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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生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國小學生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結合眼動技術與回溯

性放聲思考，嘗試從「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三個不同面向，

探討國小學童的線上閱讀行為。 

研究對象為基隆市國小五年級學生100名，高閱讀能力學生26名與低閱讀能

力學生24名。實驗前，所有學生先接受閱讀理解困難篩選測驗和資訊能力測驗；

實驗處理階段，依「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根據任務回答線上閱讀問題；

實驗後，進行回溯性放聲思考，並填寫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 

本研究結果如下：一、不同「閱讀能力」學生，在圖表(無目標線性文本下)

平均凝視時間和主題句(有目標下)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有顯著差異。二、不同「閱

讀目標」在組織策略、輔助策略、主題句(低閱讀能力下)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和

統整策略(線性文本下)有顯著差異。三、不同「文本類型」在段落、主題句全部

凝視時間百分比和統整策略有顯著差異。四、國小學童在進行線上閱讀時，普遍

很少使用搜尋工具或無法決定關鍵字來協助閱讀。五、有很高比例的學童，對於

不同頁面之間的理解和決定下一個要瀏覽的網頁感到困難，更有三成的受試者有

不清楚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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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Elementary Students’ 

Online Reading Behaviors and Reading Performance 

Chun-Kuang Che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using 3-way ANOVA which are "Reading Abilities", 

"Reading Goals" and "Text Types “methods and integrate with eye movement studies 

and 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to understand and investigate online reading behaviors 

and reading performances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e objects for this study were 100 of fifth grade students. They were sifting 26 

students out in higher reading ability group with 24 students in lower reading ability 

group. Before the experiment, all students had to take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and computer-based ability test;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ing stage, the 

students needed to do the online reading test; after experiment, the students needed to 

do 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and fill out the 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earch 

behavior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students in different reading abilitie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agram (non-objective linear text)of fixation duration and topic sentences (lower 

reading ability) of percentage of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2) In different reading goal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uxiliary strategy, topic sentences (lower reading ability) of percentage 

of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y (linear text). 

(3) In different text typ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aragraphs, topic 

sentences of percentage of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y. 

 



 

 

(4) While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doing online reading, they rarely use 

the search engine or can’t decide the keywords to assist in reading. 

(5) There were high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ere having difficulty to understand in 

different pages and hard to make decisions to decide the next website to browse , 

and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of them got stray from internet. 

 

Keywords：Online Reading、reading ability、reading goal、hypertext、ey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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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閱讀在學習上佔非常重要的角色，透過閱讀可以獲得語文、社會、自然甚至

數學和美術等領域的知識和重要技能(Perfetti & Curtis, 1986)，而國民的閱讀理解

能力的高低更是關乎國家未來競爭力，從「國際學生學習評量計畫」(The Pro- 

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和「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都強調從書本裡抽取訊息、

理解意義及應用知識的能力，而閱讀理解更是學生應該具備的一項重要能力。從

各國推廣閱讀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各國對於閱讀素養的重視，如：美國的「閱讀

優先」、日本的「兒童閱讀年」、南韓的「晨讀10分鐘」和香港的「閱讀城」等，

然而臺灣教育部雖然自2000年開始，推動「全國兒童閱讀計劃」，但在2006年的

PISA和PIRLS閱讀理解能力調查中，仍發現我國學生在閱讀領域方面的表現不甚

理想，引起政府和社會大眾開始重視閱讀議題。 

隨著科技的進步，網際網路的發達與普及，網路與學習緊密相連，越來越多

的學習者透過網際網路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閱讀並不再侷限於傳統的書本，閱

讀材料可以在手機、PDA、電子書、平板電腦裡呈現。而傳統的閱讀方式也由紙

本閱讀逐步改變成線上閱讀形態。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人類對閱讀的行為已經

產生很大的變化(鄭美里，1997)。新時代的年輕人從小就接觸電腦等資訊傳播工

具，習慣使用螢幕閱讀，而傳統紙本的閱讀方式多是從左到右、由上到下，但線

上閱讀的過程則是跳躍、多層次的，過程中可以點選其他相關連結，也可以自行

決定要吸收的資訊，因此未來新的閱讀習慣正加速成形中(李宏麟，1999; Toffler, 

1992 ; Fisher, Lapp & Wood, 2011)。由上可知，要擁有未來競爭的優勢，除了基

本的聽、說、讀、寫能力外，更需具備閱讀理解能力和資訊素養能力，所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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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快速的從不同的閱讀媒介上，篩選、分析與理解資訊內容，已經是重要的

議題。 

網路擁有不受時空限制、可以即時資訊交流與共享的特性，在學習上是一個

很實用的工具(Coiro, 2007)。然而在網際網路中，面對如此龐大的網路資訊，如

何有效率的閱讀，則是需要新的理解技巧。Kim 與 Kamil (2003)亦指出閱讀線

上文本時需要特殊的技能和策略，例如：在超文本中瀏覽的策略、檢索資訊的策

略和評鑑聯結資訊的適切性。因此，傳統紙本閱讀的段落、文本或文件，與透過

網際網路、多媒體的線上閱讀，本質上並不完全相同，線上閱讀需要運用更多、

更新的閱讀理解技巧及策略。尤其當超文本、搜索引擎等新資訊和通訊科技不斷

的持續出現，將改變和重塑我們對閱讀與寫作的方式。因此面對資訊科技與閱讀

型態不斷的改變，紙本上的閱讀評量無法充分的測量到新世代的閱讀能力，有越

來越多的學者、專家、開始針對線上閱讀的獨特本質進行研究 (陳明蕾、柯華葳，

2006; Coiro, 2007; Leu, Zawilinski, Castek, Banerjee, Housand, Liu, & O’Neil, 

2008b; Liu, 2005)。2009年國際學生學習評量計畫(PISA)將線上閱讀理解測驗加入

閱讀素養的架構中，評量即將完成義務教育的十五歲學生是否具備適應未來社會

情境的能力，顯示線上閱讀理解已經是目前國際間共同重視的議題。 

Protopsaltis 與 Bouki (2005)提出超文本閱讀理解模式，指出超文本閱讀是由

建立閱讀目標開始，隨著掃瞄、選擇、評估的一連串反覆過程。一旦建立閱讀目

標，讀者不僅略讀大意，也會注意文本中的細節(引自謝慧貞，2011)。Coiro 與 

Dobler (2008)指出線上閱讀理解雖與傳統紙本閱讀理解相似，但線上閱讀理解更

為複雜。線上閱讀理解雖有著跟傳統紙本閱讀理解相同的閱讀過程，如：在搜尋、

分析、綜合與資訊溝通上，但在各元素上，線上閱讀理解是相互關聯的，與傳統

紙本閱讀理解是不一樣的 (Leu, Kinzer, Coiro, & Cammack ,2004)。傳統的紙本閱

讀是呈現線性文本，而線上閱讀提供了超文本的閱讀方式，超文本可以是軸狀(線

性文本)、樹狀或網狀結構，讀者可以透過直線、比較、尋找等方式來探索(呂芸

樺，2006)。綜上所述，線上閱讀理解與傳統紙本閱讀理解是不盡相同的，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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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理解除了採用傳統的閱讀理解方式外，更需要新的閱讀理解與方法。 

面對網際網路的發達，資訊呈現的多樣性與複雜度，在線上閱讀時，使用適

當的策略相當重要(Anderson, 2003)。如果教導學生，在線上閱讀理解的過程中採

取適當的閱讀理解策略，則可以讓學生在知識學習方面達到正面的學習成效 

(Miller & Stine, 1998)。此外，Coiro 與 Dobler (2007)也指出，若能使用合適的線

上閱讀理解策略，則能夠有效提升線上閱讀者閱讀的成效。所以從傳統紙本到現

今蓬勃發展的網際網路上，了解不同閱讀能力的學生，在線上閱讀的歷程中，面

對著不同的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時，採取的閱讀理解策略，進而從中找出協助學

生線上閱讀的方法，將更能幫助學生有效率的閱讀與學習。 

從現有傳統線性文本的研究方法來看，大都使用紙筆測驗來測量學習者的閱

讀能力，但是無法觀察到學習者的閱讀認知歷程(Kaakinen, Hyönä, & Keenan, 

2003)，而超文本非線性閱讀的方式，更難由紙筆的測驗或從網頁點擊次數和瀏

覽數目來說明閱讀認知歷程。而眼動儀在多數認知科學的研究中已被運用

(Radach & Kennedy, 2004; Rayner & Juhasz, 2004; Rayner & Morris, 1992; Tsai, 

2001)，眼球運動已經被支持能夠反映出學習者的內在認知歷程(Just & Carpenter, 

1976)，且眼動儀具有不干擾學習者、接近自然的學習情境，即時、精確記錄學

習者的眼動軌跡和可回溯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等優點。因此，本研究採用眼動儀

做為線上閱讀歷程編碼與量測的工具。 

本研究為了解國小學童在線上閱讀的理解歷程和所採用的閱讀理解策略，嘗

試從「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這三個不同面向，探討國小學童

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希望藉由探討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分

析，提供給未來線上閱讀理解教學與研究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綜合以上，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學生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研究，以

「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三個不同變項上的線上閱讀理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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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與閱讀表現。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差異。 

二、探討國小不同「閱讀目標」學童，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差異。 

三、探討國小不同「文本類型」學童，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差異。 

四、探討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之線上閱讀歷程與閱

讀表現之差異。 

五、探討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文本類型」之線上閱讀歷程與閱

讀表現之差異。 

六、探討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與不同「文本類型」

之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差異。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是否有差異？ 

二、國小不同「閱讀目標」學童，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是否有差異？ 

三、國小不同「文本類型」學童，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是否有差異？ 

四、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

現是否有差異？ 

五、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文本類型」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

現是否有差異？ 

六、國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與不同「文本類型」的線

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是否有差異？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線上閱讀(Online reading ;Reading on the Web) 

係指讀者透過網際網路，在全球資訊網(www)閱讀、瀏覽網頁內文章的閱讀

型態，文章內容含文字、圖片、影像、聲音、超連結及其他各種可供閱讀、瀏覽

之資料的電子型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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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超文本(Hypertext) 

超文本是網際網路上，利用節點與連結的方式形成的一種網路架構文本，節

點與節點之間靠連結串連起來，每一個節點可以連結無數個節點，形成錯綜複雜

的網狀結構，其資料結構大都為非線性，沒有一定秩序可循的文本。在網路上，

節點可以是文本、圖形、一段影片或一段聲音。讀者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連結不

同的節點，在節點中彈性地瀏覽、檢索進行非循序式的閱讀。 

三、線性文本(Lineartext) 

線性文本是網際網路上，利用節點一個一個往下串連，每一個節點只能往上

和往下連結，其資料結構為線性，以近似書籍的方式呈現。讀者只能根據節點的順

序，依序閱讀文本內容。 

四、線上閱讀理解能力 

本研究的線上閱讀理解係指學生在全球資訊網上透過網際網路瀏覽網頁，閱

讀文章、圖表、照片、影片、聲音等訊息時，對於在網頁上的句子及文章意義、

圖表呈現意義、照片含意、影片內容、聲音等訊息理解程度的能力。 

五、線上閱讀理解策略(Onlin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線上閱讀策略是指讀者為快速、有效的瞭解相關資訊，在全球資訊網(www)

上，運用網際網路特性，進行搜尋、分析、組織和整合資訊等順利達成閱讀目的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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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國小學生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研究，為探討國小

學童在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

本章共分為四個小節，第一節探討閱讀與網路的關係，第二節針對線上閱讀定義、

線上閱讀理解歷程、線上閱讀理解策略一一論述，第三節探討線上閱讀與學習的

關係，第四節探討線上閱讀與眼動方面的相關研究，藉由這些相關資訊，分析國

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策略歷程。 

 

第一節 閱讀與網路 

一、文本與閱讀的意義 

從不同的面向來看，學界對文本的觀念有不同觀點，從語言學的文本觀，是

將文本當作一系列語句串聯而成的連貫序列；從符號學的文本觀，是把文本當作

是一種符碼或一套符碼透過某種媒介從發話人傳遞到接受者的一套記號(王先霈

等，1999；周慶華，2004)。嚴淑女(2000)說文本是由「具象的文本」與「抽象的

文本」兩個概念所構成，而「具象的文本」是指由印刷或書寫出來的文字；「抽

象的文本」是指閱聽者在閱讀時所產生的意義。從 1960 年代以後，在文學或語

言學的概念上，文本從封閉、穩定、實際存在的系統，轉變成開放、不定、自我

解構的形式，不單單只是語言的傳播和模擬功能的實踐，文本因而變成一種具有

交互文本(intertextual)的特性，使每篇文本都交互指涉其它無數個文本(張漢良，

1986)。 

1970 年代法國文學批評家 Barthes 從讀者關係的角度來界定，提出以「文本

(text)」的觀念取代「作品(work)」的觀念之後，「text」已經有了「文本」的說法。

Barthes 指出，當作者創作完成時不能稱為「作品」，此時這只是一個空的架構─

「文本」，還要等待讀者閱讀接受之後並賦與它意義，才能稱之為「作品」(周慶

華，2004)。而文本可區分為「可讀式文本(readerly text)」和「可寫式文本(wri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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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其不同之處在於，可讀式文本是指讀者可以自己解讀的文本，人物、時

間和事物的因果關係是線性且明確清楚的，讀者僅能被動的接受，不能主動創造。

可寫式文本則是沒有起點終點，序列是可以被任意排列，多元且擴散，而作品的

產生是由讀者自行建構作品的意義，打破原先的文本結構與系統。（鄭明萱，1997；

嚴淑女，2000）。 

交互文本最初是由 Kristeva 所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互文

性」強調沒有一個單獨的文本是完整的，所有的文本都是跟其他文本交互參照、

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產生，所以所有的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每一個文本中，都存

在著與其他文本不同程度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如先前的文本和在它周圍文化的

文本。極端的說，所有的文本都是引用過去的文本重新組織、建構出來。 

而文本在閱讀的行為中，是閱讀者帶著個人的語言學知識及獨特的經驗，從

文本中建構意義。(Ferire & Macedo, 1987)。Goodman (1996b)指出，閱讀是一

個動態且建構的過程，牽涉到讀者與文本間的協商與溝通。Bender（1995）認為

閱讀是從文章中擷取訊息的過程，也是一連串複雜的認知理解過程，更是讀者與

作者、閱讀文本間交互建構意義的過程。Bond 等人（1994）將閱讀定義為對書

寫符號的辨識，透過辨識刺激閱讀者回憶先前經驗中這些書寫符號的意義，Bond 

等人（1994）又將閱讀分成兩種過程，一是解碼的過程，一是意義的獲得。就解

碼的過程而言，閱讀是「文字辨認」或「轉換文字為口語語言」，即一般所謂的

「認字」（李連珠，1992）。而解碼過程，則說明閱讀不僅僅是由文字表面取得

意義，也是讀者由已具有的概念去建構新意義的意義建構過程(Goodman, 1973）。

Spodek （1985）則是將閱讀的定義歸納為三類。第一，閱讀只是一個解碼的過

程，只要學會書寫符號和口語發音之間關係，就學會了閱讀。第二，閱讀不僅是

解碼過程，而是從文字中獲取意義，包括字與字音連結後的解釋。第三，閱讀過

程是一種智力運作的延伸，閱讀除了是字與字音的連結以及對意義的解釋外，還

強調批判性的閱讀、問題解決及其他複雜的智力運作也應包含在閱讀的內涵中。 

綜觀上述對文本與閱讀定義可知，文本不僅僅是語言的傳播和模擬功能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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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還包括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指涉的過程，最後等待閱讀者接受並賦與意義。

而閱讀是一種複雜的心理認知歷程，受到個體的知覺技巧、解碼能力、經驗、語

言背景及推理能力的影響，也是人們獲得訊息、傳承文化、獲取知識、解決問題

的最重要途徑之一，同時具有溝通聯繫作者與閱讀者的功能，因此，閱讀的最終

目的在理解文章內容及意義，而認字能力則是閱讀理解的基礎(柯華葳，1993)。 

 

二、超文本與網際網路 

超文本(hypertext)」意指不連續的文本或不連續的片段的資訊(Nelson, 1988）。

「hyper」有「多」、「超」、「過」的意思，因此不論 hypertext 的中文名詞是「多

向文本」或是「超文本」，均指非線性、具鏈結及互動特質的文本。1965 年美國

電腦專家 Ted Nelson 提出一個不同於傳統線性文本的書寫方式，即「非線性的

書寫」(non-linearity)的概念，亦即「多向文本」。Nelson（1967）為超文本下定

義為：「自然語言式的文本，並利用電腦處理非線性文本中互動式轉向及變動性

展示的能力，這種特性無法以傳統書頁印刷出來。」在網際網路上，超文本是利

用節點與連結的方式形成一種網路式組織架構的文本。節點是超文本系統的基本

單元，一個節點通常代表一個概念（concept）或想法（idea），其資訊的形式可

以是：文本、圖形、一段影片、一段聲音。節點靠連結串連起來，所以資料結構

大都為非線性，沒有一定次序可循的文本(沈添鉦，2000)。以上得知超文本是一

種有別於傳統的書寫方式，利用節點與連結的方式，串連成各種形式存在。 

從節點串連的形式來看，超文本的結構可分成以下三種（Oliver and 

Harrington , 1995;鄭明萱，1997）：軸狀結構(axial-structured)、樹狀結構

(tree-structured)、網狀結構(network-structured)。分別說明如下： 

(一) 軸狀結構(如圖 2-1-1)：也稱線性(Linear) ，利用節點一個一個往下串連，每

一個節點只能往上和往下連結，其資料結構為線性，以近似書籍的方式呈現。

讀者只能根據節點的順序，依序閱讀文本內容。 

 



9 

 

 

 

 

 

圖 2-1-1 軸狀結構超文本 

(二) 樹狀結構(如圖 2-1-2)：也稱階層式(Hierarchical)，結構方式有如「樹有幹，

幹生枝，枝長葉」，除了最上層的節點外，其餘節點之間至少必須有一~二個

連結，同層間的節點無法彼此連結。 

 

 

 

 

 

 

圖 2-1-2 樹狀結構超文本 

(三) 網狀結構(如圖 2-1-3)：也稱參照式(Referential)，擺脫唯一中心、線性的呈

現方式，每個節點都可以各個獨立，相互連結，不受限制。 

 

 

 

 

 

圖 2-1-3 網狀結構超文本 

超文本的這三種結構形式可以兼融並用，存在於網際網路中，以形成一個具

去中心意義的網路超文本。網際網路包含超文本的「互動性」、「超鏈結」、「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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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徵，也就是利用節點來串連文本，提供各種型式的網路結構，讓讀者可

以直線、比較和尋找閱讀等。由於超文本相互串連的特性，將線性的平面文字，

轉變成非線性、多向選擇性的文本，讀者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和興趣來決定閱讀

的方向和次序，即使是同一個超文本內容，十名讀者會有十種不同的閱讀次序，

甚至同一讀者在每一次的閱讀中，也有不同的閱讀次序，讀者企圖瞭解的文本不

再是單一的線性文本，而是由他們經由自身的選擇所連結出來的數個文本，文本

不再是單一線性的文本，而是由讀者在閱讀時所連結出來的數個文本，而作者原

始的意義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讀者本身對於文本的詮釋(蔡源煌，1988；

周慶華，2004)。 

Conklion(1987)指出超文本非線性的閱讀過程會帶來兩個問題，迷失方向

(Disorientation)與認知負荷(Cognitive Overload)。 

(一) 迷失方向(Disorientation)：超文本的特性容易使讀者迷失在文本裡，不易獲

得整個資料的概觀，無法確知自己身處網狀結構的何處，也可能造成使用者

容易以非結構性的方式在資訊結構中漫遊，亦不知下一步要尋找的方向。但

在線性文本則可以透過結構化的目錄、頁碼、索引來確知自己的資訊位置(戴

建耘、黃國峰，1999)。對讀者來說需要較高的後設認知能力，而語文能力

較差的讀者可能容易感覺困惑(Shen, 1996) 

(二) 認知負荷(Cognitive Overload) ：由於超文本的特性，讀者不斷以跳躍或多層

次的方式瀏覽文本內容，遇到超連結的取捨問題，如何決定瀏覽路徑、追蹤

子題或是回到原主題，或是面對複雜的訊息選擇極可能造成讀者在過程中忘

記曾閱讀過的資料。 

為解決迷失方向與認知負荷問題，美國閱讀研究團體(Reading Study Group 

[RRSG], 2002)(引自 Coiro & Dobler, 2007)曾提出，現在有許多線上閱讀的相關問

題多建構在超文本設計或資訊科學相關研究上，許多研究者嘗試以網頁設計的方

式解決問題，可惜的是只有少數的研究將網路理解的認知過程視為是重要的。張

智君(2001)將超文本的閱讀過程可能帶來的迷失與負荷，解決技術分成結構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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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概念導航兩種。 

(一) 結構導航：試著從網頁形式改變來改善問題，提供更有效、更結構化的網頁

超文本界面指引。將超文本中節點及節點之間的關係以局部或全局視圖的模

式顯示出來，讓使用者對節點內容、超文本系統的整體輪廓、當前所處的位

置以及所經歷的閱讀路線有全盤的了解，並可相對應地選擇跳轉的方向和目

標節點。結構導航一般採用首頁、回溯指針和地圖等技術（黃波、何志均，

1998）；首頁常是超文本系統設計中的起始節點，功能如同書的封面或目錄。 

(二) 概念導航：是一種分析閱讀者在閱讀網路時的閱讀歷程，再從歷程中暸解閱

讀者在線上閱讀的技巧與策略，以認知的角度提供閱讀者在進行線上閱讀時

的協助。實現概念導航得先完成對已有超文本系統的檔案進行分析，形成一

個概念庫；再追蹤和分析使用者的閱讀行為；最後根據閱讀行為進行導航的

工作。 

自一九九六年網際網路 WWW（World Wide Web）逐漸進入並進而取代了人

們過往的生活形式，我們得重新正視網路本身具有的特質和影響。網際網路的超

文本標記語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TML)，讓網頁與網頁之間以超連結

(hyperlink)方式互相連接，而超連結是一種資料連結方法，用來引導文件內容的

閱讀或透過超連結可以隨時查閱相關的資料，這種資料結構與連結的方式正與超

文本所強調的組成方式相符合。藉由網路資料連結的特性，我們可以提供使用者

在瀏覽網頁時，運用超連結的特性，選擇繼續瀏覽或者點擊超連結到自己感興趣

的目錄、主題列表或網頁上。 

在網路上，超文本是「很自然」、「很傳統」的書寫模式，以 HTML、ASP、

PHP 等各種程式語言為基礎創作出來的超文本，不像傳統紙本一樣，因有實質的

媒體(紙本)限制，僅能有限地實現局部的網路概念，在執行過度複雜的超文本結

構時，相當困難，而電腦的書寫空間能呈現各種關係，亦即指標（pointers）與

〔文本〕成分（elements）間的各種互動關係，各文本間的多重關係並不構成任

何障礙，所以說超文本是電子媒體的排版模式，一點也不為過（Bolter，19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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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由於網際網路的發展，資料結構、程式語言與超連結的特性，讓

超文本非線性的「超文本互文」特質，得以在此實現。 

 

第二節 線上閱讀 

本節先介紹閱讀理解的理論與閱讀理解歷程，接著探討線上閱讀的定義和線

上閱讀的理解歷程，最後針對閱讀理解策略與線上閱讀的理解策略做統整的歸

納。 

一、一般閱讀理解理論與閱讀理解歷程介紹 

閱讀為一複雜的認知歷程，最終目的是要獲得對文章內容的理解(吳訓生，

2001；施頂清，2000；柯華葳，1993)。而「閱讀理解」是指閱讀者根據文章的

線索來引申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之過程。讀者以過去的舊經驗和知識為基礎，運

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從閱讀材料中找出相關訊息來建構意義的過程（林蕙君，1995；

蘇宜芬，1991；呂素娥，2009；Lerner, 1989；Mastropieri & Scruggs, 1997）。

Swaby（1989）認為理解就是一種閱讀技能的表現，具備應有的技能，閱讀理解

便自動發生。閱讀者在閱讀前已具備先備知識和用來培育及維持理解的策略（林

建平，1997）。 

閱讀理解可分為字彙理解（vocabulary comprehension）、字面本意理解

（literal comprehension）、推論理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評鑑

