴火加熱至可以燃燒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04 
沒有足夠的光線可

以反射 反射出來的光線不足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05 會產生嚴重的後果 會使土地產生嚴重的

後果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38 
紅血球的主要功能

是？ 
下列哪一項是紅血球

的主要功能？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39 
環境成分+參與者+
過程詞 

參與者+過程詞+環
境成分 內容詞位置改變 

SF12040 原子全部取出來 所有原子都拿掉 內容詞詞彙增減 

S012041 哪一種 哪一類？ 內容詞彙改變 

 

2-2 閱讀不同論述方式試題之學生對試題的理解情形是否有差異？ 

進行問卷調查分析後，發現學生對一些內容詞彙（科學詞彙、一般詞彙）生疏

或者是誤解，往往造成閱讀理解上的阻礙，進而影響到作答正確率。再者，當題

目文字訊息量較多或者是一些內容詞的改變，也都是造成學生閱讀理解上的明顯

差異。總體上，高、中語文能力學生對不同的試題論述方式理解差異並不大，但

對低語文能力的學生，有些內容詞的改變就會造成其閱讀理解上的差異。 

 

2-3 科學教師對不同論述方式試題的觀感和學生的作答表現是否有一致性？ 

就 12 位科學教師整體問卷調查結果來看：全部 23 道試題中，老師對不同論述

方式試題的觀感和學生的作答表現呈一致性的計有 16 題，佔全部總題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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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7%；而不呈一致性的則計有 7 題，佔全部總題數的 30.43%。詳細資料可見

表格 5-1-7。 

 

表 5-1-7 科學教師對不同試題論述方式的觀感和學生作答表現之對照 

註：○代表一致性，X 代表不一致性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致性 ○ ○ ○ X ○ ○ X X ○ ○ ○ X

題號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一致性 ○ ○ X ○ X ○ ○ ○ ○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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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現與結論 

  從本研究中，可以歸納出五點結論： 

1. 不同試題論述方式的使用影響學生閱讀理解 

在TIMSS 2003的測驗調查工具中，克服語言上的差異絕對是當務之急。在

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即使用相同語言作工具的編制，但不同的句子表達方式，也

會造成學生作答表現的差異。就以本研究來看，內容詞彙的選擇或增減，影響了

學生的閱讀理解，進而影響作答正確率的表現。就如同Yore 與Denning (1989)

所指出，學生要理解科學文章敘述所需要的技能包括下列三大類： 

（1）詞彙（vocabulary）的技能:有關字彙的定義與使用，如瞭解專有名詞的意

義與適當地使用專有名詞，由前後文的關係瞭解字彙的意義，由字的組合瞭解詞

彙的意義（吳惠琪，2004）。 

（2）理解（comprehension）的技能：包括三方面的理解。文意理解 

（literal comprehension）強調確認主要觀念與其證據之間的關係，利用圖形、照

片、方程式等視覺表徵瞭解文字的意義。推論理解（inferential conprehension）

是指能區分各人意見與事實的差別，閱讀後作摘要，提出主張，推論因果關係，

比較或對照事件的異同。應用理解（applied comprehension）能完成應用性的作

業，亦即能夠將所學應用在解決問題上（吳惠琪，2004）。 

（3）探究的（study）技能：能組織課文或做筆記，能自己畫關係圖，搜尋特定

訊息，辨識科學文章的組織架構（吳惠琪，2004）。 

 

今天在進行跨國際比較的科學成就測驗裡，不同學科都有不同語言表達模式，

也因各個學科本身的性質不同、內容不同，各自有其獨特的思辨方式、了解學科

內容的方式、提出問題的方式、辯論問題的方式和總結問題的方式等，都應必須

納入試題工具的信度考量。TIMSS 2003 的測驗調查工具轉譯成不同語言的試題

時，必須藉由每個施測國間的國家研究協調者（NRCs），也就是各國專案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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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單位，會將試題與問卷翻譯成自己國家的語言。翻譯完成後的試題與問卷，

將會被送回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研究中心(ISC)檢測是否和英文版的內容是否相

