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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學文章是典型的多元表徵文本（有文字與圖表），且具有概念密度高的學
術詞彙，因此學生在閱讀文章時常有理解困難。本研究藉由眼動追蹤的方式探討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科學圖文的認知歷程與處理策略，以及遇到語意透明
度高（意譯）與低（音譯）之學術詞彙時，讀者如何處理。本研究有效樣本為 65
名七年級生，藉由前測進行閱讀能力分組，閱讀四篇科學圖文（含有意譯與音譯
的科學學術詞彙各兩篇）後回答自由回憶和閱讀理解題，最後進行提示回溯性放
聲思考（Cued 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CRTA）。研究結果發現，讀者閱讀含有
意譯與音譯的文本整體的閱讀理解測驗差異並不大，不過閱讀能力與整體閱讀理
解和自由回憶表現呈現顯著正相關。但從眼動指標來看，在學術詞彙的處理層
次，各能力的中學生於閱讀音譯的科學詞彙時，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gaze
duration）都較意譯學術詞彙長，反映中學生難以從詞素意義理解科學詞彙含意，
因此需要比較長的時間解碼語意透明度低的科學詞彙，而後轉移眼動位置到科學
詞彙附近的句子，藉由上下文推測詞義；而在文章處理的層次，不論閱讀能力高
中低，中學生皆以文字為訊息理解之主要來源，讀文字的總凝視時間比例較讀圖
片的比例高，但學生們清楚表格類插圖的資訊量高且為統整後的資訊，因此相較
於於其他類型的圖片，學生會花較多時間讀統整比較表。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的
資料則顯示高能力學生多運用推論與整合層次的閱讀策略（如運用插圖訊息、整
合圖文訊息），得以正確辨識圖類型與其資訊量以隨時調整適當的閱讀策略；中
能力學生常使用提取訊息的策略（如找重點、重讀）；低能力學生則常會用負向
閱讀處理方式（如重點認知錯誤、不清楚閱讀目的），而難以在閱讀科普文章時
進行有效的學習理解。建議於實務現場中，應考量學生之能力差異，並輔以教學
協助學生找到最適合的閱讀策略。

關鍵詞：閱讀能力、學術詞彙、科學圖文、眼動追蹤、閱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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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ing Strategies for Illustrated Science
Reading and Chinese Academic Words with Different
Semantic Transparency among Seventh-Grade
Students: An Eye-Tracking Study
Kuo, Pin-Hsien

Abstract
Science texts are typical texts with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with texts and
diagrams), containing academic words with high conceptual density. Therefore, students
often fac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science texts. This study uses eye tracking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process and strategies of seventh-grad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reading
abilities in reading illustrated scientific texts, and how readers deal with academic
words with high (paraphrase) and low (transliteration) semantic transparency. Seventhgrade students (N=65)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of reading ability through a pre-test.
After reading four science texts (two with academic words of paraphrase and two with
academic words of transliteration), they answered free recall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and finally participated in cued 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CR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ading-comprehension for texts containing academic
words (paraphrase and transliteration) is not different. However, reading abilit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free-recall
performance. When reading transliterated words, students of all abilities have a longer
gaze duration than when reading paraphrasing words, indicating th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academic words from morphemes. Therefore, it takes a
relatively long time to decode academic words with low semantic transparency and
v

subsequently use the reading strategy of inferr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from the
context to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words. Furthermore, regardless of the reading
ability, students use the text part as the main sourc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for reading text is higher than reading diagrams.
However, the students realize that the form illustration has a high amount of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diagrams, students spent more
time reading the form illustration.
The eye movement 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data shows that high-ability students
often use inference and integrated reading strategies (such as use of illustrated
information, integrated texts, and diagrams) to correctly identify the type of picture and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o adjust the appropriate reading strategy at any time.
Middle-ability students often use information extraction strategies (such as finding key
points, rereading); low-ability students often use negative reading processing methods
(such as misunderstanding key points, unclear reading purpos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effectively when reading popular science tex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eaching should be supplemented to help students find the most suitable
reading strategy.

Keywords：reading ability, academic words, illustrated science text, eye tracking,
read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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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一）中學生閱讀科學圖文所需的素養與可能遇到的困難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推動，『素養』一詞躍升於搜尋排行
榜，然而，素養如何具體應用於學科知識中，仍需要更進一步了解素養的發展與
分類。素養（literacy）在傳統的定義上是指一個人的閱讀與書寫的能力，但隨著
現代化的發展，人與知識的互動日趨多元，素養已被賦予了更寬廣的定義。根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的定義，「literacy」意指「識別、理解、解釋、創
造、運算及使用不同環境下印刷與書面資料的能力。為涉及個人能夠實現目標、
發展知識和潛能，並充分參與社區及廣大社會的連續學習。」。
素養除了整體的定義外，於不同學科中，對該詞的定義與應用重點皆有其差
異。從閱讀科學圖文來看，研究者於閱讀相關文獻後（Guo et al., 2020），歸納了
三種相對應的素養類型，分別如下：(1)視覺素養（visual literacy），包含視覺思
維、視覺學習與視覺交流，以提供在教育過程中從圖片和媒體中學習的策略
（Moore & Dwyer, 1994; Seels, 1994）；(2)內容領域素養（content-area literacy），
意指教授學生可以普遍應用於所有學科領域的一般讀寫能力和語言策略，以理解
主題領域的概念，並達到跨領域的連貫性學習（Snow & Moje, 2010）；(3)學科素
養（disciplinary literacy），側重於特定學科的閱讀、寫作、口語、做事和思考的
專業方式（Moje, 2008; Shanahan & Shanahan, 2008），強調讓學生具備代表各種內
容領域獨特性之素養能力，如對於科學文章中學術詞彙的認知與理解，以及特定
策略運用上的重要性。
相較於成年讀者，中學生受限於認知發展的不成熟以及經驗上的不足等，尤
其在學習門檻較高的科學領域中，在閱讀科學圖文時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針對
1

科學領域，如艱澀難懂的學術詞彙、修飾性單詞、邏輯連結問題等（Bulman,
1985; Halliday, 1993）；針對中學生，如注意力問題、過於專注於文本、不擅圖文
轉換、認知超載等（Canham & Hegarty, 2010; Hannus & Hyönä, 1999; Hegarty &
Just, 1993; Jian, 2016; McTigue & Flowers, 2011）。
因此，中學生在科學閱讀素養的學習是多面向且複雜的，在閱讀時亦可能遇
到文本上或自身閱讀認知能力的困難。
(二) 科學閱讀與學術詞彙的眼動研究
眼動追蹤技術發展至今已趨成熟，並持續研發於更多不同領域上的應用。在
科學閱讀領域中，關於中文學術詞彙的眼動研究並不多，Jian 等人（2013）以及
Or-Kan（2016）的研究皆發現，成年讀者會藉由重讀句子，並從學術詞彙周圍的
常用單詞中尋求幫助，以理解不熟悉的術語，亦即產生語境效果（context
effect）。而 Jian 與 Ko（2014）的研究則顯示背景知識的差異使得高知識的讀者花
較少的凝視時間與較低的第一次閱讀目標詞的凝視時間於熟悉的物理術語上。從
上述的研究可以得知，包含學術詞彙的研究多以純文字呈現，並以成熟讀者為
主。若是將該研究領域的研究對象與實驗材料做調整，例如以中學生閱讀科學圖
文，將得以參考前述研究為基礎，並發展更多不同的面向。
有關於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則較為廣泛，其中特別針對中小學生的研
究，諸如，Hannus 與 Hyönä（1999）高能力兒童更能運用插圖學習；Mason、
Tornatora 與 Pluchino（2013b）得出圖文的整合程度越高，其學習成效也會更高；
Jian 等人（2019）則是發現多數學生採用淺層處理策略，未能整合圖文。由此可
以發現，關於科學圖文的眼動研究很多元，也多次得出圖文整合的重要性，不過
基於學習材料與研究設計的變化，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方向。

二、研究動機
為了給予學生適當的素養教學，了解目前中學生於閱讀中所遭遇的困難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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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之一，尤其在科學圖文的閱讀上，現今學校的課程仍以教科書以及實驗課為
主，但科學方面的學習絕對不僅於此，相關的書籍、雜誌、漫畫，乃至多媒體
等，都是學生可以拓展學習的管道。然而，學生們卻可能因為科學中特定的敘述
脈絡方式，圖片中的訊號表示，加上有許多學術詞彙的存在，尤其學術詞彙又有
著不同翻譯的方式（如音譯和意譯），中學生要理解科學文本相當有挑戰性。
針對科學閱讀的眼動研究不少，但含有學術詞彙的實驗材料卻多以純文本呈
現（Jian et al., 2013; Jian & Ko, 2014; Or-Kan, 2016），且鮮少有針對中小學生的相
關研究。直至今日，科學文本的樣態越來越多樣，為了引發讀者的興趣，並以更
具體的方式對文本進行了解，圖文雙表徵的閱讀材料屢見不鮮，因此有必要以科
學圖文作為實驗材料，了解讀者在這樣貼近多數科學文章的形式來閱讀時，讀者
會如何處理學術詞彙。讀者是否會如同在純文本閱讀的情境下，透過上下文的語
境效果去理解學術詞彙的意義（Jian et al., 2013）；又或者除此之外，還會透過解
碼圖片訊息幫助該學術詞彙意義的理解？
而從教育現況來看，中學生會漸漸從具體運思期轉變為形式運思期（Piaget,
1970），各科的閱讀量飛速般地成長，並且開始重視學科閱讀（content reading），
因此本研究想先了解中學生在閱讀科學圖文時的學習歷程以及使用的閱讀策略，
日後就可能有機會提供給現場教師回饋，讓老師對學生缺乏的閱讀策略進行教
學。除此之外，於教學現場上還能發現，不同能力的學生除了學習成效有所不
同，也會使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如此推論至科學圖文閱讀，也將會有不同的閱讀
歷程表現。
為達到上述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中學生在閱讀科學圖文時可能遇到的困難
（科學的學術詞彙、科學圖），並進一步操弄實驗受試者與學習材料，以了解不
同閱讀能力學生的閱讀歷程和處理科學詞彙的差異。最後研究者將梳理研究的歷
程，提出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乃至教學現場中可以進行介入的方向，以及身為
研究者或教師應注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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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希望藉由眼動追蹤的方式，分析中學生在閱讀
科學圖文上可能遇到的困難，尤其當文章中含有特定學術詞彙時，不同閱讀能力
之中學生於閱讀理解歷程上的差異，以及中學生如何處理科學圖文，會使用哪些
閱讀策略。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學術詞彙
學術詞彙常出現於學術相關的論文、報告等，以書面使用為主。Wellington
與 Osborne（2001）指出在科學語言中含有諸多艱澀難懂的專有詞彙，並依這些
詞彙將其意義分為四種，分別是「名稱詞彙」（naming word）、「過程詞彙」
（process word）、「概念詞彙」（concept word）、「數學符號」（mathematical
symbol）。其中，「名稱詞彙」是中學生最常遇到的學術詞彙，其可能意旨某個動
物的身體組成，某個自然現象的概念名稱，乃至於是以某位科學家的名字對科學
發現的命名。在本研究中，學術詞彙指的是科學領域的專有名詞。
二、不同閱讀能力
本研究使用柯華葳與詹益綾（2007）共同編製之「國民中學閱讀推理篩選測
驗」，作為高中低三種閱讀能力的篩選標準。國中一至三年級使用同一版本，施
測方式為團測、紙筆測驗，共 18 題單選題，每題皆要求受試者由代表結構的關
鍵詞推導出哪一句適合上一句。本研究則參考該測驗中三個年級閱讀理解高中低
分組在閱讀推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依測驗分數進行能力分組。（詳見，p.28）
三、眼動指標
本研究參考過去研究使用或彙整的眼動指標（王孜甯、簡郁芩，2021；簡郁
芩、吳昭容，2012；Hannus & Hyönä, 1999; Jian et al., 2013; Jian & Ko, 2014; Jian
& Ko, 2017; Jian et al., 2019; Li et al., 2019; Mason et al., 2013b），綜合整理了 1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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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眼動指標進行研究的結果分析：
1. 總閱讀時間（Total reading time, TRT）：指在文本中包含凝視（Fixations）與
跳移（Saccades）的時間加總。
2. 總凝視次數（Total fixation count, TFC）：指文本中凝視點的個數加總，通常
凝視的次數越多，表示擁有更高程度的認知處理。
3. 單一平均凝視時間（Mean fixation duration, MFD）：指將文本的總凝視時間
除以凝視點的個數，意即平均每個凝視點的持續時間，若是單一平均凝視時
間越長，表示解碼時間越久。
4. 平均跳移距離（Mean saccade length, MSL）：指兩個接續的凝視點之間的平
均距離，通常越困難的文章或讀者的能力越弱，該指標就會越小；反之，簡
單文章或高能力讀者，該指標會越大。
5. 第一個凝視點的凝視時間（First fixation duration, FFD）：指第一個落在興趣
區域（areas of interest, AOI）之凝視點的停留時間，反映讀者處理字詞的初始
處理歷程。
6. 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Gaze duration, GD）：指凝視點第一次進入 AOI 直到離
開，期間的所有凝視點時間加總，反映閱讀的初始處理。
7. 再次凝視時間（Revisited/Second-pass ﬁxation duration）：指凝視點離開 AOI
之後再次進入，期間的所有凝視點時間加總，反映閱讀的晚期處理。
8. 總凝視時間（Total fixation duration, TFD）：指落在 AOI 的凝視點時間加
總，反映閱讀時的認知處理程度。由於本研究實驗材料的字數不完全相同，
除了運用總凝視時間進行分析，還會進一步比較除以各篇字數的凝視時間，
亦即，每個字的總凝視時間，以公平地比較各篇的眼動處理時間。
9. 凝視時間百分比（Proportion of fixation duration）：指某個 AOI 上的總凝視
時間除以總閱讀時間的總凝視時間，得以反映出讀者的選擇性注意在不同
AOI 的比例，如文區和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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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圖文跳移次數（the numbers of saccades between text and diagrams, STD）：
眼動位置從文區跳到圖區和從圖區跳到文區的次數加總，反映圖文參照整合
歷程。
11. 圖區跳移次數（Number of saccades between diagrams）：指凝視點從某圖
AOI 到不同圖 AOI 以及回跳的次數加總，反映閱讀時不同圖區參照整合的歷
程。
12. 文圖語意相關跳移次數（Number of saccades between paragraphs）：指凝視
點從某文本段落 AOI 到相關圖區 AOI 的跳移次數加總，以及圖區 AOI 到相
關文本段落 AOI 的跳移總次數，反映閱讀時文本內容與相關圖相互參照整合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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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節

