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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社會中的科技發展變化快速，若要持續地關心這些正在發生的科學相關議題，科學

新聞文本就扮演一個重要的媒介角色。在眾多的科學新聞當中，「科學編譯新聞」是國內引進

「科學新知」的最主要媒介，並且同時融合了科學的「說明文」及「故事文」兩種文類，是

一個十分特殊及重要的科學知識文本。一般民眾如何對這類新聞文本進行閱讀與回憶，甚至

足以影響科技社會的發展與成熟。本研究透過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的發展，經由自由

回想及問題晤談的方法，探討大學生在閱讀科學編譯新聞時的閱讀回憶量、類型及相關的影

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主題興趣是影響閱讀者掌握相關科學訊息的最主要因素，而閱讀者

對於科學新聞的文本結構掌握地愈完整，愈有助於科學知識的吸收及整體意義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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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如何讓一般民眾願意將科學運用在日常生活，常常是許多科學教育及科學傳播工作者所

關心的問題。但因為科學常常使用數學或抽象化極高的描述語言，有別於日常生活中的常態

用語，因此容易導致「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間溝通上的困難。這兩種描述語言間的斷

裂，往往需要一個較為折衷的文本素材來聯繫。在實際的狀況中，我們常是透過日常生活語

言來學習其他學科的專業語言，如同 E. Husserl所指稱的：「科學世界具有優越性，而生活世

界具有優先性」（楊文金，1994）。基於這種優先性，先從生活世界中去尋找聯繫兩者的素材，

就變成是一個很合理的思考。 

Goldman與 Bisanz（2002）依據文類的不同，將生活世界中的科學普及素材區分成「公眾

覺知」（public awareness）及「公眾理解╱非制式學習」（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informal 

learning）兩類，前者指的是來自於各種媒體（包括網路）的科學訊息，是民眾最容易接觸的

管道。尤其是媒體中的科學新聞文本，不僅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高度相關，更具有隨時更

新與成長的特質，因此常常在科學教育的相關場域中被應用（黃俊儒、簡妙如，2008），也是

聯繫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的重要媒介。 

近年來，科學傳播或科學新聞的角色逐漸地在科學教育的相關研究中被關注（黃俊儒、

簡妙如，2008；Aikenhead, 1990; Millar & Osborne, 1998;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 

Wellington, 1991），例如：DeBoer（2000）曾指出，科學教育應該要能夠讓民眾具有批判地關

注媒體中科學訊息的能力，並能參與生活經驗中科學相關議題的對話；Dimopoulos 與

Koulaidis（2002）提及，科學及科技的新聞報導具有某些關鍵特質，如果運用在科學教學中將

有助於提升全民的科學素養；Norris、Phillips 與 Korpan（2003）則指出，科學新聞可以作為

一般民眾持續接觸科學並參與科學的管道，它們並足以影響人們對於科學的信念以及所採取

的行動。現代社會的公民在面對科技時代的瞬息萬變及複雜多元時，各種不同形式的大眾傳

播媒介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層「文化肌膚」（the skin of culture）（Kerckhove, 1995）。科學新聞作

為聯繫科學世界及生活世界的重要文本，其特質自然不能在科學教育的各種理論及實務的探

討中被忽略。 

再者，從近年來幾次重要的國際評比結果，可以發現臺灣學生在科學及數學上看似表現

優異，但是「閱讀素養」的表現卻明顯不佳（Mullis, Martin, Kennedy, & Foy, 200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7）。這些結果說明了，我們的學生可以

準確地完成教師或教科書所「交代」的事，但是在離開校園後，卻難以繼續透過相關文本的

閱讀來獲得成長。這種「斷層」當然讓我們難以有意識地在真實的世界中運用科學知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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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是吸收科學新知的重要障礙。在 OECD（2007）的報告中亦明確地指出，一個青少年不可

能在學校裡學習到成人以後所需要的一切知識和技能，因此，學校教育必須為終身學習奠定

穩固的知識基礎，而擁有好的閱讀能力正是這些問題背後最主要的根本條件。 

Norris與 Phillips（2003）曾指出，所謂「識讀能力」（literate ability）指的不單單是對文

章「解碼」和「尋找訊息」的能力（一般所認為的閱讀能力），指的還有「詮釋」能力。因此，

當我們試著對外界進行溝通與探究時，事實上就是進入了一種識讀的過程。Yore、Bisanz 與

Hand（2003）也指出，文章需要詮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文句的意義不單單是符號字面意

義的組合，還涉及讀者的背景知識及溝通當下的社會情境。科學與數學一樣，也是一種語言，

科學的學習可以說是用我們熟悉的日常生活語言來學習另一種語言。只是這個學習科學語言

的過程並不容易，因為「學習就像置身在一個陌生的國度，或是嘗試以一種未知的語言來溝

通」（Solomon, 1994）。因此，當一個讀者面對一則全新的科學新聞（例如科技新知），並嘗試

以自己的認識結構與文本結構進行對話時，那是一個怎麼樣的互動歷程？在這一個聯繫生活

世界及科學世界的文本，宛如學習新語言的過程中，不同的閱聽者容易習得什麼？忽略什麼？

這些問題牽涉到讀者在面對科學新聞時的閱讀理解特質，也是進行永續科學學習的關鍵。尤

其是新聞文本的閱讀具有與其他文本很不同的特質，因為在新聞閱讀的過程中，讀者常常是

「掃瞄」（scanning）與「閱讀」並進的（Holmqvist, Holsanova, Barthelson, & Lundqvist, 2003），

甚至概略地掃瞄常多過於仔細詳讀（Garcia & Stark, 1991）。在這一個伴隨瀏覽的閱讀過程中，

究竟有多少東西會被讀者保留成後續詮釋文本意義的元素，這是診斷科學新聞閱讀品質的一

項重要關鍵。因此，閱讀行為中的「閱讀回憶」是本研究理解科學新聞閱讀品質的一個重要

因素，也是本研究重要的關注問題。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為了瞭解科學新聞的閱讀品質，首先需要有一個適當的診斷工具

