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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畫主要的目的為發展摘要寫作評

量系統。評量方式主要參考「潛在語

意分析」的技術，從教材及學生的摘

要作品中，找出關鍵詞做為評量的依

據。在應用潛在語意分析時我們採用

關鍵詞向量的比對，比對指標考慮到

向量間的 COS、Entropy、向量長度等

參數來計算文件的相似程度。

Abstract
The proposal aims to develop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summarization.
LSA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approach is used in the evaluation. LSA
first finds keywords from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tudent’s summarization, 
and forms two keyword vectors. Based
on the two keyword-vectors, LSA can
calculate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m.
The similarity index used in LSA may
be COS, entropy, vector length and their
combinations. In addition, the formula
of summary efficiency is also considered
in the evaluation.

Keywords: LSA, summary efficiency,
reading assessment.

二、 緣起及目的

所謂摘要是指讀完一段文字後，

能夠歸納出該段文字的主要大意（張

寶珠，民 83）。閱讀能力好的人可以從

內容中，摘要出文章的重點，而閱讀

能力差的人，卻可以從摘要中獲益

(Pask & Scott，1972)。摘取大意要有方

法、有步驟。摘取大意更有助於作文

分段與歸納中心思想，也有助於凸顯

寫作主題(塗芝嘉，民 90)。所以重點歸

納的工作，應先從短篇文章摘要的訓

練上著手（陳麗明，民 87）。當摘取大

意之文章結構分析能力存在時，重要

訊息判斷能力對閱讀理解能力具有顯

著的預測作用（官美媛，民 87）。所以，

引導學生多閱讀、多做心得或摘要性

的寫作，對其理解能力必然大有增進。

目前國內外許多研究以摘要

（ summarizing ） 作 為 後 設 認 知

（metacognitive）閱讀策略的教學，其

結果都支持摘要對閱讀理解能力的促

進十分有幫助。例如 Weisberg &
Balajthy（1990）對低閱讀能力者進行

摘要教學，以探討受試者對文章中主

要觀念的察知，結果顯示接受訓練的

受試者能順利學會作摘要的技巧，並

懂得將不重要的細節刪除。Malone &
Mastropieri（1992）以摘要策略對學習

障礙的學生進行閱讀教學，結果顯示



2

學習此策略學生的閱讀理解成績顯著

高於控制組，因此認為摘要策略的教

學能夠幫助學生監控閱讀理解並提升

閱讀理解能力（引自陳纓代,民 88）。
當學生開始著手心得及摘要寫作

時，教師應即著手進行有關於閱讀理

解或摘要寫作的評量。根據林寶貴（民

89）的研究指出，國內目前用以評量

學生閱讀能力的測驗，絶大部分都集

中在閱讀歷程中由下而上的基本閱讀

技巧，如字義理解、語法理解等方面，

較少將評量的層面放在整體的文本理

解(text compre- hension)、摘要文本大

意，或是推論、分析上面。因此，建

置一個有效率的寫作評量系統，就顯

得非常地迫切與需要的。參考目前常

見的摘要評量方法，潛在性語意分析
(Latent Semantic Analsys，LSA)的做法
是以兩篇文章中關鍵詞向量的餘弦夾
角做為衡量的標準(Zhang，2001)，有

