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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程度華裔學生之閱讀策略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閱讀策略、不同程度、華裔學生、有聲思考、華語文教學 

 

本論文的目的在於研究華裔學生閱讀中文文章時所採用的閱讀策略。探

討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使用了哪些閱讀策略？使用上有無異同？以及有無

特殊的閱讀策略等議題。本研究以跨語言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和針對中文的

華語文閱讀策略作為理論架構，對以英語為背景的大學程度華裔學生進行閱

讀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共有二十位，按閱讀程度分為高級組和中級組各十

位。本項研究利用有聲思考的方式蒐集讀者在閱讀的心理過程中，使用閱讀

策略的資料，策略資料按照 Young(1993)所提出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和信世

昌（2001）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加以分析。結果發現： 

一、隨著語言程度的提高，全面性策略的使用頻率跟著上升，而局部性

策略的使用頻率則跟著下降 

二、程度越高，調控支配閱讀策略的能力的確越好 

三、漢字量可能是華裔學生閱讀程度進步的關鍵因素，而非上下文的篇

章關係 

四、除了現有的閱讀策略以外，華裔學生實際上還使用了「漢字輪廓」、

「漢字代換」、「詞彙群組」、「口語協助」四種閱讀策略 

透過調查出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在閱讀中文時，使用的各種閱讀策略，

本論文期待得出的研究結果能在華語文閱讀研究和教學方面，作為日後針對

華裔學生為研究或教學對象的相關領域的敲磚石。 



 

 



 

A Study on Reading Strategies for Heritage 
Chinese Learners in Different Levels 

 
Abstract 

 

Keywords： Reading Strategy、Different Level、Heritage Chinese Learner、Think 
Aloud、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presented here is to see when it comes to heritage 

Chinese learners(CHL), what reading strategies they use when reading an article 

in Chinese. What kinds of strategies were used by learners in different levels? 

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Is there any strategies weren’t noticed befo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e general reading strategy brought by 

Young(1993)and the Chinese reading strategy developed by Xin(2001). 

20 CHLs a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Their native language is English and 

they are divided into advanced and intermediate groups by their reading skill. 

Each group has 10 members. The data is collected by think-aloud, surveying the 

strategies used throughout the reading process of each reader. The result found 

are:  

I. With the raise of the language level, the frequency of using global 

strategies rises while local strategies falls.  

II. The higher the level, the greater the ability is to adjust the usage of 

strategies. 

III. The anount of character known is crucial to CHL rather than the context.  

IV. “Character Contour”, “Character substitue”, “Word Cluster”, and “Oral 

Assistance” are used beside the categorised strategies. 

Throug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t is my hope that it can be the 

stepping-stone to the door of the study on reading strategy for heritage Chinese 

learners, and be of some help for the regard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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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針對以英語為背景的華裔華語學習者，以閱讀為探討

範圍，研究華裔學生閱讀中文文章時所運用的閱讀策略。本研究基於

質化研究法，以口語報導中的有聲思考作為蒐集資料的方式，調查不

同程度的華裔學生面對較其程度稍難的文章時，運用的閱讀策略異

同，並提出將實驗結果應用於閱讀教學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從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來，全球興起了一股學習中文的熱潮，

其盛況由全球學習華語的人數直線上升可見一斑。目前台灣及中國以

外學習華語的人數已經超過三千萬人，大約有一百多個國家有教授中

文的機構，其中大學就有二千三百多所。華人移民也由原本的以香

港、台灣為主，轉變成有大量的中國大陸移民湧入。根據中華民國僑

務委員會的統計資料，在 1950 到 1971 年期間，美國地區的大陸移民

人數只有一萬兩千九百零七人，台灣移民人數是四萬零三百九十一

人，香港移民人數則是九萬六千三百八十一人，但從 1972 年到 2000

年，兩岸三地的美國地區移民總數則由 1950 到 1971 年的十四萬九千

六百七十九人暴增至一百二十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一人，大陸移民人數

有五十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五人，台灣移民人數是三十九萬一千零三十

九人，香港移民人數則是四十二萬六千兩百六十九人，由此可見，在

各級學校、社區都出現了大量的華裔子弟。 

這些在文化、血緣上與中文、中華文化原本就有關連的華人移民

家庭，越來越重視下一代的中文教育。以往華裔子弟學習中文的原因

多半是為了追本溯源，「要會說爸爸媽媽的話」，但如今為了更容易找

到工作，對做生意有幫助等增加將來工作競爭力的原因也開始大量出

現；回到台灣或中國大陸的理由也由探視親人、度假等，變成遊學，

甚至留學。根據台灣教育部國際文教處的統計，不含民間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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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在台灣各大學附屬語文中心學習華語的學生，由 2000 的五

千人到 2005 年的八千一百八十二人；中國對外漢辦的統計資料也

顯示，在中國學漢語的外國學生人數更是由 2001 年的四萬人增長

到 2006 的超過 11 萬人，其中也有不少的華裔學生。基於這股「中

文熱」，不論是在中文學校，語言中心，或在屬於正規教育體系的大

學甚至中小學裡，華裔學生的人數大量增加，華裔學生逐漸成為華語

教育的新興熱門話題。 

在全美中文學校聯合總會（National Council of Associa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簡稱 NCACLS) 於 1995 年對全美中文學

校進行的調查中顯示，全美國的中文學校共有六百三十四所，學生人

數共有八萬兩千六百七十五人；而在 2004 年全美中小學中文教師學

會（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Elementary Schools，簡

稱為 CLASS）的統計中，全美國中文學校的學生人數光是加州就有

兩萬七千人左右，全美總數則約有十四萬人左右，十年內學生人數從

八萬增加到十四萬，顯示近十年來，華裔學生人數成長的速度十分驚

人。 

美國外語學會（American Council o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頒佈美國國家外語學習目標大綱（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其中對具目標語族裔背景的外語學習者（heritage learner）

所描述之特性為，具目標語族裔背景的外語學習者通常具有基本的日

常口語能力，但缺乏正式場合用語。華裔學生在口語方面的特色的確

符合上述定義，而就聽說讀寫四項語言技能整體而言，華裔學生的讀

寫能力則遠不如其口語能力。現在的社會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資

訊的流通方式早已超越口耳相傳的原始程度，現代人掌握新信息的方

式，從書本，報紙，雜誌乃至於網路，無不以閱讀為接收信息的主要

方式，因此有效的閱讀成為現代人不可或缺的技能之一。因此，華裔

學生最欠缺，也最需要加強的，就是閱讀的部分，而針對華裔學生的

閱讀研究，就有了具迫切性的實際需要。 

  



 第一章 緒論 

 

3 

第二節 現況問題 
中文學習熱潮方興未艾，華語教學也因日漸成熟而走向專業化。

在上一節的研究背景中已提到，華裔學生與一般非華裔學生有本質上

的差異，一般而言，華裔學生普遍口語能力強但讀寫能力弱，站在華

語教學專業化的考量上，發展針對性高的相關研究，以供實際教學應

用之，有其必要性，然而現有的以中文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研究，多

為針對一般非華裔學習者的方面，針對華裔學生的中文閱讀研究仍十

分罕見。 

根據研究報告指出，由於多數華裔學生在上課前就已具備不等的

中文聽說讀寫能力，所以若將這些學生與非華裔學生安排在同一個班

級上課，則容易造成學習與教學上的困擾，雙方都得不到理想的學習

成果（Christensen and Wu，1993；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00；Shen，

2003）。華裔學生需要的是讀寫能力的加強，而非華裔學生則需要聽

說讀寫四種技能的訓練，因此華裔學生需要專門為其開設的專班，以

平衡其口語能力和讀寫能力不平均的現象。 

目前美國地區大學以上層級開設華裔專班的學校並不多，其中華

裔人數眾多的加州就有華裔專班開設。謝天蔚（2004）指出，加州大

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體系1內的中文課程學生來源以華裔學生

為主，其中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UCLA）的華裔學生多達 70%。特

意為這些學生開設專門的中文課程，稱作 Chinese for Advanced 

Beginners、Chinese for Heritage Students 或者 Accelerated Chinese，

但這種華裔專班除了課程進度比較快以外，並沒有針對性的課程安

                                                 
1 加州的州立大學有二個體系，一個是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簡稱 UC）系統，

另一個是加州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簡稱 CSU）系統。此處所指的是加州

大學（UC 系統）。加州大學體系共有 10 所分校，分別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 Los 

Angles）、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 San Diego）、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UC Berkeley）、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 San Francisco）、加州

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加州大

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C Santa Cruz）、加州大學莫

西分校（UC Me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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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另外，在教材方面，《中文聽說讀寫 I、II》2、《實用漢語課本 I、

II》3受到最廣泛的採用，但針對華裔學生的教材還是不足，表示華裔

學生並沒有太多針對性的教材選擇，只能與非華裔學生使用同樣的教

材，華裔學生學習中文的權益尚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上述的現況表明了目前的華語教學中，對於華裔學生的這塊領

域，尚有許多有待耕耘之處。其中主要的問題有四： 

一、針對華裔學生的相關研究尚不足 

在目前以中文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對象並

沒有區分族裔背景，只廣泛的定義為一般華語學習者，真正針對華裔

學生的研究仍不普遍，至於特別以華裔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就更

是少見了。缺乏針對性的研究，對華裔學生學習中文，進而到華語教

學的專業化，都造成了根本上的阻礙，也連帶地影響到其他的問題。 

 

二、缺乏針對華裔學生的華語文閱讀策略的研究 

目前與策略相關的研究，多為學習策略的研究（Oxford，1990；

陳雅芬，1995）。以閱讀為範疇的專門研究，甚至以中文為外語或第

二語言的華語文閱讀策略研究雖然也有，但特別針對華裔學生的研究

並不多見。在此現況下，發展針對華裔學生的華語文閱讀策略的研

究，甚至探索不同背景的華語學習者使用閱讀策略之相關研究，將能

補足此缺憾。 

 

三、需要適性的教學設計 

缺少了學理上的支持，實際教學也頓失所依，不論在教材上或教

法上，都沒有專門以華裔學生為中心的適性教學設計。對於大部分的

華裔學生而言，其讀寫與聽說的程度不一，因此若能瞭解華裔學生如

                                                 
2 美國東部－劍橋出版社於 1996 年出版，編輯者為美東各大學目前正在執教的華語教師。 
3原為北京語言學院所出版的簡化字版，經鄭與崔公司於 1990 年改為正體字並於美國出版

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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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閱讀中文，特別是不同程度的學生如何使用中文閱讀策略，將有助

於發展具針對性的閱讀教學，使華裔學生的中文聽說讀寫四種語言能

力得以均衡地健全發展。 

四、需要專門的華裔專班 

由於華裔學生的口語能力和讀寫能力不平均，因此特別需要專門

為其開設的專班，以得到合適的語言訓練。現有的華裔專班除了課程

進度比較快以外，並沒有針對性的課程安排，在教材方面，也只能與

非華裔學生使用同樣的教材，並沒有太多針對性的課程與教材的選

擇。若能在課程安排上及教材選編上，應用相關的研究結果，必能使

華裔學生在學習中文時，得到更大的幫助。 

 

第三節 研究議題與研究目的 
透過對現況問題的闡述，我們瞭解到目前的華語教學，對華裔學

生這塊領域仍有許多不足之處，特別是在最迫切需要的閱讀方面，更

是少有涉獵。因此本研究將對華裔學生的中文閱讀情形進行探究，盼

能為極度缺乏專門研究的華裔閱讀策略領域，帶來拋磚引玉的功效。 

本論文主要探究的議題有四，詳列如下： 

一、華裔學生閱讀中文時，使用哪些閱讀策略？ 

俗話說，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要能實際改善華裔學生最需

要的閱讀能力，就要使其具有良好的閱讀策略，而要使其具備良好的

閱讀策略，就得先瞭解其現在已有的閱讀策略。本研究將透過即時性

的口語報導，以有聲思考的方式調查華裔學生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

有了對研究對象的現況的全盤認識後，才能夠進一步發展針對性的後

續研究，以有效達到提升華裔學生閱讀能力的目的。 

二、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有何異同？ 

除了就整體而言，認識華裔學生在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以外，若

能進一步瞭解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如何閱讀中文，特別是如何使用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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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策略，將有助於發展專門為華裔學生設計的閱讀教學，並為區分出

華裔學生的語言程度，提供參考的資料。認識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

在閱讀中文時，使用閱讀策略的異同後，才能突破目前在教材上或教

法上，都沒有專門以華裔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的現況，並更有效地

實行合適的課程安排與教學設計，使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都能得到

合適的語言訓練。 

三、華裔學生有何特有的中文閱讀策略？ 

在上一節的研究問題中，提到缺乏針對性的研究，對華裔學生學

習中文，進而到華語教學的專業化，都造成了根本上的阻礙，也連帶

地影響到其他的問題。因此，華裔學生有沒有，或有哪些特有的中文

閱讀策略，成為本研究在以現有的閱讀策略分析蒐集到的資料以外，

最重要的重點。若能在華裔學生的閱讀歷程中，發現現有的閱讀策略

種類中，沒有提到的，但實際上受到使用的閱讀策略，則可對華裔學

生的中文閱讀歷程，與策略使用情形有進一步的認識。 

四、研究結果將如何幫助實際教學？ 

研究結果若能應用到實際教學面，則可有效結合理論研究與實際

教學。因此，透過蒐集並分析華裔學生在閱讀歷程中，為達到閱讀理

解的目的，而採用的各種閱讀策略，以及語言程度對策略使用的影

響，則可大大地提升在課程安排上、教學設計上、或教材選編上的針

對性，有助於將理論實踐化，將教學學理化。 

 

第四節 本研究之重要性 

有關本研究之重要性包含三個方面： 

一、作為華裔閱讀策略領域，未來研究的發展基礎 

藉由本研究之研究成果，能瞭解華裔學生的閱讀策略使用情形，

並分辨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使用閱讀策略的差異。雖然目前在不同

程度的閱讀策略使用差異方面，已有不少的相關研究，但針對中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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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特別是華裔學生閱讀中文方面，則是十分罕見。經由本研究的調

查與分析，可望對目前付之闕如的華裔學生閱讀策略使用情形，有初

步的認識，並對不同程度華裔學生在閱讀策略使用上的差異有所瞭

解，藉此發展針對華裔學生的後續閱讀研究，乃至於對建立屬於華裔

學生特有的分等標準，與實際教學應用，提供參考之立論依據。 

二、促進華語教學之專業化 

華語教學要走向專業化，必須結合理論研究與實際教學。本研究

的作用之一，就是提供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在閱讀方面的特性，與

使用閱讀策略的異同，以作為區分華裔學生語言程度的參考資料，並

有助於發展針對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所設計的閱讀教學，使華語教

師面對新興的華裔學生族群，有因材施教的理論基礎，開設專班有課

程安排的參考依據，編纂教材也能考量到針對華裔學生的特性，進而

促進華語教學的專業化。 

三、改善華裔學生的閱讀能力 

透過本研究結果，能對華裔學生在閱讀中文方面的情形，特別是

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的特性，有進一步的瞭解，有助於針對華裔學生

的閱讀研究和教學。由於華裔學生與非華裔學生有本質上的差異性，

而所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應視教學對象的特性，設計合適的教學

方針與教學活動，畢竟知己知彼，才能達到百戰百勝的最佳教學效

果。目前華裔學生的專班不多，多與非華裔學生混合上課，學習效果

並不好，因此華語教師在面對實際上的教學時，能應用本研究之研究

結果於實際教學中，針對華裔學生讀寫能力低於口語能力的特性，進

行適性的教學設計。透過針對性高的教學設計，進而改善華裔學生的

閱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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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華裔、華僑、華人 

一般人對「華裔」、「華僑」、「華人」的稱法和定義常有混淆之虞。

依照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定義，「華裔」、「華僑」與「華人」的定

義如下： 

一、「華裔」乃泛指在海外出生的中國人後裔。 

二、「華僑」指僑居在海外的國民。 

三、「華人」即「華僑」加上歸化為外國國民的中國人。 

其所謂海外，則指大陸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沿用上述定義，本研究之「華裔」則限定在北美地區出生長大，

或從小移居北美，且沒有在台灣、香港或大陸地區受過國民教育的華

人子弟。其父母為台灣或大陸、香港等地區的華人，受家庭或社區背

景影響，其口語能力流利，普遍高於讀寫能力。這些人一般被稱為

ABC（American Born Chinese）。而所謂「華裔學生」（Heritage Chinese 

Learner）是指除了學校中文課程以外，還在家聽說中文，有自然中文

環境的華語學習者。 

 

二、中文、華語、對外漢語 

 本研究所指的「中文」採廣泛定義，包含廣東話、台語、潮州

話、客家話等其他方言。至於「華語」指的則是以中文為外語（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或第二語言（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相

當於中國大陸地區所指的「對外漢語」。 

 

三、中級程度、高級程度 

本研究所指的「中級」與「高級」，其程度分等標準是依據台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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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際華語研習所4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簡稱

為 ICLP）的入學測驗結果作為分等標準。ICLP 入學測驗分為口試與

筆試兩部分，由於本研究範圍為閱讀，因此只採紙筆測驗成績。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均參加過此統一性的測驗，且測驗時間與進行研究時間

相距在一個月內，故此成績可反映出研究對象參與研究時的實際程

度。 

 

                                                 
4 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ICLP)是台灣最具規模的華語學習機構之一，前身為「美國各

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Inter-University Program for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in 

Taipei，簡稱 IUP)，慣稱「史丹福中心」，由美國十五所大學組成的董事會經營，專為訓

練高級中文人才設立。1997 年進入台大編制，改稱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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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成四個部分探討閱讀，首先分別對閱讀理論與模式和閱讀策略

的概念做一介紹；第二小節檢視在跨語言的一般性閱讀研究中，和針對中文

特性的華語文閱讀研究中，各有哪些種類的閱讀策略；第三小節探討不同程

度的讀者，使用閱讀策略的傾向有何異同；最後則討論目前針對華裔學生進

行的閱讀策略相關研究。 

 
第一節 閱讀理論與閱讀策略 
一、 閱讀理論和模式 

有關閱讀理論的研究眾多，七０年代以來不同的學者也各自提出各種不

同的閱讀模式，試圖為複雜的閱讀過程做出解釋，這些理論和模式各有其重

要性，本節將就近三十年來對閱讀研究影響最鉅的理論與模式做一介紹，並

由中借引相關理論作為本論文之理論架構。下文將分別介紹的是：由上而下

模式（Top-down Model）、由下而上模式（Bottom-up Model） 、互動模式

（Interactive Model）及基模理論（Schema Theory）。 

 

(一) 由上而下模式 

由上而下的閱讀模式就是運用讀者本身對世界的一般常識，和對已閱讀

之部分文章的背景知識對接下來的文章內容進行假設和預測。在閱讀過程中

讀者的角色是積極參與的，理解的形成必須仰賴讀者對上下文的判斷，視上

下文是否與其假設吻合，並不斷修正假設以達成閱讀理解的任務。最廣為人

知的由上而下閱讀模式是由 Goodman（1970）所提出的，下面以圖二─1

為 Goodman 提出的閱讀理解理論做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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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  Goodman (1970) 閱讀模式 

(資料來源：Keith Rayner, Alexander Pollatsek. (1989). 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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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Goodman 對於閱讀過程的解釋由視覺停留在欲閱讀的文章

開始，並假設此時讀者開始進行編碼（Coding），讀者在文章內選擇合適的

符號（Graphic Cues），並以選定的符號形成概念印象（Perceptual Image），

此概念印象就是讀者對已閱讀的部分文章的假設，此假設進入短期記憶後，

就成為判斷上下文是否符合此概念印象的依據。接下來讀者開始在長期記憶

中找尋相關的語音、語法、語義等符號元素，選定後進入中期記憶，對比上

下文決定選擇合適與否，若合適則進行解碼，形成理解；若不合適則回到短

期記憶中的概念印象再度進行測試，決定選擇新的符號元素或重新調整概念

印象。 

Goodman 將閱讀定義為「讀者與文本之間的互動，讀者透過這個互動重

建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這項定義表現出閱讀的主動性與獨特性，同樣的

文本對不同的讀者產生屬於讀者個人獨特的解讀，且閱讀理解需藉由讀者主

動積極的參與才可能發生。Goodman 將閱讀的過程分為重新編碼（recode）

與解碼（decode）兩部分，在讀者將文本重新編碼之後，還需要將這份新的

編碼解碼後才會真正產生理解。舉例來說，一個人能因為有認字能力或懂得

拼音規則而完整讀出文件上的每個字句，但卻不一定能瞭解自己讀的內容是

什麼，所以能夠讀並不表示能夠讀懂。閱讀是一項高度複雜的心理過程，在

閱讀的過程中除了實際的視覺行為外，還需要認知上的理解，才算是真正的

閱讀。 

在上述的論述基礎下檢視圖二─1，則可發現這樣的模式有幾個重要的

問題。首先，讀者在文章內選擇所謂「合適的符號」時，判斷選擇合適與否

的依據為何？從上下文猜測字義，而判斷的標準又取決於是否符合讀者假設

的概念印象，就形成了此理論模式最大的問題：假設建立在不確定的猜測

上，極有可能因猜測錯誤而使理解發生全面性的錯誤。再說，疑難字詞在閱

讀過程中的確會產生理解上的阻礙，只偏重對文章內容整體的理解，而忽略

對文章字、詞、句等細節的理解在實際閱讀上並不可行，往往會使讀者受困

於大量生詞而不明白文章內容。最後，此模式並未表示認字時運用什麼資

源，也未表示什麼資源是對認字而言是比較重要的。不過，由上而下模式也

非全無貢獻，此模式提出最重要的概念就是「閱讀是一個充滿預測的過程」，

這項「預測」的概念對後來的閱讀研究有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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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圖二─1 是依據 Goodman 對初級讀者的實驗形成的，此實驗的目

的在於研究兒童如何學習閱讀，其實驗說明兒童學習閱讀時包含了大量的猜

測行為。值得注意的是，Goodman 認為此模式也可用來說明其他讀者的閱

讀過程。雖然 Goodman 也承認不同讀者之間的閱讀過程有所差異，但他同

時也宣稱在閱讀時，閱讀過程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都是一個「具不確定性

和高度預測性的選擇過程」，而這也是由上而下模式最重要的特性。 

 

(二) 由下而上模式 

由下而上的閱讀模式把閱讀視為一快速處理資訊的過程，含有一系列的

步驟和階段。提出此種概念閱讀模式的人非常多，下面就以最常被提及的

Gough（1972）所提出的模式為由下而上閱讀模式做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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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2  Gough (1972) 閱讀模式 

(資料來源：P.D. Pearson, R. Barr, & P. Mosenthal (Eds.). 1984.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p.255-291). N.Y.: Lo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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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認為，閱讀的第一階段是眼睛接觸符號後，由掃描器（Scanner）

將此符號掃進圖像記憶（Iconic Memory）以開始進行辨認字詞的階段，在

這個階段控制聲符和形符配對的解碼器（Decoder）在長期記憶中的字庫

（Character Register）搜尋符合的字，一旦成功配對後，這個搜尋結果就會

被暫時儲存到一個類似錄音帶的內部語音器（Inner Speech）中。透過心理

辭典（Lexicon），這個配對結果被用來辨認一特定詞，這些被辨認出的詞就

進入 Gough 所謂的「首要記憶」（Primary Memory），即一般所稱的短期記

憶，直到辨認出合適的斷句，到了這個階段，句法和語義規則便加入閱讀過

程中，Gough 將控制這個步驟的機制稱為「默林」5（Merlin），藉喻這個機

制的不可解釋性。「默林」將句子存在 Gough 所謂的的 TPWSGWTAU，亦

即「已被理解的句子去的地方」（the place where sentences go when they are 

understood），然後進入口語閱讀（oral reading）的階段。 

這套模式最大的特色就是層次分明，由字到詞到句再到段最後到篇章，

是一個由下到上，由細部到整體（part to whole），架構分明的理論模式，然

而這套模式仍在許多方面有不完整之處。首先，此模式並未包含高層次的閱

讀理解過程，如句與句、段與段之間的關係等，語意單位之間的關係在由下

而上的模式中無法找到合理的解釋；再者，模式中並未說明重複閱讀的情

形，一個字若經過一次以上的處理對整個閱讀過程的影響無法由此模式中看

出；最後，由下而上模式明顯缺乏調整的彈性，依照這套模式，讀者在面對

不同的閱讀任務時，沒有依任務自由調整策略的彈性，讀者以學習為目的而

閱讀（reading for study）和以理解為目的而閱讀（reading for meaning）兩者

之間的差異在 Gough 的模式中並沒有辦法表現出來。不過這套模式也不是

完全沒有優點，相較於 Goodman 由上而下閱讀理論的不確定性和高度預測

性，Gough 的模式提供了符合科學基礎的驗證可能，可驗證性是這套模式最

大的優點，且至今已受到許多反覆的驗證，也啟發了後來的閱讀研究，現在

許多閱讀研究上的成果都來自於驗證這套理論的缺失。 

 

 

                                                 
5 Merlin 是西方傳說故事中，中古時代一位偉大的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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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動模式 

不論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閱讀模式都各有其不完整之處，長久以來

一直受到許多批評，故綜合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兩種模式，便產生了第三種

解釋閱讀過程的互動模式。互動模式在現今的認知心理學有很大的影響力，

也是較為完備的一種閱讀模式。提出互動模式的學者眾多，以下就 Rumelhart

（1977）所提出的模式做一說明。 

 

 
圖 二-3  Rumelhart(1977) 閱讀模式 

(資料來源：P.D. Pearson, R. Barr, & P. Mosenthal (Eds.). 1984.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p.255-291). N.Y.: Longman.) 
 

