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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重策略的閱讀輔助系統之建立與應用

計劃編號：93-2520-S-003-004
執行期限：2004.08.01 至 2005.07.31

主持人：宋曜廷
執行機構及單位名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摘要

本研究為三年期計畫。第一年的
成果為開發具多重策略的閱讀輔
助 系 統 (Computer Assisted
Strategi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ASTLE) ，第二年
的成果為針對此一系統的應用效
果進行實徵研究。第一年和第二
年均獲得令人滿意的成果，除參
與國際研討會發表外，目前已有
一篇中文論文（TSSCI）已經發表
於測驗學刊（宋曜廷、劉佩雲、簡馨
瑩 (2003):閱讀動機量表的修訂和應
用。測驗年刊, 46, 22-38），另一篇論
文成果目前在 SSCI 期刊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審查
中（如附件一）。系統實做成果也
已經上線在多所小學中應用(其
網址為：
140.122.76.114/reading)。第三年
的成果為將第二年的成果與總計
畫中的潛在語意分析技術（LSA）
相結合，讓 CASTLE 具有適性教
學的功能。此部分的成果為編制
閱讀策略表現測驗，並結合 LSA

的技術（在本測驗中為將測驗的
知識整合之分量表，與 LSA 的語
意資料庫相整合，建立聯想常
模，以判斷學生的知識整合能
力）。目前由於第一版本的測驗在
信效度的檢驗上不夠理想（如附
件四），因此即將就新修訂的第二
版本（如附件二），進行信效度檢
驗。如果達到理想的程度，將於
94 年底與 CASTLE 進行整合，並
進行新的實徵研究。預計 95 年中
將有包括閱讀策略表現測驗，和
適性化閱讀策略教學等方面的新
的研究成果。

ABSTRACT

Text-comprehens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acquiring. The deficiency of

comprehending skill exerts wide and deep

influences on learning. Consequently,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and the

intervention-methods for text

comprehension difficulty is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 Ow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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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the emergent needs of web-based reading

instruction, and the deficiency of

computer supported reading systems in

Taiwan, this project aims to implement a

multi-strategy bas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system and empirically

evaluate its application effects.

The researchers are currently

implementing a multi-strategy bas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system. The first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mpirically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terface-friendliness of this system

through five- to seven graders with normal

reading capability. Previous researche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with reading

difficulties not only suffered from their

disability of using cognitive strategies, but

also from their lower motivation and self

efficacy. Thus, the second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pand the system-imbedded

cognitive strategies to affective strategies,

derived from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uch

as progress feedback, positive attribution,

and efficacy enhancement. The third

objective of this project is to integrate the

refined system with other systems

implemented by the Main Project. The

student text comprehension evaluating

mechanisms (Project No.5) and the

personalized web-book editing system

(Project No. 1) will be integrated with our

strategy instruction system to form an

adaptive instruction environment for

reading.

This projected is to be completed in

three years. Each objective mentioned

above will be fulfilled in one year. We

believe that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practices of

student learning and teacher i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field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daptive

instruction, and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Keyword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y instruction,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adaptiv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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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多重策略的閱讀輔助系統之建
立與應用

研究背景

研究動機與目的

處於知識快速擴增的時代，有

效吸收與消化資訊的方法更顯重

要。在眾多吸收資訊的方法中，「閱

讀」（ reading）無疑是最重要的方

法之一。若閱讀能力產生障礙，將

對學習產生整體、全面的不良影

響。近年來，認知心理學家與閱讀

心理學家對人類閱讀的心理活動

作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目的除了

期望透過對閱讀的認知歷程的瞭

解，能更有效地促進個體的閱讀活

動，協助資訊的吸收與消化外，也

希望對閱讀歷程更瞭解後，可以對

有閱讀障礙或困難的人士，提供更

適切的協助。心理學中有關閱讀的

模式因研究者對閱讀過程的著重

點不同，其看法也未盡相同，但至

少 均 包 括 「 識 字 」（ word

recognit ion ） 及 「 理 解 」

（ comprehension） 兩部分（柯華

葳， 1992）。國內外的學者在探討

提升一般能力者的閱讀能力或探

討閱讀困難者的原因和處遇上，也

大多從這兩方面著手。

在提升閱讀理解效果方面，閱

讀 策 略 教 學 （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一向是研究者最常採

取的方法。又由於一般能力者在識

字的層次上問題較少，因此許多閱

讀策略集中在文章理解能力的提

昇上。國內外有關閱讀策略教學的研究

或訓練不少，也強調以閱讀策略教學可

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Cross &

Paris, 1988; Palincsar & Brown, 1984），

促使學生主動學習與高層次思考

(Rosenshine & Meister, 1994; Sears,

Carpenter, & Burstein, 1994)，或提昇學

生的自我效能感(Schunk & Rice, 1992;

Schunk & Dale, 1993)。鑑於閱讀策略教

學的重要性，以及其現有的限制（詳下

文），本研究有以下幾個目的：

一、建立以多重策略為基礎的閱讀

理解輔助系統，並實徵檢驗其應用效果。

Paris 與 Paris (2000)歸納出成功的

閱讀策略教學大致上有幾個重要特色：

一採用多重策略教學；二提供明確的應

用訊息，如為何、如何、和何時使用策

略；讓學生將學習成果歸因於正確地使

用策略；四、在同儕互動中應用；五、

將認知策略融入更大範圍的自我調整學

習領域；六、讓策略鑲嵌入日常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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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提供更多的應用和練習機

會。事實上，衡諸上述幾個成功的策略

教學的特色，可以發現這些特色要在一

般的教室情境中由教師來達成，有其相

當的困難度存在。例如，就多重策略的

教學而言，一般教師要熟練這些策略的

使用程序並教導學生，需要相當的訓練

時間，在教材的準備上更是費時費力。

另外，就提供將策略應用於日常生活的

機會而言，牽涉到提供學生在平常的閱

讀中可以經常有機會覺察使用這些策略

的環境，提供學生一個經歷相當長的訓

練時間和多元的應用機會 (Malone &

Mastropieri, 1992)，以培養其對策略的覺

察（何時對何種文章該用或不該用何種

策略）和使用意願。此種覺察和意願可

能不易由短暫的課堂策略教學所能達

成。因此，如何建立適當的教學輔助環

境，以降低教師在實施策略教學時的負

荷，或提升學生除了課堂教學之外使用

閱讀策略的機會和意願，是十分值得探

討的。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即在於，透

過資訊科技的協助，建立一個具備多重

策略的電腦輔助閱讀理解系統並實徵檢

驗其應用效果。本研究群已於上一年度

的研究中，完成理解策略的設計，和部

分系統的設計和實做（張國恩、宋曜廷、

蘇宜芬, 2000；請參考實施程序部分）。

國外關於閱讀理解輔助系統的設計

者少，相關的評估研究尚不多見。

而系統的評估除了可以檢驗學習

系統本身是否能發揮適當的功能

外，亦能對設計系統的初始理念提

供修正的效果，也可以對系統介面

的設計提供不少回饋。因此，本研

究的第一個目的為，延續上一年度

的工作，建立以多重策略為基礎的閱

讀理解輔助系統建立，並以國小五六

年級和國中一年級具一般閱讀理

解能力的學生為對象，以實徵的方

式評估閱讀理解輔助系統的有效

性，並以評估的結果作為修改系統

內的學習策略和系統介面的依據。

二、將與閱讀有關的相關情意

策略，如自我效能和策略使用動機

等，與認知策略相結合，建立一兼

具現認知和情意策略的閱讀輔助

系統，並檢驗實徵其應用效果。

就輔助有閱讀困難的學習者而

言，雖然過去所使用的教學策略與

一般學習者所使用者有頗多重疊

(請參閱相關評論如：Mastropieri &

Scruggs, 1997 ;Prssley, Johnson,

Symons, McGoldrick, & Kurita,

1989)，但近年來亦有若干研究者

發現，閱讀困難者除了認知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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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外，其在與閱讀動機和情意的

部分，也與一般閱讀者有所差異，

提 昇 其 閱 讀 動 機 和 自 信 感 (self

efficacy)，可能可以對閱讀困難者

的策略運用、理解能力和學習遷移

有更好的提昇效果 (Schunk & Rice,

1992; 1993; Guthrie et al ., 1997)。

近 年 來 自 我 調 整 學 習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特 別 強 調 學 習

者在學習過程的情意反應、目標設

定、行動控制、自我效能、和後設

認知等層面，其理念也被大多數的

閱讀教學課程所認同，如交互教學

(reciprocal teaching, Brown &

Palinscar, 1984) 、 交 流 教 學

(transactional strategies instruction,

Brown & Pressley, 1994; Pressley

et al. , 1994)等。鑑於目前大多數的

閱讀教學策略以學習者認知的學

習為處理的對象，其他諸如提昇學

習動機、自信感、使用策略意願等

情意的部分十分欠缺，對於策略使

用的覺察（後設認知）部分也有待

加強，因此本計畫的第二個目的為

將自我調整學習中，關於自我效

能、情感反應和後設認知的部分，

加入現有的認知略當中，以探討此

種整合認知和情意的理解策略教

學，相較於僅提供認知策略的方

式，何者對於提昇閱讀困難學生的

閱讀能力、自我效能和策略使用等

有較佳的教學效果。

三、整合潛在語意分析和知識

結構測量技術，以建立適性策略教

學系統。

適性教學 (adaptive instruction)

長久以來一直是教學研究者的期

待 (Cronbach, 1967; Cronbach &

Snow, 1977; Federico, 1999; Snow

& Swanson, 1992)。透過適性教學

的方式，可以依據不同學習者的特

定需求，給予適當的教材和教法，

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但由於對學

習者特性的測量技術、教學方法的

設計、和教材選擇的困難等因素，

適性教學大多仍停留在觀念構想

的階段，仍少有具體的實施。就閱

讀策略教學而言，不同閱讀能力程

度的學習者，可能對於各個閱讀策

略有不同的熟練和覺察程度，因此

所需要的策略內涵和教學時間也

未必相同。此外，不同閱讀能力的

學生對於在內容觀念上不同深淺

程度的閱讀材料也可能有不同的

需求。因此，如何配合不同閱讀成

立程度的學生，給予不同的策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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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學習材料，是很值得研究的問

題 。 近 年 來 智 慧 型 教 學 系 統

（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的發

展，除強調一對一的教學或學習方

式外，亦強調透過學生模型和專家

模組，來對進行適當的診斷和回饋

機制，對不同程度的學習者提供盡

可能適性的教學材料和進度。此種

家教式教學可以協助個別化的教

學目標的實現，也可以彌補在一般

的補救教學或策略教學環境中，並

不容易做到個別化教學的缺陷。最

近 在 心 理 學 和 資 訊 處 理 的 領 域

中，有不少適用於測量學習者特性

和學習材料特性的技術被開發出

來。其中在語文的適性教學中被應

用 得 最 廣 泛 的 是 潛 在 語 意 分 析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Kintsch,

2000; Landauer & Dumais, 1997;

Landuer, Foltz, & Laham, 1998)。

Wolfe 等 (1998)將此種機制作為讀

者知識狀態和閱讀文件間相匹配

的工具，嘗試建立適性的閱讀環

境。雖然 Wolfe 等人將教材和學習

者之間相匹配，以求達到適性提供

「教材」的目的，但仍舊沒有達到

學習者的知識狀態和教學方法相

匹配的適性「教學」的目的。本研

究的第三個目的即在於與總體計

畫的子計畫五結合，透過潛在語意

分析和知識結構測量 (宋德忠、陳

淑芬、張國恩 , 1998; 宋德忠、林

世華、陳淑芬、張國恩 , 1998; Rowe,

Cooke, Hall, & Halgren, 1996)，來

評量學生的知識狀態，並依學生的

需要，進行適性的策略教學，同時

並評估在此種適性閱讀環境各主

要部件配合的效果情形，整體系統

的的應用效益，以及不同閱讀能力

和知識狀態學生的閱讀表現行為。

四、彌補目前教學科技發展

在語文教學環境提供和教師需求

間的落差。

雖然近年來資訊科技在教學

與學習的應用日益廣泛，但就資訊

科 技 本 身 對 語 文 教 學 (literacy

instruction)的 貢 獻 卻 一 直 深 受 爭

議。爭議的核心主要有兩方面，一

為資訊科技（特別是網際網路和超

媒體超本文）對學生未來語文素養

可 能 產 生 負 向 (Birkerts, 1995;

Stoll, 1995)或正向 (Glister, 1997;

Tapscott, 1998)的影響，學者持兩

極的看法，因此連帶使得資訊科技

在未來語文素養應扮演的角色曖

昧不明。爭議的第二個來源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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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對語文教學上所應發揮的角

色 功 能 未 受 肯 定 (Leu, et al.,

1998)。Labbo 與 Reinking (1999)

認為資訊科技要能扮演好協助語

文教學的角色，必須要能協調科技

本身與教學環境間的五項現實需

求：一、資訊科技要能輕易為語文

教學所應用；二、資訊科技應能協

助提昇傳統語文教學的目標；三、

資訊科技應能對語文教學有正向

的轉變作用；四、資訊科技應能為

學生的未來語文素養做準備；五、

資訊科技應能使學生有更佳的學

習能力。如果本研究的三個目的能

順利達成，所研發的系統不僅在教

學方面能作為語文教學立即可用

的工具，協助教師達成語文教學的

目標，而且系統本身在學生學習方

面，也能發揮學習伙伴和認知工具

(cognitive tool, Lajoie, ??//))的角

色，促進學生的學習能力。因此，

完成本計畫一方面可以作為教師的教

學助手(teaching companion)，方便教師

安排相關的教學策略和閱讀教材，以減

輕其教學負荷；另一方面可以作為學生

的學習伙伴(learning partner)，在學生的

課堂和非課堂閱讀活動中，扮演策略練

習的陪伴者和策略使用的提醒者。因此

對於滿足 Labbo 與 Reinking，以

及？？？

所稱協調資訊科技與教學現實環

境需求，有相當的助益，此外，也

可能彌補 Leu 等人對資訊科技在

語文教學所功能有限的質疑。

相關理論暨文獻探討

本部分將就本計畫相關的文

章理解的主要理論、閱讀理解策略

的相關研究、閱讀困難處預的研究現

況、自我調整學習與文章理解和適性策

略教學的機制等六部分加以說明。

一、文章理解的主要理論

（換字體）

閱讀的歷程包含從基本的

文字辨識到複雜的意義理解，從吸

收知識的觀點而言，文章理解似乎

是閱讀歷程中最終，也是最重要的

目 標 。 在 文 章 理 解 的 相 關 理 論

中 ,Kintsch 的 建 構 - 整 合 理 論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theory)可

說是體系最完整 ,涵蓋層面最廣的

(Kintsch,1988; Kintsch,1998; van

Dijk & Kintsch,1983)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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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1996)的 文 章選 擇 -組 織 -統

整理論則對文章學習的訊息處理

歷程有精闢的闡釋。由於本研究以

Mayer 的文章有意義學習論作為

文章理解策略選擇的依據，因此以

下將就 Mayer 的文章理解理論加

以探討。

Mayer 近年來對文章學

習 ,特別是關於科學內容的說明文

學 習 , 提 出 許 多 看 法

（ Mayer,1996;1997 ）。 但 與

Kintsch 等人不同的是，Mayer 並

未十分著重於文章閱讀理解基礎

歷程的分析，而是直接就閱讀文章

時，在一般訊息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的歷程，如感官登錄，

短期記憶，長期記憶等成份，所執

行 的 工 作 和 產 生 的 變 化 進 行 探

討，並提出其所謂的「選擇 -組織 -

統 整 」

(selecting-organizing-integrating,

SOI)理論。

由 於 受 到 建 構 主 義

(constructivism)的影響，Mayer 將

學習者分成三種型態：第一類的學

習 者 為 反 應 連 結 者

(response-associator)，指未經認知

思考而只學會機械式地對刺激作

反 應 。 第 二 類 為 訊 息 處 理 者

(information-processor)，即面對到

刺激或訊息，會對訊息本身做處理

(如記憶 )，但未必會與自身的先前

知識加以連結或活用。第三類則是

意義創造者 (sense-maker)，指除了

對輸入的刺激或訊息本身做處理

外，還會用自己的知識對這些新訊

息加以詮釋，賦予意義。Mayer 認

為，只有第三類的學習者會成為真

正的知識吸收者以及活用者，才能

做到問題解決與知識的遷移。 閱

讀文章也是如此，讀者不僅應處理

文章所呈現的內文知識，更應學著

將文章內容與自己的先前知識相

結合，並達到遷移和問題解決的目

的，如此才是有意義的文章學習

（ meaningful text learning ）。

Mayer（ 1996）提出文章學習 SOI

模式，說明如圖 1。

整
合

選
擇

感覺記憶 短期記憶 表現

組織

長期記憶

文
章

圖 1、Mayer（1996）的文章有意義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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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er 認為，閱讀時若欲達從

文章中獲得有意義的學習 ,必須經

過以下三個步驟：

（一） .選擇 (selecting)：閱讀

文 章 必 須 知 道 那 些 內 容 是 重 要

的，而那些內容是不那麼重要的。

因此，牽涉到對訊息的選擇，而選

擇的過程牽涉到從感官記憶中過

濾掉一些無關的訊息，選取特定訊

息，再送至運作（短期）記憶中深

入處理。Sternberg (1985)稱此步驟

為 選 擇 性 的 編 碼 (selecting

encoding)。要知道訊息選擇的情

形，可以訓練應用策略 (如作筆記 ,

劃 重 點 ) 來 表 示 哪 些 訊 息 是 重 要

的。

（二） .組織 (organizing)：要

對所閱讀的文章產生意義 ,另外是

針對所選取的訊息在短期記憶中

重新加以組織，以形成一個連貫的

(coherent) ， 相 互 連 結 的 整 體 概

念，Mayer 又稱此步驟為建立訊息

之 間 的 內 在 連 結 (internal

connections) ， 此 部 份

Sternberg(1985)稱之為選擇性的合

併 (selective combination)。要達到

組織的目的 ,可以要求學生解釋文

章內容的因果關係為何？ 或概念

間的關連為何？

（三） .統整 (integrating)：整

合是指將短期記憶中所組織的知

識，與長期記憶中相近似的知識產

生關連。 由於此步驟乃是將新吸

收 的 知 識 與 既 有 的 知 識 作 一 整

合，因此，Mayer 又稱之為建立外

在 連 結 (external connections) 。

Sternberg(1985)則稱此步驟為選擇

性比較 (selective comparison)。為

整合新舊知識，可以要求學生舉

例，進行類比，或者自我解釋 (self

explanation)等。

Mayer 的 SOI 理論或許適合

解釋一般讀者在閱讀理解時，對文

章學習的歷程。但若要將之應用於

解釋閱讀困難者的文章理解可能

產生的障礙，則尚有不足。例如，

有的研究者認為，閱讀成就低落者

在文章理解上所產生的困難，有一

部份原因可能是此類讀者在閱讀

時對文章的內容不夠專注所致。他

們可能對在閱讀時容易分心，因此

僅對文章內容作表面的或膚淺的

處理。此外，亦有研究者認為，文

章理解困難者發生困難的原因可

能在於他們在閱讀過程中，對自己

是否瞭解文章的主要概念，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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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應使用何種學習策略來加強自

己的閱讀效果，或如何將自己已有

的 知 識 與 新 知 加 以 整 合 在 一 起

等，並不清楚。亦即，他們對於自

己 越 獨 立 成 的 後 設 認 知 覺 察

(meta-cognitive awarweness) 並 不

夠，也沒有辦法對自己的閱讀行為

做適當的監控 (monitoring)。有鑑

於上述可能，本研究擴充 Mayer

的 SOI 模型，在原有的選擇、組織

和統整的成分中，再加入專注和監

控 兩 個 成 分 （ 如 圖 2 ）， 並 以 此

ASOIM 五個歷程作為選擇輔助閱

讀理解障礙者的閱讀理解策略的

依據。

二、閱讀理解策略的相關研究

閱讀理解策略經過近三十年來的

展，已經呈現非常多樣化的風貌。許多

學者喜歡依據閱讀的認知過程或時間階

段來對閱讀策略作分類。茲將學者依閱

讀的時間階段所使用的策略歸納如下

（Dowhower, 1999; Heilman, Blair, &

Rupley, 1990; Ringler & Weber, 1984) :

(一)閱讀前(Pre-reading)：此階段使

用的閱讀策略大致朝(1)引導出學生的先

前知識語與(2)將先前知識與該文章做連

結 兩方向著手。其相對應的策略有：故

事圖 (story map)、前導組織 (advanced

organizer) 、設定閱讀目的（ purpose

setting）、呈現問題 (pre questioning)、自

我發問(self questioning) 、圖解策略（如

以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圖解組織

體[graphic organizer]、知識圖[knowledge

map]呈現文章架構）等。（二）閱讀中

(Active reading)：此階段使用的閱讀策略

大致朝(1)瞭解段落與段落間的關連(2)

自我監控閱讀過程(3)與自身經驗的結合

等方向著手。其相對應的策略有：略讀、

選擇

專注

整合

組織

文章 感覺記憶 短期記憶

監控系統

長期記憶

表現

圖 2、文章理解的 ASOIM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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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劃線、分析文章結構、重複閱讀、