作為基礎。由於科學新聞是一門頗為特殊的文類，有別於以「說明文」為主的科學教科書文

本，亦有別於以「故事文」為主的一般新聞文本，理想的科學新聞理應需要既交代科學事件

發展的背景，又需要說明事件背後的科學原理。在遍尋相關文獻後，發現目前並未有針對科

學新聞閱讀所發展的診斷工具。此外，國內科學新聞編製過程有一個十分特殊的處境，就是

基於新聞從業人員背景的限制，一般自製的國內科學新聞多會侷限於故事性描述，缺乏科學

知識的含量（黃俊儒、簡妙如，2010），對於兼具科學知識性及故事性的科學新聞多仰賴編譯

自國外媒體的「科學編譯新聞」（Huang, 2014）。鑑此，本研究目的有二：首先，以「科學編

譯新聞」為對象，發展適合臺灣社會情境的「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其次，以此診斷

工具為基礎，進一步實際分析大學生的閱讀回憶結果及類型，並探討這些不同回憶類型的特

質及相關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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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科學編譯新聞的特質 

科學新聞除了是媒合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間的重要橋梁之外，作為一種「閱讀文本」而

言，它也具備許多特質。例如，作為一種促成「公眾覺知」的文類，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告知

閱聽人一些廣泛的科學訊息，而不是著重在這些科技工作上的正確性（Zimmerman, Bisanz, 

Bisanz, Klein, & Klein, 2001），這與科學教科書或是科學普及讀物就有很大的區別。此外，從

過去相關的研究中可以發現，臺灣由於欠缺專業的科學記者，所以科學新聞的製作常會有泛

政治化的疑慮，也因此一些科技新知或是較屬前沿（frontier）的科技報導，常常需要倚賴編

譯國外的科學新聞（黃俊儒、簡妙如，2006）。因此相對地，科學編譯新聞會有較高的科學知

識承載量，且同時混合了「故事文」（narrative text）及「說明文」（expository text），某種程度

扮演了為臺灣社會引介科學新知的主要管道，具有十分獨特的重要性。科學編譯新聞不僅扮

演了一般民眾能夠持續地吸收科學新知的管道，甚至是科學家之間瞭解彼此科學研究領域的

重要媒介，對於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Huang, 2014）。 

此外，在科學編譯新聞的文本特質上，涉及科學語言、生活語言、外語及漢語之間的多

重轉換，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文本。從過去科學教育的相關研究中，已有許多研究者指出語言

因素在科學學習過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例如：Unsworth（1999, 2001）認為，科學的學習應

該包含教導學生對於科學文本中運用之各種語法資源的認知，藉此得以促進學生對文本的語

意理解以及批判文本的能力；Lemke（1990）曾指出連接科學詞彙間關係之主題樣態

（thematic pattern）的重要性，因為主題樣態是一種有關科學情境的語意關係，是從語意的角

度來看科學概念之間的關係網絡，當學生可以掌握這些主題樣態時，閱讀與傾聽科學才會變

得較容易。近來國內亦有一些研究開始聚焦在探討科學漢語的特質與科學教學間的關係，以

及如何透過合適的科學漢語來描述科學以提升學習成效（李哲迪，2006；林俊智，2003；翁

育誠，2004；楊文金、陳世文，2008）。 

二、科學編譯新聞的內容分布與結構 

由於科學有許多不同的向度，有作為科學認識成果的面向，有作為認識活動的面向，還

有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社會事業、社會體制的面向（李國秀，2000；Webster, 1991）。因此，

在整體的意義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知識、是對自然進行系統性探究的一個領域、人類文化活

動的一個形式、一種社會的產業（McGinn, 1991）。因此一則科學新聞，理應也能夠體現科學

的這些不同面向。 

從黃俊儒與簡妙如（2006）的研究中，將觀察科學新聞的面向區分為三個主要視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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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科學知識領域」、「科學產製的過程」及「科學影響的範圍」等三個部分。在「科學知識

領域」上，又可以進一步將科學新聞細分為基礎科學、生物學（基因╱複製科技）、天然災害

（地震╱氣象）、核能（核工╱輻射）、電腦╱資訊（網路）、環保（生態╱污染）、太空╱航

太、材料（奈米科技╱半導體）、醫藥（健康╱食品）、電子╱通訊、化學╱化工、機械╱電

機及其他等 13種；在「科學產製過程」部分，可以區分成「上游」、「中游」及「下游」等三

個部分；在「科學影響的範圍」部分，則可以分別瞭解科技對自己生活的影響、對社會╱眾

人生活的影響、對人類發展的影響、對生存環境╱大自然的影響、對終極關懷的影響等。 

在黃俊儒與簡妙如（2006）的研究中，針對科學編譯新聞的解析，可以發現科學編譯新

聞在主題的分布上偏好環保（生態╱污染）及醫藥（健康╱食品）的科學知識類型，在產製

流程的上、中、下游分布較為均勻，不似科學新聞的自製稿明顯地集中在「產製下游」的部

分，因此，科學編譯新聞比較是擔負了一些科學前沿訊息的引介工作。在「科學影響的範圍」

部分，科學編譯新聞亦是往影響層次比較大的類別挪移，不似自製新聞多集中在本地的「社

會層次」範疇。從這些分布中可以發現，科學編譯新聞趨向上游產製，幾乎是所有科學前沿

及新知的最主要媒介，而且科學知識的概念化程度亦較高。 

科學編譯新聞在文本的結構上，它像一般新聞一樣，會具有「倒三角形」（inverted 

pyramid）的格式，亦即依據內容意義的重要性區分成標題、導言及內文三部分（Kennedy, 

Moren, & Ranly, 1993），這種書寫格式不僅方便編輯者編寫，對閱讀者而言更是一個特別的文

本結構，可以依據自己的興趣去進行篩選及瀏覽，這是與其他閱讀文本很不同的地方。此外，

由於科學編譯新聞具有說明文的性質，Graesser 與 Hemphill（1991）在有關說明科學機制

（scientific mechanism）文本的研究中指出，在一篇科學文本的論述中，可以依據文本的功能

區分成事件（event）與行動（action）兩種類型。其中「事件」指的是在文本中交代狀態及狀

態之間的改變及因果關係的網絡；「行動」則是指目標及事件的混和體，常常起於某個當事人

的目標或動機，基本上是「目標導向」（goal-oriented）的。每一種論說的文類就像是真實世界

中的小宇宙一般，會表現出人們採取了什麼「行動」來達成目標，以及關於此目標的障礙、

人們之間的衝突或情緒反應等「事件」（Graesser, Millis, & Zwaan, 1997）。如果再輔以「陳述

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及「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的知識性質區分，

這些文本功能及知識類型的雙向度分類，可以作為描繪一則科學編譯新聞中的情節（episode）

與概念網絡的元素，亦應更加具體地呈現出每一則科學新聞背後的「主題樣態」。 

三、科學新聞的閱讀診斷 

由於科學新聞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閱讀文本，過去鮮少有研究針對科學新聞的閱讀開發相

