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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主要討論以重複閱讀為例之日籍大學生的閱讀差異分析。本研究目的在於

探討重複閱讀對於日籍學生之朗讀正確性、文章理解與「取代」類型的影響，研究方

式為進行不同文本的重複閱讀研究，以閱讀差異分析方法，記錄閱讀理解得分以及閱

讀差異類型，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並比較讀者在出聲閱讀、閱讀理解以及閱讀差

異類型的表現與之間的關係為何。研究發現讀者的重複出聲閱讀有助於提升朗讀正確

性；重複閱讀也能夠幫助讀者理解文意；而閱讀差異類型方面，儘管低品質「取代」

的數量多於高品質「取代」，卻不影響其文章閱讀理解能力。研究結果發現重複閱讀方

式即使運用在不同的文本，皆能夠幫助日籍學生在華語閱讀上的進步。 

 

 

關鍵字：日籍學生、華語、重複閱讀、閱讀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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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名學生的閱讀能力優劣與否，影響其學科學成績表現、社會適應及生活能力。而對

於華語學習者而言，第二語言的熟稔與否更是關乎其內在能力與外在表現。 

    小瑪(化名)來自日本大阪，其中文能力在一般的日常對話中，聽力與說話方面皆有不

錯的表現，能夠與台灣的同學流暢談話。然而相較之下，閱讀與寫字這部分則稍顯不足。

在閱讀方面會花上比較多的時間去試著理解文章欲傳達的意思；寫字方面則是可能會說、

會認得但不會寫。因為小瑪曾有一至兩科學科不及格，讓研究者以為是小瑪看不懂課本內

容，於是開始與她進行閱讀差異分析之研究。在過程中令人驚訝的是，在與小瑪做過幾次

閱讀測驗之後，研究者發覺小瑪其實是個有策略的讀者。假如第一次閱讀的成效若是不盡

理想，她會試著重複閱讀二至三次，閱讀時也會試著唸出她所認為的字音─即所謂的「取

代」策略，直到她自己瞭解了文章的大概意思。因此研究者想知道小瑪在閱讀過程中，運

用了哪些閱讀策略來幫助自己完成閱讀。 

(二) 研究目的與問題 

    重複閱讀是一種將相同文本重複閱讀多次，以促進閱讀者朗讀流暢度的教學法，自

Samuels 於 1979 提出後，即在英語語系國家廣被應用。研究結果證實，重複閱讀能有效

提升學生的朗讀流暢度(李秀敏、呂翠華，2013)。而 K.Goodman(1969)認為，閱讀差異不

是一種錯誤(error)，而是語言線索的差異(miscue)，透過閱讀差異分析瞭解讀者所出現

差異類型，及其所運用的閱讀策略，可以讓教學者更加瞭解讀者閱讀中所經驗的過程。(謝

依伶，2008)。因此本次研究旨在透過重複閱讀所產生的 miscue探討，日籍學生是否也有

藉助閱讀而自學的能力，並藉由分析重複閱讀歷程，是否能在教學上給予教學啟示與幫

助。 

本次的研究使用了三篇不同的文章作為實驗文本，且每篇文本的閱讀方式皆為不同，

其目的為讓讀者在不過於熟悉同一篇文章的情況下，紀錄並分析讀者以不同的閱讀方式所

表現出的閱讀能力，探討重複閱讀對朗讀正確性、文章理解以及「取代」類型的影響。 

1. 研究目的 

(1) 探討重複閱讀對於日籍學生朗讀正確性的影響。 

(2) 探討重複閱讀對於日籍學生文章理解的影響。 

(3) 探討重複閱讀對於日籍學生取代類型與理解的影響。 

2. 研究問題 

(1) 重複閱讀對日籍學生的文章閱讀之出聲閱讀表現為何? 

(2) 重複閱讀對日籍學生之閱讀理解表現為何? 

(3) 重複閱讀對日籍學生的閱讀差異之「取代」類型與理解之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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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名詞釋義 

1. 閱讀差異分析(Miscue Analysis) 

檢測閱讀情形的研究方法，為 K.Goodman所提出。進一步地分析讀者閱讀過程中所產生的

差異型態，探討讀者的閱讀能力與技巧，作為教學者在教學上可參考之資料。 

2. 重複閱讀(Repeated Reading) 

重複閱讀是指將相同文本重複閱讀多次，以促進讀者朗讀流暢度的一種教學方式

(Samuels,1979,1997,2002,2006)。本研究之重複閱讀採取段落形式逐段進行，以一對一

方式進行，選擇適合讀者之閱讀程度的文章章節進行研究，總共三篇文章，每篇文章朗讀

三至四次。第一篇文章由讀者獨自朗讀，研究者不提供任何指導與糾正，並相隔一段時間

進行重複閱讀之測驗。第二篇文章研究者介入讀者的閱讀習慣，強制規定需要回報閱讀進

步策略。第三篇文章朗讀四次，第一次由研究者範讀，讀者跟讀；第二次由讀者朗讀，研

究者提供錯誤字指正與複習；第三次由研究者先範讀一個段落後，再請讀者朗讀；第四次

由讀者進行獨立朗讀，研究者評量其朗讀流暢度。 

 

 

二、文獻探討 
     透過閱讀和閱讀理解策略的相關文獻，能夠瞭解相關研究並做為研究閱讀差異分析時的

依據，除了可以做為閱讀教學上的方法參考，也能瞭解不同理論對於閱讀理解策略的想法。 

     瞭解閱讀差異分析並融合重複閱讀的方法，運用在日籍學生的華語閱讀經驗上，是本次

研究的理論基礎。運用重複閱讀進行外籍學生的閱讀差異分析的中文文獻不多，國內文獻在

重複閱讀與閱讀差異分析上多運用於國小學生以及智能障礙者的閱讀理解教學。但是藉由其

他文獻所得之的結論也顯示，閱讀差異分析同樣可以嘗試運用在中文閱讀能力的分析。雖然

因為對象與理解力的先備條件不同，但是在閱讀差異類型的定義及分類、句法、語意和意義

的觀念仍可應用在外籍學生的中文閱讀研究。於是藉助他人的研究經驗或與研究的想法與參

考，進行華語文的閱讀理解研究。 

 

(一) 閱讀歷程研究 

閱讀是從文本建構意義的過程，是主動、認知、表達感情的歷程(Goodman，2005)，讀者

能將自己的知識帶入閱讀的文本裡，從文本帶給讀者的訊息再加上自己原有的想法來進行閱讀

理解。 

Ken Goodman 提到，閱讀是個動態的歷程，閱讀時讀者運用有效的策略來尋求意義。而

讀者的一舉一動都是它們要理解意義所做的嘗試(洪月女譯)。而閱讀差異並不是隨機發生的結

果，而是閱讀歷程的產物，能反映出讀者探究和理解文章意義的程度(Ken Goodman,1973) 。 

洪月女(2010)提到在 Goodman 的閱讀歷程理論中，將語言分成三個層次：字形字音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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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ophonic)、用詞語法層次(lexical-grammar)和語意語用層(semantic-pragmatic)，而這三個語