Rumelhart（1977）綜合了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兩種模式，認為閱讀可

以從整體到細節，也可以從細節到整體，這兩個方向一起作用才能達到閱讀

理解的目的。互動模式的過程開始於圖像輸入（Graphic Input） 產生視覺

刺激（VIS），而重點擷取機制（Feature Extraction Device） 在視覺刺激中

辨認出重點擷取之，並將重點輸入樣版合成器（Pattern Synthesizer），同時

拼字知識、字彙知識、句法知識、語意知識進入樣版合成器，產生最合適的

解讀。 

互動模式兼顧細節的字彙語法知識和整體的先備背景知識，是較為完善

的理論模式。提出類似概念的還有 Bernhardt（1991），其閱讀理論模式也是

互動的，包含了「文本取向」（Text-driven）和「概念取向」（Conceptually-dr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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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種影響閱讀理解的系統。「文本取向」的要素包含「字彙辨識」（Word 

Recognition）、「聲符形符解碼」（Phonemic/Graphemic Decoding），也就是將

口語與文字相對應，以及「句法辨認」（Syntactic Feature Recognition），即

正確建立句中字詞之間的關係等三項語言形式因素，屬於低層次閱讀；而「概

念取向」的三項要素則分別是表示文本的各部分如何整合出篇章層次的「篇

內感知」（Intratextual Perception）、「先備知識」（Prior Knowledge）以及「後

設認知」（Metacognition），屬於高層次閱讀。這種高層次和低層次的閱讀並

重的理論影響了後來對閱讀策略和閱讀教學的研究，關於閱讀策略的研究將

於下一節詳述。 

 

(四) 基模理論 

許多研究都顯示閱讀理解能力與第二語言能力沒有絕對關係，策略的使

用能力反而才是決定理解程度的關鍵因素。Hudson（1982）就在其研究中

指出，在影響第二語言閱讀理解的各種因素中，基模（Schema）是其中非

常重要的一項，尤其對程度較低的讀者而言，基模的影響力遠遠高於第二語

言能力，甚至凌駕其上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究竟什麼是「基模」？簡單地說，「基模」就是形成認知的關鍵因素，

是認知的基石（the building blocks of cognition）。換句話說，在提到某件事

物時，在腦中浮現或形成對此事物的概括印象就是所謂的「基模」。

Armbruster（1986）認為，基模有兩種型態，一種是「內容基模」（Content 

Schemas），指的是人、事、物和情境方面的背景知識；另一種是「結構基

模」（Textual Schemas），指的是文章的組織，和因應題材而應有的固定架構

的背景知識。基模應用於引導信息處理方向，在信息刺激輸入後，先決定目

標，然後在現有的記憶庫中提取相關知識，分配可用資源，組織行動，最後

形成解讀信息的指南，基模理論談的就是有關這一連串信息處理的過程。根

據基模理論，所有的知識都是以基模為單位儲存在記憶庫中，而基模不只包

含知識本身，還包含知識如何用來協助認知的方法。Rumelhart & Ortony

（1977）列出了「基模」主要的幾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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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變異性，可隨時修正； 

二、具層次性，一個基模中可包含另一個基模； 

三、是一套知識系統； 

四、代表抽象的知識； 

後來 Rumelhart(1980)又補充兩項特色： 

五、基模是動態的過程； 

六、基模是辨認對正在處理的信息是否有用的機制。 

若運用基模理論的概念於閱讀上，則可得知閱讀時，基模不但對信息處

理的過程有所影響，對理解程度的高低也有很大的影響。然而當我們進一步

思考，則會發現一些問題：當要解讀文章信息時，哪些基模會被啟動？啟動

後又如何影響閱讀，幫助理解？  

Bobrow & Norman（1975）將啟動基模的機制稱為「概念取向處理」

（Conceptually driven Processing）和「信息取向處理」（Data-driven 

Processing）。所謂的「概念取向處理」指的是用一個已存在的基模解釋正在

閱讀的文章，這樣的觀念恰與「由上而下」（Top-down）的閱讀模式概念相

呼應，而「信息取向處理」指的則是從閱讀的文章信息中形成基模，則與「由

下而上」（Bottom-up）相呼應。所以當我們要解讀文章信息時，除了透過標

題、情境等方式選擇並啟動已存在的基模，進行由上而下的閱讀，也可能由

文章中提供的信息慢慢形成基模，進行由下而上的閱讀，這種上下交互進

行，以啟動基模幫助理解的閱讀模式，呼應了在之前提到過的「互動模式」

（Interactive Model），因此，運用基模理論的概念於閱讀理解上，可得到以

下結果：閱讀理解是讀者的期望和文章的內容之間的互動作用，在互動模式

下讀者閱讀時，基模就會被啟動，讀者藉由基模的知識系統幫助理解文章內

容。由於閱讀理解是藉由讀者和文章之間的互動作用而產生的，因此在閱讀

前，若能先建立或提取適當的基模，就能達到更有效的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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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策略 

要探討何謂閱讀策略，就要先知道何謂「閱讀」，何謂「策略」。根據《現

代漢語辭典》的定義，「閱讀」就是「看書籍、報刊、文檔等，並瞭解其意

義」，而「策略」是「為達到目的而安排的行動，此行動可依情況隨時調整」

的意思，至於所謂的「閱讀的目的」，簡單的說，就是要「理解文章的內容」。

因此「閱讀策略」顧名思義，就是「為理解閱讀內容的意義而安排的行動，

此行動可依情況隨時調整」。至於專家學者對所謂的「閱讀」和「策略」，又

有什麼樣的看法呢？ 

Goodman（1970）將「閱讀」定義為「讀者與文本之間的互動，讀者透

過這個互動重建作者所欲傳達的訊息」； Hayes（1989）則認為「閱讀是在

大腦內一連串解決問題的過程」。「策略」在 Brown（1980）的定義下，是「在

計畫之下，有助於理解目標的刻意的和受控制的活動」；Oxford（1990）對

「策略」的定義則是「為了更直接有效地達成目標所採取的特別行為，這個

行為不限於此次目標，在目標轉換時也同樣適用」；信世昌（2001）則認為

「策略」包含了「主動自發、針對目的、思維意識、增加效率、克服障礙」

的特點。結合各專家學者對「閱讀」與「策略」的定義和看法，所謂的「閱

讀策略」指的就是「為了有效達到閱讀理解的目標，透過心理認知或外在協

助運作的不同手段，此手段可依情況隨時調整。」 

當然，也有學者直接對「閱讀策略」下定義。Barnett（1988）對「閱讀

策略」的定義是「當讀者試圖以有效率的辦法理解其所閱讀的文章內容時，

心理的運作過程」；Brown（1980）則認為，「閱讀策略」指「任何有助於閱

讀理解的，刻意且有計劃的控制活動」。筆者認為，不論是辭典上的定義也

好，專家學者的看法也好，綜而言之，「閱讀策略」包含以下幾點特色： 

一、刻意且具有計畫性的 

二、為求達到特定目標的 

三、富有彈性，可以隨時改變的 

四、具有效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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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閱讀和閱讀策略有了基本的認識之後，下一節將對閱讀策略有更深

入的討論，進一步認識閱讀策略的種類，與探討相關的研究結果。 

 

第二節 閱讀策略的種類 
自 1970 年代開始，各種教學法（methodologies）蓬勃發展，對語言學

習的觀念也由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轉變成以學習者為中心

（Student-centered），與學習者學習過程相關的研究大量出現，其成果也十

分豐富。在閱讀方面，除了閱讀理論和模式以外，許多研究者先後提出閱讀

過程中使用的策略種類，以及閱讀策略的分類問題，這一節將對閱讀策略的

種類進行探討。為了達到全面性的討論，本節除了探討跨語言類別的一般性

閱讀策略以外，也將討論以中文特性作為出發點的華語文閱讀策略。 

 

一、一般性閱讀策略 

（一）Block（1986） 

Block（1986）針對大學程度的英語學習者進行了一個閱讀策略的研究。

Block 利用有聲思考的方式，蒐集了讀者在閱讀過程中使用的閱讀策略，其

研究目的在於瞭解程度不好的讀者閱讀時使用的策略，並比較閱讀能力不好

的第二語言學習者和閱讀能力不好的母語者使用的策略異同。 

在 Block 的研究中，對閱讀策略研究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提出了策略的分

類及歸納出數項閱讀策略的種類。Block 將閱讀策略分為共通策略（General 

Strategy）和局部策略（Local Strategy）兩類，並在共通策略下劃分了十種

閱讀策略，局部策略下劃分五種閱讀策略；除此之外，Block 還提出「模式」

（Mode）的概念，將閱讀行為分為反射模式（the Reflex Mode）和延伸模

式（the Extensive Mode）。筆者將其閱讀策略分類整理成表如下表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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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Block (1986) 閱讀策略分類 

共通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出現模式 

1. 預測內容 預期接下來的文章內容 多發生於延伸模式 

2. 辨認文章結構 分辨文章主軸和細節，

或探討訊息出現的目的

發生於延伸模式 

3. 整合資訊  將新訊息連結到文章前

一部分的舊訊息，使訊

息連貫 

發生於延伸模式 

4. 對文章內容提問  對文章內容的意義或真

實性提出質疑 

發生於延伸模式 

5. 解讀文章  對文章進行推論、形成

假設或下結論 

多發生於延伸模式 

6. 使用常識或聯想  利用常識解釋文章內

容，評估真實性或產生

反應 

多發生於反射模式 

7. 評價自我行為  描述策略使用的情形，

表達成就感或挫折感 

由於這類反應屬於自覺

行為，與如何閱讀文章

無關，故不歸類在模式

中 

8. 監控理解程度  評估自我理解程度 發生於延伸模式 

9. 修正自我行為  注意到錯誤的理解並修

正之 

發生於延伸模式 

10. 回應文章內容  對文章內容產生情緒反

應 

 

發生於反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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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出現模式 

1. 加以意譯  用不同的方式重述文章

內容，即用自己的話換

句話說，往往用以協助

理解，強化概念或引介

反應 

發生於延伸模式 

2. 重讀  重複大聲閱讀或默讀先

前已讀過的部分，往往

表示對文章的不理解 

發生於延伸模式 

3. 對句義產生疑惑 不理解文章裡的某部分

句子意義 

發生於延伸模式 

4. 對字義產生疑惑  不理解文章裡的某個字

詞意義 

發生於延伸模式 

5. 解決詞彙問題 利用上下文、同義詞或

其他辦法理解一特定字

詞 

發生於延伸模式 

(資料來源：筆者整匯並翻譯自 Block, E. 1986. The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Readers. TESOL Quarterly. 20,463-494.)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到，Block 提出共通策略與局部策略兩種閱讀策略類

別。所謂「共通策略」指的是與理解文章整體性內容有關的策略，例如文章

的內容、文章的結構等，是高層次的閱讀策略，包含十類細項；所謂「局部

策略」指的則是與理解字詞等文章細節有關的策略，例如字義、詞彙的問題

等，屬於低層次的閱讀策略，包含五類細項。至於所謂的「模式」指的則是

讀者如何閱讀文章，例如在反射模式下閱讀文章，閱讀的焦點容易從作者表

達的想法轉移到個人的想法和感覺；在延伸模式下閱讀文章，讀者則傾向將

焦點集中在作者透過文章所要表達的訊息，就文章本身達到理解任務，在上

表中，閱讀策略大部分發生在延伸模式中。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3 

從 Block（1986）對「共通策略」和「局部策略」的定義看來，其閱讀

策略分類的標準是語言的結構性，即依照語言結構層次的高低作為閱讀策略

分類的標準。在閱讀策略分類方面，Block 提出的閱讀策略分類固然具有創

見性，但在策略種類的詳盡度上尚嫌不足，第二語言學習者常使用的分解字

詞、翻譯等策略在 Block 的策略分類中並沒有出現，閱讀時將不懂的字詞或

重點字詞圈起來這類圈詞的策略也無法找到依歸。由此可知，Block 的策略

種類並不完備。筆者認為，這與其研究的規模有關。在 Block 的研究中，研

究對象只有 9 位，其中包含 3 位母語者和 6 位外語學習者，在這樣的規模下，

實在不容易得到完備的策略種類資料。因此，站在探討一般性閱讀策略種類

的角度上檢視 Block 的研究時，該研究所歸納出的十五項閱讀策略種類固然

具有參考價值，但探討的重點應在於將語言的結構性作為閱讀策略的分類標

準。 

至於閱讀行為分為延伸模式和反射模式兩種模式，帶給我們的啟示則是

閱讀程度較高的讀者往往處於延伸模式，共通策略和局部策略都使用，而程

度低的讀者則是處於反射模式，在策略的使用上不如程度高的讀者一般富有

變化性。在 Block 的研究結果中發現，表現較佳的讀者閱讀文章時處於延伸

模式，而表現較差的讀者則有處於反射模式的傾向。在反射模式中，讀者將

焦點轉移到個人生活經驗和情感後，就停留在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情感中，然

而處於延伸模式的讀者，則能在連結到自身生活經驗後，再連結回到文章本

身，藉由自己的生活經歷，增加對文章的理解程度。換句話說，反射模式即

讀者帶著主觀色彩閱讀文章，而延伸模式則是以客觀立場閱讀文章，而非把

焦點移轉到自己的生活經驗，忽略了文章的內容。Block 認為閱讀為一互動

過程，讀者閱讀文章時，經由各種不同的策略與作者在文章中傳達的訊息互

動，進而建構出一篇具個別性的文章。因此，在延伸模式下的閱讀行為，由

於和文章之間的互動性高，自身經歷只是一個延伸，借用來達成理解文章的

最終目的，因此往往具有較佳的理解程度。 

另外，對 Block 的研究，筆者想特別提出該研究設計對閱讀實驗設計的

啟發。除了有聲思考，此研究還搭配回顧法和選擇題作為資料蒐集工具。閱

讀材料是兩篇心理學課本的文章，屬真實材料，而非語言課的課文。在正式

測試前，研究者進行了兩次預試（Pilot Study），預試結果顯示有聲思考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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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程度的學習者而言，都是可行的。受試者在正式測試前以兩篇文章練習

有聲思考閱讀，確認受試者知道如何進行有聲思考閱讀後，才進入正式測

試。為了保持信度和效度，研究者不但進行兩場預試，並且在分析所得到的

資料時，除了研究者本身以外，還另外請兩位專家進行分類，並抽樣比對分

類結果，比對後得到研究者和專家分析的一致性高達八至九成。Block 以預

試、兩位以上分析者、多重分析工具等方法來維持研究的信度和效度，都值

得作為後人研究閱讀時，設計測試的借鏡。 

 

（二）Young（1993） 

Young （1993）研究外語學習者閱讀真實材料和編排過的語言教材時運

用的策略異同，其實驗使用多重研究方法：以有聲思考蒐集閱讀策略資料，

以回顧法蒐集閱讀理解的資料，以訪談法蒐集讀者情意方面的資料。研究對

象為四十九位美國大學學習西班牙文一到四年級的學生，分為高級、中級、

初級三組，實驗材料是高級、中級、初級程度的課文各一篇和一篇雜誌上的

真實材料，總計共四篇文章。除了實驗者，還另有一位分析者進行分析，以

求分析結果客觀有效。 

在閱讀策略的部分，實驗者要求受試者以有聲思考閱讀一篇真實材料和

一篇課文，將閱讀過程錄音並謄錄成逐字稿。分析資料時，Young 也歸納出

明確的閱讀策略種類，筆者將其整理如下表二-2。 

表 二-2  Young (1993) 閱讀策略分類 

全面性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略讀，閱讀標題、副標題，看圖

片 

實際閱讀全文前先大概瀏覽一下文

章，以瞭解大意 

2. 預測內容 預測接下來的文章內容 

3.辨認文章結構 分辨文章主軸和細節，討論信息的目

的，留意信息在文章中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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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整合信息 將新訊息和上文的舊訊息連結起來 

5. 對文章內容有所反應 對文章提供的信息產生情緒反應 

6. 推測文章內容隱含意義 分享對文章背後意義的想法 

7. 坦承缺乏背景知識 敘述缺乏對文章主題的熟悉度和相

關知識 

8. 預讀 特別提到閱讀時先讀下文 

9. 圖像化 描述心中出現的圖像 

10. 辨認主旨 連結段落或文章的要點 

11. 推斷或提出結論 依文章信息和自己的知識推斷結論 

12. 利用背景知識 敘述對文章主題的熟悉度和相關知

識 

局部性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 表示理解文章內容是因為認識所有

的字詞 

2.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 敘述跳過不熟悉的字詞 

3. 表達使用註釋 說明使用註釋或表達使用註釋或字

典的需要 

4. 將字詞分解成數個部分 將字詞拆解成更小的意義單位以幫

助理解此字詞 

5.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

詞以幫助理解 

表示因為目標語和母語看起來類似

所以容易理解 

6. 解決字彙問題 利用上下文、同義字或其他方法幫助

理解不懂的字彙 

7. 將字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 把字詞翻成自己的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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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字詞提出問題 表示不理解某個字詞 

9. 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畫底線、

或加上箭號 

提到會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或畫底

線等 

10. 對句子提出問題 表示不理解文章的某一部份 

11. 利用句法知識、標點符號、或其

他文法知識 

表示理解句法、文法、部分文章內容

或標點 

12. 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 說明放慢閱讀速度、重讀、不管不懂

的部分仍繼續讀下去等。特別提到倒

回去再念一次或利用上文的舊資訊

以幫助理解 

13. 意譯 用自己的話重述文章內容 

認知的知識 

策略 策略說明 

1. 評論行為或過程 讀者敘述策略的使用，指出對過程要

素的察覺，表達成就感或挫折感 

2. 未使用或未察覺的策略 讀者無法運用策略 

(資料來源：翻譯自 Young. D.J. 1993. Processing Strategies of Foreign Language 
Readers: Authentic and Edited Input. Foreign Language Annuals. 26:4, 451-468.) 
 

Young（1993）將 Block（1986）的分類概念延伸，以語言結構作為策

略分類標準，並整匯各種策略種類（Anderson，1989；Carrell，1989；Kletzien，

1991；Pritchard，1990），將閱讀策略分為全面性策略（Global Strategies）、

局部性策略（Local Strategies）、和認知的知識（Cognitive Knowledge）─即

讀者察覺自己擁有或缺乏對自身認知過程中可供使用的資源的知識，以及對

自己和文章之間的協調性的認識─並依類別列出細目，共計十三項全面性策

略，十二項局部性策略，和兩項認知知識。 

單就策略種類的完備性來考慮的話，Young 的研究規模較大，故其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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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足了 Block 閱讀策略種類的不足之處，可謂十分完備，但其中仍有些可議

之處： 

第一、「局部性策略」下的「解決字彙問題」一項過於籠統。翻譯、背

景知識、上下文…等只要與幫助理解字詞有關的各種方法，在其定義下都可

歸入「解決字彙問題」，筆者認為這樣的定義不夠明確，應由解決字彙問題

時，實際使用的策略中，劃分出不同的策略種類。 

第二、「將字詞分解成數個部分」一項在拼音文字系統下或許通用，但

若放在中文來看，則有字詞分界的問題，不可混為一談。筆者認為若應用

Young 的策略分類於中文上，則應劃分漢字和詞彙兩類策略項目。 

第三、在「未使用或未察覺的策略」一項，筆者認為在實際歸類上有窒

礙難行之處，畢竟若讀者未使用此策略，研究者如何察覺？因此，此策略存

在的必要性有待商榷。 

最後，修正錯誤的閱讀行為應加入到「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中。

監控閱讀行為表示讀者在閱讀的過程中，同時扮演監控者的角色，控制自己

的閱讀行為，以增進閱讀理解的程度。在閱讀的過程中若發現理解上的錯

誤，並運用不同的方式試圖修正之，筆者認為，應可納入監控者的負責內容

之中，因此在 Young 的「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策略中可再加上「發

現並修正錯誤」。 

另外，在對閱讀實驗設計的啟發方面，此研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閱讀材

料的選擇。Young 同時使用編排過的材料和真實材料，在課文方面，配合讀

者的程度選擇現正使用的課本內尚未學習到的文章，一方面讀者熟悉其編排

方式，一方面也顧及材料需為讀者未接觸過的文章；至於在真實材料方面，

因不同程度讀者都閱讀同一篇真實材料，故研究者選用一篇跟巧克力有關的

雜誌報導。由於雜誌週刊是給一般大眾看的，用字遣詞通俗易懂，且有豐富

的圖像穿插，題材也輕鬆有趣，不但容易引起讀者興趣，也不至於過於艱澀

難懂。此次閱讀實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對圖文豐富的真實材料的接受度很高。 

由實驗的結果得知，材料的真實性的確會影響策略的運用。在閱讀真實

材料時，全面性策略較常被使用；閱讀課文時，全面性和區域性策略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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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率則沒有差別。因此，在設計閱讀實驗時，閱讀材料的選擇應列為重要的

考量因素之一。 

 

（三）Barnett（1988） 

一般說來，閱讀時懂得使用策略的讀者必能得到較佳的理解成果，經驗

也告訴我們，高級讀者不但知道有這些閱讀策略，而且能有效運用之，但是

這大多只停留在經驗談或一般認知的層次，並未得到進一步的客觀驗證。是

故，Barnett 設計了一系列的實驗，以辨別不同的策略有哪些不同的效用，

以及讀者對策略使用上的認知之於閱讀理解的影響。 

此實驗採用了回顧法與問卷調查法。實驗者選用兩篇不同的文章，對英

語背景的法文學習者進行實驗，實驗分為三部分，首先，受試者閱讀第一篇

短文後，以母語回顧之；接下來，在閱讀第二篇文章前，受試者需先回答關

於第二篇文章的背景知識問題，然後以選擇合適的句子的形式完成第二篇文

章；最後，請受試者填寫一份關於閱讀策略的問卷。 

在 Barnett 的定義中，「閱讀策略」就是「解決閱讀時遇到的問題的技巧」，

共計有十一種，分別為： 

表 二-3  Barnett (1988) 閱讀策略分類 

篇章策略（Text-level Strategies） 

利用背景知識（Considering background knowledge） 

預測（Predictiong） 

利用標題或圖示幫助理解（Using titles and illustrations to understand） 

有目的地閱讀（Reading with a purpose） 

略讀（Skimming） 

泛讀（Scanning） 

字詞策略（Word-level Strategies） 

利用上下文猜測字詞意義（Using context to guess word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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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文法知識（Indentifying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of words） 

參照註解（Following reference words） 

利用字根、字源或構詞方式辨認字詞意義（Recognizing meanings through 

word families and formation） 

 

在閱讀策略分類方面，Barnett 同樣以語言結構層次作為閱讀策略分類的

標準。閱讀策略在 Barnett 的分類中區分為「篇章層次」（text-level）和「字

詞層次」（word-level）兩種。所謂「篇章層次」指的就是跟文章整體性有關

的策略，如預測、背景知識、略讀、泛讀等，合計共六種；而「字詞層次」

指的就是如由上下文猜測詞義、利用字根、字源或構詞方式辨認字詞意義

等，合計共四種策略。 

筆者認為，Barnett 的研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把劃分策略的標準具體化。

相較於一般劃分的「共通策略」（General Strategy）和「局部策略」（Local 

Strategy）或「全面性策略」（Global Strategy）和「局部性策略」（Local Strategy）

（Barnard，1980；Block，1986；Young，1993），Barnett 的「篇章策略」（Text-level 

Strategies）和「字詞層次」（Word-level Strategies）在語言結構上，有更明

確且具體的劃分標準。不過， Barnett 雖提出具體的閱讀策略分類標準，但

可惜只區分了篇章和字詞兩個層面，筆者認為，應更進一步細分段落、複句、

單句等精細的層次，以更精確地反映語言的結構層次。 

Block（1986）指出策略使用是一種跨語言的現象。Barnett 站在這個基

礎上，進一步對策略的使用進行實驗研究。透過實驗，「在閱讀時，使用特

定策略的讀者比不使用的讀者得到更好的理解」和「知道自己正在使用特定

閱讀策略的讀者比不知道自己正在使用策略的讀者更有效率」兩項假設都得

到驗證，然而，經過閱讀策略訓練的實驗組與未經訓練的對照組並未呈現預

期中的差異，筆者認為這並不表示閱讀策略無法經由訓練得到提升，我們必

須考慮是否可能因實驗組受到指導而使其原本具備的策略因「不符合指導」

而不被使用？同時我們也需考慮學習進展的速度，實驗組雖受到指導，已具

備「知」的能力，但學習進展因人而異，可能尚未具備「行」的能力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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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策略。這一點也帶給我們教學上的啟發：教師在課堂上教過，並不代表

學生已經學會，如何確認學生在「知」的能力以外，也具備「行」的能力，

值得加以研究。 

 

二、華語文閱讀策略 

（一）葉德明與陳純音（1998） 

葉德明、陳純音（1998）以六十位來台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生為研究對象，

其中有三十位西方學生，三十位日本學生，男女各半，調查他們在閱讀時所

採用的策略。本研究並另以二十位本國學生作為控制組，調查其在閱讀時採

用的閱讀策略，以資對照。此研究利用錄音記錄、訪談、問卷等多重方式研

究外籍學生閱讀中文的情況，並歸納出西方學生和日本學生在閱讀中文時，

使用策略的異同。此研究的閱讀策略經筆者整匯如下表二-4： 

表 二-4  葉德明與陳純音（1998）外籍學生中文閱讀策略 

策略 策略說明 

查字典 從字典查出生字生詞的意思 

跳過 不理會生字生詞 

上下文猜測 從上下文猜測生字生詞的意思 

聯想 把生字生詞跟學過的字做聯想 

重讀 反覆閱讀不懂的部分 

關鍵詞 在句中找出關鍵詞 

朗誦 大聲朗讀不懂的部分 

預測 根據已讀的部分，預測未讀的部分 

總結 以書寫的方式或在腦海中總結所讀過的東西 

劃重點 圈選或劃出重點 

翻譯 以母語翻譯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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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到此研究提出的閱讀策略並無分類，且大部分都集中在字

詞方面。究其原因，可發現該研究使用問卷、訪談和錄音等方式研究外籍學

生閱讀中文的情形，而關於閱讀策略的方面，主要在於問卷的部分。訪談部

分研究的是學生的個人背景、對讀物體裁特色、印刷字體、排列格式等的偏

好、以及閱讀時的態度和閱讀困難；錄音部分則研究學生的流利度、理解度、

和斷詞斷句的情形。由於問卷的策略選項必須是事先擬定好的，所以在閱讀

策略的種類上，有一定的限制性。筆者認為，事先擬定閱讀策略選項固然是

一種研究閱讀策略的方式，但讀者容易受限於選項，而無法完全反映在閱讀

時實際使用的策略。因此，為了避免限制，可在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外，再加

上例如有聲思考等其他能夠觀察記錄讀者實際的閱讀過程的方式，觀察是否

有任何讀者實際上使用了的，但卻沒有出現在預先設想的種類中的閱讀策

略，如此一來，就能避免讀者受限於選項，而得到更完備的策略資料了。 

 

（二）信世昌（2001） 

信世昌（2001）針對在台灣學習中文，學習效率較佳的外籍學生，採直

接調查法，以個別訪談的方式採集其學習策略資料，以分析這些學生所採用

的學習策略和方法。此研究採用質化研究法，以策略採集與分析為主，研究

對象為十八位在師大國語中心就讀，且成績優良的外籍學生。其中東方學生

有七位，西方學生有十一位，程度為中級到高級不等。訪談採開放式的提問

法，也就是訪談前先設定主題和題目，但訪談時題目可依實際情形調整順

序，且除了預設的題目以外，訪談員可由訪談互動發展問題繼續追問下去。

訪談內容除了請受訪者敘述學習策略，還要現場實際演練，以確實瞭解策略

的使用方法，除此之外，更進一步探究學生如何使用這些策略。訪談過程全

程錄音。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謄錄受訪者口述的策略，並加以歸納，總計

共採得四十七個策略。 

基於中文特性，信世昌訂立了八大語言學習策略如下： 

一、記憶策略 

二、認知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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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彌補策略 

四、後設認知策略 

五、情意策略 

六、社交策略 

七、漢字學習策略 

八、詞彙學習策略 

總計共有八大類別用來分類上述四十七個學習策略。資料經由分析後發

現，儘管所有策略都能在八大類別中找到對應的項目，但其分佈並不平均，

顯示中文學習者並不完全使用各種策略，而是有所偏頗。這就說明了中文學

習策略有其特殊性，需要依據中文特性調整策略分類。 

在所有採集到的學習策略中，信世昌（2001）以閱讀為範圍，由四十七

個學習策略中，選取出十二個閱讀策略，並將策略依照中文結構的特性分成

四類，分別為「篇章策略」、「句的策略」、「詞的策略」、「認字策略」。筆者

將信世昌所提出的華語文閱讀策略以列表方式整匯如下表二-5： 

表 二-5  信世昌(2001) 華語文閱讀策略分類 

篇章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篇章重點 辨認文章主旨所在，掌握段落重點；由上下文猜測句意

或詞意 

2. 組句 利用連接詞或標點符號等連貫文句或段落，找出文句前

後或段落相互之間起承轉合的聯繫關係 

3. 書面語 辨認出類似文言文的精簡詞彙，將其翻譯成白話文以掌

握文意 

句的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句型 以句型架構理解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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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斷詞 在連續的字詞中判別詞彙的語義分界點 

3. 斷句 在長句中判別句子的語義分界點 

詞的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反義詞 以構詞形式產生類化認知力6，或以反義提示字（如「卻」）

增進理解 

2. 合詞 組合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彙裡單個漢字的意義，猜測詞彙

的整體意義7 

3. 同義詞、近義

詞 

透過同義詞或近義詞，減少理解困難並幫助瞭解句意和

文意 

認字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部首 以部首的字形、字源、字音、字義和組字方式幫助認字

2. 部件 利用單個漢字裡認得的部分猜字 

3. 形聲字 以部件表音，部首表意義增進理解 

 

此研究對於華語文閱讀策略以至於閱讀教學有所助益，特別是將中文學

習策略加以分類，對建立中文閱讀策略分類標準更具有實際參考價值。然

而，筆者有兩點疑義提出：一、「書面語」劃入「篇章策略」的適切性；二、

「辨認主旨」與「上下文猜測句意或詞意」歸納成同一種策略的相容性。 

首先，書面語帶有濃厚文言文痕跡，不可否認地，書面語也具有影響篇

章風格的功能，若口語和書面語並置，則通篇風格不一致，呈現句意不通順

的狀態。但在現代漢語中，帶文言文痕跡的書面語多表現在詞彙上，如：「毫

                                                 
6 如：知「事先」但不知「事後」，可由「先」與「後」的反義關係類比到「事先」、「事後」

的反義關係。 
7 如：「後門」是「後面的門」；「美化」是「使～～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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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表示「完全沒有」，「該生」表示「這個學生」，或四字格詞語甚至成語

