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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驗證「閱讀簡單觀點模式」所衍伸之各項

方程式對於解釋國內三到九年級學童閱讀理解相關認知成

分間之相互關係，何者為最佳方程式。探討聽覺理解、識字

解碼與閱讀理解三項成分之相關及預測情形；並探討增加識

字流暢性此一成分對於「閱讀簡單觀點模式」之最佳方程式

可能造成哪些影響。本章共分三節，依次說明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研究程序及資料處理分析等。 

    本研究使用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於民國九十三年

委託國立中央大學柯華葳所主持之「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驗

編制計畫」全國常模資料庫中於九十三年四到五月期間接受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洪儷瑜，王瓊珠，張郁雯，陳秀芬，

2006a)、聽覺理解測驗(陳美芳，2006)和國民小學二至六年

級閱讀篩選測驗(柯華葳，2006a)或國民中學閱讀理解測驗

(柯華葳，2006b)等三項測驗之樣本進行分。以驗證「閱讀

簡單觀點模式」各項方程式應用於台灣學童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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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壹、樣本選取方式 

 

一、全體學童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編制計畫」常模取樣依據教育

部統計處 92 學年度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校別資料為抽樣資

料庫，事先刪除離島地區後，按照資料庫內縣市排序不分層

取 樣 ， 並 抽 樣 機 率 採 用 等 比 隨 機 抽 樣 原 則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cluster sampling)，也就是各校被

抽機率與在校學生數成比例的方式進行抽樣。另外，若取到

私立學校或班級人數小於九人之學校，以相鄰之下依個學校

代替。依據前述原則，抽出十所國小之後，再於附近尋找國

中搭配。 

    由於計劃研究小組於預試時發現東部地區學生表現與

其他地區有顯著差異，因此決定另外為了東部地區抽樣，以

建立東部常模。本研究則使用計畫中的全省資料，也就是未

包括花東地區的全省北中南區學童資料作為台灣全體學童

抽樣樣本資料。 

 

二、閱讀理解困難學童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適用於全體學童之「閱讀簡單觀點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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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最佳方程式，是否同樣適用於閱讀理解困難學童，因此

本研究採用柯華葳於 2006 年發展之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

讀篩選測驗和國民中學閱讀理解測驗得分百分等級 25 為標

準，得分低於 PR25 者為本研究中的閱讀困難學童。由於國

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篩選測驗分 AB 版本，但版本間總分

及切截分數差異不大，因此本研究選取兩版本中較高切截分

數做為切截分數，各年級各約篩選出四十名左右學童。 

 

貳、取樣學校及樣本基本資料 

    「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驗編制計畫」於民國九十四年

四月份進行全國性的大樣本施測做為常模資料庫。由於本研

究需使用計畫中常見字流暢性測驗(洪儷瑜，王瓊珠，張郁

雯，陳秀芬，2006a)、聽覺理解測驗(陳美芳，2006)以及國

小二-六年級閱讀理解測驗二-六年級閱讀篩選測驗、國民中

學閱讀理解測驗(柯華威，2006)等數項測驗結果資料，因此

於資料庫中選取曾經同時接受上述測驗並記有有效分數的

樣本進行分析。資料庫中的有效樣本包括全國北中南三區十

所國小及九所國中，各年級大約收集到 150 筆左右的資料，

但少數幾所國中九年級安排施測困難而無法參與，因此九年

級資料筆數較少，樣本數量與其他年級差異過大；因此本研

究捨棄九年級資料僅就三到八年級學童進行分析。取樣基本

資料如表 3-1-1 和表 3-1-2，各地區抽樣學校數量相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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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樣本人數及性別分配也相當。 