言層次會提供線索給讀者建構意義，讀者在處理這些語言訊息的過程，則經由視覺(visual)、感

知(perception)、語法(syntactic)、語意(semantic)等階段不斷循環。在這個理解的過程中，讀者

是主動的，不斷搜尋視覺訊息、判斷、預測、修正等。 

 讀者會帶著自己的意義到文章中，藉著與文本交易而建構個人的意義(Goodman，2005)。

陳李妮(2012)綜合了國內外學者的論點，國外學者提到讀者將背景知識是閱讀歷程的關鍵因素；

國內在中文閱讀研究也發現讀者會將自己的思想帶到文本內容中，而且會以語意和語法來進行

閱讀理解，反而不是運用字音字形的線索。 

(二) 重複閱讀研究 

    重複閱讀是將相同的文本重複閱讀多次，以促進讀者閱讀流暢力的一種閱讀教學方法

(Kuhn & Stahl，2004)。藉由不斷的重複練習文章內容中。使閱讀者達到字彙辨識自動化，以

提升其閱讀速度、口語表達能力及閱讀理解(陸怡琮，2008)。 

陸怡琮(2008)以及李秀敏與呂翠華(2013)都是根據 LaBerge與 Samuels(1974)所提出的閱

讀的自動化訊息處理論(Theory of Automa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認為注意力是訊

息處理自動化的核心。Samuels 與 Dahl(1979)則認為重複閱讀在達成自動化的認字後，也會增

進理解。因此根據自動化理論的觀點，學習者的注意力可以從解碼(decoding)到聚焦於文章的

內容上，而增進理解的結構(陸怡琮，2008)。此外，研究也發現重複閱讀和注意力集中對於增

加文章朗讀流暢度與理解力皆是有效的方法，重複策略提供學生必要的練習以建立朗讀流暢度、

獲得新資訊以及實質地建立訊息 (1985, Volume XVII, NO.2)。 

   陸怡琮(2008)曾提出國際閱讀小組(National Reading Panel，2000)將重複閱讀方式分為

「獨立閱讀」(unassisted reading)及「協助閱讀」(assisted reading)兩種實施方式。前者

注重在學童自己閱讀，利用出聲或默讀方式重複閱讀多次(Kuhn & Stahl，2004)；後者則是提

供學習者一個流暢閱讀的楷模(陸怡琮，2008)，Kuhn & Stahl(2004)認為較常使用的方法可分

為 1.錄音帶協助，由老師先範讀一段課文或是錄音機播放，學生開始跟念；2.同儕配對協助，

兩個學生配對練習，互相閱讀給對方聽；以及 3.教師協助，老師先閱讀，學生在心裡默讀並

之後輪流與同儕閱讀練習此三種。而在 Samuels (1979)最後的研究顯示，協助閱讀方式對於

學生的字彙、理解與總閱讀分數上都有提升的效果。由作法上來看，協助閱讀比獨立閱讀更強

調增進認字的正確性、自動化以及聲韻的練習(陸怡琮，2008)。因此，本研究的重複閱讀方式

採取協助閱讀模式，由同儕之間的互動進行研究。 

(三) 閱讀差異分析 

   「閱讀差異分析」是 K.Goodman在 1969年提出的閱讀檢測方式，藉由分析讀者閱讀過程的

差異型態，來探討讀者的閱讀能力與技巧，以提供教學者在教學上之參考(Y.Goodman,Watson & 

Burke,1987)。謝依伶(2008)提到，K.Goodman 認為人們在放聲閱讀的過程中，必會出現口語

內容和實際文字的差異，這個差異即為閱讀差異。然而 Goodman不稱其為「錯誤」(error)，

而稱之為「差異」(miscue)，認為人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會主動地選擇適當的閱讀策略進行閱

讀，而差異的產生，則是讀者所選擇的策略所造成的，透過對共同差異類型的討論，增進讀者

對自我閱讀策略的認識，並作為教學者擬定教學策略的參考。 

  K.Goodman(1998)提出「差異」(miscues)是指出聲閱讀時觀察的反應(OR observed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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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預期反應(ER expected response)不一致的地方，藉由比較讀者的閱讀差異和對文本的預期

反應，可以反映出讀者所使用的線索、策略，和它們對建構意義上的影響(Goodman,1969)，因

此閱讀差異提供了一扇「閱讀歷程之窗」，顯示讀者為了要理解文章所做的嘗試，分析閱讀差

異讓我們看到了閱讀理解的「過程」，而非僅僅是閱讀理解的「結果」(洪月女、林筱晴，2010，

Prisca Martens，1997)。 

   郭育綺(2006)指出，K.Goodman相信閱讀差異並不是隨機的，而是作者的思想語言與讀者

的思想語言間的一種交流標誌(Goodman,1982)。因此閱讀差異並不是一個隨機發生的結果，而

是閱讀過程中的產物，因為它反映了讀者探索和理解文章意義的程度，透過閱讀差異分析，研

究者可以知道讀者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以及了解讀者意義建構的心理語言過程

(Goodman,1973)。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就讀於台灣某大學三年級之華裔日籍學生小瑪(假名)。小瑪的媽媽為台灣人，

爸爸人為日本人，從小在日本長大，至大學才到台灣唸書。平常在家時多使用日語，但是仍會

偶以中文與媽媽對話。小瑪雖然接觸中文有二十一年，但是真正能與台灣同學流暢溝通卻是從

大二才開始。 

小瑪是從大學一年級才開始閱讀中文書籍，至今，已有三年閱讀中文的經驗。小瑪閱讀的

時候習慣遇到看不懂的地方時，她會選擇使用藉由上下文猜測的方式和問別人的方式來理解，

她認為能讀懂文章並解釋給別人聽是一名好讀者的表現。  

 

(二) 研究工具 

1. 閱讀差異分析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RMI) 

在 K.Goodman1963年的研究裡，發展出「Goodman 閱讀差異分類表」(Goodman Taxonomy of 

Reading Miscue)作為衡量依據(Goodman，1982b)。而 Y.Goodman、Watson、以及 Burke 後來

則發展出一些較為簡單的差異分析模式：RMI Alternative Procedures I、II、III 和 IV 四

種模式以處理某些較有意義的問題(郭育綺，2006)。本次研究依據 Procedures III 之分析規

定，語法是句子之結構基礎，唯有語法可被接受成為一個句子後，才能討論語意是否可被接受；

也唯有語法、語意在可被接受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句意的判斷。 

 

2. 閱讀態度問卷 

       本研究參照謝依玲《運用 RMA進行高職輕度智障學生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之讀者研究》

中整理自 Yetta M. Goodman , Dorothy J ,Watson & Carolyn L , Burke (1987)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的閱讀態度問卷來分析讀者的閱讀態度。Burke 的閱讀態度問卷提供研究者在第一

次訪談讀者的依據，能讓研究者了解讀者對於閱讀的想法、閱讀態度以及閱讀習慣，以下是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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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態度問卷的問題如下： 

(1)當你在閱讀中遇到困難的時候你會怎麼辦？ 

(2)你認識的人當中，誰是一個好的讀者？ 

(3)你覺得是什麼讓她成為好讀者？ 

(4)你覺得他/她在閱讀中曾遇到困難嗎？ 

(5)是的，那你覺得她會怎麼辦？不會，那猜猜看如果他遇到困難 

   會怎麼辦？ 

(6)你知道有人在閱讀上有困難，你會怎麼幫他？ 

(7)你覺得老師應該要怎麼去幫忙他？ 

(8)你怎麼學會閱讀的？你的老師或其他人是怎麼幫你的？ 

(9)你覺得怎麼樣才能成為更好的讀者？ 

(10)你覺得自己是個好讀者嗎？為什麼？ 

 

3.閱讀之文本 

本研究的閱讀文本為黃郁頻撰寫的《皮克斯動畫中的家庭變遷》裡的論文章節，第一篇為

〈存在主義式的角色〉，其內容主要在介紹美國的動畫電影中，存在主義式的角色歷年來的變

化；第二篇為〈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文章內容探討著動畫世界角色的塑造與對象選取，