偵錯訓練、結果預測、圖解策略 等。（三）

閱讀後(Post-reading)：此階段使用的閱

讀策略大致朝(1)文章內容的回憶(2)學

得知識的再整理(3)閱讀內容的聯想、延

伸 等方向。其相對應的策略有： 摘要、

自由回憶、整理大意、回答問題、圖解

策略等。以下將就一些理解策略的實徵

應用效果作簡單介紹。

在過 去一些有關優讀者 (good

reader)與弱讀者 (poor reader)的比

較研究中，研究者發現閱讀能力低

落者多有後設認知能力較弱的問

題 (Clark,1985 ； Kanfman &

Randlett, 1983 ； Lundeberg,

1985)。換句話說，閱讀能力低落

者比較不知道閱讀策略的運用有

助於閱讀理解。另外，也有許多研

究者指出弱讀者的閱讀障礙與他

們工作記憶的處理困難有關 (曾世

杰，民 88； Wagner & Torgesen,

1987)。針對弱讀者較無法覺察閱

讀是個蒐尋意義的歷程，較不能掌

握自己的理解狀況這樣的問題。

Hoge(1982)曾以「錯誤偵測」(即找

出文章中不一致之處 )，做為訓練

的主要內容進行教學研究。結果發

現對需要補救教學的高中生具理

解監控方面的改善效果。國內胡永

崇 (民 88)也以此策略對國小二至

五年級的低閱讀理解能力學生進

行教學研究，結果發現此策略對二

年級的受試者具有增進理解及偵

錯能力的效果。對於三至五年級的

受試者則有增進偵錯能力的長期

保留效果。因此，本計劃的電腦輔

具中擬納入「錯誤偵測」為訓練策

略之一，期望利用電腦輔具能提供

立即且生動回饋的特色，提高閱讀

解障礙學生的興趣與專法，增進其

監控自己閱讀理解狀況的能力。

在 以 自 我 發 問

(self-questioning)做為主要訓練的

策 略 的 研 究 中 ， Singer &

Donlan(1982)曾以十一年級的學生

為對象，教他們根據故事的回憶情

形也比只回答教師問題的控制組

學生為佳。 Short & Ryan(1984)以

四 年 級 低 閱 讀 能 力 學 生 進 行 研

究，也有類似的發現。而 Bransford,

et al.(1980)則有 效地訓練學生以

自我發問策略提取與文章內容有

關的先備知識。此外， Ris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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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man(1986) 以 交 互 發 問 技 術

(reciprocal questioning techniques)

改善了小學二年級需要接受補救

教學的學生之理解及監控情形。

Alvermann(1988) 則 以 重 讀

(rereading)策略配合圖解式的前導

組體 (graphic organizers)做為後設

認知訓練的主要內容，對 64 位十

年級學生進行研究。發現：此訓練

可改善低閱讀能力者在閱讀理解

上的表現。

Dyer(1985)則曾以根據故事主

要概念在閱讀前形成語義構圖的

策 略 (Pre-reading semantic

mapping using a central story

concept)進行教學訓練研究。他以

80 位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將

他們分為三組，其中一組學習根據

故事的主要概念在閱讀前形成語

義構圖，並討論與此概關的個人感

受和經驗；另一組則根據與故事無

關的概念學習在閱讀前形成語義

構圖；最後一組則是控制組。結果

發現：接受訓練的兩組學生在研究

者組製的理解測驗上，表現得比控

制組學生為佳。

Doctorow, et al.(1978)則教小

學 生 在 讀 完 文 章 的 一 個 段 落 之

後，試著說出段落大意。如果他們

說不出來，就表示尚未了解該段的

要旨，所以必須將該段落加以重

讀。結果：接受訓練的實驗組學生

在理解及回憶上的表現，均較未接

受訓練的控製組學生為佳。

Schmitt(1987)則以一個「精緻

化 導 向 閱 讀 活 動 」 (elaboration

directed reading activity)訓練小學

生 三 年 級 學 生 如 何 提 取 先 備 知

識、設定閱讀目的、在閱讀前產生

問題、回答閱所產生的問題、提出

假設、驗證或拒絕、以及做摘要。

結果接受訓練的實驗組學生在偵

錯測驗、克漏字測驗、後設認知策

略量表上的表現，均優於控制組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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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sberg & Balajthy (1990)對

低閱讀能力者進行摘要的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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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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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利學會作摘要的技巧，並懂得

將不重要的細節刪除。

在 理 解 歷 程 的 檢 核 策 略 方

面，Baker(1987)曾研究直接教予學

生評估理解歷程的標準，是否可增

進學生理解監控的表現。他以 80

位小學四年級一般閱讀能力及低

閱讀能力學生為對象，並將他們分

為三組。其中一組教予鉅觀處理的

標 準 (macro-processing

standards)，如結構的凝聚性、文

章的內在一致性、訊息的性等。這

種評估標準著重於文章整體的統

整。另一組則教予微觀處理的標準

(micro-processing standards)，如字

彙 的 (lexical) 、 命 題 的

(propositional)、凝聚性、文章的外

在一致性等。這種評估標準較注意

字、句的了解。最後一組則為控制

組。結果兩組實驗組的學生均能有

效地運用該組所牌予的評估理解

標準。

綜合言之，從過去這些閱讀理

解策略的相關研究看來，「錯誤偵

測」、「重讀」、「自我提問」、「圖解

策略」、「做摘要」、「後段認知檢核」

等這些策略對問題理解困難的學

生可以有所幫助。所以本計劃擬發

展的電腦輔具將嘗試整合這幾個

策略，期能增進閱讀理解障礙學生

的自我監控及掌握文章重點的能

力，進而提高其閱讀理解能力。

本研究依據前述 Mayer (1995)

文章學習的 SOI 模型，加入專注

(attending) 和 監 控 (monitoring) 兩

個成分，以專注 -選擇 -組織 -統整 -

監控等做為文章理解過程的五個

主要成分，並以之作為選擇理解策

略的依據。在專注成分中，主要藉

由自我提問（閱讀目的和相關知

識）和偵錯訓練作為促使學生喚起

相關知識經驗和投入閱讀的訓練

策略。在選擇成分中，以重點劃線

和圖解策略中的結構圖閱讀作為

訓練學生覺察文章重要概念的方

法。在組織成分中，以內文重讀和

圖解策略中的結構圖填充作為訓

練 學 生 組 織 文 章 重 要 概 念 的 方

法。在統整成分中，以圖解策略中

的概念圖繪製，文章摘要，和內容

聯想三種方法來訓練學生統整文

章內容和連結既有知識的方法。在

監控成分中，以閱讀歷程檢核來訓

練學生對自己在閱讀過程中對文

章內容專注程度，對文章重要概念

理解程度，對文章段落主旨的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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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以及自身運用策略進行精緻

處理的程度等的後設認知覺察。近

兩年來，本研究群與台北市天母國

中合作，進行閱讀理解困難學生的

補救教學。已研發並實徵檢驗的策

略有偵錯、自我提問（專注策略）、

重點畫線、重讀（選擇策略）、文

句推理、故事結構分析（組織策

略）、摘要、圖解策略（整合策略）

和後設認知檢核等策略的統整性

文章理解教學策略（張國恩，蘇宜

芬，宋曜廷， 2000）。目前則將已

經過檢驗的策略作為建立閱讀理

解輔助系統的策略教學之主要依

據（張國恩，蘇宜芬，宋曜廷，

2001）。相關教材的部分樣本請見

附錄一。

三、閱讀困難處預的研究現況

閱 讀能 力是在 學校中 進 行學

習的一項重要基本能力 ,然而在學

習障礙學生中卻有 80%以上具有

閱讀困難 (洪儷瑜 , 1999)。所以如

何對具有閱讀困難的學習障礙學

生進行有效的閱讀補救教學也就

一直受到教師與研究者的關心。

有關閱讀能力的發展，大致可

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學

習如何閱讀 (learning to read)，包

括 學 習 認 字 , 學 習 了 解 句 法 、 句

義、學習理解段落、文章的意義。

第二個層次為藉由閱讀進行學習

(reading to learn)，例如：藉由閱

讀社會課本學習歷史方面的知識 ;

藉由閱讀自然課本學習生物方面

的知識。具有閱讀障礙的學生往往

由於在第一個層次「學習如何閱

讀」發生困難或發展不順利，以致

難以進到第二個層次「藉由閱讀而

學習其他知識」 , 所以常常連帶地

造成其他學科的成就低落。

關於閱讀障礙的學生在「學

習如何閱讀」所遭遇到的困境又大

致可分為兩類，一為識字上的困

難，另一為文句或文章理解上的困

難。關於識字困難的補救教學，國

內 已 有 陳 秀 芬 (1998) 及 呂 美 娟

(1999)在洪儷瑜教授指導下，研究

適合識字困難程度較嚴重學生的

教材與教法。而在香港及中國大陸

地區也有學者將電腦與識字教學

相結合，發展出多媒體電腦輔助識

字系統及雙拼計算機輔助識字系

統等 (呂美娟 , 1999)。至於在理解

困難的補救教學上，國內也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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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曾陸續做過一些探討 (如：曾陳

密桃， 1990；蘇宜芬．林清山，

1992；胡永崇， 1999)。

在 國 外 的 相 關 研 究 方 面 ，

Malone Mastropieri (1992) 和

Jitendra, Hoppes, Xin (2000)均使

用摘要策略結合理解監控來幫助

閱讀困難兒童，也均發現有不錯的

效果。而 Johnson-Glenberg (2000)

比較使用視覺為主的策略（如心像

法）和語文為主的策略（如交互教

學的澄清、提問等）何種對有閱讀

理解困難的兒童較有幫助效果，結

果發現兩者的效果相近，且皆能產

生相當的輔助效果。

唯利用電腦設計閱讀理解訓練的

教學輔具，來協助有閱讀困難的學

童，在國內仍付之闕如。因此，本

計劃乃以此做為研究重點之一。

四、電腦輔助閱讀的研究現況

雖 然電 腦 輔 助 教 學 (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或電腦輔助學

習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發

展的歷史已有數十年，且發展的系

統在各學科涵蓋面十分廣泛，但針

對閱讀困難而設計的系統，卻十分

有限。目前國外關於電腦輔助閱讀

的系統，大致可分為字詞辨識能力

的 習 得 和 文 章 理 解 輔 助 系 統 兩

類。以下將針對現行的研究概況加

以說明。

(一 )字詞辨識能力習得輔助系

統

此類 系 統發 展 的主要 目的 在

於輔助閱讀困難者發展較為熟練

的 認 字 能 力 。 包 括 解 碼

(decoding)、編碼 (encoding)及字義

觸 接 (lexical access) 和 字 義 整 合

(integrating) 等 。 Frederiksen,

Warren 與 Roseberry(1985a, 1985b)

依據閱讀理論發展三套識字訓練

系統。該研究認為 ,閱讀至少包含

字母辨識 (letter perception)、全字

解碼 (whole word decoding)及字義

提取和整合 (meaning retrieval and

integration) 等 三 個 成 分

(component)。這三個成分彼此相互

關聯、相互影響 ,且均必須自動化

後才能發展出較好的閱讀能力。

Frederiksen 等 人 發 展 了 "SPEED"

遊戲軟體以訓練兒童對「字」(word)

裡面「字母串」 (letter string)的自

動 化 偵 測 與 識 別 能 力 , 發 展 了

"RACER"遊戲軟體來訓練全字解

碼的能力 ;以及發展了 "SKI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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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來 促 進 兒 童 文 句 脈 絡 中 提

取、推論和整合字義的能力。根據

Frederiksen 等人的研究發現 ,使用

過上述軟體的低閱讀成就學童 ,在

對字詞的辨識能力 ,及自動化程度

都有顯著的增加。在字義提取和整

合能力有顯著的改進 ,且能遷移到

其它的閱讀材料中。

Farmer, Klein, & Bryson(1992)

則探討以語音作為回饋對閱讀困

難者字義觸接和閱讀理解的提昇

效果。研究者認為在拼音文字當中 ,

有不少閱讀困難者困難來源是在

字義觸接時發生語音轉錄的困難

所導致。因此對於詞彙提供語音回

饋或許有助於閱讀理解。該研究以

中學生為對象 ,其閱讀能力低於現

讀年級兩個年級以上。讀者在閱讀

文章過程中 ,可隨時按鍵對任一字

詞 (words)取得語音的回饋。實驗結

果發現此種回饋方式對閱讀困難

者的閱讀理解促進效果並不顯著。

van Aarle 與 van den

Bercken(1992;1999)則發展可以診

斷兒童閱讀和拼音困難的電腦系

統 CONDAL。CONDAL 依據 De

Bruyn 等人 (1995)的「診斷循環」

(diagnostic cycle)所設計而成。Van

Aarle 與 Van den Bercken(1999)的

實徵研究發現 ,根據 CONDAL 對學

童所作的認字和拼音困難診斷 ,與

專 家 所 作 的 診 斷 有 極 高 的 相 似

度。CONDAL 根據困難症狀所衍

生出來的閱讀困難診斷假設 ,與專

家的認定存有頗高的相關。

(二 )文章理解閱讀系統

除了 上 述字 詞 辨識能 力的 閱

讀輔助系統外 ,有許多研究者嘗試

建立較高能力層次的閱讀輔助系

統。MacArthor 和 Haynes(1995)使

用超媒體 (Hypermedia)作為工具來

設計教科書內容 ,以協助有學習障

礙或閱讀低成就的 9 年級和 10 年

級學生。他們所設計的文章學習輔

助系統 (SALT)將傳統的教科書內

文加以精緻化 ,成為具有語音、線

上解說、重要觀點標示 ,以及重點

摘要等內容的超 (多 )媒體材料。實

驗結果發現 ,以 SALT 系統呈現的

科學教材較以傳統教科書方式呈

現的教材 ,能讓學習障礙學生獲得

更高的閱讀理解分數。此外 ,在對

教材接納度的表達上 ,SALT 版本

的教材也讀高於傳統教材。

Montali 與 Lewandowski(1996)

則探討視覺和聽覺雙重知覺模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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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odal)的文章呈現方式 ,對於正

常閱讀能力學童和低閱讀能力學

童的輔助效果。在視覺模態中 ,學

生 只 接 受 電 腦 螢 幕 上 的 文 章 材

料；在聽覺模態中 ,學生只接受電

腦傳送的語音資料；而在雙重模態

中 ,學生則接受兩種模態同時呈現

的材料。實驗結果發現 ,低閱讀成

就的兒童在接受雙重模態呈現材

料時 ,其閱讀理解效果最佳 ,約相當

於一般學生在閱讀視覺模態的成

績。研究者認為雙重模態的教材呈

現有助於訊息的整合 ,因此有助閱

讀低成就者吸收教材的資訊。

McKane 與 Greene(1996)探討

依據「互動閱讀模型」 (interactive

model, Stantovich, 1993)所設計的

電腦輔助閱讀課程，對於閱讀能力

低於九年級的成人閱讀困難者的

輔 助 效 果 。 該 研 究 部 份 仿 照

Frederiksen(1985) 的 RACER 和

SKIJUMP 系統 ,除強調字義的提取

和整合外 ,亦強調句義的統整和理

解。實驗結果發現 ,接受電腦教學

課程的受試者在課程結束後 ,其閱

讀成就有明顯的增進效果 ,且此進

步效果要比接受一般傳統課程的

受試者來得大。

張 國 恩 等 (Chang, Sung, &

Chen, in press; Sung, Chen, &

Chang, 2000)以電腦輔助概念構圖

結 合 應 架 勢 教 學 (scaffolding

instruction)的學習策略，探討其對

於國小學童閱讀理解和摘要能力

的增進效果。實驗結果發現此種策

略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在閱讀理解

和摘要能力都有提昇的效果。

由上述國外關於教導學生識

字 和 閱 讀 理 解 的 系 統 已 逐 漸 開

發，也發揮某種程度的應用效果。

但其應用的策略失之零散而不統

整（MacArthur & Haynes, 1995; Montali,

& Lewandowski, 1996）。而國內閱讀

相關的輔助系統更是十分缺乏，因

此建立以策略為主的閱讀理解輔

助系統來提升策略的教學和學習

效果，是頗待開發的方向。

五、自我調整學習與文章理解

自我調整學習在過去三十年來陸續

為學者提倡（Bandura，1986、1988;

Pintrich ???Zimmerman, 1990），近年來

由於對學習者的整體學習歷程和結果

（包含認知、後設認知、動機或情意等

方面）的研究在教學心理學有愈來愈受

重視的傾向，因此自我調整的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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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來也蓬勃發展（P？？）。大體而

言，所謂自我調整，指學習者情意反應

(affective reaction)、目標設定(goal

setting)、行動控制(action control)、學習

策略(learning strategy)、和學習表現

(learning performance)等覺察、監控或調

整的歷程。不同的理論派別對於自我調

整歷程中各成分強調的程度也不同，例

如社會認知論者(Bandura, 1986, 1988;

Schunk, 1994; Zimmerman, 1990)強調自

我調整學習歷程中的目標設定、自我效

能(self efficacy)、和情感反應等；而認知

建構論者(Paris & Byrnes, 1989; Paris &

Paris, 2001)特別強調學習動機和學習策

略的重要性，行動控制論（Corno, 1994;

Kuhl, 1987）的觀點著重在解釋個人在目

標設定後，如何排除干擾以達成目標。

由於本研究已針對認知策略的部分進行

分析與研發，對於學生的情意和自我效

能的提升策略則有待加強，因此本部分

將就自我調整歷程中的情感反應和自我

效能加以說明。

情感反應

情感反應在自我調整學習中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據

Bandura(1986,1991)的社會認知論，自我

調整學習中情感的自我反應主要是自己

對學習表現的滿意度。對自己的學習表

現感到滿意者，傾向為下一次相類似的

學習工作設定更高的目標，也較會採用

有效的策略來達成目標。如果個人對自

己的學習表現感到不滿意，此種負面的

情感對高效能者而言可能具有促發努力

的效果，但對低效能者則可能造成憂鬱

(depression)的情緒由此可知，對學習或

工作表現的情感反應----滿意度是自我

調整歷程的重要指標。

Locke 和 Latham(1990a)、Latham

和 Locke(1991)從目標設定的觀點來探

討情感反應。他們認為情感是評估

(appraisal)之後的產物。日常生活中常見

的情感反應包括生氣、恐懼、焦慮、失

望、內疚、滿意、喜歡、愉快等等，都

會影響個人其後的行動傾向。先前的行

動結果未達個人目標，就會產生不愉

快、不滿意、生氣、焦慮、失望、內疚

等負向情感。而這些負向的情感反應，

也會進一步影響個人下一次行動前的目

標設定。經歷正向情感者傾向為下一次

的行動設定較高的目標，經歷負向情感

者傾向為下一次的行動設定較低的目

標。所以情感反應是行動的心理能源，

未曾經歷情感經驗則無行動的動機

宋曜廷等（Sung et al., under review）

也發現在進行學習成果的自我評量和同

儕評量時，社會比較往往會造成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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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情緒反應，引發較多的防衛性自

評，較少的反省性自評。

綜合前述的文獻可知，情感反應在

自我調整學習歷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在學習情境中，情感反應通常來

自個人對於學習結果的自我評鑑。情感

反應會影響個人對其後行動的目標設

定、策略的運用、和行動的表現。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是 Bandura(1986)社會認

知論中的核心概念，意指在特定情境之

下學習者對於自己表現能力的信念。根

據 Bandura(1986,1991)，自我調整圍繞著

自我效能機制運作，自我效能對於人類

的思考、情感、動機、和行動有重要的

影響。自我效能信念是人類自我調整的

重要決定因素，它會影響人們的選擇、

抱負、要發動多少的努力、面對困難時

要堅持多久、自己的思考型態是自礙或

自助、因應嚴苛的環境需求時所經歷到

的壓力量、對憂鬱易受傷害等。自我效

能信念也決定自我調整系統次功能的運

作，影響個人自我調整中的自我監控及

認知歷程。此外，在自我調整歷程中，

自我效能信念也會影響目標設定。效能

高者會設定比較高的目標，而且對該目

標有比較高的投入(commitment)。

Schunk(1994)綜合社會認知論的自

我調整學習觀點，認為學習者在自我調

整歷程中，在從事某項學習工作之後，

會根據先前所設定的目標進行自我觀

察、自我判斷、和自我反應。這些自我

觀察、判斷、和反應的歷程會直接影響

個人的自我效能，而自我效能又直接影

響到下一次遭遇類似工作時的目標設

定。所以自我效能、目標設定、和自我

調整學習歷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自我效能在自我調整學習歷程中的

重要性，也從國內外有關的研究上獲支

持。如 Lent 等(1984)發現高自我效能者

學業表現較佳，遇到學習困難也比較能

堅持。Pintrich 和 De Groot(1990)的研究

發現高自我效能的學生傾向使用比較多

的學習策略，學習表現也比較好。

Schunk(1986)發現高效能者對於學習活

動較能投入，學習表現也佳。

自我調整的策略教學

鑑於自我調整是一種複雜的技能，

且對於學習有廣泛的影響，因此近年

來，有不少研究者嘗試透過教學將自我

調整技能傳授給學生，希望藉由自我調

整能力的增加而增進學習的成果

（Vermunt, 1989; ????）。本處將就與語

文學習有關的，以情感處理和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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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有關的策略作一說明。