效地表現出評量效果。

Foltz, Gilliam and Kendall(2000)
認為在寫作的過程中，學生通常把他

們的焦點放在如何改進寫作的品質

上，而不是把焦點放在如何提高他們

概念中所表達的資訊總量，並且認為

在寫作過程中對學生寫作的內容深度

及所包含的資訊量上提供回饋是非常

重要的。Kintsch(2000)相信除了寫作的

技巧外，在獨立寫作活動中從所收到

的即時回饋將使學生們從自我的後設

認知中受益。

摘要和一個人的學習成果之間是

具有高度相關的，然而要評量這方面

的資訊卻相當不容易。首先必須要針

對所學習的教材做全文掃瞄，並且找

出重要的資訊。但是如果受試者的摘

要並沒有使用教材中的字，那麼就不

可能以相同字做精確的比對，故需在

語意上做學生摘要與教材間的比對，

以找出兩者間語意的相似性 (Flotz
1996) 。 對 於 摘 要 寫 作 的 看 法 ，

Kintsch(2000)認為它比簡單的閱讀測

驗具有更多的優點，包括：

1.摘要寫作並不僅僅是提供寫作的練

習，它更包含了重要的學習技巧，例

如從細瑣的內容中找出主要的概念。

2.對特定的目標而言，它需要做更深入

的思考與分析，以找出相關的訊息。

3.摘要是從複雜的學習材料中，發展全

方位認知(solid understanding)及清晰

地表達自知的想法並與他人分享的

有效方法。

4.從適度簡潔地表達中，使學生瞭解他

們需要學習摘要的策略，而這已遠遠

地超過了單純的字句修改。

5.摘要需要主動的意義建構，在程度上

遠比複選題及簡答題的測驗深奧。

6.摘要寫作是建構及整合新知識的有

效方法。

從以上的訊息可以發現 LSA 在摘要評

量方面具有三項特色：第一是強調立

即地回饋，第二是強調語意上的評

量，第三是使學習者成長。

國內外都有針對摘要寫作的評量

研究，像是 Kintsch（2000）等人在摘

要寫作評量的系統開發及應用上，已

經有不錯的成果，該系統主要的功能

是發展六年級學生的摘要寫作能力，

除了評量摘要之外，還能對於學生摘

要內容給予適當的回饋。此兩系統皆

是以 LSA(Latent Semantic Analysis)為
理論基礎所開發的，以此理論基礎開

發的系統，有別於一般只提供錯別字

及文法比對的自動回饋功能，因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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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語意的內容來比對每一份摘要寫

作，因此它可以對使用者提供寫作的

重點是否已經完整以及哪些訊息被忽

略了（馮樹仁,民 90）。
由 Kintsch（2000）的研究可以發

現應用 LSA 的理論基礎開發的寫作評

量系統，有不錯的成效。而國內也有

研究，利用 LSA 為基礎開發寫作評量

系統。馮樹仁（民 90）利用 LSA 為理

論基礎開發一寫作評量系統，針對國

內六年級學生實驗，也發現 LSA 對於

學生摘要寫作的評量是個值得研究的

方向。

LSA 的方法中使用向量的乘積作

為摘要評量的指標，Garner(1982)也曾

經提出摘要效率的概念。摘要效率的

意義是以最少的字數表達最多有關文

章內容的主要觀念，所以摘要效率越

高者表示其摘要能力越佳。

然而，無論是 LSA 或是摘要效

率，都是針對關鍵詞或是較小的觀念

單位，但是句子才是完整呈現一件事

或一個想法的單位，若我們可以判斷

老師及學生在摘要內容中的句子是否

相似，進而給予評量，對於摘要評量

上是否會有更好的效果？

基於以上的背景，本研究參考了潛

在語意分析的方法，使用 LSA 中

SVD(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奇異值分解)的轉換方式，建立不同

文體及不同大小的中文語意空間，

並依據這些中文的語意空間開發一

摘要寫作評量系統，除此之外，再

加入摘要效率及比對老師及學生摘

要句子的評量指標，探討各評量指

標與老師人工評量的成績上，是否

有其相關性。其目的除了希望能設

計一摘要寫作評量系統，協助老師

評量摘要寫作，也希望透過分析其

他摘要評量方式，找出是否有更適

合評量中文摘要寫作的方式。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具體敘述如下：

1. 使用 LSA 的理論基礎，利用

SVD(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奇異值分解)的轉換技術，建立不同

文體及不同大小的中文語意空

間，並依據這些中文語意空間開發

一摘要寫作評量系統，給予學生摘

要寫作評量。

加入摘要效率及比對老師及學生

摘要句子的評量指標，探討各評量指

標與老師人工評量的分數上的相關

性，並檢定評量指標對於高低能力的

學生是否有區別的校度。

三、研究方法

3-1 開發 LSA 評量系統

本系統用以輔助教師與學生進行

摘要或心得的寫作評量，本系統架構

在 Web (World Wide Web)平臺上，教師

和學生分別由不同的登錄區登錄。老

師可新增教材。直接將文章主題、在

學生寫作的時候需要注意的事項、文

章內容及老師針對此篇文章所寫的摘

要內容，填入相對應的欄位內，即可

完成新增教材的動作，此外也可以管

理學生的帳號與評量的成績。而學生

登入之後，在畫面中就會出現老師所

設定的文章主題、需要學生注意的事

項及文章內容，學生僅需要針對文章

內容，將自己的摘要內容填寫在相關

位置，即可於線上完成摘要。系統將

自動將學生所寫的摘要做斷詞及評量

的動作，並儲存到資料庫中。操作介

面如圖 1 所示，系統以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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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NET 作為開發工具，資料庫使用