並討論角色形象的突破與轉變；以及第三篇的〈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主要探討著

角色們所對應的新舊世代與新舊觀點之間的掙扎和變動，總共三篇章節片段。文本之選擇為研

究者根據實際與讀者對談的閱讀態度問卷以及其年紀能獨立閱讀之能力，選擇三篇難度相當且

對讀者具有挑戰性的文章，三篇的字數皆多於讀者平常閱讀讀物。以下表格 1 呈現論文中，三

篇文本的結構分析： 

表 1.閱讀文本說明 

 

(三) 研究設計 

主題 

概念 
文類 標題 段落 總句數 總字數 

每句 

字數 

文字 

呈現 

篇幅 

呈現 
插圖 

存在主義式

角色的意義。 

 

角色的選擇

與形象塑造。 

論文 
〈存在主義

式的角色〉 
5 段 43 句 1625 字 約 32 字 

 

國字 

橫式 

三頁 0 個 

論文 

〈皮克斯角

色形象的類

型〉 

5 段 44 句 1795 字 約 32 字 
兩頁

半 
0 個 

 

電影情節的

設定與選擇。 

論文 

〈變遷的緣

起-新舊的

交替對話〉 

4 段 38 句 1219 字 約 32 字  兩頁 0 個 

國字 

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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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閱讀的研究方式設計為讀者總共閱讀〈存在主義式的角色〉、〈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以及<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三篇不同的文本，每篇文本的所實施的重複閱讀方式不

同，總共重複閱讀三至四次，並且每次閱讀皆必須做文章重述，以得知讀者的閱讀理解程度以

及適用的學習策略。 

    第一篇<存在主義式的角色>與第二篇〈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的閱讀方式皆有給予讀者

個人的閱讀時間，然而不同在於第一篇文本的重複閱讀由讀者獨立完成，研究者僅負責記錄與

分析資料，不設定讀者是否擁有任何閱讀方法；而第二篇文本讀者則是必須在每次閱讀之間，

使用一個閱讀方法讓自己進步並告訴研究者讓其記錄。 

    第三篇<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與前兩篇文本不同之處則是多了研究者的範讀與

指導，並且沒有給予讀者個人的閱讀時間利用與複習，因此研究者直接紀錄指導後的閱讀表現。

以下為三篇文本研究設計分述： 

1.第一篇文本的重複閱讀之朗讀與重述 

(1)抽取《皮克斯動畫中的家庭變遷》其中一節內容〈存在主義式的角色〉做重複閱讀，並採

取一對一方式進行雙方錄音。 

(2)總共朗讀 3 次，第一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時間間隔為 20~30 分鐘，而第 3 次重複閱讀則是

因為研究時間處於暑假，研究時間間隔距離拉長至 21天，故透過視訊做測試。 

(3)重述方法為唸完整篇文本再做重述。必要時，研究者提問有關文本之問題，以提示讀者重

點所在。 

(4)研究者不做事先範讀，每一次測試皆由讀者獨力完成，以模擬自己閱讀的情境。 

(5)研究者不做錯字指正與提供複習方法，也不規定讀者需有閱讀策略，僅在每次讀者重複閱

讀完成之後，給予表現之回饋並詢問其進步原因。 

(6)讀者每次朗讀時，研究者皆計時(朗讀時不限時間，以唸完文章為主)及記錄錯誤字與閱讀

策略。 

 

2.第二篇文章的重複閱讀之朗讀與重述 

(1)抽取《皮克斯動畫中的家庭變遷》另外其中一章節內容〈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做重複

閱讀，採取一對一方式進行雙方錄音。 

(2)總共朗讀 4次(因配合雙方上課時間不一致，故測試時間並無固定間距，採取大概時間間隔

做測驗)。 

(3)考慮讀者華語閱讀能力以及記憶力有限，每唸完一段文章即做一次文章理解的重述與回顧。

必要時，研究者提問有關文本之問題，以提示讀者重點所在。 

(4)研究者不做事先範讀，每一次測試皆由讀者獨力完成，以模擬自己閱讀的情境。 

(5)研究者不做錯字或斷句錯誤指正，但是規定並叮囑讀者需有複習策略，例如查字典、問同

學，並在每次重複閱讀測驗完成之後，給予表現之回饋，詢問其進步原因。 

(6)讀者每次朗讀時，研究者皆計時(朗讀時不限時間，以唸完文章為主)及記錄錯誤字與閱讀

策略。 

 

3.第三篇文章的重複閱讀之朗讀與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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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皮克斯動畫中的家庭變遷》中，其中一章章節<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做

重複閱讀，採取一對一方式進行雙方錄音。 

(2) 總共朗讀四次，依據《重複閱讀策略對提升輕度智能障礙兒童朗讀流暢度之成效》(李秀

敏、呂翠華，2013)中的「重複閱讀」方法做為測試： 

步驟一：研究者範讀一句，讀者跟讀一句，不進行重述文章。 

步驟二：讀者朗讀全篇文章，過程中研究者提供錯字指正與詞語解釋，不進行重述文章。 

步驟三：研究者範讀一段，讀者朗讀一段，並進行段落文章重述。 

步驟四：讀者獨立完成文章朗讀，研究者不做任何動作。 

(3) 在步驟三與步驟四的時間間隔時，研究者做全盤式的文章詞彙教導與理解，為讀者提供一

次立即的學習策略與機會。 

(4) 讀者每次朗讀時，研究者皆計時(朗讀時不限時間，以唸完文章為主)及記錄錯誤字與閱讀

策略。 

 

(四) 資料蒐集 

1. 訪談與錄音 

研究者與讀者的訪談使用了 Burke 的閱讀態度問卷作紀錄，原因是為了使研究者了解讀者

對於閱讀的想法、閱讀態度以及閱讀習慣，並錄音讀者的獨立出聲閱讀三篇文章〈存在主義式

的角色〉、〈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以及〈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每一次的文章閱讀

皆做錄音紀錄，時間不設限制，直至讀者閱讀並重述結束為止，其目的在幫助研究者分析及比

較閱讀表現、閱讀理解與閱讀差異類型之判斷。 

2. 文本章節之閱讀書面紀錄 

    研究者將三篇文章〈存在主義式的角色〉、〈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變遷的緣起-新舊

的交替對話〉列印成紙本；當讀者出聲閱讀本研究所選擇的三篇論文章節時，研究者能在一旁

記錄讀者的閱讀差異類型。 

3. 重述與回答文章理解問題 

重述內容主要可分成讀獨立重述以及協助重述；研究者考慮到閱讀態度問卷內容以及讀者

身為一名大學生，選擇獨立重述為主、協助重述為輔的方式來讓讀者重述三篇文章的大意，且

此研究根據讀者大學生身分以及個人重讀能力，因此不立即提問問題協助重述，而是依據讀者

獨立重述的情況，適時提問以協助尋找文章重點。 

由於論文是對某個問題或某件事進行分析、研究、評論，表明自己的觀點、立場、態度、

看法和主張的一種文體；因此研究者預設的問題分別如下： 

  〈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1) 根據《癟四與大頭蛋》受歡迎程度，可以推測出青少年心中想望為何？ 

(2) 孩子的天性為何？ 

(3) 以往美國動畫中青少年面對舊世代的壓迫做了哪些事？而現今的美國動畫哪裡改變了？ 

(4) 動畫的角色設計有了哪些變革？ 

(5) 動畫中缺少對原生家庭的描述，對於觀賞者有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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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捨棄與上一代的衝突，主角們要對抗的是什麼？ 