等。因此，筆者認為整體而言，書面語一項應劃入詞的策略較為適當。 

至於篇章重點的策略中包含「由上下文猜測句意或詞意」與「掌握文章

主旨」兩個含意，筆者認為兩者雖然都屬於篇章層次，但仍有實質意義上的

差異存在。「由上下文猜測句意或詞意」雖透過上下文，但解決的是詞彙或

句子的意義問題，至於掌握文章主旨」，則是透過對文意的理解，辨認文章

的重點何在，因此，與其將兩者納入同一個策略種類，不如將其劃分開來，

獨立為「由上下文猜測句意或詞意」與「掌握文章重點」兩種策略。  

其他相關研究還有杜雯華（2000）採用有聲思考的方式蒐集美籍學生的

中文閱讀策略。杜對受試者進行個別分析，並從中整合出五個階段的閱讀行

為，由低階依序排至高階分別為： 

一、目的語的閱讀，以辨識字詞與翻譯為主 

二、具一定策略知識，也同時著重字詞辨認 

三、具一定閱讀程度，懂得運用閱讀策略幫助進行瞭解 

四、閱讀能力正朝自動化邁進，仍屬問題解決模式 

五、目的語程度已達自動化 

在杜雯華的研究中，雖然使用了有聲思考，蒐集到第一手的策略資料，

但只以 Block（1986）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將資料加以分類，筆者以為，若能

將蒐集到的策略資料加以整匯，歸納出實際使用的策略種類，則可為華語文

閱讀策略的研究帶來更具體的幫助。 

針對外籍學生的策略調查研究，對華語文閱讀策略也提供了許多啟發。

陳雅芬（1995）針對美籍學生學習華語時所使用的學習策略進行調查研究研

究，透過質化研究的方式，陳指出美籍學生使用的中文學習策略受到學習情

境、課程要求、學習任務、語言程度、學習動機、學生個性、學習目標、學

習經驗等因素影響。透過針對外籍學生的學習策略之研究結果，即使並非針

對閱讀行為，而是屬於學習策略的研究，但其研究成果仍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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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程度讀者使用閱讀策略的差異 
在檢視過跨語言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和針對中文的華語文閱讀策略的相

關研究後，我們對閱讀策略的分類標準及其種類已有了概括性的認識。接下

來，則要進入本章最重要的部分，考慮語言程度對於閱讀策略的影響，例如

什麼是程度較高的讀者較常採用的閱讀策略？什麼是程度較低的讀者較常

採用的閱讀策略？等問題。藉由前人的研究，探討在閱讀的過程中，不同程

度的讀者，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有何異同。 

 

（一）Kletzien（1991） 

 Kletzien（1991）研究程度好的讀者和程度差的讀者，在閱讀不同難度

的文章時，閱讀策略的使用情況。研究的目的在於檢驗讀者的程度、文章的

難度、和對策略的認識如何影響策略的運用。 

研究共有 48 位高中生參與，分為程度好和程度較差兩組，分別閱讀三

篇難度逐漸提高的文章，這三篇文章以克漏字的方式進行，受試者在閱讀

時，必須依據文章的上下文進行填空測驗。填空結束後，則要求受試者說明

填寫此答案的理由，藉由其說明，窺視其閱讀的心理歷程，並從中分析使用

的閱讀策略。 

研究結果發現，不分程度，所有讀者在填答時，皆大量倚賴「關鍵字」、

「重新閱讀」、「推論」、「利用先備知識」等四項閱讀策略，且在初等程度文

章的結果方面，程度好跟較差的兩組，在策略使用的次數和種類方面都沒有

太明顯的差異。然而到了中等程度的文章，兩組就出現較明顯的差異了。程

度好的讀者表現出變換策略種類的彈性，比起程度差的讀者，好的讀者能夠

控制策略的使用。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好的讀者能夠注意到文章結構對

閱讀的影響，也能依照文章體裁變換閱讀策略，換言之，文章體裁對程度好

的讀者，在使用閱讀策略的影響大於程度差的讀者，表示程度好的讀者對文

章的結構比程度差的讀者敏感。 

兩組的差異在高等文章越趨明顯。程度好的讀者持續變換使用不同的策

略種類，以幫助理解，然而程度差的讀者不論在策略使用總數，或使用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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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卻突然大幅減少。由於閱讀材料經過改編，因此難度對兩組而言是相同

的，對此結果，Kletzien 的解釋認為兩組的差異主要在於對閱讀策略的調控

支配能力。 

綜而言之，在閱讀較容易的文章時，讀者的程度高低對使用的策略次

數、種類都沒有明顯的影響，但隨著文章難度增加，讀者程度的高低對閱讀

策略使用上的影響就逐漸突出了。程度高的讀者能夠隨閱讀材料變化使用不

同的閱讀策略，而程度差的讀者在調控策略上，就較不具彈性。此外，程度

好的讀者也比程度差的讀者更能注意到文章的結構和體裁，並隨之變換閱讀

策略。 

在對閱讀實驗設計的啟發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改編的信度與空格的

效度。在閱讀材料方面，讀者分別閱讀三篇難度逐漸提高的文章，程度好的

讀者閱讀原始文章，程度較差的讀者閱讀改編成適合其程度的文章，這樣一

來，可達到難度一致，閱讀的體裁內容也相去不多的效果。不過這種處理方

式，特別需要注意如何確定文章在改編後，難度與原始文章之於程度好的讀

者一樣。如果能維持改編文章的標準的信度，則 Kletzien 對不同程度讀者閱

讀相同的閱讀材料的處理方式，值得作為閱讀測試設計的考量。另外，

Kletzien 所選擇的空格是隨機任意的，並沒有特定的考量，筆者認為，既然

最終目的是要取得閱讀策略的使用情形，預先選擇時就應該利用機會，針對

目的來決定要選擇哪些空格，以有效蒐集策略資料。 

 

（二）紀鳳鳴（1997） 

紀鳳鳴（1997）的研究中，比較不同程度的高中讀者閱讀英文的過程，

採用即時性的口述自我報告法，即有聲思考，輔以訪談法和觀察法作為研究

方法。此篇研究旨在探討並比較不同程度讀者的策略運用，並進而提出一個

良好讀者的閱讀模式，以期能藉而提升不良好讀者的閱讀理解能力。 

此實驗的研究對象為二十二名閱讀程度高的讀者和二十三名閱讀程度

低的讀者，皆為台灣的高三學生。閱讀材料由專業教師選出五篇程度不一的

文章，三篇做為正式測試文章，兩篇為練習文章。實驗設計要求所有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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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閱讀同樣一篇文章後，高程度讀者再閱讀一篇較其程度難的文章，低程度

讀者則再閱讀一篇較其程度容易的文章。 

至於資料分析的方式，紀將所有策略資料分為「理解層次」和「詮釋層

次」8，理解層次又細分為翻譯（Translating）、猜測（Guessing）和推敲

（Elaborating）三種閱讀策略，詮釋層次則細分為推論（Inference-making）、

評價（Evaluating）和同化（Assimilating）三種策略。分析實驗結果後發現，

不同程度的讀者即使使用同一種策略，在使用的方式上卻有極大的差異。 

一、在翻譯策略一項，低程度讀者多為逐字翻譯，但高程度讀者則在遇

到不解的句意才使用翻譯策略，而非逐字翻譯。且研究也發現，低程度讀者

使用逐字翻譯似乎與教師教法有相關性。 

二、在猜測策略上，高程度讀者猜測之後會進一步確認，因此猜測策略

對增進其閱讀理解有所幫助，但低程度讀者只是對字詞提出疑問，不會利用

猜測策略為質疑的部分加以確認，因而難以增進理解。 

三、在推敲方面，高程度讀者將片段組織起來，化「零」為「整」，但

低程度讀者則是漫無目的地片面推敲，導致往往鑽牛角尖，或甚至偏離主題。 

四、在推論策略方面，低程度讀者僅限於句意的推論，而極少顧及上下

文，導致無法連貫全文。 

五、在評價方面，雖然低程度讀者運用頻率遠低於高程度讀者，但在使

用方式上卻沒有太大的差異。這個結果顯示出評價策略的運用與程度高低沒

有關係，反而與認知成熟度有關連。另外，在評價策略的運用中也可發現，

高程度讀者比低程度讀者有自信。 

 

六、最後的同化策略方面，不論高程度或低程度的讀者，運用的頻率都

不高，但高程度讀者懂得善用同化策略進一步瞭解不理解的部分，而低程度

讀者則由於運用同化策略而偏離文本主題，形成逃避閱讀困難的心理狀態，

反而無助於增進理解。 
                                                 
8「理解層次」即讀者所陳述之與文章內容直接相關的事項，「詮釋層次」則為讀者所陳述之與文

章內容間接相關的事項。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8 

由此可知，閱讀策略並無好壞之分，端看讀者如何運用，以及是否運用

在適當的時候。以整體而言，不良好讀者多停留在理解層次，注重語言知識，

而良好讀者則會利用詮釋層次的策略幫助理解。 

另外，在對閱讀實驗設計的啟發方面，筆者有兩點想特別提出來討論。

首先是閱讀材料的選擇，此實驗目的是比較良好讀者與不良好讀者的策略運

用，並進而提出一個良好閱讀者的閱讀模式，藉以幫助不良好閱讀者提升閱

讀理解能力。但讓不同程度的學生閱讀同樣一篇文章，然後良好讀者再閱讀

較難的文章，不良好讀者閱讀較容易的文章，這種安排在筆者看來並沒有辦

法客觀地達到比較良好與不良好讀者的閱讀策略運用有何差異之實驗目

的。要比較良好與不良好讀者的策略應用，閱讀材料的程度與其閱讀能力的

高低對比應該一致，也就是說，讓良好讀者與不良好讀者都讀較其程度高的

文章，進而比較面對稍難的文章時，不同程度的讀者運用的策略有無差異。 

再者，筆者想討論此實驗的有聲思考練習方式。有聲思考的事前練習對

資料的信度和效度影響十分巨大，此實驗的練習方式綜合了「實際演練法」

（practice think-aloud sessions）和「先行反思法」（pre-study introspection），

也就是先讓所有受試者共同對練習文章進行有聲思考，然後再對有聲思考的

種種問題提出討論，並在正式測試前，再進行一次個別的實際演練。筆者認

為討論有聲思考可能影響資料的準確度，因為除非在集體練習時，受試者之

間討論的純粹是有聲思考的步驟和流程問題，否則如果受試者互相討論的是

策略的運用，則表示在進行正式測試前，受試者的閱讀策略很可能已經受到

討論的影響而改變。再說，實際演練比較容易讓受試者熟悉整個運作流程，

形而上式的討論只能表示受試者具備有聲思考閱讀的知識，並不表示受試者

能知行合一，具有實際進行有聲思考閱讀的能力。因此，進行先行反思法時

須注意不介入受試者個人的反思過程，而進行實際演練法時最好能多練習幾

次，才是較適當的選擇。 

總的來說，此實驗設計雖有部分不完備之處，但其嘗試由研究良好讀者

所運用的閱讀策略，進而提出一個接近良好讀者閱讀模式，以供不良好讀者

參考並使用，不但值得學習，且也符合較不良好的學習者可藉由使用被辨識

出來的好的語言學習者的學習策略，提昇自己的學習效果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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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verson & Ke（1997） 

Everson & Ke（1997）曾參考 Bernhardt(1991)的閱讀理論模式，針對以

英語為母語的中文學習者設計一個中文閱讀實驗，此實驗的研究目的有二：

一、是否 Bernhardt 的第二語言閱讀模式也能說明中文學習者的閱讀現象？

二、研究不同程度的中文學習者使用閱讀策略的傾向，最後進而提出一個華

語文閱讀模式。 

此實驗的受試對象分為兩組：中級組和高級組，中級組為學習中文約兩

年半，就讀大學中文系三年級的學生五位，他們都沒有到過說中文的國家，

進大學以前也沒有接觸過中文；高級組受試者為大學中文系四年級的學生兩

位，曾經到過台灣或中國學習中文，兩組皆並非在中文使用環境下成長。在

閱讀材料方面，研究者選擇一篇大約比中級程度稍難一點的新聞報導，提供

繁體和簡體兩種閱讀選擇，並以此篇新聞報導作為有聲思考正式測試文章。

在進行正式的有聲思考閱讀前，研究者先以三篇短文讓受試者進行有聲思考

的練習。 

此實驗採用了有聲思考和回顧法兩種研究方法，並分兩部分進行。第一

部份的有聲思考閱讀過程全程錄音，並轉成逐字稿以供分析。第二部分的內

容回顧則是在完成第一部份的有聲思考後進行。實驗者在進行有聲思考前就

先告知受試者在完成有聲思考閱讀後，他們可以再默讀一次文章，在完成默

讀後，受試者才被告知要以其母語（即英語）寫下文章內容，但是不能再回

頭看一次文章。在兩部分的實驗都完成後，就進入分析資料的階段。Everson 

& Ke 利用 Meyer（1985）提出的命題分析系統（preposition analysis system）
9作為評量回顧內容的標準，並以有聲思考蒐集到的質化資料進一步佐證回

顧內容發現的結果。 

從回顧法蒐集到的資料發現，中級組並未達到理解文章內容架構的層

次，而只是停留在認字階段。由於其字彙量不足，缺乏辨認字詞的能力，因

此依賴先備知識猜測文章內容意義，而在後設認知的部分，中級組也顯示出

不具自信的傾向。在高級組方面，辨認字詞的能力明顯較強，即使遇到不認

                                                 
9 Meyer 的命題分析系統利用讀者對文章結構、語義單位的角色和段落或句子之間的關係的回顧進

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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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字，也能將其獨立出來或是利用聲符解碼的能力猜測字義。不過高級組

的辨認字詞能力並未在句法辨認層次上得到相呼應的結果。雖然高級組比在

字詞階段的中級組更能辨認出句構層次與其間關係，但其辨認字詞的能力仍

比辨識結構的能力成熟。至於先備知識和後設認知部分，高級組也顯示較良

好的結果。 

在有聲思考部分則發現，中級組閱讀時往往花費相當大的力氣辨認字

詞，表示其閱讀策略的重心在於聲符形符解碼的層次；另外，中級組即使理

解片段的文章，也很難將其連貫融會在一起，表示中級組的閱讀策略還沒有

達到結構的層次。最後，在中級讀者身上觀察到一些策略的使用，例如試著

讀出字音，以幫助辨認字詞、重複閱讀、重視重複出現的詞句等，這些策略

顯示出中級組正在摸索哪些策略管用，哪些策略效用不大。 

至於高級組的部分，則發現高級讀者閱讀時受不認識的漢字影響較小，

對漢字在不同詞彙中出現的認識也較深，表示高級組具備較強的斷詞能力，

且其漢字網（character network）也較成熟。所謂「漢字網」指的就是利用

雙音節或多音節詞中認得的字來推斷詞義的能力，因此當高級讀者遇到不認

識的詞彙時，能依靠其中的漢字在其他詞彙出現時的意義，猜測該生詞的意

思。 

由 Everson & Ke 的研究中，我們得到的啟示是，若要以其他語言的閱

讀策略研究成果做為中文閱讀策略研究的借鏡，則需考慮中文的特性，如以

Bernhardt 的第二語言閱讀模式說明中文閱讀，必須考慮斷詞的問題。因為

中文與拼音文字不同，並沒有如空一格這類的斷詞提示，所以能否快速且準

確地劃分語義單位就成了中文閱讀程度高低的關鍵。因此 Everson & Ke 在

Bernhardt 的模式中加上了「書寫符號困難程度」（orthographic layer of 

difficulty）以說明中文學習者在辨認字詞方面的難點。再者，因為中文有雙

音節或多音節詞的特性，發展「漢字網」就成為重要的閱讀策略，此種能力

與斷詞的能力正面相關，故在實驗裡中級和高級讀者表現出最顯著的差異除

了掌握斷詞的能力以外，就是發展漢字網的能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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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蔓蓀（2006） 

張蔓蓀（Cecilia Chang）的研究對象是在美國大學學習一年以上、兩年

以上和三年以上的三組大學生，分為高級、中級、初級。為求採樣母體的均

質化，任何在大學前曾接觸漢字系統的學生都被摒除在外。實驗材料是根據

受試者程度，由實驗者改編自課文的三段文章。實驗採用回顧法作為閱讀理

解的測量辦法，並加上問卷調查法蒐集閱讀策略資料。研究針對閱讀理解和

閱讀策略之間的相關性加以調查，並比較不同程度的讀者之間，以及流利與

非流利讀者之間的策略使用情形。研究結果發現，語言水平越高，閱讀中文

時使用全面性策略的頻率就越高。 

就不同程度的讀者之策略使用情形來看，初級組使用閱讀策略的種類差

異最大。由於學習中文僅一年的讀者似乎對於如何有效地閱讀中文文章仍處

在摸索的階段，因此這個階段的初級讀者使用策略的差異性仍非常大。在中

級組方面，雖然策略使用的一致性仍缺乏，但已可由實驗結果看出中級組無

論在斷句、語法、文章結構、大意等方面都有明顯的進步，表示語言水平是

成功達到閱讀理解的目的的要素，也正因為如此，在回顧的部分也發現語言

水平較高的讀者能夠更好地整合文章信息，將文章內容和文章主題加以連

結，表示中級組正朝向文本取向的閱讀前進，因而使用更多的全面性策略。

在高級組方面，由局部性策略轉而使用全面性策略的傾向更趨明顯，值得注

意的是，高級組不因使用全面性策略，而減少使用局部性策略，高級組的閱

讀策略是兩者同時並用的。此外，與中級組和初級組不同的是，高級組不只

是使用策略，研究結果發現高級組還能意識到自己正在使用哪些策略，以幫

助增進理解，表示除了認知（cognitive）的知識以外，還牽涉了後設認知

（metacognitive）的知識。 

張蔓蓀另外將各組再行分成閱讀順暢和非順暢讀者，並比較在同一語言

水平上，順暢和非順暢讀者的策略使用差異，以及跨語言水平的閱讀順暢讀

者在閱讀策略上的使用差異。三組的閱讀順暢讀者具有一個共同特性，就是

使用全面性策略，也就是說，全面性策略的使用是順暢和非順暢讀者的分

野，而這項原則是跨語言水平的。不過即使皆使用全面性策略，各組使用的

目的和焦點也不盡相同。在初級組的閱讀順暢讀者仍注意字詞層面的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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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不認得的字詞時，能運用上下文或背景知識等不同全面性策略彌補

之，也就是所謂的「補償策略」（Oxford，1990），而使閱讀不會受到阻礙。

至於中級組的流利讀者使用全面性策略的目的則在於辨認文章結構，連結要

點和段落，以形成文章整體大意。這表示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閱讀由字詞

取向而文本取向。在高級組方面，除了具有辨認文章要點，並加以連結以形

成主旨的認知能力以外，高級組更表現出監控閱讀歷程中的閱讀行為，以及

閱讀策略的使用情形的後設認知能力。另外，高級組也能依據閱讀目的調整

閱讀行為，使用不同的閱讀策略。 

張蔓蓀的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不同程度的學生閱讀中文文章時，在使

用策略時的確有所差異，而此差異主要表現在全面性策略的使用上。另外，

局部性和全面性策略並用，以及認知和後設認知的行為表現也是不同程度學

生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傾向的分界。 

 
第四節 華裔學生之相關研究 

在現有的文獻資料中，談到華裔學生的部分，多屬於現況概述，如美國

中文學校的現況，包含課程設置、學校營運等，與華裔學生直接相關的部分

比較少。即使是與華裔學生直接相關的文獻資料，也多為調查報告，如華裔

學生在中文項目中的人數比例等。有些調查報告作了進一步的研究，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針對美國大學中文教學環境進行的一項調查研究指出，由於有

些華裔學生在上課前就已具備不等的中文聽說讀寫能力，所以若將這些學生

與非華裔學生安排在同一個班級上課，則容易造成學習與教學上的困擾。

Christensen and Wu（1993）、Shen（2003）的研究結果也發現在華裔和非華

裔混合的班級中，雙方都得不到理想的學習成果，華裔學生需要的是讀寫能

力的加強，而非華裔學生則需要聽說讀寫四種技能的訓練，因此華裔學生需

要為他們開設針對其口語能力和讀寫能力不平均的專班。 

至於針對華裔學生在中文閱讀方面的研究，由於仍處新興領域，故現有

的文獻資料並不多，研究結果也十分零星。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

（UCLA）在 2002 年開辦針對目標語族裔背景學習者的期刊“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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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Journal”10，其中包含世界各種語言，雖不只針對中文，但其中仍

有許多值得借鏡之處。該期刊中，有數篇針對華裔學生的研究報告。其中與

華裔學生華語文閱讀相關的，是一篇針對華裔學生的中文學習情況的研究

（Xiao，2006）。該研究指出，在家庭或社區等自然的中文環境中，語言輸

入（linguistic input）有助於口語能力的發展，且華裔學生擁有的中文語感往

往就是來自於內化大量的語言輸入的結果，因此中文口語背景雖然有助於學

習中文，但對讀寫的助益不如對口語方面來得大。中文學習者在閱讀時，真

正對辨認漢字有所影響的不是口語能力的高低，而是是否具有足夠的表意文

字系統知識，以英語這種拼音文字系統為母語的華裔學生即使口語能力再

高，也無助於其漢字學習。 

根據美國外語學會（American Council o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所頒佈的美國國家外語學習目標大綱（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中，對具目標語族裔背景的外語學習者（heritage learner）所描述

之特性，具目標語族裔背景的外語學習者通常具有基本的日常口語能力，但

缺乏正式場合用語。由上述定義看來，華裔學生在口語方面的確吻合其定

義，但中文與西方拼音文字最大的不同在於，中文的漢字並不只有聲符，另

外還有形符、義符，結構更為複雜，因此若就聽說讀寫的整體語言能力而言，

華裔學生的特色就是讀寫能力遠不如其口語能力。而口語能力是否有助於閱

讀呢？ 

 Xiao（2006）認為華裔學生的口語能力有助於歸納建立中文語法規則、

掌握句構，但無助於字詞習得。Ke（1998）比較華裔和非華裔學生在學習

漢字時的情形，研究發現具中文口語背景並無助於漢字學習，然而，Ke 的

研究對象條件僅設定在大學中文一年級學生，並未設限是否在之前上過中文

學校，或接觸過其他形式的中文教育，因此，中文口語背景並非唯一差異，

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並未被排除。認為口語能力無助於漢字學習的還有

Koda（2002）。Koda 指出口語和書面語在本質上有所差異，其習得途徑也

不相同。閱讀漢字需要聲符、形符、和義符三方面的相互作用，而口語只需
                                                 
10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世界語言中心（the Center for World Languages 

of UCLA）與加州大學語言教學學會（the UC Consortium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主持

的期刊，內容包含語言教學，社會學，心理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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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聲符，因此學習者較難由口語知識得到閱讀甚至寫作方面的裨益。 

然而，也有研究支持口語能力有助於中文閱讀。Everson & Ke（1997）

討論了漢字和口語能力的問題，在其研究中發現，程度較好的讀者比程度差

的讀者使用更多的閱讀策略，原因可能在於高級讀者利用本身較好的口語能

力，依賴口語提供理解文章內容的資源，因此口語能力有助於讀者閱讀文章

時的理解程度。同樣的結果也見於 Pavlidis（1992）。Pavlidis 讓一群學習中

文的高中生把一段英文文章翻成中文，並要求受試者自述其翻譯過程中的心

理活動。該研究指出，受試者認為把文章讀出來有助於閱讀理解。受試者表

示，在一連串的漢字中，把字唸出來可以幫助自己分詞斷句，雖然唸出來對

辨認單個漢字沒有幫助，但是有助於分辨語義單位，讀者可以藉著把文句實

際唸出來，增進理解程度。 

雖然目前相關的論述和研究並不多，但基於現有之研究成果，仍可對華

裔學生的中文閱讀策略有一個概略的認識。根據相關研究，口語能力的高低

雖然對辨認漢字沒有太大的幫助，但對分詞斷句，掌握句構有所幫助，因此

華裔學生在閱讀時可利用其口語優勢，幫助理解文章整體的意義。 

 
第五節、小結 

本章針對閱讀與華裔學生加以探究，先從基本的閱讀概念出發，並討論

一般性閱讀策略和華語文閱讀策略的種類後，再延伸到不同程度的讀者，使

用閱讀策略的傾向之研究，最後檢視目前現有的華裔學生中文閱讀相關研

究。這些研究成果提供了發展針對性的閱讀教學有益的資料，可讓我們更進

一步地協助華裔學生中文閱讀技能的發展。除此之外，本章也探討了各種閱

讀實驗的設計，並從中得到下一章將進行的閱讀研究設計之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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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就論文研究方法的選擇、整個研究過程與步驟的設計、實際進行

研究的對象、採用的閱讀材料、蒐集閱讀策略的方式、採集策略資料的過程、

以及分析閱讀策略的工具等內容，逐節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論文是採質化研究的方式來進行。因為閱讀是一種高度複雜的心理歷

程，要獲得在閱讀歷程中，讀者心理活動的第一手資料，研究者需要加入讀

者的閱讀歷程，透過參與閱讀過程並從旁獲取資料，再將資料加以歸納並分

析，因此以數據來進行研究的量化研究方法，難以達到本研究的目的，而閱

讀策略研究的這種特性恰與質化研究的特性相符合，因此本論文選擇的研究

方式為質性研究法。 

質性研究的特性，依照王文科（1994）的觀點，主要有下列五項： 

一、實際場域（Actual setting） 

質性研究是以實際場域作為直接資料的來源，研究者進入研究事件發生

的地點，如學校、家庭、或其他相關的現場進行研究。不論研究者使用紙筆、

錄音、或錄影加以記錄，資料都是在現場蒐集而來的。 

二、描述性資料（Descriptive data） 

描述性資料是指研究者將蒐集得來的資料，以文字或圖像的形式呈現，

對人、事、物、地等這些「軟性」的資料進行豐富的描述，而非以數字的方

式呈現。這類資料呈現的方式包含逐字稿、實地札記、照片、錄音帶、錄影

帶等。 

三、關注歷程（Process） 

質化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事件發展的歷程，以參與觀察法

（participant-observation method）進行，瞭解行為必須由被研究者的內在觀

點出發，例如讀者閱讀時的思考過程，遇到何種困難，如何克服，引發何種



第三章 研究方法 

 

46 

聯想或反應等。 

四、歸納性分析（Inductive analisis） 

在質化研究的過程中，研究的焦點可在資料蒐集中發展而成，而非在一

開始就設定待答問題或待驗證的假設。質化研究蒐集資料並不是為了驗證假

設，而是將許多資料蒐集在一起，發現其相互之間的關連性，形成抽象的觀

念或理論。 

五、關注意義（Meaning） 

研究者關心所謂的「參與者觀點」（Participant perspectives），對於不同

的人如何詮釋自己的經驗、賦予自己生活的意義、建構觀點，感到濃厚的興

趣。 

質性研究法在閱讀策略研究中所表現出來的特質是，研究者在現場與讀

者一同經歷閱讀的過程，透過從旁觀察、全程錄音、筆記等方式蒐集資料，

歸納所有資料後，進而瞭解讀者在閱讀過程中的心理活動。黃光雄（2001）

提出：「質化研究」是歸納的取向，質的研究者從資料蒐集的過程中，發展

和歸納概念、理論或洞察力，而非蒐集資料或證據來評估或驗證在研究之前

預想的模式、假設或理論。因此，筆者認為，經由質化研究方式，能使本論

文的研究更確切貼近閱讀歷程中策略運用的真實面。 

 

第二節 研究過程與步驟 
為了達到預定的目標及效果，本研究的執行過程和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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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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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提出研究大綱後，針對研究主題，分成閱讀理論與策略、不同