符及正確。雖然就翻譯學上標準而言，「等值」「等效」只是一種理想，但提出這

種論點決不是要減輕各國轉譯試題工作者的責任心和使命感。相反地，正因為認

識到翻譯作為跨語言、跨文化交流的困難和意義，研究單位就更應知難而進，充

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以高標準完成這一項科學成就測驗的交流任務。 

 

2.語文能力的高低影響學生的作答表現 

  在本研究中可以發現：不同語文能力的學生，在作答正確率的表現是有顯著

差異。也因如此，科學語文能力的提升，也是當今科學教育界必須重視的課題之

一。尤其九年一貫課程教育改革實施以來，國內大眾十分擔心其實施的成效，許

多的專家研究學者也都相對的提出一些質疑和呼籲，擔心九年一貫教育實施後國

中學生數學、科學的成績會變差許多，甚至在學習成就方面更會出現兩極化的「雙

峰」現象！不僅如此，許多學生在科學語文能力的應用和表達方面，甚至連基本

閱讀能力都成問題，更何況要使用完整的句子來表達，並寫出正確的解答呢！

TIMSS 2003 科學成就測驗試題裡的題型分為兩種，一種是選擇題

（Multiple-choice Item）；另一種則是非選擇題（Constructed-response Item）的形

式。從 TIMSS-R、TIMSS 2003 等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我國往往在選擇題的表

現是優於非選擇題形式，而這也慢慢透露出一種警訊：如果學生不能適當的運用

語言、文字表達對科學概念的了解，日後的 TIMSS 科學成就表現也勢必會受到

某種程度的影響，甚至影響層面擴散到整個國家科學的發展和競爭力。 

 

3.科學內容詞彙的使用對學生作答產生影響 

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發現，科學內容詞的使用方式不同，往往也是影學生作

答正確與否的關鍵因素。科學是由一套規範的文字、公式、圖表所構成具有嚴密

邏輯結構的知識體系，這種體系的規範之下，就使得科學語言就有別於自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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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張筱莉、林陳涌，2001)。就如同調查結果分析中，本研究工具裡「性狀」、

「元素」、「化合物」、「混合物」、「合金」等轉譯後的科學內容詞彙對學生閱讀理

解產生困擾，那原本的英文題本要轉譯成其他國家所慣用的科學語言時，問題也

可能隨之發生。以科學語言作為科學思想交流、傳播保存的工具，在科學技術的

發展過程中具有其重要的地位，作為科學理論思想的表現形式和載體，科學語言

是有別於自然生活語言，對學生的學習上更是如此！然而，有時大量的使用科學

語言和特殊的語言型態，往往是造成科學學習的障礙之一(Duran,1998)。Osborn & 

Bell（1983），Garaway（1994）等學者亦指出科學語言對科學學習造成的影響，

經常來自於科學領域中使用的專有名詞常以另一種意義出現於日常生活中，而在

相異的情境背景下，學生並不易理解這些學術性的語詞在科學領域的意義（張筱

莉、林陳涌，2001）。一般生活世界中與科學世界中的科學存在著許多差異性，

從學生的眼中我們的確可以發現，學生不易區分這兩者語言間有何差異，所以他

們選擇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解讀科學專有名詞。Solomon(1983)的研究也指出，

隨著時間的流逝，如果沒有進一步增強，學生會優先選擇生活中出現的意義。誠

如維根斯坦所言，語詞的意義必須在使用中被澄清，因此，讓學生試著於科學學

情境下使用、說明專有名詞，學生才能夠了解其意義（張筱莉、林陳涌，2001）。 

 

4.女生對不同試題論述方式的理解表現不輸給男生 

由TIMSS-R 和 TIMSS 2003兩次的科學成就測驗顯示，國際上的平均表現

男生在科學和數學的學習成就顯著優於女生，但是 TIMSS-R 和 TIMSS 2003做

比較時則發現，女生在科學及數學的學習成就有顯著逐漸成長的趨勢，甚至在

TIMSS 2003 時有些國家女生的學習成就已經優於男生（Martin et al.,2003）。就

本研究來看，女生的平均答對率表現是稍微高於男生的答對率表現，雖未達統計

上的顯著差異，但女生在不同試題論述方式的理解表現是不輸給男生的。而這一

點發現，也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張秋男、邱美虹、曹博盛、張美玉、羅

珮華、林碧珍、蔡文煥、譚克平，2005 )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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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以 TIMSS 2003整體成就表現中，我國男生女生的量尺