(7) 不同於過去的情節設定，新世代的皮克斯動畫的特色風格為何？ 

  〈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1) 電影裡不同的人類、動物及非生物角色有哪些？ 

(2) 請舉例皮克斯動畫中的哪些角色是具備文化和時代感的？ 

(3) 請舉出由於背景不同，也影響到了角色的設計的例子。 

(4) 分析與比較<小美人魚>、<鯊魚黑幫>、<海底總動員>所呈現出來的樣貌不同在哪？ 

(5) 為什麼<海底總動員>帶有「人類世界真實」的層面？ 

(6) 皮克斯對於怪獸動畫有意突破什麼？論文中舉出了哪三部？劇情上是如何翻轉形象

的？ 

  〈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 

(1) 年輕有為的角色們代表著什麼？ 

(2) 流行文化帶來了何種思潮？引導著什麼樣的觀點？ 

(3) 為什麼新舊不一定要陷入優劣之爭中？請根據文章舉例新與舊不同的視角。 

(4) 什麼樣的情感會讓人陷入窘境中？ 

(5) 根據文章舉例何為二元的差異及痛苦？ 

(6) 動畫變動的起源為何？ 

4. 研究歷程 

研究過程中發現，相較於前兩篇文章的重複閱讀時間是採取“天數”間隔，第三篇文章的

重複閱讀時間間隔則是採取“小時”制，雖有提供即時教學，卻沒有給予讀者自己一個人

的吸收時間。因此在文章情意理解部分上，有範讀的實驗表現沒有比無範讀的實驗表現來

得好。以下為三篇文本的研究過程分述： 

   <第一篇文章的重複閱讀測驗研究過程 > 

(1)第一次朗讀時間與第二次朗讀時間相差至少 10分鐘，兩次閱讀時間差距僅止 20~30分鐘。

而第三次閱讀則因為距離上一次(第二次閱讀)的時間差距較長，朗讀速度明顯變慢，且正

確性並無明顯進步。 

(2)根據《重複閱讀策略對提升輕度智能障礙兒童朗讀流暢度之成效》(李秀敏、呂翠華，2013)

裡的「重複閱讀的教學介入」所提之「學生獨立朗讀時，還有不會唸、停頓超過三秒或唸

讀錯誤字，教學者須提供協助或指正。」本次研究方法與之相反，研究者採取旁觀者角度，

不給予協助或指正，以測試讀者自身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能力。發現有些字詞或是句子不論

重複閱讀幾遍，皆會發生相同的誤讀或是斷句錯誤。 

(3)三次重複閱讀測驗的重述，態度明顯不同。第一次的重述語氣充滿不自信與不確定，其重

述內容繁多且無關緊要；第二次的重述語氣雖有懷疑但多了些許肯定，重述內容明顯減短

且已能逐漸掌握重點。至第三次的重述時，語氣明確且敘說精簡，能夠讓研究者明白自己

對於文章的理解。可看出藉由重複閱讀策略，讀者確實會對自我文章理解能力進行反思與

修正。 

 <第二篇文章的重複閱讀測驗研究過程> 

(1) 第一次朗讀時間與第二次朗讀時間相差至少 15分鐘以上，兩次閱讀時間僅相差 20~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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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第三次閱讀時間相較於第二次閱讀時間快了 2~3分鐘，因為實驗時間相隔 3天，朗讀

正確性有明顯提高，朗讀速度也有些微增快。第四次閱讀時間與第三次閱讀時間相比，快

了將近 4分鐘，而兩次閱讀時間相差 21天(讀者於測驗期間感冒發燒，喉嚨不舒服)，但

是朗讀速度卻是明顯增加，文章字詞發音正確性也有明確地提高。 

(2) 根據《重複閱讀策略對提升輕度智能障礙兒童朗讀流暢度之成效》(李秀敏、呂翠華，2013)

裡的「重複閱讀的教學介入」所提之「學生獨立朗讀時，還有不會唸、停頓超過三秒或唸

讀錯誤字，教學者須提供協助或指正。」本次研究方法與之相反，研究者採取旁觀者角度，

不給予協助或指正，以測試讀者自身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能力。 

(3) 與第一篇文章閱讀測驗不同之處，在於研究者介入了讀者之閱讀習慣，約定讀者需要有一

個閱讀策略以示明顯進步。測驗結果發現，當研究者施加壓力予讀者時，會讓讀者產生“必

須的”閱讀動力，因此從第三次閱讀測驗開始，文章的正確性與速度皆有提高，且文章理

解的表現也比前二次來得好。 

(4) 四次的重複閱讀測驗，態度依舊有明顯差異。新文章的第一次閱讀表現是生疏而不自信，

對於文章理解可說是僅有念過，不懂其意。而第二次的閱讀時間雖是僅隔 20~30分鐘，卻

是在朗讀表現上，展現出些許的自我修正與文意掌握，但仍無法說出完整的大意。而第三

次的閱讀時間雖只過 3天，但由於這期間讀者找了同學範讀與詢問大意，因此表現明顯進

步，對於字音的發音正確率提高，文章情意也相較於前兩次較能理解，能自己決定重點在

哪，但語氣仍有稍許不確定感。而第四次的閱讀測驗之前，因為已經有第三次的閱讀策略

經驗，加上又再多複習了幾次，第四次閱讀聲音表現自信輕快，對於字詞的發音錯誤明顯

減少，能自己說出自己想要的重點，且文章理解掌握不錯，進步許多。 

<第三篇文章的重複閱讀測驗研究過程> 

(1)根據《重複閱讀策略對提升輕度智能障礙兒童朗讀流暢度之成效》(李秀敏、呂翠華，2013) 

中的重複閱讀方法，第一次的句子範讀與跟讀，雖說已有研究者範讀，但讀者仍會有一至

兩個字的錯誤。第二次的閱讀時間與第一次的閱讀時間相差 20分鐘，雖然已有範讀經驗，

但研究者仍是提供許多錯誤字指正。第三次的段落範讀，與第二次的閱讀時間間隔25分鐘。

因為是段落，所以讀者跟不上研究者的朗讀進度，雖有些許進步，仍有幾個固定的字會重

複犯錯。最後一次的讀者獨立朗讀，與第三次的閱讀時間間隔將近 1小時，仍會有固定的

字念錯，無法正確修正，花了 22分鐘完成獨立朗讀。 

(2)有些句子較長，讀者在聽範讀時，無法立即記憶每個字的發音。且因為會注重於個人朗讀

的正確性與速度，對於該注意的文意理解部分會不自覺忽略，因此自第三次閱讀開始的重

述都無法正確掌握文章重點。 

(3)在第三次的段落範讀與第四次的獨立朗讀中間休息過程中，研究者直接對讀者做一次教學，

教導較難字詞的發音與解釋，並一段段的解釋文章大意以幫助讀者理解，因此的第三次與

第四次的閱讀時間才會相差 1小時。 

(4)原以為獨立朗讀前的教學會讓讀者在第四次的重複閱讀中，朗讀正確性與速度提高，對於

文意重點摘取也會較得心應手。卻發現讀者仍會念錯固定的字(也就是四次朗讀皆念錯)。

速度雖明顯增快，但是在閱讀完畢之後的重述卻是無法順利完成，反應支支吾吾，沒有明

確進步，與研究者預期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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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讀者的資料都蒐集完成後，研究者根據 Y. Goodman and Burke(1972) 發展的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來處理與分析其出聲閱讀表現、閱讀理解情形與閱讀差異類型。 

1. 出聲閱讀表現類型 

  本研究依照 Y. Goodman and Burke(1972)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中先以句子做為分析出聲

閱讀表現的單位，每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分別是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語意合

理性(semantic acceptability)和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以下為各層面判斷的依據及例

子：  

(1) 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是來看讀者讀的句子是否符合語法，情況會有符合

(Yes / Y)或不符合(No / N)。 

例如：玩具和機器人的主角是當代科技文明的產物。(Yes / Y) 

      玩具和機器人的主角是產物當代科技文明的。(No / N) 

(句子出自〈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2) 語意合理性(semantic acceptability)用來看讀者所讀出的句子是否符合語意，情況會有