程度閱讀策略比較、華裔閱讀研究三大部分蒐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閱讀

並探討之。在確立基本的理論架構後，接著進入本研究的重心，研究的發展

與執行部分。在這個部分，首先確認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方法，接下來選擇

資料採集的方式，確定蒐集資料的方式後，便開始找尋合適的研究對象，並

挑選閱讀材料。在研究對象和閱讀材料都準備完成後，便在正式測試前安排

預試，作為正式測試的檢查工具，以驗證研究流程設計的可行性。預試完成

後，根據預試結果修正研究，接下來才進行正式測試。正式測試得到的結果

經過整理後，依照本研究發展的分析工具進行分析與解釋，最後形成研究結

論，並對運用到實際教學面提出建議。 

本研究過程是一個循環性的研究過程，可依照需求進入修正程序，再回

歸到研究步驟，增減研究內容。特別值得留意的是修正的部分，根據本研究

的實行步驟，修正在發展研究階段是隨時進行的。測試開始前發展研究方法

時，研究對象必須衡量與本研究的相關性高低，閱讀材料必須考慮維持信度

和效度的方法，進行增加或刪減等挑選工作；測試實施後，實行預試和正式

測試得到的結果都成為修正測試設計的根據，如重新選定閱讀材料、改變實

行步驟等。因此，修正之後流程會如箭號所示，重新往上進行，從頭再來一

次。 

在確立研究過程與步驟之後，以下將針對本研究的測試內容，包括研究

對象、閱讀材料、有聲思考、分析工具等，逐一說明。 

 

第三節 研究對象 
華裔學生由於有學校以外的自然中文環境，難以按照學習時數11來為其

中文程度定義。有的學生只在家跟父母說中文，最多加上一週兩小時的中文

學校或私人家教，若依現有的學習時數分級則連中級都不到，與學生實際情

況並不符合，故本研究並不採用學習時數分等，而照學生最近期內參加的測
                                                 
11部分華裔學生並未持續上中文學校，而是斷斷續續、零散片段的學習，待學生重新再進入中文學

校時，往往因中斷學習而又重複學習上過的部分，實在難以估計其學習時數，故不列入學習時數

計算，僅備為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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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作為分等的標準。受試者在 9 月 4 號接受 ICLP 的入學測試，並在 9 月 20

號開學。實驗開始時，受試者僅上了約兩到三星期的課，語言能力與接受測

試時並無太大差距。本實驗選擇研究對象的條件如下： 

一、未受過台灣或大陸地區學校正規教育的華裔學生 

二、曾接受統一或可相對照的華語標準化測驗 

三、接受測驗的時間點與實驗進行的時間點相距不超過一個月 

基於以上條件，本實驗的實際研究對象為 2012位在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

習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簡稱為 ICLP）學習中文的華

裔學生，以閱讀能力分為 10 位高等學生，10 位中等學生。本研究的程度分

等，採用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入學筆試中的句構詞彙和閱讀兩部分的成

績加以分等。 

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入學筆試共分為三部分，包含聽力（65 題），

句構詞彙（70 題）和閱讀（35 題）。聽力部分有 20 題辨音辨調，45 題聽

力理解；句構詞彙部分有 20 題句構，40 題詞彙，和 10 題成語；閱讀部分

則包含 5 題短句，5 題長句，4 篇短文和一篇文言文。筆試的滿分是 170 分，

和本研究區分受試者的閱讀程度相關的句構詞彙佔 70 分，閱讀佔 35 分，合

計 105 分。本學期共有 132 名學生，其中有 49 位華裔學生，句構和閱讀兩

部分的成績平均為 56.2 分13。本研究選擇的 20 位學生在句構詞彙和閱讀兩

部分的成績在此次測驗華裔學生平均分數者以上者歸入高級組，未達者則分

入中級組。研究未設立初級組的原因在於所謂的「初級閱讀程度」多半指目

不識丁，或認得的漢字極為有限的學生，但由於 ICLP 專為訓練高級中文人

才設立，故其分級制度稍有不同。在其分級內的「初級」比照一般語言中心

時，大約等同於一般的「中級」。為了避免混淆，本研究劃分程度時，直接

分成「中級」和「高級」兩組。高級組學生平均成績為 78.5 分，中級組平

                                                 
12 實際進行測試的學生有 23 位，但其中有 3 位學生(IS8,AS10,AS11)因分別在台灣和中國受教育到

國小二年級、四年級和六年級，不符合本研究的華裔定義範圍，故不計入。 
13 為求母體的均質性，受過台灣或大陸地區國民教育的三位華裔學生的成績，不列入計算。另外，

此學期的華裔學生中有三位舊生，由於舊生在半年前接受入學考試，故其入學成績也不列入計算。

實際列入計算平均成績的華裔學生為 4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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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成績為 33.9 分。 

本研究的高級組受試者背景資料如表三-1。 

表 三-1  高級組受試者背景資料 

 年
齡 

性
別 

教
育
程
度 

主
修 

母
語 

在
家
是
否
說
中

文 中
文
學
校
經
驗 

正
規
中
文
教
育

時
間 

大
陸
或
台
灣
經

驗 外
語
學
習
經
驗 

入
學
閱
讀
成
績 

文
言
文
背
景 

AS1 20 女 大
學 

比
較
文
學 

英
語 

是 十
五
年 

大
學
兩
年 

台
灣
兩
個

月(

學
中

文) 西
班
牙
語

(

三
年) 

66 有

AS2 22 女 大
學 

東
亞
研
究 

潮
州
話 

是(

潮
州

話) 八
年 

高
中
兩

年
，
大
學
三

大
陸
半
年

(

學
中
文) 

無 76 無

AS3 25 女 碩
士 

國
際
關
係 

英
語 

是 六
年 

大
學
兩

年
，
台
灣
一

台
灣
一
年

(

交
換
學

生)

、
中
國

西
班
牙
語

(

六
年) 

87 有

AS4 22 女 大
學 

歷
史 

廣
東
話 

是(

廣
東

話) 六
年 

大
四
年 

台
灣
、
大
陸

數
星
期(

度

假) 西
班
牙
語

(

三
年) 

74 無

AS5 26 女 大
學 

物
理
、
中
文

英
語 

是 六
年 

大
學
兩
年 

台
灣
、
大
陸

兩
個
月(

學

中
文) 

西
班
牙
語

(

四
年) 

97 有

AS6 21 女 大
學 

中
文 

英
語 

是 無 大
學
三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無 85 無

AS7 21 女 大
學 

藝
術
史 

英
語 

否 四
年 

大
學
兩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西
班
牙
語

(

六
年) 

77 無

AS8 21 女 大
學 

心
理
、
東
亞

廣
東
話 

是(

廣
東

話) 無 高
中
一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西
班
牙
語

(

八
年) 

8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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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9 20 女 大
學 

東
亞
研
究 

英
語 

是 十
二
年 

大
學
一
年

半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西
班
牙
語

(

三
年) 

67 無

AS1
2 

20 女 大
學 

中
文 

英
語 

上
大
學
後 

十
三
年 

大
學
兩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日
語(

七

年) 71 有

 

高級組受試者年齡分佈在 20-26 歲之間，皆為女性，主修多與中文或東

亞研究相關，十位中就有高達九位在家說中文或方言。值得注意的是，十位

中有七位受試者的母語是英語，但其中有六位在家使用中文14，表示高級華

裔學生即使母語是英語，還是時常在學校以外使用中文。 

所有高級組受試者都上過至少 4 年以上的中文學校，也接受過至少 1 年

以上的正規中文教育。十位受試者都到過台灣或大陸，其中有四位不只是為

了探親或度假，而是為了學習中文而來。除了 AS2 和 AS6 以外，所有高級

組受試者都學過中文以外的外語，且平均學習時間高達 4 年。高級組閱讀部

分的入學成績在滿分 105 分裡分佈在 66 分到 97 分，差異頗大。具有文言文

背景者十位裡有四位，AS1 雖具文言文背景，但其成績卻只有 66 分，是全

組最低的，而 AS6 和 AS8 不具文言文背景，其成績卻達 85 分，高於高級

組的平均分數 78.5 分，顯示具文言文背景與否似乎與華裔學生的閱讀成績

高低沒有絕對關係。 

本研究的中級組受試者背景資料如表三-2。 
表 三-2  中級組受試者背景資料 

 年
齡 

性
別 

教
育
程
度

主
修 

母
語 

在
家
是
否
說
中

文 中
文
學
校
經
驗 

正
規
中
文
教
育

時
間 

大
陸
或
台
灣
經

驗 外
語
學
習
經
驗 

入
學
閱
讀
成
績 

文
言
文
背
景 

IS1 20 男 大
學

企
管 

廣
東
話 

是(

廣
東

話) 兩
年 

大
學
一
年 

大
陸
半
年

(

學
中

文)

、
台
灣

半
年(

度

無 33 有 

                                                 
14 AS12 在上大學以後有意識地使用中文與家人溝通，以增進自己的中文能力，故以在家說中文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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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2 28 女 博
士 

民
族
學 

英
語 

否 無 大
學
兩
年 

中
國
半
年

(

學
中

文)

、
台
灣

半
年(

學
中

西
班
牙
文

(

七
年) 

38 無 

IS3 23 男 大
學 

哲
學 

英
語 

是 三
年 

大
學
兩
年 

台
灣
半
年

(

學
中
文) 

西
班
牙
文

(

五
年) 

33 無 

IS4 30 女 大
學 

財
政 

台
語 

是(

台
語) 

無 大
學
四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
中

國
一
個
月

(
學
中
文) 

西
班
牙
文

(

三
年) 

29 無 

IS5 28 女 大
學

建
築 

台
語 

是(

台
語) 

無 大
學
一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無 26 無 

IS6 20 女 大
學

法
語 

英
語 

否 兩
年 

大
學
兩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法
語(

五

年) 53 無 

IS7 21 女 大
學

國
際
發
展 

英
語 

是 無 大
學
三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德
語(

四

年) 43 無 

IS9 20 女 大
學 

社
會
學 

英
語 

是 無 高
中
兩

年
，
大
學
一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西
班
牙
語

(

三
年) 

41 無 

IS10 21 女 大
學

亞
洲
研
究 

英
語 

是 六
年 

高
中
一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無 28 無 

IS11 20 男 大
學

太
空
工
程 

英
語 

是 無 大
學
一
年 

台
灣
數
次

(

探
親) 

西
班
牙
語

(

三
年) 

15 無 

 

中級組受試者年齡分佈在 20-30 歲之間，有三位男性，七位女性，主修

分佈範圍較廣，不一定和中文相關。十位中有七位母語是英語，但七位中有

五位在家使用中文，表示有過半數的中級華裔學生即使母語是英語，還是時

常在課室以外的環境使用中文。 

中級組有六位受試者沒有上過中文學校，除了 IS9 以外，其他受試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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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中文學校，時間也不長。與高級組對照，顯示上中文學校時間的長短似

乎與華裔學生的閱讀能力有關係。所有受試者都接受過至少 1 年以上的正規

中文教育，也都到過台灣或大陸，其中有四位有在台灣或大陸學習中文的經

驗。除了 IS1、IS5 和 IS9 以外，所有中級組受試者都學過中文以外的外語，

平均學習時間也將近 4 年，這部分與高級組並無二致。中級組閱讀部分的入

學成績在滿分 105 分裡分佈在 15 分到 53 分，差異同樣頗大。具有文言文背

景者只有 IS1，但該生雖具文言文背景，閱讀成績也只有 33 分，近乎於與

中級組 33.9 分的平均分數，再次表現出具文言文背景與否似乎與華裔學生

的閱讀成績高低沒有絕對關係。 

 

第四節 閱讀材料 
閱讀材料分為真實文章和編排過的文章，在第二章曾提到 Young（1993）

對於材料真實性的研究，根據其研究結果，真實材料雖然較容易引起讀者興

趣，但同時也會讓全面性策略的使用率偏高。反觀編排過的材料，在全面性

和區域性的策略使用上都較為平均，因此，為避免影響讀者偏向使用某類策

略，本研究將採用經過編排的文章作為閱讀材料。 

編排過的材料選擇來源包含課本教材和標準化測驗如 HSK15、TOP16等

試題。紀鳳鳴（1997）提出，閱讀材料必須是受試者不熟悉的文章，且以短

文為佳，再加上筆者考慮文章難易度檢測之標準定義應具備客觀性，最後選

擇本次研究對象都沒有接觸過的標準化測驗中的短文做為文章來源。另外，

考量受試者在台灣學習中文，為了避免因區域性不同的用語造成影響，於是

捨棄 HSK 的試題，僅採用 TOP 的短文閱讀做為文章來源。最後，選擇閱讀

材料時，還需考慮文章難易度與受試者程度是否相符。對於這一點，筆者的

作法是將研究對象目前使用的教材對照在標準化測驗 TOP 的定義下，此程
                                                 
15 HSK(Hanyu Shuiping Kaoshi)為中國漢語水平考試之簡稱，由國家漢語水平考試委員會和北京語

言大學漢語水準考試中心共同負責 HSK 的考務工作。HSK 包括基礎、初等、中等和高等四種等級。

詳細資料可見於 http://www.hsk.org.cn/。 
16 TOP 為華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Proficiency-Huayu)之簡稱。TOP 由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

會（簡稱華測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 SC-TOP）主持，目前分為

「基礎」、「初等」、「中等」、「高等」四種等級。詳細資料可見於 http://www.sc-to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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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教材歸屬於何等程度，再由此程度的試題中選取文章。本研究之所以不選

用同一篇閱讀材料，是因為著重難度統一，欲比較不同程度讀者閱讀較其程

度略高的文章時，所使用的閱讀策略。因此，若使用同一篇文章，則勢必需

要改寫，然而，改寫牽扯到有效掌握學生程度與文章難度，才能藉此維持改

編標準的信度與效度，為避免顧此失彼，筆者利用現有的標準化測驗

（TOP），以學生目前所使用的課本，對照標準化測驗中的分級標準，得到

中級組與高級組約略相當於 TOP 中的「中等」與「高等」，掌握此一客觀標

準後，再分別從題庫中挑選出數篇文章，作為練習和正式測試的文章。不過，

在閱讀材料的選擇上雖然顧全了難度略高的統一性，但缺少了文章風格的一

致性，導致研究出現的「文章風格影響策略使用」的結果。可作為日後研究

的借鑑。 

在閱讀材料難易度的選擇上，文章若太容易則學生閱讀策略將自動化，

不容易察覺；若太難則學生完全無法理解，也測試不出其策略的運用。故筆

者由 TOP 的短文閱讀試題挑選了八篇文章，並與資深的專業華語教師討論

後，選擇了比學生程度稍難一點的兩篇文章，作為正式測試之用，再由其餘

六篇文章中挑出三篇作為練習之用。因此，實際進行測試時，受試者將以同

樣的文章練習有聲思考的方法，進入正式測試時，則按其程度給予不同程度

的文章進行測試。兩篇文章皆為敘述文，中級組的正式文章共 158 個字，高

級組的正式文章共 211 個字。文章提供正體和簡體兩種字體選擇。 

 

第五節 有聲思考 
有聲思考（Think-aloud）是一種蒐集資料的方法，最早是由 Newell and 

Simon（1972）為研究人類解決問題時，運用哪些策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

讀者利用邊說邊讀，也就是以自言自語或自問自答的方式進行閱讀。在閱讀

時，讀者需說出腦中的任何想法，例如怎麼讀懂這篇文章，讀這篇文章想到

什麼事情…等任何閱讀過程中出現的念頭。研究者透過有聲思考可得到讀者

閱讀當下豐富的心理活動信息，並藉以分析閱讀行為，進而進行閱讀策略等

相關研究。有聲思考已被證實是有效蒐集閱讀策略的方法之一，進行有聲思

考的讀者報導自己的想法和行為，提供直接探得讀者心理活動過程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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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研究者能直接對通常被隱藏起來，不易探知的讀者內部心智運作過程進行

直接的研究。 

由於閱讀是一種內部高度心智認知運作的活動，所以一般研究外在行為

的方法並不適用於此，要研究個人內部心理認知的活動過程必須採用其他蒐

集資料的方法。一般常見用來蒐集閱讀策略的方法有回顧法（Recall）、問

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訪談法（Interview）和有聲思考（Think-aloud）。

在這些方法中，只有有聲思考能直接在讀者閱讀文章的同時，蒐集到其當下

的心理活動過程資料，由於有聲思考必須邊想邊說，所以不會產生其他口語

報導可能發生的延遲報導導致資料失真的缺點，具有即時性的特色。許多研

究者使用有聲思考來引發讀者進行即時的口語報導，以蒐集閱讀過程中所遭

遇的問題和解決問題所使用的策略資料。對於資料蒐集來說，即時的第一手

資料是最真實也最珍貴的，其他方法由於有延遲的因素，時間上的差異可能

造成資料遺漏或失真。基於上述考量，本論文採用有聲思考作為本研究之資

料蒐集方式。  

不過由於有聲思考與一般人的閱讀習慣不同，需要一邊思考一邊敘述，

讀者可能無法完整敘述思考過程。因此，進行有聲思考閱讀前，事前的練習

和訓練是確保研究結果的信度和效度必要的條件。在第二章的閱讀策略研究

中我們也看到，Young（1993），紀鳳鳴（1997），和 Everson & Ke（1997）

在進行有聲思考前，都讓受試者進行事前的練習，就是這個道理。 

實施正式的有聲思考閱讀前，一般有三種訓練方法讓受試者瞭解並熟悉

有聲思考閱讀。第一種是播放「示範帶」（demonstration tapes），受試者在進

行正式測驗前先看或聽一遍示範如何進行有聲思考閱讀的錄影帶或錄音

帶，然後才進行正式的有聲思考閱讀。此法的優點是所有受試者接受的指導

具有統一性，實驗者可掌握實驗過程的程度提高，且能完整示範出整個流

程，可讓受試者快速地對有聲思考有概括性的認識。但其缺點也在於示範帶

具有侷限性，可能會對受試者起暗示作用，讓受試者照本宣科而不會說出示

範帶裡面沒出現但實際發生的現象。 

第二種方法是「實際演練法」（practice think-aloud sessions），在進行正

式實驗以前，提供幾篇短文讓受試者實際體驗有聲思考閱讀的過程。在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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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實驗者可以給予受試者直接的指導，以便受試者掌握有聲思考閱讀

的技巧。試前練習類似準備升學考試時的模擬考，可以讓受試者有模擬的機

會，能更熟悉整個流程。但此時實驗者的指導就會成為決定性的影響關鍵，

若實驗者指導不當，不但容易誤導受試者，還可能影響之後蒐集到資料之信

度和效度。 

最後一種方法是「先行反思法」（pre-study introspection），也就是讓受

試者在進行正式有聲閱讀前先反思自己可能運用的閱讀策略，包含如何解決

問題以達到理解任務。此法的優點是受試者可以先在腦中檢閱一次其擁有的

「工具」，待正式實驗時便能更快速運用各種策略解決問題，受試者並沒有

接受實驗者直接的指導，故可減低實驗者誤導受試者的程度，但相對地受試

者的角色便十分吃重，且實驗者對實驗的掌控程度也相對較低。此法較不適

合初級程度的讀者。 

不論使用哪一種訓練方式，目的都在於讓受試者熟悉實驗進行步驟，所

以並沒有絕對的孰優孰劣。然而，使用有聲思考對閱讀進行研究卻有其限制

與缺點。雖然有聲思考對提供讀者閱讀時當下的過程，特別是讀者在閱讀的

時候遭遇理解上的困難時，能提供最大量的資訊，但是如果這些過程對於讀

者已經是自動化的，或是不容易以口語形式表達出來的，就有可能受到忽

略。對於受限於口語能力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要蒐集的是閱讀方面的資

料，而不是口語能力，所以讓受試者以其母語表達想法，不必受限於中文，

就可解決這個問題。 

 

第六節 採集資料 
本測試以有聲思考進行，為確保實驗設計的可行性，筆者參照 Block

（1986）利用預試的方式，在實行正式測試前，先舉行預試（Pilot Study），

以維持本研究的信度和效度。 

 

 

 



第三章 研究方法 

 

57 

一、預試 

預試的目的除了測試實驗流程是否可行，更重要的是實驗設計將根據預

試的結果修正，以利正式測試的結果更具信度和效度。為了確保實驗的信度

與效度，筆者在 2007 年 9 月 17 號在國立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對高級學生和

中級學生分別進行預試，以測試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在實際實行時有無問題，

並供正式測試作為修正參考。預試的受試者為參加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海外

華裔青年語言與文化研習班，閱讀程度高級和中級17的華裔學生各一名，代

號 PS1、PS2，其背景資料如表三─3。 

 

表 三-3  預試學生背景資料 

 年齡 母語 教育程度 學習中

文時間

在家是否

說中文 
台灣或大陸的經驗 

PS1 22 泰文 大學中文

系畢業 

四年 否 到台灣參加過三次

僑委會華裔青年語

言研習班，沒去過

大陸 

PS2 17 客家

話 

高中畢業 兩年

多 

說客家話 第一次到台灣，沒

去過大陸 

 

由於邊讀邊說出心中的想法與一般閱讀習慣不一樣，所以幫助受試者習

慣在閱讀的同時把心裡的想法表達出來是很重要的。在實驗進行前，實驗者

先說明何謂有聲思考以及實行的辦法，接著受試者以三篇練習文章進行實際

演練，在受試者停頓下來或陷入沈默時，實驗者就以「keep talking」或「你

在想什麼？」等問題提醒受試者開口。在練習過程中兩名學生都越來越習慣

有聲思考閱讀，練習完三篇文章，確認學生已有能力進行有聲思考閱讀後，

就閱讀正式測試文章。 

在這次預試中，發現了一些實際操作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大多是設計實

驗時未考慮到的： 

                                                 
17分級依據為入學分班測試裡，學生在閱讀能力一項所得到的分數劃分成高級和中級。分班測試是

預試前一星期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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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進行時間不宜過長。兩次預試的進行時間都長達一小時，使受

試者感到疲累。到了閱讀正式文章時，注意力已不再專注，效果也大打折扣。

建議可以示範帶加上實際演練，讓受試者快速掌握有聲思考進行過程的大概

輪廓，而非在冗長的練習中慢慢摸索。 

二、在實驗進行時，雖然全程錄音，但有些非語言行為，如視線停留甚

至來回、手指或筆隨閱讀進程擺放位置等，並非錄音資料可以顯示出來的，

筆者認為可用錄影或實驗者從旁觀察紀錄改善之。 

三、在練習文章的排序上，並未考慮難易度，容易打擊受試者的信心，

使其產生挫折感，而影響正式測試的結果。 

四、背景資料表應加上在家是否使用中文、是否上過中文學校、是否學

習過文言文、主修科目等選項，以顯示華裔學生的閱讀能力是否受上述因素

影響。 

五、字體應改為讓受試者不吃力的大小。原大小為 14，建議可換到 20。 

六、可提供受試者一份小禮物，表示感謝的心意。 

這些在預試中發現的問題都將成為修改正式測試的參考。 

 

二、正式測試 

本研究的正式測試是在 2007 年 9 月底到 10 月初於台灣大學國際華語研

習所內進行。研究方法、資料蒐集方式、研究對象和閱讀材料等詳細資料見

於本章一到四節。 

基於對紀鳳鳴實驗（1997）的探討結果，我們知道實際演練是必須的，

但在預試中我們也發現，光靠多次的實際演練不但要花費很長的時間，而且

也容易讓受試者彈性疲乏，無法達到最好的效果。故筆者在正式測試時改以

示範帶18加上實際演練，結果發現聽過示範帶以後，第一次演練就有很好的

效果，表示在示範帶的輔助下，不但受試者容易進入狀況，且也大幅縮短實

驗時間，每次實驗花費的時間可控制在 30 分鐘之內，容易維持受試者參與

                                                 
18 此示範帶轉錄自杜雯華(2000)有聲思考實驗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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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注度。 

本研究進行前先請受試者填寫學習背景資料19，並說明何謂有聲思考及

如何利用有聲思考進行閱讀。接下來給受試者示範帶的文章紙本，說明這是

示範帶的文章，並播放示範帶。在播放的同時，要求受試者指出示範帶裡的

學生目前閱讀到哪裡，以確定受試者確實跟上示範帶的進度，此時受試者可

提出對有聲思考進行方式的疑問。在受試者對有聲思考有概括性的認識後，

筆者給受試者一篇練習文章進行實際演練，一方面讓受試者有機會練習，另

一方面也可確認受試者是否具備進行有聲思考閱讀的能力。受試者可以發

問，但只能是針對操作上的程序性問題，如「可以說英文嗎？」、「我應該說

出怎麼看懂這個字嗎？」等，由紀鳳鳴的實驗中我們知道，先行討論策略可

能會影響實驗結果，故筆者並不與受試者討論可使用的閱讀策略，只說明操

作上的問題。 

根據預試修正的結果，筆者安排的第一篇練習文章是四篇練習文章中最

容易的一篇，可降低受試者的緊張感，並建立受試者進行有聲思考閱讀的信

心。在練習過程中筆者會給予指導，如在觀察到受試者重新閱讀某個部分

時，詢問為何要重新閱讀這個部分，並要求受試者說出決定重新閱讀時的思

考過程。待第一篇練習文章演練結束後，筆者依照受試者演練的成果決定是

否給予第二篇練習文章，以加強操作有聲思考的能力。確定受試者掌握如何

進行有聲思考閱讀後，就進入正式文章的閱讀。 

在閱讀正式文章之前，筆者告知受試者將會全程錄音，並說明錄音資料

將只會作為研究之用，不會外洩，以緩和受試者面對錄音器材的緊張情緒。

閱讀正式文章的過程中，筆者並不會給予直接的指導，只從旁觀察紀錄。閱

讀結束後，筆者為受試者解釋文章裡不懂的部分，並送上一份小禮物以示感

謝。 

 

 

 

                                                 
19 背景資料表見於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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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料分析工具 
目前按照語言的結構性分類的閱讀策略，多將策略分為篇章層次

（text-level）的「全面性策略」和字詞層次（word-level）的「區域性策略」

（Block，1986；Young，1993），筆者認為這種分類方式並沒有考慮到語言

的個別性。杜雯華（2000）提出語言的個別性可在局部策略部分加以調整，

但筆者認為語言的差異性不只見於字詞層面，句子、篇章等層面同樣也反映

了語言的獨特性。 

舉例來說，主題句在英文的篇章中置於段落的開頭，但中文則並非如

此。不同的語言結構必然會影響閱讀時策略上的運用，再加上一般性的閱讀

策略分類對中文而言過於模糊不清，故分析時除了一般性的閱讀策略以外，

也應採用華語文的閱讀策略分類進行分析。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第一種分析工具列於下表三-4，即改編自 Young

（1993）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分類表，用以將蒐集到的閱讀策略加以分類。  

 

表 三-4  一般性閱讀策略分析工具 

全面性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略讀，閱讀標題、副標題，看圖

片 

實際閱讀全文前先大概瀏覽一下文

章，以瞭解大意 

2. 預測內容 預測接下來的文章內容 

3.辨認文章結構 分辨文章主軸和細節，討論信息的目

的，留意信息在文章中的呈現方式 

4. 整合信息 將新訊息和上文的舊訊息連結起來 

5. 對文章內容有所反應 對文章提供的信息產生情緒反應 

6. 推測文章內容隱含意義 分享對文章背後意義的想法 

7. 坦承缺乏背景知識 敘述缺乏對文章主題的熟悉度和相



第三章 研究方法 

 

61 

關知識 

8. 預讀 特別提到閱讀時先讀下文 

9. 圖像化 描述心中出現的圖像 

10. 辨認主旨 連結段落或文章的要點 

11. 推斷或提出結論 依文章信息和自己的知識推斷結論 

12. 利用背景知識 敘述對文章主題的熟悉度和相關知

識 

局部性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 表示理解文章內容是因為認識所有

的字詞 

2.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 敘述跳過不熟悉的字詞 

3. 表達使用註釋 說明使用註釋或表達使用註釋或字

典的需要 

4. 將字詞分解成數個部分 將字詞拆解成更小的意義單位以幫

助理解此字詞 

5.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

詞以幫助理解 

表示因為目標語和母語看起來類似

所以容易理解 

6. 解決字彙問題 利用上下文、同義字或其他方法幫助

理解不懂的字彙 

7. 將字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 把字詞翻成自己的母語 

8. 對字詞提出問題 表示不理解某個字詞 

9. 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畫底線、

或加上箭號 

提到會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或畫底

線等 

10. 對句子提出問題 表示不理解文章的某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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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利用句法知識、標點符號、或其

他文法知識 

表示理解句法、文法、部分文章內容

或標點 

12. 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 發現並修正錯誤、說明放慢閱讀速

度、重讀、不管不懂的部分仍繼續讀

下去等。特別提到倒回去再念一次或

利用上文的舊資訊以幫助理解 

13. 意譯 用自己的話重述文章內容 

 

除了改編自 Young（1993）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分類表，本研究特地再加