關的診斷工具，所以本研究必須從閱讀理解相關的文獻中加以重新建構。過去幾個相關的研

究指出，在對於具爭議性的科學新聞進行解讀時，「專家」與「學生」在科學新聞監控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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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的區別，一般民眾對於社會脈絡、知識內容、訊息性質、價值關懷會表現出相對的忽

略（黃俊儒，2008）；在面對科技新知的新聞時，閱讀者對於「新聞標題」會有大量的倚賴，

意義解讀的品質亦與先備知識、主題興趣及閱讀策略有高度關聯（黃俊儒、簡妙如，2008）。

除了這些面對科學新聞時的態度差異之外，如果再深入到每個閱讀者面對科學新聞文本進行

閱讀理解的過程，則是另一項待釐清的重要議題。Snow 與 Sweet（2003）對於閱讀理解的定

義是，一個同時在提取（extracting）與建構（constructing）意義的過程。她們也進一步地將閱

讀理解區分成三個最主要的元素，包括進行理解的「閱讀者」、被理解的「文本」及閱讀理解

所發生的「活動」等，有的學者則將閱讀者的部分又多區分出「閱讀策略」的向度（Kameenui 

& Simmons, 1990），這些因素分別討論如下。 

首先，對於「閱讀者」與「先備知識」而言，一個閱讀理解的過程需要考慮個體的接受

度、能力、知識及經驗等（Snow & Sweet, 2003）。例如 Osborne與Wittrock（1983）曾指出，

知識建構的過程是當學習者「選擇性地」注意到新訊息，並且與儲存在「長期記憶」中的知

識進行對照與比較，之後才會對新的訊息產生出新的意義。因此，「先備知識」扮演一個十分

重要的角色，因為在解讀外在訊息時，是一個不斷調變、不斷形成與創造的過程。例如，在

閱讀新聞時，讀者與新聞文本之間的關係就像拔河比賽般的拉扯關係，閱讀者對於那些先備

知識較為豐富的新聞，便可以利用自己豐富的先備知識作為籌碼，以自己的方式詮釋新聞；

反之，若先備知識不足，新聞的影響力會因此增大，主導了讀者建構意義的方式（張文強，

1997）。其次，在「閱讀策略」方面，從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研究中也具體地指出，一般有三種

知識對於有效的閱讀理解是必備的，包括：（一）內容知識：如具備或能運用先前的相關知識；

（二）文章結構知識：瞭解文章基本結構、組織及整體架構的知識；（三）策略性知識：有關

如何對所閱讀文章作節要、做筆記、劃重點、做推論及監控理解的知識（顏若映，1993）。 

這些不同向度的觀察，雖可作為診斷閱讀者進行科學新聞閱讀的參考，但由於「閱讀報

紙」是一種相對鬆散的閱讀行為，有別於其他有意識的閱讀，所以需要有不同的考量。

Wartenberg 與 Holmqvist（2005）從視覺行為的研究中指出，閱讀報紙是一個同時結合閱讀及

掃瞄（scanning）的過程，掃瞄的目的往往在於找尋一個有趣的切入點（interesting entry point），

在這一個切入點之後才會伴隨有詳細閱讀的可能性。Garcia 與 Stark（1991）則指出，報紙書

寫的設計重點就是在提供一個讓讀者能停止掃瞄並開始詳讀的元素。因此在瞭解閱讀者的新

聞閱讀行為中，比較重要的可能不是如做筆記或做推論等有意識的「策略性知識」，而應該是

以閱讀者對於「內容知識」及「文章結構知識」的掌握作為優先考量。因此，在本文後續的

「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發展過程中，會以閱讀者的閱讀回憶作為主要的診斷對象，

一方面考量閱讀者的個人特質及先備知識，例如閱讀的目的、閱讀的習慣及主題的興趣等，

另一方面以「內容知識」及「文章結構知識」作為主要考量，例如如何掌握內容的連貫性及

結構、如何解釋內容的意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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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發展流程 

依據相關的文獻探討，本研究在診斷工具的發展流程上包括下列幾個步驟：首先選取科

學編譯新聞進行情節與概念網絡之間的分析，以確立該則新聞的「主題樣態」，之後將情節及

概念網絡予以圖像結構化，建立情節結構關係圖後再據以編製成晤談工具。 

（一）科學新聞主題樣態分析 

為瞭解科學編譯新聞的主題樣態，本研究選取了 2010年 1-2 月期間四家報紙（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之科學編譯新聞共 61則作為文本分析的樣本。依據前述文獻

探討的資料，透過「事件」╱「行動」及「程序性知識」╱「陳述性知識」之雙向度區分，

針對每一篇科學編譯新聞的情節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科學編譯新聞除了表面上符合一般新

聞文本具備的「倒三角形」結構之外，在各種情節意義的鋪陳上會由不同層次的「主情節」

及「旁支情節」分別交織構成。例如，幾個主要情節可以透過彼此的因果關聯性鍵結成一個

完整的情節，但在此主情節之外又會有其他的「旁支情節」，或是較零散、不足以構成一個情

節的訊息，本研究界定為「狀態」（state）。這些情節及狀態就像是主題樣態的基本元素，雖然

每一篇編譯新聞有不同的主題樣態，但是「主情節」、「旁支情節」及「狀態」則是作為分析

每一篇新聞之主題樣態的共同基礎。 

以題為〈蘋果基因圖譜 科學家破解〉（魏國金，2010，參見附錄一）的科學編譯新聞為

例，相關的分析單位及流程包括：首先，依照新聞「倒三角形」結構中標題、導言及內容中

的段落，以「小句」作為主要的分析單位（常常是以句點當作主要的區隔基準），將小句逐步

歸納分類並判斷情境關係，可以先對此內容分析出 14 個情節（如表 1 所示）。之後，再進一

步地區隔出其中分別是「事件」及「行動」的部分，同時也從每個情節中繼續分離出一些扮

演補充角色的零散「狀態」（以 S表示）訊息。最後，再根據每一個「情節」中的知識屬性，

進一步區分「程序性情節」（以 P 表示）或是「陳述性情節」（以 D 表示）。其中，「程序性情

節」是說明「如何做」的情節，必須含括某種科學過程的意涵，「陳述性情節」指的是說明某

種狀態或任務的情節。因此每一則科學新聞都可以據此分析出一個「事件╱行動」與「程序

╱陳述」的雙向度結構，如此可從中具體地看出科學新聞的主題樣態。 

（二）科學新聞情節結構化 

依據前述科學編譯新聞進行情節分析後的主題樣態，可進一步將每一個情節的邏輯關聯

性與時間序列勾畫出一個情節結構關係圖（見圖 1）。以此文本為例，標題是「科學家破解基

因圖譜」，以此主題所開展之具邏輯聯繫的主要情節共有七個，彼此間的關係以實線箭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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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學新聞情節分析後之主題樣態 