分數僅差一分，兩者之間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由此可以看出，性別不再是造

成男女學生科學成就差異的原因。 

 

5.語文能力和不同論述方式試題間並無顯著交互作用 

本研究以雙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語文能力高低和不同論述方式試題間

並無顯著的交互作用（p＝.361＞.05），故語文能力高低和不同論述方式試題是為

獨立單因子，影響學生作答正確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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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檢討與建議 

 

一、應用研究工具的考量與合適性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是由科學教育中心所公布的兩種不同中文題本試

題，研究對象僅限於台北縣某公立國中八年級學生。因此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

將 TIMSS 歷屆科學成就測驗試題作試題轉譯方法上的比較，研究對象也可以作

大規模的取樣。除此之外，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是改寫自科學教育月刊試

題，也因為工具的取得是現成舊有的，因此在本研究中比較難去深入分析哪一種

特定翻譯方法或技巧，會對學生的作答表現有顯著影響，而這也是日後再進行相

關此研究時，所必須改進或考量的因素之一。 

 

二、其他不同論述方式試題的分析 

本研究僅以 TIMSS 2003 公開釋放的 23 道試題作分析與探討，但在相關科

學成就測驗試題能有許多未分析的地方。如何找出各種不同學科、不同轉譯方法

或技巧對學生作答的影響具有差異性，仍是日後極具迫切性的研究方向和議題。

其實，就拿國內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試題來看，許多學生都會反應題目陳述方式

太過冗長，以致於無法正確的閱讀理解題意，那研究者也不禁好奇？是什麼樣的

陳述方式或論述方式讓學生最感覺到困擾？那這樣的困擾是出自於試題本身，亦

是學生語文能降而導致呢？九年一貫實施這幾年來，研究者本身所面臨到的教學

難題，不僅是課程本身的難度或者是概念的抽象程度，現在還要擔心學生的語文

程度，因此如何培養學生正確良好的科學閱讀能力，絕對是刻不容緩的議題和方

向。 

 

 

三、設立專職 TIMSS 等相關科學成就測驗翻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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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兩種不同論述方式試題，原先都是由同一份英文試題翻譯而

來。研究者發現，即使使用相同語言作為試題論述方式的工具，但不同的論述方

式，著實也造成了學生某一程度上的閱讀理解差異。基於此，日後如果能有專職

的機構建立相關的網路資源，將歷年來我國參與 TIMSS 等國際性的科學成就測

驗中英文試題公佈上網，供研究人員與教師參考，並能設置相關科學翻譯人才培

訓機制，對我國在轉譯相關科學成就測驗試題時，更能趨近於完美。王道還(2001)

也認為國內科學與人文的鴻溝太大，有科學背景的很少進入科學翻譯的志業，因

此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趕快給翻譯一個適當地位，才能提升品質。 

 

四、重視科學閱讀能力的培養 

「閱讀」在科學傳達能力的培養上常常被忽略。常常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自然課中進行了多少的閱讀活動？ 事實上，自然課中很少閱讀，因為大多數

自然老師教學時，閱讀不視為一件重要的科學活動，但是想想看，「用心操作」

(minds-on)不是和「用手操作」(hands-on)都是真實科學活動的一部分嗎？ Bulman 

(1985)指出許多科學家經常閱讀有關科學的期刊，所用的時間約一個星期中有五

小時，所以我們期望學生進行科學活動時，能有科學家的精神，那麼「閱讀」在

科學學習活動上就顯得非常重要。其實在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常要求 

學生能從書籍、報刊、網路等收集並閱讀許多的科學資料，那麼閱讀活動就應該

要有計畫的設計，並且進行有意義的教學活動，同時這也是自然課程中很重要的

學習一環（吳惠琪，2004）。 

 