    由表 3-1-1 可見，北區共選取四所國小三所國中、中

區為三所國小三所國中、南區則為三所國小三所國中；各地

區按人數比例抽樣學校相當；各地區選取出之各年級人數亦

相當；整體而言，全體學童在各年級之取樣人數約為一百五

十人左右。另外，由表 3-1-2 可見，各年級女生人數皆約略

少於男生人數，符合人口性別分配情形，且不影響整體統計

分析。 



 59

表 3-1-1 全省樣本資料庫各地區學校人數資料 

地區 學校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龍安 7 16 15 17 -- -- 

信義 14 17 18 11 -- -- 

興南 16 14 15 16 -- -- 

茄苳 14 15 15 19 -- -- 

懷生 -- -- -- -- 14 13 

重慶 -- -- -- -- 10 10 

中和 -- -- -- -- 17 19 

北區 

小計 51 62 63 63 41 42 

僑孝 17 17 18 -- -- -- 

新平 16 17 16 17 -- -- 

公誠 16 17 16 17 -- -- 

北新 -- -- -- -- 20 20 

新光 -- -- -- -- 19 18 

斗六 -- -- -- -- 20 15 

中區 

小計 49 51 50 34 59 53 

新民 20 22 21 21 -- -- 

佳里 17 17 15 16 -- -- 

潮和 12 11 21 10 -- -- 

左營 -- -- -- -- 18 14 

佳里 -- -- -- -- 20 20 

潮州 -- -- -- -- 19 18 

南區 

小計 49 50 57 47 57 52 

總計 149 163 170 144 157 148 

 

表3-1-2 全省樣本資料庫各年級性別人數資料 

 男生人數 女生人數 總人數 

三年級 81 68 149 

四年級 84 79 163 

五年級 90 80 170 

六年級 75 69 144 

七年級 82 75 157 

八年級 82 66 148 

小計 494 437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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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閱讀理解困難學童部份，表3-1-3呈現各年級經篩選

後的閱讀困難學童之切截分數與篩選出的人數分配情形。各

年級各篩選出約四十到五十名閱讀理解困難學童。 

 

表3-1-3 全省樣本資料庫篩選之各年級閱讀理解困難學童人數資料 

測驗名稱 年級 總分 切截分數
註
 人數 

三年級 27 12 38 

四年級 32 13 42 

五年級 31 13 50 

國民小學二至

六年級閱讀篩

選測驗 
六年級 30 14 43 

七年級 30 11 40 國民中學閱讀

理解測驗 八年級 30 12 39 

註:切截分數約百分等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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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檢驗之「閱讀簡單觀點模式」衍伸方程式主要

由識字解碼、語言理解兩大成分以不同方式組成閱讀理解能

力；前述兩項成分採取常見字流暢性測驗(洪儷瑜，王瓊珠，

張郁雯，陳秀芬，2006a)、聽應覺理解測驗(陳美芳，2006)

結果所得，而悅讀理解則取柯華葳於 2006 年發展之國民小

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篩選測驗以及國民中學閱讀理解測驗得

分。 

 

壹、常見字流暢性測驗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洪儷瑜，王瓊珠，張郁雯，陳秀芬，

2006a)旨在評估學生在常見字範圍的正確性與流暢性，以供

識字能力評估之參考。本測驗依據識字量評估測驗(洪儷

瑜，王瓊珠，張郁雯，陳秀芬，2006b)預試資料的結果估計

各年級學童的識字量，並發展從一年級到九年級適用的五個

版本(B1,B2,B34,B57,B89)作為不同年級適性化的常見字題

本。每個版本各有六十個字，以個別施測的方式收集正確性

與流暢性兩種資料，以正確讀音造詞的答題數為正確性分

數，並以正確讀音與時間計算出常見字流暢性。此測驗在信

度方面各版本的內部一致性均於.90 以上，兩週間隔的重測

信度也在.80 以上，即本測驗信度可肯定；效度方面，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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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間有顯著差異之外，各年級難度在.47-.72 之間亦符合本