上改編自信世昌（2001）針對中文結構的層次所提出的華語文策略分類表作

為第二種資料分析工具，如下表三-5。 

表 三-5  華語文閱讀策略分析工具 

篇章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文章主旨 辨認文章主旨所在，掌握段落重點 

2. 組句 利用連接詞或標點符號等連貫文句或段落，找出文句前

後或段落相互之間起承轉合的聯繫關係 

3. 上下文線索 由上下文猜測句意或詞意 

句的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句型 以句型架構理解文意 

2. 斷詞 在連續的字詞中判別詞彙的語義分界點 

3. 斷句 在長句中判別句子的語義分界點 

詞的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63 

1. 反義詞 以構詞形式產生類化認知力20，或以反義提示字（如

「卻」）增進理解 

2. 合詞 組合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彙裡單個漢字的意義，猜測詞彙

的整體意義21 

3. 同義詞、近義

詞 

透過同義詞或近義詞，減少理解困難並幫助瞭解句意和

文意 

4. 書面語 辨認出類似文言文的精簡詞彙，將其翻譯成白話文以掌

握文意 

認字策略 

策略 策略說明 

1. 部首 以部首的字形、字源、字音、字義和組字方式幫助認字

2. 部件 利用單個漢字裡認得的部分猜字 

3. 形聲字 以部件表音，部首表意義增進理解 

 

第八節 小結 
本章詳細說明了本論文的研究發展要素，包含選擇的研究方法、發展研

究流程、研究的對象、閱讀的材料、有聲思考、實際執行研究的歷程、以及

分析策略資料的工具等。經過詳密的設計與謹慎的執行，本研究得到的研究

結果，將在下一章完整的呈現。 

 

                                                 
20 如：知「事先」但不知「事後」，可由「先」與「後」的反義關係類比到「事先」、「事後」

的反義關係。 
21 如：「後門」是「後面的門」；「美化」是「使～～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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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將檢視透過有聲思考蒐集到的閱讀策略資料，在章節內容的安排

上，將忠實呈現實驗結果，因此，在本章著重的是陳述事實，只單純說明實

驗所得到的結果，並不會對結果進行評論或分析。探討實驗結果的工作，將

在第五章的分析與討論裡面進行。 

在架構方面，本章首先按照研究對象區分，分成全體華裔學生和不同程

度華裔學生，再按照分析層次區分。分析層次共有兩大類：「一般性閱讀策

略」與「華語文閱讀策略」。「一般性閱讀策略」之下分為兩小類：「全面性

閱讀策略」和「局部性閱讀策略」；「華語文閱讀策略」之下則依照中文結構

分為「篇章閱讀策略」、「句的閱讀策略」、「詞的閱讀策略」和「認字閱讀策

略」四小類。全體華裔學生和不同程度華裔學生分別以上述的程序架構進行

本研究的結果呈現。 

 

第一節 有聲思考的體現 
為了對研究結果的全貌有一個清楚的輪廓和概念，在呈現研究結果之

前，筆者將先取高級組和中級組各一篇的有聲思考逐字稿全文及閱讀的文

章，藉以說明本章研究結果的資料來源整體概況。在逐字稿部分，為區分文

本內容和讀者有聲思考的內容，有聲思考內容將以加底線的方式標示之。 

【高級組】 

高級組文章 

有一種鳥叫蜂鳥，是鳥類中最小的鳥，只有拇指大小。這

鳥嘴細長，專吃花蜜和花上的小昆蟲，產於南美洲，整日盤

旋於仙人掌等幾種花間，也許營養太單調，總也吃不大、飛

不高。而有些人讀書做學問的方式，跟蜂鳥很相似。這些人

愛讀書，卻不大會讀書，往往成為書的奴僕，他們埋進書堆，

一心只讀自己的書，任天塌下來也不管。這些人苦讀精神可

嘉，本無可厚非，然而令人擔心的是鑽進象牙塔出不來。讀

書就像吃飯，不可偏食，印刷的書籍要讀，人生這本大書更

得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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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逐字稿範例 

有一種鳥叫 er…蜂鳥，是鳥類中最小的鳥，mm…所以這個大概是講鳥的

吧，介紹這種鳥，蜂鳥。只有拇指大小，所以蜂鳥可能指 mmm…humming 

bird? 這鳥嘴細長，專吃花蜜和花上的小…er…昆蟲，產於南美洲，所

以說這是他的特徵，嘴細長，然後喜歡吃花蜜和小昆蟲，然後在什麼地

方可以找到？就是南美洲。整日盤旋於仙山掌…er?仙人掌（笑）等幾種

花間，仙人掌…啊！仙人掌是那個有刺的（以手勢表示刺的狀態），綠

色…就是飛來飛去（比出飛的動作）…在仙人掌的…花之間。那，也許…er

營養太…單調，總也吃不大、飛不高，er，er，作者可能認為他的營養

不夠，所以，er，很小，er，多吃也…長不大，飛不高。然而有些人讀

書做學問的方式，跟蜂鳥很相似。Mmm…然而，現在好像有一個 turning 

point，就是有，好像有介紹他跟讀書人，讀書，讀書的方式作個比喻，

mm…跟蜂鳥很相似。那這些人愛讀書，卻不大會讀書，往往成為書的奴…

僕嗎？可能吧，我如果在念的話，我會用字典，然後寫下那個字，然後

看看怎麼念，可能，然後再查一下奴，然後找那個字，搭配，看什麼意

思。通常我會用第一個字來查，如果第一個字查不到或是沒有這個字，

我會看看第二個字什麼意思，然後再這兩個字合起來猜一下。那他

們…er，埋進書堆，一心只讀自己的書，任天塌下來也不管。他現在好

像在比喻，就是有些讀書人的方法，看似好像很認真，什麼都不管，但

是好像說的口氣不是很讚賞…er，這種行為，但是還看不出來跟剛才說

的鳥長不大，飛不高，有什麼關係。這些人苦讀精神可嘉，er，可嘉？

這些人苦讀精神可嘉，不太清楚可嘉是什麼意思，所以重唸一遍，有時

候再唸一遍可能比較清楚。這些人苦讀精神可嘉，然後再把句子唸完，

看看可不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本無可厚…非，然而令人擔心的是鑽進象

牙塔去…er，塔出不來，mmm…象牙塔…出不來，象牙塔，可能是一種很

高的建築，那…可是（回頭重讀「苦讀精神…」一句），苦讀精神可嘉，

OK，那可能是說他們的苦讀的精神很好，很…er…聚精會神。（murmur）

本無可厚非，可能是說…um…這個的話我會看看詞語字典有沒有這個

字，er，本無可厚非，(murmur)鑽進象牙塔出不來，um…就是他們很聚

精會神，然後可能什麼都不管，然而，不好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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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往上衝（做出爬上高塔狀），然後就是…like 象牙，鑽進象牙，應

該是很窄，象牙塔，然後自己困住了，就出不來。讀書就像吃飯，不可…

偏食，印刷的書藉…書籍要讀，人生這本大書更得讀。就是說，mm…讀

書就好像吃飯，不可偏食，偏食不太知道意思，那我想就是，可能就是

說，要…讀書跟吃飯一樣，就是要…要每一樣，每一樣吃一點，不要…er…

可能偏食就是說，像偏心，可能就是吃太多一樣，一個，er…一種食物，

所以讀書也不要這樣，um…就是平常的書要讀，可是人生這本書呢，他

就比喻好像，er，人生可以，就是當作一本書，那也…更得讀，可能他

是在說，就是一個人不要光，就是讀死書，就是要會運用，可能要…會

多見識見識，就是體會人生。可是這個跟前面講的蜂鳥（全面性策略 21：

辨認文章結構；全面性策略 22：辨認主旨），mmm…看看（回頭重讀）

蜂鳥…mmm…看不太出來他怎麼接得起來…而有些人讀書做學問的方式

跟蜂鳥很相似…卻不大會讀書，可能他是說蜂鳥他不太會吃，所以吃不

大、飛不高，那就好像有些人他不大會讀書，所以怎麼讀都好像，沒有

什麼成就，因為他們是讀死書。可是我覺得這個比喻好像不太好，因為

可能這個蜂鳥他就是這麼小，不是因為他的營養，就是可能他是天生的

那個 metabolism 比較高，所以長得就是…因為我聽說那個蜂鳥好像長得

很小，可是要吃得很多。Yeah，就這樣。 

 

 

【中級組】 

中級組正式文章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如果要獲得成功，其實

還需要努力地堅持到底，絕對不可半途而廢。如果無法堅持

到終點，就算之前再怎麼努力，也是白費。堅持意味著忍耐；

人的一生必須通過不斷地堅持和努力才能獲得機會，才能有

希望；有了希望，人生才會有目標。而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

總是會有許多的困難。因此，唯有克服重重困難，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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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組逐字稿範例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就是要有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對，

就是一樣的（笑）。但是如果要什麼得成功，但是如果要…不知道這個

字，成功，其實還需要，努力地什麼什麼到…不知道這些字，相對不可，

不可半，（停一拍）而發，這些字都不太知道。如果 wei2，無法，無法

就是沒辦法，什麼什麼到什麼點，可能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沒有辦法達

到自己的目的吧，就算 zhi3 之前再怎麼努力，喔！就算之前再怎麼努

力，就是以前再怎麼努力，也是白費，就是浪費掉了。什麼什麼意什麼

著…這些都看不懂；人的一生必…過不，過不地…太難的字我不認識，

和努力才能 something 得機會，可能就是需要努力，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才能…uh…才能有努力的機會，就是應該大概這個意思。才能有…我在

猜這個字是希望，uh…有了希望，人生才會有目的，的是猜的，因為前

面有個目，所以跟這個，這個整篇的文章有關係。而在 xin1 到，達到目

標的過…過什麼中，過程中？應該就是要達到目的的這個時間中，總是

會有…多，總是會有許多的困難，這個困是猜的，因為前面有個難，許

也是用猜的，因為許多就是通常人就是這樣子講話。所以就是說，就是

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會有許多困難。因…因…因…好像…因些?這不是些，

沒有因些，因(sound)，不太知道這是什麼字，可是知道是 zhong4zhong4，

種種，zhong4zhong4 的困難，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困難，才能成功。 

 

透過高級組和中級組的逐字稿全文，我們對本研究如何利用有聲思考進

行研究的實際情形，得到具體且完整的概念。接下來就要依照全體華裔學生

和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的區別，進行研究結果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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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華裔學生閱讀策略使用情形 
此部分針對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進行整體分析，主要探討的是華裔學生

在閱讀中文文章時，閱讀策略的使用情形。研究結果的呈現分成兩個層次，

先以 Young（1993）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分類作第一層次的分析，再以信世昌

（2001）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分類作第二層次的分析。期望藉由本研究的研究

結果作為調查華裔學生中文閱讀策略的研究基石與借鏡。 

 

一、一般性閱讀策略 

一般性閱讀策略分為全面性策略和局部性策略兩類，在謄錄過所有受試

者的有聲思考歷程後，筆者仔細審查每一份逐字稿，並依照第三章所提出的

第一種分析工具，即改良自 Young（1993）的閱讀策略分類，將所有蒐集到

的策略資料加以分類。分析過受試者使用的策略後，把策略的類別和使用次

數記下，並加總以及算出每種策略在整體使用的策略中的佔比。基於人力與

時間因素，進行策略分類時無法委託第二甚至第三人進行分類，並交叉比對

彼此之間的分類結果，故分類結果是由筆者獨力完成的。日後相關研究若有

更充足的資源，應採用兩人以上獨立作業，於作業完成後，互相比對結果，

並統計同意率。 

以下以表四-1 的一段逐字稿，作為如何計算一般性閱讀策略的次數和種

類的示範。原始文章全文收錄在附錄二。 

表 四-1  依逐字稿所分析之一般性策略範例 

學生自述 策略使用 

蜂鳥，是鳥類中最小的鳥，mm…所

以這個大概是講鳥的吧， 

全面性策略 x1：預測內容 

介紹這種鳥，蜂鳥。只有拇指大小，

所以蜂鳥可能指 mmm…humming 

bird？ 

全面性策略 x2：背景知識 

這鳥嘴細長，專吃花蜜和花上的

小…er…昆蟲，產於南美洲，所以說

局部性策略 x1：意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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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他的特徵，嘴細長，然後喜歡吃

花蜜和小昆蟲， 

然後在什麼地方可以找到？就是南

美洲。 

局部性策略 x2：意譯 

整日盤旋於仙山掌…er?仙人掌（笑）

等幾種花間， 

局部性策略 x3：監控閱讀節奏與閱

讀行為 

仙人掌…啊！仙人掌是那個有刺的

（以手勢表示刺的狀態），綠色… 

全面性策略 x3：圖像化 

就是飛來飛去（比出飛的動作）…在

仙人掌的…花之間。 

局部性策略 x4：意譯 

那，也許…er 營養太…單調，總也吃

不大、飛不高，er，er，作者可能認

為他的營養不夠，所以，er，很小，

er，多吃也…長不大，飛不高。 

全面性策略 x4：推斷或提出結論 

 

在上面的實例中，一共使用了 8 次一般性閱讀策略，包含 4 次全面性策

略，4 次局部性策略。其中全面性策略共有 4 種策略受到使用，局部性策略

則使用了 2 種。 

以上述的方式檢視本研究所有的研究對象後，計算出全面性策略和局部

性策略各自的使用次數，與佔比高低，得到下表四-2，即全體二十位華裔學

生使用兩種一般性策略的情形。 

 

表 四-2  全體華裔學生一般性策略之使用情形 

 全面性策略 局部性策略 總計 

次數 109 618 727 

佔比 14.99% 85.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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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部分看到的是在一般性閱讀策略分類標準下，華裔學生使用的全

面性策略和局部性策略各自的總計次數，以及兩種策略在所有使用的策略中

所佔的百分比。在上表中，受試的二十位華裔學生使用一般性閱讀策略的總

次數為 727 次，其中全面性策略的次數為 109 次，佔比為 14.99%，而局部

性策略則是 618 次和 85.01%。 

在上述的數據中已得到華裔學生在一般性閱讀策略的策略使用情形，但

這只能提供一個概況。為求得到更精細的結果，以利對華裔學生中文閱讀策

略使用情形有更深入的瞭解，以下將分成全面性策略和局部性策略，進行進

一步的討論。 

 

（一） 全面性策略方面 

以下將以實例分別說明十二種全面性策略的種類，並依照這十二種策

略，對全體華裔學生的逐字稿進行分類，以瞭解在十二種全面性策略中，華

裔學生使用了哪些策略？沒有使用哪些策略？使用頻率最高和最低的策略

各是哪些？下表四-3 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全面性策略的實例。 

 

表 四-3  全面性策略種類與實例 

策略種類 使用實例 

略讀，閱讀標題、附標題，看圖片 「我要先看一遍大概懂這個意思」

(AS2） 

預測內容 「所以這個大概是講鳥的吧」（AS5）

辨認文章結構 「這可能一個句，沒有很重要的意

思。」(IS1)  

「看不太出來他怎麼接得起來」」

（AS5） 

整合信息 「這個鳥吃的方式不太懂，可是看後

面就知道」（AS3） 

對文章內容有所反應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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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have problems」(IS3) 

「只有拇指大小，恩，很小！」（AS5）

推測文章內容隱含意義 「我覺得這個比喻好像不太好，因為

可能這個蜂鳥他就是這麼小，不是因

為他的營養，就是可能他是天生的那

個 metabolism 比較高」（AS5） 

預讀 「把句子唸完，看可不可以知道他的

意思」（AS5） 

圖像化 「那個塔是一個，很高的一棟

building」（AS3） 

「他的牙，就是很大的牙（比劃象牙

狀）」（AS4） 

辨認主旨 「我知道那個題目是差不多要教我

怎麼做什麼才能成功」（IS3） 

推斷或提出結論 「可能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沒有辦

法達到自己的目的吧」（IS3） 

利用背景知識 「There’s a type of bird called 蜂鳥，

It’s a type of …bird, the smallest type 

of bird…OH!!可能是 humming bird!」

（AS12） 

 

以上述的十二種全面性策略檢視本研究二十位華裔學生的有聲思考過

程後，計算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全面性策略的使用次數與佔比，得到下表四

-4，表示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的全面性閱讀策略分類結果，若遇到比重相等

的情況時，則並列最低名次。 

表 四-4  全體華裔學生全面性策略使用情形 

策略種類 次數 佔比 

1. 辨認主旨 32 29.36% 

2. 辨認文章結構 17 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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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斷或提出結論 16 14.68% 

4. 利用背景知識 15 13.76% 

5. 對文章內容有所反應 8 7.32% 

6. 圖像化 7 6.42% 

7. 整合信息 6 5.50% 

8. 推測文章內容隱含意義 5 4.59% 

11. 略讀，閱讀標題、附標題，看圖片 1 0.92% 

11. 預測內容 1 0.92% 

11. 預讀 1 0.92% 

12. 坦承缺乏背景知識 0 0.00% 

總計 109 100.00% 

 

在上表中可看到在十二種全面性策略中，最常受到使用的前三名分別是 

1. 「辨認主旨」(29.36%) 

2. 「辨認文章結構」(15.60%) 

3. 「推斷或提出結論」(14.68%) 

最少被使用的有三種策略並列第十一名，故連同第十二名共取四種策略

如下： 

12. 「坦承缺乏背景知識」(0.00%) 

11. 「略讀，閱讀標題、附標題，看圖片」(0.92%)、「預測內容」

(0.92%)、「預讀」(0.92%) 

其中「坦承缺乏背景知識」(0.00%)是全體受試華裔學生皆未採用的閱讀

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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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局部性策略方面 

在局部性策略的部分，同樣先以實例分別說明十三種局部性策略的種

類，並依照這十三種策略，對全體華裔學生的逐字稿進行分類。以下舉出華

裔學生的局部性策略使用實例如下表四-5： 

表 四-5  局部性策略種類與實例 

策略種類 使用實例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 「我如果看過然後我認識，我就會

唸，然後我沒有看過我就不知道」

（IS4）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 「絕對不可半途什麼而什麼」（IS6）

「任天…mmm…什麼下來也不管」

（AS7） 

表達使用註釋 「可能我要查字典」（AS2） 

「我如果在念的話，我會用字典」

（AS5） 

將字詞分解成數個部分 「好像雪，上面是雪然後後面是而」

（IS4） 

「盤什麼？不知道，後面是什麼

mmm…我看房還有什麼？」（AS3）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詞

以幫助理解 

「產於南美洲，so lies in…南美

洲，South America？」（AS12） 

解決字彙問題 「許多，許是猜的，因為有多」（IS11）

「更得(de)讀…oh,讀，更得(dei3)

讀」（AS1） 

將字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 「有了希望，have hope，人生才會

有…目標」（IS2） 

「有一種鳥叫蜂鳥，是鳥類中最小的

鳥，只有拇指大小。So there＇s a 

kind of bird that is really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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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only has the size of the 

thumb」（AS9） 

對字詞提出問題 「象牙塔是什麼？」（AS2） 

「Don＇t know what 白費 means」

（IS2） 

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畫底線、或加

上箭號 

「喔，一樣的字一樣的字我不懂(圈

「堅持」和「努力」)」（IS3） 

「如果無法什麼特到…這個沒看過

（圈「終」）點」（IS5） 

對句子提出問題 「I＇m not sure what that line 

means」（AS9） 

「uh…只有拇指大小，mmm…不太知

道這個」（AS12） 

利用句法知識、標點符號、或其他文

法知識 

「苦，應該是形容詞」（AS3） 

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 「這個字等一下回來」（IS1） 

「更得(de)讀…oh,讀，更得(dei3)

讀」（AS1） 

意譯 「這鳥嘴細長，專吃花蜜和花上的

小…er…昆蟲，產於南美洲。所以說

這是他的特徵，嘴細長，然後喜歡吃

花蜜和小昆蟲，然後在什麼地方可以

找到？就是南美洲。」（AS5） 

 

以上述的十三種局部性策略檢視本研究二十位華裔學生的有聲思考過

程後，計算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局部性策略的使用次數與佔比，得到下表四

-6，以呈現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的局部性閱讀策略分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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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6  全體華裔學生局部性策略使用情形 

策略種類 次數 佔比 

1.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 165 26.7% 

2. 解決字彙問題 105 16.99% 

3. 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 74 11.97% 

4. 對字詞提出問題 70 11.33% 

5. 將字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 62 10.03% 

6. 意譯 51 8.25% 

7. 將字詞分解成數個部分 23 3.72% 

8. 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畫底線、或加上箭號 18 2.91% 

9. 對句子提出問題 16 2.59% 

10. 利用句法知識、標點符號、或其他文法知識 7 1.13% 

11. 表達使用註釋 5 0.81% 

12.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詞以幫助理解 2 0.32% 

13.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 1 0.16% 

總計 618 100.00% 

在局部性策略的使用情形方面，所有受試華裔學生使用頻率最高的前三

名分別為 

1.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26.7%) 

2. 「解決字彙問題」(16.99%) 

3. 「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11.97%) 

使用頻率最低的後三名則是 

13.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0.16%) 

12.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詞以幫助理解」(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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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表達使用註釋」(0.81%) 

所有的局部性策略都被採用，但以頻率最高和頻率最低的「跳過不認識

的字詞」和「陳述對字詞的理解」來說，差距高達 166 倍，可見得採用的頻

率分佈十分不均。 

 

二、華語文閱讀策略 

這個部分的分析工具使用的是信世昌（2001）根據中文的結構，所提出

的篇章、句子、詞、漢字等四個層面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分類。與檢視一般性

閱讀策略的使用情形相同，筆者先仔細審查每一份逐字稿，並依照華語文閱

讀策略分類，接著將逐字稿中的策略資料依照使用次數和類別加以紀錄，並

計算出每種策略的使用總數和佔比。 

以下以表四-7 的一段逐字稿，作為如何計算局部性閱讀策略的次數和種

類的示範。若有誤讀情形發生，則實際文本內容以方括號[ ]表示之。例如「半

途而發[半途而廢]」，表示學生自述時，有聲思考的內容是「半途而發」，而

實際文本內容是「半途而廢」。原始文章全文收錄在附錄二。 

表 四-7  依逐字稿所分析之華語文策略範例 

學生自述 策略使用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就是要

有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句的策略 x1：斷句 

不可半（停一拍）［途］而發［廢］ 其他策略 

無法就是沒辦法 詞的策略 x1：書面語 

如果 wei2，無法，無法就是沒辦法，

什麼什麼到什麼點，可能大概的意思

就是如果沒有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

吧 

篇章策略 x1：上下文線索 

就算之前再怎麼努力，就是以前再怎

麼努力 

詞的策略 x2：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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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白費，就是浪費掉了 詞的策略 x3：同義詞 

 

在上面的實例中，一共使用了 5 次華語文閱讀策略，包含 1 次篇章策略，

1 次句的策略，3 次詞的策略。其中篇章策略共有 1 種策略受到使用，句的

策略使用了 1 種，詞的策略使用了 2 種。值得注意的是，從實例中可發現有

些策略無法在現有策略分類中找到歸類，因此暫時列為「其他策略」，如：「不

可半（停一拍）［途］而發［廢］」似乎是藉由漢字輪廓辨認漢字等，其他策

略的部分將留待下一章的分析與討論中進行探討。 

以同樣的方式檢視本研究所有的研究對象後，計算出篇章策略、句的策

略、詞的策略和認字策略各自的使用次數，與在整體華語文閱讀策略的使用

中佔比大小，得到下表四-8，以呈現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的華語文閱讀策略

分類結果。 

表 四-8  全體華裔學生華語文策略使用情形 

 篇章策略 句的策略 詞的策略 認字策略 總計 

次數 50 37 55 45 186 

佔比 26.74% 19.79% 29.41% 24.06% 100.00% 

 

上表呈現的是本研究中全體華裔學生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分類結果。從數

據上看來，則同樣可看到在蒐集到的所有閱讀策略資料中，受試的華裔學生

最常使用的是「詞的策略」(29.41%)，略高於位居第二的「篇章策略」

(26.74%)。位居第三的是「認字策略」(24.06%)，而最少使用的則是「句的

策略」(19.79%)。 

在得到華裔學生在華語文閱讀策略的使用概況後，接下來將進一步站在

篇章策略、句的策略、詞的策略、和認字策略的分析角度上進行討論，以得

到更深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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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篇章策略方面 

篇章策略共有三種，以下將以實例分別說明三種策略，並按照三種篇章

策略，對全體華裔學生的逐字稿進行分類。下表四-9 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

全面性策略的實例。 

 

表 四-9  篇章策略種類與實例 

策略種類 使用實例 

文章主旨 「they are comparing this[the 

bird] to people that study a lot, 

but they just study and do not 

apply the material…it also 

compares studying to 

eating…basically it＇s the 

same. You can not just study, you 

have to take everything into 

consideration.」（AS8） 

「I know it＇s about, something 

about somebody＇s idea, how to 

be, how to achieve success.」（IS2）

組句 「這個鳥吃的方式不太懂，可是看後

面就知道。」（AS3） 

「這可能一個句，沒有很重要的意

思。」（IS1） 

上下文線索 「read only what they wanna read, 

they don＇t care about about 

anything else…mmm…their effort 

can be…applauded?」（AS9） 

「所以如果你要成功，success，你

需要有…大概能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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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ambition，所以才能有希望。」

（IS3） 

 

以上述的三種篇章策略檢視本研究二十位華裔學生的有聲思考過程

後，計算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篇章策略的使用次數與佔比，得到下表四-10，

以呈現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的篇章閱讀策略分類結果。 

表 四-10  全體華裔學生篇章策略使用情形 

策略種類 次數 佔比 

文章主旨 20 40.00% 

組句 9 18.00% 

上下文線索 21 42.00% 

 

全體華裔學生使用篇章策略時，最常使用的是由上下文猜測句意或詞意

的「上下文線索」策略(42.00%)來增加理解程度。掌握文章主旨的「文章主

旨」策略(40.00%)也經常受到使用，幾乎與「上下文線索」策略並列第一位。

最少使用的是由連接詞或標點符號等方式，找出文章起承轉合或文句前後關

係的「組句」策略(18.00%)。 

 

（二） 句的策略方面 

在句的策略的部分，同樣先以實例說明三種策略種類，接著依照句的策

略的種類，將所有逐字稿進行分類。以下舉出華裔學生的句的策略使用實例

如下表四-11： 

表 四-11  句的策略種類與實例 

策略種類 使用實例 

句型 「任天什麼下來也不管…恩，這個是

不好的意思，也不管，有一點像批評

的意思。」（A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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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希望，have hope，人生才會

有目標，oh! before they both can 

have the goal or purpose.」（IS2）

斷詞 「一心只讀自己的書，一心只讀，一

心，maybe they only read their own 

books，一心只讀，they only want 

to? Or maybe…the heart only 

reads their own books.」（AS1）

「這應該是通，過不，oh!通過！」

（IS7） 

斷句 「然而 令人擔心的是 鑽進象牙

答…something 出不來」（AS1） 

「好的 開始是成功的一半」（IS1）

 

以上述的三種句的策略檢視本研究二十位華裔學生的有聲思考過程

後，計算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句的策略的使用次數與佔比，得到下表四-12，

以呈現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的句的閱讀策略分類結果。 

表 四-12  全體華裔學生句的策略使用情形 

策略種類 次數 佔比 

句型 6 16.22% 

斷詞 26 70.27% 

斷句 5 13.51% 

 

全體華裔學生使用句的策略時，最常使用的「斷詞」策略(70.27%)。以

句型架構理解文意的「句型」策略(16.22%)和在一個長句中釐出語義分界的

「斷句」策略(13.51%)相較之下受到使用的頻率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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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詞的策略方面 

詞的策略共有四種，除了「反義詞」未受到使用而無實例以外，其餘三

種詞的策略與其實例說明如下表四-13： 

表 四-13  詞的策略種類與實例 

策略種類 使用實例 

合詞 「like 奴 is slave and 僕 is 

simple，so um…I＇m not sure what 

it means.」（AS8） 

「白費，eh…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but if I have to guess 

for some reason, I would say, I 

would guess 白費 is 浪費，浪費時

間。」（IS2） 

同義詞、近義詞 「本無可厚非，本不可厚非。」（AS9）

「就算之前再怎麼努力，就是以前再

怎麼努力。」（IS11） 

書面語 「這個盤什麼，於，在，是不是在的

意思？」（AS3） 

「無法就是沒有辦法。」（IS11） 

 