五、研究設計、方法之拓展 

（一）研究設計方面 

本研究是採用實驗研究設計中「後測控制組設計（ post-only control 

design）」，因為沒有實施前測，所以比較難以檢驗 A、B 分組是否有差異存在，

或難以控制發現存在的統計差異。因此本實驗有其實驗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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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者無法根據前測分組，以觀察處理不同次級組的影響。 

2.研究者無法決定是否有差異的疏失現象發生。 

3.統計分析較不精確，不易像前測－後測控制組設計一樣可以顯示實驗組與控制

組之間的差異。 

 

（二）研究方法方面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是利用施測和問卷調查結果的數據作為分析的資

料，而對學生在閱讀不同論述方式試題的心智模式運作則無法精確地深入了解和

探討。若日後的研究，可以再增加晤談和相關語文能力探討的質性模式分析，則

將有助於了解學生語文能力高低和閱讀理解力的對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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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來研究方向 

 

一、系統功能語言學之應用範圍 

本研究在系統功能語言學理論上的應用僅限於文字中的語法單位分析，但該

理論所含括的研究範圍可拓展至概念、人際和語篇功能等多面向，故不只在

TIMSS 科學成就測驗試題書些文字上的分析，示意圖形、圖片上的分析也是可

以拓展的方向。國內外有許多研究學者如 Unsworth(1997，2001)、Veel（1998）、

林俊智（2003）、許佩玲（2004）、陳世文&楊文金（2006）等對圖文整合方式作

了不同程度的探討。因此，未來研究方向可以系統功能語言學理論為基礎，將

TIMSS 科學成就測驗試題的圖文整合方式對學生閱讀理解的影響作分析與探

討。日後如果能發展出學生閱讀文字和圖片的整合途徑，相信對之後的科學成就

測驗工具編制上能更趨近於完美。 

 

 

二、科學閱讀能力相關研究的拓展 

近年來，與科學閱讀相關的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教科書的編排內容與形

式、學生的閱讀技巧、教師對教科書的使用等。研究的內容方面，則主要是科學

文本分析（陳世文 & 楊文金，2006）、學習者的閱讀能力、教師對教科書的使

用及教師對科學閱讀的態度與知識排等。依據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顯示：科學教

科書的閱讀理解難度高過於學生的閱讀程度，不同學科、不同主題的科學文章可

讀性不同，教科書的編製及選用影響教學。但在教學實務上，目前中小學科學課

程中少有與科學閱讀理解的相關教學，而這也是日後更應重視的一個方向(DiGisi 

& Willett,1995; Glynn & Takahashi, 1998; Shymansky et al., 1991; Yore, 1991；吳惠

琪，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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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科學教育研究的一大進展是將科學閱讀概念化，認為科學閱讀是在

社會文化脈絡下，閱讀者自身的知識、感官經驗與文章之間的互動歷程。讀者在

處理訊息的過程中，必須一面在自身經驗與由文本所獲得的看法間快速轉換，一

面以個人的世界觀比較文章中的訊息與經驗。閱讀者由文本中擷取資訊和經驗，

在短期記憶中建構理解，並由長期記憶中提取資訊，決定在特殊的文章脈絡下什

麼是應該被考慮的，同時須以後設認知來監控、規劃、管理對文章產生整體意義

過程的。這樣的解釋不再只是重視個人閱讀技巧的累積，而是強調閱讀過程中先

存知識與後設認知的重要性(Rivard & Yore, 1992)。建構主義的觀點促使研究者

重新審視他們早期對科學教學中文本材料與閱讀的假定與信念。這種對科學閱讀

的新詮釋，將科學閱讀的相關研究重新定位，轉而研究文本與讀者間的互動、讀

者的後設認知、教師如何整合文本材料、對談與探究活動、特定的教學如何改善

閱讀策略等，企圖以更為宏觀的眼光看待科學閱讀在科學學習上的影響（吳惠

琪，2004）。基於此，日後在科學閱讀理解研究方向理應更趨近多元豐富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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