（evaluation）與欣賞（appreciation）(Mercer, 1993）。字彙的理解是指，

從上下文的脈絡中，理解特定字彙的意思。字面本意的理解是能辨識及回憶文章

中特定的、明示的訊息。推論理解則是依據文章所提供的訊息進行連結、假設與

預測。評鑑是一種批判性的閱讀，對文章進行價值判斷、區分事實與意見。欣賞

則是對文章內容有情緒上的反應，或能指出文章中優美或有創意的詞句與構想。

Pressley（2000）將閱讀理解概分為字彙理解與文章理解。字彙理解為較低層次

理解，只要閱讀者具備自動化的解碼技巧，加上足夠的字彙，理解便可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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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閱讀理解關係著三種知識和技巧，分別為概念的瞭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自動化基本技巧（automated basic skill）與策略（strategies）。

概念的瞭解是指正在閱讀的主題知識、文章基模（schemas）和辭彙；自動化基

本技巧包含字詞的解碼（decoding）技巧、從字詞串建構命題（propositions）

的能力；策略則包含依據個人的目標和監控個人的理解，改變閱讀的取向(Mayer, 

1991）。 

綜合國內外各學派與學者專家對閱讀理解的定義，可以發現早期行為學派學

者專注在讀者對文字辨識與學習的過程，認為所有的意義都是存在文章內容中，

閱讀者是被動的接受訊息，閱讀者只要經由閱讀即可理解，（Dole, Duffy, Roehler, 

＆ Pearson, 1991）。1970年代末期，認知學派的學者則認為行為學派的說法似乎

忽略了閱讀者在閱讀時的心理歷程（楊芷芳，1994），強調閱讀時的交互（inter- 

active）作用及理解建構（constructive）的本質。於是認知心理學家開始對閱讀

理解的認知歷程進行許多研究與分析，最為人熟知的是Rumelhart在1977年提出

三個閱讀理解模式：著重於文字解碼歷程的「由下而上」（bottom-up models）

模式，著重於理解歷程的「由上而下」（Top-down models）模式，以及著重與

二項歷程的交互作用的「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s）。以上三種閱讀理

解模式都是從訊息處理方向之觀點區分，屬於線性模式。而「循環模式」(re- 

cycling models)、基模理論(schema theory)模式、訊息處理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模式、建構整合理論（construction-intergration model）

模式，則是從不同的觀點來區分。「循環模式」則認為閱讀歷程應該是解碼、形

成命題與統整理解之間不斷循環的過程，直到閱讀理解為止。基模理論模式和訊

息處理論模式，強調閱讀理解是一項「互動」和「主動建構」的歷程，讀者藉由

文章訊息與既有認知基模（schema）產生互動，進而建構閱讀內容的意義（賴明

貞，2003）。以下分別從不同的模式對閱讀理解歷程提出整理，如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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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閱讀理解歷程模式 

模式 

項次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交互模式 基模 

理論模式 

訊息處理 

理論模式 

建構整合

理論 

理論依

據 

行為主義 完形心理

學 

認知心理

學 

認知心理

學 

認知心理

學 

認知心理

學 

代表人

物 

Goodman

（1967）、

Smith

（1971） 

Gough

（1972） 

Rumelhart

（1985）、

Just 和
Carpenter

（1980） 

Bartlete

（1932） 

Gagné

（1985） 

Kintsch

（1988） 

對閱讀

的看法 

刺激與反

應的聯結 

閱讀是是

一種心理

語言的猜

謎遊戲 

對文章的

反應。 

強調「字

彙」的解碼 

經文字與

讀者訊息

建構交互

後而產生

的意義 

新舊訊息

的相互連

結，讀者需

建構基模 

包含統

整、摘要及

精緻化 

主張閱讀

時會形成

微觀結

構、鉅觀結

構、及情境

模式 

閱讀學

習方式 

部分到整

體 

整體 部分到整

體 

部分到整

體 

部分到整

體 

部分到整

體 

重要技

能 

自動化解

碼 

實際使用

的語言 

預測、發

問、摘要與

澄清 

著重解

碼、字彙、

理解 

解碼、字面

理解、推論

理解 

監控 

解碼、字面

理解、推論

理解 

、學習遷移 

閱讀材

料與教

學重點 

先了解語

文規律與

知識，從事

閱讀分項

技能教學 

自然有意

義的全語

言環境與

刺激 

了解讀者

語文先備

知識與語

文環境，進

而從事閱

讀理解策

略教學 

了解讀者

語文規律

與知識，重

視起始能

力 

從辨識文

字開始，加

上閱讀理

解策略，使

之產生意

義 

在整個文

本理解歷

程中，建構

與統整會

不斷地循

環進行。 

對讀者

無法理

解的看

法 

訂正是必

要的 

是危機也

是轉機 

可依讀者

的先備知

識加以修

正 

讀者尚未

擁有適合

的基模 

應修正後

設認知策

略 

 

依據訊息處理論的觀點，Gagné（1985）將閱讀理解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如

圖2-2-1），即解碼、字義理解、推論理解及理解監控。 

(一)解碼（decoding） 

強調比對（matching）與補碼（recoding）。閱讀者將看到的文字從記憶中

提取字義，提取記憶的歷程是藉由看到的文字與字義直接聯結，此過程不需要念

出來或猜測。或是藉由字音的中介步驟來達成，也就是經由「發音」功能，檢索

出長期記憶中的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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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字義理解（literal comprehension） 

分為字義取得（lexical access）與語法分析（parsing）。字義取得是指

從被激活的知識中，選取合於該字的正確解釋；語法分析是指將個別的字詞組合

成較大的意義單位。 

(三)推論理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包括統整（integration）、摘要（summarization）與精緻化（elaboration）

三個歷程。統整是能覺察句子間所隱含的關係，將兩個不同概念的句子結合成一

個統整的概念，使文章中的概念或命題整合成較為複雜的概念；摘要則是將文章

中的重點加以組織，一般的摘要策略是使用段落中的第一句，當作主題的陳述，

或是尋找文章基礎的訊號，如「總之」、「一般而言」；精緻化則是閱讀者將文

章所獲得的訊息與自己的先前知識作連結，賦予文章或段落更豐富的意義。 

(四)理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理解監控的功能在於確保讀者能有效達成閱讀目標，包括：目標設定（goal 

setting）、策略選擇（strategy selection）、目標檢核（goal checking）以

及修正（remediation）。又稱為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指有系統思考學習

的認知能力，透過控制和引導個人思考的過程，讓學習變得更容易。 

 

 

 

 

圖 2-2-1 Gagné閱讀理解的歷程 

文章要達到有意義學習，Mayer(1996)認為必須透過選擇、組織、整合三個

步驟，如圖2-2-2（引自張國恩、蘇宜芬、宋曜廷，2000）。(一)選擇(selecting)：

讀者能在訊息選擇過程中知道內容的重要性。從感官記憶中捨去無關的訊息，選

擇特定的訊息，再傳送至運作(短期)記憶中作處理。Sternberg(1985)稱此步驟為

選擇性的編碼(selecting encoding)；(二)組織(organizing)：對所選取的訊息在短

理解監控 

解碼 文字理解 推論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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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記憶加以重新組織，形成一個連貫、連結的整體概念，Sternberg(1985) 稱之為

選擇性的合併(selective combination)。(三)整合(integrating)：將短期記憶中與

長期記憶中相關的知識作連結稱為整合。將新的知識與既有的知識作整合，

Sternberg(1985)則稱此步驟為選擇性比較(selective comparison)。 

 

 

 

 

 

圖 2-2-2 文章學習 SOI 模型 

柯華葳（1999）認為閱讀理解過程可分為部分處理和本文處理（如圖2-2-3）。

部份處理：是指處理少量的文本，建構初級意義單位。其中包括字義搜尋、形成

命題、及命題的組合（Perfetti, 1985）。本文處理：是指對較長文本的理解，

其中包括文義理解及推論。 

 

圖 2-2-3 閱讀理解成分分析圖示 

 

二、線上閱讀定義 

在電腦上的閱讀可分為電子化閱讀（e-reading）與線上閱讀(online reading)，

而線上閱讀又稱為網路閱讀。電子化閱讀（或稱數位閱讀），指的是可包含在連

線(online)或離線(offline)狀態下閱讀數位內容；而線上閱讀，則指在網路連線狀

態下的數位閱讀。所以線上閱讀簡單而言就是在網路上從事閱讀的活動，廣義來

說是在網路上閱讀任何數位化的文本，包括多媒體、電子書、網頁內容、電子郵

閱讀 
認字 

理解 
部分處理 

本文處理 

長期記憶 

整合 

選擇 

短期記憶 感覺記憶 文章 表現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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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新聞討論群等不同形式(林珊如，2003)。電子書閱讀和線上閱讀都有多媒體

的閱讀形式，也有超文本的閱讀特質，除了書本翻頁式電子書，但是其最大不同

之處在於，網路文本是一種複雜、開放且無際無邊資源系統(Hill & Hannafin, 

1997)，而電子書是有一定的範圍資源系統(張淑慧，2008)。Leu 等人(2004)指出

無論是使用哪一種資訊工具，只要可以使用網路閱讀資訊，就可以稱為線上閱

讀。 

吳美娟(2001)歸納線上閱讀的特徵指出，線上閱讀首先表現在多重感官的閱

讀途徑，網路結合了聲音、影像、文字，不同於傳統單一感官式閱讀；其次，網

路資訊流通的快速，使資訊累積的量增加，讓網路超文本的閱讀變得快速與便捷；

另外是線上閱讀的無地域性，傳統閱讀方式可能因時因地而有所限制，網路中資

訊的內容卻無地域的限制性；最後是互動界面，經由 MSN、聊天室等互動的界

面，閱讀不再是單向性的探索，而是雙向的互動行為(引自呂芸樺，2006)。 

線上閱讀採用網路的零距離、互動性、開放性與資源的豐富性，使閱讀的廣

度無限擴大，並加上多媒體的特性，使文字符號不再侷限於視覺感受，進而變成

視覺、聽覺、知覺、想像等多感官刺激與讀者大眾產生互動，因此有別於傳統紙

本閱讀的單向閱讀感受，以瀏覽網頁來吸取新知的行為便是閱讀行為的表現，則

稱之為線上閱讀(鄭茂禎，2003)。 

綜上所述，線上閱讀除了豐富多元的資源外，也擁有即時、互動、開放、無

地域性的特質，透過網路的鏈結，使得知識可以被運用、傳播和共享。本研究所

指的線上閱讀，是泛指讀者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線，在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上，閱讀文本及超文本資料，包含網頁內所含之字、詞、文章、電子期刊、資料

庫文件、圖片、影像、聲音及其他各種電子型態的資料。 

 

三、線上閱讀理解歷程與策略 

(一)線上閱讀歷程 

線上閱讀與紙本閱讀的理解過程雖然相似的，但兩者之間仍存在著差異(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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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wilinski, 2007)。Protosaltis 與 Bouki(2005)提出超文本閱讀理解模式，指出

超文本閱讀是由建立閱讀目標開始，其後讀者掃描資訊類目、建立字句及文本大

意，並選擇適合的閱讀策略及評估的一連串反覆過程。他們認為不同的策略，將

會影響讀者理解的成效。 

針對線上閱讀時會經歷的步驟，Henry(2006)定義出線上閱讀的行為歷程，

為設定搜尋目的、部署搜尋策略、分析搜尋引擎結果、閱讀重要及整合的資訊、

引用來源以及思考是否符合目的。 

Leu 等人(2007)提出線上閱讀理解歷程依序為，確認重要問題、找尋資訊、

分析資訊、綜合資訊以及資訊溝通，分述如下(引自葉雅鏽，2009)： 

1.確認重要資訊：線上閱讀理解始於確認一個重要問題。 

2.定位資訊：在確認重要的問題之後，開始找尋資訊，在網路搜尋資訊中，目標

設定是重要的過程（Leu, 2004; Kinzer, et al., 2004 ; Leu & Coiro, 2004）。 

3.評估資訊：找到相關問題資訊後，批判地分析資訊將變得更重要。 

4.整合資訊：在線上閱讀中，以讀者選擇的連結實際建構文本，搜集一系列非連

續文本並綜合每個理解過程中的基本觀念，網路資訊是從不同來源所取得，因此

整合資訊是必要的（Henry, 2006）。 

5.資訊溝通：不見得包含在非線上閱讀理解模式中，但卻是線上閱讀的中心議題，

線上閱讀理解的理論模式都須包含線上資訊交流。此外，Leu 等人(2007)指出精

熟線上閱讀的讀者，不只是閱讀資訊，而是與他人資訊溝通，這就是線上閱讀理

解的核心所在。一般閱讀理解歷程與線上閱讀理解歷程之比較，如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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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閱讀理解歷程與線上閱讀理解歷程之比較 

歷程 閱讀理解 線上閱讀理解 

確認重要問題(資訊) 無需確認 始於一個重要問題 

找尋資訊(定位) 從文本中找尋 利用關鍵字的能力以搜尋引擎等方式

找尋 

分析資訊(評估) 從文本資訊中分析

問題 

在搜尋結果中分析資訊是否為所需 

綜合資訊(整合) 從文本資訊加上先

備知識來確認 

將每個搜尋結果統整在一起產生正確

的觀念 

資訊溝通 無 以此為中心的議題，與他人資訊交流

與溝通 

(資料來源：Leu 等人，2007) 

俞永嘉(2010)參考 Henry、Leu 等學者研究，將線上閱讀的理解歷程劃分為

三個主要階段：搜尋(Searching)歷程、選擇(Selecting)歷程和統整(Integrating)歷程，

並將之定義為 SSI 線上閱讀理解歷程。 

綜上所述，線上閱讀理解歷程著重於大量的網路資訊裡確定問題，並利用線

上閱讀特有的超文本特性和搜尋功能，進行搜尋、選擇、分析與整合，到最後內

化形成自己的基模的歷程。 

(二)線上閱讀策略 

策略(strategies)是目標導向的認知運作結果，它導引學生瞭解問題，以尋求

解答或達到所要求的表現(Gagné，1985)。策略也是個人為達成某特定目標所採

取一系列有計畫的方法和行動。「策略」和「技能」（skill）不同，「策略」是一

種有意識的、具體的、整體性的計畫，可以應用在不同的文章和處理不同的工作

中；「技能」是一種例行性（routinized）、幾近自動化的行為（Dole et al., 1991）

(引自張莉珍，2003)。Lerner（2000）指出一個成功的學習者能夠運用策略導引、

控制與組織自己的想法，將新的學習材料與自己先前的知識經驗做結合，並試著

預測結果，且監控和新資訊的關聯。 

閱讀理解是一項較高層次的認知運作歷程，閱讀理解策略在本質上是屬於整

合式（heuristic）的認知運作，而不是定程式（algorithmic）的認知運作（Pres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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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1989）。「閱讀理解策略」是指讀者依文章的不同或閱讀的目的來彈性調整閱

讀的方法，以達到理解的效果(林蕙君，1995)。一個好的讀者，會因應不同的閱

讀目的、閱讀材料而採取不同的閱讀策略，以理解文章中要表達的意義及傳達的

訊息(Pressley & McCormick, 1995)。 

Weinstein & Underwood( 1985）將閱讀理解學習策略分為四類：1.訊息處理

策略：用以獲得、保存與檢索知識；2.支持性策略：如減低焦慮、集中注意與安

排時間等；3.研讀策略：畫重點、做筆記及考試技能等；4.後設認知策略：設定

學習目標、選擇學習方法、監控學習過程、評鑑學習成果及採取補救措施等。 

根據讀者與文本的互動，Pressley 與 Afflerabch(1995)整理閱讀前、中、後包

含的策略元素。閱讀前策略主要是建構文本鉅觀概念與文本假設的策略。閱讀中

策略是更精緻化的處理文本以建立深層的理解。閱讀後策略是保持文本的理解

(陳茹玲，2010)。針對閱讀前、閱讀中及閱讀後三個階段，也有學者提出分別適

用的閱讀理解策略(Kameenui & Simmons, 1990)，如表 2-2-3。 

表 2-2-3 閱讀前、中、後的理解策略 

閱讀前 閱讀中 閱讀後 

建構與主題相關的知識 

教導生難字的發音與意義 

喚取背景知識 

預測文章內容 

提出文法結構知識 

教導特定的理解策略 

提出相關的問題 

擷取摘要 

選擇適合的策略 

監控理解程度 

運用重述法 

作筆記、畫重點 

運用自我問答 

驗證預測的正確性 

顯示摘要 

訓練口述及書寫摘要 

列出大綱 

與先前經驗相互檢視 

 (取自Kameenui和Simmons，1990) 

在閱讀文章時，老師可依不同階段，建議學生採取各種理解策略來幫助閱讀，

閱讀中的各階段與相配合的策略為(Pressley & Gillies，1985)：1.解碼階段：對生

難字的辨識有困難時，可採取查字典、尋求幫助、運用上下文脈絡猜測單字、對

於困難字跳過不管等策略；2.文意理解階段：對於字句意義的理解有困難時，可

反覆閱讀困難的字句、分析困難字句的結構、運用上下文脈絡推敲字句、在困難

字句上畫線、跳過難字等；若對於文意的理解有困難時，可在重點上畫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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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反覆閱讀全文、集中注意閱讀重點、自我問答、作筆記、分析體裁、圖示

文章架構等策略；3.推論理解階段：可採取策略有運用先備知識理解文意、判斷

文章立論點的正確性、與先備知識相互對照、記錄新發現及感想、推論文章的涵

義與做聯想等；4.理解監控階段：可採自我評鑑理解的正確性、依評鑑結果自我

調整等策略。 

Dole 等人（1991）也指出適合於教學的閱讀理解策略有五個項目：1.決定

重點（determining importance）：即決定文章的主旨、主題句、鉅觀結構、超結構、

關鍵字、論題等；2.摘要訊息（summarizinginformation）：需閱讀者從閱讀文章

中，區辨出重要與不重要的訊息，接著綜合重要訊息創造出新的、連貫的、濃縮

的文章，來代表原來的內容；3.推論（drawing inference）：推論是理解過程的核

心，當閱讀者在閱讀文章，建構其意義模式時，會使用推論的方法，以填補文章

大略或遺漏的部分，並推敲所閱讀的內容；4.產生問題（generating questions）：

自己產生問題，可導致較高層次的文章處理水準，促進文章的理解；5.監控理解

（monitoringcomprehension）：是指閱讀者在閱讀時，知其欠缺理解的部份，此時，

就必須採取一些修補策略（fix-itstrategies），如重讀。 

有些學者從實徵的研究中歸納整理出較為有效的閱讀策略(Dole, Du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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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mons, McGoldric, & Kurita, 1989)，大致有：決定重點（如摘要），利用輔

助訊息（如文章結構圖），提問與答問（如自我發問），後設認知（如理解監控）、

澄清(clarifying)、預測(predicting)等，都被證明可以有效輔助紙本的閱讀理解歷

程(Palincsar, 1984)。 

近年來線上閱讀的風氣逐漸盛行，也開始有研究針對線上閱讀策略做探討。

Anderson (2003) 將線上閱讀策略類型分為三種，分別為全局式閱讀策略 (global 

reading strategies)、問題解決策略(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以及支持策略

(support strategies)，發現在線上閱讀的過程中，使用適當的閱讀策略是非常重要

的，發現問題解決策略是線上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最常使用策略。俞永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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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文獻回顧，將線上閱讀分為三種類型：單篇文章(single article)、瀏覽資訊(Web 

browsing)、特定任務(specific tasks)。但很多學生在線上閱讀時，仍只是差強人意

的把電腦或紙本閱讀的技巧、策略基礎，應用在線上閱讀，把網路當做是知識的

銀行，卻沒有有效率的使用線上閱讀策略(Altun, 2003)。Konish(2003)發現，網路

閱讀所使用的策略與文本的閱讀是相似的，尤其是在讀單一的文本。Altun(2003)

指出雖然超文本被性質上定義為非線性和非順序，但是很多讀者還是以接近線性

順序的模式來閱讀。 

Elizabeth(2003)根據 Person、Roehler、Dole 與 Duffy(1992)發展 7 個閱讀理解

策略，分別為：提出問題、運用先備知識、監控及修改理解、釐清重要概念、綜合、

推論、與瀏覽(navigate)。表 2-2-4 為閱讀理解與線上閱讀理解之策略比較。 

表 2-2-4 線上與非線上閱讀策略之比較 

策略 文本 網路 

提出問題 刺激讀者繼續閱讀 讀者需了解問題，否則會迷

失或偏離議題 

運用先備知識 回憶舊知識或經驗 與文本策略相似 

監控及修改理解 依照閱讀目的調整閱讀速度 需事先在大量略讀與瀏覽 

釐清重要概念 分析文本以決定哪些部分對文

本的概念理解是重要的 

與文本策略相似 

綜合 過濾重要資訊以決定核心主題 與文本策略相似 

推論 可利用已知資訊來推論 與文本策略相似 

瀏覽 使用如標題、詞彙等文本特徵來

搜尋 

以網路特性搜尋 

(資料來源：Elizabeth, 2003） 

 

四、線上閱讀理解策略之類別 

一般閱讀策略是線上閱讀策略發展的基礎，而線上閱讀策略是一般閱讀策略

的延伸。為了解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和不同「文本類型」

之線上閱讀理解策略。本研究依據 Mayer(1996)閱讀歷程，參考過去的傳統閱讀

理解策略和線上閱讀文獻資料，並以陳茹玲(2010)所歸納之八大類主要策略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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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2-5，做為本研究之線上閱讀策略編碼工具。 

表 2-2-5 八大類主要策略類型 

 閱讀前 閱讀中 閱讀後 

來源 鉅觀策

略 

字詞義

處理 

文本推

論 

精緻化 組織建

構 

統整 理解監

控 

支持性策略 

Almasi  

(2002) 

  ․ 文

章預測 

 ․ 記

憶  

․ 筆

記  

․ 重

點 

 ․ 重新

閱讀 

․ 修補 

Brown    

Plincsar 

（1984） 

  ․ 預

測 

  ․ 摘

要 

․ 澄清  

․ 提問 

 

McNamara    

et al.(2007) 

․ 準

備策略 

․ 解

釋文字 

詞義 

 ․ 結

合背景 

知識 

․ 組

織  

․ 重

新建構 

․ 統

整 

  

Carlise    

Rice(2002) 

․ 準

備策略 

  ․ 精

緻化   

․ 組

織策略 

 ․ 執行

功能   

 

Dole  

（1991） 

․ 鉅

觀結構 

 ․ 推

論 

 ․ 決

定主題

句  

․ 關

鍵字  

․ 區

辨重要

訊 

息 

․ 綜

合重要 

訊息  

․ 摘

要 

․ 自己

提問 

․ 修補策略 

Greasser  

  (2007) 

․ 選

擇編碼 

訊息  

․ 決

定花費 

時間 

 ․ 推

論 

․ 自

我解釋  

․ 結

合背景 

知識 

  ․ 提問  

Mayer  

張國恩、蘇宜 

芬、宋曜廷等  

(2000) 

  ․ 推

論  

․ 命

題造句 

 ․ 概

念圖改

錯  

․ 填

充  

․ 劃

重點 

․ 文

章摘要 

․ 閱讀

歷程 

檢核  

․ 自我

發問 

․ 偵錯 

 

King  

(1988；2007) 

  ․ 推

論 

   ․ 思考

回答  

引導同

儕 

發問策

略  

․ 「問-

思考 

-說明-

為 

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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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前 閱讀中 閱讀後 

來源 鉅觀策

略 

字詞義

處理 

文本推

論 

精緻化 組織建

構 

統整 理解監

控 

支持性策略 

Kendeou  

van den  

Broek  

Lynch(2007) 

  ․ 角

色目標 

․ 因

果結構 

․ 結

合背景 

知識  

․ 解

釋文本 

  ․ 自我

發問  

․ 結合

故事 

圖發問 

 

Pressley,  

Gillies  

( 1985) 

․ 跳

讀  

․ 瀏

覽全文  

․ 分

段閱讀 

․ 查

字典  

․ 求

助  

․ 猜

上下文 

․ 上

下文  

推論 

․ 先

備知識  

․ 聯

想  

․ 舉

例延伸 

․ 畫

線  

․ 筆

記 

 ․ 自我

評鑑 

․ 自我

調整 

․ 反思

內容 

 

Weinstein  &  

Understood,  

(1985) 