文獻探討

中學生閱讀科學文本的困難

目前對於中學生閱讀科學文本的困難，已有許多研究和教學現場的觀察提出
其可能性。首先，是科學文本相較於其他學科的特殊敘述方式，會形成許多不同
於日常生活語言的特徵，使得閱讀科學文本相對困難，這些特徵包含：
1. 科學文本中包含很多在邏輯上很重要的連結，如進行推論、畫出結論、指出
時間序列或年表、了解文本中的假設、原因與影響等（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 Medicine, 2016）。
2. 科學文本上常常包含各種修飾性的單詞（qualifying word），像是 most, some,
the majority of, in a few cases 等，這可能會讓學生感到疑惑，並且在讀者和資
訊中間產生屏障，以致無法擷取到正確的資訊（Bulman, 1985）。
3. 科學文本蘊含複雜的說明與組成的分類性，且會透過語法隱喻去濃縮意義科
學文本的語法，而使因果關係具有模糊性（Eggins et al., 1993; Halliday, 2004;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
。
4. 在科學的語言中含有諸多艱澀難懂的專有詞彙，並且經常形成交互定義，若
是學生對學術詞彙不熟悉，將可能有理解上的困難（Halliday, 1993; Wellington
& Osborne, 2001）。
再者，相較於成年讀者，中學生受限於認知發展的不成熟以及經驗上的不足
等，尤其在學習門檻較高的科學領域中，在閱讀科學圖文時可能會遇到許多困
難，以下研究者將列點做詳細說明：
1. 注意力問題：在進行圖文學習時，學生的注意力通常被誤導到無關緊要但在
感知上很重要的訊息。眼動研究表明，新手學生尤其會因突出但與任務無關
的訊息而分心，從而可能會丟失重要的相關訊息（Canham & Hegarty, 2010）。
2. 過於專注於文本：學生經常在閱讀多媒體材料時，專注於文本而犧牲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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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使得圖像失去其功能（Hannus & Hyönä, 1999; Hegarty & Just, 1993）。
3. 認知超載與建構能力不足：閱讀圖文文本時，讀者必須運用多種素養能力來
選擇、歸納文本中提供的訊息，並與個人先備知識連結，進行建構與整合成
有效之心理表徵（Snow, 2002）。這些過程可能會導致閱讀過程中的認知超
載，特別是對於年幼和閱讀技巧不佳的讀者（McTigue & Flowers, 2011）。連
啟舜等人（2016）則指出學生的建構能力發展相對不成熟。
4. 不擅圖文轉換與整合：成人讀者經常在相關的文字和圖像之間進行轉換。此
外，在成年讀者中，學習圖像的閱讀時間百分比為 26％，而年輕讀者僅為 18
％（Jian, 2016）。Mason 等人（2013b）的研究發現，只有當學生成功地將視
覺訊息與文字融合在一起時，具體或真實的視覺效果才是有效的，並且這些
技能因讀者而異。如此一來，可以得知學生的整合能力影響圖文閱讀，因此
本研究將受試者分為不同閱讀能力，並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由於本研究關心的是讀者在科學學術詞彙上的處理，因此在這一節當中，將
會把重點聚焦於學術詞彙對於中學生所帶來的困擾，並詳細指出學術詞彙的重要
特徵，以及語意透明度之於學術詞彙的類型差異，延伸本研究將透過不同語意透
明度之學術詞彙作為實驗材料，探討其對中學生閱讀上的影響。
一、學術詞彙（Academic word）
如前述所提，在科學的語言中含有諸多艱澀難懂的專有詞彙（Wellington &
Osborne, 2001），並且科學學術詞彙之間經常形成交互定義 （Halliday, 1993）。此
外，Wellington 與 Osborne（2001）指出科學文本中的詞彙依其意義可分為四種，
分別是最普遍的「名稱詞彙」（naming word），主要用於對物體或自然科學現象的
命名；
「過程詞彙」（process word），用於表達自然科學事件發生的動作或過程；
「概念詞彙」（concept word），則用於較為抽象的科學概念；「數學符號」
（mathematical symbol），顧名思義，是用於表達公式的計算表示。
其中，「名稱詞彙」是中學生最常遇到的學術詞彙，其可能意旨某個動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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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組成，某個自然現象的概念名稱，乃至於是以某位科學家的名字對科學發現
的命名。不同類型的學術詞彙對學生所帶來的影響不一，因為學生在解釋詞彙關
係時，科學意義與生活意義兩種知識觀點的思考會並存，導致學生在解讀科學詞
彙時，不僅會受到科學教科書中論述的影響，也會連結到自身的日常生活用語
（陳世文、楊文金，2008）。因此，科學學術詞彙的語意透明度，就會影響學生
在閱讀科學文本時，能否順利地整合當中的內容。
（一）語意透明度（Semantic transparency）
「語意透明度」，特別是針對中文字，其狹義的涵義為一個部首對於某個形
聲字所能提供語意訊息的程度，主要區分為透明字（transparent）、半透明字
（semitransparent）及不透明字（opaque）三種（Chung & Leung, 2008; Shu et al.,
2003）。
1. 透明字：其部首提供該字直接且明顯的語意訊息，如「燒」（有燃燒之意）其
部首為「火」、「晴」（有晴朗之意）其部首為「日」。
2. 半透明字：其部首僅提供該字間接或延伸的語意訊息，如「鍛」（有冶煉之
意）其部首為「金」、「濺」（有潑濺之意）其部首為「氵」（水）
3. 不透明字：其部首則無法提供該字任何的語意訊息，如「靜」（有靜謐之意）
其部首卻為「青」、「暱」（有密切之意）其部首卻為「日」。
不過，「語意透明度」除了指部首對於某個形聲字所能提供語意訊息的程
度，以詞彙為角度的解釋指，「一個詞彙的整體意義與其構詞語素之語意的關聯
程度」（Libben, 1998; Libben et al., 2003），也就是以語素為單位來推斷詞意。
Packard（2000）指出句法詞的概念，其中詞彙是語言組成具意義的最小單位，也
是段落、篇章的構成單位，是為理解之基礎。因此詞彙語意透明度不同，可能直
接影響讀者閱讀時對整體文本處理的推論與理解。
如上述所言，詞彙的語意透明度反映語言單位組成成分與整體意義的關係，
因此除了從字的單位區分透明程度，詞也可以區分為三種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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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明詞：詞義與其構成成分的意義有密切關聯，很容易可以從它們的構成成
分推知其詞義，如「南風」（從南邊刮來的風）、「藍色」（藍的顏色）。
2. 半透明詞：部分語素與詞義密切相關，部分語素與詞義沒有什麼關聯，如
「白菜」（並非白的菜，而是一種菜的品種）、「卡車」（並非指車卡住，而是
一種車的名稱）。
3. 不透明詞：詞義與其構成成分的意義沒有直接的關聯，很難從它們的構成成
分推斷其詞義，如「秋波」（指美女的眼睛或眼神）、「馬上」（指立刻的意
思）。
關於語意透明度對於閱讀的影響，已有研究指出，與不透明字符相比，透明
字符具有更好的行為表現，這表明在成人讀者進行語意判斷時，由語意提供的透
明訊息具有之功效（Chen & Weekes, 2004; Hsiao & Shillcock, 2006; Hsiao et al.,
2007）。而對中學生來說，有研究指出，孩童隨著年齡增加，其語意判斷會由部
件處理轉變為整字處理，或是兩者之間的雙向連結，以便更有效率地加速語意表
徵的對應，顯示語意透明度在認知發展上的變化（Lee et al., 2014）。由此可知，
學術字彙的語意透明度對中學生而言，在閱讀上會有一定之影響，將由本研究做
進一步的實驗與驗證。
（二）語意透明度的眼動研究
綜觀語意透明度的眼動研究，目前只有幾篇國外研究以拼音文字為實驗材料
探討此議題，以下將詳述之。
Brusnighan 與 Folk（2012）的兩個實驗研究了熟練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如何使
用上下文語境和語素訊息。實驗一的主要目的是紀錄熟練讀者的眼動過程，在監
控閱讀包含新穎和相似複合詞句子的眼動時，還會控制複合詞在語義上是透明的
還是不透明的，以及句子上下文是具訊息性的還是中性的。結果發現，在面對新
穎複合詞及其周圍的文字時，會展現更長的閱讀時間和更多的重讀（rereading），
以此證明熟練讀者在遇到不熟悉的單詞時，會改變閱讀模式，並運用上下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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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進行閱讀。此外，在重新閱讀的過程中，讀者在訊息性語境中閱讀新穎透明
複合詞的難度較小，但對於新穎不透明複合詞而言，情況則相反。結果表明，上
下文和語素提示與新詞涵義結合時（在訊息性語境中閱讀新穎透明詞），與衝突
（在訊息性語境中閱讀新穎不透明詞）或僅存在語素提示（中性語境中的新詞）
時相比，讀者可以更容易地推斷出涵義。實驗二採用了閱讀後詞彙測驗來評估讀
者在閱讀過程中保留新遇到的詞彙涵義的能力。結果發現，當讀者在訊息性語境
中閱讀時，正確選擇新穎不透明複合詞之涵義的頻率是基於成分語素盲目選擇的
兩倍。如此可以得知，若讀者會運用含有訊息量豐富的上下文，得以協助學習並
記憶新穎不透明的複合詞。
Li 等人（2019）研究年輕和年長的成年讀者閱讀帶有透明或不透明兩字符複
合詞之句子時的眼球運動。與不透明單詞相比，透明單詞的閱讀速度更快，並且
這些效果出現在第一個凝視點的凝視時間（FFD）、單次凝視持續時間（single
fixation duration）和總閱讀時間（TRT）中。此外，在第一個凝視點的凝視時間
和單次凝視持續時間上也獲得了語意透明度和年齡組之間的相互作用，這表明年
長的成年讀者比年輕的成年讀者更容易獲得透明度效果。
經由上述的文獻探討，得以指出在閱讀過程中透明詞相對於不透明詞更具有
理解處理上的優勢，並且在同樣具有訊息性的上下文語境時，熟練的讀者能夠運
用上下文參照等閱讀策略以理解詞彙的涵義。由於上述幾篇文獻都是以拼音文字
為實驗材料，閱讀不同語意透明度的中文學術詞彙是否也會有類似的發現？因
此，本研究將中文學術詞彙納入實驗材料，希望透過控制學術詞彙的語意透明
度，來探討不同能力的青少年讀者面對透明與不透明詞的處理是否會與成年且熟
練的讀者有所差異。
（三）科學學術詞彙的翻譯技巧
依據陳定安（1998）所提的詞彙翻譯常用技巧，共有七種譯法進行分類，分
別是音譯（transliteration）、意譯（paraphrase）、音意兼譯、直譯（word-for-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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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形譯、頭字詞（acconym）、縮寫詞（abbreviation）。在科學學術詞彙
中，較常運用到的翻譯技巧為前面三者，以下將對其做說明與舉例：
1. 意譯：意旨對原詞所表達的具體事物和概念進行推敲，得以準確譯出該詞的
科學概念。此譯法最為普遍，在多數情況下科學術語應採用意譯法。例如：
holography 全息攝影術、astrionics 宇航電子學、guided missile 導彈等。
2. 音譯：音譯就是根據英語單詞的發音譯成讀音與原詞大致相同的中文字。採
用音譯的科學術語主要有兩類，其一，是計量單位的詞，如 hertz 赫茲（頻率
單位）、joule 焦耳（功或能的單位）等；其二，是某些新發明的材料或產品的
名稱，如 nylon 尼龍（酰胺纖維）、vaseline 凡士林（石油凍）等。
3. 音意兼譯：在音譯之後加上一個表示類別的詞，或者把原詞的一部分進行音
譯，而另一部分進行意譯。有些詞以音譯為主，在詞首或詞尾加上表意的
詞，如 covar 科伐合金（鐵鎳鈷合金）；有些詞由首碼加入計量單位構成複合
詞，計量單位採用音譯，如 decibel 分貝；有些詞由人名構成的術語，人名音
譯，其餘部分意譯，如 Ohm's law 歐姆定律、Doppler effect 都卜勒效應。
上述三種翻譯方式，其語意透明度由高至低分別為意譯、音意兼譯、音譯。
一般來說，音譯比意譯容易翻譯，但不如意譯能夠明確地表達新術語的涵
義。因此，有一些音譯詞經過一段時間後又被意譯詞所取代，或者同時使用，如
penicillin 盤尼西林，後來又稱作青黴素。由此可知，意譯相較音譯，語意透明度
更高，因此也較容易使讀者理解其涵義。本研究取意譯與音譯兩種較為極端的語
意透明度作為實驗材料的操弄。
二、插圖與資訊圖表的功能類型
上述指出插圖的運用亦是中學生閱讀圖文時可能遇到的困難，然而在圖文閱
讀中，不同功能、形式的圖片在協助文本的閱讀上也有不同的功效。Levin
（1982）根據圖片在文本處理中發揮的認知功能，分成四種常規功能的圖片，分
別是裝飾性圖片、表徵性圖片、組織性圖片、解釋性圖片，以及另一個非常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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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圖片，轉化性圖片。這五種功能各異的圖片類型解釋如表 2-1。
表 2-1

表 2-1

圖片功能類型之分類
圖片功能類型之分類
圖片類型
裝飾性圖片
（Decorational
Pictures）

定義

舉例/用途

功能僅能裝飾頁面，不太可能增強理 與遠足步道的相鄰的一棵松樹，
解、記憶或應用文本內容；可能有助於 本質上只是裝飾用的，對於遠足
使文本更具吸引力或更具市場價值。

步道並無實質性的幫助。

表徵性圖片
（Representational
Pictures）

反映了部分或全部文本內容，其基本目 準確描繪哈利波特著作中場景的
的是使文本具體化。
圖片，被視為具有表徵意義。

組織性圖片

為文本內容提供了清楚的步驟或結構 登山路徑的地圖，或說明執行心

（Organizational
Pictures）

框架，將文本內容有效地組織，使讀者 肺 復 甦 所 涉 及 一 系 列 步 驟 的 圖
能夠更連貫地了解文本內容。
片。

解釋性圖片
（Interpretational
Pictures）

有助於澄清抽象、困難或讀者不熟悉的
文本，透過圖片中較為具體、類比、隱 以幫浦系統圖解來表示血壓。
喻等圖解方式，讓文本更容易被理解。

轉化性圖片
將文本通過有意義的交互式圖片進行 將城鎮 Belleview 重新編碼為具體
（Transformational 重新關聯。指運用具體方式改善讀者對 關鍵字，bell，將有關城鎮以圖形
Pictures）
文本訊息、關鍵訊息的記憶。
組合於有關 bell 的交互式圖片中。
資料來源：Levin,
J. R.Pictures
(1982). as
Pictures
as prose-learning
devices.
In August
資料來源：Levin,
J. R. (1982).
prose-learning
devices. In
A. Flammer
& W.Flammer,
Kintsch
Walter Kintsch
(Eds), Advances
psychology
(Vol. 8, pp. 412–444). Elsevier.
(Eds), Advances
in psychology
(Vol. 8, pp.in412–444).
Elsevier.
隨著資訊的發展，資訊圖表（Infographics）成為資訊交流上最快速且簡易的
方式，並積極運用於教育材料上，尤其是需要描述與解釋各項具體與抽象概念知
識的科學文本。資訊圖表依照不同圖表性質亦有其分類如表 2-2（木村博之，
20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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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表 2-2

資訊圖表之圖表性質的分類
資訊圖表之圖表性質的分類
圖表性質
示意圖
（Diagram）

定義

舉例/用途

將難以言傳的概念，使用插畫來進行說 如產品的使用/組合說明書、建築
明，圖解事物內容。
物結構圖、樓層介紹、運動規則。

圖表

用線段來連接或區分，運用箭頭表示方

（Chart）

向，或是用圖形呈現與歸納事物的關係。

表格
（Table）

如血型表格，包含不同血型與其
將資訊歸納整理成橫軸與縱軸的形式，
抗原、抗體、受血、捐血等資訊
適用以兩個基準以上進行比較。
歸納。

統計圖表
（Graph）

透過數值進行大小的比較，或是呈現趨
如新聞報導中，常使用統計圖表
勢變化，常見的統計圖表有三種，包含直
來呈現中立的數據以輔助說明。
條圖、折線圖、圓餅圖。

地圖
（Map）
象形圖
（Pictogram）

將特定地區或空間的位置與事物關係呈
現於平面上。

如循環圖、流程圖。

如風景區導覽圖、鳥瞰圖等。

不使用文字，僅以圖案、圖畫的方式呈現 如紅綠燈中的小人、交通號誌
出事物的特徵、目的、屬性及狀態下。 等。

資料來源：木村博之（2012）
。設計的邏輯：Infographics
深入人心的視覺法則
資料來源：木村博之（2012）
。設計的邏輯：Infographics
深入人心的視覺法則（楊宗訓譯）
。
（楊宗訓譯）
。旗標出版。
旗標出版。
如上述文獻所述，不同功能性的圖片所帶來的學習成效各異，於本研究中，
不選擇裝飾性圖片，以避免無法達到圖片協助文本閱讀的效果；進而選擇了組織
類性與解釋性的圖片作為學習材料的插圖。此外，由於資訊圖表於科學圖文中的
實用性與廣用性，因此本研究亦於學習材料採用資訊圖表中的表格。

第二節

中文學術詞彙的眼動研究

國內外關於學術詞彙的眼動研究不少有幾篇，但卻多是研究英文的詞彙，如
Andrews、Miller 與 Rayner（2004）運用兩個實驗，研究不同詞頻之字詞的眼動
歷程；Brusnighan 與 Folk（2012）也做了兩個實驗，探討熟練的讀者在閱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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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何使用上下文和詞素訊息學習不同透明度之詞彙。本研究著重於含有中文
學術詞彙的眼動研究（表 2-3），因此將較為詳細地提出以下三篇研究的研究目
的、方法以及重要的發現。

表 2-3
表 2-3
含有中文學術詞彙的眼動研究
含有中文學術詞彙的眼動研究
研究主題
Jian 等人
（2013）

在閱讀過程中，中文
學術字彙在線處理的
脈絡效應

高低背景知識在篇章
Jian 與 Ko
閱讀時對中文單詞處
（2014）
理的影響
Or-Kan
（2016）

在閱讀過程中，中文
科學術語的語境效果

研究對象

閱讀材料

研究發現

大學生

3 篇物理術語
3 篇替代詞
純文本

 在初始閱讀時花較多
時間解碼物理術語
 重讀有助於理解術語

高低背景
知識
研究生

熟悉/不熟悉之
物理術語
16 篇純文本

 不同知識背景有不同
閱讀歷程

大學生

3 篇科學詞彙
3 篇替代詞
中英純文本

 上下文檢索與重讀等
策略得以幫助閱讀理
解

Jian 等人（2013）的研究探討在文本閱讀過程中，中文學術字彙在線（online）處理的語境效果。該研究要求每位大學生分別閱讀三篇含有物理術語的中
文文本，以及三篇替換物理術語為常用單詞的中文文本。結果顯示，在相同的上
下文條件下，無論是物理術語還是替換詞，讀者對目標詞的第一個凝視點的凝視
時間（FFD）都沒有顯著差異。但是，物理術語的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GD）比
替換單詞更長，這意味著讀者在初始閱讀階段需要更多時間來解碼整個物理術
語。而後讀者會花更多的時間，包括重讀時間（rereading time）在當前句子上，
因為它與目標單詞具有直接聯繫。如此可以得知，在閱讀初期，讀者能辨識物理
詞彙中每個中文字的意譯，但不清楚整個物理詞的涵義，而後藉由重讀句子，並
從物理學術語周圍的語句尋求幫助，以理解不熟悉的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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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一篇研究，Jian 與 Ko（2014）進一步研究背景知識在篇章閱讀時對中
文單詞處理的影響。高背景-（物理學專業）和低背景-（非物理學專業）的研究
生皆閱讀 16 篇物理文本，每篇皆包含 HiK 各一個熟悉與不熟悉的物理單詞。結
果發現，與低知識的讀者相比，高知識的讀者花在重讀上的時間更少，並且對物
理文本中陌生的物理術語和普通單詞的回視率（regression rate）更低；與不熟悉
的物理術語相比，他們花較少的凝視時間與較低的第一次閱讀目標詞的凝視時間
於熟悉的物理術語上。這些發現表明，這兩個群體都是具有深厚語言概念的成熟
讀者。但背景知識的差異導致在不同的閱讀階段出現不同的閱讀過程。
Or-Kan（2016）的研究與 Jian 等人（2013）的類似，旨在研究閱讀過程中中
文科學術語的語境效果，不同的是，研究的對象為馬來西亞的大學生，皆有二十
年以上的說中文經驗，並於前測確定受試者具有基本英文閱讀能力，閱讀材料部
分則有中英文版本。不過結果同樣表明，成年讀者似乎成功地處理了每個中文字
的涵義，但在最初的處理階段卻未能理解科學術語的涵義，而在上下文訊息的幫
助下，能夠使讀者理解不熟悉的單詞。因此，建議學校可以在科學課程中教導上
下文檢索與重讀等策略，以改善學生的閱讀學習過程。
經由上述的文獻探討，得以梳理出成年讀者在學習學術詞彙時，會運用上下
文檢索等技巧以協助自身理解該單詞，其中不同背景知識的讀者儘管會使用類似
的策略進行閱讀，卻仍有閱讀歷程上的差異。目前尚未有針對中學生的相關研
究，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將不同語意透明度的科學詞彙作為學習材料，再進一步
將學生分為高、中、低三種閱讀能力組，以了解他們進行閱讀時，是否會與成年
讀者有所落差。