在情意處理方面，Vermunt （1989）

提出關於閱讀的歷程導向教學，其中有

八種情意處理活動可以讓學習者用來處

理學習歷程中的情意反應，並且使學習

產生最大的效果。分別為：

1.歸因(attributing)﹕將學習的結果歸諸

於因果的因素，如穩定對不穩定、可控

對不可控、整體對對特定、內在對外在。

2. 動機(motivating)﹕建立並維持一般

的與工作特定的動機。3. 專注

(concentrating)﹕引導注意力到與學習工

作有關的地方，並排除干擾物、與學習

工作無關的思考與情緒。4. 自我判斷

(judging oneself)﹕評鑑自己對學習特定

材料的能力與自我效能。5. 評價

(appraising)﹕評價學習工作的價值，作

為要投入多少心力的依據。6. 發動努力

(exerting effort)﹕對於需要許多心理能

量與努力才能完成的學習工作投入積極

的思考活動。7. 產生情緒(generating

emotions)﹕產生並維持對學習有意的正

向情感，並克服對學習有礙的負面情感。

8. 期望(expecting)﹕建立對學習歷程的

合理期望。

在自我效能的增進方面，Schunk 與

Swartz (1993)探討目標設定和回饋給予

的方式，對於學童寫作技能的影響。其

結果發現，給予學童歷程性目標(process

goal)和進步性回饋(progress feedback，在

每一次的學習結束時，告訴學童他正在

學習某種策略，以及其進步情形，而非

學習結果的對或錯)，其寫作成果、自我

效能、和學習遷移等較給予成果性目標

的學童來得好。此外，Schunk 與 Rice

(1993)亦發現，當策略採用鷹架撤除的方

式，且與進步性回饋同時給予學生時，

學生在閱讀理解、策略使用和自我效能

等方面都較僅使用策略撤除或僅使用進

步性回饋的學生來得佳。除了給予進步

性回饋可以增進學習技能和自我效能

外，Schunk 與 Rice(1992)亦發現，在策

略教學時，給予學生相關訊息，告知策

略的價值和有用性（讓學生知道他因使

用使用策略而導致進步），也能有效增進

低學習能力學生的自我效能和閱讀理解

能力。

由以上說明可知，認知策略可以和

提升自我效能和情感意處理的情意策略

相結合，而且發揮不錯的教學效果。在

閱讀教學時，若能夠適度使用情意策

略，例如學習的進步情形（進步性回饋）

和策略的有效性回饋（而非僅有結果性

回饋），將可能改變學生對自己學習結果

的歸因方式，並且提升其使用策略的動

機願意，以及學習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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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適性策略教學的機制

本研究所研發的閱讀裡幾輔

助系統系統，除了強調策略的完整

性和有效性，以作為學生的學習伙

伴，或教師的教學助理，來提升教

學和學習的效果之外，更希望能達

到適性教學的目的，讓教學策略的

選擇更為彈性，更適合個別需要。

能否達到此目的，閱讀理解的評量

是關鍵的因素。目前在國內雖然已

經有學者進行閱讀理解評量工具

的編製 （黃秀霜 , 1997; 柯華葳 ,

1996, 1999; 蘇宜芬 , 1991），但由

於其多半強調整體閱讀理解能力

的評量，而非單一文章的理解狀

態，因此不適用於特定文章的理解

(text comprehension) 之 評 估 。 另

外，在電腦化的適性教學環境必須

有即時和快速回饋信息，此點是以

紙筆測驗為主的大多數的閱讀能

力測驗無法滿足的。

本研究認為，文章理解的狀

態，可以依據 Mayer(1996)的文章

學習的有意義模型，來分解成三個

成分，即選擇重點、組織重點，和

新舊知識整合等三部分（詳第一

節）。而文章的理解狀態也可以依

據此三個成分加以測量。又由於本

研究的策略教學模式是依據上述

三個成分來設計，並加以擴充，因

此當某種文章理解狀態被測得時

（閱讀的文章篇數何者最適合，將

從以實徵的方式探討），可以依據

讀者是在哪一個文章理解成分或

階段中產生問題，然後給予相對應

的輔助策略，而達到在能力和教法

適配的目的。以下將對本研究和子

計畫五所預計採用的兩種線上文

章理解評量方法，作一介紹。

（一）文章摘要或心得寫作評

量：

Hidi & Anderson(1986) 指出摘要是

濃縮訊息以代表文章的簡短敘述，能幫

助學生理解閱讀材料並組織自己所寫的

文章。Kintsch & Van Dijk(1978)認為摘要

的功能就是將文章的主要觀念在讀者的

記憶中產生鉅觀結構(macrostructure)。而鉅

觀結構即代表主要觀念的一套命題，能

用來幫助記憶文章內容的其他訊息。

Brown 與 Day（1983）則認為，摘要的

歷程包括了選擇主題句(selection of a

topic sentence)、刪除贅詞 (deletion of

trivia or redundancy) 、 整 合 細 節

(integration of details)和概念階層化等

(superordination of lists)等步驟。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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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就者的觀點可知，對文章摘要的歷

程，事實上牽涉到 Mayer 所稱的選擇組

織和統整的歷程。因為選擇的歷程及包

括了選擇主要的語句（概念）和刪除無

關的語句，因此與 Brown & Day 的前兩

階段相似。而組織的歷程則包含了對於

重要語句（概念）的重組和連結，步驟

亦與 Brown & Day 的後兩階段即整合細

節和概念階層化等相呼應。事實上，如

果每有相當的先前知識最為基礎，要能

將文章的重要觀念重新組織並不容易，

因此摘要應該也牽涉到相當的新舊知識

整合。整合。由於文章摘要涉及文章理

解的主要成分，因此摘要結果的好壞，

可以視為文章理解的重要指標。Taylor &

Beach (1984)調查有關評量閱讀理解的

15 個研究，發現一半以上是用摘要當作

閱讀理解評量的工具，並認為寫摘要比

自由回憶、簡答題提供更多關於受試者

理解文章的訊息。

如果顧慮文章摘要的歷程，對

於反應整合歷程的效果有限，則可

以將文章摘要的作業加上心得寫

作。在字數的限制內要求讀者有多

少比例的內容是文章的摘要，有多

少 比 例 的 內 容 是 自 己 的 心 得 感

想。心得感想的部分將可以增加文

章理解歷程中的整合成分，因此是

一個十分值得嘗試的作業方式。

上述文章摘要或心得撰寫的

評量方式，目前較可能使用的是

潛在語意分析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技術，相

關細節請參看子計畫五。Kintsch

等（ 2001）曾以 LSA 為，設計 Summary

Street 的電腦輔助摘要系統來作為輔助

訓練學生寫文章摘要的能力。透過 LSA

的相關機制，Summary Street 可以對學

生的摘要中的重點是否都已完整，及那

一種的資訊被忽略掉了提供回饋，亦即

可以偵測出摘要中冗贅(redundancy)和

匱乏(deficiency)的訊息。此外它也可以

提供學生摘要內容和本身內容的相關性

(relevance)。雖然 Summary Street 對文章

摘要比對和回饋的精確性有待加強，但

可以肯定的是，透過 LSA 進行文章摘要

內容的選擇和組織的判斷，是很有潛力

的。Wolfe 等人(1998)則將 LSA 作為評

量學生心得寫作的工具，並以之作為匹

配知識程度和學習材料的依據。研究結

果發現，LSA 對心得寫作的評量結果，

和文章理解有高度的相關，也適合作為

匹配讀者知識程度和教學材料的依據。

（二）知識結構測量

摘要或心得寫作雖然是作為文章理

解評量的工具之一，但其主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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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目前的中文

環境而言，打字對國小學童是一項很大

的挑戰，因此使用效率有待評估。此外，

摘要活動作為評估工具本身，活動過於

單一。本研究認為「知識結構測量」

(structural knowledge assessment)是另一

個線上文章理解程度的可能選擇。近年

來有不少研究者藉由「知識結構測量」

來對學習者的知識狀態進行評估。例如

Goldsmith(1990), Rowe 等 (1996)運用

pathfinder 方法，Ruiz-Primo（1996）、

Herl 等則使用概念構圖法；宋德忠、陳

淑芬、張國恩(1988)整合概念構圖法和

pathfinder 法等均是這方面的嘗試。由於

文章的理解狀態可以是為一種知識結

構，因此亦有不少學者認為上述圖解取

向的作法可以做為文章主題理解程度的

評 量工 具 (McKeown & Beck, 1990;

Naveh-Benjamin, Lin, & McKeachie,

1995)。

宋德忠等（宋德忠，陳淑芬，張國

恩, 1998）認為，採用概念構圖法比採用

Pathfinder 法在知識結構測量的三個步

驟「引出知識」(knowledge elicitation)、

「表徵知識結構」(knowledge

representation)、以及「評量知識結構」

(evaluation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都有較好的效果。事實上，就 Mayer 文

章理解的歷程對應而言，概念構圖法也

較 Pathfinder 法來得明確。由於在建構

概念圖歷程中，涉及文章內容關鍵詞（重

要概念）的選取，以及命題化、階層化、

結構化等組織步驟(Chang et al., in press;

Sung et al., 2000)，因此與 Mayer 的文章

理解之選擇和組織頗為接近，所要加強

者為整合步驟。本研究將結合子計畫五

嘗試以 LSA 中關於關鍵詞擷取和文件

比對的技術，應用於概念構圖，讓讀者

除了可以就文章本身，或系統提供的概

念列進行選取與組織的工作外，另外由

電腦自行依據文件比對結果，找出與被

閱讀文章相近的其他文章（文件庫和其

語意空間將在比對前即已建立完成，其

與受測者的年級或可能知識背景將先由

相關教師作粗略區分），並擷取相關的關

鍵詞（或重要概念），加入原文章中的概

念列中，由受測者進行與其他概念的整

合工作。如此，將有可能克服概念構圖

在評量新文章知識，和既有舊知識相整

合的限制。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透過文

章的摘要或心得寫作評量，以及知識結

構測量，將有可能對讀者的知識理解狀

態中的各個成分，有比較清楚的瞭解。

透過這些訊息，電腦將更可能提供與讀

者能力相對應的策略教學，因此也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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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達到適性教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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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一、多重閱讀策略系統的設計方法

（一）相關策略介紹

本研究在上一年度中，與天母國中

的學習障礙班合作，根據文章理解的

ASOIM 模式，擬定若干閱讀理解策略進

行實際的應用探討，目前預計較有應用

潛力的策略共有八個，簡要說明如表

一。在下年度中預計將策略擴充至十至

十二個。除了新策略的擴充外，新年度

中亦將擴充系統的設計介面，加入教師

可以視需要自行安排的策略和教材的介

面。

表 1.系統架構配合閱讀策略表

閱讀過程 閱讀策略

專注 自我發問、偵查錯誤

選擇 結構改錯、重點劃線

組織 結構填充、推論填充

統整 命題造句、文章摘要

監控 閱讀檢核表

１、在專注部份：自我提問（閱讀目

的和相關知識）和偵錯訓練作為促使學

生喚起相關知識經驗和投入閱讀的訓練

策略。

自我提問的示例如下：

我是不是做好了閱讀前的準備？

（比如說：我是不是讀了文章題目及段

落前的標題？我是不是先看過插圖或附

圖了？我有沒有想想看關於這個題目我

已經知道的事情有哪些？如人、事、時、

地、物等？）（參考：Tayor，1995）

偵錯訓練的材料示例如下：

慷概借米的韓樂吾

明朝有一個人，名叫韓樂吾，是一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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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匠。他的家很窮，平常穿的是新衣服，

吃的是粗飯，住的是菜草房子；但是他

曾讀過書，所以很懂得做人的道理。有

一天，在黃昏的時候，他的鄰人來向他

借米。這個時候，他的家裡的米也僅夠

明天早晨吃一頓了；不過他還是把家裡

的水果全部借給鄰人。他的妻子為了這

件事心裡很生氣，就和他吵起嘴來了，

可是韓樂吾平心靜氣地對他的妻子說：

「咱們雖然也很富裕，但是咱們的困難

還在明天，人家的困難就在今天晚上。

為了解救人家明天的困難，是不要借給

他才對呀。」

這篇文章中共有五個前後矛盾的地方，

1.你預測你會答對________個結果，

2.你實際答對________個

２、在選擇部份，以重點劃線和圖

解策略中的結構圖改錯作為訓練學生覺

察文章重要概念的方法。

重點劃線的訓練示例如下：

文章的重點在哪裡：

1. 在段落的第一句或最後一句（即主

題句）

2. 因為……所以……。（有因果關係的

句子）

3. 找出列舉的項目（1.．．．2.．．．

3.．．．）。

4. 找出故事中的人、事、時、地、物．．．

等。

5. 找出事件發生的順序。

6. 和文章題目有關的內容。

7. 文中特別標示或粗黑體的字。

劃線策略是：

1.在重點處下方、右方、或左方劃線或

做其他記號。

2.線條可用直線－－或曲線～～～。亦

可用色筆在重點字上劃線。

3.對重點字、詞亦可用筆圈起來。

4.找出事件順序，給 1,2 ,3 ,4..等的符號。

使用時機：

一般閱讀文章時，均使用此策略，

選擇性注意文章的重點及加強重點的記

憶。

引自石兆連(1997)

3. 在組織部份，以圖解策略中的結

構圖填充和推論填充作為訓練學生

組織文章重要概念的方法。結構填

充為以文章的結構塑繪製的概念

圖，進行填充的活動。此種作法在

Chang, Sung, & Chen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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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wra, Dubois, Christensen, Kim,

and Lindberg (1989)、Kiewra, Dubois,

Christensen, Kim, and Lindberg

(1989)的研究中，被發現對學生的

組織觀念有良好的效果。推論填充

則訓練學生對於語句間隱含關係關

係的連結。

4. 在統整部份，以文章摘要和命題

造句兩種方法來訓練學生統整文章

內容和連結既有知識的方法。

做摘要的訓練材料示例如下：

一、記敘文（故事體）摘要步驟

步驟一：刪減

步驟二：列出重點

步驟三：重新整理

5. 在監控部份，以閱讀歷程檢核來

訓練學生對自己在閱讀過程中對文

章內容專注程度，對文章重要概念

理解程度，對文章段落主旨的統整

程度以及自身運用策略進行精緻處

理的程度等的後設認知覺察。

後設認知檢核單示例：

1.我在閱讀過程中有沒有監控自己的理

解狀況（例如：我有沒有注意自己是

否讀懂了？遇到讀不懂的地方，我有

沒有使用策略去解決困難？）

2.我在閱讀過程中有沒有使用一些方法

去增進我對文章的理解？（例如：我

有沒有問問自己一些問題？我有沒有

停下來檢查我讀到哪裡了？）

3.我在閱讀之後有沒有用一些方法檢核

我的理解狀況？（例如：我有沒有做

摘要，問自己問題，做故事結構圖，

或是圖解組織？）引自 Taylor, et al.

(1995)

上述策略均將鑲嵌進入說明文或
記敘文的閱讀材料，供學生在閱讀的
前、中、後練習。目前已建立完成置入
系統的文章共有十六篇（如表二），在
下一年度中，將擴充至二十五篇，文章
字數亦將擴充至一千字左右。

表 2.目前運用於閱讀策略的文章及其出
處

閱 讀 策
略名稱

文章名
稱

文 體 及
字數

資料來源

專 注 —
自 我 發
問

半邊井
的人情
味

記 敘
文，323
字

陳 東 和 編
著，光田出版
社

專 注 —
自 我 發
問

貓 說 明
文，168
字

陳從龍，國語
週刊雜誌社

專 注 —
偵 查 錯
誤

習慣成
自然

記 敘
文，195
字

陳清和，幼華
出版社

專 注 —
偵 查 錯
誤

婦人和
母雞

記 敘
文，177
字

陳 東 和 編
著，光田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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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策
略名稱

文章名
稱

文 體 及
字數

資料來源

選 擇 —
結 構 改
錯

五月是
康乃馨
的天下

說 明
文，193
字

陳從龍，國語
週刊雜誌社

選 擇 —
結 構 改
錯

蚊蟲 說 明
文，109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選 擇 —
結 構 改
錯

脂肪 說 明
文，285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選 擇 —
重 點 劃
線

我的理
想

記 敘
文 ， 78
字

柳文華，小學
語文段落層
次分析方法

選 擇 —
重 點 劃
線

禿鷹 說 明
文，266
字

閱讀與作文
9，新學友書
局

選 擇 —
結 構 填
充

人體的
骨骼

說 明
文 ， 90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選 擇 —
結 構 填
充

史前人
類的生
活

說 明
文，379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選 擇 —
推 論 填
充

會飛的
圖書館

記 敘
文，209
字

吳然，民生報
叢書

閱 讀 策
略名稱

文章名
稱

文 體 及
字數

資料來源

整 合 —
命 題 造
句

交通安
全

說 明
文，119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整 合 —
命 題 造
句

心臟病 說 明
文，242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整 合 —
文 章 摘
要

香港腳 說 明
文，102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整 合 —
文 章 摘
要

蒼蠅 說 明
文，124
字

胥彥華，國立
台灣教育學
院特殊教育
研究所碩士
論文

（二）預期建立的電腦輔助學習系統介

紹

系統所採取的操作流程如下圖 1。

先說明閱讀策略的意義，並讓使用者練

習操作一個範例，當使用者熟悉系統操

作方式後，可以選擇一篇文章進行閱

讀，閱讀完成後再進入實際的閱讀策略

操作，系統根據使用者的操作過程給予

回饋。如果要選擇新的文章則再回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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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策略的說明與練習，如果要離開此閱

讀策略，系統會給予一個閱讀檢核表。

圖 1.閱讀策略教學流程圖

整合式閱讀理解策略輔助系統說明
本系統採取智慧型代理人

（Intelligent Agent）的方式引導使用者
操作，代理人以語音方式說明三種主要
作業程序導引：工作程序的導引、操作
介面的導引、回饋的導引。代理人的導
引方式採取鷹架教學的方法，在練習的
初始階段給予使用者完整的訊息提示，
然後再分階段減少代理人的輔助說明。
工作程序的導引是在系統啟動時就呈現
給使用者，操作界面的導引是給予使用
者在系統界面操作的教導，回饋的導引
則是給予使用者完成工作目標後，根據
作業結果，給予適當的診斷和回饋。系
統代理人及工具箱的作法如表 1 所示。
此種智慧型代理人的導引，將貫串本系
統的各個閱讀策略。

表 3 系統代理人及系統工具按鈕的說明
物件 圖示及說明

1.分為三
個方面：工
作程序的
導引、操作
界面的導
引、回饋的
導引。

智慧型代理
人
（Intelligent
Agent）

2.對代理
人按下右
鍵，系統提
供使用者
一些功能
上的說
明。

工具按鈕
按下閱讀鈕，則

會出現使用者所選擇
的文章。

按下劃線鈕，反
白的文字會加上底
線。

按下復原鈕，反
白的文字會變成原始
的狀態。

按下聲音鈕，反
白的文字會念出聲
音。

按下說明鈕，智
慧型代理人會出現說
明。

按下加入鈕，會
將選項加入。

按下刪除鈕，加
入的選項會刪除。

完成特定策略

閱讀策略說明與練習

選擇閱讀一篇文章

實際操作閱讀策略

根據操作過程給予回饋

閱讀檢核表

選擇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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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 圖示及說明

按下完成鈕，系
統會根據使用者操作
給予回饋。

按下此鈕，系統
會回到閱讀策略選
項。

（一）、「專注過程」的自我發問和偵查
錯誤策略系統介面

專注訓練中，系統包含自我發問和
偵查錯誤策略。自我發問主要是利用選
擇題的方式訓練使用者。偵查錯誤則是
讓使用者在文章上對錯誤的詞句劃線。
系統的使用畫面示例如圖 1 至圖 8。

圖 2 閱讀專注過程的說明和閱讀策略選
項介面示例

自我發問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閱讀。以下各策略進行
時，皆採類似做法，不再贅述。

圖 3 專注過程的自我發問策略說明和範
例練習介面示例

圖 4 專注過程的自我發問策略閱讀文章
介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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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專注過程的自我發問策略給予使用
者的相關問題訓練介面示例

圖 6 專注過程的自我發問策略給予使用
者的操作回饋介面示例

偵查錯誤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策略操作。

圖 7 專注過程的偵查錯誤策略給予使用
者的訓練文章介面示例

（二）、「選擇重點過程」的結構改錯和
重點劃線策略

在閱讀的重點選擇過程，本系統包
含結構改錯和重點劃線策略，結構改錯
主要以結構圖中包含錯誤的節點讓使用
者利用下拉選單改錯，重點劃線則是讓
使用者在文章上劃重點，系統畫面示例
如圖 9 至圖 16。

結構改錯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閱讀。

圖 8 選擇重點過程的結構改錯策略閱讀
文章介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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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選擇重點過程的結構改錯策略結構
圖訓練介面示例

重點劃線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閱讀。

圖 10 選擇過程的重點劃線策略文章訓
練介面示例

（三）、「組織重點過程」的結構填充和
推論填充策略

在閱讀的組織重點過程，本系統包
含結構填充和推論填充策略。結構填充
主要以結構圖中有問號的節點讓使用者
利用下拉選單填入適當的詞句。推論填
充則是讓使用者在文章上的空格利用下
拉選單填入適當的詞句，系統畫面示例
如圖 17 至圖 24。

結構填充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閱讀。

圖 11 組織過程的結構填充策略閱讀文
章介面示例

圖 12 組織過程的結構填充策略結構圖
訓練介面示例

推論填充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閱讀。

圖 13 組織過程的推論填充策略文章練
習介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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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過程」的命題造句和文章
摘要策略