 情節 事件 行動 

標
題

 

1 D 蘋果基因圖譜 科學家破解 

 

 

 

 

 

2 D 科學家完成蘋果基因圖譜排序 （因為可以）讓更爽脆、多汁、健康

的「黃金美味」蘋果指日可待 

3 D 科學家已利用相關資訊培育更多抗氧

化物的紅肉蘋果 

（因為）抗氧化物有避免阿茲海默症

罹患之效 

3D-S1 因口味偏苦，正在提高甜度  

3D-S2 預定可於2015年上市  

4D 能抑制食慾的蘋果也在培育之列 （因為能抑制食慾） 

導
言

 

4D-S 預定5年內推出  

5P 掌握基因序列來鑑別出控制品質的基

因，並加以改良 

（基因序列→鑑別基因→改良） 

（因為）研究人員認為消費者最強調

蘋果脆度、多汁、香味 

5P-S1  （因為）英國《每日郵報》的報導 

5P-S2  紐西蘭研究員指出，（因為）消費者強

調的特質可以透過基因圖譜來改良 

6 D 全球生產6,000萬噸蘋果，第四大經濟

水果、每人每年吃九公斤 

 

7 P （原本）改良蘋果品種，成效需栽種8

年才知，如今育種專家依關鍵基因選

苗，可以加速改良程序 

（捨棄傳統→基因選苗→加速改進） 

（因為）可以大幅加速改良程序 

8 P （透過基因序列）阻礙生產的基因也

可輕易移除 

（基因序列→移除阻礙的基因） 

可以培育出適合在惡劣環境栽種的蘋

果品種 

8P-S 發表在「自然遺傳學」期刊 8P-S 

9 D 科學家透過蘋果基因解碼研究，揭開

蘋果起源的面紗 

9 D 

內
文

 

9D-S  本研究囊括五國近百名科學家 9D-S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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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學新聞情節分析後之主題樣態（續） 

 情節 事件 行動 

10D 演變成蘋果樹的植物可能生存於6500

萬年前 

 

10D-S  相當於慧星撞地球、恐龍滅絕之時……  

11P 這類植物藉由自我複製基因，以適應艱

困環境，最終形成蘋果樹 

（基因自我複製→造成能適應環境→

形成蘋果樹） 

 

11P-S 有別於其他薔薇科（桃子、覆盆子、草

莓等）的演化之路 

 

12 D 蘋果基因組序列比較接近西洋梨，有17

對染色體 

 

12D-S 其他薔薇科基因組僅有七至九對  

13D 蘋果基因組破解前，有另一組科學團隊

也破解小麥基因組 

 

內
文

 

14D 專家憂心相關研究被濫用，產生基改的

「科學怪物」 

 

註：D：「陳述性情節」；P：「程序性情節」；S：「狀態」。 

示；其他的旁支情節則以橫向平行的虛線線段表示（例如 3D、4D或 6D），或是從旁再延伸出

的旁支情節內在關聯性，則以另一層次的實線箭頭表示（例如 9D、10D、11P）。 

這一個情節結構的建構過程中是以質性研究的方法作為基礎，由研究者先依據文獻探討

的架構建立主要的分析向度，之後再分別邀請一位傳播領域研究者及一位語文領域研究員共

同討論，經由多位學有專精的觀察者交叉查核，透過三角校正法（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

逐一確認分類原則及結構的「描述性效度」（王文科，2000）。例如，在這一則新聞中，需要

先確認「主要情節」及「旁支情節」之間的差別，三位研究者會先各自提出判斷的原則，透

過逐步討論後形成「與標題意涵一致的各種情節為『主要情節』，其餘則為『旁支情節』」的

共識後，再排列出各種情節的關係圖（如圖 1所示）。 

（三）診斷工具編製 

依據前述結構化之後的科學新聞情節，本研究進一步將表 1 及圖 1 的結構融合在一起，

抽象化成一個可以記錄受訪者閱讀狀況的「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以前述〈蘋果基因

圖譜 科學家破解〉這一篇為內容，可以將診斷工具編製成一個具有結構及脈絡關係的編碼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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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科學編譯新聞之情節結構關係 

構，「情節」是最主要的分類單位，每個情節又包含了不同的「事件」、「行動」及「狀態」。

因此，每一個方格中依序呈現了「情節」（數字編號代表時序，P與 D分別代表程序性情節或

陳述性情節），之後的 E代表「事件」、A代表「行動」，「S」則代表零散狀態的訊息。 

1D：科學家  

破解基因圖譜 

2D：科學家完成 

基因圖譜排序譜 

3D：科學家培育 

抗氧化紅肉蘋果 

4D：抑制食慾的蘋果 

也在培育之列 

5P：掌握基因序列 

／控制品質／改良 

6D：全球生產6,000萬

噸蘋果…… 

7P：關鍵基因選苗， 

可以加速改良 

8P：阻礙生產的基因

可以輕易移除 

9D：透過基因解碼， 

揭開蘋果起源 

10D：演變成蘋果樹的植物 

生存於6500萬年前 

11P：這類植物藉由自我 

基因複製形成蘋果樹…… 

13D：另一組科學家 

也破解小麥基因…… 

14D：專家憂心 

「科學怪物」…… 

主
要
情
節

 

旁支情節 

12D：蘋果基因組 

序列接近西洋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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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篇報導為例（如圖 2 所示），「標題」部分有一個情節（1D），「導言」部分有三個情

節（2D、3D及 4D），「內文」部分則有 10個情節。圖中的斜線代表該情節沒有出現的部分，

例如 1D的情節中，沒有出現「行動」。 

 

圖2. 「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編碼架構 

依照此編碼架構圖作為記錄受訪者晤談結果的閱讀回憶診斷工具，透過對晤談者之訪談

稿進行小句編碼分析，可以依序標定出受訪者的每個概念小句在架構圖中所座落的位置，據

此可以診斷閱讀者對於整體科學編譯新聞之情節結構的掌握狀況。此外，從這一個編碼結構

s s

s s 

s s 

s 

s s



 