第三節

圖文閱讀理論基礎

在圖文閱讀領域中，有兩個理論為眾多學者研究的理論基礎，分別是 Mayer
的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CTML）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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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otz 的圖文理解整合模型（integrative model of text and picture comprehension,
ITPC）。Mayer 的多媒體學習理論是由 Paivio（1971）所提出之雙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 DCT）奠基而成，假定視覺圖像與語文文字有不同的處理通道。
而 Schnotz 與 Bannert（2003）則是進一步修正圖像與文本的處理過程部分。以下
將分別對 CTML 和 ITPC 兩個理論基礎做介紹，並加以陳述讀者閱讀圖文時所須
具備之能力、帶來的益處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難。
一、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CTML）
CTML 的原則指出，人們從單詞和圖片中學到的知識比單獨從單詞中學到的
更多（Mayer, 2005）。但是，僅在圖文做結合並非是實現多媒體學習的有效方
法，重點是要根據人的思維方式來製作教學的媒材，這是 Mayer 於 CTML 中的基
礎。當涉及到多媒體學習時，該理論提出以下三個主要假設（Mayer, 2003），並
根據這些假設，形成 CTML 的架構如圖 2-1。（圖 2-1

翻譯自 Johnson, C. I., &

Mayer, R. E. (2012). An Eye movement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contiguity eﬀect in
multimedia lear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 178–191. ）
1. 雙通道假設（the dual channel assumption）：對於視覺與言語的表徵具有分離
資訊處理系統。換句話說，意指有兩個單獨的通道（聽覺和視覺）來處理訊
息（Baddeley, 1992, 1997; Clark & Paivio, 1991; Paivio, 1990）。
2. 有限能力假設（the limited capacity assumption）：每個通道所能處理的資訊
總量是有限的，類似於 Chandler 與 Sweller（1991）的認知負荷概念
（Baddeley, 1992, 1997; Van Merriënboer, 1997）。
3. 主動學習假設（active learning assumption）：是指是當學習者主動進行認知
處理時才會發生「有意義的學習」，其中學習是根據先備知識對訊息進行過
濾、選擇、組織和整合的活躍過程（Mayer, 2002; Wittrock,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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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CTML）架構

根據上述的三項假設與架構圖，該理論設想了對於成功理解文字和圖像，並
讓學習者形成有意義之學習的三個重要過程：
1. 選擇（select）：從文本中選擇相關的單詞，從圖像中選擇相關的元素，並進入
工作記憶區。
2. 組織（organize）：在工作記憶區，進行進一步處理以理解並保留訊息，將文
本和圖像訊息的組織分開進行，並構建語言模型和圖像模型。
3. 整合（integrate）：在長期記憶中檢索到之先備知識的幫助下，語言和圖像模
型進行整合，使其進入長期記憶區。
CTML 強調了在新訊息與現有知識整合時，學習的重要性（基於內容測試和
證明知識得以成功遷移）。因此，可以從該理論中得出一些設計的原則，包含提
供相關且連貫的文本、圖像訊息，指導學習者選擇相關的單詞和圖像以及減少單
個處理通道的負擔等。

二、圖文理解整合模型（ITPC）
Schnotz 與 Bannert（2003）認為建構語言模型及圖像模型的過程，可再分別
細分為三個階段，其中兩個路線有著互相影響的交集存在：於語言模型中，讀者
在閱讀時會先建立文本的淺層表徵，而後再進入巨觀的命題表徵，並透過圖像的
心理模型作為檢視；於圖像模型中，讀者首先通過感知處理來創建圖像的視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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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然後通過語義處理來構建圖像中顯示的主題心理模型和命題表徵。整體 ITPC
的架構如圖 2-2。（圖 2-2 翻譯自 Schnotz, W., & Bannert, M. (2003). Construction
and interference in learning from multipl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3(2), 141–156.）
相較於 CTML 認為文字和圖像處理是二者是平行對應的，僅在最後有做整
合。Schnotz 以 ITPC 為概念基礎，認為文字與圖像使用的是不同的符號系統，因
此處理資訊的過程自然也有所不同。以文字為主的語言模式，其中為「敘述性」
（descriptive）資訊，例如文字、口語、數學公式等；以圖像為主的圖像模式，當
中包含的是「描繪性」（depictive）資訊，例如圖片、照片、圖表等。在資訊處理
的過程中，兩個模組的處理並非分開運作，而是持續的互動，並且會互相影響。

圖 2-2
圖文理解整合模型（ITPC）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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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

有關於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很多，但在研究設計上，都各有其研究的對
象群體與探討主軸，有些是針對較為成熟的讀者（劉嘉茹、侯依伶，2011；Chiou
& Tsai, 2014; Jian & Wu, 2015; Mason et al., 2013a; Van et al., 2005）；有些則是針對
認知能力仍有限的中小學生（Hannus & Hyönä, 1999; Jian & Ko, 2017; Jian et al.,
2019; Mason et al., 2013b）；其中還有研究進一步將受試者依能力做分組（劉嘉
茹、侯依伶，2011；Chiou & Tsai, 2014; Hannus & Hyönä, 1999; Jian & Ko,
2017）。在學習材料的設計上，也各自有其探究的部分（表 2-4）。以下將介紹五
篇與本研究相關度高的研究，並詳細提及他們的研究目的、方法以及重要的發
現。

表 2-4 表 2-4
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
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
研究者

Chiou 與
Tsai
（2014）

研究主題

運用眼動追蹤分析模擬
本位之物理學習模式

研究對象

高低先備
知識
研究生

閱讀材料

研究發現

2 篇電腦模擬
物理材料
(含圖文)
(互動/非互動)

 高先備知識者在文本和
圖形間以及圖形間進行
了較多的轉換
 高先備知識者更能夠將
模擬中的圖像與其他文
章或圖形進行連結

Jian 與
Wu
（2015）

探討讀者在閱讀帶有圖
表的科學文章時使用的
策略

Mason
圖文的在線閱讀過程與
等人
離線學習
（2013a）

大學生

1篇
科學圖文

 清晰的圖表可以幫助讀
者處理語義和空間訊息
 多為文本導向的閱讀

11 年級生

純文本
圖文(具體)
圖文(抽象)

 圖文(具體與抽象)比純文
本帶來更好的學習效果
 圖文(抽象)整合效果更佳
（續下頁）
（續下頁）

20

表 2-4 表 2-4
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續）
科學圖文閱讀的眼動研究（續）
研究者

研究主題

Van Gog
等人
（2005）

比較同步、回溯性和提示
回溯性報告引起的問題
解決過程的訊息數量

劉嘉茹與
侯依伶
（2011）

使用繪圖測驗及回溯性
放聲思考法，探討不同先
備知識者在理解科學圖
形的過程中，眼動與學習

研究對象

閱讀材料

17-21 歲

電腦模擬的
電路故障
排除任務

高中低
先備知識
大專生

繪圖與
教學圖形

歷程的差異情形

不同能力的兒童閱讀有
插圖文章與純文字文章
Hannus 與

研究發現
 同時性報告和提示回溯
性報告的不同類型訊息
數量高於回溯性報告
 高先備知識者在文字區
的總凝視次數及總凝視
時間較多
 在觀看教學圖形後能顯
著提升概念者在板塊圖
形區內進行搜尋與比對
次數會較多

高中低
能力

3 篇圖文
3 篇純文字

 插圖對不同能力兒童皆
有幫助，而高能力兒童更

之學習效果的差異

4 年級生

用眼動追蹤分析高低能
力的兒童在文字與插圖
的凝視狀況

高低能力
4 年級生

6 篇圖文

 不同能力兒童皆以讀文
章為主
 高能力整合能力較佳

探討四年級學生是否在
Mason
等人
處理和學習科學圖文的
（2013b） 過程中整合文字和圖像

4 年級生

1篇
科學圖文

 圖文的整合程度越高，其
學習成效也會更高

探討四年級高低閱讀理
Jian 與 Ko
解能力學生處理困難或
（2017）
容易的科學圖文的差異

高低閱讀
理解能力
4 年級生

困難/容易
科學圖文

 高能力學生會在圖文中
做雙向閱讀，低能力則偏
向線性閱讀

6 年級生

1篇
含 2 個圖示科
學文本

 多數學生採用淺層處理
策略，未能整合圖文
 首次凝視圖時間指標可
以預測閱讀理解分數

Hyönä
（1999）

Jian 等人
（2019）

使用集群分析來探究六
年級學生理解科學圖文
閱讀策略模式的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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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用插圖學習

Hannus 與 Hyönä（1999）的研究目的為了解不同能力的兒童學習科學圖文的
過程與差異，他們將研究分為兩個實驗：實驗一，檢驗高、中、低三種能力的兒
童閱讀有插圖文章與純文字文章學習效果的差異。他們使用 Raven 測驗中的非語
文測驗作為分組依據，每位受試者皆要完成 3 篇插圖版文章和 3 篇純文字版文
章，並於閱讀完後進行後測（試題類型分為重要觀點、細節性問題、理解性問
題、涉及插圖的問題）。研究結果發現，高能力兒童比低能力兒童能從插圖中獲
得學習幫助，尤其是在理解各種生物原理方面（解釋性訊息）。另外，插圖不但
可以提升高能力兒童非理解性的訊息學習，對低能力兒童也有幫助。
Hannus 與 Hyönä（1999）的實驗二，利用眼動追蹤分析高能力與低能力的兒
童在文字與插圖的凝視狀況，以及在相關聯的圖文間來回凝視的狀況。他們從實
驗一的受試者中挑出 12 位高能力兒童和 12 位低能力兒童，閱讀 6 篇與實驗一主
題不同的圖文，閱讀結束後進行後測。研究結果發現，低能力兒童和高能力兒童
在插圖上所花費的時間沒有差異，兩組都只花費總閱讀時間的 6％，表示閱讀時
還是以閱讀文字為主。但高能力兒童相較低能力兒童，花更多的時間在重讀文
本、研究文本和插圖的相關部分，並且他們圖文跳移次數（STD）較高，反映出
高能力兒童具有更成熟的閱讀學習策略。
Mason 等人（2013b）的研究主要是在探討四年級學生是否在處理和學習科
學圖文的過程中整合文字和圖像。在前測部分，他們考量了先備知識、閱讀理解
能力和空間能力方面的個體差異；在閱讀環節中，每位受試者皆閱讀一篇科學圖
文，包含 8 個文本段的 AOI 和 1 個圖像的 AOI，並運用眼動追蹤收取在線（online）處理過程；在後測部分，通過測量自由回憶、事實性知識和知識轉移來了
解離線（off-line）的學習成效。結果顯示，運用第一次和第二次眼睛凝視（firstand second-pass eye-fixation）指數以及整合跳移（integrative saccades）的指標分
成三種視覺行為模式：高整合者、中整合者、低整合者，其中高整合者於在線閱
讀處理和離線學習成效的表現皆較中、低整合者佳，並得出圖文的整合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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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學習成效也會更高。
Jian 與 Ko（2017）的研究意在探討四年級高、低閱讀理解能力學生在處理困
難或容易的科學圖文的差異。他們使用標準化的閱讀理解測驗來篩選出高、低閱
讀能力之學生，而後每個受試者皆閱讀兩篇正式圖文（困難與容易），為避免順
序效應（order effects），一半的受試者閱讀兩篇文本的順序與另一半不同。最
後，進行後測以了解受試者對文本的記憶和理解程度，並讓他們對文本難易度進
行五點評分。結果表明，在單一平均凝視時間（MFD）的指標中，高能力學生閱
讀困難文本的時間較長，低能力學生則在閱讀容易文本時花較長的時間；從眼睛
凝視序列分析（eye-fixation sequence analysis）得知，高能力學生會在文本段落以
及圖文中做雙向閱讀，低能力則偏向線性閱讀。總結來看，低能力學生缺乏理
解、監控能力，但儘管是高能力學生在閱讀文本時也很少參考插圖，由此可推論
四年級學生圖文整合能力仍不完善。
Jian 等人（2019）的研究為使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來探究六年級學
生理解科學圖文閱讀策略模式的差異化。於前測運用標準化的閱讀理解測驗篩選
受試者，每位受試者皆閱讀一篇結合兩個圖示（表徵性、解釋性）的科學文本，
並於閱讀後完成 12 題理解測驗是非題。其中，集群分析中使用五個眼動指標：
第一次∕重讀文本和圖示上的總凝視持續時間（ﬁrst-pass∕look-back total ﬁxation
duration on texts and diagrams）以及圖文跳移次數（STD）。結果表明，六年級學
生採用四種閱讀策略來閱讀科學文章：21%是初始全局跳移組（initial-globalscan）、58%是淺層處理組（shallow-processing）、12%是以文本為主組（worddominated）、9%是以圖示為主組（diagram-dominated）。整體而言，大多數學生採
用淺層處理策略，表示他們不習慣使用科學圖文來理解概念，未能整合圖文；熟
練使用圖示訊息的學生可以區分各種類型科學圖示的重要性，而與表徵性圖示相
比，他們在解釋性圖示上花費更多精力；最後，研究指出，只有圖示上的第一次
凝視圖片時間（first-pass total fixation duration on the diagram）指標可以預測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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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分數。
Van Gog 等人（2005）的研究提出提示回溯報告（cued retrospective
reporting），又稱為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cued retrospective think-aloud, CRTA），
以比較不同報告方式引起的問題解決過程之訊息，包含『行動』（action）、『為什
麼』
（why）、『如何』（how）與『後設認知』（metacognitive）訊息數量的差異。
17-21 歲的參與者在四種報告條件（同步報告、回溯性報告、以眼動紀錄以及鍵
盤/滑鼠操作進行提示回溯性報告、在眼動追蹤下進行同步報告）中完成了電路故
障排除任務。其中，輔以眼動進行提示回溯性報告組，在第一階段會在眼動追蹤
與紀錄的情況下，安靜地完成任務，而後第二階段會播放前一階段的眼動歷程影
片，讓參與者得以自行控制暫停或調慢速度，以口語表達出執行任務時的想法。
結果發現，同步報告與提示回溯性報告都能取得比回溯性報告更多的『行動』訊
息，且同步報告引發『為什麼』與『如何』訊息的數量也顯著高於回溯性報告，
至於提示回溯性報告，相較回溯性報告得以引發更多『如何』與『後設認知』的
訊息。
經由上述的文獻探討，得以梳理出不同能力的學生在閱讀圖文時會運用不同
的策略，尤其在圖文首次凝視時間、圖文重讀凝視時間、圖文跳移次數等眼動指
標上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也發現高圖文整合能力可以預期其閱讀理解的學習成
效。目前，有許多針對不同能力學生的科學圖文眼動研究，也有於學習材料上增
加自變項以更進一步了解學生細部的學習情形（Jian & Ko, 2017; Jian et al.,
2019）。此外，除了運用眼動追蹤來探討學生閱讀的歷程，也有研究使用提示回
溯性放聲思考的方式，運用眼動歷程影片作為提示，進一步獲取學生主觀表達自
身的閱讀狀況與想法。因此，本研究希望在科學圖文中，結合第一、二節提及的
科學學術詞彙，並運用眼動追蹤與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的方式探討不同閱讀能力
之學生在閱讀含有學術詞彙（意譯與音譯）的科學圖文時，各組閱讀歷程與學習
成效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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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問題
綜合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列出以下五個研究問題：
一、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含有語意透明度不同（意譯與音譯）的科學文
章，記憶與理解表現是否有差異？（以自由回憶和閱讀理解測驗評量之）
二、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語意透明度不同（意譯與音譯）的科學學術詞彙
時，會如何進行字詞辨識？（以學術詞彙為分析單位，進行眼動型態分析）
三、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遇到語意透明度不同（意譯與音譯）的科學學術詞彙
時，會運用什麼樣的訊息幫助處理？（以眼睛凝視位置從科學學術詞彙離開
後轉移到文本句子或科學圖的比例分析之）
四、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科學圖文的閱讀歷程與採用策略是否不同？（以
分析閱讀科學文章的眼動型態和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訪談的資料來回答之）
五、 讀者的個人變項（科學領域知識、閱讀能力、空間旋轉能力、空間記憶能
力）與測驗表現及閱讀歷程的關聯性為何？（將個人變項的分數與測驗得
分、眼動指標進行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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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於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招募新北市立某國中一年級共 71 名學生，在
父母同意下自願參與。其中 4 名眼動校準較差，2 名為特殊需求生，因此只考慮
65 名（37 名女孩、28 名男孩）學生的數據，平均年齡為 13.12 歲（SD = 0.27）。
所有受試者皆為中文母語者，且有正常或矯正後正常的視力。使用柯華葳與詹益
綾編制的『國民中學閱讀推理篩選測驗』進行閱讀能力分組，參照全國常模中國
一組的平均分數，高閱讀能力組（15 分以上）有 23 名學生（13 名女孩、10 名男
孩）；中閱讀能力組（介於 12-14 分）有 22 名學生（16 名女孩、6 名男孩）；低閱
讀能力組（11 分以下）有 20 名學生（8 名女孩、12 名男孩）。
本研究以雙因子混合設計回答研究問題，閱讀能力高、中、低為受試者間變
項，閱讀有音譯和意譯的兩類科學文章為受試者內變項。每位受試者皆閱讀四篇
有含學術詞彙的文章，兩篇學術詞彙為意譯、兩篇為音譯，並且兩篇意譯的文章
各對應一篇音譯的文章，分成生物及理化兩種主題。於閱讀順序上，考慮到實驗
處理的次序，因此進行對抗平衡（counterbalance）的設計，三組閱讀能力組別都
各有四分之一的受試者閱讀如下四種的文章順序，分別為：
1. 生物音譯→生物意譯→理化音譯→理化意譯
2. 生物意譯→生物音譯→理化意譯→理化音譯
3. 理化音譯→理化意譯→生物音譯→生物意譯
4. 理化意譯→理化音譯→生物意譯→生物音譯