符合(Yes / Y)或不符合(No / N)。 

例如：等待人救贖的弱勢角色，似乎也有了改變的必要。(Yes / Y) 

      等待人就讀的弱勢角色，似乎也有了改變的必要。(No / N) 

(句子出自〈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3) 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與讀者在每句中是否有閱讀差異有關，沒有閱讀差異

的情況會是沒有改變(No / N)，有閱讀差異的情況下可分成部分改變(Partial / P)以及完

全改變(Yes / Y)。 

例如：不過在近幾年的美國動畫裡，這些充滿壓迫的長(ㄓㄤˇ)者角色漸漸消失了。(No / N) 

    不過在近幾年的美國動畫裡，這些充滿壓迫的長(ㄔㄤˊ)者角色漸漸消失了(Partial/ P)  

    不過在近幾年的美國動畫裡，這些充滿壓迫的長(ㄔㄤˊ)者角色慚慚消失了。(Yes / Y) 

 (句子出自〈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在語法可接受之下才會進行語意的討論，在語法、語意皆可接受之下，才能進行句子意義的討

論，以下為出聲閱讀表現類型組合表： 

表 2.出聲閱讀表現類型組合表 

註：本表引自謝依伶(2008)翻譯自 Yetta M. Goodman, Dorothy J. Watson & Carolyn L. Burke(1987)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2. 閱讀理解評分表 

記錄方式 
說明 

語法合理性 語意合理性 句子意義改變度 

Y Y N 語法、語意合理，句子意義不改變 

Y Y P 語法、語意合理，句子意義部份改變 

Y Y Y 語法、語意合理，句子意義已改變 

Y N ─ 語法合理，語意不合理，句子意義不討論 

N N ─ 語法不合理，語意不合理，句子意義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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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提供的閱讀理解評分表以及引用謝依玲(2008)所翻 

譯的閱讀理解評分表作為本研究閱讀理解評分的標準。 

    此次研究參照說明文閱讀理解評分表將論文評分標準分為特殊資訊和主要概念。特殊資

訊是文中和事件本身相關的論據，主要概念是論文的論點；因此，研究者依上述論文閱讀理

解的分類來設計關於本研究讀者重述的問題。以下為此次論文閱讀理解評分表及問題： 

        表 3.〈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表 4.〈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表 5.〈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 

註：引本表引自謝依伶(2008)翻譯自 Yetta M. Goodman, Dorothy J. Watson & Carolyn L. Burke(1987)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特殊資訊(60%) 

 根據《癟四與大頭蛋》受歡迎程度，可以推測出青少年心中想望為何(10%) 

 孩子的天性為何？(5%) 

 以往美國動畫中青少年面對舊世代的壓迫做了哪些事？(10%) 

 而現今的美國動畫哪裡改變了？(15%) 

 動畫的角色設計有了哪些變革？(15%) 

 動畫中缺少對原生家庭的描述，對於觀賞者有什麼作用？(5%) 

主要概念(40%) 

 捨棄與上一代的衝突，主角們要對抗的是什麼？(20%) 

 不同於過去的情節設定，新世代的皮克斯動畫的特色風格為何？(20%) 

特殊資訊(70%) 

 電影裡不同的人類、動物及非生物角色有哪些？(10%) 

 請舉例皮克斯動畫中的哪些角色是具備文化和時代感的？(15%) 

 請舉出由於背景不同，也影響到了角色的設計的例子。(15%) 

 分析與比較<小美人魚>、<鯊魚黑幫>、<海底總動員>所呈現出來的樣貌

不同在哪？(15%) 

 為什麼<海底總動員>帶有「人類世界真實」的層面？(15%) 

主要概念(30%) 
 皮克斯對於怪獸動畫有意突破什麼？(10%)論文中舉出了哪三部？

(10%)劇情上是如何翻轉形象的？(10%) 

特殊資訊(50%) 

 年輕有為的角色們代表著什麼？(15%) 

 流行文化帶來了何種思潮？引導著什麼樣的觀點？(15%) 

 為什麼新舊不一定要陷入優劣之爭中？請根據文章舉例新與舊不

同的視角。(20%) 

主要概念(50%) 

 什麼樣的情感會讓人陷入窘境中？(15%) 

 根據文章舉例何為二元的差異及痛苦？(15%) 

 動畫變動的起源為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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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讀差異類型 

本研究依據謝依玲(2008)改編自 Y. Goodman and Burke(1972)《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之閱讀差異類型編碼分為省略(())、插入(︿)、修正(Ｃ)、重複念®、無此字($)、顛倒（～）

以及取代。 

表 6.閱讀差異類型編碼表 

省略(()) 

 

插入(︿) 
 

修正(Ｃ) 
 

重複念® 
 

無此字($) 
 

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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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 高品質取代： 

以別的字詞代替文中的字詞，卻不影

理解其句子意思。 

低品質取代： 

以別的字詞代替文中的字詞， 

無法傳達並影響理解句子意思。 

不能確定所讀何字 

 

(六) 三角校正法 

    林蕙瑛(2007)提到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是 Denzine 與 Lincoln(1994)書中經

常出現的一種研究方法，指的是研究過程中採用多種不同形式的方法、資料、觀察者與理

論，以查核與確定資料來源、資料蒐集策略、時間與理論架構等的效度。 

    三角校正法的使用，是利用各種不同方法研究同一現象，藉由蒐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

資料，減低研究者的偏見，是質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林蕙瑛，2007)。本次研究採取

的是「分析者的」三角校正，是指由不同分析(研究)者的角度審視研究發現。在蒐集資料

與撰寫的過程中，將請訪談對象閱讀研究者的詮釋觀點，並對內容作建議與修正(吳芝儀、

李奉儒譯，1995)。 

     此次研究結果由石川真理同學做三角校正，同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治學班的同

學，對於閱讀差異分析相關學識有一定了解，因此由她與研究者一同分析並討論本次研究

的結果是否符合客觀。而根據最後資料校正分析，本次研究符合閱讀差異分析之客觀結

果。 

 

 

四、 發現與討論 
    本章採取依序討論三個文本，並將研究結果分成三個方向討論其發現，分別是出聲閱讀表

現分析、閱讀理解分析以及閱讀差異類型分析。發現出聲閱讀表現方面，段落式文章優於完整

式完整；閱讀理解方面，是以「文章段落」為重述範圍，有助於快速理解文意；在閱讀差異類

型，則是發現以「取代」類型居多，且低品質取代高於高品質取代。 

 

(一) 重複閱讀能幫助出聲閱讀表現，且能提高朗讀正確性 

    發現在出聲閱讀表現分析中，〈存在主義式的角色〉的 YYN比例從第一次的閱讀 58％提升

至第三次閱讀的 70％，<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的 YYN比例可以從 75％提升至 100％，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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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的 YYN比例則能保持在 68％-79％。發現讀者確實能藉由重複閱

讀的方式達到出聲閱讀表現能力的進步。然而根據<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的此篇文章

的 YYN比例，看到讀者從第三次的段落式重複閱讀 79％，降至第四次的完整文章式重複閱讀

68％，因此得知讀者的段落式文章出聲閱讀表現比完整式文章出聲閱讀表現較為優秀。 

    以下為三篇文本的出聲閱讀表現分述： 

1. 〈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第一次閱讀 YYN比例(58%)小於第二次閱讀 YYN的比例(65%)，發現第二次閱讀的出聲閱讀

表現相較於第一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有明顯進步。而第三次閱讀 YYN 比例(70%)則高於第二

次閱讀 YYN的比例(65%)與第一次閱讀 YYN比例(58%)，發現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雖然與第二