以上述的三種詞的策略檢視本研究二十位華裔學生的有聲思考過程

後，計算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詞的策略的使用次數與佔比，得到下表四-14，

以呈現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的詞的閱讀策略分類結果。 

表 四-14  全體華裔學生詞的策略使用情形 

策略種類 次數 佔比 

反義詞 0 0.00% 

合詞 27 49.09% 

同義詞、近義詞 21 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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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語 7 12.73% 

 

全體華裔學生使用詞的策略時，「反義詞」策略沒有受到使用。最常使

用的是由組合漢字意義猜測詞義的「合詞」策略(49.09%)。「同義詞或近義

詞」策略(38.18%)位居第二。將類似文言文的精簡詞彙翻譯成白話文的「書

面語」策略則是第三名(12.73%)。 

 

（四） 認字策略方面 

認字策略共有四種，實例說明與分類結果如下表四-15 和下表四-16： 

表 四-15  認字策略種類與實例 

策略種類 使用實例 

部首 「女字旁又字…應該是不好的意

思，因為有女字旁，中文的字裡面不

好的意思有女字旁。」（AS3） 

部件 「不知道這是什麼鳥，就是右邊有一

點像峰，左邊有一點像蟲。」（AS4）

「什麼對不可半（停一拍）而…裡面

有發，可是上面有一個邊…」（IS9）

形聲字 「有一種烏叫 feng4 烏，feng4，應

該是 feng4，因為右邊是奉，左邊是

虫字旁。」（AS3） 

 

以上述的三種認字策略檢視本研究二十位華裔學生的有聲思考過程

後，計算出全體華裔學生使用認字策略的使用次數與佔比，得到下表四-16，

以呈現全體二十位華裔學生的認字閱讀策略分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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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6  全體華裔學生認字策略使用情形 

策略種類 次數 佔比 

部首 3 6.67% 

部件 37 82.22% 

形聲字 5 11.11% 

 

全體華裔學生使用認字策略時，最常使用的利用漢字裡面認得的部分辨

認漢字的「部件」策略(82.22%)。而以部件表音，部首表義的方式認字的「形

聲字」策略則是 11.11%，以部首的字形、字源、字音、字義和組字方式來

認字的「部首」策略是 6.67%。 

在檢視過本研究中的全體華裔學生結果呈現後，接下來要把全體華裔學

生分成中級和高級兩個程度，看看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在閱讀策略的使用上

有何異同。 

 

第三節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閱讀策略使用情形 
在這個部分，主要針對的是不同程度之間使用的閱讀策略差異之比較，

與上一部份的全體受試華裔學生閱讀策略之使用調查有所區別。因此比較的

變項為閱讀程度，分成高級和中級兩個不同組別，分析的層次同樣分為一般

性閱讀策略和華語文閱讀策略兩個部分進行比較。這樣一來，即可突顯出不

同程度的華裔學生，在閱讀中文文章時，所使用的閱讀策略有何異同，以達

到針對不同程度華裔學生閱讀策略使用比較的分析目標。 

 

一、一般性閱讀策略 

在第一個層次中，首先將二十名華裔學生分成高級和中級兩組，按照第

三章所提出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分析工具，分別將兩組讀者所使用的閱讀策略

進行分類。一般性閱讀策略分為全面性策略和局部性策略兩類，筆者由謄錄

的逐字稿中分析讀者所使用的閱讀策略，並將使用的策略類別和次數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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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算高級組和中級組各自使用的全面性策略和局部性策略總數和佔

比。其結果如下表四-17。 

表 四-17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一般性策略使用情形 

 全面性策略 局部性策略 總計 

 次數 佔比 次數 佔比 次數 佔比 

高級組 79 19.80% 320 80.20% 399 100.00%

中級組 30 9.15% 298 90.85% 328 100.00%

 

經過上述的分類和計算後，得到上表。首先看到總計部分，可看到高級

組使用的一般性閱讀策略次數(399 次)高於中級組(328 次)。在全面性策略方

面，高級組使用的次數(79 次)和佔比(19.80%)都高於中級組(30 次，9.15％)。

而局部性策略的部分，則是中級組在次數(298 次)和佔比(90.85%)兩方面都

高於高級組(320 次，80.20％)。 

 

（一） 全面性策略方面 

在分析逐字稿時，除了策略使用次數外，筆者同時也對受試者使用的策

略種類做紀錄。首先按照組別各自記錄每一種策略的使用佔比，接下來依照

佔比的高低，將各組內的策略使用比重作一排序。排名方式由高到低依序為

第一名到第十二名，若遇到比重相等的情況時，則並列最低名次。舉例來說，

如果有三個並列比重第二高的策略，則三種策略都以第四名認定之，第二名

和第三名都從缺。如此一來，當比較中級組和高級組的名次時，才可看出每

個名次代表的意義，兩組之間的排名比較才有具體的意義。高級組和中級組

使用這十二種全面性策略的佔比以及其排名的情形如下表四-18 所示。 

表 四-18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全面性策略使用排名 

 高級組 中級組 

佔比 排名 佔比 排名

略讀，閱讀標題、附標題，看圖片 1.27% 11 0.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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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內容 1.27% 11 0.00% 12 

辨認文章結構 15.19% 3 16.67% 3 

整合信息 3.80% 7 10.00% 5 

對文章內容有所反應 6.33% 6 10.00% 5 

推測文章內容隱含意義 6.33% 6 0.00% 12 

坦承缺乏背景知識 0.00% 12 0.00% 12 

預讀 1.27% 9 0.00% 12 

圖像化 8.86% 4 0.00% 12 

辨認主旨 2.53% 8 23.33% 2 

推斷或提出結論 37.97% 1 30.00% 1 

利用背景知識 15.19% 3 0.00% 12 

總計 100.00%  100.00% 

 

高級組在十二種全面性策略的使用分佈上，使用最頻繁的前三名分別是 

1. 「推斷或提出結論」(37.97%) 

2. 「辨認文章結構」(15.19%) 

3. 「利用背景知識」(15.19%) 

使用頻率最低的後三名則是 

12. 「坦承缺乏背景知識」(0.00%) 

11. 「略讀，閱讀標題、附標題，看圖片」(1.27%) 

11 「預測內容」(1.27%) 

其中「坦承缺乏背景知識」(0.00%)完全沒有被使用。 

中級組在十二種全面性策略的使用分佈上，使用頻率前三高的全面性策

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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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斷或提出結論」(30.00%) 

2. 「辨認主旨」(23.33%) 

3. 「辨認文章結構」(16.67%) 

使用頻率最低的後三名則因為中級組在十二種全面性閱讀策略中，只使

用了五種策略，其中最後一名就同時有七個策略並列，因此只列出排名最後

兩名。 

12. 「坦承缺乏背景知識」(0.00%)、「略讀，閱讀標題、附標題，

看圖片」(0.00%)、「預測內容」(0.00%)、「推測文章內容隱含意義」

(0.00%)、「預讀」(0.00%)、「圖像化」(0.00%)、「利用背景知識」(0.00%) 

11. 「整合信息」(10.00%)、「對文章內容有所反應」(10.00%)、 

與高級組相同，「坦承缺乏背景知識」(0.00%)這一項全面性策略在兩組

都完全未受到使用，除此之外，「略讀，閱讀標題、附標題，看圖片」(0.00%)、

「預測內容」(0.00%)、「推測文章內容隱含意義」(0.00%)、「預讀」(0.00%)、

「圖像化」(0.00%)、「利用背景知識」(0.00%)等全面性策略，中級組也完全

沒有用到。 

 

（二） 局部性策略方面 

在局部性策略的部分，以計算全面性策略同樣的方式，計算高級組和中

級組使用十三種局部性策略的佔比與排名，得到兩組使用的情形如下表四

-19。 

表 四-19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局部性策略使用排名 

 高級組 中級組 

佔比 排名 佔比 排名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 0.31% 11 0.00% 13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 16.25% 3 37.92% 1 

表達使用註釋 0.94% 10 0.6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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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字詞分解成數個部分 5.31% 7 2.01% 8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詞

以幫助理解 

0.31% 11 0.34% 12 

解決字彙問題 18.44% 1 18.79% 2 

將字詞翻譯成另一種語言 15.94% 4 3.69% 7 

對字詞提出問題 10.00% 6 15.77% 3 

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畫底線、或

加上箭號 

0.31% 11 5.70% 6 

對句子提出問題 3.44% 8 1.68% 9 

利用句法知識、標點符號、或其他

文法知識 

1.25% 9 1.01% 10 

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 17.19% 2 6.38% 4 

意譯 10.31% 5 6.04% 5 

總計 100.00%  100.00%  

 

高級組在十三種局部性策略的使用分佈上，使用最頻繁的前三名分別是 

1. 「解決字彙問題」(18.44%) 

2. 「監控閱讀節奏和閱讀行為」(17.19%) 

3.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16.25%) 

使用頻率最低的後三名則是 

13.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0.31%) 

12.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詞以幫助理解」(0.31%) 

12. 「把不懂的字詞圈起來、畫底線、或加上箭號」(0.31%) 

中級組在十三種局部性策略的使用分佈上，使用最頻繁的前三名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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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跳過不認識的字詞」(37.92%) 

2. 「解決字彙問題」(18.79%) 

3. 「對字詞提出問題」(15.77%) 

使用頻率最低的後三名則是 

13. 「陳述對字詞的理解」(0.00%) 

12. 「使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同源詞以幫助理解」(0.34%) 

11. 「利用句法知識、標點符號、或其他文法知識」(1.01%) 

其中「陳述對字詞的理解」(0.00%)並未受到中級組的使用。 

 

二、華語文閱讀策略 

除了一般性策略的第一種分析角度外，華語文策略是本研究採用的第二

種分析角度。進行分析時，首先把所有受試的華裔學生分成高級和中級兩

組，再依照信世昌（2001）所提出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加以分類，最後將各組

所使用的策略次數與佔比計算出來。計算後的結果以表四-20 呈現如下。 

表 四-20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華語文策略使用情形 

 高級組 中級組 

次數 佔比 次數 佔比 

篇章策略 27 22.50% 23 34.33% 

句的策略 28 23.33% 9 13.43% 

詞的策略 40 33.33% 15 22.39% 

認字策略 25 20.83% 20 29.85% 

總計 120 100.00% 67 100.00% 

 

在上表中，高級組使用的策略總計次數(120 次)遠高於中級組(67 次)，

兩者之間幾乎有兩倍的差距。由佔比的數據中，可看到高級組使用比例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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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詞的策略」(33.33%)，次高的則是「句的策略」(23.33%)，最低的是

「認字策略」(20.83%)，倒數第二的是「篇章策略」(22.50%)。 

中級組佔比最高的是「篇章策略」(34.33%)，緊接著的是「認字策略」

(29.85%)，最少使用的是「句的策略」(13.43%)，再來則是「詞的策略」

(22.39%)。 

 

（一） 篇章策略方面 

在篇章策略的部分，高級組和中級組的使用佔比與排名的情形如下表四

-21。 

表 四-21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篇章策略使用排名 

 高級組 中級組 

佔比 排名 佔比 排名 

文章主旨 44.44% 1 34.78% 2 

組句 25.93% 3 8.70% 3 

上下文線索 29.63% 2 56.52% 1 

總計 100.00%  100.00%  

 

在篇章策略的使用分佈上，高級組使用最頻繁的是「文章主旨」

(44.44%)，最少使用的則是「組句」策略(25.93%)。中級組使用頻率最高的

篇章策略是「上下文線索」(56.52%)，使用頻率最低的是「組句策略」(8.70%)，

與高級組相同。 

 

（二） 句的策略方面 

在句的策略的部分，高級組和中級組的使用佔比與排名的情形如下表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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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2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句的策略使用排名 

 高級組 中級組 

佔比 排名 佔比 排名 

句型 3.57% 3 55.56% 1 

斷詞 82.14% 1 33.33% 2 

斷句 14.29% 2 11.11% 3 

總計 100.00%  100.00

% 

 

 

在上表中可看到在所有的句的策略中，高級組最常使用的是「斷詞」策

略(82.14%)，最少使用的則是「句型」(3.57%)。至於中級組使用的句的策略，

以「句型」策略(55.56%)的頻率最高，恰為高級組最常使用的策略。「斷句」

(11.11%)則是中級組使用頻率最低的句的策略。 

 

（三） 詞的策略方面 

在詞的策略的部分，高級組和中級組的使用佔比與排名的情形如下表四

-23。 

表 四-23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詞的策略使用排名 

 高級組 中級組 

佔比 排名 佔比 排名 

反義詞 0.00% 4 0.00% 4 

合詞 55.00% 1 33.33% 2 

同義詞、近義詞 32.50% 2 53.33% 1 

書面語 12.50% 3 13.33% 3 

總計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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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中可看到在所有的詞的策略中，高級組最常使用的是「合詞」策

略(55.00%)，最少使用的則是「反義詞」(0.00%)。至於中級組使用的詞的策

略，以「同義詞、近義詞」策略(53.33%)的頻率最高，「反義詞」(0.00%)是

使用頻率最低的詞的策略。「反義詞」策略在高級組和中級組都未受到使用。 

 

（四） 認字策略方面 

在認字策略的部分，高級組和中級組的使用佔比與排名的情形如下表四

-24。 

表 四-24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認字策略使用排名 

 高級組 中級組 

佔比 排名 佔比 排名 

部首 12.00% 3 0.00% 3 

部件 68.00% 1 100.00

% 

1 

形聲字 20.00% 2 0.00% 3 

總計 100.00%  100.00

% 

 

 

在上表中可看到在所有的認字策略中，高級組最常使用的是「部件」策

略(68.00%)，最少使用的則是「部首」(12.00%)。至於中級組使用的認字策

略，只有「部件」一種。 

由於在上述結果中看不出兩組之間有何特別的差異，因此筆者決定把高

級組和中級組使用所有華語文閱讀策略的頻率作一個整體排名，以比較兩組

在使用上述十三種華語文閱讀策略時的情形。高級組和中級組使用華語文策

略的佔比以及其排名的情形如下表四-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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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5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華語文策略種類使用排名 

策略種類 高級組 中級組 

佔比 排名 佔比 排名

文章主旨 10.00% 5 11.94% 4 

組句 5.83% 7 2.99% 9 

上下文線索 6.67% 6 19.40% 2 

句型 0.83% 12 7.46% 6 

斷詞 19.17% 1 4.48% 7 

斷句 3.33% 10 1.49% 10 

反義詞 0.00% 13 0.00% 13 

合詞 18.33% 2 7.46% 6 

同義詞、近義詞 10.83% 4 11.49% 4 

書面語 4.17% 9 2.99% 9 

部首 2.50% 11 0.00% 13 

部件 14.17% 3 29.85% 1 

形聲字 4.17% 9 0.00% 13 

總計 100.00%  100.00%  

 

高級組在十三種華語文閱讀策略的使用分佈上，使用最頻繁的前三名分

別是 

1. 「斷詞」(19.17%) 

2. 「合詞」(18.33%) 

3. 「部件」(14.17%) 

使用頻率最低的後三名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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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反義詞」(0.00%) 

12. 「句型」(0.83%) 

11. 「部首」(2.50%) 

 

中級組在十三種華語文閱讀策略的使用分佈上，由於有兩種策略並列第

四名，第三名從缺，因此列出使用最頻繁的前兩名，分別是 

1. 「部件」(29.85%) 

2. 「上下文線索」(19.40%) 

使用頻率最低的有三種策略並列最後一名，分別是 

13. 「反義詞」(0.00%) 

13. 「部首」(0.00%) 

13. 「形聲字」(0.00%) 

其中「反義詞」(0.00%)兩組皆未使用。 

 

第四節 小結 
本章首先對所有研究對象作一整體性的分析，以策略使用次數和佔比，

研究華裔學生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接下來則依程度區分為高級組和中級組

兩組，以策略使用的頻率在各組內的排名，比較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閱讀中

文文章時，使用閱讀策略的傾向有無異同。本章透過實際執行第三章的研究

設計後，得到的結果以列表方式呈現，以利接下來的第五章進行分析與討論

研究結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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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與討論 

本章將檢視第四章呈現的研究結果，並對呈現出來的研究結果進行分析

和討論。在章節的安排上，則沿襲第四章呈現研究結果的架構，按照全體研

究對象、不同程度華裔學生，依序分成兩小節進行探討。根據本研究在第三

章提出的的研究流程22，除了對研究結果本身進行分析以外，本章還將把得

到的研究結果與相關的前人研究結果進行比較。在分析的層次上，本章特別

增加一個小節，用來探討華裔學生實際使用了的，卻無法歸納在現有華語文

閱讀策略中的實際使用策略，最後在第四小節小結本章分析與討論的結果。 

 

第一節 華裔學生閱讀策略之分析 
在前人的相關研究中，一般性閱讀策略方面，得到中級以上的讀者對局

部性策略的使用已逐漸減少，有加重使用全面性策略的趨勢（Block，1986；

Young，1993；張蔓蓀，2006）。華語文閱讀策略方面，則有信世昌（2001）

的閱讀研究，其結果表明中級以上讀者主要使用的是「句的策略」，字詞層

級的「認字策略」與「詞的策略」都被認為過於簡單。 

透過上一節呈現之結果，可得到在閱讀中文時，華裔學生最常使用哪些

閱讀策略，不使用哪些閱讀策略，使用了哪些特殊的閱讀策略等。本研究中

受試的二十位華裔學生使用一般性閱讀策略和華語文閱讀策略的情形，將分

別以圖五-1 和圖五-2 表示如下。 

                                                 
22 詳見第三章第二節之「研究過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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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1  全體華裔學生使用一般性策略之比重分佈 

 

由上圖可看到，華裔學生使用「局部性策略」的頻率(85%)明顯高於「全

面性策略」(15%)，表示對於華裔學生而言，「局部性策略」是閱讀中文時，

要達到理解目的所主要仰賴的方式。 

 

在華語文閱讀策略方面，本研究中受試的二十位華裔學生使用策略的情

形如下圖五-2： 

 
圖 五-2  全體華裔學生使用華語文策略之比重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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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看出，「詞的策略」(29%)是本次受試的華裔學生主要使用的策

略，其次是「篇章策略」(27%)，第三是「認字策略」(24%)，佔比最小的是

「句的策略」(20%)。，表示對於華裔學生而言，「詞的策略」是閱讀中文時，

要達到理解目的所主要仰賴的方式。 

比較前人的研究結果和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在一般性閱讀策略方面，本

研究中的華裔學生在使用次數或頻率上，並未如前人的結果所表示般的偏向

全面性策略，反而呈現局部性策略遠高於全面策略的情形，表示在閱讀略難

文章時，中級甚至高級程度的華裔學生採用的閱讀策略仍主要偏向局部性策

略。在華語文閱讀策略方面，本研究的受試者主要使用的策略是「詞的策

略」，與信世昌所得到的中級以上讀者主要使用的是「句的策略」的研究結

果也不盡相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本研究結果與前人的研究結果有所差異

的原因在於研究對象的不同，特別是母語是否具有漢字背景。  

在信世昌（2001）的研究中，研究對象的背景以日韓居多，十位中就有

七位是東方學生，分別為四位日本學生、兩位韓國學生、一位越南學生，其

他三位西方學生則是來自英國、巴拉圭和哥斯大黎加，有七成的研究對象都

是來自漢字文化圈23裡的國家（蔣為文，2006），具有漢字背景。而本研究

的二十位研究對象則為在北美地區出生長大，或從小移居北美，且沒有在台

灣或大陸地區受過正規國民教育的華裔學生，並無漢字背景，與信世昌的研

究對象背景不完全相同。 

在葉德明和陳純音針對外籍學生閱讀策略的研究中（1998）表示，日本

學生因為漢字和本國語言有類似之處，因此對漢字反應較美國學生快速且準

確，漢字背景是造成西方學生在閱讀上不像日本學生那麼佔優勢的基本原

因。信世昌（2001）在研究中也表明，東方學生即使在口語、聽力方面的表

現與西方學生差不多，但在閱讀方面仍比西方學生更具有理解力。因此，研

究對象的漢字背景之有無，對學習者在使用閱讀策略上，的確有所影響。 

在信世昌的研究中提到，從小接受漢字教育的日本學生，認為字詞層面

的「認字策略」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反而對高層次的「篇章策略」較為肯定。

                                                 
23 所謂「漢字文化圈」是指曾經使用，或仍然使用「漢字」作為書寫系統的國家或地區。如：台

灣、中國、香港、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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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東方學生，由於其母語已經有漢字的系統，在閱讀時，使用策略的情

形必然受到影響。可見得研究的對象在漢字背景的有無方面，的確影響閱讀

策略的使用。由以下摘錄自一段對日本學生進行的閱讀策略訪談中，也可看

到例證。 

「…第一部分（認字策略）對我來說可以省略。但我是在學了「字」的部分以

後才注意到中國字的部首是很有用的，對沒有接觸過漢字的人來說，也許更有

用。因為背景不同，所以差異很大。」（轉載自 信世昌《華語文閱讀策略之

教程發展與研究》p.121） 

 

由此可見，除了前人和筆者提出的論點以外，由學習者本身也可發現相

同的論證：漢字背景的確對閱讀上有所影響。 

在前人的閱讀策略研究中，多以一般華語學習者作為研究對象（信世

昌，2001；Everson & Ke，1997；張蔓蓀，2006），本研究則以華裔學生作

為研究對象。對象不同，研究結果便有所不同。本研究定義下的華裔學生的

特色是口語能力高，但讀寫能力低，因此在句子、篇章層面的理解並不是主

要問題，其閱讀難點主要在於漢字的辨認。在下列本研究所蒐集到的實例

中，可看到學生在閱讀時主要的閱讀困難在漢字辨認： 

 

「…那個，前面的很 frustrating（笑），很多的字看不懂，因為我如果看過，

然後我認識，我就會念，念出來我就知道在寫什麼，然後我沒有看過我就不知

道，不知道怎麼念，就不知道什麼意思。」(IS4) 

 

「…There are too many characters I don＇t know, I can＇t understand. 

如果把字念出來我可以知道說什麼。…」(IS2) 

 

與前面日本學生在訪談中所提到的認字策略對自己沒有什麼用，可以省

略，對沒有接觸過漢字的人來說，認字策略比較有用的說法兩相對照，可以

看到有漢字背景的學生，在閱讀時主要問題不在辨認漢字，而在篇章等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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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方面，因此主要利用的是高層次的篇章或句的策略。在葉德明與陳純音

（1998）調查東西方外籍學生及我國學生學習中文的策略研究中，也發現有

百分之二十的西方學生在閱讀時使用斷詞策略，但具有漢字背景的日本學生

和我國學生則未使用此項策略，表示漢字背景的有無對閱讀策略的使用具有

影響力的。反觀沒有漢字背景的華裔學生，因為主要的閱讀難點在辨認漢

字，漢字念出來以後就能理解意義，因此篇章層次反而不是問題所在，遇到

字詞層面的問題機會高於句子或篇章層面，所以使用詞或認字的策略頻率也

隨之提高。同理，由一般性策略的分析角度來看，局部性策略屬於字詞層面，

全面性策略屬於篇章層面，華裔學生主要閱讀難點在於辨認漢字，而非理解

句意或文意，因此局部性策略的使用比例便高於全面性策略。由此可知，研

究對象，特別是漢字背景之有無，對學習者在使用閱讀策略上，的確有所影

響。 

 

第二節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閱讀策略之分析 
這個部分討論的是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之間使用閱讀策略的異同。透過

比較，可達到針對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比較其閱讀策略使用異同的研究目

標。以下將進行量和質兩方面的分析，即分為策略的使用次數和使用種類兩

方面進行討論。 

 

一、策略使用次數 

在第二章所探討的不同程度讀者的閱讀策略研究結果中，在一般性閱讀

策略方面，閱讀程度較高的讀者較常使用「全面性策略」，閱讀程度較低的

讀者則較常使用「局部性策略」。至於華語文閱讀策略方面，則是中級組較

常使用「詞的策略」和「句的策略」，高級組較常使用的是「句的策略」和

「篇章策略」。 

在上一節的結果呈現中，受試的華裔學生在使用一般性策略時，不論高

級組或中級組，使用「局部性策略」的頻率都遠比「全面性策略」來得高，

以圖五-3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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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3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一般性策略使用比例之比較 

 

由上圖可看到，不論高級組或中級組，在使用頻率上都呈現「局部性策

略」遠高於「全面性策略」的情形，與前人研究結果不符。可是如果進一步

細看兩組使用一般性閱讀策略的情形，可發現固然兩組都有偏向使用「局部

性策略」的傾向，但不同的是，以使用一般性策略的整體情形看來，高級組

偏向「局部性策略」的比重(80.20％)低於中級組(90.85%)。 

比較前人研究結果和本研究結果發現，在一般性閱讀策略方面，高級組

和中級組，都呈現「局部性策略」使用頻率遠高於「全面性策略」的情形，

並未如前人研究結果中所表示般的偏向「全面性策略」，但以「全面性策略」

和「局部性策略」在兩組間的變化情形分析，則可發現不同的結果。現以圖

五-4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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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4  閱讀程度與使用全面性和局部性策略的關係 

 

由上圖看來，「全面性策略」在高級組的比重(19.80％)比在中級組的比

重(9.15%)更高，由中級組到高級組呈現比重上升的情形。至於「局部性策

略」則是在高級組的比重(80.20％)比在中級組的比重(90.85%)更低，由中級

組到高級組呈現比重下降的情形，這表示隨著程度提高，讀者對「全面性策

略」的使用頻率也跟著增加，而「局部性策略」的使用頻率則漸漸降低。因

此，經由探討研究結果後，我們可以得到「隨著語言程度的提高，全面性策

略的使用頻率跟著上升，而局部性策略的使用頻率則跟著下降」的結果。在

張蔓蓀（2006）針對四十位美國大學中文課三年級的學生的閱讀研究中，表

明語言水平越高，「宏觀性策略」（Global Strategy）的使用越為頻繁，也與

本研究結果相呼應。 

在華語文閱讀策略方面，對不同程度華裔學生進行分析，得到高級組和

中級組使用華語策略的情形如下圖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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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5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華語文策略使用比例之比較 

 

由上圖可看到，比較兩組使用華語文策略的佔比後，高級組最常使用的

是「詞的策略」(33.33%)和「句的策略」(23.33%)，中級組最常使用的則是

「篇章策略」(34.33%)和「認字策略」(29.85%)。另外，在策略種類的使用

上，高級組使用的種類分佈比中級組平均，表示高級組使用策略的彈性較

大，不會像中級組集中使用特定幾種策略。在許多針對不同程度讀者的閱讀

策略比較研究中，都表示閱讀能力較高的讀者在閱讀過程中使用閱讀策略的

種類有較豐富的現象（Hare & Pulliam, 1980; Smith, 1967; Sullivan, 1978），

而從上圖看來，本研究的結果與前人的看法是相互呼應的，高級組的策略使

用分佈較為平均，表示高級組的確在運用策略時擁有較大的彈性。 

比較前人研究結果和本研究結果發現，在華語文閱讀策略方面，高級組

並未完全如同前人得到的結果般，呈現以「篇章策略」或「句的策略」為主

的情形，而是以「詞的策略」和「句的策略」為主。中級組也未以「詞的策

略」或「句的策略」為主，反而以「篇章策略」和「認字策略」為主。以各

種種類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在兩組間的變化情形分析，則可發現不同的結果。

現以圖五-6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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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6  閱讀程度與使用不同種類華語文策略的關係 

 

由上圖看來，隨著語言程度變化，策略的使用也跟著變化。在「句的策

略」和「詞的策略」方面，呈現出與語言程度正相關的關係。語言程度越高，

使用「句的策略」和「詞的策略」的頻率也越高。然而，在「篇章策略」和

「認字策略」方面，則使用頻率隨著語言程度提高而下降，呈現出負相關的

關係。 

上述關於「篇章策略」的結果令筆者感到非常意外，「認字策略」隨語

言程度升高而減少是可以理解的，因為閱讀程度提高，認得的漢字也多，認

字策略的使用自然降低。然而「篇章策略」屬於高層次的閱讀策略，使用頻

率應該隨語言程度提高而提高，但在上圖中卻看到「篇章策略」與語言程度

呈現負相關的關係，難道高層次的閱讀策略反而是低語言程度的讀者較容易

上手的閱讀策略嗎？筆者認為此點值得深入做進一步的探討。因此筆者決

定，光由數據上分析仍嫌不夠，還需要從質的角度切入，看是否能在兩組實

際使用的策略種類的探討上，得到更詳盡的資訊，以求得更明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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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使用種類 