第二節 實驗材料與測驗工具
一、科學圖文
本研究通過操縱學術詞彙（意譯或音譯）為讀者提供了相互對應的四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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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考附錄一。由於學術文章不容易撰寫，且需要是受試者尚未學過的科學主
題，還要進行許多條件的控制，因此研究者從科學少年（水精靈，2015；劉育
志，2020）、泛科學（雷雅淇，2019；Whyjay，2013）、科技大觀園（黃瑋絜，
2020；楊瑞源、莊紫晴，2019）、中央氣象局數位科普網（中央氣象局，2013）
等雜誌或網頁進行文本的編撰。為確定文本內容的難度、正確性、可讀性，以及
科學學術詞彙的適用性，邀請了一位具碩士學位的國中自然科老師進行評估與確
認。至於受試者主觀認定的文本難度也於閱讀完文本後進行口頭詢問（文本難度
以 1 到 5 進行評分，1 = 最簡單，5 = 最困難），結果發現，意譯的兩篇文本平均
難度為 3.05，音譯的兩篇文本平均難度為 3.15，可以得知對於受試者來說，四篇
文本的難度皆為適中。相應文本的主題分成兩個領域，理化領域包含無線充電
（意譯）、雷達（音譯）；生物領域包含血型（意譯）、盤尼西林（音譯）。
四篇文章的形式與內容都進行了控制（表 3-1）。整體而言，每篇文本在電腦
螢幕上皆以相同排版方式呈現，文字在左，兩張彩圖在右，並且每篇文本在螢幕
上以無須翻頁或下拉的一頁呈現。至於細部，由於相同主題的兩篇文本是互相對
應的，因此研究者將兩兩進行操弄。從學術詞彙來看，理化主題的學術詞彙字長
分別是四和五個字；生物主題的學術詞彙字長分別是二和四個字。研究者再以中
央研究院所開發的現代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進行詞頻的控制，由於理化主題的
四個學術詞彙都無法查詢到它們的詞頻，因此將它們進行拆解再查詢，結果顯
示，八個學術詞彙皆為低頻詞；生物主題則以完整的學術詞彙進行查詢，四個學
術詞彙的詞頻皆很低。再從文本中的文字來看，四篇文章的長度範圍為 408 至
420 個字、204 至 231 個詞。最後從文本中的圖片來看，依 Levin（1982）的圖片
功能分類，研究者與同為心輔所之研究生討論後一致得出，雷達與盤尼西林的上
下圖，以及無線充電的下圖皆為組織類（為文本內容提供了清楚的步驟或結構框
架）
；無線充電與血型的上圖皆為解釋類（透過圖片中較為具體、類比、隱喻等
圖解的方式，澄清抽象、困難或讀者不熟悉的文本）。血型下圖依木村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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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2）資訊圖表中的性質分類為表格類（將資訊歸納整理成橫軸與縱軸
的形式，資訊量高）。此外，四篇文本的文本段落、插圖間都具有因果脈絡，但
程度上有差異，無線充電、血型文本的因果脈絡關聯程度高，意即只要有一段文
句或是一張圖的概念不清，另一概念就也難以完整理解；雷達、盤尼西林文本的
因果脈絡關聯程度則一般，意即儘管不清楚一段文句或是一張圖的概念，但並不
影響理解另一概念的過程。
四篇文本的字體為標楷體，且每個學術詞彙皆以紅色顯示並加註上下引號，
以此模擬一般學校課文中重要的學術詞彙會特別標記，而圖片都以全彩呈現。
於正式閱讀時，每篇圖文皆設定三分鐘的閱讀時間，一方面為了控制整體實
驗時間於一節課內；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模擬正式考試時擁有的時間限制。此三
分鐘的設定是請三位國中一年級生閱讀各篇文章後的閱讀時間平均（平均為 2 分
36 秒），以此為依據，設定三分鐘的閱讀時間，以確保學生皆得以在時間內仔細
閱讀並學習。實際閱讀時，僅有一名受試者於其中一篇文章在三分鐘內沒有閱讀
完成，其餘皆表示閱讀時間很充裕。

表 3-1表 3-1
文本細部操弄
文本的細部操弄
操弄項目

無線充電

科學領域

雷達

血型

理化

盤尼西林
生物

意譯

音譯

意譯

音譯

電流磁效應
電磁感應

都卜勒雷達
雷射雷達

血型
凝集反應

盤尼西林
休克

詞頻

電流 磁效應→26
電磁 感應→61

都卜勒 雷達→76
雷射 雷達→161

血型→8
凝集反應→0

盤尼西林→3
休克→11

字數

412

408

415

420

科學詞彙

（續下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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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表 3-1
文本細部操弄（續）
文本的細部操弄（續）
操弄項目

無線充電

雷達

血型

盤尼西林

詞數

204

213

231

209

圖分類

上：解釋類
下：組織類

上：組織類
下：組織類

上：解釋類
下：表格類

上：組織類
下：組織類

因果脈絡

關聯程度高

關聯程度一般

關聯程度高

關聯程度一般

二、前測
（一）對學術詞彙與文本的熟悉程度
為確認實驗材料中的學術詞彙是學生不熟悉的，本研究編製一份熟悉度量表
（參閱附錄二）。運用 Likert 四點量表來了解受試者對四篇文本中的八個學術詞
彙的熟悉程度（1 = 完全不知道；4 = 完全知道），分別詢問其定義與延伸的概
念，其中意譯學術詞彙熟悉程度為 1.92，音譯學術詞彙熟悉程度為 1.86，可以得
知受試者對於八個學術詞彙有些微認識，但對於深入的定義與概念熟悉程度皆不
高。
每篇文本通過五個問題評估受試者對該主題的熟悉程度（參閱附錄三），每
題皆有各篇文本有高度相關，共 20 題單選題，每答對 1 題即獲得 1 分，每篇最
多 5 分，測驗時間為 10 分鐘。內部一致性信度，音譯方面 α = .81，意譯方面 α
= .77，整體 α = .88。並且針對每一題的作答，若學生勾選用猜的則該題不論對錯
皆不予計分（Jian, 2018）。結果發現，高能力學生對文本內容的熟悉度比低能力
學生來得高一些（4%），但是就絕對標準來說，高中低能力學生對文本材料的熟
悉度都偏低，對文本材料的熟悉正確率都只介於 9%至 13%，可以得知受試者對
於本研究之閱讀材料之熟悉度偏低，得以確定閱讀材料之學習將直接影響閱讀測
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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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能力
由於研究顯示讀圖理解可能涉及空間能力（Höffler, 2010），因此本研究也測
量受試者的空間能力。空間能力測驗裡面包含了翻轉測驗（the purdue
visualization of rotations test）（Bodner & Guay, 1997）以及建物記憶測驗（manual
for kit of factor-referenced cognitive tests）（Ekstrom & Harman, 1976），分別測量心
理旋轉能力以及空間記憶能力。本研究使用的這兩個空間能力測驗是由指導教授
與心輔系研究助理翻譯為中文的版本。翻轉測驗目的要了解受試者如何透過視覺
翻轉 3D 立體積木，題目共 20 題單選題，測驗時間為 10 分鐘，折半信度為 .78
至 .85。建物記憶測驗的目的是要了解受試者對於在不同物件在街道地圖上的記
憶能力，地圖中共有 12 個須記憶的圖示，閱讀與測驗時間分別為 4 分鐘。
（三）國民中學閱讀推理篩選測驗
由柯華葳與詹益綾（2007）共同編製之測驗。國中一至三年級使用同一版
本，施測方式為團測、紙筆測驗，共 18 題單選題。內部一致性介於 .77 至 .81，
再測信度介於 .76 至 .82，且能有效區分年級上的差異，並區分出低、中及高閱
讀程度之學生。該測驗以閱讀理解成績低於 25%以下者為低分組學生，而成績在
75%以上者為高分組學生，介於 37.5%與 62.5%的學生為中分組學生。本研究則
參考該測驗中三個年級閱讀理解高中低分組在閱讀推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表 32 參考自柯華葳、詹益綾（2007）：國民中學閱讀推理篩選測驗編製報告。測驗學
刊，54（2），429–449。）進行分組，參照全國常模中的國一來看，以答對題數
來進行區分（1 題 1 分），15 分以上為高分組學生，介於 12-14 分為中分組學生，
11 分以下為低分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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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三個年級閱讀理解高中低分組在閱讀推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全國常模
人數
國一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國二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國三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334
71
111
93
323
88
107
69
247
115
54
30

M（SD）
12.77（3.61）
15.58（1.86）
13.36（2.58）
9.14（3.41）
12.46（3.62）
15.44（1.78）
12.33（3.01）
8.70（3.39）
14.57（3.31）
16.45（1.49）
13.20（2.71）
9.90（4.20）

花東常模
總分
18

18

18

人數
259
20
71
139
264
50
79
97
261
78
78
61

M（SD）
11.14（3.87）
16.00（1.86）
13.39（2.50）
9.07（3.41）
12.14（3.87）
15.96（1.41）
12.65（3.35）
9.21（3.28）
13.08（3.53）
15.78（1.95）
13.00（2.81）
9.13（2.86）

總分
18

18

18

資料來源：柯華葳、詹益綾（2007）：國民中學閱讀推理篩選測驗編製報告。測
驗學刊，54（2），429–449。

三、後測
（一）閱讀理解題與自由回憶測驗
閱讀理解題與前測一樣由研究者自編（參閱附錄四），每篇文本通過 5 個問
題評估受試者對該主題的理解與記憶程度，前 3 題與前測一樣為事實性題目，第
4 題為圖片理解之題目，第 5 題為推論題，於讀完各篇文本後進行相應的 5 題單
選題，共 20 題單選題。
由於每位受試者都要讀四篇文章，理想狀態是每讀完一篇就做自由回憶測
驗，然而，本研究要將整個實驗控制在一節課內完成，且若自由回憶四次分開，
就需要再做四次的眼動位置確認與校正，如此受試者可能會有眼睛過於疲憊的狀
況產生，影響文章閱讀的眼動型態，故自由回憶測驗統一於眼動實驗後執行。研
究者再將其回答謄寫成逐字稿並評分（參閱附錄五），以此了解不同閱讀能力的
受試者對於文本概念記憶的程度（連啟舜等人，2016；Mason et al., 2015; M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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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3a; Mason et al., 2013b）
。
(一)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cued 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CRTA）
同步放聲思考（concurrent think aloud, CTA）要求讀者在操作任務的同時，
一併進行放聲思考；回溯性放聲思考（retrospective think aloud, RTA）指的是讀者
在完成任務後，對過程進行口語表達的思考方式；至於，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則
融合以上兩種的優勢，並排除它們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可能分散注意力、可
能改變受試者處理任務的方式、語言表達能力尚未發展成熟之受試者可能無法進
行等（段曉林，2000；Guan et al., 2006）。Van Gog 等人（2005）指出在提示性回
溯報告（cued retrospective reporting）中，眼動軌跡可以反應出人的認知，得以作
為線索或提示讓受試者闡述出當下的處理過程，藉此展示他們對此過程的記憶。
因此，本研究將使用受試者自身的眼動追蹤影片作為提示，進行提示回溯性放聲
思考，以獲取受試者於閱讀過程中的想法、使用的策略及遇到的困難。
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於眼動閱讀實驗完成後，研究者打開 Data Viewer 程式
讓受試者看自己的眼動回溯影片（音譯、意譯各一篇，以前兩篇為主，尤其第一
篇受試者多會使用習慣且熟悉的閱讀方式），依學生表現，分三層次的問題：
（1）可以邊閱讀邊放聲思考者，「等一下在看眼動的過程，試著一邊說出自己在
想什麼。」；（2）無法同時閱讀與敘述者，在研究者觀察到其閱讀模式後停下影
片，「剛剛看到了你的閱讀過程，在閱讀的時候你在想什麼呢？」；（3）較不善於
自行表達者，研究者具體地提出受試者怎麼閱讀的，「剛剛發現你先看完文章才
看圖，為什麼會依這個順序呢？」。本研究將受試者的口頭報告資料打成逐字
稿，並進行閱讀策略的編碼與使用次數計算（詳見第四節資料整理與分析）。
四、儀器設備
本研究使用眼球追蹤系統 EyeLink Portable Duo，取樣率為 1000Hz（每秒
1000 次刷新速率）。使用固定式下巴架將頭部移動減至最小，進行眼動校正，直
到凝視位置的平均誤差小於視角的 0.5°。閱讀螢幕上的文本是使用雙眼，但是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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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右眼記錄了眼動。在 24 英吋 LCD 螢幕上一次顯示一篇文本，整個文本在螢幕
上可以清楚閱讀，無需滾動頁面。文本中每個中文字的大小為 25×25 像素；行距
則是 30 像素。在閱讀任務中，行距約 0.88°視角，每個字符約 0.73°視角，由於
分析單位是詞，因此有超過 1°視角。眼動追蹤的設備足夠靈敏，得以檢測到每個
字詞之間的眼睛運動。

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分成前測及實驗兩階段進行資料收集（圖 3-1）。在正式進行實驗前一
個月，發放實驗同意書徵求家長之同意，以確定願意參與實驗的受試者人數。而
後進行三次的前測，（1）集合同意之學生至視聽教室，由研究者作為測驗說明的
主試者，進行閱讀理解能力測驗，以了解學生的閱讀能力進而分組；（2）同樣由
研究者引導進行對學術詞彙與學習材料之熟悉程度的測驗，確保受試者沒有學習
過實驗文章的內容；（3）研究者帶領受試者進行兩種空間能力測驗，以排除空間
能力過低之學生的。
實驗開始後（眼動設備設置與實驗過程參考附錄六），在進行眼動校正前先
在螢幕上顯示指導語提醒受試者，「在實驗中，你/妳將會閱讀四篇文章，每篇文
章有三分鐘的時間可以閱讀。在每篇文章閱讀完後，各會有 5 題選擇題要回答。
而在四篇文章和選擇題都回答完後，會讓你/妳看自己在閱讀時的眼動影片，並要
請你/妳在觀看的過程中回答幾個問題。要特別記得，按空白鍵可以跳至下一頁，
但離開頁面後就不能再回上一頁，所以要確定自己已經閱讀完文章或題目。在閱
讀文章時，要記得額頭和下巴都不能離開下巴架。」而後請受試者將額頭和下巴
置於下巴架上進行眼球校正，確認無誤後，讓受試者先閱讀練習文章，並試著作
答，以熟悉實驗流程。每閱讀完一篇文章，就會接著接受該篇文章的測驗。在閱
讀完兩篇正式文章後會讓受試者離開下巴架稍作休息，而後再重新進行校正，以
閱讀後兩篇正式文章。結束實驗後，主試者會先請受試者進行自由回憶，最後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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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受試者自身的眼動追蹤影片進行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以了解受試者主觀的閱
讀情形與所遇到的困難。