   ․ 提

取文章 

知識 

․ 筆

記  

․ 重

點  

․ 策

略獲得  

․ 保

存 

 ․ 時間

安排 

․ 學習

目標 

․ 學習

方法 

․ 理解

監控 

 

Pressly,  

Afflerbach  

(1995) 

․ 回

憶先備 

知識  

․ 預

測  

․ 概

灠  

․ 決

定閱讀 

範圍  

․ 決

定精讀 

或瀏覽  

․ 摘

要概灠 

的結果 

․ 分

析文句 

結構  

․ 推

論字詞  

․ 推

論句義 

․ 預

測  

․ 形

成假設  

․ 作

者推論  

․ 角

色推測  

․ 確

認推論 

․ 細

節  

․ 類

比  

․ 連

結經驗  

․ 由

文本產 

生例子 

․ 找

一致訊

息  

․ 找

新訊息  

․ 刪

除不重

要 

訊息  

․ 劃

重點  

․ 筆

記  

․ 重

要訊息   

․ 摘

要 

․ 設定

目標  

․ 選擇

策略 

 

․ 重讀 

Tobias, 1982 ․ 概灠    ․ 筆記  ․ 理解

監控 

 

(引自陳茹玲，2010) 

本研究將線上閱讀理解策略分類為(1)搜尋策略(Sr)；(2)選擇策略(Se)；(3)自

由瀏覽策略(Fr)；(4)組織策略(O)；(5)統整策略(I)；(6)輔助閱讀策略(F)；(7)理解

監控(M)。研究者整理之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編碼架構，詳如表 2-2-6，並以受試者

的滑鼠行為、眼動觀察和回溯性放聲思考（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RTA)決定

編碼行為。以下針對本研究相關的一般閱讀策略與線上閱讀策略編碼方式，逐一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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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編碼架構表 

分類編碼 Code 定義 行為動作 

搜尋(Sr) 

搜尋方式 

Srk1 輸入關鍵字。 在搜尋框裡，輸入 1 個關鍵字。 

Srk2 使用 2 個或以上關鍵字。 在搜尋框裡，輸入 2 個或以上關鍵

字。 

Srk3 輸入內化過關鍵字。 在搜尋框裡，輸入內文沒提到的文

字或名詞，但和文本內容有關的關

鍵字和詞(概念詞、關鍵詞)。 

Src1 複製內文。 複製內文裡的文字，直接貼在搜尋

框搜尋。 

選擇(Se) 

網頁方式 

Set1 選取上方(主標題)超連結。 選取網頁上方主標題超連結。 

Set2 選取左側(副標題)超連結。 選取網頁左側副標題超連結。 

Sec1 選取網頁內文一般「文字超

連結」。 

選取本研究中定義之文字超連結，

無書本和迴紋針符號超連結。 

Sec2 選取「名詞解釋」或「難詞

解釋」超連結。 

選取本研究中定義之名詞解釋或難

詞解釋超連結，有書本和迴紋針符

號超連結。 

(單一文本則眼動行為，有無在名詞

解釋區塊、難詞解釋區塊上) 

Sek1 依搜尋結果，由選單上的超

連結選項文字決定。 

依搜尋結果畫面的超連結選項文字

決定。 

(看眼動行為有無看超連結的文字) 

Sek2 依搜尋結果，由超連結選項

下的說明決定。 

依搜尋結果畫面的超連結選項下的

簡短說明決定。 

(看眼動行為有無看超連結下的簡短

說明) 

自由瀏覽

(Fr) 

瀏覽方式 

Fr 1 在從未瀏覽過的內文或搜

尋結果中隨意瀏覽。 

在第一次觀看的文本內容或搜尋結

果中，無規則跳視瀏覽，未完整讀

完一個句子或一個段落即瀏覽其他

內容。 

Fr 2 依內文或搜尋結果順序，由

上往下看。 

按照文本內容或搜尋結果順序，由

上往下看。 

組織(O) 

閱讀組織

方式 

段落：以

段為單位 

Op1 整合小範圍(段落內)、文字

間的訊息 

瀏覽該段內文時，回視該段曾經瀏

覽過的文字。 

Ot1 回視該段落內的重點標題

或重點標示。 

瀏覽該段內文時，回視該段介紹的

重點標題或重點標示。 

(標粗體藍字或有◎符號) 

Of1 回視該段落內的圖片、表格

或圖表。 

瀏覽該段內文時，回視該段瀏覽過

的圖片、表格或圖表。 

Oh1 回視該段落內的超連結內

容。 

瀏覽該段內文時，回視該段瀏覽過

的超連結內容。(瀏覽第二遍超連結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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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1 連結並瀏覽該段超連結內

容後，再回視該段看過的文

字、標題或圖。 

在同一段落裡，連結並瀏覽過該段

超連結內容後，離開超連結，再重

新回到該段裡，回頭看剛瀏覽過的

文字、標題或圖。 

統整行為 

(I) 

I p1 回視該網頁裡別段看過的

文字。 

在同一個網頁不同段落裡，再回頭

看剛瀏覽過的別段文字。 

I t1 回視該網頁裡別段看過的

內文主題分類的重點標

題、重點標示。 

在同一個網頁不同段落裡，再回頭

看內文主題裡分類介紹的重點標題

或重點標示。 

(標粗體藍字或有◎符號) 

I f1 回視該網頁裡別段看過的

的圖片、表格或圖表。 

在同一個網頁不同段落裡，再回頭

看別段剛瀏覽過的圖片、表格或圖

表。 

I h1 重新連結到該網頁裡別段

瀏覽過的超連結。 

在同一個網頁不同段落裡，己連結

並瀏覽過該超連結內容，再回頭連

結到別段已經瀏覽過的超連結內

容。(瀏覽第二遍) 

I a1 連結並瀏覽該段超連結內

容後，再回視不同段落裡，

看過的內文、標題或圖。 

在同一個網頁不同段落裡，連結並

瀏覽過該段超連結內容後，離開超

連結，再重新回到該段裡，回頭看

剛瀏覽過的文字、標題或圖。 

Id1 整合大範圍(段落間或跨章

節、跨網頁)，內文(含文

字、圖、表、註解)間的訊

息 

在瀏覽某一段落中的內文時，跨段

落、跨章節或跨網頁回視曾經瀏覽

過的內文。 

Id2 點選內文中的紫色「文字超

連結」到己瀏覽過的「文字

超連結」網頁。 

點選內文中的「文字超連結」到己

看過內文的「文字超連結」網頁瀏

覽。 

(文字超連結如果已瀏覽過會從藍色

變紫色)  

It2 重覆瀏覽網頁(單一文本)

的主標題或副標題，再點取

超連結或瀏覽內文。 

重覆瀏覽網頁 (單一文本)內文的主

標題或副標題後，再點取超連結或

瀏覽內文。 

(單一文本的主、副標題是章節名稱) 

輔助閱讀

行為(F) 

F1 指標沿著字讀。 閱讀文本時，用滑鼠指標指著正在

閱讀的文字，邊讀邊移動滑鼠指標。 

F2 用滑鼠將要閱讀的部份或

文字反白。 

閱讀文本時，用滑鼠把要閱讀的部

份或文字反白。 

F3 在工具列上按「上一頁」、

「下一頁」、「重新整理」按

鈕。 

在工具列上按「上一頁」、「下一

頁」、「重新整理」按鈕。 

F4 按右鍵，選取右鍵選單內

容。 

在網頁(單一文本)上按滑鼠按右

鍵，選取右鍵選單內容。 

後設認知

行為(M) 

M1 評估自己是否理解文章 採放聲思考方式，由受試者回答的

內容判斷是否理解文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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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試者

的RTA為

主 

M2 對不理解文章內容進行補

救，如重讀、放慢速度閱

讀、找下文或其他策略運用 

採放聲思考方式，由受試者回答的

內容判定是否有對不理解內容進行

補救。 

M3 對文章內容提出問題 採放聲思考方式，由受試者自我對

文章內容提問。 

M4 找出對不清楚論述並澄清

疑慮 

採放聲思考方式，由受試者自我找

出不清楚的論述，並澄清疑慮/後設

評論 

(研究者整理) 

(一) 搜尋策略 

資訊搜尋的行為來自於個人的資訊需求，而資訊需求是為了符合任務需要，

因此資訊需求和資訊搜尋過程，依賴著付予使用者的任務(Wersig, 1975)。

Kuhlthau (1991)定義網路搜尋過程是「使用者對特定的問題或主題，為了去擴展

自我的陳述知識，從相關資訊中發現涵義後的建構活動」。 

一般使用者使用搜尋引擎時，傾向使用簡短的關鍵語(Query)，平均每次搜尋

使用 4.86 個關鍵語。41.6%的使用者以增加字詞方式，來修正關鍵語。約半數使

用者，僅瀏覽二個以內的搜尋結果網頁，平均瀏覽八個網頁。大多數的使用者不

使用進階查詢(如布林運算子)，少數的關鍵字被大量使用 Spink et al, 2001)。 

在進行關鍵字搜尋時，使用者常使用錯誤的陳述或不當的語言結構，或者是

關鍵字定義的範圍太廣或太窄，最後是選用的搜尋引擎涵蓋範圍不夠廣(呂怡緯，

1998)。Weyer (1982)的研究發現，一部分的中學生在進行搜尋任務、決定關鍵字

或使用進階搜尋是困難的。Bilal 與 Kirby(2002)研究中發現，兒童在建構有效的

搜尋詢問時，有認知上的困難，因此無法有效的使用網路。蔡新德、楊子奇、蔡

佩珊、黃國禎(2006)研究發現兒童大都不懂得運用搜尋技巧來查詢，關鍵字的選

用和拼字，也常因不當或錯誤導致搜尋失敗。 

綜上所述，在線上閱讀的過程中，如何決定搜尋的關鍵字與搜尋的過程與阻

礙，值得我們探討。 

(二) 選擇策略 

依據Mayer(1996)SOI閱讀策略模型提出的選擇策略，認為在訊息選擇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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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內容的重要性，選擇出重要的訊息。本研究依Mayer選擇策略的核心概念，

將之定義為線上閱讀時，網頁標題、解釋和搜尋結果決定等連結方式的選擇。 

網路的開放性和超文本特性常常使使用者迷惘，使用者必須做瀏覽的選擇以

及時常的決定選擇下一個連結（Lee & Baylor, 2006）。Scheiter 與 Gerjets(2007)

指出，每個讀者不同的導覽模式會帶來不同的學習成效。 

Herder 與 Juvina (2004)以記錄受試者點選網頁次數、瀏覽時間長短和連結

網頁的縱深和複雜度，以了解讀者的閱讀歷程。McDonald與Stevenson(1996)則是

記錄讀者完成任務所花的瀏覽網頁步數。杜義文(2005)採用Lin & Tsai (2005)發展

的「網路導覽流程圖(web navigation flow map)」，運用五個量化指標「網路經驗」、

「知識觀」、「網路學習環境偏好」、「搜尋策略」和「搜尋成就」，來分析學生的

使用的網路搜尋策略。Hwang等(2008)提出「線上資料搜尋行為輔助分析系統 

(Meta-Analyzer)」。將學生搜尋過程的所有行為，予以記錄，如輸入關鍵字、瀏

覽網址、瀏覽時間、採用網頁個數、書籤內容以及送出答案時間等。用來幫助教

師瞭解學生對於關鍵字、摘要、統整等方面的能力，並針對能力不足的學生給予

回饋。 

每位受試者都有其獨特的特質，再加上線上閱讀特有的超文本和超連結特性，

我們可以嘗試從受試者的網頁歷程，探討其瀏覽方式、瀏覽順序、點選次數、瀏

覽時間與瀏覽的深度和廣度，從而了解其閱讀行為歷程。 

(三) 自由瀏覽策略 

根據版面結構設計理論，版面結構必須設計視覺動線（Eye movement）和視

覺震撼中心以引導讀者閱讀（Arnold, 1969 ; Garcia, 1993）。視覺動線（Eye 

movement）是指讀者閱讀刊物時，視覺軌跡經過版面的動線。視覺動線依編排

方式，橫式與直式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軌跡（莊賢智，2005）。在不考量視覺

震撼中心（Center of Visual Impact）下，網際網路文字呈現方式大都為橫排版面。

而在閱讀橫排版面時，其閱讀習慣是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無論是先閱讀文字或

是圖片，均呈現出一種反「S」狀態（Nelson, 1977）。而從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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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路徑，稱為閱讀動線（reading diagonal）(朱瀅，2002; Arnold, 1969; Mullen & 

Johnson, 1996; Nelson, 1977)。Arnheim（1974）研究發現橫排版面的設計方式，

版面上方較下方重要，左方較右方重要。 

Wang, Hawk 與 Tenopir (2000)研究指出，當使用者進入網頁時，常忽略第一

個呈現畫面之後的資料，也就是使用者不會以捲動的方式瀏覽其他資料。劉純芳

(2000)研究指出網頁的畫面過長，讓使用者無法完整對網頁資料一覽無遺，也可

能造成使用者無法專注瀏覽；同時發現呈現搜尋結果的選單，使用者通常只瀏覽

30~50 筆的搜尋結果就失去興趣。Qiu (1993b)調查發現有經驗的搜尋者傾向以非

線性的模式去瀏覽超文件系統；另一方面，初學的搜尋者則是運用較線性的瀏覽

方式。 

Solso(1994)提出視覺注意力會受觀察者意圖、興趣、知識、動態及背景等因

素影響，而這些因素也是形成觀察者觀看經驗的來源。因此在進行搜尋時，這些

觀察者在搜尋時的處理比較有系統化。林美秀(2006)研究中發現高、低成就者的

九年級學生大多以圖片標題為著眼點，學生並認為圖片標題有助了解圖片意義，

亦發現大部分學生會先閱讀文字再看圖，並以圖說文字的內容來瞭解圖片的意

義。 

本研究將「自由瀏覽」編碼，定義為第一次瀏覽之該段落文字或圖表，並利

用眼動儀追蹤受試者的閱讀視覺軌跡及注意力分布，並對受試者在進行線上閱讀

時的自由瀏覽策略進行編碼，另為避免影響研究成果的正確性，本研究將四個文

本類型的版面予以控制在條件一致的情況下。 

(四) 組織策略 

依據 Mayer(1996)SOI 閱讀策略模型提出的組織策略，認為對所選取的訊息

重新組織，形成一個整體概念。本研究依 Mayer 組織策略的核心概念，將組織策

略編碼定義為「以段落為單位」，且受試者在該段落內回視該段內容，尋找相關

字句、訊息或主題，找出一致或不一致的線索，或者對該段相關概念、內容大意

加以組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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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統整策略 

依據Mayer(1996)SOI閱讀策略模型提出的統整策略，認為統整就是將短、長

期記憶之間的相關知識作連結。本研究依Mayer統整策略的核心概念，將統整策

略編碼定義為「以跨段落為單位」，且不管受試者正在閱讀哪一個網頁內容，只

要在閱讀該段或下段內容前，回視前段或更早之前閱讀過的內容，都視為統整。 

統整可以視為讀者對不同段落內容，進行結構性整理。包含：統整文章，跨

段落比對、文章摘要、建構鉅觀概念、連結段落訊息等。統整可以讓讀者學習統

合文本結構與脈絡線索，建構連貫的鉅觀文本圖像(陳茹玲，2010)。 

(六) 輔助策略 

進行紙本閱讀時，有些人藉由「指讀」行為，如：筆或手指的幫助，在書上

做筆記、劃重點、在重要的頁面上摺角或藉由筆或手指，指著正在閱讀的地方，

加快閱讀的速度，但在傳統的螢幕上，我們只能以替代方式來幫助閱讀。研究者

觀察紙本與線上閱讀行為的差異，針對線上閱讀的特徵，從軟、硬體方面定義出

輔助策略的編碼行為。1.硬體工具：如滑鼠、鍵盤；2.軟體方面：如瀏覽器功能。 

(七) 理解監控策略 

在閱讀理解歷程中，有不少的學者專家提到理解監控對於閱讀理解的重要

(張國恩、蘇宜芬、宋曜廷，2000； 陳李綢，1992； Gagné, 1985； Pearson & 

Johnson, 1978）。本研究依 Mayer 統整策略的核心概念和參考其它學者專家的

解釋與說明，將理解監控策略編碼定義為「在閱讀歷程中、後，能夠有所意識或

覺察，透過回答、自我提問、自我檢核與自我評鑑等策略，達成對文章內容更深

理解」。然而理解監控歷程包括：目標的設定、策略的選擇、目標的檢視和一連

串的修正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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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線上閱讀與學習 

一、 閱讀與學習 

「閱讀」在學習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資訊發達的時代裡，生活周遭

到處充滿了文字，閱讀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Trelease（2001）以一句

簡單的話詮釋閱讀的好處：讀得愈多就知道得愈多；知道愈多就愈聰明（沙永玲、

麥奇美、麥倩宜譯，2002）。Indrisano和Chall(1995)將閱讀分為六個發展階段，前

三階段為「學習閱讀」，後三階段為「由閱讀中學習」。而國小一至三年級之兒童

正開始學習如何將字與音相連結，以建立閱讀的流暢性，更是閱讀困難是否能夠

改善的時機（王瓊珠，2001b）。在2003年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 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一書中提到，「學會閱讀」並不足以讓學生應付所需，學生更要學的

的是「從閱讀中學習」的技巧，以達到終身學習的目的，擁有開放的態度，探索

多元價值觀和文化，並培養思維能力，按照個人興趣和需要進行廣泛閱讀。由此

可見閱讀與學習對國小學童的重要性。 

閱讀的重要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透過大量閱讀，語文知識才能內化

到個體的語言能力結構中。第二，人透過閱讀獲得資訊，並發展獨立思考的能力。

第三，閱讀豐富人的情感。許多者認為當前的語文教學改革必須以閱讀為中心，

鼓勵學生的自主的、個性化的閱讀(引自高廣方，2005)。因此，閱讀是一切學習

的基礎，閱讀與學習密不可分，只有樂在閱讀，才能持續學習。 

 

二、 線上閱讀與網路學習理論 

網際網路提供不同於傳統知識學習和傳達的方式，使以往為老師為中心的學

習轉變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也突破了時空、地點的限制，具有多元的學習

資源、個別化的學習和科技整合的特質。網路學習理論是線上學習的基礎，而線

上閱讀是網路學習理論的初步實現，網路學習所根據的認知心理學基礎有建構主

義(Jonasen, 1991) 與情境認知(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建構主義強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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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環境中，學生並非只是被動的接受，或單純的死記教材內容，而是應該著

重在深入思考訊息的意義，並將新資訊與舊經驗做連結，用積極的方式建構思考

歷程，將新教材內化吸收。情境認知強調將課程與個人經驗結合，主張教學者應

營造一個合適的環境，在學生理解後就能主動的運用訊息，具體的學習(Harel & 

Papert, 1991)，即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下或似真情境下學習，教學策略更應與學習

環境緊密連結 

李淑芬(1997）、王淑如與王裕德(2001)指出經由網路學習有以下優點(引自李

建鋒，2001)：(一)提昇學習動機：網路學習環境的特性可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教

材與方式，激發學習者學習興趣。而同步與非同步的討論機制提供學習者交流彼

此的觀點與想法的管道，藉此刺激學習者主動搜尋與學習相關知識來面對不同觀

點的挑戰，持續學習熱忱；(二)培養創造思考能力：學習者可藉討論分享知識，

與他人互動後能激發更多的想法，進而延伸學習觸角將所學轉換運用，促進創造

思考的運用能力；(三)融合新舊經驗：在討論與分享時，學習者需說明己身觀點，

而在辯證說明的過程中更能使新舊知識持續交融。並從其他學習者中所得到的不

同意見，如此更有助於學習者更具多元視角；(四)學習範圍的增廣：知識的來源

超越教室或教科書，知識可源自於同儕間的交流，或以鏈結方式延伸學習領域，

並依個人興趣與需求調整學習範圍。 

線上閱讀與網路學習有關理論，可分為「建構主義」、「獨立學習」、「自我導

向學習」、「互動式學習」等，說明如下(呂芸樺，2006)：  

(一) 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主張學習是學習者以學習者既有的知識基礎，主動建構新概念的過

程，認為與外在環境的互動過程中，個體會根據既有的知識來理解週遭的環境；

建構主義強調，「學習者本身的經驗及其與環境的互動」是個人學習建構知識和

創建意義的根本。 

Simos 認為建構學習的核心包含六項特性：「主動的學習（Active Learning）」，

指學習者可以自行探索、研讀、甚至編輯資訊，而不只是被動的學習；「建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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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Constructive Learning)」，重視本身的學習經驗和知識，鼓勵學習者根據事實

試著解釋、建構及使用新知識「累進學習(Cumlative Learning)」，指新知識是建

立在舊有的知識基礎上；「目標導向學習(Goal Oriented Learning)」，指利用主題

或問題為核心的一種學習方式；「診斷學習(Diagnostic Learning)」，指提供更多線

索幫助學習者以自省方式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自省學習(Reflective Learning)」，

與診斷學習類似，但著重在學習者的自省過程。以上六項用來衡量是否建構學習，

並不需要同時存在。 

(二) 獨立學習 

強調學習者主動學習的過程，教學者或教學機構只是學習過程的引導者、促

進者、支持者，學習的結果是學習者主動的活動和認知而產生。由於網路教學環

境是師生分離的，強調學習者的獨立學習，學習者必須表現出自發性的學習活動

及自我導向的學習行為（劉惠如，1999）。 

在獨立學習的情況下，學習者在學習中的自理行為顯得非常重要，在沒有教

學者的監督下，學習者必需充分發揮自治的精神，為自己的學習結果負責。因此，

在獨立學習中，學生與教師是分離的、教學是個別化的、學習是因學生的興趣而

產生、學生要以自己步調來自主學習。 

(三) 自我導向學習  

不同的學者對自我導向學習各從不同的觀點著眼，因此對自我導向學習下了

不同的定義；有主張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學習歷程或方法者(Knowles, 1975；

Tough，1979)，有主張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學習能力者(Guglielimino, 1977)，有

主張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學習型態者(Spear & Mocker, 1984; Bonham, 1989)，有

主張自我導向學習是一種人格特質者(Oddi, 1986; Fellenz, 1985)。然而，不管採

用何種觀點來解釋自我導向學習的意涵，自我導向學習與自主性學習(autonomy)

之因素有關(Fellenz, 1985; Spear & Mocker, 1984; Tough, 1979)，且自我導向學習

者具有擬定計劃、執行計劃及評鑑學習結果的能力(Guglielmino, 1977; Tough, 

1979; Knowles, 1975)。 



34 

(四) 互動式學習 

Moore 在 1989 年提出網路學習包含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學習者與教師的

互動與學習者與學習者的互動等形式。Hillman，willis 和 Gunawardena(1994)更

進一步認為學習者與科技的互動也是重要因素。在學習者與教材的互動中，教學

者應協助學習者改變建構新知識與，使新知識與舊經驗連結，讓學習者在理解

(Understanding)、觀點(Perspective)、或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有所改變。

在學習者與教師的互動中，教學者企圖引起或維持學習者的動機，並澄清學生疑

義。在學習者與學習者的互動中，則包含相互詢問、解說或表達意見等。而學習

者與科技的互動意指學習者與介面的互動關係。 

 

三、 線上閱讀相關研究 

資訊科技和網際網路的發達，傳統紙本閱讀習慣也逐步演變成線上閱讀，有

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線上閱讀的重要性，從事線上閱讀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以下是有關線上閱讀研究之相關文獻整理(表 2-3-1)： 

表 2-3-1 線上閱讀相關研究 

學者 研究方法與對象 研究發現 

Coiro 與

Dobler 

(2007) 

11 名來自不同學校的六年

級學生，採質性研究。 

傳統閱讀策略在網路閱讀中被廣泛使用，在

網路搜尋資料增加了網路閱讀的複雜度。學

生在進行網路閱讀時的先備知識：對文本內

容知識的瞭解、網路資源的認識、搜尋引擎

的知識。 

呂芸樺 

(2006) 

以質性研究法，研究觀察

四位大學生的網路閱讀策

略。 

讀者在進行閱讀時超連結路徑完全不同，而

使用筆記將個人閱讀路徑作記錄，可以提供

讀者再回溯查詢的功能，可以幫助解決讀者

在主文本和次文本間跳躍閱讀時所造成閱讀

中斷，而忘了之前所閱讀的內容為何的窘境。 

Holscher

與Strube 

(2000) 