從次數方面來看，可得到在同樣閱讀比讀者本身程度稍高的文章時，高

級組和中級組在閱讀策略的使用頻率上有何差異的結果。而從策略使用種類

的比較，則可看出閱讀程度對選擇閱讀策略的種類是否有所影響。本研究在

一般性閱讀策略和華語文閱讀策略方面得到的結果非常豐富，經由分析將所

觀察到的一些現象列舉出來，可作為不同程度華裔學生的中文閱讀策略研究

的啟示。 

在一般性策略方面，對不同程度華裔學生進行分析，得到高級組和中級

組選擇「全面性策略」種類的情形如下圖四-7： 

 
圖 五-7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全面性策略種類選擇之比較 

 

由上圖可看到，高級組在使用「全面性策略」時，選擇的種類遠比中級

組來得多。反觀中級組，選擇的「全面性策略」種類不多，十二種只使用了

五種，不到半數，且有七種策略完全沒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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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部性策略」方面，對不同程度華裔學生進行分析，得到高級組和

中級組選擇策略種類的情形如下圖四-8： 

 

圖 五-8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局部性策略種類選擇之比較 

 

在上圖中，可看到在選用「局部性策略」的種類時，程度的不同並沒有

造成什麼影響，幾乎每個種類都受到兩組的選用。 

比較「全面性策略」和「局部性策略」的結果，可發現中級組在「全面

性策略」使用種類不多，然而在「局部性策略」部分則幾乎全部的種類都用

到了。反觀高級組則無此情形，不論是「全面性策略」或「局部性策略」，

高級組選擇使用的種類範圍都很廣，並不受限於幾個種類，彈性比中級組更

好，選擇也更豐富。這個現象表示，語言程度的高低對策略種類的使用彈性

有所影響，也就是說，對中級組而言，「全面性策略」可被選用的範圍較窄，

種類較少，但對高級組而言，則沒有受「全面性策略」或「局部性策略」影

響在策略種類選用上的差別。 



第五章 分析與討論 

 

105 

在上一個部分利用策略使用次數進行的探討中，我們得到「隨著語言程

度的提高，全面性策略的使用頻率也跟著上升」的結果。現在除了量的結果

以外，還能再加上質方面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得到「語言程度越高，全面

性策略的使用頻率以及使用種類都會隨之增加」的結果。換句話說，全面性

策略在量與質，即策略使用次數與策略使用種類兩方面，都與語言程度的高

低呈現正相關的關係。 

在華語文策略方面，對不同程度華裔學生進行分析，得到高級組和中級

組選擇總計共十三種的華語文策略的情形如下圖四-9： 

 
圖 五-9  不同程度華裔學生華語文策略種類選擇之比較 

 

由上圖可看到，高級組使用的華語文閱讀策略種類前三名依序是「斷

詞」、「合詞」、「部件」，分佈在句、詞、字三個層次，而中級組則除了「上

下文線索」屬於篇章策略以外，主要使用的華語文閱讀策略種類是「部件」，



第五章 分析與討論 

 

106 

分佈在字的層次。由此可見，由中級組到高級組，使用的閱讀策略種類的層

次有由漢字漸漸往上提升到詞彙，甚至句子的趨勢。 

比較高級組和中級組使用華語文閱讀策略的結果，引起筆者注意的地方

有四處： 

（一）使用「上下文線索」的頻率，中級組高於高級組 

比較兩組使用華語文閱讀策略的情形後，我們可以看到，「上下文線索」

是中級組最常使用的策略的第二名，但該項策略卻是高級組的第六名，中級

組使用「上下文線索」的頻率遠高於高級組24。在上一部分以數據進行分析

時，得到的結果篇章策略的使用頻率隨著語言程度提高而下降，呈現負相關

的關係這項令人意外的結果。若以選擇策略的種類和其排名來看，在篇章策

略方面，兩組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差異，不但所有種類都使用了，且排名也相

去不遠，並看不出影響的因素。但若以使用的策略種類來看，由於篇章策略

屬於高層次的閱讀策略，因此在十二種華語文閱讀策略中，「上下文線索」

在中級組的排名遠高於高級組這一點就值得注意了。 

所謂「上下文線索」指的是由上下文中找尋與不認識的字詞有關連的線

索，藉此猜測此字詞可能的意義，也就是由上下文的情境解決詞彙的問題。

「上下文線索」雖然屬於篇章策略，但以目的來看，其實是透過篇章層面的

方式來解決詞彙層面的問題。這表示中級組雖然使用「上下文線索」這種篇

章策略，但主要仍在以解決詞彙這種低層次的問題來達到閱讀理解的目的。 

由於中級組大量使用「上下文線索」策略，因此在整體的華語文閱讀策

略比例上，「上下文線索」所隸屬的篇章策略的佔比就被拉高了不少，連帶

地，高級組的篇章策略佔比也就相對地不如中級組了。因此，筆者認為，篇

章策略之所以會隨著語言程度提高而下降，究其原因，並不是因為低程度的

讀者較能掌握高層次的閱讀策略，而是因為與中級組在「上下文線索」的使

用頻率，遠高於高級組有關。 

                                                 
24在中級組使用總計 67 次的華語文閱讀策略中，「上下文線索」單一種策略就佔了 13 次，相當於

19.40%，是十三種策略中的第二位。在高級組使用總計 120 次的華語文閱讀策略中，「上下文線

索」單一種策略佔了 8 次，相當於 6.67%，是十三種策略中的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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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斷詞」與「合詞」策略的頻率，高級組高於中級組 

從呈現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高級組最常使用的閱讀策略是「斷詞」，

高居十三種華語文閱讀策略中的第一名，但該項策略卻是中級組的第七名，

高級組使用「斷詞」的頻率遠高於中級組25。這表示高級組運用斷詞的能力

較強，比中級組更常運用斷詞策略來幫助理解。另外「合詞」策略同樣在兩

組間有不小的差異。「合詞」是高級組最常使用的策略的第二名，但卻是中

級組的第六名26，表示高級組比中級組更懂得運用合詞策略來達到閱讀理解

的目的。 

所謂「斷詞」策略指的是在連續的字詞中判斷詞彙的語義分界點，而「合

詞」則是指透過組合詞彙中漢字的意義，藉以猜測此詞彙的意思。中文的文

句並沒有如英文般以空格分開詞彙的機制，而是以一連串的字詞緊密排列而

成，加上中文有單音節、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彙的特性，因此對文句中字詞組

合的判斷能力，就成了文章閱讀理解程度的關鍵。Everson & Ke（1997）指

出斷詞的能力是不同程度中文學習者的差異性之一。葉德明與陳純音（1998）

則表示，在中文書寫單位是漢字，但意義單位是詞彙的特性下，以漢字或詞

彙做為中文閱讀單位會對學習者閱讀中文的速度和理解程度有所影響。因

此，能夠正確地斷詞，或判別單個漢字與詞彙間的關係，將對閱讀理解有所

幫助。信世昌（2001）也表示，若讀者具有辨識詞彙組合的能力，能正確地

分詞斷句，則有助於促進快速達到閱讀理解的目的。林秀蕙（2005）更直接

提出，高級漢語水平者在斷詞能力上，明顯比中級漢語水平者強的說法。本

研究結果承上學者專家的看法，認為高級組使用「斷詞」與「合詞」頻率高

於中級組的現象，表示斷詞以及合詞策略的運用能力，是高級組和中級組閱

讀程度上分野的指標之一。 

 
                                                 
25在高級組使用總計 120 次的華語文閱讀策略中，「斷詞」單一種策略就佔了 23 次，相當於 19.17%，

是十三種策略中的第一位。在中級組使用總計 67 次的華語文閱讀策略中，「斷詞」單一種策略佔

了 3 次，相當於 4.48%，是十三種策略中的第七位。 
26在高級組使用總計 120 次的華語文閱讀策略中，「合詞」單一種策略就佔了 22 次，相當於 18.33%，

是十三種策略中的第二位。在中級組使用總計 67 次的華語文閱讀策略中，「合詞」單一種策略佔

了 5 次，相當於 7.46%，是十三種策略中的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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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件」策略皆受到兩組高頻率的使用 

在所有的華語文閱讀策略中，唯一一個同時進入高級組與中級組前三名

的策略就是「部件」策略。「部件」是高級組的第三名，中級組的第一名，

且在中級組使用的所有華語文策略中，佔了將近三分之一的比重，等於中級

組每使用三到四次策略中，就有一次是使用「部件」策略。可見得「部件」

策略對華裔學生而言，是在閱讀中文時，不分程度皆受到高度依賴的閱讀策

略。 

由於研究對象的程度在中級以上，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認字策略應該

不會出現在使用策略排行榜上的前幾名。但出乎意料的是，屬於認字策略的

「部件」策略卻同時成為兩組的前三名。此外，觀察其他認字策略，發現並

沒有這個現象27。筆者認為，這是因為部首和形聲字需具備相關知識，一般

學生若不熟悉相關知識，往往只能利用部件策略。 

筆者原本認為認字策略屬於初級閱讀程度，中級以上讀者應多使用句子

或篇章等策略，但屬於認字策略的「部件」策略不分程度地受到華裔學生高

度依賴，打破了筆者既有的觀念。此外，在上一部分所得到的「學習者背景

影響閱讀策略的使用」的原則恰好適用於此。一般學習者閱讀程度高，代表

漢字能力達一定水平，但是華裔學生閱讀程度高，不代表他們跟一般學習者

一樣是漢字能力達一定水平的學生。華裔學生的閱讀理解能力似乎建立在語

篇的基礎上，偏向由上而下的理解文意，而非傳統的由下而上模式。前述華

裔學生遇到詞彙造成閱讀障礙時，由篇章層面的「上下文線索」策略解決問

題，而非停留在詞的層面，就是華裔學生的閱讀理解能力建立在語篇的基礎

上，偏向以由上而下的模式來理解文意的例證。可見得，對一般華語學習者

適用的標準似乎並不適用於華裔學生身上。 

 

（四）「利用背景知識」與「圖象化」只有高級組使用 

在張蔓蓀（2006）的研究中表示，由於語言水平較低，但又必須達到閱

                                                 
27 其他認字策略尚有「部首」和「形聲字」兩種。「部首」在高級組排名第十一位，在中級組為

第十三位；「形聲字」在高級組為第九位，中級組為第十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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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理解的目的，因此語言水平較低的讀者往往依賴背景知識。在上一節的結

果呈現中，「利用背景知識」和「圖像化」的使用頻率在高級組高居第三名

和第四名，但中級組卻完全沒有使用的現象，這個結果與張蔓蓀所得到的研

究結果有所出入，引起筆者的注意。筆者認為本研究的高級組之所以使用大

量「利用背景知識」和「圖像化」，是由於文章風格所致。 

由於高級組文章涵蓋特殊專有名詞的成分高，如蜂鳥、仙人掌等，都是

易於引起讀者聯想到生活常識或自身生活經驗的材料。因此「利用背景知識」

的比例也就受活潑生動的文章風格影響而提高了。而中級組的文章講述成功

需要堅持和努力，不可半途而廢等老生常談的道理，利用背景知識的機會不

大，連帶就影響了中級組在「利用背景知識」策略的使用比例。在高級組的

文章中，除了運用蜂鳥做譬喻，還以象牙塔、天塌下來等形容書呆子世界之

狹隘或甚至人生是一本大書等做抽象的譬喻，另外還有仙人掌等花草植物，

相較於只是平鋪直敘講述成功之道的中級組文章，高級組文章的風格顯得比

較生動活潑，畫面豐富，自然引導讀者大量使用「圖像化」策略。現以實例

說明如下： 

 

「有一種鳥叫…蜂鳥，蜂 ，I don＇t know，kind of bird, I think. 是

鳥類中最小的鳥,so maybe a humming bird?」 

（AS1） 

「有一種鳥叫…mmm…不知道這個是什麼鳥，就是右邊有一點像峰，左邊

有一點像蟲，所以…（笑）我不知道，應該是一種特別的鳥吧？是鳥類

中最小的鳥,mmm…Oh!!!這個應該是，英文叫 humming bird，就是會飄

著飄著，好像蜜蜂一樣的小鳥。」 

（AS4） 

「有一種鳥叫 er…蜂鳥,是鳥類中最小的鳥，mm…所以這個大概是講鳥

的吧，介紹這種鳥，蜂鳥。只有拇指大小，所以蜂鳥可能是

指…mmm…humming bird?」 

（A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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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鳥嘴細長，so the bird＇s beak is thin and long，專吃花蜜和

花上的小昆蟲，昆昆昆…so 他專門吃…不知道花蜜是什麼,maybe…oh！

可能是 humming bird!」 

（AS12） 

「產於南美洲，整日盤 xun2 於仙人掌等幾種花間，也許營養太單調，對，

那應該是在沙漠裡吧」 

（AS6） 

「這個象，應該，是不是大象的象，然後他的牙，就是很大的牙（手勢

比劃象牙狀）」 

（AS4） 

「整日盤旋於仙山掌…er?仙人掌（笑）等幾種花間，仙人掌…啊！仙人掌就

是那個有刺的（以手勢表示刺的樣子），綠色…」 

（AS5） 

「鑽進象牙塔出不來，um…就是他們很聚精會神，然後可能什麼都不管，

然而，不好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er…一直往上衝，然後就是…like 象

牙，鑽進象牙，應該是很窄，象牙塔，然後自己困住了，就出不來。」 

（AS5） 

本研究所採用的文本， 雖已考慮到文體和難易度，但在文章風格上不

甚相同。中級組的文章體裁屬於論說文，而高級組的文章運用自然界的動物

來做譬喻，容易讓讀者把文章內容與生活經驗或背景知識連結起來，如此一

來，「利用背景知識」、「圖象化」的使用率自然提高。由此可知，除了題材、

難易度以外，選擇文章時還得把文章風格列入考慮因素之列。 

本研究限於篇幅與資源，未能進一步驗證文章風格對策略使用的影響，

但筆者建議未來可透過交叉比對的方式，例如讓中級組看以自然界事物或生

活經驗等做譬喻的風格的文章，讓高級組閱讀陳述道理或議論事理的風格的

文章，並對其結果與本研究結果進行交叉比對，檢視是否「利用背景知識」

策略和「圖像化」策略一樣能在中級組得到高頻率的使用，而高級組是否還

持續高頻率地使用這兩項策略。或者也可選擇一篇風格相同的文章，讓兩組

都進行閱讀，以比較不同程度閱讀同樣風格文章時，閱讀策略使用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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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進而進一步驗證文章風格對策略使用的影響與否。 

 

第三節 實際使用之其他閱讀策略 
在檢視受試者的有聲思考過程中，筆者發現，除了以上的一般性閱讀策

略以及華語文閱讀策略外，有一些讀者使用的策略在分類時，無論是使用一

般性閱讀策略分類或華語文閱讀策略分類，都無法歸類。如同在第二章的葉

德明與陳純音的研究中所探討過的，為了避免受限於事先預設的分類框架，

而無法完全反映讀者實際使用的閱讀策略，筆者特別另立一項「實際使用之

其他閱讀策略」，以整匯這些受到使用卻找不到分類依歸的閱讀策略。 

本研究限於人力和資源，取樣的母體雖然只有二十位華裔學生，但是仍

觀察到數項不同的閱讀策略。歸納整理後，得到的策略種類共計有四種： 

 

一、漢字輪廓 

所謂「漢字輪廓」指的是利用漢字整體大致的輪廓辨認漢字。以實例說

明如下： 

 

「他們裡[埋]進書堆」 

（AS1、AS2、AS4、AS7、AS8） 

「仙人拿[掌]等幾種花間」 

（AS1、AS3、AS7） 

「鑽進象牙答/搭[塔]出不來」 

（AS1、AS7） 

「有一種烏/島[鳥]叫蜂烏/島[鳥]」 

（AS2、AS3） 

「其實還需要努力地堅特[持]到底」 

（IS1、IS5、IS7、I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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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才會有日/自漂[目標]」 

（IS1、IS3、IS5） 

「因比[此]」 

（IS4） 

「就等[算]之前再怎麼努力也是白費」 

（IS4） 

「總是會有許多得因誰[困難]」 

（IS4） 

在上述的例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埋」被讀做「裡」，「掌」被讀做「拿」，

「塔」讀做「答」或「搭」，「鳥」讀做「島」或「烏」等，顯示讀者在閱讀

時，漢字的輪廓也是影響辨認漢字的因素之一。另外，在上例可看到不論中

級組或高級組都有使用「漢字輪廓」策略的現象。 

由於「漢字輪廓」策略用於辨認漢字，因此依照信世昌（2001）的華語

文閱讀策略分類標準，應屬於「認字策略」的範疇。因此，除了現有認字策

略中的部首、部件、形聲字策略以外，透過漢字大致上的輪廓辨認漢字，也

是此次觀察到的華語文閱讀策略之一。此策略在獲得進一步的驗證後，或許

可當作加入華語文閱讀認字策略種類中的一項。 

 

二、漢字代換 

所謂「漢字代換」指的是在組成一個詞彙中的不同漢字中，彼此之間的

相互代換。也就是說，當讀者讀到一個漢字時，把這個漢字讀成出現在包含

這個漢字的詞彙內的另一個漢字。現以實例說明如下： 

 

「也許營養太簡…簡調/簡單調[單調]」 

（AS1、AS2、AS4、AS7、AS8） 

「[而]而且的，是且或是而」 

（I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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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比[因此]」 

（IS5） 

「人的一生必須通過不…繼續[斷28]地/這是繼續的一邊，堅持和努力才

能獲得機會」 

（IS6、IS9） 

「堅持意味著耐 er…耐…er 耐心[忍耐]」 

（IS6） 

「而在表達目標的過程中，oh!不是，而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 

（IS10） 

透過上述的實例，「漢字代換」策略得到更清楚的闡述。當讀者讀到一

個漢字時，有將這個漢字讀做詞彙組合中另一個漢字的現象。以第一例來

說，讀者讀到「單」字時，有「簡調」的反應，顯示當讀者讀到「單」字時，

把「單」字讀成出現在包含「單」字的詞彙「簡單」內的另一個漢字「簡」。

其他如「而」變成「且或是而」、「因」變成「為」等例子也是相同的情形。

此外，在上述實例中，可以看到這個策略不分組別皆受到使用，但中級組使

用得較為頻繁。 

「漢字代換」策略是在詞彙的層面解決認字的問題，依照劃分「上下文

線索」29歸屬範疇的原則，若「漢字代換」得到更大規模的語料驗證，則可

考慮增加到華語文閱讀策略的「詞的策略」項目內。 

 

 

 

 

 

 

                                                 
28 「繼續不斷」是該生的最近學的生詞 
29 「上下文線索」是在篇章層面解決詞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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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詞彙群組 

所謂「詞彙群組」指的是由認得的漢字與詞彙結構找出各種可能的詞

彙。現以實例說明如下： 

 

「其實還需要…覺得這個是能力還是功力…蠻努力地[努力]」 

（IS1） 

「就算之前再怎麼…勢力嗎？實力？[努力]」 

（IS5） 

「如果無法 something 到什麼點…eh…終點？/缺點？可能缺點[終點]」 

（IS2、IS4） 

「什麼有…征服嗎？不是征服，什麼服，舒服[克服]」 

（IS5） 

「白費，OH!不是！白價！價錢，對！白價！[白費]」 

（IS3） 

「也許營養太單…這是周嗎？我在想是薄[單調]」 

（AS4） 

「苦練的精神，苦讀？苦練？苦讀的精神[苦讀]」 

（AS12） 

在上述的例子中，讀者讀到「努力」時，只認得「力」字，因此「努力」

在讀者眼中就成了「X 力」。為了達到閱讀理解的目的，讀者搜尋所知的所

有可能的詞彙組合，如「能力」、「功力」、「實力」、「勢力」等，最後再透過

其他方式決定選用那個詞彙。在採集的語料中，IS3 的語料特別引起筆者的

注意。該生在讀到「費」字時，一開始其實是讀對的，但是後來卻改變心意，

把「費」讀成「價錢」的「價」。由於「費」和「價」都是跟金錢有關的詞

彙，這似乎表示學生的詞彙網絡中，有群組的配置，而每個群組則依照語意

特性區分。也就是說，具有相同語意特性的詞彙（如：價錢、費用、學費、

貴、便宜…等）劃分在同一個群組（如：金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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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信世昌（2001）的華語文閱讀策略分類標準，「詞彙群組」應屬於

「詞的策略」的範疇。和「漢字代換」策略相同，兩者都是在詞彙的層面解

決認字的問題，因此在獲得進一步的驗證後，可作為增加到華語文閱讀詞的

策略的參考選項。 

 

四、口語協助 

所謂「口語協助」指的是透過口語能力協助閱讀理解。現以實例說明如

下： 

 

「因…因 yan4？因…我不知道，因很像比，可是可能不是比，因比聽起

來很奇怪，anyways，就是因什麼。」 

（IS4） 

「因…因…因好像…因些？這不是些，沒有因些。」 

（IS11） 

「如果無法什麼什麼到什麼點，缺點？缺點，可能缺點，比較常聽缺點。」 

（IS4） 

「總是會有…多的困難，總是會有許多的困難，這個困是猜的，因為前

面有個難，許也是用猜的，因為許多就是通常人就是這樣子講話。」 

（IS11） 

在上述的例子中，「因比」和「因些」的出現，都是由於讀者不認得「因

此」的「此」字，但看到「此」字的樣子與「比」或「些」字在形體上很相

似，所以使用漢字輪廓策略把「因此」讀做「因比」或使用部件策略讀做「因

些」，但又在讀出來以後，基於「聽起來很奇怪」或是「沒有因些」的理由，

判斷「因比」和「因些」是錯誤的解答。因此，筆者認為，口語能力除了能

幫助讀者猜測正確的缺字以外，還能幫助讀者判斷猜測的結果。其他如「比

較常聽缺點」、「通常人就是這樣子講話」也是相同的道理。 

華裔學生的特性是口語能力高於讀寫能力，在閱讀時，其優越的口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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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是否對提升其閱讀理解有所幫助呢？在第二章關於華裔學生的閱讀相關

研究部分，探討過 Everson & Ke（1997）、Ke（1998）、Xiao（2006）、Pavlidis

（1992）等人的看法，Ke(1998)比較華裔和非華裔學生在學習漢字時的情

形，研究發現具中文背景並無助於漢字學習。Xiao（2006）提出華裔學生的

口語能力有助於歸納建立中文語法規則、掌握句構，但無助於字詞習得。

Pavlidis（1992）則認為口語能力有助於閱讀理解。而在本研究中，華裔學

生利用日常生活中與人交際時使用的詞彙來克服閱讀時遇到的漢字障礙，或

判斷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可視為口語能力輔助閱讀理解的實例。如同 Xiao

所言，即使口語能力無助於辨認字詞，但有助於掌握句構、語法規則，建立

中文語感等，在研究結果中也看到，口語能力的確有助於判斷閱讀內容的正

確性。由於閱讀不僅僅是字詞的辨認，閱讀的終極目的是篇章的理解（信世

昌，2001），因此，本研究的發現經過比較後，印證了前人的研究結果，得

到華裔學生在閱讀時可利用其口語優勢，幫助理解文章整體的意義的結果。 

 

第四節 小結 
透過檢視與探討第四章所呈現的結果，本章彙整出幾點發現。除了語言

程度的確對讀者使用閱讀策略有所影響，印證了前人的說法以外，華裔學生

的特殊背景，與因其背景而產生的語言能力特色，也連帶地影響了閱讀策略

的使用情形。另外，從華裔學生閱讀中文的過程中，研究也發現了數點實際

受到使用，但不曾在相關研究中出現的閱讀策略。透過這些具體的研究結

果，期待能對日後華裔學生的中文閱讀，乃至於不同語言程度之於華裔學生

的閱讀策略使用情形有所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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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就研究的具體結果做出結論，表明研究本身的限制所在，並對未

來發展的方向，與應用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於實際教學面提出若干建議。透過

總結研究的成果，並對應研究一開始所提出的議題，檢視本研究經過一系列

的研究過程與分析討論，是否達成當初的研究目的，對華裔學生學習中文的

情形，特別是在閱讀方面的情形，有進一步的瞭解，以裨益針對華裔學生的

閱讀研究和教學。 

本論文分為六章，在第一章的緒論中先說明研究的背景與研究的動機，

解釋研究的議題和希望達到的目的，並替研究使用的數個名詞下定義，解釋

其在本研究中的意涵。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評析介紹閱讀的理論與模式、閱讀

策略、一般的閱讀策略的種類、華語文閱讀策略的種類，並探討不同程度讀

者的閱讀策略使用情形，以及華裔學生中文閱讀策略的相關研究。第三章的

研究方法則開始進行本研究的設計與執行，從選擇的研究方法、發展研究流

程、研究的對象、閱讀的材料、有聲思考、實際執行研究的歷程、到分析策

略資料的工具，分別加以闡述。接著在第四章的結果呈現中，忠實陳述透過

有聲思考所蒐集到的閱讀策略資料，並隨即在第五章的分析與討論對於呈現

出來的結果進行進一步的探討。最後基於各章的探究，而在第六章的結論與

建議中，總結本論文的研究成果，並對未來發展的方向，與實際教學的應用

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在現今的閱讀策略研究中，大部分皆集中在西方語言方面，對華語文閱

讀策略的研究較少，現有以中文為外語或第二語言的研究多為針對一般非華

裔學習者方面的研究，針對華裔學生的華語文閱讀研究並不普遍，因此本論

文探究華裔的中文閱讀情形，盼能為極度缺乏專門研究的華裔閱讀策略領域

貢獻一己之力。 

本論文的目的在於研究華裔學生閱讀中文文章時所採用的閱讀策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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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使用了哪些閱讀策略？使用上有無異同？以及有無

特殊的閱讀策略等議題。研究以跨語言的一般性閱讀策略，和針對中文的華

語文閱讀策略作為理論架構，對以英語為背景的大學程度華裔學生，以有聲

思考的方式進行閱讀策略研究。 

本論文主要探究的議題有四項如下： 

一、華裔學生閱讀中文時，使用哪些閱讀策略 

二、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有何異同 

三、華裔學生有何特有的中文閱讀策略 

四、研究結果將如何裨益實際教學 

透過受試者自述其閱讀時的心理活動，本研究蒐集了華裔學生在閱讀歷

程中，使用閱讀策略的情形。經由徹底的分析與討論後，不但上述的研究議

題得到詳盡的回答，也對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閱讀中文的歷程，特別是在閱

讀策略的使用情形方面，有了進一步的瞭解。 

本研究具體的成果如下： 

一、華裔學生主要使用的閱讀策略是「局部性策略」與「詞的策略」 

站在跨語言的一般性閱讀策略的角度上，「局部性策略」是華裔學生在

閱讀中文時所主要採用的閱讀策略，而站在華語文閱讀策略的角度上分析，

華裔學生主要採用的中文閱讀策略則是「詞的策略」。研究分析表明，研究

對象有沒有漢字背景，的確影響閱讀策略的使用情形。對本研究的華裔學生

而言，由於從小在北美地區出生長大，並未在台灣或大陸地區受過教育，口

語能力高於讀寫能力，閱讀時主要的難點在於辨認漢字，而非長句或段落意

義的理解，因此遇到字詞層面問題的機率便高於句子或篇章層面。相較於隸

屬較高層次的「全面性策略」或「句的策略」，屬於字詞層次的「局部性策

略」和「詞的策略」，便成為本研究全體華裔學生最常使用的閱讀策略。 

 

二、語言程度的高低對華裔學生使用閱讀策略的頻率有所影響 

就頻率而言，高級組使用「全面性策略」的頻率比中級組來得高，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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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組使用「局部性策略」時，則比中級組在頻率上來得低。另外，高級組使

用的「句的策略」和「詞的策略」，頻率比中級組高，使用的「篇章策略」

和「認字策略」則比中級組低。綜而言之，華裔學生的閱讀程度越高，使用

「全面性策略」、「句的策略」和「詞的策略」的頻率也越高，呈現出正相關

的關係，至於在「局部性策略」、「篇章策略」和「認字策略」方面，使用頻

率則隨著語言程度提高而下降，呈現出負相關的關係。 

 