150 黃俊儒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 

圖中的標註，可以統計學生在閱讀回憶過程中的情節回憶量，進行數量的分析；亦可透過回

憶情節的分布情形，進行質化的閱讀回憶類型分析，以及對於整體科學新聞文本掌握的完整

性。 

二、閱讀回憶診斷晤談 

（一）晤談樣本 

依據目的，本研究選取 30 位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並以前述所發展的科學新聞閱讀回憶

診斷工具進行晤談。30 位大學生分別包括 12 位女生及 18 位男生，選取方式是依據不同學院

背景的屬性均勻分布在包括理工、人文、社科及管理學院，希望能呈現不同的學科訓練對於

科學新聞解讀的狀況。 

（二）發展晤談指導單 

基於前述文獻探討的結果，讀者的先備知識、主題興趣、閱讀習慣等基本特質是影響閱

讀理解的重要因素（黃俊儒、簡妙如，2008；顏若映，1993；Snow & Sweet, 2003）。Graesser、

Singer與 Trabasso（1994）也具體地主張瞭解讀者之閱讀理解時，要有三個關鍵假定，包括閱

讀者的目標、閱讀的連貫性及解釋的方式（例如如何針對事件、行動及狀態提出說法）。Britton

與 Graesser（1996）亦指出閱聽者對於文本「因果關係」的強度及數量，決定了閱讀理解的品

質及回憶的量。因此，本研究特別將這些因素綜合地加以考慮，配合前述的科學新聞閱讀回

憶診斷工具發展相對應的「晤談指導單」（參見附錄二），內容主要可以區分成三個部分：首

先，確認讀者的閱讀目的，包括對於該主題的興趣、生活相關性、閱讀習慣及閱讀困難等；

第二，在訪談的脈絡中確認讀者的各種連貫性，包括與字詞、句子相關的局部連貫性，以及

與論述意義相關的整體連貫性；第三，確認讀者相關閱讀解釋的正確性，分別包括 why、

when、enable及 consequence 等不同層次的問題（參見 Graesser & Hemphill, 1991）。在正式晤

談之前，本研究亦先邀請三位大學生進行預訪，以確認晤談指導單的有效性。 

（三）晤談流程與分析 

一個閱讀者在閱讀完一則新聞後，能夠回憶出來的「情節」雖可能是片段的，但卻可以

反應出他的興趣切入點，以及與先備知識起作用的地方，對於科學新聞的閱讀理解具有特殊

的意義，也是本研究後續分析的重點。 

在晤談的流程上，依據前述所編製的「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為基礎，首先讓受

訪者依照平時的閱報習慣（不需特別強記或焦注某些重點）讀完該篇科學新聞報導，之後採

取記憶表達研究中最常使用之自由回想（free recall）的方法（陳綱佩、張寶芳、洪瑞雲，2007；

Kintsch, 1974），請學生憑著閱讀過後的記憶，自由地回想並盡可能地講述這篇報導的大意。

最後，再依據文本的情節及內容，確認受訪者對於文本的瞭解狀況。整體訪談的過程全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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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並製作成逐字稿以作為資料分析的依據。 

針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本研究的分析策略是先針對受訪者的回憶資料在「科學新聞閱

讀回憶診斷工具」上的表現進行標註，之後再針對標註的結果進行類型分析，瞭解受訪者對

於科學新聞結構的掌握程度及特質。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依據晤談結果在「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上的表現分析，以下區分成兩個部分探

討科學新聞閱讀的診斷情形：第一部分是從量化分析的角度探討受訪者之閱讀回憶量的各種

類型分布情形；第二部分則是從質化分析的角度，討論各種閱讀回憶類型的樣貌及特質。 

一、科學編譯新聞的閱讀回憶量 

透過資料分析，本研究統計了所有受訪者在閱讀完該篇新聞報導後的自由回憶量。這個

回憶量的分析，主要從量化的角度來瞭解受訪者閱讀完一則科學編譯新聞時，透過自由回憶

所能提取的相關訊息。這些訊息也意味著，在沒有相關的刺激或是導引之下，閱讀者對於該

篇報告所留存的主要印象。 

在受訪的 30人中，透過晤談的過程，將參與的學生依據該主題感興趣的程度分別區分為

「高興趣」（7人）、「中興趣」（13人）及「低興趣」（10人）三群。透過訪談的問題，其中「高

興趣」組的學生會表達出對於該主題喜好或好奇的意向，「中興趣」組的學生則表達出還好、

普通、都可以的態度，「低興趣」組的同學則清楚地表示對於該主題沒有興趣或沒有進一步瞭

解的意願；同時也依據學生的知識背景區分成「科學主修」（12人）及「非科學主修」（18人）

兩群，由於本研究之閱讀文本的書寫目的及難度均是針對一般大眾所撰寫，就高中所修習過

的初步生物學概念就足以勝任，無須專門科學知識背景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並沒有特別再以

是否為「生物科學相關科系」作為受訪者知識背景上的區分。 

從圖 2 的編碼架構中，每個新聞情節最主要是由「事件」、「行動」及「狀態」所組成。

經過自由回憶後所進行的編碼統計，如表 2 所示，在整體每人 4.13 次的平均回憶量中，屬於

「事件」的平均回憶量占 2.5 次（60.7%），屬於「行動」的平均回憶量占 1.07 次（25.7%），

以及屬於「狀態」的平均回憶量占 0.57 次（13.6%）。可以發現受訪者主要還是會掌握住每一

個新聞情節中最主要的「事件」，其次則是與動機相關的「行動」說明，對於較為次級及瑣碎

的「狀態」資料，則大多數的閱讀者並不會特別留意。 

從受訪者對於該議題的興趣與動機的角度來看（同表 2 所示），「高興趣」組的平均回憶

量為 6.71次，「中興趣」組 3.69次，「低興趣」組則為 2.9次；再從受訪者的知識背景來看，「科

學主修」組的平均回憶量是 4.67次，「非科學主修」組則為 3.78次。再以 t 檢定進行兩兩考驗，

可以發現「高興趣」組與「中興趣」組（顯著性 .014，p ＜ .05）及「高興趣」組與「低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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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情節類型的回憶量分布 