圖 3-1
實驗流程與資料收集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 閱讀表現與自由回憶
本實驗為雙因子混合設計，會針對自變項（閱讀能力組）進行雙因子變異數
分析，以比較不同能力的受試者在分別閱讀完意譯文本與音譯文本後，閱讀表現
測驗的作答正確度以及自由回憶得分的差異。閱讀表現的測驗於意譯與音譯上分
別有 10 題，1 題算 1 分，將運用正確率（分數除以題數）進行分析。自由回憶則
是將四篇文本以字詞為單位，列出重要的概念單位（idea unit），將每個受試者對
於文本的概念陳述進行評定，即使受試者未能正確連結各單詞的脈絡或因果，單
詞也會被記為正確記憶。研究者與熟悉閱讀研究的一位心輔系研究助理進行討論
並取得分數共識，Cronbach’s α = .91。
二、 眼動指標分析
本實驗所採用的眼動指標共有 12 項，除了得以提供整體文本的閱讀情形
（Jian et al., 2013; Li et al., 2011），亦能反映特定目標單詞、段落、圖等區域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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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歷程（Jian et al., 2013; Jian & Ko, 2014）。針對眼動指標的分析會使用雙因子變
異數分析（混合設計），以了解意譯與音譯之間不同閱讀能力之受試者的眼動歷
程；而後，再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細分成四篇文本，以探討不
同閱讀能力之受試者在閱讀各篇文本時，是否有所差異；最後，再運用相關分
析，以檢定個人變項（科學領域知識、閱讀能力、空間旋轉能力、空間記憶能
力）與測驗表現及閱讀歷程的關聯性。
眼動指標分析會採用(1)總閱讀時間（TRT）；(2)總凝視次數（TFC）
；(3)單
一平均凝視時間（MFD）；(4)平均跳移距離（MSL）；(5)第一個凝視點的凝視時
間（FFD）；(6)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GD）；(7)再次凝視時間；(8)總凝視時間
（TFD）；(9)凝視時間百分比；(10)圖文跳移次數（STD）；(11)圖區跳移次數；
(12)語意相關跳移次數，以上 12 項眼動指標。
依過去的研究結果，排除低於 100 毫秒的單一凝視點資料，並刪除校正失
誤或眼球偏移的受試者眼動資料（Jian & Ko, 2014; Mason et al., 2013a），有效樣
本為 65 位。
三、 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分析
由研究者將 65 位受試者進行放聲思考時的口語錄音資料謄寫成逐字稿，歸
納並分析其使用的閱讀策略或負向閱讀處理類別，而後再比較不同閱讀能力的受
試者閱讀圖文時之差異，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1. 逐字稿：將受試者放聲思考的內容謄錄成逐字稿，並配合 Data Viewer 的閱讀
歷程影片，以及實驗當下的觀察紀錄表，進行多元資料的相互檢驗，如受試
者在閱讀時盯著空白位置，DV 中也確定空白處有凝視點，而於逐字稿中，受
試者反映自己當時正在發呆。以上一併整理至原案中，以大致了解各受試者
的閱讀情形與主觀想法。
2. 將草案與原文配對並進行策略或負向閱讀處理分類：研究者逐一審視不同閱
讀能力受試者的原案，初步指出各受試者所使用的閱讀理解策略，而後將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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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資料以表格呈現（如表 3-3），第一欄為受試者編號，以及受試者進行放
聲思考時的表現層次，（1）邊看眼動回溯影片邊放聲思考、（2）研究者於觀
察到受試者閱讀模式後停下，詢問其閱讀時的想法、（3）研究者具體提出受
試者的閱讀模式，詢問其原因，受試者才簡答或回應無邏輯；第二欄為閱讀
行為的描述，或是研究者針對其閱讀行為所問的問題；第三欄為受試者的原
案，即放聲思考的口語報告；第四欄為使用之閱讀理解策略或錯誤/負向的閱
讀理解處理。
3. 信度檢驗：則由研究者與一位臺灣師範大學心輔系的研究助理，分別針對各
原案判斷該閱讀理解策略或錯誤/負向的閱讀理解處理項目，以檢驗評分者間
信度，Cronbach’s α = .90。
4. 比較使用之閱讀理解策略與使用比率：依上述分析的結果，比較不同閱讀理
解能力受試者，在閱讀不同語意透明度的圖文時，會分別運用什麼樣的閱讀
策略，以及使用的比率之差異。

表表3-3
3-3
受試者原案紀錄示例表
受試者原案紀錄示例表
受試者編號
與表現層次

閱讀行為或問題

原案

Q：你紅字看特別久，為
因為在找重點
什麼？
L011
(3)

看完圖後又回去看文章

重複讀一次

Q：你覺得這樣的方式有 我覺得沒有，因為我寫
助於你寫後面的測驗題 後面測驗題的時候，有
嗎？
一些還是忘記了

閱讀理解策略或
負向理解處理
找重點

重讀

自我評估

（續下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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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表表3-3
受試者原案紀錄示例表（續）
受試者原案紀錄示例表（續）
受試者編號
與表現層次

M004
(2)

閱讀行為或問題

原案

就先把文章看完再看圖
Q：你是先從文章開始
片，因為圖片還會有那
看，對不對？為什麼？
個解釋

策略調節

Q：那我發現你看文章時
會 一 直 回 去 看 ， 為 什 因為會忘記
麼？

重讀
自我評估

Q：我發現這個地方你一 因為我一開始不知道怎
直反覆看，為什麼？就 麼念，而且感覺紅色的
是都卜勒雷達的部分
字就是重點

找重點

Q：為什麼你兩張圖，看 因為下面的圖感覺比較
完上圖後看下圖，下圖 簡單，上面的比較難，所
看完後又回到上圖？
以看比較久

自我評估
策略調節

Q：我發現你看圖時也大
部分在看字，比較沒有 不知道
看圖，為什麼？
因為想說圖裡面的東西
Q：你是先看文章，然後 在文章裡會了解得比較
再去看圖，為什麼？
清楚，這樣先看完文章
再看圖會比較了解一點
Q：你看完圖後又跳回文 因為我再複習一遍這樣
了，為什麼？
H005
(2)

閱讀理解策略或
負向理解處理

(選擇性快速複習)

不清楚閱讀目的

運用插圖訊息
統整圖文訊息
策略調節

重讀

Q：我還發現你在看上圖 因為看到那個圖裡面講
之前，先看了一下下圖， A、B 什麼的，感覺比較
為什麼？
複雜，所以先看了一下

運用插圖訊息
自我評估

因為我看到那個 A、B 都
Q：那上圖很快就看過 可以跟 O 用，所以我想
去，為什麼？
說應該就是可以相容跟
不能相容的血液這樣

運用插圖訊息
連結情節
策略調節

Q：你這樣 (圖文 )兩 邊 有啊有啊，那個溶血跟
跳，是有關連的嗎？
血紅蛋白什麼的

統整圖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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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回答研究問題一到三皆是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閱讀能力為受試者間變項，
詞彙類型（意譯或音譯）為受試者內變項，依變項為測驗表現或多個眼動指標。
回答研究問題四時，針對整體會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圖類型與相關的眼動型
態則使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策略分類則是先使用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再進一步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回答研究問題五則運用相關分析。

第一節 測驗資料分析
一、 回答研究問題一：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語意透明度不同（意譯與音
譯）的圖文時，閱讀理解表現與自由回憶表現是否有差異？
依變項為意譯與音譯文本兩者的測驗正確率。表 4-1 呈現不同閱讀能力的受
試者在閱讀完意譯與音譯文本後的閱讀理解測驗表現。結果顯示閱讀能力有主要
效果，F(2, 62) = 4.29，p < .05，η2 = .12，詞彙類型沒有主要效果，兩者無交互作
用，ps > .05。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的閱讀理解測驗正確率顯著高
於低能力組，p < .05。
至於自由回憶的表現，表 4-2 呈現不同閱讀能力的受試者在閱讀完意譯與音
譯文本後的自由回憶表現。結果呈現，閱讀能力有主要效果，F(2, 62) = 4.42，p
< .05，η2 = .13，詞彙類型亦具有主要效果，意譯文本的自由回憶得分顯著高於音
譯文本，F(1, 62) = 25.36，p < .05，η2 = .29，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閱讀能力
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自由回憶的概念數量顯著多於中能力和低能力組，p
< .05。
由於四篇自由回憶測驗是統一於眼動實驗後進行，有可能產生初始效應
（primacy effect）與新近效應（recency effect）使得第一篇與第四篇的記憶表現比
中間的第二篇與第三篇的記憶表現來得好，故本研究將第一篇與第四篇的自由回
憶分數加總，第二篇與第三篇的自由回憶分數加總，進行統計考驗。研究結果顯
示，並未有此效應出現在本研究的四篇記憶表現，ps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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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表 4-1
意譯與音譯文本閱讀理解表現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意譯與音譯文本閱讀理解表現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測量向度
閱讀理解測驗
(正確率)

閱讀能力

意譯文本：
M（SD）

音譯文本：
M（SD）

高

0.57（0.23）

0.66（0.19）

中

0.58（0.20）

0.58（0.17）

低

0.47（0.17）

0.50（0.16）

組間與組內
差異
高>低

表 4-2
表 4-2
意譯與音譯文本自由回憶表現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意譯與音譯文本自由回憶表現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測量向度
自由回憶
(概念分數)

閱讀能力

意譯文本：
M（SD）

音譯文本：
M（SD）

組間與組內
差異

高

6.17（4.18）

3.78（4.16）

中

3.75（3.49）

2.32（2.85）

高>低
高>中

低

3.2（2.41）

1.68（1.40）

意譯 > 音譯

第二節

眼動與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資料分析

一、 回答研究問題二：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遇到語意透明度不同（意譯與音
譯）的學術詞彙時，會如何進行字詞辨識？
依變項為針對學術詞彙的各項眼動指標，包含「第一個凝視點的凝視時間」、
「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再次凝視時間」、「總閱讀時間」及「總凝視次數」。
經過常態檢定，上述五個眼動指標的數據皆為非常態，因此將數值取 LOG 後再
進行變異數分析（Glöckner & Herbold, 2011; Mason et al., 2013b; Scheiter et al.,
2018）。表 4-3 結果顯示，「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閱讀能力無主要效果，p
> .05，但詞彙類型具有主要效果，發現音譯學術詞彙的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顯著
高於意譯學術詞彙，F(2, 62) = 6.042，p < .05，η2 = .089，而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其他眼動指標之閱讀能力、詞彙類型皆無主要效果，兩者亦無交互作用，
ps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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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表 4-3
學術詞彙（意譯與音譯）之眼動指標平均數與標準差
學術詞彙（意譯與音譯）之眼動指標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
能力

意譯文本：
M（SD）

音譯文本：
M（SD）

第一個凝視點
的凝視時間

高

217.09（57.28）

212.58（44.84）

中

235.50（66.04）

230.36（73.99）

(FFD)(ms)

低

240.65（76.16）

242.46（85.75）

第一次連續凝
視時間(GD)

高

415.53（271.49）

481.39（209.73）

中

491.07（353.84）

539.46（284.07）

(ms)

低

438.08（315.13）

508.98（353.65）

高

996.78（570.49）

913.25（685.83）

中

870.56（797.53）

1182.15（916.32）

低

1141.26（960.21）

1318.61（1508.10）

高

1412.32（229.13）

1394.64（755.96）

中

1361.63（700.29）

1721.60（777.54）

低

1579.34（1009.92）

1827.59（1456.80）

高

5.92（2.66）

5.83（2.91）

中

5.80（3.43）

6.94（3.18）

低

5.91（3.24）

6.55（4.29）

眼動指標

再次凝視時間
(ms)
總凝視時間
(TFD) (ms)
總凝視次數
（TFC）

組間與組內
差異

音譯 > 意譯

二、 回答研究問題三：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遇到語意透明度不同（意譯與音
譯）的學術詞彙時，會運用什麼樣的訊息（參照文中句子或參照科學圖）幫
助處理？
依變項為整體、意譯或音譯的學術詞彙與後句或圖之間的跳移次數。表 4-4
呈現不同閱讀能力的受試者在閱讀完文本後，不同訊息處理方式的次數。結果顯
示，無論整體、意譯或音譯文本，閱讀能力皆無主要效果，訊息處理方式具有主
要效果，都是參照文中句子的比例顯著高於參照科學圖，F(1, 62) = 101.87，p
< .05，η2 = .62；F(1, 62) = 68.56，p < .05，η2 = .53；F(1, 62) = 65.37，p < .05，η2
= .51，閱讀能力和訊息處理方式無交互作用，ps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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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表 4-4
學術詞彙（整體、音意譯）與後句或圖之間跳移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學術詞彙（整體、音意譯）與後句或圖之間跳移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測量向度

整體學術詞彙

意譯學術詞彙

音譯學術詞彙

閱讀能力

與後句跳移次數：
M（SD）

與圖跳移次數：
M（SD）

高

1.83（0.93）

0.20（0.25）

中

1.67（1.12）

0.16（0.24）

低

1.95（1.79）

0.14（0.19）

高

1.89（1.20）

0.26（0.26）

中

1.52（1.41）

0.11（0.26）

低

1.65（1.71）

0.18（0.24）

高

1.76（1.57）

0.13（0.34）

中

1.82（1.29）

0.20（0.33）

低

2.25（2.40）

0.10（0.26）

組間與組內
差異
與後句跳移 >
與相關圖跳移
與後句跳移 >
與相關圖跳移
與後句跳移 >
與相關圖跳移

三、 回答研究問題四：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科學圖文的閱讀歷程與採用策
略是否不同？（以分析閱讀科學文章的眼動型態和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訪談
的資料來回答之）
（一）整體閱讀歷程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自變項為閱讀能力，依變項為平均四篇文本的六項
眼動指標，「平均總閱讀時間」、「平均字數凝視時間」、「平均總凝視次數」、「單
一平均凝視時間」、「平均跳移距離」、「平均圖的凝視時間百分比」。表 4-5 呈現不
同閱讀能力的受試者在閱讀完科學文本後，整體的各項眼動指標數據。
結果發現，在「單一平均凝視時間」的眼動指標上，閱讀能力具有顯著差
異，F(2, 62) = 3.36，p < .05，η2 = .10，並於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的單一平均
凝視時間顯著短於低能力組，p < .05。在「平均圖的凝視時間百分比」的眼動指
標上，閱讀能力具有顯著差異，F(2, 62) = 3.20，p < .05，η2 = .09，並於事後檢定
發現，高能力組的平均圖的凝視時間百分比顯著高於低能力組，p < .05。其他眼
動指標的閱讀能力皆無顯著差異，ps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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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表 4-5
整體（四篇文本平均）之眼動數據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整體（四篇文本平均）之眼動數據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眼動指標

閱讀能力

整體文本：M（SD）

高

130.32（40.19）

中

126.26（42.93）

低

119.15（44.16）

高

314.98（97.13）

中

305.15（103.76）

低

287.98（106.73）

高

450.40（142.09）

中

417.34（145.87）

低

372.04（131.70）

高

246.27（22.25）

中

260.72（40.73）

低

272.45（34.48）

平均跳移距離

高

2.94（0.42）

(MSL)
(視角度數)

中

2.90（0.43）

低

3.12（0.65）

高

0.28（0.11）

中

0.27（0.13）

低

0.20（0.09）

平均總閱讀時間
(TRT)(s)

平均字數閱讀時間
(ms)

平均總凝視次數
(TFC)

單一平均凝視時間
(MFD)(ms)

平均圖的凝視時間
百分比

組間差異

高<低

高>低

（二）圖的閱讀歷程
2. 圖類型的閱讀歷程
如研究方法所述，學習材料中的圖有三種類型，分別為組織類、解釋類與表
格類，以下以圖片類型為受試者內變項，依變項為針對圖片類型的各項眼動指
標，包含「平均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平均再次凝視時間」、「平均總凝視時
間」、
「單一平均凝視時間」、「平均凝視時間百分比」，進行分析。表 4-6 呈現不同
閱讀能力的受試者在閱讀完三種圖類型後，各項針對圖類型的眼動指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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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子變數數分析結果發現，「平均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與「單一平均凝視
時間」的閱讀能力、圖片類型皆無主要效果，兩者亦無交互作用，ps > .05。在
「平均再次凝視時間」的眼動指標上，閱讀能力無主要效果，p > .05，圖片類型
具有主要效果，表格類的平均再次凝視時間顯著長於組織類與解釋類，F(2, 124)
= 24.98，p < .05，η2 = .29，而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在「平均總凝視時間」
的眼動指標上，閱讀能力無主要效果，p > .05，圖片類型具有主要效果，表格類
的平均總凝視時間顯著長於組織類與解釋類，而解釋類又顯著長於組織類，F(2,
124) = 41.51，p < .05，η2 = .40，而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在「平均凝視時間
百分比」的眼動指標上，如圖 4-1，閱讀能力有主要效果，F(2, 62) = 4.15，p
< .05，η2 = .12，圖片類型亦具有主要效果，F(2, 124) = 54.49，p < .05，η2
= .0.47，且閱讀能力與圖片類型具有邊緣交互效果，F(4, 124) = 2.10，p = .085，
η2 = .0.06。進一步進行單純主要效果檢定發現，對閱讀能力組來說，文本主題皆
具有顯著單純主要效果，p < .05，三個閱讀能力組之表格類的平均凝視時間百分
比皆顯著高於組織類與解釋類；至於對插圖類型來說，閱讀能力組的差異將於下
段詳述。
進一步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在「平均凝視時間百分比」的眼動指標
上，解釋類圖具有邊緣顯著差異，F(2, 62) = 2.72，p = .07，η2 = .08，並於事後檢
定發現，高能力組的平均凝視時間百分比顯著高於低能力組，p < .05；表格類圖
具有顯著差異，F(2, 62) = 3.82，p < .05，η2 = .11，並於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與
中能力組的平均凝視時間百分比皆顯著高於低能力者，p < .05。各閱讀能力組於
各文本的合併熱區圖例如圖 4-2。紅色代表讀者在該位置的凝視時間久，綠色代
表時間相對較短。
此外，由於表格作為資訊圖表，為統整歸納後的資訊，本研究將表格細分成
橫排（四血型的比較）、縱排（各血型組成與運用上的差異），以及區分出表格中
的圖示與文字進行更細部的分析。橫排與縱排，將各排的「總凝視時間」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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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均凝視時間」的眼動指標作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
閱讀能力皆沒有顯著差異，ps > .05。而圖示與文字則因為所佔表格中的面積不
同，因此將總凝視時間除以面積為「平均面積凝視時間」，以及「單一平均凝視
時間」的眼動指標作為依變項，進行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平均面積
凝視時間」與「單一平均凝視時間」的閱讀能力皆無主要效果，ps > .05，圖示與
文字具有主要效果，文字的平均面積凝視時間以及單一平均凝視時間顯著高於圖
示，F(1, 62) = 4.92，p < .05，η2 = .07；F(1, 62) = 17.39，p < .05，η2 = .22，而兩
者無交互作用，ps > .05。
表 4-6

表 4-6

圖片類型之眼動數據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圖片類型之眼動數據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
能力

組織類：
M（SD）

解釋類：
M（SD）

表格類：
M（SD）

高

5.66（5.68）

5.21（6.79）

5.24（9.44）

中

4.80（4.14）

4.67（7.55）

8.62（10.91）

低

4.00（4.29）

4.72（7.34）

5.00（9.95）

高

7.86（6.09）

11.66（10.45）

23.74（23.05）

中

8.78（8.43）

9.96（11.12）

20.68（21.29）

低

5.88（6.34）

5.75（5.57）

14.20（16.40）

平均總凝視

高

13.52（7.61）

16.87（10.69）

28.98（21.60）

時間

中

13.52（9.57）

14.63（12.59）

29.30（18.87）

(TFD)(s)