在閱讀的整合過程，本系統包含命
題造句和文章摘要策略。命題造句是根
據使用者所閱讀的文章，給予概念和連
結語的下拉選單，讓使用者造出命題，
並且要將舊有的知識命題加入。文章摘
要則是讓使用者在閱讀的文章上做摘
要，利用刪除句子的方式操作，並且要
將舊有的知識句子加入。系統畫面如圖
25 至圖 32。

命題造句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閱讀。

圖 14 整合過程的命題造句策略閱讀文
章介面示例

圖 15 整合過程的命題造句策略訓練畫

面介面示例

文章摘要策略開始時 Agent 先做說
明，再讓使用者練習一個範例，當範例
操作正確後，則可以選擇一篇文章按下
閱讀文章鈕進行閱讀。

圖 16 整合過程的文章摘要策略文章訓
練介面示例

（五）、閱讀的監控過程閱讀檢核表策略
當使用者練習完某一個閱讀策略

時，將給予使用者一個閱讀檢核表。

圖 17 監控過程的閱讀檢核表策略介面
示例

二、整合情意策略的多重理解策略系統

之建立

本研究第一年建立的系統，主要以

認知策略為主，回饋方式也以學習結果

回饋為主。為因應閱讀困難學生在情意

和動機上的需求，本系統將於第二年在

策略上加入較為有趣的學習策略，如在

組織的部分加入以笑話為材料的笑話重

組或推論策略，以及以漫畫和文字同時

呈現的圖文重組策略。希望在一般策略

應用前，能先使用此方面的策略，來藉

使用者選擇完詞句、連結語

選單中的選項所構成的命

題，再按下加入鈕即可新增

至選單中。

使用者在刪除完句子後，利

用選擇句子的下拉選單，將

舊有的知識加入，並利用標

點符號重新整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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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能提升閱讀困難學生的策略使用意

願。此外，也將參考 Vermunt (1989)和

Paris & Paris (2001)的建議，培養使用者

學習者將學習成果歸因於自身策略使用

的習慣，以及參考 Schunk 與 Swartz

(1993) 給 予 進 步 性 回 饋 (progress

feedback)的作法，在每一次的學習結束

時，告訴學童他正在學習某種策略，以

及其進步情形（而非學習結果的對或

錯），逐步培養其自我效能。

三、整合潛在語意分析和知識結構測量

的適性策略教學系統之建立

本研究將在第三年，與子計畫五共

同整合，採用潛在語意分析和知識結構

測量的機制，建立適性閱讀系統。具體

的理念請見本計畫文獻部分的第六節，

更具體的作法請見子計畫五。在此年度

除兩種適性評估機制的建立和挑選策略

時效益的比較之外，更將特別著重在使

用者再進行適性教學時，其與在進行一

般非適性教學時的使用感受和效果的探

討。

實驗方法與步驟

一、第一年的計畫：具多重策略的閱

讀理解輔助系統的應用效果

本計畫第一年的主要工作為檢驗

依據閱讀策略所設計的閱讀理解輔助系

統對於具一般閱讀能力的小學五六年級

或國中一年級學生在使用該系統後，其

閱讀理解能力、摘要能力、策略使用能

力等是否有增長的效果。同時在實驗中

將由電腦記錄參與者在各個策略使用的

時間、次數、困難情形等，並在每一次

的策略教學結束後抽取若干名參與者進

行使用感受的訪談，作為系統修正的參

考。

參與者：為了解本研究所設計的策

略課程和閱讀輔助系統對國中和國小學

童閱讀理解能力與摘要能力的促進效

果，本研究擬以閱讀輔助策略系統，進

行為期十六個星期的實証考驗。實驗中

擬包括國小六年級學生，或國中一年級

學生。若以小學生為對象，擬選取國小

六年級智力正常且國語文能力中等以上

的學生做為研究對象。這些學生中在「瑞

文氏彩色圖形推理測驗」的分數應位於

年級平均數的負二個標準差以上(即智

力正常)，且在邱上真，洪碧霞(民 85)所

編「國語成就測驗」，得分在百分等級

50 以上，做為研究對象。若以國一學生

為對象，其選取程序同上，但使用工具

將做修改。

實驗設計：如果實驗條件允許，本

研究將採用等組後測設計（若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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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考慮不等組的前後測設計），第一個自

變項為「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分為高、

中二個水準；第二個自變項為「閱讀策

略系統的使用」，分為 「不使用閱讀策

略系統（為控制組）」及「使用閱讀策略

系統（實驗組）」 兩個水準，依變項為

文章理解得分、和摘要效率和策略用的

頻率和正確性。

實驗教材：由於策略本身需要一段

時間的學習與熟練，因此本研究擬設計

包含十六個單元的策略訓練課程，供學

生學習。這十六個單元所使用的文章原

則上由本研究目前所設計的材料提供，

內容將含括自然科（或或國中的生物、

地球科學等相關領域）和社會科的領域

各半，將包含說明體和故事體文章。每

個學習策略將有相對應的二到三篇文

章。

實驗工具：將採用現有的材料或自

編以下工具：

一、前測試題：1. 閱讀理解測驗：為瞭

解閱讀者的初始閱讀能力以作為分

組的依據，將以邱上真，洪碧霞(民

85)所編「國語成就測驗」作為閱讀

理解測驗工具。2.文章摘要測驗：

為瞭解學生的原有文章摘要能力，

以「認識颱風」一文為材料(Chang,

Sung, & Chen, in press)，作為測驗

摘要能力的依據。採 Garner(1982)

所提的摘要效率代表摘要能力。其

摘要效率計算公式如下：

摘要內容的總字數
目摘要主要觀念單位的數

＝摘要效率

摘要效率的意義為：以最少的字數

表達最多有關文章內容主要觀念，

則摘要效率越高，其摘要能力愈

強。公式中，摘要主要觀念單位的

數目，是將文章內容以句子為單

位，經過修改、組織後，分析成數

個觀念單位，以觀念單位為評分標

準。

二、後測試題：1. 閱讀理解測驗：本研

究將以柯華葳（ 1996）所編製

的「閱讀理解測驗國中版」或

蘇宜芬 (1991)所編製的「文章閱

讀理解測驗」作為閱讀理解測驗工

具作為測量受試者閱讀能力的

工具。2.文章摘要測驗：將自編以

測量參與者在接受策略教學後的摘

要能力改變效果。計分方式與前測

摘要計分方式相同。3. 理解策略應

用測驗，擬選未在實驗教材中使用

的相關教材三篇，進行上述理解略

的應用測驗編製及標準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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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程序：本實驗預計進行十八

週，除前後測時間外，策略教學將

進行十六週，每週進行一至二次教

學，每一到二週進行一個閱讀理解

策略單元的教學，每次約 40 分鐘。

控制組學生在實驗教學的時間，教

室中自習，不進行任何實驗處理。

二、第二年的計畫：整合認知和情意策
略的閱讀理解輔助系統對閱讀困難學生
的應用效果

本計畫第二年的主要工作為檢驗

依據閱讀策略所設計的閱讀理解輔助系

統對於有閱讀困難的小學六年級或國中

一年級學生在使用該系統後，其閱讀理

解能力、摘要能力、策略使用能力等是

否有增長的效果，以及其自我效能和閱

讀動機的增進情形。同時在實驗中將由

電腦記錄參與者在各個策略使用的時

間、次數、困難情形等，並在每一次的

策略教學結束後抽取若干名參與者進行

使用感受的訪談，作為系統修正的參考。

參與者：為了解本研究所設計的策

略課程和閱讀輔助系統對國中和國小學

童閱讀理解能力與摘要能力的促進效

果，本研究擬以閱讀輔助策略系統，進

行為期十六個星期的實証考驗。實驗中

擬包括國小六年級學生，或國中一年級

學生。若以小學生為對象，擬選取國小

六年級智力正常但國語文能力低落的學

生做為研究對象。選取的程序為：先請

國小六年級及各班導師根據五年級國語

科段考成績選出最差的百分之二十五學

生，並請導師排除該生具有視障，聽障，

情緒障礙，動作障礙等及長期缺課者。

再從這些學生中挑選出在「瑞文氏彩色

圖形推理測驗」的分數位於年級平均數

的負二個標準差以上(即智力正常)，且

在邱上真，洪碧霞(民 85)所編「國語成

就測驗」，得分在百分等級 30 上下者，

或柯華葳(1999)的閱讀困難診斷測驗中

得分在？？？以下者為對象。做為研究

對象。若以國一學生為對象，其選取程

序同上，但使用工具將做修改。

實驗設計：如果實驗條件允許，本

研究將採用等組後測設計（若不允許，

將考慮不等組的前後測設計），自變項為

『閱讀策略系統的使用』，分為 「不使

用閱讀策略系統（為控制組）」及「使用

認知閱讀策略系統（實驗組）」「使用認

知和情意策略閱讀策略系統」三個水

準，依變項為文章理解得分和摘要效

率、策略用的頻率和正確性以及閱讀動

機量表的得分。

實驗教材：因此本研究擬設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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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個單元的策略訓練課程，供學生學

習。這十六個單元所使用的文章部分取

自本系統中字數較少，難度較低的教

材，另一部份將由研究者與特殊班的教

師商議後擇定。

實驗工具：本研究所使用的實測驗

工具，在認知能力部分原則上與實驗一

相同，若有特殊需要，亦將視情形另行

編製。 另自我效能和閱讀動機部分將使

用宋曜廷、劉佩雲與簡馨瑩（發表中）

所編製的閱讀動機量表。閱讀動機量表

（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簡稱MRQ）乃Guthrie與Wigfield於1995

年根據閱讀動機的相關理論、實徵研究

資料、晤談及長期教室觀察資料，所建

構之三層面十一個因素的閱讀動機量

表，並經逐年修訂而成（Wigfield &

Guthrie﹐1996；Guthrie ＆ Wigfield，

1997；Baker & Wigfield，1999；Guthrie、

Wigfield & VonSecker，2000）。本量表經

宋曜廷、劉佩雲與簡馨瑩（發表中）加

以翻譯修訂，以國小五、六年級共 590

名對象為受試進行修訂。該量表分為三

層面：信念能力、目標、社會，及十一

個分量表：挑戰、效能、競爭、逃避、

好奇、認可、投入、成績、重要、社會

及順從共六十一題。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效度資料。

實施程序：本實驗預計進行十八

週，除前後測時間外，策略教學將

進行十六週，每週進行二次教學，

每一到二週進行一個閱讀理解策略

單元的教學，每次約 40 分鐘。控制

組學生在實驗教學的時間，教室中

自習，不進行任何實驗處理。

三、第三年的計畫：整合潛在語意分析

和知識結構測量的閱讀理解輔助系統的

應用效果

本計畫第三年的主要工作為整合

潛在語意分析和知識結構測量的機制，

建立一適性策略教學系統。本研究將特

別著重不同評量機制對於讀者知識狀態

的評估有效性，以及策略學取的有效

性、教學的有效性等。預計採用的方法

有相關研究法、實驗法、觀察法等。整

體的參與者、材料、實驗設計等，將視

實際需要再行調整。

整體研究進行步驟、工作項目和預期之

貢獻

實施步驟：本計畫將分三年完成，主

要研究步驟和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第一年：

工作項目：具整合策略的閱讀

理解輔助系統的建立與應用效果驗證。

第一年將進行兩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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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上半年時將依據建置

完成的系統，為各策略搭

配適當的文章教材，預計

設計 25-30 篇的教材。上

半年同時將把可以提供

教師自行安排策略和教

材的介面完成。

2. 在下半年進行系統的實

徵評估工作。同時亦將依

據評估的結果，進行系統

本身所使用的策略和介

面的修訂，以及相關教學

理論和程序的檢討。

預期貢獻：在實務應用上，可以

提供網路上可用的閱讀輔助教學

策略，提升教材本身的可用性和

易得性。有助學生的語文學習，

並協助相關教師減輕教學負擔。

在理論探討上，可以

瞭解以各策略實際應用時，對閱

讀 理 解 的 影 響 ， 有 助

檢驗相關理論的合理性和正確

性。同時對策略教學和電腦輔助

學習的領域可以提供閱讀輔助的

參考經驗。

第二年：整合認知和情意策略的閱讀理

解輔助系統的設計與應用效果評估

工作項目：

1. 上半年將進行相關情意策略

的設計，適用於閱讀困難者

教材的編纂，與系統實作。

2. 下半年將進行系統的實徵評

估。

預期貢獻：在實務應用上，可以提

供閱讀困難者一個可用的閱讀輔助環

境，促進其閱讀效果。協助相關教師減

輕教學負擔。在理論探討上，可以瞭解

以自我調整學習為基礎設計的情意教學

策略的應用效果，有助檢驗相關理論的

合理性。此外，情意策略的設計可以提

供電腦輔助學習在設計相關策略時，極

為重要和創新的參考。

第三年：整合潛在語意分析和知識結構

測量的適性理解策略教學系統的設計與

應用效果評估

工作項目：

1. 上半年將進行潛在語意分析

和知識結構測量機制的整合

和測試，系統工作流程的設

定和先前測試。

2. 下半年將進行系統的實徵評

估。

預期貢獻：在實務應用上，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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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習者一個適性的閱讀教學環境，促

進其閱讀效果。協助相關教師減輕教學

負擔。在理論探討上，可以瞭解以適性

閱讀教學的可行性，以及不同閱讀理解

機制作為支援適性策略選取的有效性。

此外，適性教學的設計可以提供電腦輔

助學習在設計相關環境時，極為重要和

創新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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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Attention-Selection-Organization-Inte

gration-Monitoring (ASOIM) model,

revised from Mayer’s (1996) SOI 

model of text comprehension, was

used as a foundation to design a

user-friendly, multi-strategy based

Computer Assisted Strategi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ASTLE). CASTLE aims to enhance

learners’ abilities of using reading 

strategies and text comprehension. The

effects of CASTLE on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reading ability were

empirically evaluated. 130

sixth-graders took part in an 11-week

computer-based reading strategies

cour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STLE helps enhance students’ use 

of strategies and text comprehension at

all ability levels.

Improving Childre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Use of Strategies

through Computer-based Strategies

Training

Introduction

For enhancing reading ability one of

the methods most often recommended by

researchers is reading strategies

instruction. Reading strategies instruction

is found to be highly effective both in

dealing with problems on th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levels (Fischer, 2003;

Sindelar, Monda, & O’Shea, 1990) and on 

higher-level issues such as text

comprehension (Alfassi, 2004; Brown,

Pressley, Van Meter, & Schuder, 1996; De

Corte, Verschaffel, & De Van, 2001;

Johnson-Glenberg, 2000; Van Keer, 2004).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tried to

deduce principles of reading strategies

from empirical studies (Dole, Duffy,

Roehler, & Pearson, 1991; Mastropie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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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uggs, 1997; Pressley, Johnson, Symons,

McGoldric, & Kurita, 1989). Some of the

more widely recommended approaches

are determining the main messages (e.g.,

summarization), using text enhancements

(e.g., illustrations, text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s, mental images), question

and answer drills (e.g., self-questioning),

meta-cognition (e.g.,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Paris and Paris (2001)

postulate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in successful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1) using multiple

strategies; (2) presenting clear messages

for application, such as why, when and

how to use the strategies; (3) making

students attribute their learning

achievements to the correct use of

strategies; (4) applying strategies in peer

interaction; (5) incorporating cognitive

strategies into a more wide-ranging

domain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6)

embedding strategies in the reading

activities in daily life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In fact,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cessful strategy

instructions described by Paris and Paris

(2001), one can find that it is rather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create those

conditions in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Take multiple-strategy instruction for

example. It tak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raining for most teachers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using the strategies and

being able to teach them to their students

(Pressley & El-Dinary, 1997; Pressley,

Duke, & Boling, 2004; Duffy, 1993a).

Further, prepar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instruction simply takes too much time

and energy (Pressley, Goodchild, Fleet,

Zajchowski, & Evans, 1989). Furthermore,

there are complexities involved in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ies

to apply the strategies in daily life.

Perhaps the difficulties above 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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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reasons why strategies instruction is

seldom implemented in a classroom

(Pressley, 2000; Van Keer, 2004).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create a proper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assistance which

relieves teachers of their burden in

implement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and

increases students’ opportunities and 

willingness to use reading strategies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difficulties of implementing

reading strategies i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may be reduc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has been

very popular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and scholars agree on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computers in reading instruction

under appropriate design (Labbo &

Reinking, 1999; Leu, et al. 1998;

Lungberg, 1995; Reinking, Labbo, &

Mckenna, 2000). There are generally

several advantages to the use of computers

in reading instruction (Lynch, Fawcett, &

Nicolson, 2000; Mathes, Torgesen, &

Allor, 2001). Firstly, computers can

provide immediate individual feedback

based 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condition. 

Secondly, learning with computers allows

students to control the pace of learning by

themselves. Thirdly, properly arranged

courses may be operated independently

with computers, thus relieving teachers of

some of the burden and giving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Fourthly, through presentations using

different media, it may strengthen

students’ motivation to rea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lthough the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has had some

impressive results (See Blok, Oostadam,

Otter, & Overmaat, 2002; McArthur,

Ferretti, Okolo, & Cavalier, 2001, for

reviews),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On

the level of reading ability, most studies

on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have de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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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ading issues on a more

fundamental level, such as word

recognition (e.g., Frederiksen, Warren, &

Rosenberry, 1985; Wise, 1992; van Daal

& Reitsma, 2000) or phonological

awareness (e. g., Farmer, Klein, & Bryson,

1992; Mathes et al., 2001;van Aarle & van

den Bercken, 1999).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f assisting with higher-level

text comprehension through computer

technology. Currently, the majority of

efforts on computer-assisted

comprehension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text

enhancement (such as indexes for difficult

vocabulary 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for

text, Chang, Sung, & Chen, 2001; Leong,

1995; MacAthur & Haynes, 1995;

Reinking, 1988) or visual or auditory aids

( such as illustrations, images or speech,

Elkind, Cohen, & Murray, 1993; Montali

& Lewandowski, 1996) on enhancing text

comprehension. Those studies usually

concerned with manipulating the assisting

messages themselves, and deal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ers’ reading 

capabilities to a very limited degree. Thei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still in debate

(McArthur et al., 2001).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strategies

training is a feasible approach to

enhancing students’ capabilities of dealing 

with text. Regarding the training of

strategies for text comprehension, there

have been some studies of using computer

technology to conduct strategy instruction

(Caverly, 1998; Chang, Sung, & Chen,

2002; Kaniel, Licht, & Peled, 2000). But

the strategies are chosen in a fragmented

fashion, and lack integration. For example,

Caverly et al. used software for strategies

of gathering, arranging and presenting

materials, while Chang et al. used the

concept mapping strategy. Because

currently, mu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using multiple-strategy instruction in the

classroom situation (Paris & Pari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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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ley et al., 1989), we suggest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out how to design proper

multiple strategies with computer

technology to facilitate text

comprehension ability. Considering that

there are a limited number of computer

environments that are directly aimed at the

learner’s reading ability and are equipped 

with a set of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the

first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a

reading instruction system with multipl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omponents in the

text comprehension process.

Another current limitation in the

study of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is that

most studies conducted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focus on students with

below-average learning ability (McArthur

et al., 2001). In contrast, there are fewer

studies using students of average or

above-average ability as participants.

Some studies on strategy instruction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of lower learning

ability benefited less than those with

average or above-average ability (Garner,

1987). Nevertheless, some other

researchers found that students with

poorer ability still managed to benefit

from strategy instruction (Brown et al.,

1996; De Corte et al., 2001; Duffy, 1993b;

Palinscar & Brown, 1984). There are

currently few studies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whether strategy instruction in a

computer environment produces different

instruction effects in children of different

ability. The second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benefits for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abilities from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strategies.

Method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are

sixth-grade students in four classe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of Taoyuan County,

Taiwan. The majority of the children were

from middle-class families. The ag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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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range from 12 to 13, with an

average of 12 years 3 months. Each class

is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e experi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are 65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35

boys and 30 girls) and 65 in the control

group (34 boys and 31 girls). The students

are give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reening Test (Ko, 1999), and the

students whose scores are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of all sixth-grade students go into

the high reading ability group, while those

with scores lower than average go into the

low reading ability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31 high-ability

and 34 low-ability students. The control

group has 35 high-ability and 30

low-ability students.

Design

This study employ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the experiment

included group (experiment or control)

and reading ability (high or low).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ore for the narrative,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ore for the

exposition, and a score of using reading

strategies, which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self-questioning, error

detection, inference blank-filling,

summarization,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The covariate was the

student’s scores in language arts in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Experimental Tool

This study designed a Computer

Assisted Strategi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CASTLE) as the major tool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es instruction.

To find a sound base for designing

strategies for CASTLE, we examined

various model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e.g., Just & Carpenter, 1987; Kintsch,

1998; Mayer, 1996). We think that the

Mayer’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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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Organization-Integration (SOI)

model for text comprehension is a good

framework for choosing and designing

reading strategies. Selection means that in

reading an article, one needs to know

which parts of the content are more

important and which ones are less

important. Organization means that one

has to re-organize the selected messages

in the short-term memory, and form a

coherent, interconnected overall concept.

Integration means linking the knowledge

organized in short-term memory with

related old knowledge in long-term

memory. However, studie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ader’s attention and whether he 

knows to monitor his own comprehens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comprehension (Dole et al., 1991). The

SOI model does not sufficiently reflect the

components of attention and monitoring

so this study expanded Mayer’s SOI 

model by adding the components of

attention and monitoring. Also, the

ASOIM model ( Figure 1) was used as the

framework for selecting and design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then form the basis for designing a

multiple-strategy reading assistance

system which we designated CASTLE.