類型 事件 行動 狀態 平均 

高興趣 4.00（28/07） 1.86（13/ 7） 0.86（ 6/ 7） 6.71 

中興趣 2.00（26/13） 1.15（15/13） 0.54（ 7/13） 3.69 興趣 

低興趣 2.10（21/10） 0.40（ 4/10） 0.40（ 4/10） 2.90 

科學主修 2.67（32/12） 1.33（16/12） 0.67（ 8/12） 4.67 
知識背景 

非科學主修 2.39（43/18） 0.89（16/18） 0.50（ 9/18） 3.78 

總次數 2.50（75/30） 1.07（32/30） 0.57（17/30） 4.13 

註：平均次數（次數／人數）。 

趣」組（顯著性 .004，p ＜ .01）之間均具有顯著性差異，「中興趣」組及「低興趣」組之間

則無顯著性差異（顯著性 .362）。整體的平均回憶次數呈現出一個遞增關係，在次類別中，除

了「事件」次類別中，「低興趣」組與「中興趣」組很接近之外，其餘亦呈現遞增關係。「科

學主修」組及「非科學主修」組之間，則發現不同知識背景的學生雖然平均回憶次數不同，

在統計上則尚未達到顯著差異（顯著性 .372）。 

這個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閱讀科學編譯新聞的過程中，有別於一般文本的閱讀行為，

似乎「主題興趣」扮演比「知識背景」更為顯著的影響。這樣的特質可能是因為報紙原本訴

求的對象就是以一般閱讀者為主，所以在科學知識的承載度及難度上已有所控制，一般民眾

未必難以進入。但是如同先前文獻探討中所提及的新聞閱讀特質，當讀者是以「閱讀」及「掃

瞄」的方式並進地面對新聞時，一則科學新聞報導是否擁有一個「有趣的切入點」來引領讀

者進入「詳讀」的狀態，似乎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也凸顯了科學新聞閱讀時的重要特質。 

此外，再從科學知識屬性的角度來看，在這篇文章的 14 個情節中，有 10 個是「陳述性

情節」（71.4%）、四個是「程序性情節」（28.6%）。從受訪者自由回憶的分析統計中，有 86件

是陳述性情節（88.7%）、11 件是程序性情節（11.3%）。如表 3所示，可以發現原本的科學編

譯新聞報導中程序性知識所占的比例已經偏少了，但是從受訪者的回憶結果來看，對於程序

性知識的印象更低。此結果同時顯示了兩個問題，首先是現行的科學編譯新聞報導可能弱化

了程序性知識的比例，其次是對一般閱讀者而言，對於「程序性情節」的掌握亦較差。對一

則科學新聞來說，程序性情節往往交代了整體科學事件中科學如何進行、方法如何可能等相

關陳述，對於體現科學活動本質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其背後的原因值得進一步深究。 

二、科學新聞閱讀回憶類型 

除了透過量化數據的分析之外，圖 2 的結構關係可以進一步地追蹤學生閱讀理解後的心

智表徵。本研究依照 30 位受訪者自由回想的逐字稿，將受訪者憶及的情節及屬性記錄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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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科學知識屬性的回憶量分布 

 新聞內容撰寫比例 受訪者回憶量比例 

陳述性情節 71.4% 88.7% 

程序性情節 28.6% 11.3% 

 

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編碼架構，成功回憶的部分則在架構中以陰影表示。之後依據陰

影的分布關係，判斷閱讀者的回憶狀況是否體現一個完整的情節結構，最後區分成包括「理

路明確」（六人）、「主題分散」（九人）及「零星發散」（15人）等三種閱讀回憶的典型。 

（一）「理路明確」型 

在這一類型的閱讀者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回憶量多（大多為六個項目以上），且主要及次

要的「情節流」（episode flow）都非常的清晰。以圖 3 受訪者 S5為例，整體的回憶量有 13個

項次，高於平均值（4.13 項次）許多，其中差距主要又來自於對「事件」的回憶（占九個項

次），遠高於「事件」回憶的平均值（2.5項次），其餘「行動」與「狀態」的回憶則略高於平

均值。所以 S5 將主要事件掌握得很清楚，例如從 1D-2D-5P-7P-8P-13D-14D 的這一個情節流

中，S5 掌握了起頭與最後的結尾；再從 2D-3D-4D 的這一個橫向的旁支情節中，也完整地掌

握了導言中其他相關的訊息；再從 9D-10D-11P的部分，則是主要情節外，另外一個發展的旁

支情節，S5亦將這個旁支情節流很完整地掌握。 

在後續相關的問題訪談中，S5 表現出他自己對於「科學新聞、社會新聞、科普新聞都很

有興趣」，也肯定這類新聞的重要性，並且沒有任何閱讀上的困難。在有關閱讀解釋的正確性

方面（訪談問題中有關 why、when、enable、consequence的問題），S5也幾乎答對無誤。 

（二）「主題分散」型 

在這一類型的閱讀者中，最主要的特徵是中等的回憶量（多為四至六個項目），但是對於

文章主要的主旨並未掌握清楚，反而會記得次要的事件或是零星狀態訊息，整體的「情節流」

並不連貫，主要的事件亦十分的模糊。以受訪者 S2為例，在他的回憶過程中，雖然總回憶量

（五個項目）高於整體的平均值，但是分別是三個「事件」項目及兩個比較瑣碎的「狀態」

項目，尤其是「狀態」項目的回憶量高於平均值許多（0.57項次）。從回憶結構圖的呈現中（如

圖 4 所示）也可以發現，S2 的回憶情節並沒有在整體文章結構的主旨上，而是聚集在旁支的

一個「情節流」中。且在這個旁支情節流中，也沒有完整的內在連貫性，而是零星地分布在

各種瑣碎的次要「狀態」訊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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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S5受訪者概念關係結構 

在後續相關的問題訪談中，S2 認為這個主題的重要性是「沒有到非常的重要，可是會想

要去關心一下」，而想要關心的理由是「因為蘋果很可愛呀！」這個回應顯示出引發 S2 興趣

的是一個旁支的因素，並非關於整體科學新聞報導的主旨，也無怪 S2所呈現出來的情節結構

是在較分散的次主題上。此外，有關閱讀的困難性，S2 表示「我剛剛是很快的看過一遍，不

會覺得哪裡有什麼特別的困難，就大概看過而已。」從訪談的逐字稿顯示，S2 雖然沒有什麼

閱讀的難度，但是似乎很有意識地選擇性瞭解她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對於閱讀解釋的正確性

方面，在訪談有關這篇文章 why、when、enable、consequence的幾個問題中，S2有一半的問

題表示「不知道」、「沒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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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S2受訪者概念關係結構 