低

9.89（7.13）

10.47（9.28）

19.19（17.93）

單一平均
凝視時間

高

237.89（74.61）

230.56（56.64）

249.10（44.57）

中

246.04（41.82）

242.64（61.03）

222.39（65.39）

(MFD) (ms)

低

244.91（35.64）

233.49（57.53）

254.93（46.63）

高

0.12（0.05）

0.14（0.07）

0.25（0.14）

中

0.11（0.06）

0.12（0.08）

0.25（0.12）

表格 >
解釋, 組織

低

0.09（0.04）

0.09（0.06）

0.16（0.11）

高, 中 > 低

眼動指標
平均第一次
連續凝視時
間(GD) (s)
平均再次凝
視時間(s)

平均凝視時
間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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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
解釋, 組織

表格 >
解釋 > 組織

圖 4-1
三種圖類型的平均閱讀時間百分比

圖類型的平均閱讀時間百分比
(%)

圖類型-平均閱讀時間百分比
25% 25%

30%
25%
16%

20%
15%

12%

11% 12%
9%

14%

9%

10%
5%
0%

組織類
低能力

解釋類
中能力

表格類

高能力

圖 4-2
圖 4-2
不同閱讀能力組於四篇文本的熱區圖（合併）
不同閱讀能力組於四篇文本的熱區圖（合併）

高閱讀能力

中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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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閱讀能力

3. 圖與相關參照的閱讀歷程
於相關參照方面，則以文本主題（四篇）為受試者內變項，依變項為各項眼
動指標，包含「圖文跳移次數」、「圖間跳移次數」、「文圖語意相關跳移次數」，
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表 4-7 結果發現，在「圖文跳移次數」的眼動指標上，
閱讀能力無主要效果，p > .05，文本主題具有主要效果，無線充電與血型文本的
圖文跳移次數顯著多於雷達文本，F(3, 62) = 3.31，p < .05，η2 = .05，而兩者無交
互作用，p > .05；進一步分割閱讀能力發現，中能力組的文本主題具有主要效
果，無線充電與血型文本的圖文跳移次數顯著多於雷達文本，F(3, 62) = 2.85，p
< .05，η2 = .12。在「圖間跳移次數」的眼動指標上，如圖 4-3，閱讀能力無主要
效果，p > .05，文本主題具有主要效果，血型文本的圖間跳移次數顯著多於雷達
文本，F(3, 62) = 3.29，p < .05，η2 = .05，而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進一步分
割閱讀能力發現，高能力組的文本主題具有主要效果，無線充電與血型文本的圖
間跳移次數顯著多於雷達文本，F(3, 62) = 3.31，p < .05，η2 = .13；低能力組的文
本主題具有主要效果，血型文本的圖間跳移次數顯著多於無線充電文本，F(3, 62)
= 2.89，p < .05，η2 = .13。「文圖語意相關跳移次數」，無閱讀能力或文本主題之
主要效果，兩者亦無交互作用，ps > .05。

圖 4-3
四篇文本的圖間參照次數

圖間參照跳移次數

圖-圖間參照
3.5
3
2.5
2
1.5
1
0.5
0

低能力
無線充電

中能力
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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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力
雷達

盤尼西林

表 4-7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進行圖與相關參照之眼動數據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眼動指標

圖文跳移次
數(STD)

圖間跳移
次數

語意相關
跳移次數

閱讀能力

無線充電文本：
M（SD）

血型文本：
M（SD）

雷達文本：
M（SD）

盤尼西林文本：
M（SD）

高

3.96（2.34）

5.00（2.58）

4.26（2.67）

3.96（3.17）

中

6.27（4.51）

6.55（3.78）

4.41（2.99）

5.64（4.50）

低

6.05（4.55）

5.60（2.70）

4.65（2.62）

5.50（5.47）

高

2.87（2.32）

3.30（4.69）

1.04（1.33）

1.57（2.17）

中

2.36（2.87）

2.73（2.93）

2.46（2.96）

2.18（2.46）

低

1.30（2.27）

3.30（2.99）

1.80（1.58）

2.70（2.27）

高

1.57（2.33）

1.35（1.77）

1.91（2.13）

1.30（2.06）

中

1.55（1.50）

1.27（2.07）

2.36（2.67）

1.27（1.58）

低

3.20（4.61）

1.50（1.61）

1.60（2.01）

2.2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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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充電、血型 > 雷達
 中能力：無線充電、血
型 > 雷達
血型 > 雷達
 高能力：無線充電、
血型 > 雷達
 低能力：血型 > 無線
充電

（三）運用之閱讀策略或負向閱讀處理方式
Snow（2002）提出讀者閱讀理解的過程，先是從文本中提取訊息，進行推
論，同時提取自身的背景知識，最後整合成有效之心理表徵。曾玉村與連啟舜
（2016）的研究亦指出，文本理解的關鍵能力包含摘要與推論，摘要得以文本進
行初步的處理，以理解文本表層的意義；推論包含指稱詞推論（前後句之人稱關
係）、因果推論（文句間的因果與脈絡）與精緻化推論（運用先備知識填補文本
未提及之訊息），各種推論的以整合既有知識與文本訊息，以形成深度理解。
如前所述，經由分析 65 位受試者的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的原案資料後，研究
者先運用 PIRLS 的閱讀理解四層次，將不同能力組的受試者進行閱讀理解層次上
的區分。閱讀理解四層次分別為，提取訊息、推論訊息、詮釋整合及比較評估
（教育部，2011），其中將推論訊息與詮釋整合（皆為深度閱讀處理）合併呈
現。上述閱讀理解層次之定義與界定如表 4-8。
而後，研究者再將受試者所運用的閱讀理解策略進行細部歸納，如表 4-9，
包含找重點、由上下文推測字/詞意、重讀、釋義、聯想延伸、形成問題、運用插
圖訊息、連結情節、統整圖文信息、自我評估、見解與觀點、策略調節，12 種常
見於其他相關研究與書籍中的閱讀理解策略（吳訓生，2002; 柯華葳等人，2017;
張菀真、辜玉旻，2011; Samuelstuen & Bråten, 2005; Scheiter et al., 2018; Schellings
et al., 2006）。除了運用以上的閱讀策略進行分類，研究者依逐字稿原案，加以界
定了 5 種錯誤/負向的閱讀理解處理，分別為無意義的分歧聯想、重點認知錯誤、
發呆/放空、不清楚閱讀目的、非理性行為（如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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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表 4-8
四種閱讀理解層次之定義與界定
四種閱讀理解層次之定義與界定
閱讀理解策略

定義與界定

提取訊息

讀者能夠直接找出文本段落或圖中的重要訊息，包含與文本主題密切
相關的訊息、重要詞彙的定義等。

推論訊息

讀者可以連結文本段落內、圖示之間或文本段落與圖示之間的訊息，
來推斷訊息之間的關係。

詮釋整合

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既有知識或經驗，去理解與建構文本中的細節，
並整合文章各段落或圖中的重要訊息，如文本大意的歸納、文本訊息
於現實中應用的可能性等。

比較評估

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既有知識或經驗，對文本中的訊息進行比較、批
判，如作者的寫作目的、判斷文章的完整性等。

表 4-9 表 4-9
十二種閱讀理解策略之定義與界定
十二種閱讀理解策略之定義與界定
層次
提
取
訊
息

推
論
與
整
合

閱讀理解策略
找重點
由上下文推測字/詞意

估

讀者自己說出或是答出文本段落或圖中的重要訊息。
讀者運用字/詞彙的上下語句，進而掌握字/詞彙於脈絡中的含意

重讀

讀者複讀文本中的段落語句或圖。

釋義

讀者以自己熟悉的話語去詮釋文本中的文字、句子或圖的涵義。

聯想延伸

讀者以自己的先備知識，對文本段落或圖的意涵做聯想或延伸。

形成問題

讀者對文本段落的內容產生疑問，並嘗試去回答之。

運用插圖訊息

讀者會運用(針對)插圖中的內容訊息，以協助自身理解文本內容。

連結情節

讀者得以連結文本中的前後脈絡與因果關係，並找出連貫的意義

統整圖文訊息
比
較
評

定義與界定

自我評估
見解與觀點
策略調節

讀者得以將詞彙、文章段落與插圖之間的訊息進行整合。
讀者表現出自己理解或不理解文章段落或圖的訊息，或者清楚了
解自己目前閱讀的狀況。
讀者得以對文句或插圖內容提出自己的想法、省思或評論。
讀者會依文本的類型、內容、難度等，採取適合的方式調整閱讀
策略，以解決困難所在。
50

表 4-10
表 4-10
錯誤/負向的閱讀理解處理之定義與界定
錯誤/負向的閱讀理解處理之定義與界定
錯誤閱讀理解處理
無意義的分歧聯想
重點認知錯誤
發呆、放空
不清楚閱讀目的
非理性行為

定義與界定
讀者於閱讀文章或圖時，進行發散式且有無意義的聯想。
讀者將文本中的非重要訊息視為重要訊息，或者將重要訊息認知為
非重要訊息（如將有出現在閱讀測驗中的內容視為非重要的訊息）
。
讀者閱讀到一半視線離開文本，開始放空腦袋、停止思考。
讀者對於自己的閱讀處理的目的不清楚，不知道自己為何以如此方
式進行閱讀。
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但行為沒有邏輯。

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的訪談資料會以雙因子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閱讀層次、
閱讀策略與負向閱讀處理，由於考慮到各組人數以及主試者提出之問題數的差
異，因此會分別除以人數與問題數，意指各閱讀能力組每人平均被主試者問一個
問題會說出幾個閱讀策略或歷程，以進行獲取更為精準的分析結果，例如：H005
在整個訪談過程被問了 5 次問題，說出了 3 種層次共 10 次策略，其中 1 次是訊
息提取層次（重讀 1 次），6 次是推論與整合層次（運用插圖訊息 3 次、連結情節
1 次、統整圖文訊息 2 次），3 次是比較評估（自我評估 1 次、策略調節 2 次）。
65 位受試者總計共被問了 320 次問題，其中重讀策略共出現 63 次，則每一問題
使用的「重讀策略」數為 63/320 ≅ 0.20 次。以下會將閱讀能力三組分別從閱讀層
次與負向處理、閱讀策略與負向處理，以及各組的策略運用比例進行分析。
1.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含有學術詞彙之科學圖文時，整體閱讀層次與負
向閱讀處理之比較分析
以詞彙類型為受試者內變項，依變項為整體、閱讀層次與負向閱讀處理除以
人數與問題數的使用次數，分別為「整體策略」、「訊息提取」、「推論與整合」、
「比較評估」與「負向閱讀處理方式」。表 4-11 呈現不同閱讀能力的受試者閱讀
科學文本時，所運用之閱讀層次與負向閱讀處理方式的平均次數和標準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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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與組內差異是「除以問題數」的比較。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整體策略」的閱讀能力具有主要效果，F(2,
62) = 3.24，p < .05，η2 = .10，詞彙類型有邊緣主要效果，意譯文本的整體策略使
用次數邊緣顯著高於音譯文本，F(1, 62) = 3.09，p = .08，η2 = .05，兩者無交互作
用，p > .05；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使用整體策略的次數顯著多於
低能力組，p < .05。「訊息提取」的閱讀能力、詞彙類型皆無主要效果，兩者亦無
交互作用，ps > .05。「推論與整合」的閱讀能力具有主要效果，F(2, 62) = 5.52，p
< .05，η2 = .15，詞彙類型亦有主要效果，意譯文本的推論與整合次數顯著高於音
譯文本，F(1, 62) = 13.94，p < .05，η2 = .18，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閱讀能力
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使用推論與整合的次數顯著多於中與低能力組，p
< .05。「比較評估」的閱讀能力具有主要效果，F(2, 62) = 4.07，p < .05，η2
= .12，詞彙類型沒有主要效果，兩者無交互作用，ps > .05；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
發現，高能力組使用比較評估的次數顯著多於低能力組，p < .05。「負向閱讀處理
方式」的閱讀能力具有主要效果，F(2, 62) = 9.57，p < .05，η2 = .24，詞彙類型沒
有主要效果，兩者無交互作用，ps > .05；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使用
負向閱讀處理的次數顯著少於中與低能力組， p < .05。
進一步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以圖 4-4 呈現，「訊息提取」的閱讀
能力並無主要效果，p > .05。「整體策略」、「推論與整合」、「比較評估」與「負向
閱讀處理方式」皆具有顯著差異，F(2, 62) = 4.01，p < .05，η2 = .12；F(2, 62) =
5.56，p < .05，η2 = .15；F(2, 62) = 5.14，p < .05，η2 = .14；F(2, 62) = 8.97，p
< .05，η2 = .22。各事後檢定的結果與上段事後檢定之發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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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表 4-11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閱讀層次或負向處理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閱讀層次或負向處理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層次或
負向閱讀處理
整體策略
使用次數

訊息提取

推論與整合

比較評估

負向閱讀處理

原始次數：M（SD）

除以問題數：M（SD）

閱讀
能力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高

5.04（2.92）

4.22（1.93）

9.65（3.20）

0.95（0.69）

0.80（0.42）

1.83（0.89）

中

3.77（1.97）

3.36（2.57）

7.45（2.36）

0.82（0.40）

0.69（0.51）

1.59（0.39）

低

3.20（1.67）

2.30（1.13）

5.55（1.70）

0.74（0.30）

0.56（0.26）

1.31（0.26）

高

1.22（1.20）

1.65（1.11）

2.96（1.33）

0.26（0.35）

0.31（0.21）

0.59（0.40）

中

0.95（1.13）

1.27（1.45）

2.32（1.46）

0.21（0.23）

0.27（0.30）

0.51（0.33）

低

0.65（0.81）

0.85（0.93）

1.55（1.19）

0.15（0.18）

0.22（0.24）

0.39（0.28）

高

2.00（1.90）

1.09（1.00）

3.17（2.42）

0.33（0.25）

0.20（0.19）

0.55（0.37）

中

1.09（0.87）

0.59（1.18）

1.82（1.68）

0.21（0.15）

0.11（0.22）

0.35（0.28）

低

0.80（0.95）

0.20（0.41）

1.00（1.03）

0.18（0.20）

0.06（0.12）

0.24（0.24）

高

1.52（1.08）

1.17（0.94）

2.91（1.35）

0.31（0.31）

0.24（0.23）

0.59（0.48）

中

1.05（0.84）

0.82（0.80）

1.91（1.15）

0.24（0.22）

0.17（0.17）

0.43（0.26）

低

0.60（0.60）

0.50（0.61）

1.10（0.72）

0.14（0.15）

0.12（0.14）

0.26（0.15）

高

0.30（0.63）

0.57（0.56）

0.61（0.89）

0.06（0.13）

0.05（0.10）

0.11（0.17）

中

0.68（0.78）

0.68（0.72）

1.41（1.22）

0.15（0.18）

0.14（0.15）

0.30（0.26）

低

1.15（1.50）

0.75（0.91）

1.90（1.55）

0.27（0.30）

0.16（0.19）

0.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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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與組內差異
（除以問題數）
高>低
意譯 > 音譯
（邊緣顯著）

高 > 中, 低
意譯 > 音譯

高>中>低

高 < 中, 低

圖 4-4

圖 4-4

高中低閱讀能力組使用各閱讀層次策略次數的平均數
高中低閱讀能力組使用各閱讀層次策略次數的平均數

整體策略
1.83

2
1.5

推論與統整
2

1.59
1.31

1.5

1

1

0.5

0.5

0.55

0

0.24

0.35

低能力

中能力

0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比較評估

負向閱讀處理

2

2

1.5

1.5

1
0.5

0.26

0.43

高能力

1

0.59

0.5

0

0.43

0.3

0.11

0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2.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含有學術詞彙之科學圖文時，細部閱讀理解策略
與負向閱讀處理之比較分析
以詞彙類型為受試者內變項，依變項為十二種閱讀策略除以人數與問題數的
使用次數，分別為「找重點」、「由上下文推測字/詞意」、「重讀」、「釋義」、「聯想
延伸」、「形成問題」、「運用插圖訊息」、「連結情節」、「統整圖文訊息」、「自我評
估」、「見解與觀點」與「策略調節」，以及五種負向閱讀處理方式除以人數與問
題數的使用次數，分別為「無意義的分歧聯想」、「重點認知錯誤」、「發呆、放
空」、「不清楚閱讀目的」與「非理性行為」。表 4-12 呈現不同閱讀能力的受試者
在閱讀科學文本時，所運用閱讀策略與負向閱讀處理方式的平均次數和標準差，
其中組間與組內差異是「除以問題數」的比較。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聯想延伸」的閱讀能力沒有主要效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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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詞彙類型有主要效果，意譯文本的聯想延伸次數顯著高於音譯文本，F(1,
62) = 8.46，p < .05，η2 = .12，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運用插圖訊息」的閱
讀能力具有主要效果，F(2, 62) = 3.71，p < .05，η2 = .11，詞彙類型亦有主要效
果，意譯文本的運用插圖訊息次數顯著高於音譯文本，F(1, 62) = 6.45，p < .05，
η2 = .10，兩者無交互作用，p > .05；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運用插
圖訊息的次數顯著多於中與低能力組，p < .05。「統整圖文訊息」的閱讀能力具有
邊緣主要效果，F(2, 62) = 3.12，p = .05，η2 = .09，詞彙類型沒有主要效果，兩者
無交互作用，ps > .05。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使用統整圖文訊息的
次數皆顯著多於低能力組。「重點認知錯誤」的閱讀能力具有主要效果，F(2, 62)
= 4.43，p < .05，η2 = .13，詞彙類型沒有主要效果，兩者無交互作用，ps > .05。
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重點認知錯誤的次數則顯著少於中與低能力
組，p < .05。「不清楚閱讀目的」的閱讀能力具有主要效果，F(2, 62) = 3.63，p
= .05，η2 = .01，詞彙類型亦有主要效果，意譯文本中不清楚閱讀目的的次數顯著
多於音譯文本。閱讀能力的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不清楚閱讀目的的次數則顯
著少於低能力組，p < .05。此外，「釋義」、「連結情節」與「非理性行為」由於有
半數以上的閱讀能力組在閱讀時沒有運用該策略，經過常態檢定，皆為非常態，
且沒有通過變異數同質性檢定，不適用二因子 ANOVA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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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表 4-12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各種閱讀策略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各種閱讀策略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閱讀理解策略或
負向閱讀處理
找重點