Examples of the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chosen in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ASOIM model are shown in Figure 3. The

following explains the detailed design

methods.

Strategies for attention.

Self-questioning and error detection

strategies are used to help readers

concentrate on texts. Self-questioning

means that the learner asks himself

questions while reading an article, such as

messages in the article regarding the who

(characters), what (events), where

(settings), when (time) and why (reasons),

and then answers his own questions. For

expository texts, questions regarding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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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hy, or relationships are more

emphasized. Anderson (Andre &

Anderson, 1978-1979; Anderson, 1978)

thinks that by using that strategy, students

have to constant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material they are reading. A number of

studies (Clark, Deshler, Schumaker, Alley,

& Warner, 1984; Short & Ryan, 1984)

also find that the strategy helps enhance

comprehension. Error detection means

that the reader should find som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contradictory messages in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he is reading

(Markman, 1979). Because in the process

of error detection the reader must

concentrate to find any contradictions, this

study uses it as one of the strategies for

concentration.

Strategies for selection. We use

strategies of concept map blank-filling

and highlighting to train the readers to

select important messages. Novak (1984)

thinks that when teaching materials are

presented through concept maps, students

can easily find the interrelation of

concepts with the results that concepts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become clearer and

more specific. To avoid the difficulty of

producing concept maps from scratch, this

study uses the concept map blank-filling

strategy by Chang, Sung and Chen (2001),

asking students to select corresponding

important messages to supplement the

missing parts in the concept maps. And

the highlighting strategy is used by

researchers to confirm key concepts and

enhance comprehension (Shaughnessy &

Baker, 1988; Wade & Trathen, 1989).

Strategies for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uses the strategies of concept map

correction and inference blank-filling to

train readers how to organize the

messages in an article. The concept map

correction method works as follows. After

the student has finished reading an article,

he/she is given a complete concept ma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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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ome concepts are wrong. The

student needs to select the correct concept

from a list of concepts provided by the

system and fill them in. Because the

student must underst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main concepts in

the entire concept map before he can

judge which concept nodes are correct or

incorrect, the student has to organize and

link the concepts in the entire article. This

procedure may help students organize the

ideas in the text (Chang, Sung, & Chen,

2002). Inference blank filling requires the

reader to resort to his own ability to

inference in order to supply the missing

important messag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rticle. The inference blank-filling

strategy used in this study operates as

follows. Leave out some blanks in an

article; the reader needs to make

judg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the

article, 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or

phrases from a pull-down menu provided

by the system, and then fill in the blanks.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on. This study

uses proposition-combining and

summarization strategies to train readers

in integrating knowledge. Proposition

combining is derived from the

sentence-combining strategy (Fusaro,

1993; Neville & Searls, 1991). The

difference is that combining sentences

forms paragraphs, while combining

propositions uses concepts (arguments) as

units and combine them into propositions.

The strategy operates as follows.

Important concepts are picked out from an

article, and then mixed with new concepts

related or unrelated to the old propositions

that are not foun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the concepts are chosen from textbooks

previously used by the reader). Then the

system provides relation links (predicates)

for the reader to use to integrate the

concepts. Summarization is a strategy

preferred by many researchers. Hid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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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1986) point out that a summary

is a brief narrative of condensed

information to represent the original

article, which can help the student

comprehend the reading material and

organize the article he is reading. In fact,

it is not easy to re-organize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an article without a fair

amount of prior knowledge as foundation.

Therefore, summary to a certain degree

should involve integrating new and old

knowledge (Brown & Palincsar, 1984).

This study uses a method based on Brown

and Day (1983) and Dole, Duffy, Roehler,

and Pearson (1991), which ask the reader

to select important content from an article,

delete the trivial and redundant details,

and combine the remaining important

sentences.

Strategies for monitoring. The

purpose of the monitoring strategy in this

study is to train students to understand

how well they are executing the strategies

in the four processes described above. By

doing this, we try to foster the reader’s 

awareness in his own comprehension and

employment of strategies. The method

used i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inform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by Paris et al.

(1984), which asks the reader to remind

himself and evaluate his state of his

learning after completing each strategy

learning session through the verification

of sentences related to the use of

strategies.

The functions of CASTLE. Students

log on to the CASTLE through a browser

on the local computer, and retrieves data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a database

on the remote server. CASTLE uses an

agent to guide the user. The agent gives

voice instructions to provide guidance on

three major procedures: the work

procedure, the user’s interface, and 

feedback. The guidance on the work

procedure is presented to the use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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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tartup. For guidance on the user’s 

interface instructions are given to the

user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s of the

system interface. For guidance on

feedback users are given proper feedback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fter any strategies

are completed. Figure 2 shows how the

agent and the toolbox work.

In CASTLE the workflow for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s a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steps of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recommended by Taylor,

Harris, and Pearson (1995): 1. Explain

what is in the strategy (what). 2. Explain

why the strategy is important (why). 3.

Demonstrate how to use the strategy

(how). 4. Explain in what situation this

strategy may be used (when). 5. Guide the

students to practice using actual articles. 6.

Ask the students to practice independently

through reading articles. The steps

CASTLE executes are: on startup,

CASTLE communicates with the user

through text and voice instruction by the

agent to inform the user about the

meaning of reading strategy. Then the

system provides an example, in which the

agent operates and demonstrates the

instruction procedures for a reading

strategy. To make the user familiar with

that reading strategy, he should choose

another article to read, and actually use

the strategy. After the operation is

completed, CASTLE provides the user

with feedback, and then the user verifies

the processes of using a strategy. The four

processes described above form a

complete cycle; after reading one article,

the reader needs to go through all the

processes before he can go to the next

article. As example we explain the process

using the instruction on error detection

strategy.

1. Explanation of reading strategy

and practice on examples: CASTLE

informs the users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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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strategy through text and voice

narration by the Agent, and asks the user

to practice on an example. The user needs

to practice successfully on the example

before he is allowed to choose an article to

read (Figure. 3a).

2. Reading the article and using the

strategy: After the reader has read

the

article, he can use the mouse to highlight

the sentences in the article, and then press

the “underscore” button to transform the 

highlighted sentences into blue characters

to signify the semantic contradictions. The

reader can also use the mouse to highlight

the words or sentences he doesn’t know 

and then press the “voice” button to ask

the agent to pronounce or read aloud.

(Figure 3b)

3. Giving feedback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 operations: CASTLE 

provides

voice and text feedback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 results of using the strategy 

(Figure 3c).

4. Verification of the reading

process: When the reader has

completed the

strategy training on one article, the system

provides the reader with a reading process

verification checklist to fill out. There are

six questions in the checklist, with four

items (answers or ratings) to choose from

for each question for the user to check

according to his learning processes. For

example, the questions may include: I

have used the detection strategy in reading

the article (1, not at all; 4, very frequently);

For the error detection strategy, I am: (1,

not familiar with; 4, quite familiar with);

What is the meaning of error detection:

(four answers to choose from)… etc. 

( Figure 3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sixty-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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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 selected and modified jointly by

researchers and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Of these 33 are narrative and 32

are expository texts. For the experiment

group, these articl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ASTLE, and each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unit contains about 8 articles

for practice.

Measures

Screening test. This study uses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reening Test

(Ko, 1999) to distinguish students of high

reading ability from those of low reading

ability. The content of the test includes 20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with one short

article and four choices each. Each correct

answer is scored one point. A pilot test

administered on 175 sixth-grade students

has a Cronbach α coefficient of 0.80. Its 

criterion related validity with the revised

Peabody graphic vocabulary test (Lu &

Liu, 1994) is 0.61 (p < .001).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The

Expository Text Comprehension Test

(ETCT) and the Narrative Text

Comprehension Test (NTCT, Su & Lin,

1991) were adopted as post-test tools to

evaluate students’ comprehension ability. 

The ETCT includes 5 pieces of expository

writings from both scientific and social

science domains; each article includes

about 200-400 Chinese characters. The

NTCT contains five stories, each story

includes about 200-350 Chinese

characters. Both tests have twenty-fiv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constructed

from those articles or stories. Students are

scored 1 point for each correct answer. A

pilot test on 196 fifth- and sixth-graders

had Cronbach α coefficients of 0.69 and 

0.71 for NTCT and ETCT , respectively.

Th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ies using the

scores of language arts in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as the criterion are 0.50 and

0.49 for NTCT and ETCT , respectively.

Use-of-Strategy Te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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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of-Strategy Test was developed to

understand students’ abilities of using 

strategies after the strategy instruction.

The strategy-use test leaves out strategies

that need operations that require a long

practice session, such as concept mapping.

There are 5 subtests, in each strategy

subtest, one narrative and one expository

article are given. The articles, titles, word

count, guiding remarks, and score-ranges

of the strategies are shown in Appendix.

The format and rationale for construction

are as following:

Self-questioning: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write down fiv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 those questions after reading

each article. The standards for scoring are

based on the self-question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by Clark, Deshler, Schumaker,

Alley and Warner (1984) and the story

grammar strategy proposed by Short and

Ryan (1984). If the questions students

posed related with the characters (who),

setting (where), events (what), time

(when), reasons (why), how (procedure),

or relationships in the article, then they get

1 point. If students’ answer for the posed 

question is correct then they get one more

point.

Error detection: Students have to

detect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tradictions, based on Markman (1979),

in the article. Each article contains 6

errors, each error detected scores 1 point.

Inference blank-filling: The content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loze test by

Schmitt (1987). Each article contains ten

blanks related the context. Students get

one point for any correct blanks.

Text summarization: One narrative

and one expository articles are provided.

Th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mmarize

each article in about 250 words.

Summarizing efficiency proposed by

Garner (1982) represents students’ 

summarizing abilities. Summ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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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scores range from 0 to 1, the

fewer words used to represent the main

ideas of the article, the higher the

summarization efficiency. The idea units,

which correspond roughly to the major

clauses of the sentences (Lorch & Lorch,

1996), in the summary are labeled level 1,

2 or 3 according to their importance. 1

means the main concepts that should

appear in the summary, while 2 and 3

mean those secondary and unimportant

concepts that should not appear in the

summary. The number of main concept

units is divid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summary to get an

indicator of summary efficiency. There are

13 and 14 idea units in the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articles, respectively. If

students’ summaries have anylevel 1 idea

units same as the idea units in the articles,

then they get one point.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This

test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elaboration questions proposed by Gagne’, 

Yekovich, and Yekovich (1993). It asks

the reader to elaborate their ideas on the

article after completing the reading, such

as giving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ituations in text, citing examples, telling

the possible following scenarios, and

making analogies. If students’ elaborations 

belong to the four categories above and

are related to the text then one point is

assigned. Each correct cited example and

analogy is scored one point (maximum 3).

Sixty-seven sixth graders were

sampled to get th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for the subtests. For the narrative article,

the 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 are .61

and .56 for the error-detection and

inference subtests, respectively.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from two graduate

students scoring the self-questioning,

summarization,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are .82, .85, and .81,

respectively. For the expository artic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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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 are .59

and .52 for the error-detection and

inference subtests, respectively.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from two graduate

students scoring the self-questioning,

summarization,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are .81, .79, and .77,

respectively. In the post-test of this study,

any inconsistency in scoring

self-questioning, summarization, and

prior-knowledge integration subtests was

solved by further negotiation by two

raters.

Procedure

Both the experiment and control

groups took the screening test in a

twenty-minute session one week before

the formal experiment began. In the

formal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administered instructions on using the

CASTLE. The 50-minute instructions

were given twice a week during the

11-week instruction experiment, so there

were 22 sessions in total. For session 1 to

session 12, the training of one strategy is

completed in each session. Further, when

two strategy-training sessions are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session is used

for review (using new articles). For

session 13 to session 22, each strategy is

reviewed in one or two sessions. The

researcher and the monitoring teacher of

the class answered students’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computers. All

of the students’ operations and the time 

they took were recorded by the computer,

which also monitored the progress. After

each instruction stage ended, the teacher

checked the operations record and

determined the students’ degree of 

dedication. The information w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eacher’s monitoring 

in the next instruction sess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same reading

materials to read. They were also given

the paper-based workflow of the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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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what is in the strategy; explain

why the strategy is important; demonstrate

how to use the strategy; explain in what

situation this strategy may be used; guide

the students to practice using the practice

text). The post-tests were administered

one week after the instruction experiment

ended. The tests came in three parts at

different times. The first part was the

ETCT and the summarization test of

expository text in the use-of-strategy test,

each of which lasted 20 minutes. The

second part was the NTCT and the

summarization test of narrative text in the

strategy-use test, each of which lasted 20

minutes. The third part was a 35-minute

session for the self-questioning, error

detection, inference,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subtests from the

use-of-strategy test.

Results

This study collected students’ scores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use-of-strategy tests, shown in Table 1 and

Table 2. We conducted two-way analyses

of covariance to see how stu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and with different ability

differ in the various dependent variables.

Comparison of scores in the text

comprehension tests

In comparing the scores of NTCT,

the test of homogeneity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as not significant (F(3,

122)= 1.83, p > .05). The result of

ANCOVA shows the effect of group is

significant (F(1,125)= 4.63, p < .05),

showing that after excluding the scores in

language arts , the scores for the

experiment group in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for narratives a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ffects

of reading ability is also significant

(F(1,125)= 14.78, p < .01), which show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reading

ability.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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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nd reading ability is not significant

(F(1,125)= 1.57, p > .05), showing that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oups, the

difference in reading ability does not

cause a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in the

NTCT.

In comparing the scores of ETCT, the

test for homogeneity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as not significant (F(3, 122)

= 0.07). The ANCOVA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group is significant

(F(1,125)=4.37, p < .05), which shows

that, after excluding the scores in

language art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TCT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 and control groups. The factor

of reading ability is significant

(F(1,125)=4.32, p < .05) showing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TCT scores achieved by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reading abilities; the high reading

ability group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low

reading ability group. Furtherm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oup and reading

ability is not significant (F(1,125) = 0.19,

p > .05), showing that among students of

different groups, the difference in reading

ability does not cause the difference in the

ETCT scores.

Comparison of scores in the

Use-of-Strategy Tests

The scores of the subtests of

Use-of-Strategy Test were submitted to

two way (group by ability) ANCOVAs.

Regarding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strategy-use in narrative texts, all the tests

of homogeneity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re not significant (F(3, 122)= 1.09, 1.77,

0.58, 1.39, 1.08, for the self-questioning,

error-detection, inference, summarization,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subtests,

respectively). From Table 2 we can see

that when the narrative texts are used,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students of control

group in the subtests of self-ques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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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125) = 63.02, p < .01), error

detection (F(1, 125) = 22.80, p < .01),

summarization (F(1, 125) = 85.69, p

< .01),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subtests (F(1, 125) = 14.71, p < .01).

However,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ference

subte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ignificant (F(1, 125)=3.19, p > .05).

Regar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and low abilities readers, high ability

readers got higher scores in the

self-questioning (F(1, 125) = 4.46, p

< .05), error detection (F(1, 125) = 8.59, p

< .01), and the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subtests (F(1, 125) = 5.92, p

< .05)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different

in the subtests of inference (F(1, 125)

= .83, p >.05) and summarization (F(1,

125) = .02, p > .0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oup and

ability was significant in the error

detection (F(1, 125) = 5.55, p < .05)and

summarization (F(1, 125) = 7.83, p

< .01) subtests, but not in the subtests of

self-questioning(F(1, 125) = .17, p > .05),

inference(F(1, 125) = .1.29, p > .05),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F(1, 125)

= .28, p > .05). A simple main effect test

for the error detection subtest shows that

group (experiment or control)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in both the high- and

low-ability readers, 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in low ability readers (F(1,

125)=28.02, p < .01)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high ability readers (F(1,

125)=4.32, p < .05). A simple main effect

test for summariz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effect of ability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is

not significant (F(1,125)=2.43, p > .05);

however, it is significant in the control

group (F(1,125)=6.01, p <.05), where

students with low reading ability got

higher scores in the summarization subtest

than those with high reading ability.

Regarding students’ strategies use in 

expository texts, all the te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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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eneity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re

not significant (F(3, 122)= 1.32, 1.15,

2.11, 2.45, 0.44, for the self-questioning,

error-detection, inference, summarization,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subtests,

respectively).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outperformed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self-questioning (F(1, 125) =

21.99, p < .01), error detection (F(1, 125)

= 22.80, p < .01), inference (F(1, 125) =

18.87, p < .01), and summarization (F(1,

125) = 47.09, p < .01)subtests. The

difference of the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subte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not significant (F(1,

125)=1.22, p > .05). The high ability

readers got higher scores in the inference

subtests (F(1, 125) = 3.67, p = .058), but

not in the subtests of self-questioning (F(1,

125) = 2.30, p > .05), error-correction

(F(1, 125) = 2.63, p > .05),

summarization ((F(1, 125) = 1.08, p

> .01), and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F(1, 125) = 1.79, p > .05) . Non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oup and ability was

significant in the subtests.

Discussion

It is widely agreed by researchers

that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enhance

comprehension ability. However,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 comprehension

strategy in reading instruction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Alfassi, 2004; De

Corte, Verschaffel & De Van, 2001;

Pressley et al., 1989). Based on

consider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strategies, incr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se

strategies (Paris & Paris, 2001) and

relieving teachers’ burdens of design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Pressley et al., 1989),

this study selected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that have more potential to

produce benefits. According to the

ASOIM model of text comprehen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of scholars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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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ropieri & Scruggs, 1997; Pressley, et

al., 1989), strategies with both verbal and

visual features, such as self-questioning,

error detection, inference, summarization,

and concept mapping are implemented in

the internet based CASTLE system.

We found that this kind of desig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strategie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applying the majority

of strategies corresponding the text

comprehension process. This finding

conforms with the discovery by

researchers conducting single-strategy

instruction in classroom situations, such as

error-detection training by Paris et al.

(Paris & Jacobs, 1984; Paris & Oka, 1986),

inference blank-filling training by Schmitt

(1987) and Tregaskes (1987), and

summarization training by Chang et al.

(2002) and Jitendra et al. (2000). It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researchers

conducting studies on multiple-strategy

instruction, such as De Corte et al. (2001).

The positive result of applying the

CASTLE system supports the argument

that strategy instruction should be

reasonably feasible in a computerized

environment.

But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advantages of strategy training as

described above are not unconditional,

and the performance varies with the style

of articles being used. For example, in

applying the inference blank-filling

strategy,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only outperform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expository articles, but not in

narrative article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may be that in narrative articles, it is

easier to find relevant clues (such as the

story grammar) through prior knowledge

about the story. As a result, it is easier to

complete the stor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is less distinguish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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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hand, expository articles have a

much more complex structure and contain

far more related messages; therefore, it

takes more inference to fi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oncepts, and scoring is more

difficult. At this time the benefits of

strategy training become more apparent.

In addition, in applying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strategy,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only outperform the

control group in narrative, but not in

expository articles. Several possible

reasons emerge after analysis. First, the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test for

expository article is more difficult to

answer. Since the article used in this study

is mainly scientific in nature (“How 

Animals Breathe”), the students may have 

difficulty in elaborating related concepts

by describing details, citing examples and

continuing the article without prior

knowledge or exposure to related articles.

As a result, even if the students have the

intention and ability to use the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prior knowledge with new

concepts,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put this

strategy into practice. On the contrary, the

content of the narrative (“the Brave 

Eskimo Child”) may provide messages 

that are more concrete and close to living

and give the reader more room for

imagination, so that the integration with

prior knowledge and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oncepts in the text may be easier.

Another noteworthy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of low reading ability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ose with high reading ability in

summarizing narrative articles. While

investigating why, we find that if we use

the summarizing efficiency formula by

Garner (1982), in which summarizing

efficiency equals to the number of main

concepts in the summary divided by the

total word count in the summary content,

the summary word count may lea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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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summarizing efficiency if students

write down lots of words in their summary

or higher efficiency if students write down

very few words in their summary, in case

they have the same number of correct idea

units. In this study,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with low reading ability tend to

use less words (202 on average) in writing

the summar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with high reading ability use

more words (227 on average). Further,

there are more students (twelve) who used

less than 60 words in the lower ability

group than those (four) in the higher

ability group. This is a possible cause for

lower ability students got higher

summarizing efficiency scores.

Many previous studies used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programs to help

students enhance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had

satisfactory application results (Brown et

al., 1996; De Corte et al., 2001; Palincsar

& Brown, 1984).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after the students’ reading strategies 

improved,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lso improved. Past studies related to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did not reach decisive conclusions

regarding its effect on improv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McArthur, 2001). The

positive effects produced by our

computer-based strategy instruction may

be due to several reasons. First, the

mechanisms for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the past mostly focused

on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itself, like synthesized speech

(Elkind, et al., 1993; Farmer et al., 1992)

or related text enhancements such as

background knowledge, indexes for

difficult vocabulary, summaries, etc.

(Leong, 1995; Reinking, 1988; MacArthur

et al., 1995). These mechanisms do not

intervene with a learner’s own ability, so 

in the testing stage when there w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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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ing message given, improvement in a

reader’s achievement may not be easily 

continued. Compared to the weaker

approaches mentioned above, this study

trained the readers in the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that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comprehension ability. This involves a

more robust intervention. Moreover, since

the duration of strategy training in this

study is 11 weeks long with 22 sessions,

much longer than the average

computer-assisted reading programs, the

effects may be more pronounced.