調查生熟手網路搜尋行為 發現缺乏網路搜尋經驗的生手，很容易就太

快決定目標資訊，以致往往造成資訊錯誤或

完整性不足的狀態。 

Kozma 

(1991) 
分析超文本的媒介特色，

推論超文本可能造成新手

讀者造成學習困難，對於

專家型讀者閱讀超文本比

較不會有問題。 

對新手讀者而言，在非線性結構可能不太容

易自行決定閱讀順序。新手讀者沒有周延的

基模幫助他們歸類、定位新資訊；缺乏相關

領域知識，瀏覽一堆跟閱讀目標無關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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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l與

Kirby 

(2002) 

 

調查七年級學生和研究生

使用 Yahooligans!搜尋引

擎的行為 

大部份研究生在進行搜尋時，慣以瀏覽主題

目錄方式進行搜尋，可推知研究生應具備充

足的學科與主題知識，故可以有系統的使用

這種方式；然而少部分的研究生會探取關鍵

字的方式進行搜尋，但不論選擇何種策略做

為搜尋的起始，之後關鍵字搜尋、進入的網

站和瀏覽的主題目錄等行為都有反覆的現

象。 

杜義文 

(2005) 

分析 87位八年級學生所具

備的網路搜尋能力與搜尋

策略 

若搜尋資訊是已知存在且答案比較固定的

「封閉式」搜尋任務類型，對於網路經驗較

佳的學生，傾向會獲得比較好的搜尋成就；

搜尋的資訊是目標並不清楚，需求的資訊較

不特定且範圍較廣的「開放式」搜尋任務類

型，知識觀較佳(較符合建構主義者觀點)的

學生，傾向會獲得比較好的搜尋成就。 

陳欣渝 

(2011) 

以 55 位國小高低閱讀能力

學生為對象，全體接受 9

週的線上科學文章閱讀課

程後，搜集三種閱讀策略

(含組織與統整)的效率及

科學篇章理解測驗得分。 

研究發現：(1)多時間點的組織、統整等策略

(作關連筆記、寫摘要)效率均略微下降，且

起始閱讀能力高者的策略效率恆優於低閱讀

能力者，但經過多次教學後兩者的差距呈現

逐漸接近的趨勢。(2)起始低閱讀能力者的策

略效率與篇章理解表現有顯著相關，其中以

筆記與摘要最為明顯，表示低閱讀能力者使

用閱讀策略受惠較大。 

Millis與

King 

(2001) 

以不同閱讀能力的大學生

為對象，閱讀短篇說明文

後回憶內容 

閱讀能力高與低的大學生在策略使用上有差

異。兩組學生在閱讀時雖皆出有重讀策略，

但高閱讀能力大學生比起低能力大學生在字

詞的平均閱讀時間較慢，段落的閱讀時間較

快，閱讀能力較好的讀者的回憶表現較佳，

使用重讀策略獲益較高。 

Fidel 等

人(1999) 

調查中學生的網路搜尋行

為 

先前的搜尋經驗是影響資訊搜尋行為的主要

因素，學生偏好瀏覽網頁或利用超連結的方

式來搜尋資料，很少使用高層次的搜尋技巧。 

Bilal 

(2000) 
以自行發展的網路橫越測

量法(Web traversal 

measure)來評估 7~9 年級

兒童搜尋過程的效率和成

效。 

受試者搜尋沒有效率，且經常循環、回上頁

和貧乏的瀏覽。使用網路的動機是基於滿足

自己而非完成任務。進行網路搜尋時，無法

決定適當的關鍵字。 

Hsieh-Ye

e 

(2001) 

整理 1995 年至 2000 年有

關兒童的網路搜尋行為 

受試者沒有做有計畫的搜尋，雖能與網際網

路互動，但並非有系統的查詢；偏好瀏覽，

但在鍵入的關鍵字、產生搜尋陳述和判斷網

頁的品質有困難。 

劉純芳 

(2000) 

調查 20 位輔仁大學學生，

在 WWW 瀏覽行為 

在問題解決部分，常利用搜尋引擎，輸入關

鍵字來搜尋相關網頁，若無法搜尋到符合的

網頁，會更換關鍵字、縮小查詢範圍或更換

搜尋引擎重新搜尋，有時甚至放棄或改採其

他的資訊來源做為替代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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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l 

(2000, 

2001) 

利用 Yahooligans!搜尋引

擎/目錄，運用事實搜尋

(fact-finding)和探究基礎

(research-based)形式的搜

尋任務來調查七年級科學

學生網路搜尋的行為。 

在事實搜尋任務，50%兒童成功的搜尋到正

確答案，另 50%則是搜尋失敗；在探究的搜

尋任務，有 69%兒童成功的搜尋到部分答

案，31%是搜尋失敗。相對於事實搜尋的任

務，探究搜尋的任務更為困難。 

Marchio

nini，Lin

與

Dwiggin

s 

(1990) 

比較使用者的搜尋經驗和

學科專業知識對資訊搜尋

過程和搜尋結果的影響 

發現二個專家群組(搜尋和學科專家)都勝過

新手，在這二個專家群組觀察到的成功率並

沒有差別，但搜尋風格並不同。學科專家傾

向花較多時間去閱讀取得的資訊，而搜尋專

家花較多的時間在搜尋準備和修改操作。 

Byron 與

Young 

(2000) 

應用 Kuhlthau模式探討學

生於虛擬學習環境中之資

訊搜尋歷程。 

使用問卷搜集資料，問卷內容主要參考 

Kuhlthau 等人(1989)所設計之問卷，問卷前

四題以開放式問卷呈現：主要詢問搜尋者於

搜尋過程中之認知層面；後五題則是以封閉

式題目呈現：主要在詢問搜尋者於搜尋過程

中之情感與行為層面。結果顯示原本描繪於

圖書館環境之資訊搜尋過程模式，亦可解釋

在虛擬學習環境中之資訊搜尋行為。 

Reinking

與
Rickman 

(1990) 

比較中年級學生紙本閱讀

與線上閱讀改寫自一篇科

學文章的兩個段落的成

效。學生閱讀印刷文本時

可查閱字典，閱讀電子文

本可利用線上立即查詢生

字。 

閱讀電腦文本查詢更多生字意義、記憶更多

生字、以及更能理解文章。閱讀過程中利用

電子文本提供讀者與文本互動的選擇，如 1

生字、新詞的解釋；2 與文本內容相關的插

畫展示，通常是動畫；3 有用的背景資訊；4

文本的結構圖；5 較容易、較無技巧的文本

展示版本等，能增加閱讀理解。    

Tancock

與

Segedy 

(2004) 

探討國小二年級學生閱讀

電腦線上文本和閱讀紙本

的閱讀理解、回應及喜好

調查的行動研究。實驗組

學生在電腦線上閱讀六篇

不同難易程度的文章，而

後電腦作答；控制組學生

則閱讀相同的六篇紙本文

章，並以紙筆作答。 

閱讀紙本的學生對於六篇文章內容的理解，

均優於在電腦線上閱讀的學生；對文章的回

應，除一篇文章外，閱讀紙本的學生也均優

於在電腦線上閱讀的學生。但是，電腦線上

閱讀的學生的閱讀態度，均優於閱讀紙本的

學生，意即學生更喜愛在電腦上閱讀。 

Kerr 與

Symons 

(2006) 

探討兒童的閱讀速度、理

解和回憶是否受到電腦呈

現文本的影響。60 位五年

級學童參與研究，每位學

生閱讀兩篇文章，一篇是

傳統紙張形式呈現，另一

篇是以電腦螢幕、捲軸介

面方式呈現。每讀完一篇

文章後，盡可能回憶所讀

以及回答理解測驗問題。 

學生在電腦螢幕的閱讀花費較長的時間，也

回憶較多的文本。就效率變項言，若考量所

用的時間，則電腦閱讀的優勢不再。學生在

紙本文章的閱讀理解更佳、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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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懿萱

(2009) 

探討科學說明文內不同形

式提示物（文字、插圖形

式）對於國小學童記憶力

與理解力之影響。研究對

象 72 名國小六年級學生，

研究設計採 3（提示形式：

無／摘要／插圖）×2（閱

讀能力：高／低）受試者

間設計。並分別以不同變

異數分析考驗各實驗處理

間的參與者於自由回憶及

閱讀理解兩方面表現之差

異。 

高閱讀能力組於兩測驗整體表現顯著優於低

閱讀能力組。插圖提示對學生的理解力有明

顯提升，然記憶力僅對於高閱讀能力者有助

益。摘要的提示效果對高閱讀能力者無明顯

提升，對低閱讀能力者卻可能有導致認知負

荷加重的潛在危機。 

Belmore 

(1985) 
探討 20位大學生線上閱讀

和紙本閱讀八篇標準化測

驗文章(127-221 字)，涵蓋

記敘文、說明文和議論文

的閱讀速度與閱讀理解。 

以紙上填答選擇題的方式，來了解閱讀理

解。研究結果顯示：先以電腦閱讀時，紙本

的閱讀速度快於線上閱讀；紙本的閱讀理解

亦優於線上閱讀的閱讀理解。 

McKnigh

t,Richard

son 與

Dillon 

(1990) 

研究 16位研究中心的人員

(21-36 歲)線上閱讀和紙本

閱讀一篇製酒(包括酒的歷

史、製造和品嚐)的文章。 

文章中有相當多的超連結。紙本閱讀與線上

閱讀的閱讀理解沒有顯著差異。 

Levie 與 

Lentz

（1982） 

以後設分析方式回顧 65項

與教科書插圖相關的研

究，將訊息進行分類為三

種形式(只出現文字/只出

現插圖/同時出現文字及插

圖)。有 23 項研究皆將其實

驗處理分為圖文組以及文

字組。 

回顧 65 項與教科書插圖相關的研究，歸納所

有研究後發現 44%低閱讀能力者與 23%高閱

讀能力者可從插圖獲得正面幫助。在這 23

項研究中，85%圖文組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

文字組。 

(研究者整理) 

綜上所述，得知以往紙本閱讀時，只需具備文本內容知識瞭解的先備知識。

然而，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線上閱讀的掘起，讀者的先備知識不單單只能靠文

本內容知識的瞭解，還必須有對網際網路的認識、搜尋資訊、分析、統整、歸納

和閱讀理解策略應用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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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閱讀與眼動 

本節先介紹關於眼球運動與眼動追蹤技術、再探討閱讀歷程、閱讀表現與眼

球運動的關係，最後整理閱讀與眼動的相關文獻做為實驗的參考。 

一、 閱讀與眼動歷程 

閱讀歷程中所牽涉到的問題不只是心理的認知問題，還有生理上的眼球運動。

眼運的各項指標與人的心理變化息息相關（朱瀅，2000； 唐大崙、李天任、蔡

政旻，2005；Williams et al., 2003）。眼睛的移動可分為自主性與非自主性，非自

主性部分與大腦認知有密切的關係，如果主題明確眼球掃視軌跡將會跟主題輪廓

相似，注視會定點在具有強烈訊息的某部份，在細節的地方會注視更久（Darley, 

Glucksberg & Kinchla, 1994），利用此特性，我們可以透過眼球追蹤技術，即時記

錄個體凝視（fixation）、掃視（saccade）與眨眼（blink）的事件，來分析個體潛

在的認知歷程（Just & Carpenter, 1984; Rayner, 1995）。Solso（2003）認為眼球運

動是視覺訊息處理中最有效的手段，法國科學家Emily Java(1878)藉由眼球運動，

在閱讀方面的實證性行為研究，觀察學童在閱讀時眼球活動情形，發現學童是以

一種細微跳動（Parsaccades）的方式移動他們的眼睛，並且一直注視、跳動、注

視重覆同樣的動作。Robeck & 與 allace(1990)指出靜態文本閱讀包括三種不同的

視覺處理：(一)凝視(fixation)：將眼睛對準文字，使文字能正好落在視網膜的中

央窩上。閱讀文本時，視覺停留於文本期間；(二)跳視(saccade)：為了讓新的閱

讀訊息能落在中央窩視區時，眼球所作的快速移動。目光在各凝視點間簡短、快

速跳動；(三)迴視(regression)：眼睛退回至先前閱讀過的內容。讀到行末，目光

移回下一行的起始。 

Megaw 和 Richardson (1979)與 Neboit 和 Richardson (1987)指出在眼球運

動的觀察指標中有凝視時間、凝視個數、凝視點的順序、跳視次數、跳視距離、

瞳孔大小、眨眼次數及回視頻率等，而凝視時間、凝視個數、凝視點的順序是最

常被探討的變項(Duchowski , 2003; Henderson & Hollingwort , 2003)。與本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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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參數有下列幾項： 

(一) 凝視時間（Fixation times or Fixation duration）：眼球從一個掃視運動結束至

下一個掃視運動開始時的時間。 

(二) 凝視個數（Number of fixation）：在單位時間內，眼球掃視運動的個數。 

(三) 凝視點的順序（Sequence of fixation points）：凝視點的先後順序，將先後順

序連起來，可以構成凝視的掃描路徑（scan path)。 

(四) 凝視點的空間分配(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xation)：本研究指的是在整個網頁

裡，AOI 區塊裡的次數分配。 

 

二、 眼球運動與眼動追蹤技術 

(一) 眼球運動 

眼球的構造就像一部精密的相機，是人類重要的感覺器官，也是認知歷程中

最重要的感官訊息來源，在人類的資訊處理過程中有 80%以上的訊息是由視覺認

知過程獲得（Sanders & McCormick, 1987）。眼睛的成像系統有角膜（cornea）、

瞳孔（pupil）、水晶體（lens）等，均各具有不同的功能。我們可以藉由眼睛去

發現、獲取外界資訊，收集視覺影像經過大腦分析解釋，然後進行影像合成，而

這些影像會影響人類的意識與行為改變 (Solso, 1994)。眼球運動為人類一項複雜

而靈敏的運動單位，透過六對眼動肌肉，可以將眼球移動到想注視的位置。在觀

看的過程中，眼睛並非有秩序的移動，也不是規律的停留在畫面的每一個地方，

而是在畫面的某個位置短暫停留後，快速的移動到下個停留位置，不斷的反覆注

視 (fixation)、跳躍 (saccade)（Volkmann, 1986）。而影響視線停留的因素，除了

特殊病理因素之外。基本上可分成兩類，一類是突顯的外在刺激因素，例如亮度、

對比、色彩、空間位置、刺激複雜度與呈現時間等。另一類是基於受試者本身的

知識經驗、策略，或對該刺激產生好奇、喜歡或其他複雜深層思考歷程等內在因

素的影響（Salvucci & Anderson, 1998）。在眼球運動的狀態中，當視覺在跳躍的

同時是無法接收訊息，只有在視覺短暫停留的同時才能接收訊息（蔡介立、顏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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璇、汪勁安，2005），而眼球軌跡追蹤的設計就是依照人類眼睛運動的這種生理

基礎去設計而成。 

(二) 眼動追蹤技術 

眼球因為短暫停留與快速移動的特性，可以區分為凝視（fixation）與掃視

（saccade），而眼動追蹤技術(eye tracking, Cornsweet, 1958)是一種測量技術，能

測量眼球位置（稱為凝視點）用來追蹤記錄眼球於空間之某一平面上的落點位置

與運動軌跡。過去直接觀察眼球運動的方式欠缺客觀且精確度低，無法掌握眼動

細微的變化。早在十九世紀，就有眼球運動紀錄的相關實驗，當時是利用麻醉藥

麻醉眼球角膜後，在角膜上放置一小塊玻璃或金屬板，當眼球轉動時，帶動玻璃

或金屬板，就會傳輸信號至記錄裝置，但這種實驗會對受試者造成傷害。之後隨

著科技的進步，有人利用眼睛的各種特性來記錄眼球運動的方式（Young & 

Sheena, 1975），眼動追蹤技術從較早期的觀察法、機械記錄法到後來電流記錄法、

光學記錄法的產生，其中光學記錄法是目前最多研究中所採用的方法，可以透過

捕捉從人的眼角膜和瞳孔反射出來的紅外線，連續記錄眼球變化，受試者幾乎可

以在完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進行實驗，又可以跟電腦等系統結合，即時並精確記

錄受試者的眼球追蹤過程與時間，使實驗的效度大為提高許多（朱瀅，2002）。

Poole 與 Ball (2005)指出「眼動追蹤」是一項反映視覺處理過程的測量技術，能

協助研究者記錄受試者眼球在特定時間的凝視位置，以及眼動順序及軌跡。眼動

追蹤有助於建構受試者觀看螢幕位置的分布區域；同步記錄眼球運動資料，且可

提供介面評估的客觀資料。迄今，眼動追蹤儀器已大量地使用在各種領域，並藉

由受試者在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中的各種眼動指標以推論個體的內在認知歷程

狀況，這些不需要干擾受試者的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又能大量搜集閱讀的眼動

資料，逐漸成為研究者與專家用來瞭解受試者閱讀能力表現的另一種指標

(Kaakinen, Hyönä, & Keenan, 2003; Rayner & Juhasz, 2004)。此外眼動技術可以反

應讀者在閱讀時，對單一字彙、句子的凝視時間，以及字與字、句與句之間的凝

視順序以及篇章的回視情形等（Hyönä, Lorch, & Kaakinen, 2002）。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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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Tobii-X120 眼動儀，紀錄受試者在線上閱讀時所產生的眼動情形，如：眼

球的凝視時間、凝視順序及重新回視情形等，探討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的策略

與歷程。 

 

三、 中文閱讀的眼動研究 

Rayner 與 McConkie（1976）認為眼球運動的型態能夠有效地反映讀者從事

閱讀時對於文字的認知。而早期中文為閱讀材料的眼動研究中，關切的是中文與

英文閱讀在眼動型態上的差異。例如：閱讀中文的平均凝視時間為 220～230 毫

秒，英文約為 250 毫秒。 

有些研究者從中、英文書寫角度來切入，因為英文是以詞為書寫單位，而中

文以字為書寫單位，但 Sun 等人(1985)研究結果指出在中文讀者的閱讀知覺單位

上，注視時是以多字詞為單位，與英文讀者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也有研究者從眼

睛的生理構造方面著手，例如： McConkie 與 Rayner（1976）指出英文的知覺廣

度為右側 15 字母到左側 4 個字母，而知覺廣度(perceptual span)，是眼球在凝視

時，所能辨識文字的最大量。蔡介立(2000)以凝視點方式研究發現，讀者中文知

覺廣度涵蓋右側五個字的範圍，換算視角為 5 度，與英文相同，說明中文或英文

的凝視範圍是沒有差別的。在閱讀方式的呈現上，中文除了可以直式閱讀外也可

以跟英文一樣橫式閱讀，研究指出在閱讀速度上橫式快於直式，且凝視點與反向

凝視較直式多，表示中文的直式閱讀方式較為輕鬆。但另有研究指出橫式閱讀的

速度與眼睛閱讀的字數、換行效率都比直式高，凝視次數也比直式少，但兩者的

平均凝視時間沒有差異（Yen, Tsai, Hung, 2005； Shen, 1927； Morita & Stark, 1985）

(引自蔡介立、顏妙璇、汪勁安，2005）。而後其它相關的研究結果也證明中文與

英文閱讀時的眼動行為模式無明顯差異(Peng, Orchard & Stern ,1983; Yang & 

McConkie ,1999）。 

從這些專家、學者的研究發現不管在中文或英文的環境下，閱讀單位的差異、

眼球的凝視範圍和直式、橫式閱讀方式，在眼動行為上幾乎沒有明顯差異，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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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由上述研究結果，做為本研究分析參考的依據。 

 

四、 以眼動技術進行的閱讀相關研究與應用 

藉由眼球來獲取及處理視覺訊息是一個複雜的歷程，眼動行為的記錄提供了

研究閱讀歷程的重要指標 (Rayner & Pollatsek, 1989; Yang & McConkie, 1999)。國

外有許多閱讀研究結果，藉由讀者的凝視時間、凝視位置等眼動型態，來推論閱

讀以及其他認知處理歷程的關係和讀者的閱讀歷程(Just & Carpenter, 1987; 

Rayner & Pollatsek, 1987; Yang & McConkie, 1999; Duchowski, 2003; Rayner & 

Juhasz, 2004; Rayner & Morris, 1992; Tsai, 2001)，綜合這些學者、專家在閱讀方面

的眼動探討與研究，讓我們可以用更科學的方法，來了解讀者的閱讀理解歷程。

以下是研究者整理之閱讀與眼動的相關研究，表 2-4-1。 

表 2-4-1 閱讀與眼動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結果 研究主題 

Huey 

(1908) 
從文章的凝視比例研究結果發現，凝視文字的比例占

所有文字的 20~70%，代表閱讀並非為被動辨字的歷

程，而是讀者會主動選擇該從哪裡以及何時去凝視文

字。 

(文章凝視

比例) 

Rayner 與
Pollatsek 

(1989) 

研究結果發現，閱讀句子或文章時，約有 10~15%的

眼球運動是屬於回視，說明讀者如果無法了解、建構

文章意義時，眼睛會往回移動至先 前的文字，以求能

提取更多有用的資訊。 

(文章內容

組織、統整

方式) 

Just 與

Carpenter 

(1980) 

以眼動研究結果為依據，提出閱讀除了由下而上的歷

程之外，也會和由上而下的歷程產生交互作用，而這

兩種歷程對於閱讀理解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發現大部分的內容詞(content word)都曾被注視過一

次，並且對於不常見詞(infrequent word)、重要主題詞

(thematically important)和那些用來釐清與解釋先行詞

的字詞，都耗費較久的時間。 

(閱讀歷

程)、(詞的

注視程度) 

Chaffin 等人 

(2001) 

探討讀者詞彙熟悉度對眼動行為的影響，發現受試者

花在熟悉度低的字詞凝視時間比熟悉度高的字詞多。 

(詞彙熟悉

度) 

Henderson 與

Hollingworth 

（1999） 

文字比圖形有較短的注視時間，但有較多的注視點，

而圖像注視持續的時間較長。文字的眼動是以有順序

的方式一行行進行，而圖片的眼動並沒有規律。 

(圖文的凝

視方式) 

莊賢智 

（2004） 

探討圖文配置之閱讀視線軌跡，結果發現圖片放在網

頁左邊，得到的凝視點較多，但當版面沒有圖片時，

無視線軌跡分佈不均勻現象產生。 

(線上圖文

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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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崙 

(2006) 

以總凝視時間、總凝視次數、平均凝視時間，以及視

線跳躍幅度來衡量讀者在電子報中的資訊注意力。指

出看圖與看文字的方式不同，閱讀文字有方向性，瀏

覽圖片無方向性。 

(電子報的

圖文凝視方

式) 

Hughes 等人 

(2003) 

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凝視文字的時間比圖片時間

長。在頁面上搜尋資料時，人們常用文字來定位及建

構意義，用圖片來驗證以及加強連結。 

(網頁圖文

的凝視方

式) 

Bing Pan 等人 

(2004) 

分析網頁瀏覽行為，發現性別、觀看次序、網頁之間

的關連性和網頁型態，會影響受試者的觀看行為。 

(網頁瀏覽

行為分析) 

Julia M. West

等人 

(2006) 

將網頁區分成為不同部分，並各自以不同的代號表

示，紀錄受試者眼睛依序凝視網頁的哪些部分，並將

眼動資料轉為字串的方式呈現，且開發出一套系統，

進行一些字串比對，用來分析網頁的行為。 

(網頁各區

塊的瀏覽分

析) 

Gould 等人 

(1987) 

調查受試者在紙本與螢幕閱讀時的眼動模式，結果發

現，當受試者在螢幕閱讀時，每行比在紙本閱讀增加

約 15%的注視時間，然而，這 15%在每行僅增加一次

的注視。一般而言，在這兩種媒介上閱讀的眼動模式

相當類似。 

(紙本與螢

幕閱讀的比

較) 

Rayner 

(1986) 
研究發現初學閱讀的兒童，眼球凝視字詞的平均時間

超過 350 毫秒，平均凝視每一個字詞的次數約為 2~3

次。 

(兒童的閱

讀時間長

短) 

Taylor 

(1965) 
研究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其閱讀技巧日益成熟之

後，兒童閱讀時的眼動行為也會有所變化，包括凝視

時間逐漸變短、移動的距離也會慢慢變長、回視的比

率會慢慢減少。 

(兒童的閱

讀時間長

短) 

Poole 與 Ball 

(2005) 