由上下文推測
字/詞意

重讀

釋義

聯想延伸

形成問題

原始次數：M（SD）

除以問題數：M（SD）

閱讀
能力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高

0.48（0.67）

0.61（0.66）

1.09（1.00）

0.12（0.23）

0.11（0.13）

0.23（0.31）

中

0.26（0.58）

0.64（0.85）

1.05（0.95）

0.09（0.15）

0.13（0.17）

0.23（0.24）

低

0.40（0.60）

0.35（0.49）

0.75（0.72）

0.09（0.14）

0.09（0.13）

0.18（0.17）

高

0.09（0.29）

0.17（0.39）

0.26（0.45）

0.03（0.11）

0.03（0.07）

0.06（0.12）

中

0.00（0.00）

0.18（0.40）

0.18（0.40）

0.00（0.00）

0.04（0.08）

0.04（0.08）

低

0.00（0.00）

0.05（0.22）

0.05（0.22）

0.00（0.00）

0.01（0.04）

0.01（0.04）

高

0.52（0.59）

0.78（0.80）

1.35（0.89）

0.09（0.11）

0.15（0.18）

0.25（0.20）

中

0.55（0.60）

0.45（0.67）

1.05（0.72）

0.12（0.13）

0.10（0.15）

0.23（0.16）

低

0.25（0.44）

0.45（0.51）

0.75（0.64）

0.06（0.11）

0.12（0.14）

0.19（0.17）

高

0.13（0.34）

0.09（0.29）

0.26（0.45）

0.02（0.07）

0.01（0.05）

0.05（0.08）

中

0.05（0.21）

0.00（0.00）

0.05（0.21）

0.01（0.04）

0.00（0.00）

0.01（0.04）

低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高

0.26（0.45）

0.04（0.21）

0.39（0.72）

0.04（0.07）

0.00（0.02）

0.06（0.13）

中

0.18（0.50）

0.09（0.29）

0.27（0.77）

0.03（0.08）

0.02（0.06）

0.05（0.14）

低

0.10（0.31）

0.00（0.00）

0.10（0.31）

0.03（0.09）

0.00（0.00）

0.03（0.09）

高

0.04（0.21）

0.09（0.29）

0.13（0.34）

0.00（0.02）

0.03（0.11）

0.03（0.11）

中

0.09（0.29）

0.00（0.00）

0.09（0.29）

0.02（0.05）

0.00（0.00）

0.02（0.05）

低

0.05（0.22）

0.00（0.00）

0.05（0.22）

0.01（0.06）

0.00（0.00）

0.01（0.06）

組間與組內差異
（除以問題數）

意譯 > 音譯

（續下頁）
（續下頁）
56

表 4-12 表 4-12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各種閱讀策略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續）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各種閱讀策略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續）
閱讀理解策略或
負向閱讀處理
運用插圖訊息

連結情節

統整圖文訊息

自我評估

見解與觀點

策略調節

原始次數：M（SD）

除以問題數：M（SD）

閱讀
能力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高

1.04（0.83）

0.61（0.66）

1.65（1.03）

0.19（0.15）

0.11（0.12）

0.30（0.18）

中

0.45（0.51）

0.32（0.72）

0.86（0.89）

0.10（0.12）

0.06（0.13）

0.18（0.17）

低

0.55（0.69）

0.20（0.41）

0.75（0.79）

0.12（0.15）

0.06（0.12）

0.18（0.20）

高

0.26（0.45）

0.00（0.00）

0.26（0.45）

0.04（0.07）

0.00（0.00）

0.04（0.07）

中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低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高

0.39（0.78）

0.35（0.49）

0.74（1.10）

0.06（0.11）

0.06（0.08）

0.11（0.16）

中

0.36（0.58）

0.18（0.50）

0.59（0.96）

0.07（0.10）

0.03（0.10）

0.11（0.17）

低

0.10（0.31）

0.00（0.00）

0.10（0.31）

0.02（0.05）

0.00（0.00）

0.02（0.05）

高

0.91（0.67）

0.91（0.85）

1.91（1.13）

0.19（0.21）

0.20（0.24）

0.41（0.41）

中

0.73（0.63）

0.50（0.67）

1.23（0.92）

0.17（0.17）

0.11（0.15）

0.28（0.20）

低

0.45（0.51）

0.45（0.61）

0.90（0.72）

0.11（0.13）

0.10（0.13）

0.21（0.16）

高

0.13（0.34）

0.04（0.21）

0.22（0.42）

0.02（0.07）

0.01（0.03）

0.04（0.08）

中

0.14（0.35）

0.05（0.21）

0.18（0.50）

0.03（0.07）

0.01（0.05）

0.04（0.12）

低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高

0.48（0.67）

0.22（0.42）

0.78（0.80）

0.09（0.13）

0.04（0.07）

0.14（0.15）

中

0.18（0.40）

0.27（0.46）

0.50（0.60）

0.04（0.10）

0.05（0.09）

0.11（0.14）

低

0.15（0.37）

0.05（0.22）

0.20（0.41）

0.03（0.09）

0.02（0.07）

0.05（0.11）

組間與組內差異
（除以問題數）
高 > 中, 低
意譯 > 音譯

高>低

（續下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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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表 4-12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各種閱讀策略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續）
不同閱讀能力讀者使用各種閱讀策略次數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續）
閱讀理解策略或
負向閱讀處理
無意義的
分歧聯想

重點認知錯誤

發呆、放空

不清楚閱讀目的

非理性行為

原始次數：M（SD）

除以問題數：M（SD）

閱讀
能力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意譯文本

音譯文本

整體文本

高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中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低

0.05（0.22）

0.10（0.31）

0.15（0.49）

0.02（0.07）

0.03（0.08）

0.04（0.15）

高

0.04（0.21）

0.13（0.34）

0.17（0.39）

0.01（0.04）

0.02（0.07）

0.03（0.07）

中

0.14（0.35）

0.45（0.60）

0.59（0.67）

0.03（0.08）

0.09（0.12）

0.12（0.13）

低

0.45（1.00）

0.30（0.57）

0.75（1.02）

0.10（0.20）

0.06（0.12）

0.16（0.20）

高

0.04（0.21）

0.04（0.21）

0.09（0.29）

0.01（0.03）

0.01（0.04）

0.02（0.05）

中

0.09（0.29）

0.00（0.00）

0.09（0.29）

0.02（0.05）

0.00（0.00）

0.02（0.05）

低

0.05（0.22）

0.15（0.37）

0.20（0.41）

0.01（0.06）

0.03（0.07）

0.04（0.09）

高

0.17（0.39）

0.13（0.34）

0.30（0.47）

0.03（0.08）

0.02（0.05）

0.05（0.08）

中

0.45（0.51）

0.09（0.29）

0.59（0.73）

0.11（0.14）

0.02（0.06）

0.14（0.19）

低

0.55（0.76）

0.20（0.41）

0.75（0.85）

0.13（0.19）

0.05（0.09）

0.18（0.21）

高

0.04（0.21）

0.00（0.00）

0.04（0.21）

0.01（0.04）

0.00（0.00）

0.01（0.04）

中

0.00（0.00）

0.14（0.35）

0.14（0.35）

0.00（0.00）

0.03（0.08）

0.03（0.08）

低

0.05（0.22）

0.00（0.00）

0.05（0.22）

0.01（0.04）

0.00（0.00）

0.01（0.04）

58

組間與組內差異
（除以問題數）

高 < 中, 低

高<低
意譯 > 音譯

進一步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以圖 4-5 呈現。在「釋義」具有顯
著差異，F(2, 62) = 4.92，p < .05，η2 = .14，並於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釋義的
次數顯著多於中與低能力組，p < .05。「運用插圖訊息」具有邊緣顯著差異，F(2,
62) = 3.03，p = .06，η2 = .09，並於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運用插圖訊息的次數
顯著多於中與低能力組，p < .05。「連結情節」具有顯著差異，F(2, 62) = 6.73，p
< .05，η2 = .18，並於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連結情節的次數顯著多於中與低能
力組，p < .05。「統整圖文訊息」的閱讀策略具有邊緣顯著差異，F(2, 62) = 3.05，
p = .06，η2 = .09，並於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統整圖文訊息的次數顯著多於低
能力組，p < .05。「自我評估」具有邊緣顯著差異，F(2, 62) = 2.70，p = .08，η2
= .08，並於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自我評估的次數顯著多於中與低能力組，p
< .05。「策略調節」具有邊緣顯著差異，F(2, 62) = 2.44，p = .10，η2 = .07，並於
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策略調節的次數顯著多於低能力組，p < .05。「重點認知
錯誤」的負向閱讀處理具有顯著差異，F(2, 62) = 4.43，p < .05，η2 = .13，並於事
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重點認知錯誤的次數顯著少於中與低能力組。「不清楚閱
讀目的」的負向閱讀處理具有顯著差異，F(2, 62) = 3.24，p < .05，η2 = .10，並於
事後檢定發現，高能力組不清楚閱讀目的的次數顯著少於低能力組。

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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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閱讀能力組使用各閱讀策略或負向閱讀處理之次數的平均數
不同閱讀能力組使用各閱讀策略或負向閱讀處理之次數的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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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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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圖 4-5

不同閱讀能力組使用各閱讀策略或負向閱讀處理之次數的平均數（續）
不同閱讀能力組使用各閱讀策略或負向閱讀處理之次數的平均數（續）

連結情節

統整圖文訊息

0.5

0.5

0.4

0.4

0.3

0.3

0.2

0.2

0.1

0

0

低能力

中能力

0.1

0.04

0

0.5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策略調節
0.5

0.41

0.4

0.4
0.28

0.3

0.21

0.2

0.2

0.1

0.1

0

0.11

0.14

0.05

0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低能力

重點錯誤認知

中能力

高能力

不清楚閱讀目的

0.5

0.5

0.4

0.4

0.3
0.2

0.11

0

高能力

自我評估

0.3

0.11
0.02

0.3
0.16

0.2

0.12

0.1

0.18

0.14
0.05

0.1

0.03

0

0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低能力

中能力

高能力

3. 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含有學術詞彙之科學圖文時，各閱讀能力組分別
運用閱讀理解策略與負向閱讀處理之比例
以交叉分配表得知，各閱讀能力組內不同閱讀策略與負向閱讀處理的使用情
形，分析結果如表 4-13，呈現每人平均被主試者問一個問題會說出的閱讀策略或
歷程次數，以及各組運用閱讀策略或歷程的百分比。圖 4-6 結果發現，高閱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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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組運用推論與整合層次的比例最高，但其實三閱讀層次沒有太大差異，負向閱
讀處理方式僅佔 6 %；中閱讀能力組運用訊息提取層次的比例最高，其中負向閱
讀處理方式將近二成；低閱讀能力組進行負向閱讀處理的比例最高。

表 4-13 表 4-13
閱讀科學圖文時理解策略與負向閱讀處理使用次數與百分比
閱讀科學圖文時理解策略與負向閱讀處理使用次數與百分比

閱讀層次

訊息提取

推論與整合

比較評估

負向
閱讀處理

閱讀策略與
負向閱讀處理

每一問題得出的
閱讀策略或歷程次數

閱讀能力：百分比（%）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找重點

0.19

0.22

0.18

11

14

14

由上下文推測字/詞意

0.05

0.04

0.01

3

2

1

重讀

0.24

0.22

0.18

14

14

13

釋義

0.05

0.01

0.00

3

1

0

訊息提取整體

0.52

0.49

0.36

31

31

28

聯想延伸

0.07

0.05

0.02

4

4

2

形成問題

0.02

0.02

0.01

1

1

1

運用插圖訊息

0.29

0.18

0.19

17

12

13

連結情節

0.05

0.00

0.00

3

0

0

統整圖文訊息

0.13

0.12

0.02

8

8

2

推論與整合整體

0.56

0.37

0.25

33

25

18

自我評估

0.34

0.26

0.21

20

16

16

見解與觀點

0.03

0.04

0.00

2

2

0

策略調節

0.14

0.10

0.05

8

7

4

比較評估整體

0.51

0.40

0.26

30

25

20

無意義的分歧聯想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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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0

0

3

重點認知錯誤

0.03

0.12

0.18

2

8

13

發呆、放空

0.02

0.02

0.05

1

1

4

不清楚閱讀目的

0.05

0.12

0.18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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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3

0.01

0

2

1

負向閱讀處理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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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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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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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不同閱讀能力組使用閱讀層次與負向閱讀處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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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分析
一、 回答研究問題五：個人變項（科學領域知識、閱讀能力、空間旋轉能力、空
間記憶能力）與測驗表現及閱讀歷程的關聯性為何？
使用相關分析回答研究問題五，以探討中學生的科學領域知識之於測驗表現
與閱讀歷程的關聯，因此將科學領域知識、前測之閱讀能力表現、空間能力測
驗、後測之閱讀表現，以及依各研究問題所使用之眼動指標進行相關分析。表 414 顯示，「科學領域知識」越多的的讀者，閱讀能力、空間旋轉能力、空間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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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也越好，且閱讀理解測驗和自由回憶表現也都越好，皆達顯著正相關，ps < .
05；科學知識越多的讀者，其讀整篇文章的單一平均凝視時間、在學術詞彙的第
一個凝視點凝視時間與總閱讀時間越短，達顯著負相關，ps < . 05；在圖方面，
科學知識越多的讀者，總凝視時間與凝視時間百分比越高，達顯著正相關，ps < .
05。
「閱讀能力」越好的的讀者，科學領域知識、空間旋轉能力、空間記憶能力
也越好，且音譯與整體閱讀理解測驗和自由回憶表現也都越好，皆達顯著正相
關，ps < . 05；閱讀能力越好的讀者，其讀整篇文章的單一平均凝視時間越短，
達顯著負相關，ps < . 05。「空間旋轉能力」越好的讀者，科學領域知識、閱讀能
力、空間記憶能力也越好，且閱讀理解測驗和自由回憶表現也都越好，皆達顯著
正相關，ps < . 05；空間旋轉能力越好的讀者，其在學術詞彙的第一個凝視點凝
視時間越短，達顯著負相關，ps < . 05；在圖方面，空間旋轉能力越好的讀者，
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與凝視時間百分比越高，達顯著正相關，ps < . 05。「空間記
憶能力」越好的讀者，科學領域知識、閱讀能力、空間旋轉能力也越好，且整體
總凝視次數越高，皆達顯著正相關，ps < . 05；在學術詞彙的再次凝視時間越
短，達顯著負相關，ps < . 05；在圖方面，空間記憶能力越好的讀者，再次凝視
時間、總凝視時間與凝視時間百分比越高，達顯著正相關，ps <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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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表表
4-14
科學領域知識與前後測及各眼動指標之相關
（N
= 65）
科學領域知識與前後測及各眼動指標之相關
（N
= 6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1.科學領域知識
2.閱讀能力

.61**

3.空間旋轉能力

.46** .30*

4.空間記憶能力

.34** .26*

.32**

5 意譯閱讀表現

.41** .21

.33** .16

6.音譯閱讀表現

.49** .33** .29*

7.整體閱讀表現

.54** .32*

.37** .21

.85** .80**

8.整體自由回憶

.47** .30*

.32** .17

.31*

.44** .44**

9.整體總閱讀時間

.04

.08

-.01

.23

.16

.16

.20

-.09

10.整體總凝視次數

.19

.21

.08

.26*

.21

.28*

.29*

.03

.19

.37*

.94**

11.整體單一平均凝視時間

-.42** -.34** -.19

-.10

-.13

-.13

-.28

-.27*

12.整體平均跳移距離

-.06

-.18

.03

.03

.03

-.03

13.第一個凝視點凝視時間# -.26* -.22

-.30* -.09

-.12

-.20

-.19

-.14

.08

-.11

.57** .01

14.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

-.24

-.04

-.16

-.10

-.19

-.17

-.14

.16

-.05

.33** -.50** .50**

15.再次凝視時間#

-.22

-.12

-.14

-.29* -.10

.06

-.03

-.12

.46** .44** .06

.12

.05

-.15

16.總凝視時間#

-.30* -.13

-.19

-.24

-.13

.00

-.08

-.17

.51** .45** .17

-.04

.21

.18

.95**

17.總凝視次數#

-.15

.00

-.13

-.20

-.07

.09

.01

-.12

.54** .56** -.06

-.05

.04

.06

.93** .95**

18.與後句跳移次數#

-.02

.00

-.04

-.13

.03

.19

.13

-.05

.42** .43** -.06

.25*

.03

-.25*

.80** .72** .75**

19.與圖跳移次數#

-.13

-.05

-.14

-.06

-.08

-.12

-.11

-.01

.18

.10

.10

.15

-.02

.33** .32*

20.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

.21

.09

.25*

.20

.14

.17

.19

.07

.34** .35** .05

-.24

-.10

.05

21.再次凝視時間^

.23

.16

.11

.25*

.23

.26*

.29*

.10

.73** .78** -.03

-.09

-.15

-.18

.40** .34** .43** .40** .32** .09

22.總凝視時間^

.29*

.18

.21

.30*

.26*

.30*

.33** .12

.77** .82** .00

-.19

-.17

-.13

.32** .28*

.39** .35** .15

.54** .89**

23.凝視時間百分比^

.38** .22

.29*

.35** .27*

.32** .36** .25*

.44** .54** -.19

.01

.14

.05

.17

.22

.06

.57** .72** .88**

24.圖文跳移次數^

.01

-.02

-.09

-.15

.04

.09

.04

.03

-.08

.06

-.08

-.01

-.03

-.01

-.07

-.17

-.03

-.10

-.10

-.23

25.圖間跳移次數^

-.15

-.22

-.14

-.04

-.29* -.29* -.06

-.08

.13

-.19

-.01

-.05

-.15

-.16

-.16

-.23

-.10

.05

-.21

-.16

-.21

-.16

-.09

.13

.03

-.29* -.18

.03

.04

.24

-.07

-.36** -.34** -.15

.16

註：
# 學術詞彙
註：
# 學術詞彙 ^ 圖
^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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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03