Also, Chang, Sung, and Chen (2002)

found that after computerized training in

concept mapping strategy, students’ 

summarizing abilities improved but their

comprehension did not. This study found

that if we integrate linguistic strategies,

such as summarizing, questioning and

proposition combining, with visual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involving article

structure, such as concept mapping, we

can produce impressive training results.

This point also supports the effects of

multiple-strategy training on enhanc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is study used computer technology

to conduct strategy instruction, and found

that this can produce quite positive results

in enhancing the strategy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for

students with low or high reading ability

alike. This finding is similar to the finding

of De Corete et al. (2001) that integrated

strategy instruction produces good effects

in enhancing strategy application ability

for students with low reading abilit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more

emphasis has been placed on cognitive

process oriented strategy instruction, and

the arrangement and selection of strategy

instruction has been growing in diversity

(Dole et al., 1991). Process oriented and

multi-strategy based instruction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mak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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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 beneficial to learners with

poorer ability (Brown et al., 1996; De

Corte et al., 2001; Klinger & Vaughn,

1996; Palinscar & Brown, 1984), rather

than limited to just those with high

learning abilitie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ASTLE system, which is also a

process-oriented and multi-strategy based

teaching environment, again supports the

finding that the multiple-strategy

instruction can benefit students with low

reading ability. Another possible reason

for this benefit might b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based instruction, such as

individual instruction, monitoring and

immediate feedback. CASTLE allows

personalized progress by placing a learner

in an independent and threat-free situation

which enhances the effects of practic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y also have a high potential for helping

learners with lower abilities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higher-level skills, and not

only for lower-level reading skills such as

word-recognition and phonological

awareness.

This study found that while

integrating computer technology with

strategy instruction has a potential for

reading instruction design, there are some

points worthy of investigation. To

elaborate the design of systems like

CASTLE, researchers may consider

providing a wider variety of appropriate

reading strategies for learners or teachers

to choose from, or arrang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or

preferences. Meanwhile, they may design

appropriate mechanisms that can provide

adaptive reading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 degree of proficiency. 

Regarding applications in teaching,

researchers may expand the knowledge

domain to subjects other than language

arts, and through this may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computer ass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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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systems. Moreover, while the

system like CASTLE can be beneficial to

students’ reading strategies learning, its 

effects of serving as a ‘teaching tool’ to 

collaborate with teachers and enhance

their efficacy of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instruction tasks need further verification.

Due to the current scarcity of measures for

strategy application ability (De Corte et al.,

2001), the tool used in this study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refined. In this study,

the strategy-use abilities were only test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training. Being a

strategic reader is more than knowing and

performing individual strategies (Duffy,

1993b; Johnson-Glenberg, 2000). The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trategies in various

situations were not examined in this study,

and therefore the long-term retention of

strategies after learning and the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still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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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The articles, score range, word count and instruction used in the strategy-use tests

Strategy Article title Word count Guiding remarks and examples

Self-Questioning
(0-10)a

1b.Smart Farragut
2. Penguin

472
365

Guidance: This is a self-questioning test. After reading the articles presented, please write

as many questions in the article as you think are important as possible in the

limited time, then write down the right answer.

Example: Yue-fei lived in the Sung Dynasty. He fought wars with the Jing troops and
avenged the shame of our country. He won people’s respect.

Question: who is this article mainly about?
Answer: Yue-fei.

Error detection
(0-6)

1. Brave Jackson
2. Why are flowers
fragrant?

260
333

Guidance: There are two articles in this test. Both of the articles contain some statements
that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xt. Please read the two articles carefully, and
put circles around the statements that you think are wrong.

Example: Tom forgot to bring his homework to school this morning and was punished by
the teacher. He was very happy. What should we change happy into?

Inference blank
filling
(0-10)

1. A white dog that
appreciates
paintings
2 .How
demoisturizers work

280
300

Guidance: There are two articles in this test. There are some blanks in the articles.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one or two appropriate words according to the title and the
context.

Example: the ingredients of air include at least oxygen and carbon dioxide. Plants often
release﹍﹍in the morning to make the morning air especially fresh.
The blank ﹍﹍ should be filled with “oxygen.”

Note. a score-range b 1: narrative style; 2: expository style

The articles, score range, word count and instruction used in the strategy-use tests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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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Article title Word count Guiding remarks and examples

Summarization
(0-1) a

1b. The legend of
Lantern Festival
2. Koala

798
760

Guidance: This is a summarizing ability test. Please use 20 minutes to carefully read the
article presented; and when you have finished, find out the content you think is
important and write a summary of no more than 250 words. You may also cross out
the un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article and then use the remaining content.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0-5)

1. The Eskimo
Hunter
2. How animals
breathe

230
221

Guidance: There are two articles in this test. Each one is followed by several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article. After you have finished reading each of the articles,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essay questions.

Example: Taking the Eskimo Hunter as example, the questions are:
1. The story mentions that Kish’s father is a great hunter. He brings home lots of meat 

and distributes the meat fairly. Besides that, try to writ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Kish’s father.

2. The story mentions that the chief held a village council with the hunters. Now cite
some examples of when we need to hold meetings.

3. If the story continues developing, what do you think will happen next?
Note. a score-range b 1: narrative style; 2: expository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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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scores of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in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articles.

Experiment Control

M SD M SD

Narrative

High 15.59 3.51 15.07 3.60

Low 13.97 3.36 12.03 3.12

Expository

High 14.52 3.27 13.62 3.50

Low 13.55 3.35 12.16 3.28

Note. Means have been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covariate.

Table 2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scores of the strategy-use tests in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articles.

Experiment Control
Test

High Low High Low

Self questioning

Narrative 5.01 4.34 2.75 2.18

(0.28) (0.27) (0.27) (0.30)

Expository 4.18 3.54 2.64 2.34

(0.30) (0.28) (0.28) (0.31)

Error detection

Narrative 4.73 4.54 3.99 2.66

(0.25) (0.23) (0.23) (0.26)

Expository 3.31 3.07 2.33 1.74

(0.24) (0.23) (0.23) (0.26)

Inference

Narrative 6.86 7.35 6.71 6.67

(0.23) (0.22) (0.22) (0.25)

Expository 7.80 7.48 6.82 5.98

(0.29) (0.27) (0.27) (0.30)

Note. Means have been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covariate.

Table 2 (continued)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scores of the strategy-use tests in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articles.

Experiment Control
Test

High Low High Low

Summarization
efficiency

Narrative 0.0367 0.0328 0.0189 0.0233

(0.002) (0.001) (0.001) (0.002)

Expository 0.0395 0.0365 0.0271 0.0265

(0.002) (0.002) (0.002) (0.002)
Pri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Narrative 2.31 1.83 1.64 1.33

(0.15) (0.14) (0.14) (0.16)

Expository 1.63 1.17 1.22 1.25

(0.15) (0.14) (0.14) (0.16)

Note. Means have been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 of cova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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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Captions

Figure 1. An ASOIM model for text

comprehension

Figure 2. Functions in the toolbox of CASTLE

Figure 3a. An example of the interface for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and example

practice (using error detection)

Figure 3b. An example of interface for reading

the article and operating the strategy

Figure 3c. An example of the interface for

feedback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process

Figure 3d. An example of the interface of the

reading process checklist

Performance

selecting

attending

integrating

organizing

Sensory memory Short-term memory

Monitoring

Long-term memory

Figure 1. An ASOIM model of text comprehension (revised from Mayer, 1996,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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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Illustration and explanation
1. The Agent has

three functions:
guidance for the
work procedure,
guidance for the
user interface,
and guidance for
feedback

Agent

2. Right-click on
the Agent and
the system will
provide the
user with some
explanation of
the functions

System
toolbox
buttons

Press the Read button to
make the article
selected by the user
appear.

Press the Underscore
button to underscore the
highlighted text.

Press the Undo button to
remove highlighting.

Press the Voice button to
convert the highlighted
text into speech.

Press the Help button to
bring up a help window
with the agent.

Press the Add button to
include new selection
items.

Press the Delete button
to delete selected items.

Pressing the OK button
causes the system to
provide feedback based
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user.

Object Illustration and explanation

Press the Menu button to
return to the Reading
Strategy selection menu.

Figure 3a. An example of the interface

for reading strategy instruction and example

practice (using error detection)

Figure 3b. An example of interface for
reading the article and operating the strategy

The reader uses the
mouse to highlight the
explicit or implicit
contradictions in the
article, and then presses
the“underscore”button

Underscore button

Text

Figure 2. Functions in the toolbox of CASTLE

Instruction narrated
by the agent

An example



90/12/21 修訂

表 C012 共 104 頁 第 88 頁

Figure 3c. An example of the interface for
feedback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process

Figure 3d. An example of the interface of the
reading process checklist

附件二

閱讀策略表現測驗編制

本文目的主要說明閱讀策略表現測驗
的編制過程，內容包括測驗的目的、依據的
理論基礎、測驗編制的流程、專家審核過程、
預試、項目分析、信度分析等內容，以下將
依序說明。

壹、 測驗目的

過去關於閱讀理解的研究大約可分成以
閱讀理解表現為主題的研究，以及以閱讀理
解歷程為研究的主題。以閱讀理解之表現為
主的研究，其目的在於瞭解讀者的閱讀表
現，以閱讀歷程為研究主題的取向，則因為
閱讀的動態歷程不易評估，以及研究工具的
限制，因而在研究上較為困難。儘管閱讀歷
程不易評估，Mokhtari 與 Reichare（2002）
卻認為近來閱讀理解的研究趨勢，以閱讀歷
程的後設認知尤其重要，其中閱讀的後設認
知指的是閱讀的覺察與監控。McCormick
（2002）將新近後設認知的相關研究大致歸
納為以下幾類，分別是：後設認知的基礎研
究、後設認知與閱讀技巧的相關研究、後設
認知與寫作技巧的研究、後設認知與問題解

決能力之相關研究以及後設認知與教學的相
關研究。McCormick 同時指出，未來在提升
後設認知測量工具的信度與效度問題，是研
究者值得努力的方向。

Gadner(1988)也認為後設認知能力的測
量並不容易，研究者透過訪談（interviews）、
放聲思考（ think aloud）不失為一種可行的
取向，然而這樣的方法也有其限制。Gadner
認為放聲思考可能的問題是當思考的歷程已
經自動化時很被個體難報告出來，另外口語
能力與口語歷程及處理歷程的時間差距等都
會是變數。因此，一般建議在評量讀者的後
設認知歷程時可以採用多樣化的方法，如錄
影同時結合口語報告，並一起測量行為與表
現方法。因此，欲評估個體的閱讀策略運用
情形，應該包括對於後設認知歷程探討與以
及對於後設認知的表現的測量。

後設認知或監控理解，是技巧性閱讀的
構成要素；兒童對他們自己認知技巧的了
解，在閱讀理解的歷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陳
密桃，民 79)。兒童對於閱讀歷程、閱讀目的、
和閱讀策略的覺知，被認為是閱讀的一種不
可或缺的要素(Baker & Brown,1984;Paris &
Oka,1986)。Paris 和 Myers(1981)發現，優良
的讀者於閱讀時，知道更多的閱讀策略，更
常偵測出錯誤，對於文章訊息的回憶也比較
好。宋曜廷等也發現閱讀策略教學對於改善
基礎識字層次的問題，提升較高層次的文章
理解能力，有相當良好的效果，策略的運用

Performance
feedback in text

Feedback from the
agent

Content of the reading
process check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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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策略教學除了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外，也促進學生的主動學習與高層次思考
(引自宋曜廷、黃嶸生、蘇宜芬、張國恩，民
89)。

綜合上述可知，一個能夠測量到兒童閱
讀策略的表現情形與兒童對自己策略覺知情
形的測驗實刻不容緩。職是之故，本測驗的
目的便希望能夠結合閱讀歷程中的策略運用
及後設認知的概念，編制一適合國小高年級
適用的閱讀策略表現測驗，內容包括閱讀策
略的表現，以及對自己閱讀策略運用的後設
認知測量。本閱讀策略表現測驗的架構主要
根據張國恩、蘇宜芬、宋曜廷（2000）提出
的 ASOIM 模式，做為組成測驗項目的主要
概念。其中 ASOIM 即指專注歷程，選擇歷
程，組織歷程，統整歷程，理解監控。

貳、理論基礎

一、後設認知與閱讀表現
Flavell(1976)認為後設認知指的是對於

自己認知歷程、認知產物，以及任何與之相
關的事物的知識。Paris 與 Winograd(1990)
主張後設認知即為對於認知的知識及對於認
知的控制。Jacobs 與 Paris(1987)指出後設認
知包括知識成分與掌控能力，其中後設認知
的知識成分又分成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 ）、 程 序性 知識 （ procedural
knowledge ） 與 情 境 知 識 (conditional
knowledge)；而後設認知有時也指一種包括
計畫、評估與調節的執行力掌控表現。後設
認 知 歷 程 對 於 閱 讀 理 解 相 當 重 要 ，
Taylor ,Harris ,Pearson, & Garcia(1995)指出對
閱讀理解而言，後設認知負責監督與控制整
個理解的歷程，它會影響讀者（1）能不能區
辨「讀得懂」與「讀不懂」的感覺；（2）如
果讀者讀不懂，是否能夠找出文章中哪些地
方不懂；（3）如果讀者知道是哪些地方不懂，
那麼他是否能夠運用適當的方法去解決他讀
不懂的問題（引自蘇宜芬，民 91）。Mokhtari
與 Reichare（2002）也指出閱讀理解監控與
後設認知覺察有很高相關，閱讀技巧較好者
會善用其後設認知能力，進行計畫思考、定
時監控等精緻化活動，也會對於所閱讀的內

容敏感度較高，能夠運用策略處理潛在問
題。Gardner 與 Alexandr(1989)認為認知策略
是一種促進認知的活動，後設認知策略是一
種監控認知歷程的活動。

整體而言，學者對於後設認知的看法大
概可以歸納為兩類取向，分別是後設認知的
知識觀，與後設認知的控制觀。在後設認知
的知識觀下，後設認知可分成陳述性知識、
程序性知識以及情境知識，而在後設認知的
控制觀下，後設認知指的是一種計畫、評估
與調節的能力 (Jacobs & Paris, 1987)。

二、閱讀策略運用與閱讀表現
McCormick（2002）將閱讀的後設認知

策略檢測由兩向度分析。其一是由教育心理
學的角度，另一則是由認知科學的角度。教
育心理學家著重的是閱讀文本的理解，研究
者關心的是在閱讀歷程中文章呈現時，讀者
對於自己的理解監控，因此這類研究取向一
般以閱讀歷程中的理解監控與自我調節為評
量方式。讀者能否自我監控閱讀的理解，以
及能否控制閱讀速度來解決理解的問題，被
當成其後設認知策略的展現。而認知科學的
角度所關心的則偏向後設記憶的部分，此部
分因屬於非文章的(text-free)的監控能力，因
此認知科學的角度的測量工具內容便是包括
後設理解、對文章的後設記憶、讀者的真實
表現等方面的測驗。

研究後設認知的概念除了研究取向不同
外，閱讀歷程的資料也可由多向度的取得。
Almasi(2001)就指出閱讀後設認知歷程可以
由三方面來評估，分別是教師、學生以及同
儕。研究者可以透過教師觀察(observes)、訪
談(interview)來評估學生後設認知歷程，也可
以由學生放聲思考(think aloud)與自我陳述
(self talk) 的資料來評估其後設認知發展與
運用情形，此外，同儕間的互相討論與互評
的方式，也可以提供我們瞭解後設認知歷程
的相關資料。整體而言，Almasi 提供了一個
較全面性，也較具效度基礎的後設認知研究
取向。

三、後設認知能力測量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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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khtari 與 Reichare (2002)認為就測
驗的觀點，後設認知是一個不確定的構念，
缺乏信度與效度的證據，並不容易測量，
Mokhtari 與 Reichard 並指出現階段閱讀覺
察量表的多數各有其信效度的問題。
Almasi(2001)也認為閱讀歷程的評估最大的
問題便是效度的問題。在閱讀歷程的後設認
知部分，牽涉到讀者的自我監控與調整的能
力，此部分的測量若要排除效度不夠的問
題，便不宜以自陳式的測驗進行。有些認知
心裡學的研究方法以先進的儀器監測讀者的
動眼活動或凝視點來監測其閱讀的歷程，但
此種方法需要極大的經費與成本，更且，學
生視覺停留在某一段落，是否就等於其閱讀
的注意力展現，此則涉及另一效度問題。過
去對於讀者評估自己策略的運用的程度多是
自陳式的量表，大學生使用，未來發展應該
以學齡小孩的測量，教師方便使用，信效度
都要評估的量表。

四、本測驗的主要架構

Mercer(1993)認為閱讀理解可分成字彙
理解、字面本意理解、推論理解、評鑑、欣
賞等階段。而由心理語言學的觀點，閱讀理
解的特徵取決於閱讀者對於閱讀材料所擁有
的先備知識與經驗，並是一種策略性的思考
歷程，其中口語經驗閱讀經驗與練習機會都
是重要的因素（引自黃嶸生，民 91）。而由
訊息處理的模式來看，Mayer 認為文章要達
到有意義的學習，必須透過選擇(selection)、
組織(organization)、整合(integration)三個步
驟，即指 SOI 模式。Mayer 並結合建構主義
的觀點，將學習者視為有意義的創造者。張
國恩、蘇宜芬、宋耀廷（2000），認為 Mayer
的 SOI 模式並不能夠完全涵蓋整個閱讀理解
歷程，因而擴充 Mayer 的模式加入專注與監
控兩個成分。

綜合以上，本測驗編制目希望涵蓋後設
認知能力測量的閱讀表現測驗，結合閱讀的
認知歷程中的元素與張國恩、蘇宜芬、宋曜
廷（2000）的 ASOIM 模式，其中 A（attention）
即是專注歷程，S(selection)即是選擇歷程，O
（organization）即是組織歷程，I（integration）
即是統整歷程，M（monitor）即是監控歷程。

五個這成份的內容說明如下：

1.專注歷程(attention)：專注歷程指的是讀者
在閱讀文章時，能夠維持注意力。本測
驗中是尋找文章矛盾之處與刪除不重要
訊息兩個測驗方法，來測量讀者的專注
情形。

2.選擇歷程(selection)：選擇歷程的閱讀策
略指的是讀者能將不重要細節或重複的
訊息刪除。本測驗中是以讀者能否刪除
不重要訊息來測量讀者的選擇策略。

3.組織歷程（organization）：組織歷程是指
閱讀者對文章內容作更近一步的、深層
的、廣泛的延伸與統整的歷程。Kintsch
（ 1988）提出的「建構 -整合」模式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認為讀
者在閱讀文章時有兩個主要歷程，分別
為文本基礎（ text base ）與情境模型
（situation model）。文本基礎包含文章中
字、詞、句之間的關係與主要觀念的命
題（Gagne,1985；Kintsch ＆Van Dijk,
1978；引自劉玲吟）。本測驗便是根據
Kintsch 的文本基礎作為編制原則，以讀
者能否整合文章中字句間的關係或是整
合概念或命題，作為其組織策略的運用
情形。

4.整合歷程(integration)：則是根據 Kintsch
（1988）提出的「建構-整合」模式的情
境模型而來，是讀者根據文章內容與本
身的先備知識所建構出來的理解。本測
驗的情境模式的題目，讀者必須要利用
先前知識或經驗加上文章的內容整合而
成。

5.理解監控歷程(monitor)：是指閱讀者能檢
驗自己在閱讀歷程中是否理解文章的真
正涵義。其中又包含設定目標、選擇策
略、檢核目標及補救措施，這些又稱為
後設認知技能。它屬於高層次認知運作
的閱讀成分。本測驗的理解監控歷程，
是以 Nelson & Dunlosky(1991)提出來的
JOL（judgment of learning）評估方法，
請讀者對自己的表現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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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測驗題目編制說明

一、測驗文章內容的選擇

閱讀策略表現測驗（如附件二）主要使
用的文章有三篇，第一篇「丹頂鶴」內容為
保育動物丹頂鶴的說明文章，主要參考資料
來源為報刊所載關於丹頂鶴的相關報導，經
過研究者改編之後而成。第二篇「鯨魚小傳」
內容為關於哺乳類動物鯨魚的介紹，主要參
考資料來源為網路文章與交通部觀光局國家
風景區東北角管理處印製關於鯨豚類介紹改
編而成。第三篇「天氣」內容為關於天氣的
介紹，主要根據陳若漪著，任立瑜審訂，泛
亞出版社之「天空變！變！變！」一書。測
驗全文包括有三個故事，與各個故事的指導
與與測驗題目，全文共 5542 個字。

二、編制原則：

本測驗各大題的架構主要以 ASOIM 模
式為基礎，測驗題目作答時學生需要使用以
下策略：注意力策略、選擇策略、組織策略、
整合策略、監控策略。

三、測驗題目說明

閱讀策略表現測驗，共分成刪除矛盾訊
息作業、刪除不重要訊息作業，推論選擇作
業，段落重組作業，關鍵字作業。說明如下

1. 刪除矛盾訊息作業：此為注意力策略之應
用，選用文章為「丹頂鶴」第一部份，請
學生將將文章中奇怪或矛盾的地方找出
來畫線。

例題：丹頂鶴的身長約 140 公分，重量約
5 至 10 公斤，頭上沒有毛的部分則露出
紅色皮膚，嘴呈淡黃色、腳灰黑色、頭頂
紅色，所以稱為丹頂鶴，所謂的「丹頂」，
是綠色頭頂的意思。