MS SQL Server 2000，並透過 Web
Service，使用中研院智慧型代理人實

驗室開發的斷詞系統 KTS，處理中文

斷詞的部分。為了確保每種身份的權

限，會員如需要擁有多重身份，需要

分開申請帳號，整個系統的架構如圖 2
所示。

3-2 實驗設計

為瞭解以潛在性語意分析的方法所設

計的評量系統與概念圖的 LSA 評分是

否具有評量學生摘要與心得寫作的效

果，本計畫將針對國小五六年級或國

中一年級的學生來進行實証考驗研

究。為驗證系統評量的效果，除了同

步實施教師人工評量之比對外，另實

施單元成就評量。然後再以本系統的

各項評量指標所得到的結果和教師的

評量結果及成就評量成績做進一步分

析與比較。實驗的目的在探討以下問

題：為了瞭解以潛在語意分析的方法

所設計的摘要寫作評量系統是否具有

正確的評量出學生的摘要寫作能力，

本研究以所設計的摘要寫作評量系統

為評量工具，針對國小五年級的學生

進行實證的研究。除了系統所評量出

的分數外，同步的實施教師人工評

量，再以本系統的各項評量指標與教

師的人工評量，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比

較，實驗的目的在探討以下問題：

一、使用摘要寫作評量系統所得到的

各項評量指標，與教師人工評量

的分數間是否有達到顯著相關。

二、對於敘述文體及故事文體兩種不

同文體的文章，學生的系統評量

成績與老師人工評量分數的比

較，是否也都能達到顯著。

三、探討不同大小的 SVD Space 對於

評量指標的影響。

四、使用摘要寫作評量系統所得到的

各項指標，是否能夠區別高低能

力的學生。

3-2-1 實驗對象
實驗對象選定西門國小五年二

班、五年三班及五年六班三個班級的

學生參加，五年二班學生男生 10 人，

女生 14 人，共 24 人，五年三班學生

男生 11 人，女生 13 人，共 24 人，五

年六班學生男生 14 人，女生 14 人，

共 28 人。

3-2-2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相關研究，以教師人

工評量的成績作為效標，探討cosΘ1、

cosΘ2、S、SP1、SP2 等五種評量指標

與上述效標的關係，並探討各指標間

是否具有其他效標關連效度。此外，

本研究利用學生作文成績區分為高能

力及低能力兩組，來檢視上述五種評

量指標的有效性。

3-2-3 實驗教材
為了瞭解不同文體是否會影響系

統評量的效果，本實驗分別選擇了敘

述文體的「族群與群落」及故事文體

的「端午節」當作此次實驗的內容。

使用國小三到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本及網路上蒐集族群與群落相關的

文章，建立三個不同大小，關鍵詞個

數分別為 488、901 及 1557 個的 SVD
Space 的資料庫，供系統在評量「族群

與群落」時的依據。使用網路上蒐集

關於節日的文章，建立三個不同大

小，關鍵詞個數分別為 1340、2176 及



5

2921 個的 SVD Space 資料庫，供系統

在評量「端午節」時的依據。

3-2-4 實驗工具
由研究者自行開發的評量系統，

詳細內容如第四章所述，用以評量學

生摘要寫作的成績。

3-2-5 實施程序
本實驗於五月中旬展開，分為教

師摘要資料的建立、實驗資料收集及

教師評分三個階段。

一、教師摘要資料的建立

由實驗班級的導師自行登入

系統，分別建立「族群與群落」

及「端

午節」兩篇文章相關資料，並針

對文章內容進行文章摘要的寫

作，作為系統評量各班成績的依

據。

二、實驗資料收集

實驗時間共為 100 分鐘，分

別完成兩篇文章摘要的寫作。由

研究者說明系統使用方法及實施

流程 10 分鐘，再開始讓學生自行

上機操作 40 分鐘，完成第一篇文

章摘要的寫作，預留 10 分鐘準備

第二篇文章的工作，再讓學生自

行上機操作 40 分鐘，完成第二篇

文章摘要的寫作。

三、教師評分

由各班老師針對各自班級學

生所完成的摘要寫作，進行人工

評量的工作，評量的標準以是否

能夠摘出教材單元的內容重點為

主，忽略錯別字的扣分，評分標

準規定如下：

評量分成五個（1~5）評量等級，

由老師自行判定

1：與老師相似 20%以下

例如：老師寫了 10 句摘要，

如果老師覺得學生的摘要只有 2
句跟他相似，

就給這個級分。

2：與老師相似 20%~40%
3：與老師相似 40%~60%
4：與老師相似 60%~80%
5：與老師相似 80%以上

四、結果與討論

在此次的實驗中，研究者有以下

的發現：

1. 在實驗的三個班級中，評量指標

cosΘ1 與老師人工評量的相關

性，都有達到顯著水準，這代表

使用評量指標cosΘ1 是可以作為

文章摘要寫作評量的依據。

2. 評量指標 SP1，只有在敘述文體上

有顯著水準的表現，而在故事文

體上的表現卻不理想，這可能的

原因是因為敘述文體的的命題都

較清楚、簡潔，使得每一個關鍵

詞都大致能成為一個主要觀念

（idea unit）。然在故事文體中，

為了要陳述一個主要觀念，需要

用到較長的句子，所以每一個主

要觀念（idea unit）都會包含較多

的關鍵詞，因此影響評量指標 SP1