研究中指出對使用性研究（usability study）而言，取

樣頻率（sampling rate）為 60Hz 已經相當足夠。 

(眼動儀測

量頻率) 

(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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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國小學童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在閱讀歷程方面，

以眼動儀、線上閱讀策略編碼表、回溯性放聲思考(RTA)做為研究工具與材料；

在閱讀表現方面，則以線上閱讀測驗和問卷，做為研究工具與材料，進行線上閱

讀歷程與閱讀表現分析與探討。本章將分別就研究對象、研究設計、研究工具與

材料、研究程序、資料分析，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實驗對象為基隆市甲國小(46名)與乙國小五年級學生(54名)，共100名，

採用柯華葳（1999）所編製之「閱讀理解困難篩選測驗」做為篩選工具，以該常

模分數(平均=15.85)和半個標準差(S.D.=6.10)為標準，共篩選出高閱讀能力學生

26名與低閱讀能力學生24名，進行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分析。 

 

第二節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採三因子混合設計。 

一、自變項：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閱讀能力」包括二個水準（高

閱讀能力、低閱讀能力），為受試者間變項；「閱讀目標」分成二個水準（有

目標、無目標），為受試者內變項；「文本類型」分成二個水準（超文本、線

性文本），為受試者內變項。 

二、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閱讀組型觀察(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眼動指標與

閱讀表現)。 

(一)眼動指標：使用 Tobii Studio 眼動追蹤軟體，分析受試者在線上閱讀時，

眼球凝視點次數、凝視時間和視線軌跡的資料等。 

(二)線上閱讀理解策略：採研究者整理之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編碼表，分析受

試者在線上閱讀過程和回溯性放聲思考(RTA)中，所使用線上閱讀理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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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數和頻率。 

(三)閱讀表現：受試者在進行線上閱讀時，所表現出來行為與態度。 

三、控制變項：閱讀材料、實驗流程與操作環境。在「閱讀目標」方面，為避免

受試者在先進行有目標的瀏覽後，影響到後面無目標的瀏覽行為與策略，故

先進行無目標的瀏覽，後進行有目標的瀏覽。 

四、共變項：資訊素養能力。將學童的資訊能力列為共變項，並以共變數分析排

除資訊能力之干擾。 

 

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材料 

本節所使用的工具與材料，包括（一）眼動儀；（二）閱讀理解測驗；（三）

資訊能力測驗；（四）線上閱讀測驗；（五）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六）

線上閱讀網站；（七）線上閱讀教材，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工具 

(一) 眼動儀 

以影像分析的方式進行眼球追蹤(Eye gaze tracking)，透過攝影機拍攝眼部影

像，並利用影像分析技術追蹤瞳孔的位置。眼動儀又可依攝影機架設之方式再細

分為頭戴式(Head-mount)與遙測式(Remote)兩類。本實驗採用瑞典的 Tobii X120

遙測式眼動儀，提供完全非侵入式操作，它的攝影機與光源架設在使用者下前方

(在螢幕下方)，可測到瞳孔距離螢幕的範圍為 50 至 80cm 之間，該儀器允許實驗

者較大的頭動範圍，可以長時間進行精確研究而不會感到疲勞，實驗之眼動儀監

控系統，如圖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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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 眼動儀監控系統 

實驗進行時，先調整受試者的座椅前後、高低和頭部位置，使受試者眼睛在觀看

螢幕時保持在60cm左右的距離，以眼動儀進行現場實驗之情境畫面，如圖3-3-2、

圖 3-3-3。 

  

圖 3-3-2 現場情境側面           圖 3-3-3 現場情境正面 

Tobii X120 眼動儀取樣率為 120Hz，每 1 秒取樣 120 次，眼球運動位移量可

經由座標軟體進行換算對應於螢幕的座標。實驗程式採用 Tobii Studio 軟體進行

眼動資料的擷取，如圖 3-3-4。Tobii Studio 除了可即時同步採集眼球資料之外，

更可提供記錄數據、錄影觀測等功能。本研究使用眼動軟體 Tobii Studio 將文本

內容劃分為五種類型的 AOI(Area Of Interest)：圖表、段落、標題、主題句與關

鍵字，如圖 3-3-5分述如下： 

1.圖表：用來解釋或與文字內容相關之圖形或表格。 

2.段落：根據文章內容劃分成的部分或事情結束停頓的地方，也就是處理同一主

凝視點 

(注視點) 

眼動儀 

眼睛 

觀測鏡頭 

電腦 

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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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相關句子的結合。 

3.標題：標明文章或作品內容的簡短語句，用來組織文章，使其有層次架構。超

文本的主標題在網頁的上面框架呈現，次標題在網頁的左側框架呈現、線性文本

則在文章內容裡是為各章章節。 

4.主題句：每一個段落欲闡述的事物(subject)或概念(concept)，通常位於段落開

始或接近處，為該段落的重點所在。在本研究中則為各段落文章裡的前一、二句。 

5.關鍵字：在本研究中為超連結種類，包含文字超連結、名詞解釋和難詞解釋。 

     

圖 3-3-4 Tobii Studio 眼動軌跡         圖 3-3-5 五種類型 AOI 

(二) 閱讀理解測驗  

本研究採用柯華葳（1999）所編製之「閱讀理解困難篩選測驗」做為評量學

童中文閱讀理解能力的工具，適用於國小四至六年級學童。內容包括四種類型的

理解題目：字義理解、句義理解、命題組合（以指示代名詞出題）及短文理解。

本研究所稱之高閱讀能力與低閱讀能力，即以受試者在此測驗的原始得分與該常

模分數(平均=15.85)和標準差(S.D.=6.10)之一半(S.D./2=3.05)進行篩選，得分高於

全國常模分數+1/2 標準差者(15.85+3.05=18.9)，歸類為高閱讀能力，得分低於全

國常模分數-1/2 標準差者(15.85-3.05=12.8)，歸類為低閱讀能力。 

(三) 資訊能力測驗(如附錄一) 

圖 

主題句 

主標題 

副標題 

關鍵字 

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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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排除受試者因資訊能力的不同，影響實驗結果，研究者依據「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資訊教育五大核心能力：「資訊科技概念

的認知」、「資訊科技的使用」、「資料的處理與分析」、「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配合學生資訊素養，設計線上閱讀相關資訊素養測驗，

了解學生基本資訊素養程度，並商請請二名語文教育領域中的學者專家和和一名

國小資訊老師，共三人來檢視測驗內容，分別對題目提供建議，並針對題意表達、

文句流暢、資訊名詞難易，提出修正意見。研究者再根據專家學者建議，修改題

目語句、標點符號等問題而成，資訊能力測驗題號分佈情形如表 3-3-1。 

表 3-3-1資訊能力測驗題號分佈情形 

資訊教育核心能力 題號 題數 

資訊科技概念的認知 6、12 2 

資訊科技的使用 1、2、4、8、9、10、11、13、 8 

資料的處理與分析 3、5、14、15 4 

網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 16、17、18、19、20、21、22、23、25、26、

27、28、29、30、31、32、33、35、36、38、

39、40 

22 

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 7、24、34、37 4 

研究者以台北市建安國小和基隆市中興國小五年級，共 105 位學生為預試樣本進

行預試，最後進行鑑別度及信度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1.鑑別度分析 

本問卷共計 40 題，經過登錄整理後，經由鑑別度分析後，刪掉鑑別度低於.35，

共 20 題不顯著之題目之後，資訊教育五項核心能力的題數分別為「資訊科技概

念的認知」1 題、「資訊科技的使用」4 題、「資料的處理與分析」3 題、「網

際網路的認識與應用」10題、「資訊科技與人類社會」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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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度分析 

本研究中刪去鑑別度過低的題數之後，編成正式「資訊能力測驗」， 並採

內部一致性分析法（Cronbach`s α）分析信度，其內部一致性信度值為.81。 

(四) 線上閱讀測驗(如附錄二) 

本研究之線上閱讀測驗，是針對研究之自變項「閱讀目標」─有目標的閱讀

所設計，範圍為自然科「地球的形成與構造」、「生物體的組成」、「奈米」及「星

空」四個主題，每個主題的題目分為兩面，第一面為 2 題選擇題和 1 題問答題(分

2 小題)，做為有目標的線上閱讀分析之用；第二面為 8 題選擇題，則用來刪除線

上閱讀的偏離值(outlier)，以縮小實驗誤差。受試者需先由第一面測驗題目開始

作答，並依問題順序完成第一面題目之後，再翻至第二面進行作答。 

(五) 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如附錄三) 

本問卷主要針對學童在進行有關「搜尋」歷程的行為所設計，內容分為三大

部分。第一部分係詢問受試者在實驗時是否知道、有無使用搜尋功能和搜尋阻礙，

共 4 題；第二部份則是詢問受試者使用內部搜尋過程之中，所具有之搜尋行為特

徵(包含：執行搜尋、資訊處理與選擇)，共 6 題；第三部分是詢問受試者對於線

上閱讀時，文本的不同，是否會造成閱讀時的困難，共 3 題。說明如下： 

1.受試者在實驗時是否知道、有無使用搜尋功能，本研究詢問之問項，包括：是

否知道可以使用關鍵字搜尋、有無看到網頁的搜尋功能、有無使用搜尋功能、不

使用搜尋功能的原因。 

2.受試者使用內部搜尋過程之中，所具有之搜尋行為特徵，本研究詢問之問項，

包括：(1) 關鍵字搜尋：共 4 題 (2)資訊處理與選擇，包括：共 2 題。 

3.受試者在不同的文本上閱讀，是否會影響他們組織概念的迷失與閱讀時的困

難。 

在選項後面，設計六點量表態度問卷，1 表示非常不同意，6 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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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進行後讓學生填寫，藉以瞭解學生對使用線上閱讀搜尋歷程的態度。 

(六) 線上閱讀網站 

本研究使用之線上閱讀網站為降低影響因子，故於封閉式網路中實驗。主試

者端採用 Fujitsu 筆記型電腦，配備 Intel Core i5-2450M(2.5GHz)處理器、4GB 系

統記憶體、1GB 的顯示卡。軟體方面安裝 Apache 伺服器、MySQL 資料庫，並

使用 PHP 與 SQL 程式語言，做為網頁平台主機。受試者端使用 ACER 19 吋(4：

3)外接式液晶螢幕顯示器(解析度為 1280*1024)、螢幕更新頻率為 60Hz、外接鍵

盤和滑鼠，以供受試者操作。網站架構是由研究者根據文本類別和參考相關線上

閱讀網站所設計。瀏覽器以 IE8（Internet Explorer 8）做為瀏覽平台，工具列保

留「上一頁」、「下一頁」、「重新整理」和「網址列」，如圖 3-3-6。 

 

圖 3-3-6 IE8 瀏覽器工具列 

 

網站設計以「介面編排」、「搜尋框」、「超連結種類」三個部分為主，超文本

網站和線性文本網站，如圖 3-3-7、圖 3-3-8，分別敘說如下： 

網址列 

重新整理 上一頁、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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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超文本網站架構圖 

 

圖 3-3-8 線性文本網站架構圖 

主標題 

副標題 
內文 

搜尋框 

工具、網址列 

文字 
圖表 

超連結 

內文 

搜尋框 

主標題 

副標題 

名詞解釋 

名詞解釋 

難詞解釋 

工具、網址列 

內文 

文字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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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面編排： 

(1) 主標題：以橫幅方式呈現在網頁的上半部。 

(2) 副標題：依主標題在網頁的最左邊呈現相關的副標題。 

(3) 內文：文章內容呈現在網頁的右下角，內文包含文字、圖表、超連結。 

2.搜尋框：超文本在網頁的右上角，線性文本在網頁的左上角，供受試者進行內

部網頁內容的線上搜尋。 

(1) 超文本搜尋結果：以條列式超連結呈現內部網頁搜尋結果，在超連結文字下

方，會有其部份網頁內容說明，如圖3-3-9。 

 

 

 

圖 3-3-9 超文本網站搜尋畫面 

(2) 線性文本搜尋結果：在搜尋的關鍵字上只在文本上呈現黃色的文字醒目提示

色彩，如下圖3-3-10。 

 

 

 

 

 

搜尋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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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 線性文本搜尋畫面 

3.超連結種類(如下表3-3-2)： 

(1) 文字超連結：內文中提到的文字跟主、副標題文字一樣，內部網頁之間連結。

超文本文字只有淺藍色和底線連結，線性文本則文字無淺藍色和底線連結。 

(2) 名詞解釋：與自然知識內容相關的解釋。超文本的連結文字後方會以書本符

號呈現；線性文本則字體加粗，內容解釋的說明框以淺藍色區塊呈現，

位置在內容的最右側。 

(3) 難詞解釋：與自然知識內容無關，較為艱深，難懂的名詞解釋。超文本的連

結文字後方以迴紋針符號呈現；線性文本則字體加粗，內容解釋的說明框

以淺紅色區塊呈現，位置在內容的最右側。 

 

 

 

 

 

 

 

搜尋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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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超連結種類 

超連結種類 超文本圖示 線性文本圖示 線性文本說明框 

文字超連結 
 

無 無說明框 

名詞解釋 
 

無(字體加粗) 

 

難詞解釋 
 

無(字體加粗) 

 

 

線上閱讀四個主題的超文本與線性文本的畫面與主題架構，分別如表3-3-3、表

3-3-4、表3-3-5、表3-3-6所示。 

表 3-3-3 地球的構造與形成的超文本與線性文本畫面與主題架構表 

主題 超文本 線性文本 

擷
取
畫
面 

  

主
題
架
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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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生物體的組成的超文本與線性文本畫面與主題架構表 

主題 超文本 線性文本 

擷
取
畫
面 

  

主
題
架
構
表 

 

 

表 3-3-5 奈米的超文本與線性文本畫面與主題架構表 

主題 超文本 線性文本 

擷
取
畫
面 

  

主
題
架
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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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星座的超文本與線性文本畫面與主題架構表 

主題 超文本 線性文本 

擷
取
畫
面 

  

主
題
架
構
表 

 

二、線上閱讀教材 

研究者由相關網路素材、坊間出版或教科書出版社所，挑選國小學生先備知

識不熟悉的「地球的構造與形成」、「生物體的組成」、「奈米」、「星空」四

個主題的文章，編製成線上閱讀教材。主題架構請參考前表 3-3-3、表 3-3-4、

表 3-3-5與表 3-3-6。編製完成後再經由研究者與數位國小老師共同討論，並邀

請二名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閱讀心理領域中的學者專家審核，整理歸納專家意見

後，修正教材成為正式實驗教材。教材字數約為 7900~8900字左右，如表 3-3-7。 

表 3-3-7 教材字數表 

自編教材主題 總字數(不含註解) 

地球的構造與形成 7956 

生物體的組成 7872 

奈米 8863 

星空 8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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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程序，如圖 3-4-1 所示，共分為實驗前、正式實驗及實驗後等三個階

段。 

 

 

 

 

圖 3-4-1 研究程序 

一、實驗前 

在正式施測前，對研究對象進行「閱讀理解測驗」和「資訊能力測驗」，根

據測驗結果，請篩選出來的研究對象，填寫研究(實驗)同意書(如附錄四)，並開

始針對系統程式、網頁運作和實驗流程進行預試，以瞭解系統程式和網頁在實驗

下的運作情形，並記錄受試者的練習、瀏覽和作答時間，作為正式施測時間的參

考依據。 

二、正式實驗 

實驗程序先以文字說明，如表 3-4-1： 

表 3-4-1 實驗程序 

流程 

(由左 

至右) 

指

導

語 

練

習

題 

閱讀目標 

(無目標) 

閱讀目標 

 (有目標) 

RTA 

文本1 文本 2 文本3 作答 文本4 作答 

時間(分) 1 3 12 12 12 10 12 10 10~15 

註 1：無目標的文本 1、文本 2 和有目標的文本 3、文本 4，依實驗抗衡設計順序決定文本類型。 

註 2：RTA（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為回溯性放聲思考，本實驗是透過影音回溯，由受試

者在回溯影像的過程中，直接說出當時心中的想法，研究者從旁針對疑惑、特別的地方進行提問，

以了解受試者當時的行為和想法。 

實驗前 正式實驗 實驗後 

閱讀理解測驗 

資訊能力測驗 

不同版面閱讀歷程的異同 

線上閱讀組別間對抗平衡 

線上閱讀測驗 

回溯性放聲思考(RTA) 

線上閱讀理解搜尋歷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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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依文本主題(地球的形成與構造、生物體的組成、奈米及星空)和文本

類型(線性文本、超文本)進行實驗。單一受試者施測時間約為一個半小時。實驗

開始之前，實驗之研究者以指導語(如附錄五)說明實驗時的注意事項，並另外以

二個文本類型的閱讀材料主題「台南安平古堡(線性文本)」和「蟲蟲總動員(超文

本)」，讓學生事前練習三分鐘。 

考慮「閱讀目標」、「文本主題」與「文本類型」的呈現順序間會彼此影響，

實驗先由無目標的瀏覽開始，「文本主題」採拉丁方格設計的受試者間對抗平衡

法，前1~4位「文本類型」順序為超文本-線性文本-超文本-線性文本，後5~8位「文

本類型」順序為線性文本-超文本-線性文本-超文本，將受試者隨機分為八組，藉

由組別間對抗平衡，減少實驗的干擾。實驗時，按組別順序決定「文本主題」和

「文本類型」，進行線上閱讀，實驗組別流程說明，如表3-4-2。 

表 3-4-2 實驗組別代號流程說明(文本 1→文本 4) 

 閱讀目標(無目標) 閱讀目標(有目標) 

 文本1 文本2 文本3 文本4 

組別 主題 類型 主題 類型 主題 類型 主題 類型 

1 A H B S C H D S 

2 D H A S B H C S 

3 C H D S A H B S 

4 B H C S D H A S 

5 A S B H C S D H 

6 D S A H B S C H 

7 C S D H A S B H 

8 B S C H D S A H 

註1：A：地球的形成與構造；B：生物體的組成；C：奈米；D：星空。 

註2：H：超文本；S：線性文本。 

在進行無目標的瀏覽時，實驗者在瀏覽操作時間內可以自行決定何時結束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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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與操作，不給予任何測驗。 

在進行有目標的瀏覽時，實驗者必須按照「線上閱讀測驗」題目的答題順序，

依序從文本上找出答案，當實驗者進行作答時，暫停操作畫面，研究者記錄受試

者該題瀏覽作答時間，待作答完畢後，再進行下一題，研究者分別記錄前三題的

瀏覽操作時間，在第三題作答完畢後，不可再到操作畫面進行瀏覽，實驗者必須

憑自己在文本上瀏覽到的印象，回答其後 8 題選擇題。 

三、實驗後 

完成四個文本的實驗後，研究者將文本的畫面逐一播放，並針對受試者線上

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進行回溯性放聲思考(RTA)，並填寫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

程問卷，以瞭解當時學生的想法與行為。 

 

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搜集的資料包括：閱讀理解測驗、資訊能力測驗、線上閱讀理解搜尋

歷程問卷、線上閱讀測驗、回溯性放聲思考(RTA)和眼動資料(包括：眼動路徑、

注意點和停留時間)。測驗和量表的數據資料分析主要是以 SPSS 19.0 套裝軟體

進行統計分析。 

一、量的資料 

為了解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線上閱讀歷程與表現，本研究以「線上閱讀測

驗」和「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分析國小學生在不同「閱讀能力」、「閱

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線上閱讀行為與閱讀表現，並針對結果進行分析。 

二、質性的資料 

本研究質性的資料有眼動儀的觀察紀錄、線上閱讀策略編碼和回溯性放聲思

考(RTA)編碼。為方便分析，先將受試者的眼動質性資料進行編碼。待質性資料

編碼完成後，進行質性分析，本研究的質性分析是： 

(一)眼動儀的觀察紀錄：採用 Tobii Studio 軟體，分析受試者在施測文本上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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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追蹤資料，並配合「圖表」、「段落」、「標題」、「主題句」和「關鍵字」進

行分析。 

(二)線上閱讀策略編碼：依據實驗後的眼球追蹤資料，並搭配研究者整理之編碼

表，進行編碼分析。 

(三)回溯性放聲思考(RTA)編碼：依據實驗後的 RTA，編成逐字稿，並搭配研究

者整理之編碼表，進行編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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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搜集的線上與離線資料，進行質性與量化分析，以瞭解國

小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文本類型」的線上閱讀現況。本

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眼動結果分析；第二

節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結果分析；第三節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學童表現

概況分析；第四節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回溯性放聲思考(RTA)

分析；第五節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之統計分析；第六節為綜合

討論。茲將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眼動結果分析 

為了解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和不同「文本類型」下之眼

球追蹤資料與視線軌跡。本研究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

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另外，本研究將文本內容劃分為五種類型的

AOI(Area Of Interest) ：圖表、段落、標題、主題句與關鍵字，再針對這五種類

型的 AOI 進行分析。 

一、篩選正式實驗人數 

在 50 位受試者(高閱讀能力 26 人、低閱讀能力 24 人)完成線上閱讀實驗之

後，為提高資料分析可信度，進行二階段篩選，先刪除線上閱讀測驗的極端值，

接著刪除眼動取樣率過低的受試者。 

(一) 在線上閱讀測驗的極端值(outlier)方面，共刪除 4 位受試者(3 位低閱讀、1

位高閱讀)，剩下 46 名受試者(高閱讀能力 25 人、低閱讀能力 21 人)。 

(二) 再以眼動率為標準，刪除眼動率低於 35％的受試者 4 位(3 位高閱讀、1 位低

閱讀)，最後確定正式研究樣本分析人數為 42 人(高閱讀能力為 22 人、低閱

讀能力為 20 人)。以下為正式研究樣本分析人數統計表，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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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正式研究人數統計表 

組別 男生 女生 總數 

高閱讀能力 9 13 22 

低閱讀能力 11 9 20 

合計 20 22 42 

 

二、國小學童線上閱讀平均凝視時間(Fixation Duration,FD)結果分析 

為了解國小學童進行線上閱讀，在文本上各區塊凝視狀況，因此針對五種類

型的 AOI 進行平均凝視時間分析，結果如下。 

(一)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圖表」的眼動平均凝視時間 

1.在「圖表」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2 在「圖表」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毫秒)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353 .098 373 .126 327 .104 349 .139 

線性文本 342 .075 442 .103 360 .060 362 .116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圖表」的平均凝視時間，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

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081，MSE = .023，p > .05，η2=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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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86，MSE = .008，p > .05，η2= .002。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2.664，MSE = .007，p > .05，η2= .064。 

表 4-1-3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圖表)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10 1 .010 .459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24 1 .024 1.081 

群內受試（S/A） .879 39 .023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01 1 .001 .086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21 1 .021 2.720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307 39 .008  

文本類型（C） .020 1 .020 2.664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1 1 .001 1.83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291 39 .007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6 1 .006 .809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29 1 .029 4.149*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268 39 .007  

全體  164   
＊

p < .05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720，MSE = .008，

p > .05，η2= .065。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83，

MSE = .007，p > .05，η2= .005。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809，MSE = .007，p > .05，η2= .020。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

本類型的交互作用達顯著，F(1,39) = 4.149，MSE = .007，p ＝ .048，η2= .096。 

(3) 單純主要效果 

在超文本下，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868，MSE 

= .009，p > .05，η2= .001。在線性文本下，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單純主效

果達顯著，F(1,39) = 8.972，MSE = .006，p ＝ .005，η2= .187。在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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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線性文本的情況下，閱讀能力的單純單純主效果達顯著，F(1,39) = 5.273，

MSE = .012，p ＝ .027，η2= .119。 

 

(二)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段落」的眼動平均凝視時間 

1.在「段落」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4 在「段落」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毫秒)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348 .068 422 .120 348 .075 460 .164 

線性文本 365 .063 462 .147 386 .105 468 .183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段落」的平均凝視時間，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

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23，MSE = .043，p > .05，η2= .003。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接近顯著，但未達顯著，F(1,39) = .086，MSE = .011，

p = .058，η2= .002。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接近顯著，但未達顯著，F(1,39) 

= 3.569，MSE = .004，p = .066，η2= .084。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88，MSE = .011，

p > .05，η2= .002。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59，



65 

MSE = .004，p > .05，η2= .007。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1.697，MSE = .003，p > .05，η2= .042。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接近顯著，但未達顯著，F(1,39) = 3.709，MSE = .003，p 

= .061，η2= .087。 

表 4-1-5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段落)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29 1 .029 .664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05 1 .005 .123 