（三）「零星發散」型 

在這一類型的閱讀者中，最主要的特徵是回憶量偏少（多為三個項目以下），特質是大量

地倚賴標題及導言，或是各種事件、狀態零星發散，整體的情節流幾乎不成形。以受試者 S1

為例（如圖 5 所示），可以發現他的回憶量僅有三個項目（低於平均值 4.13），在訊息的性質

上包括「事件」、「行動」及「狀態」都有出現，但是卻彼此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情節中，沒

有一個完整的回憶脈絡。再以這個類型中的另一個典型受訪者 S8 為例（如圖 6 所示），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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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S1受訪者概念關係結構 

量同樣僅有三個項目，且集中在導言中的一個情節，對於其他情節的回憶則顯得十分隨機。

在這類型的受訪者中，有的甚至閱讀後僅記得標題，其餘的部分均沒有印象。 

在後續相關的問題訪談中，S1與 S8 均是對於科學新聞沒興趣的受訪者，對於這個主題的

重要性則分別認為是「應該蠻重要的」及「應該還好」，此外並沒有太多其他的評論。有關閱

讀的困難度上，從逐字稿中兩位受訪者都表示沒有特別的閱讀困難，甚至認為很順暢地就可

以看過去。但是在對於閱讀解釋的正確性方面，有關這篇文章 why、when、enable、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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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S8受訪者概念關係結構 

的幾個問題中，兩位受訪者幾乎都以隨機猜測的方式回答問題，將所有具印象的數據進行拼

湊，有的可以猜對有的則不能，但沒有一個穩定的樣貌。例如 S1在「抗氧化的蘋果，大概何

時可以上市？」這一個問題中，他回答「20 年以後」，事實上文中沒有任何一個數據是與 20

有關。從逐字稿的質化資料顯示，這一類型的受訪者，比較停留在對文本進行掃瞄的階段，

似乎尚未找到一個「興趣切入點」作為詳讀的開端，因此相關的情節結構紊亂、發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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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科學新聞的閱讀理解與一般文章的閱讀理解，在任務特質上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人多以

一種「掃瞄」及「閱讀」並進的方式面對報紙訊息。因此能夠在自由回想及問題晤談的過程

中被「提取」或「回憶」情節概念，它們之間的邏輯關聯性理應就反應了閱讀者所建構的意

義架構。本研究透過「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的發展，分析受訪者閱讀科學編譯新聞

時，回憶相關內容時相關情節的回憶量及座落的相對位置，並據此判斷整體「情節流」的完

整程度及型態，目的就在於瞭解閱讀者「這些被提取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因為這些邏輯關

係的體現便反應出讀者對於該則科學新聞閱讀的掌握狀況。 

從回憶量所進行的統計結果中可以發現，在一般的閱讀條件及狀態下，「主題興趣」是影

響閱讀者掌握科學新聞相關訊息時的最主要因素，更甚於「科學先備知識」的影響。這個發

現凸顯了「科學新聞文本」的特殊性，因為「先備知識」的多寡雖然是閱讀時的門檻，但是

如果沒有讓讀者找到一個「興趣切入點」，而從瀏覽的狀態進入詳讀的狀態，則這些先備知識

可以發揮的功能就十分有限。在其他研究資料的佐證中（Osborne & Wittrock, 1983），也發現

閱讀者的「情節回憶量」與「閱讀策略類型」具有關聯性，回憶量多的受訪者往往也會呈現

出比較完整的情節概念結構。從回憶型態的質性分析中，發現當閱讀者有一個清晰的事件網

絡關係時，其實也就提供了一個有助於統合相關訊息的架構，因此回憶量必然較高。但若無

法清楚地掌握情節流，則相對地較難以聯繫起相關的訊息，閱讀者也就無法建構起一個邏輯

完整的故事結構。 

此外，從回憶類型的分析中則可以發現，閱讀者對於科學新聞之情節結構的回憶程度，

會影響閱讀者對於整體科學新聞意義的掌握。閱讀者情節結構掌握愈好，愈能重建整體科學

新聞的原有樣貌，因此相對地，如果科學新聞在編寫時結構交代地愈完整、清楚，理應也會

愈有助於閱讀者掌握文章脈絡。這一個延伸的附帶結果也可從「科學新聞閱讀回憶診斷工具」

的發展過程中看出端倪，由於科學編譯新聞穿插著「故事文」及「說明文」的成分，所以在

發展工具的過程中也發現，如果編譯人員對於相關的科學概念不清楚的話，編譯的稿子就常

常會出現一些與標題或導言不甚相關的平行分支事件，而無法將整體的文章進行一種邏輯嚴

整的融合及交代。這是本研究在分析科學編譯新聞中，所發現的另一項頗為明顯的問題。因

此，科學新聞編譯人員理應能夠盡量地減少「旁支事件」或過多「零星狀態」的發生，整體

文章的連貫性及邏輯嚴謹度才會提高。以本研究中所選取的這一則科學編譯新聞為例，透過

編碼架構圖的分析，可以發現原本的新聞結構就已經有一些發散，零星的訊息很多，完整的

情節流或是次要情節流並不完備與明顯。因此對於一般的閱讀者而言，未必能夠方便地掌握

其中的脈絡及訊息流向。再者，包括較不專長的閱讀者對於標題、導言的倚賴，以及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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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者對於「程序性情節」的缺乏印象，這些都可以提供給新聞編譯者，甚至是更為廣泛的

科學普及文章、書籍之編輯的參考，據以發展出適合科學新聞書寫與編譯的格式或方法。 

對於閱讀者進行一個好的閱讀教育或是強化其科學先備知識與興趣，都是改善科學新聞

閱讀品質的重要方法。此外，如果能夠在科學新聞的編譯品質上就加以改進，效果或可更加

直接與顯著。像科學新聞這種大眾普及式的非正式文本，雖非制式科學教育中的正式文本，

但卻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取得的科學文本，不僅容易形塑一般民眾對於科學的理解（黃俊儒、

簡妙如，2010），更有助於全民科學素養的提升（Dimopoulos & Koulaidis, 2002; Norris et al., 

2003）。由於人們多會使用對他們自己有意義的抽象世界知識，去引導他們對於新領域的因果

解釋（León & Peñalba, 2002），因此，如何編寫一則科學新聞，才能方便協助這些未必有好的

先備知識、強烈的學習動機或主題興趣的閱讀者來掌握一則最新的科學訊息，是另一個十分

值得深究的問題。 

二、未來研究建議 

依據前述的成果，除了對於一般民眾在科學新聞閱讀上有一個更清晰的掌握之外，也引

發了許多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的主題。例如，本研究以「科學編譯新聞」作為主要的文本對