說明：文章中的丹頂鶴名稱的由來是由於
其頭頂有紅色的皮膚，因此，所謂的「丹
頂」，是綠色頭頂的意思。這句話與文章
前段敘述是矛盾的。學生閱讀到後段時應
該將矛盾之處劃掉。

2. 刪除不重要訊息作業：此為選擇策略之應
用，選用文章一「丹頂鶴」第二部分。請
學生將文章中和內容無關或是和主題句

子無關的刪除。

例題：因為丹頂鶴的外型美麗高貴，日本
與中國都把牠當作國寶，台灣的國寶則是
檜木、櫻花鉤吻鮭、帝雉、雲豹等稀有的
動植物，只是這些東西越來越少了，由於
丹頂鶴的稀有與珍貴，更讓大家喜愛。

說明：本段落中主要是介紹丹頂鶴的特
性，以及人類對於丹頂鶴的看法，與文中
前後句子與主旨不相關的是：「台灣的國
寶則是檜木、櫻花鉤吻鮭、帝雉、雲豹等
稀有的動植物，只是這些東西越來越少
了」，學生閱讀到此段落應該將之刪除。

3. 推論選擇作業，此為組織策略之應用，選
用文章二「鯨魚小傳」、文章三「天氣」，
學生需表現句間整合與段落間整合的組
織能力。

(1)句或段落整合：文章二「鯨魚小傳」

例題：「鯨魚小傳」第一部份第二題：下
列關於哺乳類動物的特性哪一樣是正確
的 (1)必須選擇適當的生活地點，以免體
溫隨環境變得過低而無法正常活動 (2)
通常會有防止熱能散失的構造 (3) 依賴
從環境中所吸收到的熱能來維持體溫

說明：文章中的第一、二分別寫出：外溫
動物必須跟依賴環境中吸收到的熱能來
維持體溫，內溫動物有防止散熱的構造，
哺乳類的體表覆蓋有毛髮，是維持體溫的
重要功能。學生在回答這個問題時，要整
合二個段落，才能辨別出答案。

（2）段落重組：文章三「天氣」
例題：【 3.也就是說，天氣指的是一

段很短時間內的變化；氣候可能指

的一個月或一年、十年、幾十年間

的天氣變化。】 【 1.天氣通常指的

是大氣即時的變化，例如昨天是晴

天還是陰天、現在的溫度幾度、外

面有沒有打雷或閃電。而氣候指的

是比較長時間的天氣變化，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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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最近幾天的天氣如何

變化。】 【 2.一般而言，「天氣」

和「氣候」指的是不同概念。】

說明：學生必須閱讀全文後，運用

組 織 能 力 ， 將 重 組 後 的 順 序 2→ 

1→ 3 依序寫下。

4. 關鍵字聯想作業，此為整合策略之運用，

選用文章三「天氣」，學生必須在閱讀完

文章後寫下關鍵字。

例題：寫下閱讀「天氣」文章之後，任

何文章中沒有出現過，與文章相關的語

詞。

說明：學生在閱讀完文章後，必須寫出與
天氣相關的語詞，這時候就必須整合新舊
知識。學生寫出來的語詞與我們所建立的
立五六年級學生對於「天氣」的聯想常模
比對。如果學生寫出文章沒有出現過的相
關語詞，則表示學生做了新舊知識的整
合。

5.自我評量作業：此為監控能力之應用。請
學生在每一大題完成之後，回答：「我自己
答得好不好？」，與「我可以答對幾題？」
兩個題目。

例題：你覺得你這一大題可以答對幾題？

說明：學生對於自己的表現情形的覺知，
即為後設能力的表現。

肆、專家審核測驗題目

閱讀策略表現量表的文章與題目編訂
好之後，經一位閱讀心理學專家審定內容，
並請兩位國小教師修改難詞，使其符合國小
高年級學童的程度。題本內容共分成五部

分：第一部份為刪除矛盾訊息作業、第二部
分刪除不重要訊息作業，第三部分為推論選
擇作業，第四部分為段落重組作業、第五部
分關鍵字作業等。

伍、測驗題目預試

第一次預試的題本如附件一所示，樣本
為基隆市信義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共 128 人，
完成於 2005 年 5 月，經過信度分析、項目分
析以及與專家討論之後，依項目分析結果，
以 D 在.25以上，P在.40 到.80 之間的標準（郭
生玉，民 83），將部分題目刪除。由於部分
題組的信度值偏低，難度與鑑別度亦偏低，
與專家討論後決定根據預試結果將信度較低
的題組刪除重新調整測驗的結構，並重新擬
定測驗為三大部分。調整內容如下：第一部
分為修改「丹頂鶴」之部分內容而成，保留
第一大題丹頂鶴的故事，題目主要為第一次
預試題本中的第一、第二大題，修改項目分
析中鑑別度較低的題目形成新的題組。第二
部分的內容改以新的故事「鯨魚小傳」，第三
部份以新的文章「天氣」。原有題本之劃重點
刪除，修改推論選擇題組，修改段落重組與
關鍵字之文章內容，新增兩則故事「鯨魚小
傳」、「天氣」。新修訂完成之閱讀策略表現測
驗題本內容共分成五部分：第一部份為刪除
矛盾訊息作業、第二部分刪除不重要訊息作
業，第三部分為推論選擇作業，第四部分為
段落重組作業、第五部分關鍵字作業等。第
二次預試的樣本為台北縣二重國小五六年級
學生共 120 人，信效度資料目前在收集中。

陸、信度資料分析

閱讀策略表現測驗題本一之信度分析以
各大題題組為單位，第一大題的內部一致性
庫李信度 r 值為 0.432471，第二大題的內部
一致性庫李信度 r 值為 0.68378，第四大題的
內部一致性庫李信度 r 值為 0.339471，第五
大題的內部一致性庫李信度 r 值 0.070728，
詳細資料如附件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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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閱讀策略表現測
驗（1）

學校：＿＿＿＿＿＿＿＿＿
班級：＿＿＿＿＿＿＿＿＿
姓名：＿＿＿＿＿＿＿＿＿

性別： □ 男  □女
座號：＿＿＿＿＿＿＿＿＿
得分：＿＿＿＿＿＿＿＿＿

各位同學好
這是一份了解你的閱讀

方式的測驗，測驗內容包括幾
個段落的文章，在每段文章的
中間或後面都有幾個相關的
題目，請你仔細閱讀文章內
容，然後根據指示完成測驗的
題目。

如果沒有問題，請翻到
下一頁開始作答

作答說明：
這是一份閱讀策略表現的測驗，

內容是關於 2003 年「丹丹」這隻漂亮
的丹頂鶴飛抵台北縣貢寮鄉田寮洋的
記錄。下面是關於「丹丹」拜訪台灣
的相關文章與問題，請你看完後回答

每一個段落中或段落後的相關問題。

第一部分
請讀下面的文章段落，如果你發現文

章中有些奇怪或矛盾的地方，請你把它們

找出來，然後在那些內容的下方畫線。

例如：王先生有兩個小孩，一個是小明，

另一個是小芬。小明是淘氣的小男孩，他

非常的乖巧，經常打破家裡的碗盤。但是

小芬總是聽媽媽的話，因此媽媽對小芬很

放心。

說明：淘氣的男孩一般我們不會說他是乖
巧，因此這是矛盾的地方，所以在應該要
在 小明是淘氣的小男孩，他非常的乖巧
的地方畫線。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有

問題的話，請開始下面的作業。

2003 年冬天，有一隻百年難得一見的吉

祥鳥「丹頂鶴」來到貢寮鄉的田遼洋，這隻

鳥的到來吸引了許多遊客前往探視，一向平

靜的田寮洋更加寧靜了。

丹頂鶴的身長約 140 公分，重量約 5 至
10 公斤，頭上沒有毛的部分則露出紅色皮
膚，嘴呈淡黃色、腳灰黑色、頭頂紅色，所
以稱為丹頂鶴，所謂的「丹頂」，是綠色頭頂
的意思。關於丹頂鶴有一個傳說故事，據說
丹頂鶴頭上有劇毒，被提煉為毒藥後，就稱
為鶴頂紅，這是古時候皇帝處死大臣所使用
的丹毒。因此，傳說中，這種由丹頂鶴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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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羽毛提煉而來的鶴頂紅，讓人聽了就很
害怕。

但是中醫師可不這麼想了，他們認為傳
說中的鶴頂紅跟丹頂鶴可沒有關係，傳說中
的鶴頂紅含有汞毒、狼毒、鉛毒等成分，是
一種補身養氣無害的良藥。至於丹頂鶴頭上
的這一塊肉，其實沒這麼邪惡，則丹頂鶴成
年的象徵。

丹頂鶴還有一個特色是鳴叫聲特別長，
據說這是因為丹頂鶴有很長很長的氣管，所
以鳴叫聲短而急促。也正是這個特色，使得
丹頂鶴粗啞、刺耳又特別的聲音，在很遠的
地方都能聽得見。每當繁殖期間，雄鶴為了
表達對雌鶴的愛慕之意，經常連續鳴叫三、
四聲，雌鶴聽到之後，也會跟著鳴叫回應，
雄鶴與雌鶴在繁殖期的互相叫喚，可算是遇
到困難求救的訊號。此外，丹頂鶴的壽命特
別長，許多人因此把牠視為會帶來好運的動
物，就像黑貓突然經過眼前，可能厄運將要
來臨。

第二部分

下面文章中有些內容是和前後
句子無關或是和主題無關的，請你把
它們找出來，然後將它們劃掉，讓整
篇文章看起來比較連貫。

例如：當我們成功的時候不應該趾高
氣揚，而是應該要虛心求進步。小明
就是一個不懂得謙虛的人。對於自己
的成就自滿很可能會嚐到失敗的痛
苦，我們也可能因此而得罪別人，學
問高的人會獲得人家的尊敬，這是因
為內心的驕傲表現出來往往會引起
別人的反感。

說明：「小明就是一個不懂得謙虛的
人」，這句話跟前段句子沒有關連，
你可以把它劃掉，「學問高的人會獲
得人家的尊敬」，這句話跟整個主題
沒有關連，你也可以把它劃掉。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
有問題的話，請開始下面的作業。

許多民族將丹頂鶴視為吉祥的象徵，泰
國就把白象當成吉祥的象徵，泰國人也祭拜
四面佛。因為丹頂鶴的外型美麗高貴，日本
與中國都把牠當作國寶，台灣的國寶則是檜
木、櫻花鉤吻鮭、帝雉、雲豹等稀有的動植
物，只是這些東西越來越少了，由於丹頂鶴
的稀有與珍貴，更讓大家喜愛。許多人不但
在神壇上繪刻上丹頂鶴，逢年過節也會在客
廳裏掛上松鶴圖，松鶴圖上的鶴正是丹頂
鶴。在熱鬧的春節裡，家家戶戶掛春聯，據
說春聯也是為了求吉祥，同時也是為了避免
年獸來攻擊。有些人將丹頂鶴看作長壽、吉
祥、幸福的象徵，並美稱丹頂鶴為仙鶴。由
於營養與醫療的進步，現代人想要長壽的願
望便不再那樣遙不可及了。傳說中仙鶴生活
在天上，太極仙翁會騎著它在天空飛來飛去
飛翔，是一種長生不老，而且只有天上才有
的吉祥鳥。當然，在天空飛翔的不只有丹頂
鶴，還有各種姿態優美的鳥類；例如雄赳赳
的老鷹、以及溫馴優雅的燕子，他們可都是
有翅膀的鳥類呢。

丹頂鶴自古以來就有忠貞鳥的美名，當
牠們結為夫妻之後，便會遵守一夫一妻制
度，白頭偕老永不分離。據說，一對丹頂鶴
的夫妻生活可以長達六十年左右。中國古代
的帝王及回教國家都是一夫多妻制度，不過
這在有些國家可是會違法的呢。丹頂鶴堅貞
陪伴對方的態度，恐怕是現代人類很難做到
的。據說當其中一方受傷了，另一方會在旁
守候，萬一配偶不幸死去，他們便終身不再
找尋新的伴侶。有人說現代人對情感抱持的
是一種速食主義，求快速也求方便，所以比
較難對一件事情保持專注的態度。 丹頂鶴夫
妻幾乎形影不離，雌雄同飛同宿，朝夕相處
在一起，配偶之間決不容其他同類來干擾。
就算是自己的幼鶴，成年以後也不能和父母
生活在一起，牠們長大後一律被鶴爸媽們逐
出家門另立門戶。美國人教養孩子的方式也
是如此，所以美國的青少年很早四處打工學
習自立，而中國則多半是宗族式的群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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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結了婚才會搬出家門。而且家長也普遍不
能接受打工的風氣，他們一般認為學生只要
用功讀書就夠了。雖然鶴爸媽會要求小丹
頂鶴長大後要獨立，不過，鶴爸媽對剛孵
出的小鶴卻照顧得無微不至，為了保護小丹
頂鶴，大鶴們都將牠夾在翅膀下睡覺呢。

第三部分

請你讀下面的文章段落，你可能會發
現有一些句子可以代表這段文章的主要
想法，請你把這些句子找出來，並在下方
畫線。

例如：細菌的種類很多，也有許多用
途，有些細菌被運用作為製造食品，
如釀酒、製造醬油，麵包等；有些細
菌被做為藥物來治療疾病，例如抗生
素，這類的細菌，常用來治療一些病
症。有些細菌則是在加工之後做成含
有高營養價值的木耳、香菇、洋菇
等，這些高營養的菌類會讓我們的身
體更加健康。做為食物、或是可以治
病的細菌，都是對人類有幫助的細
菌。雖然有些細菌可以對人有幫助，
但是有些細菌則是會讓人類受害，並
會對人類產生不良的影響。在潮濕的
環境下，霉菌幾乎可以生長在任何物
體上，如麵包、糕餅、衣服、皮鞋等。
如果不小心吃了這些有霉菌的東
西，可能會讓我們食物中毒。另外，
有些菌寄生在人的皮膚上，還會讓人
類皮膚過敏或發癢。這些讓人類生病
的細菌，研究時也可能讓人死亡。

說明：「細菌的種類很多，有些細菌
被運用作為製造食品」，「有些細菌被
做為藥物來治療疾病」，「這些做為食
物、或是可以治病的細菌，都是對人
類有幫助的細菌」「雖然細菌有許多
用途，不過有些細菌則是會讓人類受

害，並會對人類產生不良的影響。」
這些都是這段文章的主要想法，所以
將這些句子畫線。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
有問題的話，請開始下面的作業。

到底要給丹頂鶴吃些什麼呢？ 根據專
家的觀察，丹頂鶴並不特別挑嘴，不會特別
選擇飲食，牠們應該可以算是什麼都能吃的
雜食性動物，因為可以選擇的食物種類眾
多，因此很容易丹頂鶴找到食物。所謂的雜
食動物通常對食物不特別挑嘴，他們什麼都
吃，也沒有特殊的喜好。例如，猴子就是什
麼都吃的雜食性動物，猴子雖然大部分以植
物為主食但是也吃水果和零食，在動物園裡
的猴子還會吃人類給的餅乾和瓜子；猩猩也
是雜食性動物，則是除了植物之外，牠們也
吃昆蟲、螞蟻。

丹頂鶴雖然是雜食性動物，不過牠們所
喜愛的食物，還是可以大概可以分成動物性
食物與植物性食物兩大類，兩類食物提供不
同的種類的營養素。一般而言植物性食物提
供較多的蛋白質，而動物性食物提供比較多
的熱量。而丹頂鶴所吃的植物性食物有植物
嫩芽、蘆葦嫩芽和野草種子、苔草的根莖等，
科學家認為蛋白質對生長有重要的幫助。丹
頂鶴所吃的動物性食物種類則是有小型魚
類、甲殼類、螺類、昆蟲及其幼蟲等，此外，
牠們也食蛙類和小型鼠類。這類食物則可以
讓丹頂鶴維持較長時間的體力。

另外，丹頂鶴們還會隨著季節的變化選
擇不同食物。牠們春天能找到的食物比較簡
單，主要是以草籽及農作物種子為食。到了
夏季，丹頂鶴可以選擇的食物就多了，也因
此種類比較多而且雜。冬天時丹頂鶴會吃魚
類、沙蠶、四角蛤蜊、釘螺等。丹頂鶴會隨
著季節而有不同的選擇。除了因為牠們是雜
食性動物的關係，環境也會影響牠們選擇食
物。

雖然對丹頂鶴而言，食物的選擇不是很
大的限制，但是因為環境的影響，丹頂鶴數
量越來越少。有些保育人士正努力的幫助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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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能夠增加丹頂鶴的數量，也希望能
夠改善牠們居住環境與品質，在日本，有長
期投食及丹頂鶴繁殖地的保育措施，在中
國，也對丹頂鶴進行冬季投食的措施。不管
方法是否一樣，保育動物的人士都是盡全
力在幫忙丹頂鶴適應環境的變化。幸虧有
這些保育人士，稀少丹頂鶴才能繼續生存。

第四部分
下面的文章，你會發現句子理有一些

選項，請你選出合適的選項，把它們圈起
來，讓文章可以順利的連結起來。

例如：驕傲除了會阻礙我們做事，也
會得罪別人，（1.甚至 2. 至於 3 於
是）引起別人的不滿。

說明：正確選項為 1.甚至 ，所以要將它
圈起來。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有問
題的話，請你開始下面的作業。

丹頂鶴屬於需要特別保護的鳥類，根據
統計，現今全世界的野生丹頂鶴預估剩下不
到一千隻，因而牠們被列為（1.鶴類 2.飼養
3.保育）鳥類。丹頂鶴生長在農耕地、草原、
沼澤畔地帶，在日本、中國東北及西伯利亞
東南部有繁殖紀錄。冬季時候他們會南移（前
面詞中的他們指的是：1.日本 2.丹頂鶴 3.冬
季），就好像北方的燕子會也會遷移到（1. 東
方 2.南方 3.西方）過冬一樣。因為牠們特殊
的生活習性，日本人還特別給丹頂鶴取了（1
沼澤之神 2 巖壁之神 3 海洋之神）的暱稱。
除了日本人特別喜歡丹頂鶴，中國人也常在
賀壽時寫下「松鶴延年」或「龜壽鶴齡」等
賀辭，這是因為鶴的（1.長壽 2.高雅 3.美
麗）這樣特徵而來。

台灣已經 71 年沒有丹頂鶴的蹤跡，自從
1932 年以後，台灣即（1.常常有 2.偶而有 3.
不曾有）丹頂鶴出現的紀錄。這次再度被發
現，令愛鳥人士相當（1 驚喜 2 錯愕 3 傷
心）。來田遼洋的這段日子，這隻丹頂鶴每天

都優閒地漫步在田寮洋的稻田區。為了怕打
擾到牠，當地農民還特別（1.維持 2.加強 3.
暫停）例行的翻土動作。專家擔心農民在（1.
夏天 2.秋天 3.冬天）休耕期的季節可能會讓
牠無處可去，因此政府答應將協調農民輪流
翻耕，保留一些地方讓牠休息與覓食。政府
也決定配合局部休耕、每日巡邏監測的方
式。大家都相信，透過一起努力通力合作，
丹頂鶴一定可以在這裡好好地休息。

第五部分
下面這段文章或許你會發現有些順

序並不合理。請你將文章進行段落重組
後，按照順序將數字寫下來，讓文章變得
更通順。

例如： 【2 因此在幫助牠適應冬天的生
活之後】。【4 應該讓牠回到自己的同類身
邊】。【3 雖然我們非常歡迎這隻隨著寒流
飛到台灣的迷鳥】。【1 但是牠是瀕臨絕種
的稀有鳥類，把牠單獨留在台灣是不可能
繁衍後代的】。
說明：按照正確順序在空格內寫下 3→
1→ 2→ 4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有問
題的話，請你開始下面的作業。

【5 之後，丹頂鶴會找溫暖的地方度過
冬天，牠們會在這段越冬期，選擇溫暖的氣
候與充足食物的地方居住與活動。】。【2 多
數的鶴會在春秋兩季遷徙，牠們喜歡住在蘆
葦及其他荒草的沼澤地。當然環境有所變化
的時候，牠們居住的地方還是可能會改
變。】。【4 丹頂鶴的成長週期可以分成三階
段。在繁殖期間，牠們會尋找適宜的築巢地
開始築巢產卵，通常牠們會選在周圍環水的
淺灘上枯草叢中。】。【6 雛鳥會在漸漸長大
後，開始慢慢學會飛行，並選擇搬到適合自
己的地方生活】。【3 當雌鶴一窩產下兩枚卵
之後，這對恩愛的丹頂鶴夫妻便會分工合作
一起孵蛋。兩隻鶴是採用輪流的方式，雄鶴
負責白天，雌鶴負責晚上】。【1 這段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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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又稱遷徙期，丹頂鶴會仔細的挑選生活
的場所。】。