在故事文體上的表現。

3. 在評量指標 S 與教師人工評量的

相關性上，無論敘述文體或故事

文體的表現，五年二班及五年六

班都有達到顯著的水準，但是五

年三班卻未達顯著水準。研究者

實際分析此班級老師及學生的文

章摘要後發現，因為老師與學生

對於句子的定義有所差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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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的句子是由許多命題構

成一完整的句子，而學生卻是把

每個命題當成是一個句子，造成

老師及學生的句子相似的機會不

大，因而未達顯著水準的情形。

4. 實驗的三個班級都發現，當 SVD
Space 越大，cosΘ1 與教師人工評

量的相關性反而有下降的趨勢，

這是因為在建立 SVD Space 的時

候，除了一些常出現的贅字及連

接詞之外，一些較不重要詞語都

被放了進去，所以當 SVD Space
越大，這些詞語就越多，因此影

響才會越來越大。

5. 在故事文體中，S 與 SP2 這兩種

評量指標上，出現了負的顯著相

關，這代表著當 S 得到高分時，

SP2 反而得到低分，反之亦然。可

能的原因是，S 是依照老師與學生

的文章摘要相似與不相似句數的

比例去做評分，而 SP2 只是依照

學生寫的摘要句數的多寡做評

分，沒有考慮與老師的摘要是否

相似，因此會發生學生寫的句數

越多，但是老師與學生的文章摘

要相似與不相似句數的比例反而

相差越多，因此很明顯的就可以

知道，兩種評量指標會有負的顯

著相關出現。

分析 t 檢定的結果之後發現，在敘述文

體中，評量指標cosΘ1及cosΘ2 都達到

顯著水準，也就是此評量指標能夠在

敘述文體中區別出高低能力的學生，

代表cosΘ1及cosΘ2這兩種系統所評量

出來的分數，應該可以協助老師做摘

要評量的工作。但在故事文體中，所

有的評量指標都無法有效的區別出高

能力與低能力的學生，這與相關係數

的表現是類似的。在故事文體中，雖

然在每種不同的 SVD Space 上還是有

評量指標達到顯數水準，但是表現卻

沒有比在敘述文體中來的理想，顯示

出不一樣的文體，會有不一樣的影響。

綜合以上討論，本計畫於研究期間深

入探討 LSA 理論與應用到閱讀訓練之

相關研究，完成了線上摘要寫作評量

系統，並經由實徵研究檢視五種評量

指標的有效性，經由實驗得到以下結

論:
1.使用 SVD 轉換的技術來建立語意空

間，並在語意空間中做比對，可達到

不錯的評量效果。

2.我們所設計的評量指標 S，在實驗的

表現上雖然不算完美，但仍可以看出

的確有評量的效果。

3.系統在敘述文體的表現上，有不錯的

評量效果，但在故事文體的表現

上，卻不盡理想。

4.在不同大小的 SVD Space 上，系統的

評量效果也會有所不同。

五、未來研究方向

雖然研究的初步結果還算理想，但是

系統還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例

如，用來建立 SVD Space 的句子及其

關鍵詞，應該更嚴謹的挑選，將影響

減到最低，才能有效提高比對的準確

性。還有，應讓老師按照不同內容的

施測文章，調整學生摘要字數與施測

文章字數的門檻比例，讓cosΘ1 及

cosΘ2 指標更能對於學生摘要寫作評

斷出更適合的分數。

其次，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

關於評量指標 S 值是未來值得研究的

方向，若我們能夠找到能更準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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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句子是否相似的方法，應該可以達

到更理想的評量效果。

最後，目前的系統僅只有摘要寫

作的評量，並未提供回饋的機制或教

學的策略，如果能夠繼續研究，發展

出回饋的機制，並利用不同的教學策

略訓練學生摘要寫作的技巧，才能提

升學生閱讀理解的能力，對於老師的

教學上就更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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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生摘要寫作介面圖

系統管理者登入

所有帳號管理與維護

登入區

老師登入 學生登入

帳號資料庫

文章摘要寫作

學生帳號管理及維護 文章摘要管理及維護

專家文章摘

要資料庫

學生文章摘

要資料庫

處理文章摘要
處理文章摘要

圖 2 系統功能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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