次閱讀的出聲閱讀時間間隔拉長了 23天的時間，在出聲閱讀表現上仍是有進步。 

表 7-1. 出聲閱讀表現句子類型組合分析 

 總句數 YYN YYP YYY YN─ NN─ 漏讀 

第一次

閱讀 
43 句 

58% 21% 9% 12% 0% 0% 

25 句 9 句 4 句 5 句 0 句 0 句 

第二次

閱讀 
43 句 

65% 19% 7% 9% 0% 0% 

0 句 28 句 8 句 3 句 4 句 0 句 

第三次

閱讀 
43 句 

70% 

30 句 

14% 

6 句 

7% 

3 句 

9% 

4 句 

0% 

0 句 

0% 

0 句 

以下再分別從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中的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語意合理性

(semantic acceptability)和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分析： 

(1) 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 

此讀者語法合理性為 100%。因此，研究者發現到讀者已能掌握上下文結構以及句子的語

法結構。 

表 7-2.語法合理性之分析 

 Y N 

第一次閱讀 100% 0% 

第二次閱讀 100% 0% 

第三次閱讀 100% 0% 

註：Y 是語法合理，N 是語法不合理 

 

(2) 語意合理性(semantic acceptability) 

讀者在第二次閱讀的語意合理性之比例高於第一次閱讀的語意合理性之比例，發現讀者在

閱讀時已經能掌握住語意合理性，並有進步的現象。讀者第三次閱讀的語意合理性之比例

相等於第二次閱讀的語意合理性之比例，發現讀者對於語意的掌握能力雖沒有下降，卻也

沒有進一步的成長。 

 

表 7-3 語意合理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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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N 

第一次閱讀 88% 12% 

第二次閱讀 91% 9% 

第三次閱讀 91% 9% 

註：Y 是語意合理，N 是語意不合理 

 

(3) 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 

句子改變度是需要在語法合理性和語意合理性兼具之下，才可以繼續討論的。在意義無改

變之處(N)，第一次閱讀低於第二次閱讀；意義部份改變之處(P)，第一次閱讀則高於第二

次閱讀；意義完全改變之處(Y)，第一次閱讀高於第二次閱讀。第一次閱讀的出聲閱讀在句

子意義部份改變處與意義完全改變之處較多，因此發現第一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差於第

二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而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在意義無改變之處(N)比例高於第

二次出聲閱讀和第一次閱讀，意義部份改變之處(P)，第三次出聲閱讀比例則低於第二次出

聲閱讀和第一次閱讀，可以發現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優於第二次閱讀與第一次閱讀

的出聲閱讀表現。 

表 7-4 句子意義改變度之分析 

 Y N 
P 

第一次閱讀 10% 66% 24% 

第二次閱讀 8% 72% 20% 

第三次閱讀 8% 77% 
15% 

註：Y 是意義有改變，N 是意義無改變，P 是意義部分改變 

 

 

2. 〈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第一次閱讀 YYN比例(75%)小於第二次閱讀 YYN的比例(80%)，發現第二次閱讀的出聲閱讀

表現相較於第一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有明顯進步。而第三次閱讀 YYN 比例(91%)則高於第二

次閱讀 YYN的比例(80%)與第一次閱讀 YYN比例(75%)，發現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與第二次閱

讀的出聲閱讀時間間隔相距 4天，在出聲閱讀表現上已有 11%的大幅度進步。第四次閱讀 YYN

比例已達到 100%，發現第四次閱讀的出聲閱讀雖然與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時間間隔 21 天，

出聲閱讀表現卻是持續進步，並且表現良好。 

表 8-1 出聲閱讀表現句子類型組合分析 

 總句數 YYN YYP YYY YN─ NN─ 漏讀 

第一次

閱讀 
44 句 

75% 15% 5% 5% 0% 0% 

33 句 7 句 2 句 2 句 0 句 0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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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

閱讀 
44 句 

80% 18% 2% 0% 0% 0% 

0 句 35 句 8 句 1 句 0 句 0 句 

第三次

閱讀 
44 句 

91% 

40 句 

9% 

4 句 

0% 

0 句 

0% 

0 句 

0% 

0 句 

0% 

0 句 

第四次

閱讀 
44 句 

100% 0% 0% 0% 0% 0% 

44 句 0 句 0 句 0 句 0 句 0 句 

以下再分別從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中的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語意合理

性(semantic acceptability)和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分析： 

(1) 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 

此讀者語法合理性為 100%。因此，研究者發現到讀者已能掌握上下文結構以及句子的語

法結構。 

表 8-2 語法合理性之分析 

 Y N 

第一次閱讀 100% 0% 

第二次閱讀 100% 0% 

第三次閱讀 100% 0% 

第四次閱讀 100% 0% 

                                            註：Y 是語法合理，N 是語法不合理 

 

(2) 語意合理性(semantic acceptability) 

讀者於第一次閱讀的語意合理性之比例便已有 95%的掌握度，自第二次閱讀開始，語意合

理性之比例皆已達到 100%，發現讀者在閱讀時已經能掌握住語意合理性，並有進步的現

象。讀者於第二、三、四次閱讀的語意合理性之比例皆相同(100%)，發現讀者對於語意的

掌握能力有維持的能力。 

 

表 8-3 語意合理性之分析 

 Y N 

第一次閱讀 95% 5% 

第二次閱讀 100% 0% 

第三次閱讀 100% 0% 

第四次閱讀 100% 0% 

                                      註：Y 是語意合理，N 是語意不合理 

 

(3) 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 

句子改變度是需要在語法合理性和語意合理性兼具之下，才可以繼續討論的。在意義無改

變之處(N)與意義部份改變之處(P)，第一次閱讀皆低於於第二次閱讀；意義完全改變之處

(Y)，第一次閱讀高於第二次閱讀。第二次閱讀的出聲閱讀在句子意義無改變之處較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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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完全改變之處較少，因此發現第二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優於第一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

現。而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在意義無改變之處(N)比例高於第二次出聲閱讀和第一次

閱讀，意義部份改變之處(P)，第三次出聲閱讀比例則低於第二次出聲閱讀和第一次閱讀，

可以發現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優於第二次閱讀與第一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第四

次閱讀的意義無改變之處(N)高達 100%，可以發現第四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優於前三次

的出聲閱讀表現，進步幅度大。 

表 8-4 句子意義改變度之分析 

 Y N P 

第一次閱讀 5% 78% 17% 

第二次閱讀 2% 80% 18% 

第三次閱讀 0% 91% 9% 

第四次閱讀 0% 100% 0% 

註：Y 是意義有改變，N 是意義無改變，P 是意義部分改變 

 

 

3. 〈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 

    此次研究是根據《重複閱讀策略對提升輕度智能障礙兒童朗讀流暢度之成效》中的「重複

閱讀」方法做為測試，第一次閱讀方法為研究者範讀一句，讀者跟讀一句，出聲閱讀表現並不

符合讀者獨立閱讀之分析研究標準，因此不列入分析資料。 

 而第二次的閱讀方法為讀者朗讀全篇文章，過程中研究者提供錯字指正與詞語解釋，不進

行重述文章。因為研究者提供了立即錯字指正與詞語解釋，介入了讀者的獨立出聲閱讀表現，

不符合研究分析標準，因此第二次的出聲閱讀表現不列入分析資料。 

出聲閱讀表現分析 

    第三次閱讀 YYN比例(79%)高於第四次閱讀 YYN的比例(68%)，且第四次閱讀相較於第三次

閱讀多了一句漏讀(3%)，發現第三次閱讀(研究者段落範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優於第四次閱讀