象，過去的相關研究指出「科學編譯新聞」在臺灣社會中扮演引介科學新知的角色，不管在

來源、結構與產製過程上，均與國內的自製科學新聞不同（黃俊儒、簡妙如，2006）。國內自

製的科學新聞因受限於大部分記者的專業背景，常常會被編寫成較偏向於社會層次的「故事

文」，科學編譯新聞則較介於「故事文」及「說明文」之間，兩者的屬性有所不同。因此本研

究的研究問題，如果進一步延伸至更為廣泛的科學新聞自製稿中，是否也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抑或有更為不同的問題型態？由於自製科學新聞仍是國內所有科學新聞的大宗（黃俊儒、簡

妙如，2006），此問題十分值得在後續的研究中進一步地予以探討。 

此外，在本研究中，僅先透過編碼架構瞭解受訪者所陳述之科學情節所座落的位置及彼

此之間的相對關係。但每一個概念的品質或許仍有所不同，因此在本研究的基礎上，尚可針

對受訪者陳述概念的品質進行另一層次的解析及對照，以期在資料詮釋的廣度和深度上提高

研究工具的外在信度（王文科，2000）。例如在本研究中，有幾位受訪者的措辭為「利用基因

可以製造出不同功能的水果」或「蘋果的基因，裡面內容有發現了找出蘋果好吃又脆的基因

是哪一種」，雖然隱約地知道其所意指的意思，但實則所透顯出來的科學概念卻是錯誤的，這

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地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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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蘋果基因圖譜 科學家破解 

科學家已完成蘋果基因圖譜的排序，讓更為爽脆、多汁、健康的「黃金美味」蘋果的誕生指日

可待。同時，科學家已利用相關資訊培育帶有更多抗氧化物的紅肉蘋果，但因口味偏苦，目前正積

極提高其甜度，預定可於2015年上市；抗氧化物有避免阿茲海默症罹患之效。此外，能抑制食慾的

蘋果也在培育之列，預定5年內推出。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紐西蘭植物暨食品研究所」研究員海蘭斯說，消費者最強調蘋果的脆度、

多汁性與香味，有了蘋果基因圖譜的序列，將能鑑別出控制這些品質的基因，並加以改良。 

全球每年生產逾6,000萬噸的蘋果，是全球第4大經濟水果，每人每年約吃掉9公斤的蘋果。雖然專

家不斷改良蘋果的品種，但成效如何必須要等果樹栽種8年後才得知，如今育種專家將可依關鍵基

因選苗，如此可大幅加速改良程序。 

這篇發表在「自然遺傳學」期刊的報告也指出，阻礙生產的基因特點也可輕易排除，因而培育

出適合在惡劣環境栽種的蘋果品種。 

蘋果源起6500萬年前 

這項囊括五國近百名科學家的蘋果基因解碼研究，也揭開蘋果起源的面紗。科學家發現，演變

成蘋果樹的植物可能生存於6500萬年前，當時則是被認為一枚彗星撞擊地球，造成恐龍大滅絕的時

刻。這類植物藉由自我複製許多基因，而使其適應艱困的環境，並最終形成蘋果樹，而走上有別於

桃子、覆盆子、草莓等其他薔薇科水果的演化之路。 

研究人員發現，蘋果的基因組序列比較接近西洋梨，有17對染色體，相較之下，其他薔薇科家

族的水果其基因組僅有七至九對染色體。 

在蘋果基因組破解前，另一組科學團隊也破解小麥的基因組。雖然作物基因圖譜排序的研究旨

在提升傳統的育種技術，不過也有專家憂心相關研究恐被濫用，而產生基改的「科學怪作物」。 

註：引自「蘋果基因圖圖譜 科學家破解」，魏國金（編譯），2010，8 月 31 日，自由時報，a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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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一、說明訪談的目的及提醒 

（一）說明本晤談僅在瞭解每個人閱報習慣及風格。 

（二）不是考試或檢驗，儘管放輕鬆用自己的習慣回答。 

（三）報紙引導的方式會造成大家習慣，本研究結果可以作為往後新聞書寫與編製的建議。

二、進行步驟 

（一）閱讀科學編譯新聞。 

（二）自由回想：回憶並放聲說明一下這則報導的大意（中間不做任何的打斷或打擾）。 

（三）晤談問題：  

1. 閱讀的目的 

(1) 對這一個主題有興趣嗎？ 

(2) 覺得與生活相關嗎？重要嗎？為什麼？ 

(3) 平時閱報時會注意相關的訊息或報導嗎？例如什麼呢？ 

(4) 有無哪裡有閱讀上的困難？ 

2. 閱讀的連貫性（在訪談脈絡中見機提問即可） 

(1) 局部連貫性：用詞、句子之間是否連貫？ 

(2) 整體連貫性：各種意義的論述是否連貫？ 

3. 閱讀的解釋 

(1) why 

A. 科學家為什麼想要進行蘋果基因圖譜的破解？ 

B. 科學家為什麼要培育抗氧化物的紅肉蘋果？ 

(2) when 

A. 抗氧化的蘋果大概何時可以上市？抑制食慾的蘋果幾年內可以推出？ 

B. 過去專家若用傳統方法改良蘋果，約需栽種多久才會知道成效？ 

C. 蘋果大概起源於何時？ 

(3) enable 

A. 有了蘋果基因圖譜的序列可以如何（有何好處／發生什麼效果？）？  

B. 育種專家如果依據關鍵基因選苗，會如何（有何好處／發生什麼效果？）？ 

(4) consequence 

A. 從這篇文章，你覺得生產一個基因改造蘋果的順序與結果大概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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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technological society, science news is a crucial mediator between people and 

develo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science news, compiled science 

news is the main source from which the latest scientific information from abroad is introduced. 

Compiled science news, which combines narrative and expository texts, is a unique typ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Because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 increasingly prevalent, the manner in which people 

read and remember science news ca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This study explored students’ reading memory and style as well a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ading by 

applying a developed diagnostic tool in combination with free recall tasks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otivation of interest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student monitoring of 

science news. When readers maintain more complete textual structures in their mind, they can more 

efficiently master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grasp complete concepts from the compiled science 

news. 

Keywords: science news, reading memory, reading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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