三、語言程度的高低對華裔學生使用閱讀策略的種類有所影響 

跟中級組比起來，高級組使用「全面性策略」的頻率比中級組來得高，

使用的種類也比中級組來得多，而高級組使用「局部性策略」時，只比中級

組在頻率上降低一些，但在種類上並沒有太大的分別。至於在華語文策略方

面，中級組在「上下文線索」的使用頻率，遠高於高級組；高級組使用「斷

詞」與「合詞」頻率高於中級組；而「部件」策略則不分程度地受到華裔學

生高頻率的使用。 

 

四、隨著語言程度的提高，華裔學生運用閱讀策略的彈性也跟著上升 

對中級組而言，「全面性策略」可被選用的範圍較窄，種類較少，但對

高級組而言，不論是「全面性策略」或「局部性策略」，選用策略種類的範

圍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具有較大的揮灑空間。這表示語言程度的高低，對閱

讀策略種類的使用彈性的確有所影響。 

 

五、「斷詞」以及「合詞」策略的運用能力，是高級組和中級組在閱讀

程度上分野的指標之一 

在所有的華語文閱讀策略中，「斷詞」是高級組最常使用的策略，使用

頻率高居第一名，但在中級組則是第七名。「合詞」是高級組內的第二名，

但卻是中級組的第六名，這表示高級組運用斷詞的能力較強，比中級組更常

運用斷詞策略來幫助理解。同樣的策略在兩組間卻有如此的差異，表示高級

組比中級組更懂得運用「斷詞」以及「合詞」策略，來有效的理解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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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句話說，運用這兩種策略的能力越好，就越有助於達到閱讀理解的目的。 

 

六、由中級組到高級組，使用的閱讀策略種類的層次有由漢字提升到句

子的趨勢 

高級組使用的華語文閱讀策略種類前三名分佈在句、詞、字三個層次，

而中級組除了一個「上下文線索」策略屬於篇章層次以外，主要使用的華語

文閱讀策略種類則分佈在字的層次。由此可見，由中級組到高級組，使用的

閱讀策略有由漢字層次往上提升到詞彙層次，甚至提升到句子層次的趨勢。 

 

七、「漢字輪廓」、「漢字代換」、「詞彙群組」、「口語協助」是華裔學生

特有的中文閱讀策略 

透過有聲思考所蒐集到的策略資料中，有四項實際受到華裔學生使用，

卻在現有閱讀策略分類中找不到依歸的閱讀策略分別是：「漢字輪廓」、「漢

字代換」、「詞彙群組」、「口語協助」。所謂「漢字輪廓」指的是利用漢字整

體大致的輪廓辨認漢字。而「漢字代換」指的是在組成一個詞彙中的不同漢

字中，彼此之間的相互代換。「詞彙群組」指的是由認得的漢字與詞彙結構

找出各種可能的詞彙。至於「口語協助」指的則是透過口語能力協助閱讀理

解。由於目前的分類適用於一般外語學習者，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針對華裔

學生，因此觀察到的這四種閱讀策略可視為華裔學生特有的中文閱讀策略。

此外，因為「漢字輪廓」用來辨認漢字，屬於漢字的範疇，可作為加入華語

文閱讀策略在「認字策略」的參考項目；「漢字代換」和「詞彙群組」屬於

詞彙的範疇，則可作為加入華語文閱讀策略在「詞的策略」的參考項目。 

 

八、文章風格對策略種類的使用似乎有所影響 

「利用背景知識」和「圖像化」兩種策略只有高級組使用，且高居其組

內第三名和第四名，但在中級組卻完全沒有使用的現象，經研究分析，認為

是由於文章風格所致。中級組的文章體裁屬於平鋪直敘的論說文，而高級組

的文章則大量使用譬喻，具有豐富的畫面，容易讓讀者把文章內容與生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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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或背景知識連結起來，「利用背景知識」、「圖象化」的使用率自然提高。

本研究雖限於人力與資源，無法進一步交叉驗證文章風格對策略使用的影

響，但可由研究結果知道，除了題材、難易度以外，選擇文章時還得把文章

風格列入考慮因素之列。 

 

九、口語能力除了能幫助讀者猜測正確的缺字以外，還能幫助讀者判斷

猜測的結果，有助於閱讀理解 

在研究結果中看到，口語能力的確有助於判斷閱讀內容的正確性。在本

研究中，華裔學生利用日常生活中與人交際時使用的詞彙來克服閱讀時遇到

的漢字障礙，或判斷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可視為口語能力輔助閱讀理解的

實例。因此，本研究的發現經過比較後，印證了前人的研究結果，得到華裔

學生在閱讀時可利用其口語優勢，幫助理解文章整體的意義的結果。 

 

十、對一般華語學習者適用的標準可能不適用於華裔學生身上 

以程度分等標準來說，光依照語言程度來劃分學習需求，已不符合現在

對華語文教學的要求，目前需要更進一步地依語言背景作為劃分的標準，分

為非華裔學生的分等標準，和華裔學生的分等標準，才能確實區分出學生真

正的語言程度何在。有實際的區分性，才能瞭解教學對象，進而實行合適的

課程安排與教學設計。 

一般學習者具一定水平的漢字能力，閱讀程度才能有相對的水準，但是

這樣的情形似乎不適用於華裔學生身上。在研究結果中發現，華裔學生遇到

因詞彙而造成閱讀障礙時，往往利用篇章層面的「上下文線索」策略解決問

題，而非停留在詞的層面，可見得華裔學生的閱讀理解能力似乎建立在篇章

的基礎上，偏向由上而下的理解文意，而非傳統的由下而上模式。因此，對

一般華語學習者適用的標準，似乎並不適用於華裔學生身上，真正針對華裔

學生的分等標準仍有待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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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研究之限制 
本研究提供了對於不同程度的華裔學生在中文閱讀方面的策略使用情

形與比較的資料，但不可否認的是本研究屬此領域的初探，必然有一定的研

究限制存在。 

第一、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限制在以美國為主的北美大學生，且限定口語

能力流利，高於讀寫能力者，不能代表所有的華裔學生，僅能作為抽樣代表。 

第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二十人，總數並不多，研究方法也限於質化

研究法，只使用了有聲思考和觀察紀錄。若能發展更大規模的量化或質化研

究，並使用多種方式蒐集資料，相信必能大幅提高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第三、有聲思考依靠受試者說出自己的想法，若受試者礙於個性或語言

障礙30而無法充分表達想法，可能無法蒐集到受試者閱讀過程的完整資料。 

第四、本研究的參與對象都是未曾在台灣或大陸地區受過教育的華裔學

生，無法完全代表所有華裔學生的實際條件，研究結果只適用於符合此條件

的部分華裔學生。 

 

第三節 未來研究的建議與方向 
一、研究題目的建議 

本研究只是對華裔學生的閱讀策略領域之初探，仍有許多未盡之處。以

下提供幾項與現今華裔學生學習中文的情況有關，未來可加以探究的具體題

目，以利將來的研究對這個領域進行更深入的探討。 

一、不同語言背景的華裔學生之閱讀策略研究 

由於本研究只以英語為背景的華裔學生為研究對象，不能代表所有的華

裔學生，不同的語言背景對華裔學生在閱讀中文時，有無實際的影響，對閱

讀策略的使用，又有何影響，值得學者專家進一步的探討。 

                                                 
30 本實驗雖告知受試者可用其母語表達，但受試者由於簽訂語言誓約，加上實驗者是華語教師的

身份，多仍選擇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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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裔學生和非華裔學生之閱讀策略比較 

現有的中文閱讀策略研究裡，特意區分華裔與非華裔學生的研究並不多

見，然而在當下的華語教學中，華裔學生已然成為一個新興且逐漸明顯的族

群，針對華裔學生的教學設計是不可忽視的一塊。因此，除了認識華裔學生

本身的特質以外，比較其與非華裔學生的相關研究，也成為專業化的華語教

學設計背後，不可或缺的學理後盾。 

 

三、曾在台灣或大陸地區受過教育的華裔學生之閱讀策略研究 

本研究的參與對象都是沒有在台灣或大陸地區受過教育的華裔學生，然

而實際上並非所有華裔學生都未曾在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地區受過教育，因

此若能針對這些曾經在台灣或大陸地區受過教育的華裔學生，進行閱讀策略

的調查與研究，必能對華裔學生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四、在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地區受教育經驗之有無，對於閱讀策略使用

上的影響 

把未曾在台灣或大陸地區受過教育的華裔學生，與曾在台灣或大陸地區

受過教育的華裔學生，在閱讀策略使用上的差異做一比較，除了將有助於華

裔學生閱讀策略的領域，也對促進華語教學的專業化有很大的幫助。 

 

二、教學應用之建議 

現代的語言教學觀，已由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轉為以學生為中心的

（student-centered）教學，因此要想得到好的教學效果，就得先認識教學對

象的背景與特性，才能進行適性的教學，設計出針對華裔學生需要的教學活

動。 

在美國外語學會所頒佈的美國國家外語學習目標大綱中，對具目標語族

裔背景的外語學習者所描述之特性是具有基本的日常口語能力，但缺乏正式

場合用語。在華裔學生方面，更由於中文屬表意文字的特性，而添增了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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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困難，因此在閱讀方面，華裔學生具有口語能力高於讀寫能力的特性。

由此可知，對華裔學生套用對一般非華裔學生的閱讀訓練並不合適，華語教

師應該要思考如何利用華裔學生在口語上的優勢和語感，來協助其克服閱讀

上的困難，增進閱讀理解的程度。 

O’Malley & Chamot（1990）指出，學習外語比學習母語更需要依靠學

習策略，因此在閱讀方面，我們更應注重訓練學生的閱讀策略，特別是需要

認識學生具備的優勢，進而量身打造最合適的閱讀訓練，讓學生學會運用策

略，有效率地達到閱讀理解的目的，才是閱讀教學往後應考慮的方向。 

市面上的華語閱讀教材琳瑯滿目，從初級讀本，如耶魯大學出版的《畫

上的美人》，到中級閱讀教材，如林秀蕙主編的《中國水墨畫大師齊白石的

一生：中級漢語讀本》，甚至到高級閱讀教材，如國際華語研習所出版的《棋

王》等，都是以閱讀為範圍，目的在於加強學習者讀寫能力的教材。一般閱

讀教材在編排上多不出「課文─生詞─練習」的模式，且因為對象為一般學

習者，因此多半受到詞彙和語法的限制。但由於華裔學生閱讀策略不同於一

般外籍學生，因此在教材編寫上，應將設計與編排重點放在閱讀，而非會話

訓練。華裔學生在理解句意上，一般說來沒有太大的問題，因此編排教材時，

不能和給一般學習者的閱讀教材一樣，從基礎的句法結構入手，而應改以加

強特殊字詞的用法或複雜句式的訓練。 

現有具體使用於華裔學生的閱讀教材，如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

心所研發的《初級閱讀》和《中級閱讀》，其特別之處在於專為能聽、能說

但不能讀或寫漢字的人士所設計。其內容取材自實際生活經驗，詞彙與文法

隨主題而展開，不像一般初級教材，受限於詞彙與文法，值得作為日後為華

裔學生編寫閱讀教材時的參考。 

至於在實際教學方面，筆者認為可參照信世昌（2001）提出的四大華語

文閱讀策略層面，將教學重點劃分成漢字、詞彙、句子、篇章四個部分，再

依照每個層面的學習要點，進行針對性的閱讀教學。現分層舉例說明如下： 

（一）漢字部分 

漢字最大的特性就是表意，華裔學生在意義理解上普遍是不成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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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可利用此點，配合「上下文線索」的閱讀策略，讓學生藉由上下文

猜測字詞的意義，並藉此認識漢字部件或部首偏旁的意義，進而增進辨認漢

字的能力。 

 

（二）詞彙部分 

與拼音文字相同，中文也有詞綴（suffix）存在，且中文詞綴表示一定

的意義。在教學上，讓學生藉由「上下文線索」或「搭配詞組」等策略，猜

測生詞的意義，然後可利用華裔學生口語能力流利的特點，進行口語和書面

語的替換練習。例如：「由於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全球吹起一股中國熱。」

這裡可放置「中國熱」口語化說法，以及其他混淆選項，讓學生藉由上下文

或口語能力判斷「中國熱」可能的意義，最後讓學生舉出結構上或語意上類

似的例子，並歸納出此詞綴意義，達到以口語協助閱讀的功效。 

 

（三）句子部分 

華裔學生乍聽之下，口語能力似乎非常流利，但若要與其談論較深刻的

話題，或使用較正式的語體，就會發現他們仍有進步的空間。這個現象表示

華裔學生流利度雖然高，但是完整度仍然不足，甚至有時連準確度，也有待

加強。反映在句子層面上，可發現在閱讀時，華裔學生其實對長句或關係較

複雜的複句，仍無法掌握。因此，在教學上，可利用「跳過」的策略，把不

重要的資訊略過不看，就能將長句縮短成短句，進而較容易理解複雜長句的

意義。另外，教師也能訓練學生辨認句型、平行結構或對應詞彙，讓學生在

閱讀長句時，能清楚各個子句間的脈絡和關係，藉此理解句意。 

 

（四）篇章部分 

「辨認主旨」是有效率的閱讀不可或缺的重要策略之一。教師可利用華

裔學生理解文意上的優勢，讓其快速瀏覽一遍文章後，口述概要或用選擇題

測試是否掌握文章主旨，接下來才由文章主題發展詞彙與句型教學，進行由

上到下，由泛讀到精讀的閱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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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關於華裔學生的閱讀相關研究部分，探討過口語能力對閱讀理

解的幫助。根據相關研究結果，口語能力的高低雖然對辨認漢字沒有太大的

幫助，但對分詞斷句，掌握句構有所幫助，因此華裔學生在閱讀時可利用其

口語優勢，幫助理解文章整體的意義。而在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中，華裔學生

利用日常生活中與人交際時使用的詞彙來克服閱讀時遇到的漢字障礙，或判

斷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正是口語能力輔助閱讀理解的實例。因此，筆者建

議，華語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需考量「口語能力有助於掌握句構、語法

規則，建立中文語感，並協助讀者判斷閱讀內容的正確性」的因素。 

一般閱讀教學經常使用辨認連接詞、利用句型等方式，讓學生的語言層

次由單句提升到複句，甚至段落，以建立起學生的篇章能力。然而這一點對

口語流利度高的華裔學生而言，並不適用。在閱讀方面，同樣不認得字的華

裔學生和非華裔學生在閱讀時，華裔學生只要唸出來通常就能懂，非華裔學

生則無法辦到。根據研究的結果顯示，華裔學生理解的依據正是依靠口語能

力。舉例來說，當學生遇到「X 力」，並表示「聽過很多 X 力」，因此除了

利用「上下文線索」的策略之外，華裔學生還多了「口語協助」的策略，可

利用口語上的優勢，協助猜測與判斷，有效地克服閱讀上的困難，讓閱讀課

不再只是無聊的認字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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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試者背景資料表 

Subject Information 

1. 年齡 Age＿＿＿＿ 

2. 性別 Gender＿＿＿＿ 

3. 教育程度 Education＿＿＿＿＿＿ 

4. 主修 Major＿＿＿＿＿＿ 

5. 母語 First Language＿＿＿＿＿＿ 

6. 在家是否說中文？Do you speak Chinese at home? 

＿＿＿＿＿＿＿＿＿＿＿＿＿＿＿＿＿＿＿＿＿＿＿＿＿＿＿＿＿＿＿＿＿＿ 

7. 上過中文學校嗎？多久？Have you attended Chinese school? For how long? 

＿＿＿＿＿＿＿＿＿＿＿＿＿＿＿＿＿＿＿＿＿＿＿＿＿＿＿＿＿＿＿＿＿＿ 

8. 學習中文的時間 How long have you been studying Chinese? 

＿＿＿＿＿＿＿＿＿＿＿＿＿＿＿＿＿＿＿＿＿＿＿＿＿＿＿＿＿＿＿＿＿＿ 

＿＿＿＿＿＿＿＿＿＿＿＿＿＿＿＿＿＿＿＿＿＿＿＿＿＿＿＿＿＿＿＿＿＿ 

9. 是否到過台灣或中國大陸？時間多久？做什麼？Have you ever been to Taiwan 

or Mainland China? For how long? What are the purposes? 

＿＿＿＿＿＿＿＿＿＿＿＿＿＿＿＿＿＿＿＿＿＿＿＿＿＿＿＿＿＿＿＿＿＿ 

＿＿＿＿＿＿＿＿＿＿＿＿＿＿＿＿＿＿＿＿＿＿＿＿＿＿＿＿＿＿＿＿＿＿ 

10. 是否學習過其他語言？哪些語言？學了多久？Do you have any other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What are they?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 

＿＿＿＿＿＿＿＿＿＿＿＿＿＿＿＿＿＿＿＿＿＿＿＿＿＿＿＿＿＿＿＿＿＿ 

11.是否學習過文言文？Have you learned classical Chinese befo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All the data WILL REMAIN CONFIDENTIAL while being hand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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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級組有聲思考受試文章 

 

正式文章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如果要獲得成功，其實還需要努

力地堅持到底，絕對不可半途而廢。如果無法堅持到終點，就算之前

再怎麼努力，也是白費。堅持意味著忍耐；人的一生必須通過不斷地

堅持和努力才能獲得機會，才能有希望；有了希望，人生才會有目標。

而在達到目標的過程中，總是會有許多的困難。因此，唯有克服重重

困難，才能成功。 

 

正式文章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如果要获得成功，其实还需要努

力地坚持到底，绝对不可半途而废。如果无法坚持到终点，就算之前

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坚持意味着忍耐；人的一生必须通过不断地

坚持和努力才能获得机会，才能有希望；有了希望，人生才会有目标。

而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总是会有许多的困难。因此，唯有克服重重

困难，才能成功。 

 



 

135 

附錄三 高級組有聲思考受試文章 

 
正式文章 

有一種鳥叫蜂鳥，是鳥類中最小的鳥，只有拇指大小。這鳥嘴細

長，專吃花蜜和花上的小昆蟲，產於南美洲，整日盤旋於仙人掌等幾

種花間，也許營養太單調，總也吃不大、飛不高。而有些人讀書做學

問的方式，跟蜂鳥很相似。這些人愛讀書，卻不大會讀書，往往成為

書的奴僕，他們埋進書堆，一心只讀自己的書，任天塌下來也不管。

這些人苦讀精神可嘉，本無可厚非，然而令人擔心的是鑽進象牙塔出

不來。讀書就像吃飯，不可偏食，印刷的書籍要讀，人生這本大書更

得讀。 

正式文章 

有一种鸟叫蜂鸟，是鸟类中最小的鸟，只有拇指大小。这鸟嘴细长，

专吃花蜜和花上的小昆虫，产于南美洲，整日盘旋于仙人掌等几种花间，也

许营养太单调，总也吃不大、飞不高。而有些人读书做学问的方式，跟蜂鸟

很相似。这些人爱读书，却不大会读书，往往成为书的奴仆，他们埋进书堆，

一心只读自己的书，任天塌下来也不管。这些人苦读精神可嘉，本无可厚非，

然而令人担心的是钻进象牙塔出不来。读书就像吃饭，不可偏食，印刷的书

籍要读，人生这本大书更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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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有聲思考練習文章正體版 

 

練習文章（一） 

天還沒亮，我就聽到門外爆竹的聲音，趕快從床上跳下來，穿上

媽媽給我買的新衣服。當我整理床鋪的時候，發現枕頭下面有兩包壓

歲錢，開心得不得了。我家今天早上的習慣，是先吃長壽麵和太平蛋，

然後吃橘子，有討個吉利的意思。吃過早飯後，就一起去親友家拜年。 

 

練習文章（二） 

一項網路調查指出，二十五到三十五歲的女性中，有八成以上的

人因為睡眠方面的問題，而影響到身體健康，其中工作壓力是最主要

的原因。前台北榮民總醫院復健柯醫師陳昭蓉今天表演了一套舒眠按

摩法，女性可以利用洗澡時從頭按摩到腳，有助一夜好眠，改善黑眼

圈。 

練習文章（三） 

你有什麼有趣的經歷可以告訴大家跟大家分享的，請寫成三百字

長度的故事寄來本報社。故事必須是未經發表過的真實故事，內容必

須是溫馨的、勵志的或是各地風土人情的。來稿請附上真實姓名、地

址、電話或傳真號碼。故事一經本社採用登出，每篇稿酬三千元，版

權歸本社所有，若不會獲採用，恕不退還。 

 

練習文章（四） 

過去人們認為，吃糖會令人發胖，而且會引起高血脂、糖尿病、

動脈硬化、心臟病等，其實這些大都是食用白糖過量所造成的。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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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紅糖則相反，紅糖中的黑色物質能阻礙胰島素含量的上升，阻止胃

腸道對葡萄糖的過多吸收。所以紅糖有阻止肥胖、動脈硬化等功效，

在一定程度上可以預防由白糖所帶來的諸多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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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有聲思考練習文章簡體版 

 

练习文章（一） 

天还没亮，我就听到门外爆竹的声音，赶快从床上跳下来，穿上

妈妈给我买的新衣服。当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枕头下面有两包压

岁钱，开心得不得了。我家今天早上的习惯，是先吃长寿面和太平蛋，

然后吃橘子，有讨个吉利的意思。吃过早饭后，就一起去亲友家拜年。 

 

练习文章（二） 

一项网络调查指出，二十五到三十五岁的女性中，有八成以上的

人因为睡眠方面的问题，而影响到身体健康，其中工作压力是最主要

的原因。前台北荣民总医院复健柯医师陈昭蓉今天表演了一套舒眠按

摩法，女性可以利用洗澡时从头按摩到脚，有助一夜好眠，改善黑眼

圈。 

练习文章（三） 

你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可以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的，请写成三百字

长度的故事寄来本报社。故事必须是未经发表过的真实故事，内容必

须是温馨的、励志的或是各地风土人情的。来稿请附上真实姓名、地

址、电话或传真号码。故事一经本社采用注销，每篇稿酬三千元，版

权归本社所有，若不会获采用，恕不退还。 

 

练习文章（四） 

过去人们认为，吃糖会令人发胖，而且会引起高血脂、糖尿病、

动脉硬化、心脏病等，其实这些大都是食用白糖过量所造成的。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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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糖则相反，红糖中的黑色物质能阻碍胰岛素含量的上升，阻止胃

肠道对葡萄糖的过多吸收。所以红糖有阻止肥胖、动脉硬化等功效，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由白糖所带来的诸多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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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有聲思考高級組樣本(AS5) 

有一種鳥叫 er…蜂鳥，是鳥類中最小的鳥，mm…所以這個大概是講鳥

的吧，介紹這種鳥，蜂鳥。只有拇指大小，所以蜂鳥可能指 mmm…humming 

bird? 這鳥嘴細長，專吃花蜜和花上的小…er…昆蟲，產於南美洲，所以說

這是他的特徵，嘴細長，然後喜歡吃花蜜和小昆蟲，然後在什麼地方可以找

到？就是南美洲。整日盤旋於仙山掌…er?仙人掌（笑）等幾種花間，仙人

掌…啊！仙人掌是那個有刺的（以手勢表示刺的狀態），綠色…就是飛來飛

去（比出飛的動作）…在仙人掌的…花之間。那，也許…er 營養太…單調，

總也吃不大、飛不高，er，er，作者可能認為他的營養不夠，所以，er，很

小，er，多吃也…長不大，飛不高。然而有些人讀書做學問的方式，跟蜂鳥

很相似。Mmm…然而，現在好像有一個 turning point，就是有，好像有介紹

他跟讀書人，讀書，讀書的方式作個比喻，mm…跟蜂鳥很相似。那這些人

愛讀書，卻不大會讀書，往往成為書的奴…僕嗎？可能吧，我如果在念的話，

我會用字典，然後寫下那個字，然後看看怎麼念，可能，然後再查一下奴，

然後找那個字，搭配，看什麼意思。通常我會用第一個字來查，如果第一個

字查不到或是沒有這個字，我會看看第二個字什麼意思，然後再這兩個字合

起來猜一下。那他們…er，埋進書堆，一心只讀自己的書，任天塌下來也不

管。他現在好像在比喻，就是有些讀書人的方法，看似好像很認真，什麼都

不管，但是好像說的口氣不是很讚賞…er，這種行為，但是還看不出來跟剛

才說的鳥長不大，飛不高，有什麼關係。這些人苦讀精神可嘉，er，可嘉？

這些人苦讀精神可嘉，不太清楚可嘉是什麼意思，所以重唸一遍，有時候再

唸一遍可能比較清楚。這些人苦讀精神可嘉，然後再把句子唸完，看看可不

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本無可厚…非，然而令人擔心的是鑽進象牙塔去…er，

塔出不來，mmm…象牙塔…出不來，象牙塔，可能是一種很高的建築，那…

可是（回頭重讀「苦讀精神…」一句），苦讀精神可嘉，OK，那可能是說他

們的苦讀的精神很好，很…er…聚精會神。（murmur）本無可厚非，可能是

說…um…這個的話我會看看詞語字典有沒有這個字，er，本無可厚非，

(murmur)鑽進象牙塔出不來，um…就是他們很聚精會神，然後可能什麼都

不管，然而，不好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er，一直往上衝（做出爬上高塔

狀），然後就是…like 象牙，鑽進象牙，應該是很窄，象牙塔，然後自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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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了，就出不來。讀書就像吃飯，不可…偏食，印刷的書藉…書籍要讀，人

生這本大書更得讀。就是說，mm…讀書就好像吃飯，不可偏食，偏食不太

知道意思，那我想就是，可能就是說，要…讀書跟吃飯一樣，就是要…要每

一樣，每一樣吃一點，不要…er…可能偏食就是說，像偏心，可能就是吃太

多一樣，一個，er…一種食物，所以讀書也不要這樣，um…就是平常的書

要讀，可是人生這本書呢，他就比喻好像，er，人生可以，就是當作一本書，

那也…更得讀，可能他是在說，就是一個人不要光，就是讀死書，就是要會

運用，可能要…會多見識見識，就是體會人生。可是這個跟前面講的蜂鳥（全

面性策略 21：辨認文章結構；全面性策略 22：辨認主旨），mmm…看看（回

頭重讀）蜂鳥…mmm…看不太出來他怎麼接得起來…而有些人讀書做學問

的方式跟蜂鳥很相似…卻不大會讀書，可能他是說蜂鳥他不太會吃，所以吃

不大、飛不高，那就好像有些人他不大會讀書，所以怎麼讀都好像，沒有什

麼成就，因為他們是讀死書。可是我覺得這個比喻好像不太好，因為可能這

個蜂鳥他就是這麼小，不是因為他的營養，就是可能他是天生的那個

metabolism 比較高，所以長得就是…因為我聽說那個蜂鳥好像長得很小，可

是要吃得很多。Yeah，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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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有聲思考中級組樣本(IS11)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就是要有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對，

就是一樣的（笑）。但是如果要什麼得成功，但是如果要…不知道這個字，

成功，其實還需要，努力地什麼什麼到…不知道這些字，相對不可，不可半，

（停一拍）而發，這些字都不太知道。如果 wei2，無法，無法就是沒辦法，

什麼什麼到什麼點，可能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沒有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吧，

就算 zhi3 之前再怎麼努力，喔！就算之前再怎麼努力，就是以前再怎麼努

力也是白費，就是浪費掉了。什麼什麼意什麼著…這些都看不懂；人的一生

必…過不，過不地…太難的字我不認識，和努力才能 something 得機會，可

能就是需要努力，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才能…uh…才能有努力的機會，就是應

該大概這個意思。才能有…我在猜這個字是希望，uh…有了希望，人生才會

有目的，的是猜的，因為前面有個目，所以跟這個，這個整篇的文章有關係。

而在 xin1 到，達到目標的過…過什麼中，過程中，應該就是要達到目的的

這個時間中，總是會有…多，總是會有許多的困難，這個困是猜的，因為前

面有個難，許也是用猜的，因為許多就是通常人就是這樣子講話。所以就是

說，就是要達到自己的目的會有許多困難。因…因…因…好像…因些?這不

是些，沒有因些，因(sound)，不太知道這是什麼字，可是知道是

zhong4zhong4，種種，zhong4zhong4 的困難，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困難，才能

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