(讀者獨立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 

表 9-1 出聲閱讀表現句子類型組合分析 

 總句數 YYN YYP YYY YN─ NN─ 漏讀 

第三次

閱讀 
38 句 

79% 21% 0% 0% 0% 0% 

0 句 30 句 8 句 0 句 0 句 0 句 

第四次

閱讀 
38 句 

68% 

26 句 

26% 

10 句 

3% 

1 句 

0% 

0 句 

0% 

0 句 

3% 

1 句 

以下再分別從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中的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語意合理

性(semantic acceptability)和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分析： 

(1) 語法合理性(syntactic acceptability) 

此讀者語法合理性為 100%。因此，研究者發現讀者已能掌握上下文結構以及句子的語法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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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語法合理性之分析 

 Y N 

第三次閱讀 100% 0% 

第四次閱讀 100% 0% 

                                            註：Y 是語法合理，N 是語法不合理 

(2) 語意合理性(semantic acceptability) 

讀者在第三次與第四次的閱讀語意合理性之比例皆已達到 100%，發現讀者在閱讀時已經

能掌握住語意合理性，並且能夠保持對於語意的掌握能力。 

表 9-3 語意合理性之分析 

 Y N 

第三次閱讀 100% 0% 

第四次閱讀 100% 0% 

                                      註：Y 是語意合理，N 是語意不合理 

(3) 句子意義改變度(meaning change) 

句子改變度是需要在語法合理性和語意合理性兼具之下，才可以繼續討論的。在意義無改

變之處(N)，第三次閱讀高於第四次閱讀；意義部份改變之處(P)與意義完全改變之處(Y)，

第三次閱讀則低於第四次閱讀。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在句子意義部份改變處與意義完全

改變之處較少，因此發現第三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優於第四次閱讀的出聲閱讀表現。 

表 9-4 句子意義改變度之分析 

 Y N P 

第三次閱讀 0% 79% 21% 

第四次閱讀 3% 70% 27% 

註：Y 是意義有改變，N 是意義無改變，P 是意義部分改變 

 

(二) 重複閱讀有助於理解文意 

    發現即使是不同的文本，讀者皆能夠運用重複閱讀的方式提升閱讀理解的能力。閱讀理解

分析中，〈存在主義式的角色〉從第一次閱讀的 0分升至第三次閱讀的 78分；而<皮克斯角色

形象的類型>中從第一次閱讀的 63分到第四次閱讀的 100分；在<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

話>則是從第三次閱讀(段落範讀)的 29分提升至第四次閱讀(獨立閱讀)的 82分，因此重複閱

讀能幫助閱讀理解。 

    以下為三篇文本閱讀理解分析分述： 

1. 〈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研究者從讀者的閱讀重述中是否有提及預設問題作為得分依據，並根據閱讀理解評分表中

的得分來判定讀者的閱讀理解。 

(1) 第一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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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在第一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0 分。發現讀者無法在閱讀完文章之後立即吸收訊息並重

述。 

表 10-1 閱讀理解得分表 

 

(2) 第二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在第二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28 分，發現雖然在研究者的協助重述下相較於第一次有理解

上的進步，但仍是不足以表達完整的文章大意。 

表 10-2 閱讀理解得分表 

 

(3) 第三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在第三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78 分，發現讀者在研究者以一段文章為範圍，提問問題

協助重述下，能夠從文章中找出段落大意。 

表 10-3 閱讀理解得分表 

 

第一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

(60%) 

 根據《癟四與大頭蛋》受歡迎程度，可以推測出青少年心中想

望為何？(10%) 

 孩子的天性為何？(5%) 

 以往美國動畫中青少年面對舊世代的壓迫做了哪些事？(10%) 

 而現今的美國動畫哪裡改變了？(15%) 

 動畫的角色設計有了哪些變革？(15%) 

 動畫中缺少對原生家庭的描述，對於觀賞者有什麼作用？(5%) 

0% 

 

0% 

0% 

0% 

0% 

0% 

主要概念

(40%) 

 捨棄與上一代的衝突，主角們要對抗的是什麼？(20%) 

 不同於過去的情節設定，新世代的皮克斯動畫的特色風格為

何？(20%) 

0% 

0% 

第二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

(60%) 

 根據《癟四與大頭蛋》受歡迎程度，可以推測出青少年心中想

望為何？(10%) 

 孩子的天性為何？(5%) 

 以往美國動畫中青少年面對舊世代的壓迫做了哪些事？(10%) 

 而現今的美國動畫哪裡改變了？(15%) 

 動畫的角色設計有了哪些變革？(15%) 

 動畫中缺少對原生家庭的描述，對於觀賞者有什麼作用？(5%) 

0% 

 

0% 

5% 

9% 

12% 

0% 

主要概念

(40%) 

 捨棄與上一代的衝突，主角們要對抗的是什麼？(20%) 

 不同於過去的情節設定，新世代的皮克斯動畫的特色風格為

何？(2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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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閱讀理解分析 

    研究者從讀者的閱讀重述中是否有提及預設問題作為得分依據，並根據閱讀理解評分表中

的得分來判定讀者的閱讀理解。 

(1) 第一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在第一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63 分。讀者在閱讀完文章之後，以一個段落為範圍進行

重述；研究者從旁提問，協助重述幫助文意理解。發現將欲處理及吸收的訊息量縮小， 

並有人在一旁進行文章引導，讀者對於閱讀理解能夠有不錯的表現。 

表 11-1 閱讀理解得分表 

 

(2) 第二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第三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

(60%) 

 根據《癟四與大頭蛋》受歡迎程度，可以推測出青少年心中想

望為何？(10%) 

 孩子的天性為何？(5%) 

 以往美國動畫中青少年面對舊世代的壓迫做了哪些事？(10%) 

 而現今的美國動畫哪裡改變了？(15%) 

 動畫的角色設計有了哪些變革？(15%) 

 動畫中缺少對原生家庭的描述，對於觀賞者有什麼作用？(5%) 

5% 

 

4% 

3% 

9% 

12% 

5% 

主要概念

(40%) 

 捨棄與上一代的衝突，主角們要對抗的是什麼？(20%) 

 不同於過去的情節設定，新世代的皮克斯動畫的特色風格為

何？(20%) 

20% 

20% 

第一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70%) 

 電影裡不同的人類、動物及非生物角色有哪些？(10%) 

 請舉例皮克斯動畫中的哪些角色是具備文化和時代感的？

(15%) 

 請舉出由於背景不同，也影響到了角色的設計的例子。(15%) 

 分析與比較<小美人魚>、<鯊魚黑幫>、<海底總動員>所呈現出

來的樣貌不同在哪？(15%) 

 為什麼<海底總動員>帶有「人類世界真實」的層面？(15%) 

10% 

13% 

 

5% 

6% 

 

9% 

主要概念(30%) 
 皮克斯對於怪獸動畫有意突破什麼？論文中舉出了哪三部？劇

情上是如何翻轉形象的？(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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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在第二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94 分，發現第二次閱讀雖然僅與第一次閱讀時間相距 20

分鐘，然而在以一個段落為重述範圍以及研究者的協助重述下，相較於第一次閱讀在理解上有

相當多的進步。發現短時間內的重複閱讀對於文章的閱讀理解是有用的方式。 

表 11-2 閱讀理解得分表 

 

(3) 第三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在第三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93 分，第三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時間相距 3 天，不同

之處在於第三次閱讀研究者不像第二次閱讀時以許多問題引導重述。發現讀者在以一個段

落為重述範圍重述下，相較於第二次閱讀在理解上僅有一分之差，並且已對自己對於文章

的大意重述有語氣上的把握。發現重複閱讀對於文章的閱讀理解是有用的方式。 

表 11-3 閱讀理解得分表 

 

(4) 第四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在第四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100 分，第四次閱讀與第三次閱讀時間相距 21 天，發現