測驗考慮閱讀困難診斷之目的。 

    常見字流暢性測驗與其他閱讀相關能力測驗的相關情

形：與中文年級認字量表(黃秀霜，1999)相關在.57 到.85

之間；與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柯華葳，1999)相關在.459-.778

之間，肯定本測驗之效度。 

    本研究使用此測驗識字正確性之原始得分作為「閱讀

簡單觀點模式」中識字解碼成分(D)；此測驗識字流暢性之

原始資料作為本研究中識字流暢性成分(F)。    

 

貳、聽覺理解測驗 

    聽應覺理解測驗(陳美芳，2006)，目的在評量三至六

年級學童生活口語理解能力，並做為診斷有閱讀困難者優勢

能力的資料來源。測量的成分包含表面理解(對話或短文提

供明顯線索)及推論(由對話或短文推論而得)。測驗分為國

小中年級(G34)、高年級(G56)及國中(G79)三版本。 

    本測驗採團體施測，題目情境及題目題幹由語音播

放，無書面文字；題目選項由語音播放，並提供書面文字。

本測驗建有全國常模（取自西部地區）及花東地區常模，測

驗結果可轉化為百分等級及標準分數（平均數為 10、標準

差為 3）。在信度分析方面，本測驗各版本各年級的內部一

致性α係數大致在.7 以上，相隔兩週的再測信度在國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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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及國中在.66-.80 之間，國小高年級較不穩定僅有.44

及 .58。在效度分析方面，本測驗與閱讀理解的相關大致

在.40 至.69 之間，與看字造詞及識字量的相關在.25 至.58

之間，與部件辨識的相關在.23 至.38 之間，大致與閱讀理

論及過去相關研究結果一致。 

    本研究採用此測驗之原始得分作為「閱讀簡單觀點模

式」中語言理解成分(L)。 

 

参、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篩選測驗 

    國民小學二至六年級閱讀篩選測驗(柯華葳，2006a)，

旨在評估國小學童學童閱讀理解部份處理與本文處理的能

力，藉以作為評量的參照指標和閱讀障礙者的篩選指標。測

驗題目分成二年級(G2)、三年級(G3)、四年級(G4)、五年級

(G5)、六年級(G6)，各年級有 A、B 複本，測驗皆分為四大

類題型，題目類別如下：多字義題、命題組合、句子理解和

短文理解。其中多字義題、命題組合屬於部份處理歷程；句

子理解與短文理解屬於本文處理歷程。所有測驗題本每個題

目一分，以測驗總分配合學童所屬年級以及區域為切截分數

的指標。若低於切截分數，則需要再進行識字個測以及聽覺

理解。在測驗信度方面，各年級 A 卷和 B 卷難度相當；內部

一 致 性 信 度 介 於 .70 至 .86、 再 測 信 度 的 範 圍 介 於 .70

至.94，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效度方面，不同題型測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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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關高；不同年級高低分組學生在不同題型上表現有差

異；就跨年級的重複題來說，各年級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

另外，本測驗與聽覺理解、識字測驗皆有.40 至.65 的顯著

相關。本測驗在全國國小二至六年級取樣 2712 位學童，以

建立全國常模。 

    本研究採用此測驗原始得分作為「閱讀簡單觀點模式」

中閱讀理解能力(R)，並以百分等級 25 作為篩選國小閱讀理

解困難學童之標準。 

 

肆、國民中學閱讀理解測驗 

    國民中學閱讀理解測驗(柯華葳，2006b)，目的在為國

中階段學生設計閱讀理解診斷測驗，並設立國中學生在閱讀

理解歷程中理解部份常模，作為全體國中學生閱讀能力之參

照，以便初步找出閱讀有困難甚至可能是閱讀障礙的學生。

本測驗分為 0-150 字短文、和 150-300 字短文閱讀理解；閱

讀內容包括與學校學科有關，與日常生活有關，與社會文化

政治有關，與休閒娛樂有關四大類。所有測驗題本每個題目

一分，以測驗總分配合學生所屬年級以及區域為切截分數的

指標。若低於切截分數，則需要再進行識字個測以及聽覺理

解。本測驗信度方面，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76 至.85，表

示測驗題目間的一致性相當理想。在三個年級分數有顯著差

異(F( 2, 89 7)=30.49，p<0.001)；再測信度範圍介於.65 至.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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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效度方面，三個年級間的分數有明顯