-.01

.27*

.07

.04

.01

-.27*

.46**

25.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實驗結果，回應本研究預設的研究問題，包含閱讀理解測驗表現，
以及閱讀歷程與策略的綜合討論，以對結果做出討論與建議，並闡述本研究之
研究限制，再進一步提出未來可研究之方向與對教學現場之建議。

第一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運用眼動追蹤，操作 65 位中學生閱讀四篇含有不同語意透明度（意
譯與音譯）之學術詞彙的科學圖文，並於閱讀後進行理解測驗、自由回憶，以
及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分析，其中從閱讀理解測驗表現、閱讀歷程與策略各層
面獲得許多發現且相互驗證，研究討論結果分述如下：
一、 高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閱讀理解與自由回憶表現較佳
Mason 等人（2013b）指出高圖文整合者於離線學習成效，無論是自由回
憶、事實性知識，或是知識轉移，皆表現較其他學生佳；Jian 與 Ko（2017）提
出高閱讀能力學生的閱讀理解表現較低閱讀能力者好；連啟舜等人（2016）則
發現六年級學童在自由回憶的表現上優於三年級學童。本研究也確實如預期發
現，於閱讀理解與自由回憶表現中，無論文本類型，高閱讀能力中學生的表現
皆比低閱讀能力中學生來得好。在意譯文本的理解表現上，高與中閱讀能力中
學生的表現則幾乎沒有差異，但皆比低閱讀能力中學生好很多。個人變項之相
關分析支持此結論：閱讀能力與整體閱讀理解與自由回憶表現呈現顯著正相
關，而閱讀能力與意譯閱讀理解表現則無顯著相關。

二、 中學生讀科普文章的閱讀歷程與策略
（一）中學生較為依賴文字訊息
不論閱讀能力，亦不論文本類型，中學生於閱讀科學圖文時，七成以上是
依賴文字的訊息進行閱讀：從如何運用訊息幫助理解學術詞彙，得以發現閱讀
完學術詞彙後從後句尋求理解的比例遠高於從相關圖；平均文圖閱讀時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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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5%：25%；血型表格的細部指出，相較於圖示，學生花更多時間閱讀與解
碼文字；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中的資料亦支持此結論：多數中學生表明，看文
章多以文字為主，其中，低閱讀能力學生認為圖較為困難、看不懂而多較少時
間閱讀圖；高閱讀能力學生則認為先將文章讀完，再看圖會比較容易理解，也
才更能從圖中獲得協助理解文本的資訊。與過去研究的結果類似（Hannus &
Hyönä, 1999; Jian & Ko, 2017）。
（二）高閱讀能力的中學生擁有較高程度的閱讀認知處理歷程
在閱讀科學圖文上，高閱讀能力中學生相較其他能力的學生，擁有較深的
認知處理，例如：單一平均凝視時間最短，顯示高能力學生字詞解碼速度較
快。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中的資料亦指出，高能力學生在多數閱讀理解策略的
使用頻率皆高於中、低能力的學生。
（三）中學生會因學術詞彙的語意透明度高低調整解碼策略
學生隨著年齡增長，會於語意判斷上由部件處理轉變為整字處理，漸漸提
升語意表徵上的對應（Lee et al., 2014）。關於中文學術詞彙的解碼，有研究指
出成熟讀者於初始閱讀純文本時會花較多時間解學術詞彙，並運用上下文檢索
與重讀等策略協助理解（Jian. Chen & Ko; Or-Kan, 2016）。因此可以假設，高閱
讀能力之學生於語意解讀方面的成長會較其他學生更為顯著，並且會運用閱讀
策略幫助解碼，假設於眼動分析得以驗證。
中學生如何解碼科學學術詞彙呢？本研究發現中學生會因學術詞彙的語意
透明度高低調整解碼策略：相較於音譯學術詞彙，處理意譯學術詞彙只需要較
短的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因為當遇到解碼語意透明度較高的意譯學術詞彙，
讀者會嘗試從字義（詞素）組成詞義，且或多或少能理解該學術詞彙的意義，
因此不需要花太多時間進行解碼；反之，音譯學術詞彙的第一次連續凝視時間
較處理意譯學術詞彙來的長，因為遇到解碼語意透明度較低的音譯學術詞彙，
讀者的眼動型態反映他們從字義（詞素）組成詞義的過程有困難，因此需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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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長的時間進行解碼，並接著會轉換閱讀策略，從後句推測詞義。提示回溯性
放聲思考中的資料亦支持此結論：中與低閱讀能力組的學生遇到音譯學術詞彙
時會運用由上下文推測字/詞意的閱讀策略，遇到音譯學術詞彙則沒有使用。
（四）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針對圖類型的閱讀歷程與策略運用
Mayer 的多媒體學習認知理論指出經過圖文之間的選擇、組織與整合，才
能達到有意義之學習；Schnotz 的圖文理解整合模型則強調語言與圖像模式的處
理是持續的互動且互相影響。以上兩個圖文理解已有實徵研究提出驗證，圖文
整合程度越高，其學習成效也會更佳（Hannus & Hyönä, 1999; Mason et al.,
2013b）。於本研究中，與圖相關的眼動指標，以及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的分
析，有類似於過去研究之發現，亦有加上圖類型、不同閱讀能力等因素的不同
發現，以下將詳述之。
本研究發現，中學生理解表格類插圖的重要性：讀者的眼動型態反映他們
在表格類插圖的再次凝視時間、總閱讀時間皆高於其他類的插圖，提示回溯性
放聲思考中的資料亦佐證：學生於意譯文本（具有解釋類和表格類的插圖）中
使用運用插圖訊息次數顯著高於音譯文本。
高閱讀能力的中學生，得以分辨圖的類型與資訊量多寡而進行閱讀策略之
調整：當遇到解釋類和表格類的插圖時，高能力讀者會花費較多的時間重讀，
整體讀圖時間百分比也較其他閱讀能力者高，並且於提示回溯性放聲思考中的
資料得知：高閱讀能力中學生是唯一在意譯文本（具有解釋類和表格類的插
圖）中有運用連結情節策略的組別，他們了解兩個插圖間具有高關聯程度的因
果脈絡，因此兩張圖相互理解參照的次數也較其他組別多。
中閱讀能力的中學生，得以分辨圖類型進而調整閱讀時間、讀圖時間百分
比，以上數值皆與高閱讀能力組類似，但較不清楚圖間因果脈絡關聯性，因此
圖間跳移次數幾乎沒有差異。不過，中能力讀者清楚圖文間的關聯，因此在圖
文關聯程度較高的無線充電和血型文本有較多的圖文跳移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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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閱讀能力的中學生，圖類型與訊息量的分辨能力不佳，還可能有錯誤的
閱讀時間分配：低能力讀者於圖類型的讀圖時間百分比顯著低於其他能力的學
生，整體讀圖的時間百分比也只有 20%；此外，低閱讀能力者不太能分辨文本
圖間的因果脈絡的關聯程度，甚至可能誤解，如無線充電的圖間跳移次數最
低，但該文本圖間的因果脈絡關聯程度高。
（五）不同閱讀能力的中學生運用閱讀層次與負向閱讀處理的情形
整體來看，高閱讀能力組平均每人被主試者問一個問題會說出 1.83 個閱讀
策略或歷程，顯著比低閱讀能力組平均 1.31 個來得多，而中閱讀能力組平均
1.59 個居中，如此可以得知，除以主試者所問的問題數後，高閱讀能力組使用
閱讀策略或歷程的次數最高。以下將分別說明各閱讀能力組常使用之閱讀層
次、閱讀策略與負向閱讀處理。
高閱讀能力的中學生，最常使用的閱讀層次為推論與整合（如：運用插圖
訊息、整合圖文訊息），但事實上，三種閱讀層次的使用次數幾乎都佔三成左
右，反映出高閱讀能力學生清楚推論與整合對於圖文閱讀的重要性，對於提取
訊息的策略運用也不少，以便讓自己能夠獲得完整的文本資訊，並且會進一步
使用比較評估，監控自身的閱讀情形，並適當調整閱讀策略。
中閱讀能力的中學生，最常使用的閱讀層次為訊息提取（如：找重點、重
讀），反映其在理解文本時，仍多是用提取訊息層次的策略，而負向閱讀處理的
運用比例有近兩成，或多或少對其閱讀理解有所干擾。
低閱讀能力的中學生，最常使用的則是負向閱讀處理（如：重點認知錯
誤、不清楚閱讀目的），反映其進行負向閱讀處理的比例很高，如在非重點處花
較多時間閱讀，或是對於自己的閱讀歷程不清楚，儘管也有運用閱讀策略，但
也是以提取訊息為主，鮮少進入到推論與整合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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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本研究探討不同閱讀能力之中學生在閱讀含有特定學術詞彙的科學圖文
時，其閱讀理解歷程上的差異，以及中學生如何處理科學圖文的文章，會有什
麼樣的閱讀歷程，以及使用哪些閱讀策略。結果發現，整體而言，中學生無論
閱讀能力或文本類型，皆以文本中的文字為訊息理解之主要來源，但學生們清
楚表格類的插圖資訊量高且為統整後的資訊，因此花較多時間閱讀統整比較
表；此外，當中學生遇到語意透明度低的學術詞彙時，會花較長的第一次連續
凝視時間以進行字詞的解碼，而後運用上下文推測詞義的閱讀策略，以協助理
解該學術詞彙。
本研究將中學生分為高中低三種閱讀能力，其中各閱讀能力的學生展現不
同的閱讀歷程、策略與表現：高閱讀能力者擁有高程度的認知處理，且得以正
確辨識圖類型與文本因果脈絡的關聯程度以隨時調整適當的閱讀策略，並擅於
運用推論與整合（如：運用插圖訊息、整合圖文訊息）的閱讀層次，進行圖文
整合，以全面性且深度理解文本中的內容；中閱讀能力者會辨識圖類型與資訊
量，但對於因果脈絡關聯性的掌握性較低，最常運用提取訊息的閱讀層次
（如：找重點、重讀），以擷取文本中的基本內容；低閱讀能力者不太會辨識圖
類型與資訊量，將重心大多放在文字上，並且不擅分辨，甚至可能誤解文本圖
間的因果脈絡的關聯程度，此外，負向閱讀處理使用次數高（如：重點認知錯
誤、不清楚閱讀目的），難以在閱讀科普文章時進行有效的學習理解。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進行眼動實驗操作，學習材料的設計與操弄對研究結果有很深的影
響，如此帶來了以下三點研究限制：第一，學習材料中的學術詞彙儘管分散於
兩個段落中，但位置並未受精準地控制，使得部分學術詞彙並無上文可以參
照，或是於正式提及目標學術詞彙前，就已經敘述過該學術詞彙；第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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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的圖類型以及因果脈絡關聯程度並未依文本類型進行控制，以致圖文的
訊息量有所差異；第三，本研究的學習材料以科學圖文為主，且著眼於生物與
理化的主題，因此研究結果在其他類型之圖文材料的類推上較為受限。
本研究顯示，在學術詞彙的挑選上，選擇了語意透明度較為極端的意譯與
音譯，但一般而言在科學領域中，有許多學術詞彙是為音意兼譯，建議後續研
究可以針對語意透明度進行更細緻地深究。另外，未來研究可以針對插圖做進
一步的操作，首先可以依文本類型操弄插圖或圖表的類型與訊息量；再者，由
於本研究發現低閱讀能力組在盤尼西林中進行較為頻繁的圖間跳移，該文本的
插圖（擬人）看起來趣味性較高，但因為也是在組織類圖片裡，無法完全區分
低能力讀者是因為趣味/擬人的畫法的吸引而去看那張圖，或確實因為該圖的內
容讓學生覺得是重要的，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設計組織類的插圖，以趣味/擬
人方法或一般/非趣味性方法呈現，並用不同方式呈現同樣的內容，比較眼動結
果是否有所差異。
最後，於教學實務上，針對不同閱讀能力之中學生提供三點建議：第一，
鼓勵讀者於考試或是自行閱讀科學圖文時，若遇到較為艱澀困難的學術詞彙，
可以多運用上下文推測詞義，以及運用插圖訊息協助理解。第二，針對中閱讀
能力者，建議教學者進行推論與整合層次中的閱讀策略教學，使其得以進行更
深層面的閱讀學習。第三，針對低閱讀能力者，建議教學者進行較為基礎的閱
讀教學，如重點的找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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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四篇科學圖文（無線充電、血型、雷達、盤尼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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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前測-對學術詞彙之熟悉度

舉例：近視
1. 定義：指眼睛視覺成像未能聚焦於視網膜上，而是聚焦於視網膜之前
的情形。看遠處不清楚，看近物清楚。
2. 延伸的概念：知道造成近視的原因、嚴重近視可能有的風險、怎麼做
可以預防近視等延伸的概念。
1. 我知道這個詞的定義
完全不知道

知道一點點

部分知道

完全知道

電流磁效應

1

2

3

4

電磁感應

1

2

3

4

都卜勒雷達

1

2

3

4

雷射雷達

1

2

3

4

血型

1

2

3

4

凝集反應

1

2

3

4

盤尼西林

1

2

3

4

休克

1

2

3

4

2.我知道這個詞延伸的概念
完全不知道

知道一點點

部分知道

完全知道

電流磁效應

1

2

3

4

電磁感應

1

2

3

4

都卜勒雷達

1

2

3

4

雷射雷達

1

2

3

4

血型

1

2

3

4

凝集反應

1

2

3

4

盤尼西林

1

2

3

4

休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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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前測─對學習材料之熟悉度（以無線充電文本示例）

無線充電

1. 一般見到的無線充電，是運用什麼原理？
(A) 電流化學效應與電磁感應
(B) 無線電流效應與磁場感應
(C) 電流磁效應與電磁感應
(D) 電流磁效應與磁場感應
2. 在電流磁效應中，若導線圍成線圈，磁場方向
會從環繞導線變成逕向穿出線圈，而此時的
電流方向為何？
(A) 順時鐘
(C) 向上穿出

(B) 逆時鐘
(D) 向下穿出

3. 是誰發現，讓一塊磁鐵或其他的磁場來源靠近一
段沒有電流的線圈，線圈上就會產生感應電流？
(A) 法拉第
(B) 厄斯特
(C) 安培
(D) 伏特
4. 家用插座中流出的電是什麼電？
(A) 直流電
(B) 交流電
(C) 變壓電
(D) 高壓電
5. 電子產品若離充電座的距離遠一些，充電效率
會有何影響？
(A) 明顯上升
(C) 明顯下降

(B) 不影響
(D) 忽上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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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後測─閱讀學習表現測驗（呈現於螢幕上，以無線充電文本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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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後測─自由回憶表現逐字稿與評分示例表

粗體為正確之字詞，給予 1 分；底線為部份正確之字詞，給予 0.5 分
受試者編號

自由回憶內容

M001

血型，O 型血沒有 A 跟 B 的抗體

M002

無線充電的是利用磁場，磁流做反應
雷達是三百六十五度旋轉
盤尼西林又稱為青黴素

得分
3

10

如果反應不良，會導致休克、呼吸困難、心跳梗塞
H003

抗體會對應一種抗原

2

M004

O 型血可以捐血給其他型血

2

H005

血型，O 型可以跟 A、B 都可以用
然後 AB 型的血型輸血，只能跟 AB 用
盤尼西林的副作用是過敏，而且還會休克還是什麼…全身
性的系統的那個…

M006

血型是抗原不同，跟著血型不同
雷達是利用…雷達分兩種，一種是普通雷達，一種是雷射
雷達。普通雷達是用聲波，雷射雷達就用雷射去反射
盤尼西林是一種當初在科學室，剛好看到青黴菌破壞葡萄
球菌的一個過程
無線充電是利用電圈，還有電磁場感應之類的這些原理去
製作的

L007

H008

7

血型，O 型的就是可以用 A、B 型，就是都可以捐血
無線充電是因為有下面那個基地，就是它在充電的話，它
的電流上去到手機，這樣就會有充電的效果
雷達可以聲波，就是…可以知道雨的大小量吧
無線充電，藉由磁場，產生電
雷達和雷射雷達，雷射雷達是藉由 GPS，它發射出雷達，
藉由它的回波可以知道降雨…雨雲離這邊的近和遠，或者
是降雨的大或小
血型，O 型很好輸，因為沒有抗原，不會去對抗 A、B 和
AB，所以它很好輸；AB 就不行，因為會互相攻擊，可能
導致…忘記了
青黴素是由弗萊明發明的嘛，是第一個發現青黴素可以殺
死細菌。但是沒有被大量使用是因為可能造成血液循環不
順暢，然後可能導致休克，休克可能會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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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6

20

附錄六

眼動設備配置與實驗過程示意圖

受試者螢幕與主試者電腦放置呈現 L 型，讓主試者於實驗的過程得以清楚掌握
眼動情形與實際狀況，受試者亦能專心於螢幕上不受干擾。

受試者於實驗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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