群內受試（S/A） 1.674 39 .043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42 1 .042 3.804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01 1 .001 .088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435 39 .011  

文本類型（C） .015 1 .015 3.569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1 1 .001 .259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159 39 .004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5 1 .005 1.697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10 1 .010 3.709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103 39 .003  

全體  164   
＊

p < .05 

 

(三)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標題」的眼動平均凝視時間 

1.在「標題」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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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在「標題」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毫秒)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327 .136 307 .213 353 .159 316 .178 

線性文本 317 .64 370 .140 346 .062 334 .117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標題」的平均凝視時間，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

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1-7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標題)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07 1 .007 .272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01 1 .001 .030 

群內受試（S/A） .988 39 .025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07 1 .007 .359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22 1 .022 1.070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811 39 .021  

文本類型（C） 1.113E-5 1 1.113E-5 .001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4 1 .004 .222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704 39 .018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1 1 .001 .038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04 1 .004 .198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731 39 .019  

全體  164   
＊

p < .05 

 

(1) 主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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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30，MSE = .025，p > .05，η2= .001。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359，MSE = .021，p > .05，η2= .009。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01，MSE = .018，p > .05，η2= .000。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070，MSE = .021，

p > .05，η2= .027。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22，

MSE = .018，p > .05，η2= .006。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038，MSE = .019，p > .05，η2= .001。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

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98，MSE = .019，p > .05，η2= .005。 

 

(四)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主題句」的眼動平均凝視時

間 

1.在「主題句」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8 在「主題句」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毫秒)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354 .087 395 .140 359 .081 463 .231 

線性文本 381 .099 463 .158 392 .115 496 .261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主題句」的平均凝視時間，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

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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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主題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15 1 .015 .224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26 1 .026 .388 

群內受試（S/A） 2.627 39 .067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17 1 .017 .860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19 1 .019 .945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774 39 .020  

文本類型（C） .031 1 .031 3.826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4 1 .004 .521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313 39 .008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9 1 .009 1.987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07 1 .007 1.458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184 39 .005  

全體  164   
＊

p < .05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388，MSE = .067，p > .05，η2= .010。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860，MSE = .020，p > .05，η2= .022。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接近顯著，但未達顯著，F(1,39) = 3.826，MSE = .008，p = .058，

η2= .089。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945，MSE = .020，

p > .05，η2= .024。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521，

MSE = .008，p > .05，η2= .013。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1.987，MSE = .005，p > .05，η2= .048。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458，MSE = .005，p > .05，η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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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關鍵字」的眼動平均凝視時

間 

1.在「關鍵字」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10 在「關鍵字」的平均凝視時間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毫秒)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386 .116 505 .142 407 .088 475 .267 

線性文本 361 .127 458 .166 424 .165 508 .208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關鍵字」的平均凝視時間，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

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283，MSE = .051，p > .05，η2= .007。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436，MSE = .022，p > .05，η2= .036。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03，MSE = .016，p > .05，η2= .000。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492，MSE = .022，

p > .05，η2= .012。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417，

MSE = .016，p > .05，η2= .058。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2.046，MSE = .023，p > .05，η2= .050。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12，MSE = .023，p > .05，η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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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關鍵字)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51 1 .051 1.011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14 1 .014 .283 

群內受試（S/A） 1.981 39 .051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32 1 .032 1.436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11 1 .011 .492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874 39 .022  

文本類型（C） 4.310E-5 1 4.310E-5 .003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38 1 .038 2.417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608 39 .016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47 1 .047 2.046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00 1 .000 .012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895 39 .023  

全體  164   
＊

p < .05 

 

三、國小學童線上閱讀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Percentage of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PTFD)結果分析 

為了解國小學童進行線上閱讀，在文本上各區塊凝視狀況，避免受到總閱讀

量的影響，本實驗將總凝視時間的單位(毫秒)轉化為百分比，因此針對五種類型

的 AOI 進行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分析，結果如下。 

(一)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圖表」的眼動全部凝視時間

百分比 

1.在「圖表」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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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在「圖表」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14.2 7.15 12.9 10.1 13.9 9.34 12.0 9.59 

線性文本 16.5 10.6 15.6 10.7 13.9 8.64 12.7 9.81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圖表」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

類型」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

變量，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1-13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圖表)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11 1 .011 .639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08 1 .008 .459 

群內受試（S/A） .650 39 .017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01 1 .001 .127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01 1 .001 .090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235 39 .006  

文本類型（C） .001 1 .001 .087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5 1 .005 .455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409 39 .010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4 1 .004 1.033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7.545E-5 1 7.545E-

5 

.020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150 39 .004  

全體  164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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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459，MSE = .017，p > .05，η2= .012。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27，MSE = .006，p > .05，η2= .003。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87，MSE = .010，p > .05，η2= .002。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90，MSE = .006，

p > .05，η2= .002。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455，

MSE = .010，p > .05，η2= .012。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1.033，MSE = .004，p > .05，η
2
= .026。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20，MSE = .004，p > .05，η2= .001。 

 

(二)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段落」的眼動全部凝視時間

百分比 

1.在「段落」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14 在「段落」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57.0 11.1 67.4 15.5 64.3 10.8 69.3 15.3 

線性文本 48.2 8.76 57.2 10.4 52.5 8.39 58.8 8.40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段落」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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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

變量，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1-15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段落)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00 1 .000 .008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59 1 .059 2.847 

群內受試（S/A） .806 39 .021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00 1 .000 .026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11 1 .011 .959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431 39 .011  

文本類型（C） .043 1 .043 4.364*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2 1 .002 .251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387 39 .010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15 1 .015 1.322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00 1 .000 .035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430 39 .011  

全體  164   
＊

p < .05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2.847，MSE = .021，p > .05，η2= .068。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26，MSE = .011，p > .05，η2= .001。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4.364，MSE = .010，p = .043，η2= .101。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959，MSE = .011，

p > .05，η2= .001。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51，

MSE = .010，p > .05，η2= .006。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1.322，MSE = .011，p > .05，η2= .033。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35，MSE = .011，p > .05，η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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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標題」的眼動全部凝視時間

百分比 

1.在「標題」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16 在「標題」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1.85 1.90 1.99 4.89 1.57 1.46 0.83 0.79 

線性文本 6.74 4.85 4.62 2.32 6.99 6.02 3.64 2.55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標題」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

類型」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

變量，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572，MSE = .002，p > .05，η2= .014。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42，MSE = .001，p > .05，η2= .004。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36，MSE = .001，p > .05，η2= .003。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431，MSE = .001，

p > .05，η2= .059。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379，

MSE = .001，p > .05，η2= .010。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847，MSE = .001，p > .05，η2= .021。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

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13，MSE = .001，p > .05，η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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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7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標題)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6.645E-5 1 6.645E-5 .030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01 1 .001 .572 

群內受試（S/A） .074 39 .002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9.689E-5 1 9.689E-5 .142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02 1 .002 2.431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027 39 .001  

文本類型（C） .000 1 .000 .136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1 1 .001 .379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053 39 .001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1 1 .001 .088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1.503E-5 1 1.503E-5 .013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046 39 .001  

全體  164   

＊
p < .05 

 

(四)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主題句」的眼動全部凝視時

間百分比 

1.在「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18 在「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23.2 8.95 13.7 9.82 15.6 7.96 14.9 9.62 

線性文本 26.7 11.5 20.7 6.12 24.1 7.84 22.4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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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

本類型」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

共變量，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1-19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主題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07 1 .007 .753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18 1 .018 1.807 

群內受試（S/A） .384 39 .010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01 1 .001 .108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39 1 .039 5.122*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297 39 .008  

文本類型（C） .043 1 .043 8.969*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5 1 .005 1.061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186 39 .005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33 1 .033 4.470*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01 1 .001 .161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291 39 .007  

全體  164   

＊
p < .05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807，MSE = .010，p > .05，η2= .044。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08，MSE = .008，p > .05，η2= .003。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8.969，MSE = .005，p = .005，η
2
= .187。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達顯著，F(1,39) = 5.122，MSE = .008，p 

= .029，η2= .116。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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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 = .005，p > .05，η2= .026。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達顯著，F(1,39) 

= 4.470，MSE = .007，p = .041，η2= .103。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

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61，MSE = .007，p > .05，η2= .004。 

(3) 單純主要效果 

在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的閱讀能力底下，低閱讀能力的單純單純

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4.986，MSE = .003，p = .038，η2= .217。高閱讀

能力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接近顯著，但未達顯著F(1,39) = 3.997，MSE = .004，

p = .059，η2= .167。在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的閱讀目標底下，有

閱讀目標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6.681，MSE = .004，p = .014，

η
2
= .146。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的閱讀目標底下，有閱讀目標的單

純單純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10.502，MSE = .008，p = .002，η2= .208。 

 

(五)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在「關鍵字」的眼動全部凝視時

間百分比 

1.在「關鍵字」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1-20 在「關鍵字」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之平均數、標準差(單位：%)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3.67 1.98 4.06 3.64 4.65 4.03 2.94 1.87 

線性文本 1.85 1.40 1.87 1.21 2.53 1.50 2.48 0.94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關鍵字」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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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類型」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

共變量，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1-21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關鍵字)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01 1 .001 2.522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00 1 .000 .636 

群內受試（S/A） .022 39 .001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01 1 .001 1.541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01 1 .001 2.177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017 39 .000  

文本類型（C） .002 1 .002 2.489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01 1 .001 .875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028 39 .001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1 1 .001 2.132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01 1 .001 1.732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017 39 .000  

全體  164   

＊
p < .05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6.36，MSE = .001，p > .05，η2= .006。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541，MSE = .000，p > .05，η2= .038。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2.489，MSE = .001，p > .05，η2= .060。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177，MSE = .000，

p > .05，η2= .053。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875，

MSE = .001，p > .05，η2= .022。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2.132，MSE = .000，p > .05，η2= .052。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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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732，MSE = .000，p > .05，η2= .043。 

 

第二節 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結果分析 

本研究依據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編碼架構表，對受試者在線上閱讀理解歷程的

行為策略進行編碼，歸類與計次，接著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

類型」為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

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 

(一)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搜尋」策略使用頻率 

1.「搜尋」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2-1 「搜尋」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09 .42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線性文本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搜尋」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為

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子

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537，MSE = .024，p > .05，η2= .014。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587，MSE = .024，p > .05，η2= .015。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587，MSE = .024，p > .05，η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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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搜尋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27 1 .027 1.154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13 1 .013 .537 

群內受試（S/A） .927 39 .024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14 1 .014 .587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13 1 .013 .537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927 39 .024  

文本類型（C） .014 1 .014 .587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13 1 .013 .537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927 39 .024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14 1 .014 .587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13 1 .013 .537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927 39 .024  

全體  164   
＊

p < .05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537，MSE = .024，

p > .05，η2= .014。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537，

MSE = .024，p > .05，η2= .014。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587，MSE = .024，p > .05，η2= .015。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

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537，MSE = .024，p > .05，η2= .014。 

 

(二)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選擇」策略使用頻率 

1.「選擇」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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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選擇」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2.55 3.433 1.23 2.544 1.30 2.577 .60 1.429 

線性文本 2.14 4.132 1.05 2.886 1.15 1.843 .60 1.818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選擇」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為

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子

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2.475，MSE = 11.291，p > .05，

η2= .060。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309，MSE = 2.621，p > .05，

η2= .008。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300，MSE = .2.621，p > .05，

η2= .017。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682，MSE = 2.621，

p > .05，η2= .017。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04，

MSE = 13.183，p > .05，η2= .000。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1.263，MSE = 3.438，p > .05，η2= .031。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30，MSE = 3.438，p > .05，η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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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選擇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36 1 .036 .003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27.944 1 27.944 2.475 

群內受試（S/A） 440.341 39 11.291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810 1 .810 .309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1.788 1 1.788 .682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102.23

1 

39 2.621  

文本類型（C） 3.951 1 3.951 .300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58 1 .058 .004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514.12

6 

39 13.183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4.342 1 4.342 1.263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105 1 .105 .030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134.09

8 

39 3.438  

全體  164   
＊

p < .05 

 

(三)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自由瀏覽」策略使用

頻率 

1.「自由瀏覽」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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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自由瀏覽」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10.73 5.914 5.36 5.332 8.25 7.085 4.65 4.987 

線性文本 9.59 8.198 6.18 9.308 6.10 4.529 5.80 5.881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自由瀏覽」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

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2-6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自由瀏覽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128 1 .128 .002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127.485 1 127.485 .193 

群內受試（S/A） 2832.320 39 72.624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96.455 1 96.455 2.943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73.210 1 73.210 2.234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1278.070 39 32.771  

文本類型（C） 62.938 1 62.938 1.212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137 1 .137 .003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2024.800 39 51.918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9.768 1 9.768 .482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10.399 1 10.399 .513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790.598 39 20.272  

全體  164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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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755，MSE = 72.624，p > .05，

η2= .043。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接近顯著，但未達顯著，F(1,39) = 2.943，MSE = 

32.771，p = .094，η2= .070。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212，

MSE = 51.918，p > .05，η2= .030。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234，MSE = 32.771，

p > .05，η2= .054。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03，

MSE = 51.918，p > .05，η2= .000。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482，MSE = 20.272，p > .05，η
2
= .012。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513，MSE = 20.272，p > .05，

η2= .013。 

 

(四)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組織」策略使用頻率 

1.「組織」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2-7 「組織」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5.23 5.209 1.91 3.902 3.60 4.616 1.80 3.019 

線性文本 4.18 5.306 1.23 2.429 3.60 4.925 1.40 2.583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組織」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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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子

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2-8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組織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6.478 1 6.478 .148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15.153 1 15.153 .347 

群內受試（S/A） 1702.08

5 

39 43.643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75.288 1 75.288 6.542*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19.473 1 19.473 1.692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448.806 39 11.508  

文本類型（C） .343 1 .343 .033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1.775 1 1.775 .169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410.080 39 10.515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3.961 1 3.961 .881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2.326 1 2.326 .517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175.369 39 4.497  

全體  164   

＊
p < .05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347，MSE = 43.643，p > .05，

η2= .009。閱讀目標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6.542，MSE = 11.508，p = .015，

η2= .144。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33，MSE = 10.515，p > .05，

η2= .001。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692，MSE = 11.508，

p > .05，η2= .042。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69，

MSE = 10.515，p > .05，η2= .004。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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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39) = .881，MSE = 4.497，p > .05，η2= .022。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517，MSE = 4.497，p > .05，η2= .013。 

 

(五)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統整」策略使用頻率 

1.「統整」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2-9 「統整」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4.23 3.866 1.00 1.480 3.90 4.278 .45 .887 

線性文本 4.32 4.643 .23 .685 6.05 5.799 .55 .759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統整」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為

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子

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332，MSE = 21.165，p > .05，

η2= .008。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057，MSE = 14.574，p > .05，

η2= .026。文本類型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5.087，MSE = 5.154，p = .030，

η2= .115。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732，MSE = .14.574，

p > .05，η2= .018。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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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 = 5.154，p > .05，η2= .067。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達顯著，

F(1,39) = 10.491，MSE = 4.103，p = .002，η2= .212。閱讀能力、閱讀目標

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74，MSE = 4.103，p > .05，

η2= .004。 

表 4-2-10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統整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16.779 1 16.779 .793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7.019 1 7.019 .332 

群內受試（S/A） 825.424 39 21.165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15.404 1 15.404 1.057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10.667 1 10.667 .732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568.389 39 14.574  

文本類型（C） 26.217 1 26.217 5.087*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14.322 1 14.322 2.779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201.011 39 5.154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43.046 1 43.046 10.491*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716 1 .716 .174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160.022 39 4.103  

全體  164   
＊

p < .05 

 

(3) 單純主要效果 

在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交互作用的閱讀目標底下，有閱讀目標的單純單純主

要效果達顯著F(1,39) = 9.488，MSE = 8.432，p = .004，η2= .192。在閱讀

目標與文本類型交互作用的文本類型底下，線性文本的單純單純主要效果達顯著

F(1,39) = 5.266，MSE = 12.225，p = .027，η2= .116。 

 

(六)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輔助」策略使用頻率 

1.「輔助」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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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輔助」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1.27 2.640 .86 2.475 .60 1.536 .40 .940 

線性文本 1.36 3.922 .91 2.844 .30 .571 .50 1.469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輔助」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為

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子

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2-12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輔助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20.523 1 20.523 2.177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10.785 1 10.785 1.144 

群內受試（S/A） 367.606 39 9.426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32.671 1 32.671 5.546*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27 1 .027 .005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229.751 39 5.891  

文本類型（C） .459 1 .459 .141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289 1 .289 .089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127.433 39 3.268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3.768 1 3.768 1.618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242 1 .242 .109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86.748 39 2.224  

全體  164   
＊

p < .05 

 



89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144，MSE = 9.426，p > .05，

η2= .029。閱讀目標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5.546，MSE = 5.891，p = .024，

η2= .124。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41，MSE = 3.268，p > .05，

η2= .004。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05，MSE = 5.891，

p > .05，η2= .000。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089，

MSE = 3.268，p > .05，η2= .002。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1.694，MSE = 2.224，p > .05，η
2
= .042。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

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09，MSE = 2.224，p > .05，η2= .003。 

 

第三節 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測驗表現分析 

本節主要針對受試者在「有閱讀目標」的線上閱讀測驗表現概況進行分析，

題目設計為 1、2 題為選擇題、第 3 題為問答題，其後 4 到 8 題選擇題為初步篩

選要進行分析受試者的門檻，以提高實驗信度。 

一、線上閱讀測驗計分方式 

本研究在試題類型的設計上，分為選擇題和問答題。選擇題為四選ㄧ之單選

題，問答題設計之目的在於讓受試者從網頁中找到相關資訊，有些資訊座落於文

章中的各個段落或一至多個網頁中，受試者需自己點選連結、導航於數個網頁中

來取得相關資訊來建構答案或是依受試者的背景知識與經驗來回答問題。因此，

問答題依據答案需要的理解深度或包含範圍訂出給分標準。選擇題的部分採 0、

1計分外，問答題採多點計分，試卷分別由兩位評分人員閱卷，依受試者的作答

結果及評分標準給予分數。若分數差異過大時，則再由第三位批閱人員評分，試

卷問答題評分標準如表 4-3-1。 



90 

表 4-3-1 試卷問答題評分標準(以奈米為例) 

得

分 

理由 範例(請舉出 1 個大自然中奈米現象的例子並

解釋其原因？) 

2 能完整解釋原因。 1.蓮花效應：蓮花效應是指具有奈米結構的物體表面，

會讓水滴和微塵不易附著，使物體能自我潔淨，我們可

以把它應用在清潔產品之中。或蓮葉的表面具有奈米級

的纖毛結構和超疏水特性，可以用在清潔用品上。 

2.彩蝶效應：有些生物、昆蟲身上有著奈米級的光子晶

體，在不同的角度上可反射特定波長的可見光，形成了

彩蝶效應。隨著觀看角度的不同，顏色也會有所改變而

呈現不同的色澤。同樣的結構在孔雀、金龜子、吉丁蟲、

海中蠕蟲「海老鼠」，以及美麗的石頭「蛋白石」身上都

可看到。 

3.生物羅盤：許多生物靠著體內存在的奈米級磁性粒

子，感應地球的磁場，來幫助他們辦認方向。例如：蜜

蜂、螞蟻、鴿子、海龜、鮭魚等。 

4.爬牆高手：壁虎之所以能在牆壁上攀爬，就是因為腳

趾上有奈米級的吸盤。凡得瓦力 使得壁虎可以在天花板

上行走不會掉下來。 

5.生物纖維：蜘蛛絲上因為有奈米結構的纖維，由數十

到百條奈米結構結晶蛋白質纖維纏繞而成的，具有高彈

性、高強度及黏性，所以蜘蛛絲才能這麼強韌不易斷裂。 

6.小腸絨毛：小腸內的奈米級絨毛，使小腸能夠吸收更

多的營養。 

7.昆蟲複眼：蒼蠅複眼的特殊奈米結構，使蒼蠅能夠感

受不同方位的視覺影像。 

1 能部分、片面解釋

原因或說到跟原因

有關的關鍵字，但

無法完整解釋。 

1.蓮花效應：提到奈米結構的物體表面、纖毛結構或超

疏水特性之一即可。 

2.彩蝶效應：提到光子晶體、反射特定波長或角度不同

顏色也會改變之一即可。 

3.生物羅盤：提到磁性粒子、地球磁場或身體可感應磁

場之一即可。 

4.爬牆高手：提到奈米吸盤或凡得瓦力之一即可。 

5.生物纖維：提到奈米結構的纖維、由數十到百條缠繞

而成之一即可。 

6.小腸絨毛：提到奈米級絨毛或吸收營養之一即可。 

7. 昆蟲複眼：提到複眼的奈米結構或能感受不同方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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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之一即可。 

0 無法解釋原因或回

答與題意不符。 

1.蓮花效應：可以用在清潔用品上。(沒解釋原因) 

2.彩蝶效應：孔雀、金龜子、吉丁蟲、海中蠕蟲「海老

鼠」。(舉很多正確的例子，但沒解釋原因) 

3.生物羅盤：貓、狗、兔。(舉例錯誤，且沒回答原因) 

4.爬牆高手：身體有特殊構造。(回答籠統) 

5.生物纖維：可幫助人體消化。(答非所問) 

6.小腸絨毛：人體器官。(答非所問) 

7.昆蟲複眼：六隻腳、身體分頭、胸、腹。(與題意不符) 

註：能根據題意回答正確例子，一個 1分。一個例子的解釋最高 1分，最低 0分。

例子和解釋全部正確得 3(1+2)分；例子正確、無法完整解釋得 2(1+1)分；例子

正確、解釋錯誤得 1(1+0)分；例子錯誤、解釋錯誤得 0(0+0)分。 

 

二、國小學童線上閱讀學童表現分析 

本測驗主要分析受試者在有目標的閱讀情況下，不同「閱讀能力」與「文本

類型」的線上閱讀測驗的答對率。 

(一) 資料處理 

本研究答對率算法為(前二題選擇題答對率+第三題問答題答對分數比率)/2。

轉換分數：奈米問答題總分為12分，其它文本8分，文本的問答題比較，是以比

例來分析，奈米問答題的轉換分數為＝(得分/12)，其它文本問答題轉換分數為＝

(得分/8)。 

(二) 資料分析 

以「閱讀能力」、「文本類型」為自變項，「線上閱讀測驗分數」為依變項，

「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two-way ANOVA)。 

1.不同閱讀能力、不同文本類型線上測驗上之描述性統計，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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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不同閱讀能力在不同文本類型線上測驗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文本類型 M SD 

高閱讀能力 超文本 50.7576 24.78033 

線性文本 73.3902 19.63763 

低閱讀能力 超文本 35.6250 16.29100 

線性文本 47.0833 22.30954 

2.不同閱讀能力學生在有目標的不同文本類型之線上測驗結果分析 

(1) 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 

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考驗結果未達顯著水準，其 F(1,39) =1.088，

MSE=351.582，p >.05，顯示迴歸係數同質，亦即共變項(資訊能力)與依變項(線

上閱讀測驗分數)間的關係不會因自變項(閱讀能力、文本類型)的不同而更所差

異，以實驗處理的共變項(資訊能力)來預測依變項(線上閱讀測驗分數)所得到的

各條回歸線之迴歸係數並無不同，符合共變數分析中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假定，

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 

(2) 二因子共變數分析  

表 4-3-3 不同閱讀能力在不同文本類型線上測驗之二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文本類型 8.525 1 8.525 .024 

文本類型 × 資訊能力 382.782 1 382.782 1.088 

文本類型 × 閱讀能力 457.451 1 457.451 1.300 

誤差 (文本類型) 13722.233 39 351.852  

根據表 4-3-3，分別說明如下： 

A.主要效果 

文本類型的主要效果未達顯著 F(1,39) = .024，MSE = 351.852，p > .05，

η2= .001。 

B.交互作用效果 

文本類型與閱讀能力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300，MSE = 351.852，

p > .05，η2= .032。排除資訊能力之影響後，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在線上閱讀

測驗無顯著的交互作用存在。亦即文本類型對線上閱讀測驗結果，不會因為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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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表 4-3-4 不同閱讀能力在不同文本類型線上測驗上之受試者間效應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資訊能力 1169.004 1 1169.004 2.255 