差異；不同年級學生在不同題型上高低分組表現有差異；另

外，與其他與閱讀能力有關的測驗有著顯著相關，與聽覺理

解、識字測驗皆有.22 至.75 的顯著相關。本測驗在全國共

取樣 1688 位國中學生，建立全國國中三年的常模。 

    本研究採用此測驗得分作為「閱讀簡單觀點模式」中

閱讀理解能力之分數，並作為篩選國中閱讀理解困難學童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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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程序及資料處理分析研究程序及資料處理分析研究程序及資料處理分析研究程序及資料處理分析    

    

壹、研究程序 

一、計劃階段 

1.  蒐集並閱讀國內外有關閱讀理解成分及閱讀理解模式的

相關文獻，以建立本研究的理論基礎。 

2.  參與「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驗編制計畫」，從九十三學年

度開始參與聽覺理解測驗(陳美芳，2006)編制工作，並

協助常模資料庫建立及統計分析。 

3.  與指導教授多次討論，並取得各作者使用資料同意權之

後，確定論文方向，撰寫論文計畫。 

二、資料整理階段 

將「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測驗編制計畫」常模資料庫中資料，

按照研究所需以百分等級進行篩選及分組，以進行統計資料

分析。經統計分析列出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小值、偏態係

數、峰度係數等基本描述統計資料。 

三、資料分析階段 

針對研究問題，使用皮爾森相關、同時進入強迫進入法多元

迴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 

四、完成階段 

根據文獻的探討以及資料分析結果進行討論後，撰寫研究論

文，並請指導教授、師長和同學之意見，修飾論文內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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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論文內容之完整性。 

 

貳、資料處理分析 

 

    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PC(11.5 版)進行

資料分析，統計顯著水準設為.05。以下分別說明本研究所

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 

 

1.  使用次數分配及敘述性統計量分析識字解碼(D)、語言理

解(L)及閱讀理解 (R)等變項於各年級之平均數、標準

差、最大最小值、偏態係數及峰度係數等。 

2.  計算識字解碼(D)和語言理解(L)兩變項之相加、相乘、

相加又相乘結果，作為 D+L、DxL、D+L+DxL 三項方程式；

本研究並以前述三項結果所得為自變項進一步統計分

析。 

3.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法分析識字解碼(D)、語言理解(L)、

前述三項方程式與閱讀理解(R)間是否存在顯著相關，同

時了解其相互關聯的程度。 

4.  使 用 簡 單 線 性 迴 歸 分 析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探討前述包括成分及方程式等五種自變項分

別對於閱讀理解(R)此一依變項的預測情形；以了解各自

變項對於閱讀理解(R)所能提供的解釋量，並選出解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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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之最佳方程式。 

5.  為了探討識字解碼(D)、語言理解(L)以及最佳方程式在

共同預測閱讀理解(R)的預測情形以及變項間相互影響

情形；以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之同時進

入強迫進入法(enter)，檢驗各自變項對於依變項之預測

情形，並檢視各變項之標準化 Beta 值。 

6.  為探討識字解碼(D)及語言理解 (L)間是否存在交互作

用，以階層式「調節性迴歸」(moderated regression)

程序來檢驗調節變項之作用。分層投入識字解碼(D)、語

言理解(L)以及前述兩項之乘積項(DxL)，檢視第三層之

標準化 Beta 值是否顯著以了解識字解碼(D)與語言理解

(L)是否互為調節變項，且兩者間具有交互作用。 

7.  使 用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法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投入最佳方程式及識字流暢性(F)來預測

閱讀理解(R)；以確認在考慮最佳方程式的情況下，識字

流暢性(F)是否仍會是顯著的預測變項，作為該成分獨立

加入最佳方程式的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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