重組後的順序： →   → 
→ → 

【1 為了好好保護這隻稀客，田遼洋的
農民配合暫停翻土、放田水等工作，這是因
為怕丹頂鶴找不到休息的地方；熱心的農民
也都擔任志工幫忙現場的監護工作；警察隊
也幫忙每日進行巡邏，大家也都盡量避免干
擾牠呢】。【2 田遼洋的居民一點也沒有抱怨，
大家反而為丹頂鶴選上了貢寮拜訪，感到與
有榮焉。走在路上連小學生都問，「看過丹頂
鶴沒？」，讓人覺得很有趣。保育人士相當興
奮，為牠取名丹丹，並奔相走告，引起一陣
熱潮。大家熱烈討論著如何好好的照顧丹丹
呢】。 【3 自從這隻丹頂鶴來台灣後，一共
吸引上千人以上參觀人數，前往田寮洋觀
賞。丹頂鶴的愛鳥人川流不息，而且多數遊
客基本上都頗為自制，並未干擾到當地居民
的生活。這讓當地居民對丹頂鶴的光臨，普
遍產生正面的看法】。

重組後的順序： →   
→ 

【4 新竹市政府說：丹丹身上中了六
顆鉛彈。開完刀後，有好一陣子牠不能站
立也不覓食，生命垂危，見到人如見到
鬼，拼命掙扎想逃】。【5 但是至今年九月
竟然發生一件事，大家暱稱的丹丹不見
了。眾鳥友遍尋不著，以為牠逆風強飛返
北方去了】。【6 還好動物園與特生中心的
菩薩們費盡心力搶救，才讓牠活了過
來】。【7 哪曉得竟然是當天牠在新竹空軍
基地覓食時，慘遭我國空軍以散彈槍射
傷，經緊急開刀才搶救撿回一命】。

重組後的順序： →   
→ → 

第六部分
丹丹為何這麼受到大家的歡迎？丹

丹來台灣的故事是否讓你有更多的想
法？ 請你仔細的閱讀下面這段文章，然
後回答文章後面的問題。

1. 在本文中，丹頂鶴代表吉祥與如意，你知
道還有什麼事物（例如：動物、植物等）
也代表一些意義？請把它們寫出來。

2. 在台南的七股，每年都有稀有鳥類「黑面
琵鷺」來拜訪。你覺得牠為何喜歡來我們
的國家？如果有一天牠們不來了，你覺得
可能的原因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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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閱讀策略表現測
驗（2）

學校：＿＿＿＿＿＿＿＿＿
班級：＿＿＿＿＿＿＿＿＿
姓名：＿＿＿＿＿＿＿＿＿

性別： □ 男  □女
座號：＿＿＿＿＿＿＿＿＿
得分：＿＿＿＿＿＿＿＿＿

各位同學好
這是一份了解你的閱讀

方式的測驗，測驗內容包括幾
個段落的文章，在每段文章的
中間或後面都有幾個相關的
題目，請你仔細閱讀文章內
容，然後根據指示完成測驗的
題目。

如果沒有問題，請翻到
下一頁開始作答
作答說明：

這是一份閱讀策略表現的測
驗，內容是包括三篇文章，每一則文
章都有一些相關的問題要請你回答。
請你看完後回答每一個段落中或段落
後的相關問題。

文章一 丹頂鶴

第一部份

請讀下面的文章段落，如果你發現文章

中有些奇怪或矛盾的地方，請你把它們找出

來，然後在那些內容的下方畫線。

例如：王先生有兩個小孩，一個是小明，另

一個是小芬。小明是淘氣的小男孩，他非常

的乖巧，經常打破家裡的碗盤。但是小芬總

是聽媽媽的話，因此媽媽對小芬很放心。

說明：淘氣的男孩一般我們不會說他是乖
巧，因此這是矛盾的地方，所以在應該要在
小明是淘氣的小男孩，他非常的乖巧 的地
方畫線。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有

問題的話，請開始下面的作業。

2003 年冬天，有一隻百年難得一見的吉

祥鳥「丹頂鶴」來到貢寮鄉的田遼洋，這隻

鳥的到來吸引了許多遊客前往探視，一向平

靜的田寮洋更加寧靜了。

丹頂鶴的身長約 140 公分，重量約 5 至
10 公斤，頭上沒有毛的部分則露出紅色皮
膚，嘴呈淡黃色、腳灰黑色、頭頂紅色，所
以稱為丹頂鶴，所謂的「丹頂」是綠色頭頂
的意思。關於丹頂鶴有一個傳說故事，據說
丹頂鶴頭上有劇毒，被提煉為毒藥後，就稱
為鶴頂紅，這是古時候皇帝處死大臣所使用
的丹毒。因此，傳說中，這種由丹頂鶴翅膀
上的羽毛提煉而來的鶴頂紅，讓人聽了就很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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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醫師可不這麼想了，他們認為傳
說中的鶴頂紅跟丹頂鶴可沒有關係，他們認
為鶴頂紅含有汞毒、狼毒、鉛毒等成分，傳
說是一種補身養氣無害的良藥。至於丹頂鶴
頭上的這一塊肉，其實沒這麼邪惡，則丹頂
鶴成年的象徵。所以所有的丹頂鶴出生時頭
上就帶著這個這頂小紅帽。

丹頂鶴還有一個特色是鳴叫聲特別長，
據說這是因為丹頂鶴有很長很長的氣管，所
以鳴叫聲短而急促。也正是這個特色，使得
丹頂鶴粗啞、刺耳又特別的聲音，在很遠的
地方都能聽得見。每當繁殖期間，雄鶴為了
表達對雌鶴的愛慕之意，經常連續鳴叫三、
四聲，雌鶴聽到之後，也會跟著鳴叫回應，
雄鶴與雌鶴在繁殖期的互相叫喚，可算是遇
到困難求救的訊號。此外，丹頂鶴的壽命特
別長，許多人因此把牠視為會帶來好運的動
物，就像黑貓突然經過眼前可能厄運將要來
臨。

第二部分

下面文章中有些內容是和前後句子無關或是和主題
無關的，請你把它們找出來，然後將它們劃掉，讓整篇文章
看起來比較連貫。

例如：當我們成功的時候不應該趾高氣揚，而是應該要虛心
求進步。小明就是一個不懂得謙虛的人。對於自己的成就自
滿很可能會嚐到失敗的痛苦，我們也可能因此而得罪別人，
學問高的人會獲得人家的尊敬，這是因為內心的驕傲表現出
來往往會引起別人的反感。

說明：「小明就是一個不懂得謙虛的人」，這句話跟前段句子
沒有關連，你可以把它劃掉，「學問高的人會獲得人家的尊
敬」，這句話跟整個主題沒有關連，你也可以把它劃掉。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有問題的話，請開始下
面的作業。

許多民族將丹頂鶴視為吉祥的象徵，泰
國就把白象當成吉祥的象徵，泰國人也祭拜
四面佛。因為丹頂鶴的外型美麗高貴，日本
與中國都把牠當作國寶，台灣的國寶則是檜
木、櫻花鉤吻鮭、帝雉、雲豹等稀有的動植
物，只是這些東西越來越少了，由於丹頂鶴
的稀有與珍貴，更讓大家喜愛。許多人不但
在神壇上繪刻上丹頂鶴，逢年過節也會在客
廳裏掛上松鶴圖，松鶴圖上的鶴正是丹頂

鶴。據說家家戶戶掛春聯也是為了求吉祥，
同時也是為了避免年獸來攻擊。有些人將丹
頂鶴看作長壽、吉祥、幸福的象徵，並美稱
丹頂鶴為仙鶴。由於營養與醫療的進步，現
代人想要長壽的願望便不再那樣遙不可及
了。傳說中仙鶴生活在天上，太極仙翁會騎
著它在天空飛來飛去飛翔，是一種長生不
老，而且只有天上才有的吉祥鳥。當然在天
空飛翔的不只有丹頂鶴，還有各種姿態優美
的鳥類；例如雄赳赳的老鷹、以及溫馴優雅
的燕子。

丹頂鶴自古以來就有忠貞鳥的美名，當
牠們結為夫妻之後，便會遵守一夫一妻制
度，白頭偕老永不分離。據說，一對丹頂鶴
的夫妻生活可以長達六十年左右。中國古代
的帝王及回教國家都是一夫多妻制度，不過
這在有些國家可是會違法的呢。丹頂鶴堅貞
陪伴對方的態度，恐怕是現代人類很難做到
的。據說當其中一方受傷了，另一方會在旁
守候，萬一配偶不幸死去，他們便終身不再
找尋新的伴侶。有人說現代人對情感抱持的
是一種速食主義，求快速也求方便，所以比
較難對一件事情保持專注的態度。 丹頂鶴夫
妻幾乎形影不離，雌雄同飛同宿，朝夕相處
在一起，配偶之間決不容其他同類來干擾。
就算是自己的幼鶴，成年以後也不能和父母
生活在一起，牠們長大後一律被鶴爸媽們逐
出家門另立門戶。據說水鴨也常常出現在河
口和湖泊，飛行時牠們的速度起起其他的鴨
種都快。雖然鶴爸媽會要求小丹頂鶴長大後
要獨立，不過，鶴爸媽對剛孵出的小鶴卻照
顧得無微不至，為了保護小丹頂鶴，大鶴們
都將牠夾在翅膀下睡覺呢。

文章二 鯨魚小傳

第一部份

請閱讀下面的文章段落，選出文章後面

問題的適合答案，把它寫在括弧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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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動物體熱的來源不同，可以將動物
區分為外溫動物和內溫動物兩大類。外溫動
物主要依賴從環境中所吸收到的熱能來維持
體溫，因此牠們需要仔細選擇適合自己生活
的環境。內溫動物則是通常會有防止熱能散
失的構造，所以環境的變化比較不會影響牠
們。

絕大多數哺乳類動物的體表多少披覆毛
髮，因為毛髮具有保暖以及緩衝外來衝擊的
作用。有些哺乳動物的毛髮還有不同色彩變
化，能夠提供牠們近似環境色彩的偽裝效
果，毛髮對於哺乳類而言，還有維持體溫的
重要功能。

哺乳類動物的主要特徵是肺呼吸以及有
乳腺能夠分泌乳汁哺育後代。除了少數動物
（例如一穴目動物鴨嘴獸）之外，大多數的
哺乳類動物均為胎生動物。

鯨豚類是一種哺乳類動物，原來牠們的
祖先也是生活在陸上的哺乳動物，因此牠們
有著和陸上哺乳動物相同的生理特徵。雄雌
鯨豚的外型上與體型上並沒有區別，我們必
須把牠們翻到腹面，看生殖器的位置才能夠
分辨其性別，一般體型在 3-4 公尺以上我們
稱之鯨魚，3 公尺以下則稱海豚，還有一種
名字叫鼠海豚的鯨豚體型更小。

（ ）1. 下列哪一個原因讓哺乳類在很多地
方都能生存，使牠們在演化過程中
分佈越來越廣？ （1）胎生 （2）
內溫特性 （3） 用肺呼吸

（ ）2. 下列關於哺乳類動物的特性哪一樣
是正確的 （1）必須選擇適當的生
活地點，以免體溫隨環境變得過低
而無法正常活動 (2)通常會有防
止熱能散失的構造 (3) 依賴從環
境中所吸收到的熱能來維持體溫

（ ）3. 以下關於鯨類的敘述何者 不正
確？ (1) 用乳頭餵食小鯨魚 (2)
是外溫動物。 (3)肺呼吸

（ ）4. 一般而言鯨豚類命名是依據什麼來
區分 （1）依體型大小（2）依攝
食的種類 （3）依活動的範圍

（二）

陸上哺乳動物的基本構造就可以適應簡
單的水生需求，陸生動物有毛髮可以在毛和
毛之間形成空氣層發揮保溫效果，防止體溫
隨著外界氣溫化而降低。生活在水中的哺乳
動物，便需要演化出明顯的形態及功能上的
轉變才能適應水中的生活。鯨豚類在外形及
生理上有許多特化現象，如流線形的身體，
扁平槳狀的前肢，向前延伸的頭骨，移到頭
背上方的鼻孔，將生殖器藏於體內等等。

水有很大的比熱及傳熱能力，因此鯨豚
想要生活在低溫的水中，並能夠保持身體的
恆溫便特別的困難。另外，水也是比空氣更
加黏稠的物質，動物在水中運動較不容易，
因此水對哺乳動物而言，是挑戰性較高的生
存環境。但水對哺乳類動物而言也有優點，
水的最大的優點就是水的浮力可幫助動物抵
抗重力，此外，海中也有大量的可供利用的
資源。

鯨類如何在水中生活呢？ 原來鯨類的
身體內有調節體溫的秘密武器。鯨豚第一個
禦寒的秘密武器就是體內的脂肪，牠們把脂
肪堆積在皮膚深處形成鯨脂。在鯨豚的皮膚
下面的這一層鯨油，有的厚度可還以達到 50
到 70 公分厚度。鯨豚類的皮下脂肪部份的血
管也比一般的哺乳動物要來的少，這使得牠
們不容易因為體表的散熱而降低體溫。鯨豚
的循環系統也有特殊的網路構造，能夠減少
熱量的散失。

生物體的循環系統包括血液、心臟和血
管。生物體內的細胞需要不斷吸收養分以進
行代謝作用，並排出廢物，這樣一個運輸系
統，在身體各部分的細胞之間輸送養分、氧
氣、二氧化碳等物質。鯨類有一種特殊的構
造稱為奇妙的微血管，能夠儲存許多氧氣。
鯨豚類血液中血紅素的濃度高於陸生哺乳
類，因此會增加血液攜氧的量。牠們還有一
種對氧的親和力更大的肌紅蛋白，可以讓血
液所攜帶的氧可迅速地移到肌肉。

鯨的肺活量大，它的肺可容納 15000 升
氣體，下潛時貯存大量氧氣，上浮時呼出大
量二氧化碳，這是它能長潛的奧秘之一。另
外，噴泉式呼吸方式，是鯨特有的生活習性。
鯨在水下生活期間，會緊閉鼻孔，當牠露出
水面呼吸時，則會鼻孔張開，憑借肺部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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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肌肉的收縮，噴出一股白花花的水柱，
伴隨一陣汽笛般的叫聲。我們還可以根據鯨
豚所噴出來的水柱高度和水柱形狀來區分不
同鯨種。

（ ）5. 鯨豚在外形及生理上的構造，例
如：前肢成扁平槳狀，頭骨向前延
伸，鼻孔移到頭背上方，你認為這
是因為？ (1)適應環境 (2)哺乳
動物的特性 (3) 與祖先陸生哺乳
類同源

（ ）6. 在全球的不同水域中皆發現鯨魚的
蹤跡，你認為下列哪一個不是造成
這種現象的原因？ (1) 鯨豚的的
體溫能隨海域變化 (2)鯨豚的適
應環境的能力很強 (3)各種鯨豚
居住在適合他們生活的地方

（ ）7. 下列哪些不是鯨豚哺乳類為需要克
服水中生存問題，所需要的生理條
件？（1）脂肪 (2) 網路微血管
(3)肺呼吸

（ ）8. 下列哺乳類中毛髮的功能敘述何者
不正確？(1)這是外溫動物適應環
境的構造 (2) 這是演化的結果，
有偽裝的功能(3) 毛髮有助於維持
溫度恆定

（ ）9. 鯨豚類有哪些防止體溫散失的特殊
構造 (1) 比較多的皮下微血管(2)
循環系統有特殊的網路構造 (3)
高於陸生動物的血紅素

（ ）10.對哺乳類動物而言，下列哪一敘述
正確 (1)水是一種威脅生命的物
質 (2)體溫隨環境變化 (3)水生
或陸生均可

（ ）11.鯨類有著巨大的身軀，但身體少有
突出的部位，你覺得這樣的體型構
造有什麼好處？(1)利於在寒冷的
地區保持體溫 （2）利於長時間潛
水 （3）利於活動敏捷快速

（ ）12.下列哪些原因是使鯨魚能夠長時間
待在水中。 (1)鯨類的身體內有調
節體溫的秘密武器。(2)肺呼吸的動

物不需要經常換氣（3）肺活量大
能夠攜帶大量的氧氣

（ ）13.下列關於循環系統敘述何者不正
確？ (1)幫助鯨豚類運輸養分與
廢物(2) 奇妙的微血管屬於循環系
統（3）是鯨豚類能夠長潛的主要
原因

（ ）14.下列哪些是鯨豚類動物為了適應環境的特殊構造？ (1)乳
腺的構造 (2)肺呼吸 (3)流線型的軀幹

文章三 天氣 I

第一部份

下面這段文章或許你會發現有些順序並
不合理。請你將文章進行段落重組後，按照
順序將數字寫下來，讓文章變得更通順。

例如： 【2 因此在幫助牠適應冬天的生活之
後】。【4 應該讓牠回到自己的同類身邊】。【3
雖然我們非常歡迎這隻隨著寒流飛到台灣的
迷鳥】。【1 但是牠是瀕臨絕種的稀有鳥類，
把牠單獨留在台灣是不可能繁衍後代的】。
說明：按照正確順序在空格內寫下 3→ 1
→ 2→ 4

如果你對上面的例子與說明沒有問題的
話，請你開始下面的作業。

一、
【 3.也就是說，天氣指的是一段很

短時間內的變化；氣候可能指的一個

月或一年、十年、幾十年間的天氣變

化。】 【 1.天氣通常指的是大氣即時

的變化，例如昨天是晴天還是陰天、

現在的溫度幾度、外面有沒有打雷或

閃電。而氣候指的是比較長時間的天

氣變化，例如：昨天，上午，最近幾

天的天氣如何變化。】 【 2.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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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和「氣候」指的是不同概念。】

重組後的順序： →   

→ 

二、

【 1.正因為這樣，地球每個地方被

太陽照到的時間都不一樣，當我們這

裡被太陽照到時是白天，而在另外太

陽沒照到的地方就是黑夜，於是便形

成了黑夜與白天。】 【 3.太陽每天出

現在天空，可不是要來閒晃的。太陽

可是一個世界上很重要星球，它與萬

物人類的生存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居

住的地球是一顆會旋轉的星球，每天

都繞著太陽轉動。】 【 2.你知道天氣

的變化是怎麼來的嗎？ 我們的天氣

和一個距離我們很遠的大火球有很大

的關係喔。你可能想像不到地球上所

有的變化都和它有直接關係。你猜到

了嗎，它就是「太陽」。】

重組後的順序： →   

→ 

三、

【 3.你知道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

嗎？ 地球不是端正的繞著太陽旋轉

呢，地球是以 23 度半的傾斜角度在太

空繞著太陽旋轉。】 【 1.你也許會覺

得一點點的傾斜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變

化呢。對遙遠的太陽而言，地球上的

人類可能比小螞蟻還小，一點點的變

化都會形成很大的影響。】 【 2.陽光

照 射 到 地 球 上 時 有 不 同 的 角 度 和 距

離，被陽光直接照射到的地方比較溫

暖 ， 被 陽 光 斜 照 到 的 地 方 則 比 較 陰

冷。】

重組後的順序： →   

→ 

四、

【 3.基隆和宜蘭是兩個常常下雨

的都市，基隆被稱為雨都，宜蘭的雨

與新竹的風也被稱為「竹風蘭雨」。不

只如此，我們還給符合各節令的雨不

同的名稱】 【 4 千條線；萬條線，落

到水中都不見】，這是一個謎語，答案

就是「雨」，你猜出了嗎？】【 1.例如：

春天下的雨叫「春雨」、五六月下的雨

叫「梅雨」，冬天下的雨叫「冬雨」。

午後常常打雷伴隨下的雨叫「雷雨」，

要 是 颱 風 季 節 來 了 ， 還 會 出 現 「 豪

雨」。】 【 2.台灣四面環海，很多地方

長年有雨，台灣的東北角海岸，平均

一年四季中就有二百多天是下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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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組 後 的 順 序 ： →   

→   → 

第二部分

請你閱想想天氣文章讓你想到了些什麼，請
寫下 10 個任何你想到的語詞（例如，人，事，
物，時，地，等等），這 10 個語詞必須是跟
這個文章有關，但是沒有在文章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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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閱讀策略表現測驗題本
一信度資料、項目分析資料

一、信度資料/各大題之內部一致性庫李信
度：

二、項目分析資料

1.第一大題難度資料、鑑別度資料

第 1 小題第 2 小題第 3 小題第 4 小題第 5 小題第 6 小題第 7 小題
難度
（P） 0.764706 0.617647 0.441176 0.5 0.558824 0.323529 0.411765
鑑別
度（D）0.35294 0.52941 0.41176 0.17647 0.76471 0.41176 0.35294

2.第二大題難度資料、鑑別度資料

第 1 小題 第 2 小題 第 3 小題 第 4 小題 第 5 小題
難度
（P） 0.705882 0.558824 0.5 0.617647 0.176471
鑑別度
（D） 0.47059 0.64706 1 0.52941 0

第 6 小題 第 7 小題 第 8 小題 第 9 小題
難度
（P） 0.529412 0.617647 0.5 0.823529
鑑別度
（D） 0.47059 0.76471 0.76471 0.35294

3.第四大題難度資料、鑑別度資料

第 1 小題 第 2 小題 第 3 小題 第 4 小題 第 5 小題
難度
（P） 0.941176 0.794118 0.911765 0.441176 0.882353
鑑別度
（D） 0.11765 0.41176 0.17647 0.17647 0.23529

第 6 小題 第 7 小題 第 8 小題 第 9 小題
難度
（P） 0.647059 0.764706 0.647059 0.794118
鑑別度
（D） 0.23529 0 0.47059 0.17647

4.第五大題難度鑑別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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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小題第 2 小題第 3 小題
難度（P）

0 0.558824 0.264706
鑑別度（D）

0 0.17647 0.41176

第一大題第二大題第三大題第四大題第五大題

K-R r 值 0.432471 0.68378 / 0.339471 0.0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