閱讀能力 7501.537 1 7501.537 14.470*** 

誤差 20218.839 39 518.432  

*  p <.05； ***  p <.001 

在受試者間效應，閱讀能力的主要效果達顯著F(1,39) = 14.470，MSE = 518.432，

p = .000，η2= .271，且高閱讀能力在各文本的平均答對率皆高於低能力者。

說明高、低閱讀能力在線上測驗的結果上是有差異的。 

 

第四節 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回溯性放聲思考(RTA)

分析 

為了解國小學童在線上閱讀理解的策略與歷程，在實驗時，使用Tobii Stdio

軟體記錄學童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並於實驗後採用回溯性放聲思考

(RTA)方式，藉由影音回溯過程，針對受試者當時的行為和動作，由受試者說出

當時心中的想法或由研究者針對疑惑、特別的地方，進行提問，以釐清和深入探

究國小學童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 

(一)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統整」策略使用頻率 

1.「統整」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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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統整」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0 0 0 0 0 0 0 0 

線性文本 0 0 .05 .213 0 0 .10 .308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統整」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為

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子

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表 4-4-2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統整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011 1 .011 .652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012 1 .012 .688 

群內受試（S/A） .677 39 .017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001 1 .001 .079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12 1 .012 .688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677 39 .017  

文本類型（C） .001 1 .001 .079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12 1 .012 .688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677 39 .017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01 1 .001 .079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012 1 .012 .688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677 39 .017  

全體  164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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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688，MSE = .017，p > .05，η2= .017。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79，MSE = .017，p > .05，η2= .002。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79，MSE = .017，p > .05，η2= .002。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688，MSE = .017，

p > .05，η2= .017。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688，

MSE = .017，p > .05，η2= .017。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079，MSE = .017，p > .05，η2= .002。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

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688，MSE = .017，p > .05，η
2
= .017。 

(二) 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文本類型學童，線上閱讀時「理解監控」策略使

用頻率 

1.「理解監控」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表 4-4-3 「理解監控」策略使用頻率之平均數、標準差 

 高閱讀能力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 無目標 有目標 無目標 

文本類型 M  SD M  SD M  SD M  SD 

超文本 .14 .468 .05 .213 0 0 .05 .224 

線性文本 .23 .528 .14 .351 .30 .733 .05 .224 

 

2.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理解監控」策略使用頻率，以「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為自變項，「線上閱讀策略」為依變項，「資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

子共變數分析(ANCOVA)，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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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理解監控策略) 

SV SS df MS F 

共變量     

資訊能力 1.206 1 1.206 5.312 

受試者間  40   

閱讀能力（A） 8.872E

-5 

1 8.872E

-5 

.000 

群內受試（S/A） 8.857 39 .227  

受試者內  123   

閱讀目標（B） .186 1 .186 1.269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A × B） .027 1 .027 .186 

閱讀目標 × 群內受試（B × S/A） 5.725 39 .147  

文本類型（C） .045 1 .045 .482 

閱讀能力 × 文本類型（A × C） .081 1 .081 .856 

文本類型 ×群內受試（C × S/A） 3.669 39 .094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B × C） .079 1 .079 .514 

閱讀能力 ×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A × B × C） .194 1 .194 1.255 

閱讀目標 × 文本類型 × 群內受試（B × C × S/A） 6.026 39 .155  

全體  164   
＊

p < .05 

 

(1) 主要效果 

閱讀能力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000，MSE = .227，p > .05，η2= .000。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1.269，MSE = .147，p > .05，η2= .032。

文本類型主要效果未達顯著，F(1,39) = .482，MSE = .094，p > .05，η2= .012。 

(2) 交互作用 

閱讀能力與閱讀目標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86，MSE = .147，

p > .05，η2= .005。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856，

MSE = .094，p > .05，η2= .021。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

F(1,39) = .514，MSE = .155，p > .05，η2= .013。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

本類型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F(1,39) = 1.255，MSE = .155，p > .05，η2=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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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分析 

為探討學童在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的使用態度，本節將探討受試者在進行

線上閱讀時，針對「搜尋框」的使用和可能遇到的阻礙進行分析(4 題)，接著探

討有使用「搜尋框」時之行為特徵，最後探討受試者在不同「文本類型」下的閱

讀困難，本研究問卷分析結果如下。 

表 4-5-1 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問題 回答 N % 

實驗過程中，你知不

知道可以使用關鍵字

「搜尋」功能。 

知道 25 59.5% 

不知道 17 40.5% 

總數(N=42) 42  

實驗過程中，你有沒

有看到右上角有個

「搜尋」欄位。 

有 23 54.8% 

沒有 19 45.2% 

總數(N=42) 42  

實驗過程中，你有看

到「搜尋」欄位，為

何不用關鍵字「搜

尋」。  

不會用 0 0% 

沒有這個習慣 11 48% 

不知道要用什麼關鍵字 8 35% 

不想用 3 13% 

總數(N=22) 22 (1 位使用) 

在全部的受試者(42 位)中，有超過半數受試者(25 位)知道可以使用關鍵字搜

尋，有 23 位受試者有看到「搜尋框」，19 位受試者沒有看到「搜尋框」。進行線

上閱讀時，只有 1 位受試者使用「搜尋框」，其它 22 位受試者，有 11 位受試者

表示沒有這個使用習慣，8 位受試者表示不知道要用什麼關鍵字，有 3 位受試者

不想用。 

表 4-5-2 學童在有無注意及看到「搜尋框」的情況下統計表 

綜合 不知道沒看到 不知道有看到 知道沒看到 知道有看到 總和 

低閱讀能力 7 2 8 3 20 

高閱讀能力 2 6 2 12 22 

總和 9 8 10 15 42 

由表 4-5-2 得知，有 9 位學童(7 位低閱讀能力、2 位高閱讀能力)不知道也沒

有看到可以使用搜尋工具搜尋，有 33 位的學童(13 位低閱讀能力、20 位高閱讀

能力)有看到搜尋框的位置或知道可以使用搜尋方式，再由前面表 4-5-1 可以推論

學生在進行一般的線上閱讀時，並沒有使用「搜尋」策略的習慣來幫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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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 11：我對於理解文章中不同頁面的關聯有困難 

根據表 4-5-3 可以得知受試者對於在理解文章中不同頁面之間的關聯方面，

有 21 位受試者(11 位低閱讀能力、10 位高閱讀能力)不會感到困難，有 21 位受試

者(9 位低閱讀能力、12 位高閱讀能力)感到困難，只有 6 位的受試者 (2 位低閱讀

能力、4 位高閱讀能力)感到有困難或相當困難。 

表 4-5-3 問題 11線上閱讀理解困難分析表 

問題11 相當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相當不同意 總和 

低閱讀能力 2 0 9 7 0 2 20 

高閱讀能力 2 3 5 8 2 2 22 

總和 4 3 14 15 2 4 42 

 

二、問題 12：我對於接下來要看的頁面是哪一頁感覺到有困難 

根據表 4-5-4 可以得知受試者對於接下來要看的頁面是哪一頁感覺到有困難

方面，25 位受試者(13 位低閱讀能力、12 位高閱讀能力)沒有感到困難，17 位受

試者(7 位低閱讀能力、10 位高閱讀能力)是感到困難，只有 8 位受試者(3 位低閱

讀能力、5 位高閱讀能力)感到困難或相當困難。 

表 4-5-4 問題 12線上閱讀理解困難分析表 

問題12 相當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相當不同意 總和 

低閱讀能力 2 3 8 4 2 1 20 

高閱讀能力 3 5 4 5 2 3 22 

總和 5 8 12 9 4 4 42 

 

三、問題 13：在閱讀時，我無法知道自己正在閱讀文章中的哪一個部分(位置) 

根據表 4-5-5 可以得知受試者對於無法知道自己正在閱讀文章中的哪一個部

分(位置)方面，有 29 位受試者(14 位低閱讀能力、15 位高閱讀能力)可以知道自己

正在閱讀哪一部份，13 位受試者(6 位低閱讀能力、7 位高閱讀能力)不知道自己

正在閱讀哪一部分，有 8 位受試者(4 位低閱讀能力、4 位高閱讀能力)無法清楚或

相當不清楚目前正在瀏覽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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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5 問題 13線上閱讀理解困難分析表 

問題13 相當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有點同意 同意 相當不同意 總和 

低閱讀能力 4 5 5 2 4 0 20 

高閱讀能力 4 9 2 3 2 2 22 

總和 8 14 7 5 6 2 42 

 

第六節 綜合討論 

本節將根據研究結果進行綜合討論，共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為國小學童線

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眼動結果分析與討論，第二部分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

解策略結果分析與討論，第三部分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測驗表現概況分析與討論，

第四部分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回溯性放聲思考(RTA) 分析與

討論，第五部分為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之統計分析與討論，如表

4-6-1。 

表 4-6-1 研究結果表 

 圖表 

(FD) 

段落 

(PTFD) 

主題句 

(PTFD) 

組織 

(策略) 

統整 

(策略) 

輔助 

(策略) 

主要效果  文本類型 

超文本>線

性文本 

文本類型 

線性文本>

超文本 

閱讀目標 

有目標>無

目標 

文本類型 

線性文本>

超文本 

閱讀目標 

有目標>無

目標 

閱讀能力×

閱讀目標 

  低閱讀能力 

有目標>無

目標 

有閱讀目標 

高能力>低

能力 

   

閱讀能力×

文本類型 

      

閱讀目標×

文本類型 

  有閱讀目標 

線性文本>

超文本 

 有閱讀目標 

線性文本>

超文本 

線性文本 

有目標>無

目標 

 

三因子交互

作用 

無目標線性

文本 

高閱讀>低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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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眼動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五種類型 AOI(Area Of Interest) (圖表、段落、標題、主題句與關鍵

字)的平均凝視時間(FD)與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PTFD)，並以「閱讀能力」、「閱

讀目標」和「文本類型」為自變項，「眼動指標（凝視時間）」為依變項，「資

訊素養能力」為共變量，進行三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 

(一) 平均凝視時間(FD)之結果分析與討論 

由表 4-1-3 平均凝視時間的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圖表)得知，在無閱讀

目標的線性文本下，閱讀能力的高低在單純單純主要效果上有顯著。顯示高、低

閱讀能力學生於無閱讀目標的線性文本閱讀情況下，在「圖表」的平均凝視時間

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與張菀真(2010)發現一致，高閱讀能力者在閱讀附有插圖的

紙本科學文章時，多針對自己不熟悉的概念進行插圖閱讀，並注意插圖內的細節；

而低閱讀能力者較無法找到搭配文字的插圖，並易有圖文對應性不一致的狀況。

另外，蔡懿萱(2009)探討圖文提示對學童閱讀科學說明文記憶與理解之影響，發

現插圖並未對低閱讀能力者產生補償作用，對於高閱讀能力者反而有提升記憶及

理解的效果。不過，Levie 與 Lentz（1982）在歸納 65 項與教科書插圖相關研究，

則是發現插圖對於低閱讀能力者效益更勝於能力高者，與本研究不同。此可能為

高閱讀能力學生將圖表視為重要訊息，並靈活運用聯結技巧，有效整合圖文間訊

息。因此，圖表對於高閱讀能力學生反而有記憶與理解方面的助益。反之，對低

閱讀能力學生則無。 

(二) 全部凝視時間(PTFD)百分比之結果分析與討論 

由表 4-1-14 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的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段落)得知，文

本類型的主要效果達顯著。顯示在不同文本類型下，在「段落」的全部凝視時間

百分比有顯著差異。此可能為在閱讀超文本網頁切換的情況下，頁面資訊的呈現

方式不像閱讀線性文本時，讀者需要一邊拉動瀏覽器捲軸，一邊閱讀呈現出來的

資訊，讀者在超文本資訊呈現出來後，目光會先注視在感興趣的資訊，才會進行

閱讀，所以讀者在不同文本類型下，在「段落」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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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 

由表 4-1-19 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的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主題句)得知，

文本類型的主要效果達顯著。表示在排除資訊能力的影響後，推論文本類型效果

達顯著可能是讀者習慣線性閱讀和超文本資料呈現方式，導致如此結果。而低閱

讀能力學童，在不同閱讀目標下，在「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有顯著差

異。可能低閱讀能力者在有閱讀目標下，較能集中注意力於主題句上；高閱讀能

力者無論有無閱讀目標，都能專注於段落內的主題句。在有閱讀目標下，高、低

閱讀能力學童在「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有顯著差異。本研究結果與

Hyönä(1994）指出閱讀理解能力較佳的讀者亦花費較多閱讀時間在主題句上，結

果相符。在主題句部分，高閱讀能力者在有目標的凝視時間比大於無目標作業，

而且高閱讀能力者在有目標的凝視時間比也高於低閱讀能力者。可能為高閱讀能

力者在有閱讀目標下，更著重在閱讀主題句，尋找答案時會採取有效率的閱讀策

略，利用主題句來決定是否繼續閱讀段落裡的詳細內容。此外，主題句在有閱讀

目標的文本類型底下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有顯著差異，可能是讀者習慣線性閱讀

和超文本切換網頁時，資料的呈現方式導致如此結果。 

 

二、在線上閱讀理解策略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搜尋策略中，並未發現因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而導致搜尋策略

的使用情形有所不同。此結果與過去研究不同，Bilal 和 Kirby(2002)調查發現研

究生有比七年級學生較多的瀏覽主題目錄行為，以及杜義文(2005)發現 87位八

年級學生在目標並不清楚、需求資訊較不特定且範圍較廣的「開放式」搜尋任務

類型，知識觀較佳的學生通常有比較好的搜尋成就的結果是不同的，以上兩研究

都顯示學習經驗較豐富或能力較高的學生，在搜尋策略上較為多元而有效。而本

研究的對象為國小學童，可能普遍缺乏網路瀏覽與系統性的搜尋經驗與技巧，與

Fidel 等人(1999)調查中學生的網路搜尋行為，學生偏好直接瀏覽網頁或點選超連

結的方式來搜尋資料，很少使用搜尋技巧，行為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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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策略中，Holscher和Strube(2000)研究發現缺乏網路搜尋經驗的生手，

很容易就太快決定關鍵資訊，以致往往造成資訊錯誤或完整性不足的狀態。其研

究對象雖與本研究 (閱讀能力)不同，但可為以後研究，增加生手與熟手的差別。 

在自由瀏覽方面，雖然本研究未顯現受試者的自行瀏覽行為因閱讀能力、文

本類型或閱讀目標而有不同，但從表 4-2-5 在自由瀏覽策略頻率之平均數、標準

差資料得知，受試者使用自由瀏覽的行為頗為頻繁，較其他策略行為使用之頻率

高，顯示自由瀏覽還是所有線上閱讀中最常使用的策略。 

在組織策略方面，由表 4-2-8 得知在不同閱讀目標下，「組織策略」的使用

有顯著差異，亦即受試在被告知在有閱讀目標的情境下，高、低閱讀能力者的組

織策略行為皆會比無閱讀目標頻繁。此結果與陳欣渝(2011)研究發現高閱讀能力

學生在閱讀線上科學篇章的組織、統整等策略效率恆優於低閱讀能力者的結果不

同。可能是對於組織、統整的定義及測量(驗)工具的不同，導致結果不同。本研

究是採取受試者的眼動軌跡進行組織、統整策略的編碼，而陳欣渝(2011)則是以

多時間點做筆記、寫摘要的效率來進行組織、統整的分析。 

以統整策略來說，由表 4-2-10 線上閱讀理解策略之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

表(統整策略)得知，文本類型的主要效果達顯著。表示在不同文本類型下，在「統

整策略」的使用有顯著差異，推論可能是讀者習慣線性閱讀和超文本切換網頁時，

資料的呈現方式導致如此結果。在「有閱讀目標下，不同文本類型」和在「線性

文本下，不同閱讀目標」的「統整策略」的使用有顯著差異。可能是在有閱讀目

標下閱讀線性文本，線性文本的呈現方式皆較易、且方便使讀者在相同或不同主

題裡產生跨段落的回視和比對。而在線性文本下，進行有閱讀目標的閱讀，讀者

較能集中注意力閱讀文章內容。 

由表 4-2-12 線上閱讀理解策略之三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輔助策略)得知，

閱讀目標主要效果達顯著。表示在排除資訊能力的影響後，在不同閱讀目標下，

「輔助策略」的使用有顯著差異。在事後訪談中，受試者表示在線上閱讀裡，使

用這種「指讀」行為，能幫助自己提高閱讀速度，且不易迷失方位和產生跳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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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行情形。未來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上，受試者的「指讀」行為是值得探

討的。 

 

三、在線上閱讀測驗表現概況分析與討論 

由表 4-3-3、表 4-3-4 可知，在有閱讀目標下，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的交互作

用不顯著，但在受試者間效應，閱讀能力的主要效果達顯著。且高閱讀能力學童

在超文本與線性文本的平均得分都高於低閱讀能力學童，顯示在不同的文本類型

下，高閱讀能力學童表現皆比低閱讀能力學童為佳。 

上述結果顯示在排除資訊能力的影響後，高、低閱讀能力學童，在進行有閱

讀目標的線上閱讀時，不會因不同文本類型的差異，在線上閱讀結果的表現上有

所差異。研究結果與陳海泓(2008)探討國小中年級學童線上閱讀與紙本閱讀說明

文的理解力顯示，學童的閱讀理解力，不會受到線上閱讀或紙本閱讀型式而有所

影響的結果類似。本研究中線性文本呈現方式，近似傳統紙本編排方式，而與

McGoldrick、Martin、Bergering 和 Symons(1992)研究 80 位大學生閱讀紙本與線

上同一章節，學生在紙本閱讀與線上閱讀的閱讀理解沒有顯著差異；McKnight、

Richardson 和 Dillon(1990)研究 16 位工作人員，以線上與紙本方式呈現，請受試

者各閱讀一篇製酒文章，結果顯示紙本閱讀與線上閱讀的閱讀理解沒有顯著差異，

此與本研究亦有類似結果。但還有其它研究結果顯示線上與紙本間沒有顯著差異

(Leong, 1995; Feldmann & Fish, 1988)。 

不過，也有研究有不同的發現，Belmore(1985)探討 20 位大學生線上閱讀和

紙本閱讀的研究結果顯示紙本的閱讀理解亦優於線上閱讀的閱讀理解；Tancock

和 Segedy(2004)探討國小二年級學生閱讀線上和紙本閱讀的閱讀理解、回應及喜

好研究，結果顯示閱讀紙本的學生在閱讀理解均優於線上閱讀的學生。這些差異，

可能是研究對象、閱讀內容、研究目的有所不同所致，需進一步研究釐清。 

 

四、在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回溯性放聲思考(RTA)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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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4、表 4-4-6 回溯性放聲思考(RTA)線上閱讀理解策略之三因子共變

數分析摘要表(統整和理解監控策略)得知，在「統整」和「理解監控」的主要效

果皆不顯著。不過，陳茹玲(2010)以 42 名不同閱讀能力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以放聲思考原案分析，結果顯示高閱讀能力比低閱讀能力者在理解監控策略的使

用較頻繁。本研究的受試者年紀較小，可能口語表達能力較弱，或在陌生的環境

下，無法完整表達心中想法。 

 

五、在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之統計分析與討論 

為瞭解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下，受試者在進行

線上閱讀搜尋歷程的使用態度與可能阻礙，在受試者完成實驗後，填寫線上閱讀

理解搜尋歷程問卷。問卷內容分為「搜尋框」的使用態度、進行搜尋時的態度與

對不同文本內容之間的導航。 

在「搜尋框」的使用態度上，由表 4-5-1 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之描述

性統計摘要表得知，在 42 位受試者進行線上閱讀時，有 59.5%的學生知道可以

使用關鍵字搜尋，40.5%的學生不知道可以使用關鍵字搜尋，在實驗過程中，有

注意到搜尋框位置的學生有 54.8%，45.2%的學生沒有發現。在 23 位受試者裡，

只有 1 位使用「搜尋框」，其它 22 位受試者裡，高達看到並沒有使用 48%沒有使

用「搜尋框」的習慣、35%的不知道要用什麼關鍵字、3%不想用。研究與 Altun(2003)

指出很多讀者還是以接近線性順序的模式來進行線上閱讀；Bilal(2000)發現 7~9

年級兒童進行網路搜尋時，無法決定適當的關鍵字；Hsieh-Yee(2001)整理之兒童

網路搜尋行為中，受試者偏好瀏覽，但在鍵入的關鍵字有困難相符；及 Bilal 與 

Kirby(2002)研究中發現，兒童在建構有效的搜尋詢問時，有認知上的困難，因此

無法有效的使用網路相符。 

在不同文本內容之間的導航方面，由表 4-5-3、表 4-5-4、表 4-5-5 線上閱讀

理解困難分析表得知，各有一半 50%的受試者在理解文章中不同頁面之間的關連

方面有困難，有 40.5%的受試者在對於接下來要看的頁面是哪一頁感覺到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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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1%的受試者無法知道自己正在閱讀文章中的哪一個部分(位置)。研究與 Koz- 

ma(1991)發現超文本可能造成新手讀者造成學習困難，缺乏相關領域知識，瀏覽

一堆跟閱讀目標無關的東西相符。未來如何降低學童在超文本的閱讀過程會帶來

迷失方向與認知負荷的問題，值得由多方面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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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學童在不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和「文本類型」

下的線上閱讀歷程、閱讀表現與策略應用，本章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對未來

教學的建議。本章共分兩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在「閱讀能力」方面 

在無閱讀目標線性文本下，高閱讀能力者在圖表的平均凝視時間(FD)顯著比

低閱讀能力者長。在有閱讀目標下，高閱讀能力者在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

比(PTFD)和線上閱讀測驗的結果，顯著比低閱讀能力者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

(PTFD)長，且線上閱讀測驗分數也比較高。 

二、在「閱讀目標」方面 

有閱讀目標的組織和輔助策略的使用顯著多於無閱讀目標。有閱讀目標的低

閱讀能力者，對主題句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PTFD)顯著長於無閱讀目標的低閱讀

能力者。在線性文本下，有閱讀目標的統整策略的使用顯著多於無閱讀目標。 

三、在「文本類型」方面 

超文本在段落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PTFD)顯著長於線性文本。線性文本在

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PTFD)和統整策略的使用，顯著長和多於超文本。

在有閱讀目標下，線性文本在主題句的全部凝視時間百分比(PTFD)和統整策略的

使用顯著長和多於超文本。 

四、國小學童在進行線上閱讀時，普遍很少使用搜尋工具或無法決定關鍵字來協

助閱讀。 

在進行線上閱讀時，在知道和有看到搜尋框的23位受試者中，只有1位受試

者懂得使用，其餘有高達14位受試者沒有使用習慣或不想用，8位受試者無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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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關鍵字，顯示國小學童在線上閱讀時，缺乏搜尋習慣和決定關鍵字的能力。 

五、有很高比例的學童，對於不同頁面之間的理解(50%)和決定下一個要瀏覽的

網頁(40.5%)感到困難，更有31%的受試者有網路迷失的情況發生。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目的為國小學生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之研究，了解國小學童在不

同「閱讀能力」、「閱讀目標」與「文本類型」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以下

就「系統開發」、「教學設計」和「未來研究」提出建議，說明如下： 

一、系統開發 

(一)針對「搜尋框」和搜尋行為，設計更具鑑別度的搜尋問題與測驗 

本研究中，國小學童很少使用搜尋策略，顯示學童在搜尋技巧方面的不熟悉，

未來可以針對搜尋工具和行為，設計具鑑別度的搜尋問題與測驗，以確實了解學

生在進行線上閱讀時，搜尋策略方面使用的行為差異與影響搜尋策略使用的原因

為何，並進行搜尋策略教學。 

(二)增加系統功能性 

本研究系統係針對國小學童閱讀單一主題文本設計，屬於封閉式網路，未來

應以貼近自然的線上閱讀型態，設計開放式的網路環境，以了解學童在面對各種

型態的線上閱讀時，所採取的閱讀方式和策略或對遇到的困難或阻礙，進行分析

與提供改善之道。 

本研究中「搜尋框」功能，只提供基本查詢，無法使用布林運算符號（＋、

－、OR）和雙引號(“”)標註特定詞語，建議未來設計具布林運算及其相關功能的

搜尋框功能，以符合現行搜尋引擎之功能。 

二、教學設計 

(一)擴大且長期觀察各年齡層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 

觀察各年齡層的線上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如：國、高中…等，以設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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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齡層與能力的線上閱讀策略應用與線上閱讀教材。 

(二)設計對應之線上輔助教學與補救教材 

可依本研究結果與發現，設計適用各年齡層、「閱讀能力」與「文本類型」

之數位學習教材，供學童自行或教師進行線上閱讀輔助教學或補救教學，以提高

學習成效，並做為未來數位學習設計之參考。 

三、未來研究 

(一)編碼方式分析與回溯性放聲思考方面 

未來可增加研究樣本數，並針對編碼表裡次項的編碼行為和本研究中超連結

的種類比對，進行更詳細的分析，以深入了解學童的閱讀歷程與閱讀表現。可儘

量鼓勵學童將思考的過程與內容以口語的方式說出來，以收詳實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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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資訊能力測驗(國小學生電腦能力與網路基本能力

測驗題本) 

國小五年級學生電腦能力與網路基本能力測驗 

作答說明 

1. 此測驗卷主要是想了解您的電腦與網路基本能力，不會影響你的學業成績，

請放心作答。 

2. 此測驗卷分成電腦基本能力 8題、網路基本能力 12題，共 20題。 

3. 全部題目都是單選題。 

 

 

班級：                              座號：                      

 

姓名：                               

 

資訊教育分段能力指標 

電腦素養 題數 網路素養 題數 

1-2-5 1 4-2-1 4 

2-2-2 1 4-3-2 4 

2-2-5 1 4-3-4 1 

2-2-6 2 4-3-5 1 

3-2-1 3 5-3-1 1 

  5-3-3 1 

 

 

 

(      )1. 在Windows裡，開啟我的電腦後，裡面的(C:)通常是代表什麼？

(2-2-2) 

(1)軟碟 

(2)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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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隨身碟 

(4)硬碟 

 

(      )2. 使用瀏覽器查詢資料時，輸入搜尋的文字叫做什麼？(4-3-5) 

(1)標題 

(2)重點文字 

(3)關鍵字 

(4)相關字 

 

(      )3. 在編輯文件時，想要打出大寫的英文字母"A"，應先按哪一個鍵來

切換？(2-2-6) 

(1)[Ctrl]鍵 

(2)[Caps Lock]鍵 

(3)[Alt]鍵 

(4)[Num Lock]鍵 

 

(      )4. 如果要抓取網頁上的圖片，將滑鼠游標移至圖片上按哪一個鍵之後，

再選擇另存圖片？(4-2-1) 

(1)[Alt]鍵 

(2)[Ctrl]鍵 

(3)滑鼠右鍵 

(4)滑鼠左鍵 

 

(      )5. 在視窗底下我們想要複製一段文字然後貼在其它的地方，正確做法

應該是？(3-2-1) 

(1)複製→選取文字→貼上 

(2)剪下→選取文字→貼上 

(3)選取文字→複製→貼上 

(4)選取文字→剪下→貼上 

 

(      )6. 電子郵件哪一項欄位空白時，信件就無法寄出？(4-3-2) 

(1)收件者 

(2)附加檔案 

(3)主旨 

(4)郵件內容 

 

(      )7. 在收發電子郵件軟體中，若郵件前有一個迴紋針符號，是表示什麼

意思？(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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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封信有附加檔案 

(2)這封信已經看過 

(3)這封信很重要 

(4)有標示備忘的郵件 

 

(      )8. 利用什麼組合鍵，可在不使用[Caps Lock]鍵讓鍵盤輸入的英文進

行大小寫切換？(2-2-6) 

(1)[Ctrl+英文]鍵 

(2)[Shift+英文]鍵 

(3)[Alt+英文]鍵 

(4)[Tab+英文]鍵 

 

(      )9. 在瀏覽器中，想去曾經拜訪過的網站但又忘記網址，應該到哪裡去

尋找？(4-2-1) 

(1)[記錄] 

(2)[頻道] 

(3)[重新整理] 

(4)[工具]/[同步處理] 

 

(      )10. 全球資訊網又簡稱為什麼？(4-3-2) 

(1)IE 

(2)WWW 

(3)FTP 

(4)Firefox 

 

(      )11. 如果想要在文件中輸入@，請問要按什麼組合鍵？(2-2-5) 

(1)[ Shift +@]鍵 

(2)[ Alt + @]鍵 

(3)[ Ctrl + @]鍵 

(4)[ Enter +@]鍵 

 

(      )12. 註冊信箱、部落格或參與網路上的各種討論時，應該使用何種名稱？

(5-3-1) 

(1)真正的姓名 

(2)學校班級座號 

(3)身分證字號 

(4)匿名的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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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如果你的檔案經過修改，但是不想覆蓋原始檔案，你可用下列何種

指令？(3-2-1) 

(1)儲存 

(2)全部儲存 

(3)另儲新檔 

(4)以上皆可 

 

(      )14. 下列使用軟體的方式，哪一個是正確的？(5-3-3) 

(1)軟體可分享轉寄給大家 

(2)自己購買的軟體可以借別人使用 

(3)為保護創造者，拒絕購買仿冒與盜版軟體 

(4)為使軟體更好用，可修改他人軟體造福大家 

 

(      )15. http是一種超文件傳輸協定（HyperTextTransferProtocol），主

要提供網路使用者什麼功能？(4-3-2) 

(1)檔案傳送 

(2)照片編輯 

(3)瀏覽網頁 

(4)影片觀看 

 

(      )16. 申請網路上的帳號密碼，如何設定比較好？(4-3-4) 

(1)密碼跟帳號一樣方便記憶 

(2)全部採用數字或英文字 

(3)密碼混合數字和英文字 

(4)使用身份證號碼或電話，避免遺忘 

 

(      )17. 在一般文書處理軟體中，刪除字元所使用的按鍵是？(3-2-1) 

(1)[Ctrl]鍵 

(2)[Shift]鍵 

(3)[Alt]鍵 

(4)[Del]鍵 

 

(      )18. 在瀏覽器中，想要將網頁設定為「首頁」，應該到那裡設定？(4-2-1) 

(1)[工具]/[Internet選項] 

(2)[我的最愛] 

(3)[記錄] 

(4)[檔案]/[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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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在網頁上，當滑鼠的指標由箭頭變為手指的圖樣時，代表什麼意思？

(4-2-1) 

(1)要重新整理 

(2)游標的花樣 

(3)可以超連結 

(4)要等待資料 

 

(      )20. 要將資料備份到磁碟的其他位置時哪一項正確？(1-2-5) 

(1)將資料刪除後再建立一個相同的資料 

(2)將資料剪下後到目的地貼上 

(3)將資料重新整理後再存成同一檔名 

(4)將資料複製後到目的地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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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自然測驗試題 

地球的構造與形成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 

(        )1. 地球表面往下約 100~250 公里左右，我們稱為什麼？(1)大陸

地殼(2)海洋地殼(3)岩石圈(4)軟流圈。 

(        )2. 下列哪一項不是海底地形的三大部分之一？(1)中洋脊(2)洋

底盆地(3)大陸邊緣(4)海溝。 

 

二、問答題 

1. 請簡單說明化石與沉積岩的關係？請至少舉出 2 個可能影響化石

年代判斷的因素？ 

答：(1)化石與沉積岩的關係： 

 

 

 

 

(2)影響化石年代判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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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構造與形成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三、選擇題 

(        )1. 德國的科學家韋格納綜合了古代生物的分布及其他地質證據，

於 1912 年提出何種學說？(1)大陸漂移學說(2)海底擴張學說

(3)板塊構造學說(4)陸地不動說。 

(        )2. 目前科學家將全球分為七大板塊和二十幾個較小的板塊，這

些板塊的交界和下列何者最吻合？(1)全球的地震帶(2)各大

洲洲界(3)各地的海岸線(4)各大國國界。 

(        )3. 陸地上的裂谷及海底的中洋脊，是哪種類型的板塊邊界？(1)

張裂性(2)錯動性(3)靜止性(4)聚合性。 

(        )4. 世界上許多地區也都有火山活動的現象，岩漿冷卻後，會凝

固成？(1)火成岩(2)沉積岩(3)變質岩(4)頁岩。 

(        )5. 震源是？(1)垂直向上至地面上的位置(2)岩層開始發生錯動

的地方(3)地震的波動大小(4)垂直向上至地面上的直線距

離。 

(        )6. 岩層變形成波浪狀彎曲稱為(1)沉積(2)褶皺(3)斷層(4)變質。 

(        )7. 化石多保存於什麼岩中？(1)火成岩(2)沉積岩(3)變質岩(4)頁

岩。 

(        )8. 對於不同地質年代與當時的代表生物作配對，下列何者正確？

(1)中生代 —— 裸子植物(2)中生代 —— 三葉蟲(3)新生

代 —— 恐龍(4)古生代 —— 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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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體的組成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 

(        )1. 虎克觀察軟木栓的薄片，主要看到細胞的(1)細胞膜(2)細胞質

(3)細胞壁(4)細胞核。 

(        )2. 細胞的哪一個構造內含遺傳物質 DNA(去氧核糖核酸)，是生

命的中樞？(1)細胞膜(2)細胞質(3)細胞壁(4)細胞核。 

 

二、問答題 

1. 請說明擴散作用與滲透作用的關係為何？請舉出 2 個日常生活中

擴散作用的例子。 

答：(1)擴散作用與滲透作用的關係： 

 

 

 

 

 

(2)日常生活中擴散作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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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體的組成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三、選擇題 

(        )1. 動物細胞和植物細胞最主要的區別是在於下列何者之有無？

(1)細胞核(2)細胞質(3)高基氏體(4)細胞壁。 

(        )2. 下列哪一個物質，是細胞中含量最多的有機物，在細胞內的

含量僅次於水（約占 15%）？(1)蛋白質(2)醣類(3)脂質(4)核

酸。 

(        )3. 在電梯裡有人偷偷放了一個屁，經果整個電梯中的人都聞得

到，這是氣體分子透過何種作用所造成的？(1)光合作用(2)

滲透作用(3)擴散作用(4)重力作用。 

(        )4. 將紅血球細胞放置在高濃度的食鹽水中，會發生哪一種情況？

(1)食鹽進入細胞，導致脹裂(2)食鹽進入細胞，導致萎縮(3)

水分進入細胞，導致脹裂(4)水分離開細胞，導致萎縮。 

(        )5. 在多細胞個體的組成層次中，由一種或幾種機能相同的細胞

集合一起者，稱為(1)器官(2)系統(3)組織(4)個體。 

(        )6. 單細胞生物和多細胞生物的區別在於(1)體型的大小(2)適應

環境的能力(3)細胞是否分工(4)生殖能力的強弱。 

(        )7. 為了方便觀察顯微鏡上的樣本，我們可以在玻片上加上什麼

東西？(1)硬化劑(2)指示劑(3)防腐劑(4)染色劑。 

(        )8. 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玻片標本時，如果想得到適當的光線，

應調節下列哪些部位？(1)目鏡、物鏡(2)反光鏡、光圈(3)粗、

細調節輪(4)載玻片、蓋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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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 

(        )1. 奈米科技是用各種方式將材料、成份、介面結構等控制在

(1)1~1000 奈米(2)10~1000 奈米(3)1~100 奈米(4)100~10000 奈

米以下的大小。 

(        )2. 物質「奈米化」後其物理性質會隨之改變。以下哪一個不是

奈米尺寸下的物理性質改變？(1)質量變輕(2)導熱性變好(3)

表面曲度變大(4)顏色變淺。 

 

二、問答題 

1. 請舉出 2 個大自然中奈米現象的例子並解釋其原因？回答 2 個應

用奈米現象的日常用品及其原理效用？ 

答： (1) 2 個大自然中奈米現象的例子並解釋其原因： 

(a)第一例：  

 

(b)第二例： 

 

(2)回答 2 個應用奈米現象的日常用品及其原理效用： 

(a)第一例： 

 

(b)第二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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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三、選擇題 

(        )1. 奈米是長度的一種單位，代表幾公尺？(1)一千萬分之一(2)

一億分之一(3)十億分之一(4)百億分之一。 

(        )2. 「蓮花效應」具有自潔功能，下列何者跟「蓮花效應」沒有

關係？(1)具有超疏水性(2)有超低表面能特性(3)有類似纖毛

的結構(4)具有膠體性質。 

(        )3. 蝴蝶身上的翅膀會呈現繽紛燦爛的顏色，這是因為這些蝴蝶

的翅膀上，都有什麼的顯微結構？(1)油性粒子(2)蠟質粉末(3)

超細纖毛(4)光子晶體。 

(        )4. 何種生物體內沒有奈米級磁性粒子，無感應地球的磁場？(1)

駱駝(2)鴿子(3)鮭魚(3)蜜蜂。 

(        )5. 以下哪一個不是在大自然中可以看見奈米科技的例子是(1)

蜘蛛結網(2)螢火蟲發光 (3)蝴蝶的翅膀(4)蒼蠅的複眼。 

(        )6. 效用廣、穩定性高和價格便宜，更是新興的綠色環保產品，

是何種奈米材料？(1)奈米金(2)奈米銀(3)二氧化鈦光觸媒(4)

奈米碳管。 

(        )7. 利用奈米材料製成的奈米衣服，沒有哪種功能？(1)抗污自潔

(2)抗菌除臭(3)減少蚊蟲叮咬(4)減少紫外線照射。 

(        )8. 下列何者「不」是奈米科技的運用 (1)小瀅的運動夾克可排

汗(2)小權的 X 光檢查正常(3)小蘭的保養品可深層吸收(4)華

勛摩天大樓的玻璃不沾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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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 

(      )1. 在宇宙中會自己發光的是什麼星？(1)彗星(2)衛星(3)恆星(4)

行星。 

(      )2. 類木行星的組成成分，主要是什麼物質？(1)金屬、氣體(2)

冰雪、岩石(3)氣體、冰雪(4)金屬、岩石。 

 

二、問答題 

1. 如何從星空中找到你要觀看的星星或星座，請仔細說明你的步驟？

你認為觀星前和觀星時，有什麼該注意的事項？ 

答： (1)仔細說明要怎麼從星空中找到星星的步驟： 

 

 

 

 

(2)觀星前： 

 

 

觀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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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空試題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三、選擇題 

(      )1. 『光年』是什麼單位？(1)亮度(2)時間(3)距離(4)星球的直

徑。 

(      )2. 人們將看起來相鄰的星星連結成群，想像成各種動物、人物

或器具形狀，稱為什麼？(1)流星雨(2)星座(3)星雲(4)星球。 

(      )3. 關於北極星的敘述，何者錯誤？(1)在正北方(2)幾乎不會隨著

時間改變位置(3)是北方很明亮的一顆星星(4)對北半球的人

而言，是指示北方的一顆星。 

(      )4. 使用星座盤觀星，無法得知哪項資訊？(1)星星的仰角(2)星星

的方位(3)星星與地球的距離(4)星星的亮度。 

(      )5. 夜晚星空，我們看到很多星星，仔細看，發現星星有藍色、

紅色或是白色等許多顏色，請問星星的顏色與星星本身的哪

種性質有關？(1)溫度(2)亮度(3)質量(4)壽命。 

(      )6. 第一個天文望遠鏡是誰發明的？(1)牛頓(2)伽利略(3)哈伯(4)

哥白尼。 

(      )7. 利用凹反射主鏡減少色差，再利用平面副鏡折射至目鏡成像，

是哪一種天文望遠鏡？(1)反射式望遠鏡(2) 折射式望遠鏡(3) 

繞射式望遠鏡(4)折反射式望遠鏡。 

(      )8. 馬克蘇托夫式是哪一種天文望遠鏡？(1)折射式望遠鏡(2)反

射式望遠鏡(3)折反射式望遠鏡(4)繞射式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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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調查 

國小學童線上閱讀理解搜尋歷程問卷調查 

班級：五年       班    座號：       號     姓名： 

親愛的小朋友，您好： 

線上閱讀是指您平常在網路上閱讀文章，這份問卷主要是想瞭解國小

學生線上閱讀的情形。這不是考試，你所填寫的答案沒有標準答案，

更不會讓其他人知道你的想法，所以請根據你的真實想法和實際狀況

安心填寫。 

 

一、填答說明 

以下問卷，左方為題目，右方是回答，請您依照題目的敘述與您實際

情形符合的程度勾選或圈選適合的的答案。 

 

二、注意事項 

1. 對於題目的字義，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請舉手向指導老師發問。 

2. 每一個題目請勾選一個答案。 

3. 每一題都要回答，作完後請檢查一遍，不要遺漏未答。 

 

三、開始作答 

題目 選項 

1.實驗過程中，你知不知道可以使用關鍵字「搜尋」功能。 □知道 □不知道 

2.實驗過程中，你有沒有看到右上角有個「搜尋」欄位。 

(回答「有」請繼續作答；回答「沒有」，請跳至第 11 題作答) 
□有 □沒有 

3.實驗過程中，你有沒有使用「搜尋」功能。 

(回答「有」請跳至第 5題；回答「沒有」請繼續作答。) 
□有 □沒有 

4.實驗過程中，你有看到「搜尋」欄位，為何不用關鍵字「搜尋」。 

(回答完後，請跳至第 11題作答) 

□不會用 

□沒有這個習慣 

□不知道要用什麼關鍵字 

□不想用，理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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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 

當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實驗過程中，我能經由「搜尋」找到我想要的資訊之連結。 1 2 3 4 5 6 

6.實驗過程中，使用「站內搜尋」時，出現許多筆超連結網址，我會

一筆一筆點選進去看，如果不是我想要看的資訊，再跳出來。 

1 2 3 4 5 6 

7.實驗過程中，使用「站內搜尋」時，出現許多筆超連結網址，我會

先看它的提示文，再決定是否點選那個超聯結。 

1 2 3 4 5 6 

8.實驗過程中，我會依據我的閱讀目的，選擇適當的關鍵字來進行「站

內搜尋」。 

1 2 3 4 5 6 

9.實驗過程中，使用「搜尋」時，如果我使用的關鍵字無法搜尋到想

要的資訊，我會再試試其他相關的關鍵字。 

1 2 3 4 5 6 

10.實驗過程中，使用「搜尋」時，如果我使用的關鍵字出現太多筆

相關網址連結，我會再試試其他相關的關鍵字。 

1 2 3 4 5 6 

11.我對於理解文章中不同頁面的關連有困難  1 2 3 4 5 6 

12.我對於接下來要看的頁面是哪一頁感覺到有困難 1 2 3 4 5 6 

13.在閱讀時，我無法知道自己正在閱讀文章中的哪一個部分(位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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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參與者參與研究(實驗)同意書 

研究編號：________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參與者參與研究(實驗)同意書 

研究名稱： 國小學童線上閱讀行為分析                           

指導教授： ○○○             研究(實驗)者：○○○            

如欲詢問本研究相關資訊，請洽****-******或○○國小電腦教室(**-********)，

○○○老師。 

(一) 研究簡介： 

您所參加的實驗主要目的為探討國小學童線上閱讀的行為歷程。研究中將

請您瀏覽一系列的網路文章。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也會收集您閱讀文章

時視線落在螢幕上的位置資料。 

(二) 研究儀器：電腦、液晶螢幕、眼動儀。 

 

 

 

 

眼動儀示意圖 

 
(三) 研究可能的風險： 

本研究使用的眼動儀主要用來偵測視線落在螢幕上的位置，原理同任天堂

Wii 和微軟 Kinect 遊戲的體感偵測，參與者只需坐在眼動儀前操作電腦，

不需配載任何物品，安全性高，不會造成任何身心之傷害。 

(四) 參與研究時間：共 50~60 分鐘，可能挑選 5 月底至 6 月中的其中 1 天，以

不耽誤學生正課時間為原則。 

(五) 參與研究地點：○○國小學校教室。 

(六) 參與研究報酬：實驗完成後發予一份禮物或等值禮卷給予獎勵。 

(七) 參與者權益：您有權利於任何時間中斷或停止參與研究。而且即便研究中

止，您亦能得到本研究所同意給予之一半報酬。研究中，你有權利拒絕回

答任何問題，而且您個人的資料均不會單獨公開於任何由本研究所衍生之

出版品。 

眼動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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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意參與本研究，請家長與貴子弟都於回條簽名交回給學校導師，並

請保留本同意書備查。謝謝您！ 

--------------------------------------------------------------- 

五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回條 

同意參加「國小學童線上閱讀行為分析研究計劃」    □同意  □不同意 

同意將參與研究過程錄影。                        □同意  □不同意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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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施測指導語 

施測指導語 

填資料、眼動儀定位(6 分) 

「歡迎參加眼動儀實驗！在進行這個實驗之前，螢幕會依序出現 6 個亮點，請你

看著亮點，等亮點消失，儀器設定完畢之後，請依照你平時閱讀方式進行即可，

在閱讀時請盡量保持頭部穩定，以眼睛閱讀。若有任何問題，請現在詢問老師，

若無問題，實驗開始。謝謝你的合作！」 

 

練習題(3 分) 

待會練習時會有二個網頁，請你依照平常使用電腦的習慣進行，在閱讀網頁時，

請盡量保持頭部穩定，以眼睛閱讀。當你閱讀完第一個網頁之後，請告知老師結

束，進行第二個網頁練習，謝謝。請問您有任何疑問嗎? 若無，則開始正式進行

實驗。 

 

無目標 1、2 閱讀(8 分共 16 分) 

待會實驗會有二個網頁，請你依照平常使用電腦的習慣進行，在閱讀網頁時，請

盡量保持頭部穩定，以眼睛閱讀。當你閱讀完第一個網頁之後，請告知老師結束，

進行第二個網頁實驗，謝謝。 

無目標 1、2 實驗前螢幕提示語： 

1. 請認真閱讀並按照平常習慣看完這個網頁。 

2. 請務必要用心閱讀，如果不認真，你的實驗資料將會不能使用。 

開始後，若網頁已經閱讀完畢，可以按[ESC]關掉頁面離開。 

請按[ESC]繼續。 

無目標測驗(1、2)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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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把剛在電腦上閱讀過的文章，把你的答案寫在測驗紙上，施測時間 10 分鐘，

作答時，請先做完第一大題，再翻至背面做第二大題。 

 

有目標 1(給問答 1) (8 分) 

待會會進行二個實驗，請依照電腦畫面上(測驗卷上)出現的題目，搜尋你的答案，

在閱讀網頁時，請盡量保持頭部穩定，以眼睛閱讀。當你閱讀完之後，請告知老

師結束，凖備進行測驗，謝謝。   

 

測驗 1(10 分) 

請你把剛在電腦上閱讀過的文章，把你的答案寫在測驗紙上，施測時間 10 分鐘，

作答時，請先做完第一大題，再翻至背面做第二大題。 

有目標 1 實驗前螢幕提示語： 

接下來要請你根據網頁內容回答問卷上的問題，請先閱讀問卷上的題目。 

如果沒有問題，請按[ESC]繼續。 

1. 正式開始瀏覽網頁的時候，如果忘記題目，可以看一下桌上的問卷。 

2. 請你先找選擇題的答案，並直接在問卷上作答，先不要關閉網頁。 

如果沒有問題，請按[ESC]繼續。 

3. 接著再找問答題的答案，找到後請關閉網頁再作答 ，最後，還會有關於網頁

內容的小測驗，所以請你專心閱讀。 

4. 如果沒有問題，請按[ESC]繼續。 

 

有目標 2(給問答 2) (8 分) 

請依照電腦畫面上(測驗卷上)出現的題目，搜尋你的答案，在閱讀網頁時，請盡

量保持頭部穩定，以眼睛閱讀。當你閱讀完之後，請告知老師結束，凖備進行測

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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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 2(10 分) 

請你把剛在電腦上閱讀過的文章，把你的答案寫在測驗紙上，施測時間 10 分鐘，

作答時，請先做完第一大題，再翻至背面做第二大題。 

有目標 2 實驗前螢幕提示語： 

接下來要請你根據網頁內容回答問卷上的問題，請先閱讀問卷上的題目。 

如果沒有問題，請按[ESC]繼續。 

1. 正式開始瀏覽網頁的時候，如果忘記題目，可以看一下桌上的問卷。 

2. 請你先找選擇題的答案，並直接在問卷上作答，先不要關閉網頁。 

如果沒有問題，請按[ESC]繼續。 

3. 接著再找問答題的答案，找到後請關閉網頁再作答 ，最後，還會有關於網頁

內容的小測驗，所以請你專心閱讀。 

4. 如果沒有問題，請按[ESC]繼續。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