第二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70%) 

 電影裡不同的人類、動物及非生物角色有哪些？(10%) 

 請舉例皮克斯動畫中的哪些角色是具備文化和時代感的？

(15%) 

 請舉出由於背景不同，也影響到了角色的設計的例子。(15%) 

 分析與比較<小美人魚>、<鯊魚黑幫>、<海底總動員>所呈現出

來的樣貌不同在哪？(15%) 

 為什麼<海底總動員>帶有「人類世界真實」的層面？(15%) 

10% 

15% 

 

15% 

11% 

 

15% 

主要概念(30%) 
 皮克斯對於怪獸動畫有意突破什麼？論文中舉出了哪三部？劇

情上是如何翻轉形象的？(30%) 

28% 

 

第三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70%) 

 電影裡不同的人類、動物及非生物角色有哪些？(10%) 

 請舉例皮克斯動畫中的哪些角色是具備文化和時代感的？

(15%) 

 請舉出由於背景不同，也影響到了角色的設計的例子。(15%) 

 分析與比較<小美人魚>、<鯊魚黑幫>、<海底總動員>所呈現出

來的樣貌不同在哪？(15%) 

 為什麼<海底總動員>帶有「人類世界真實」的層面？(15%) 

10% 

15% 

 

15% 

13% 

 

15% 

主要概念(30%) 
 皮克斯對於怪獸動畫有意突破什麼？論文中舉出了哪三部？

劇情上是如何翻轉形象的？(3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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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在以一個段落為重述範圍，且沒有研究者從旁提問協助的重述下，可以掌握核心概念，重

述語氣上也有絕對的把握。 

表 11-4 閱讀理解得分表 

 

3. 〈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 

    此次研究是根據《重複閱讀策略對提升輕度智能障礙兒童朗讀流暢度之成效》中的「重複

閱讀」方法做為測試，第一次閱讀方法為研究者範讀一句，讀者跟讀一句，閱讀理解並不符合

讀者獨立閱讀之分析研究標準，因此不列入分析資料。 

    而第二次的閱讀方法為讀者朗讀全篇文章，過程中研究者提供錯字指正與詞語解釋，不進

行重述文章。因為研究者提供了立即錯字指正與詞語解釋，不符合研究分析標準，因此第二次

的閱讀理解不列入分析資料。 

閱讀理解分析 

    研究者從讀者的閱讀重述中是否有提及預設問題作為得分依據，並根據閱讀理解評分表中

的得分來判定讀者的閱讀理解。 

(1) 第三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在第三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29 分，第三次閱讀(段落範讀)與第二次閱讀時間相距 25

分鐘，相較於前二次地閱讀僅將重點放在發音的正確性上，雖然是第三次的閱讀卻是第一

次的文章重述。研究者發現讀者雖然是在以一個段落為重述範圍的情況下進行重述，第三

次閱讀卻是讀者第一次思考文章大意，因此對於文章的閱讀理解有待加強。 

表 12-1 閱讀理解得分表 

第四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70%) 

 電影裡不同的人類、動物及非生物角色有哪些？(10%) 

 請舉例皮克斯動畫中的哪些角色是具備文化和時代感的？

(15%) 

 請舉出由於背景不同，也影響到了角色的設計的例子。(15%) 

 分析與比較<小美人魚>、<鯊魚黑幫>、<海底總動員>所呈現出

來的樣貌不同在哪？(15%) 

 為什麼<海底總動員>帶有「人類世界真實」的層面？(15%) 

10% 

15% 

 

15% 

15% 

 

15% 

主要概念(30%) 
 皮克斯對於怪獸動畫有意突破什麼？論文中舉出了哪三部？

劇情上是如何翻轉形象的？(30%) 

30% 

 

第三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

(50%) 

 年輕有為的角色們代表著什麼？(15%) 

 流行文化帶來了何種思潮？引導著什麼樣的觀點？(15%) 

 為什麼新舊不一定要陷入優劣之爭中？請根據文章舉例新

與舊不同的視角。(20%) 

0% 

7% 

2% 

 

主要概念

(50%) 

 什麼樣的情感會讓人陷入窘境中？(15%) 

 根據文章舉例何為二元的差異及痛苦？(15%) 

 動畫變動的起源為何？(20%) 

0%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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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四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在第四次的閱讀理解得分為 82 分。第四次閱讀(讀者獨立閱讀)與第三次閱讀(段落範

讀)時間相距 1 個小時，相較於第三次的閱讀理解(29 分)，第四次閱讀進步大幅度提升。研

究者發現讀者在經過一次的文章大意重述後，較能順利自文章中找尋段落大意，對於下一

次的閱讀理解表現會有進步的現象。發現重複閱讀方式對於讀者來說是有效的閱讀方式。 

表 12-2 閱讀理解得分表 

 

 

(三)每次重複閱讀低品質「取代」皆多於高品質「取代」，但不影響對於文章的理解 

    發現三篇文章每一次的閱讀皆以「取代」的類型比例最高，其中低品質取代高於高品質取

代(參閱表 6)，因此研究者可以從閱讀差異的「取代」類型中，看出讀者閱讀文章的思考過程。 

    除了<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中第三次的閱讀是因為研究者採取“段落範讀”的

測試方式，而使得高品質取代(54％)高於低品質取代(46％)，研究者也發現其他每一篇文章的

每一次閱讀，低品質取代皆有 57％以上的數值，甚至有高如 96％的數值。 

 

表 13-1.取代類型與理解得分對照表 

<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第一次閱讀 
低品質 

88% 

高品質 

12% 

閱讀理解得分 

0 分 

第二次閱讀 
低品質 

96% 

高品質 

4% 

閱讀理解得分 

28 分 

第三次閱讀 
低品質 

87% 

高品質 

13% 

閱讀理解得分 

78 分 

 

表 13-2.取代類型與理解得分對照表 

〈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第一次閱讀 低品質 

92% 

高品質 

8% 

閱讀理解得分 

63 分 

第二次閱讀 低品質 高品質 閱讀理解得分 

第四次閱讀理解評分表 讀者得分 

特殊資訊

(50%) 

 年輕有為的角色們代表著什麼？(15%) 

 流行文化帶來了何種思潮？引導著什麼樣的觀點？(15%) 

 為什麼新舊不一定要陷入優劣之爭中？請根據文章舉例新

與舊不同的視角。(20%) 

10% 

9% 

15% 

 

主要概念

(50%) 

 什麼樣的情感會讓人陷入窘境中？(15%) 

 根據文章舉例何為二元的差異及痛苦？(15%) 

 動畫變動的起源為何？(20%) 

13%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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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7% 94 分 

第三次閱讀 低品質 

62% 

高品質 

38% 

閱讀理解得分 

93 分 

第四次閱讀 低品質 

60% 

高品質 

40% 

閱讀理解得分 

100 分 

 

表 13-3.取代類型與理解得分對照表 

〈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 

第二次閱讀 

(研究者字詞指導糾

正，無文章重述) 

低品質 

57% 

高品質 

43% 
無 

第三次閱讀 

(研究者段落範讀，讀者

跟讀並重述) 

低品質 

46% 

高品質 

54% 

閱讀理解得分 

29 分 

第四次閱讀 

(讀者獨立閱讀並重述) 

低品質 

62% 

高品質 

38% 

閱讀理解得分 

82 分 

 

以下為三篇文本閱讀差異類型分析分述： 

1. 〈存在主義式的角色〉 

   發現在三次的閱讀差異類型中，皆以「取代」的比例最高。其中低品質取代高於高品質取

代，因此以下將以「取代」類型作為舉例詳細說明。 

表 14.閱讀差異類型組合 

    第一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的閱讀差異類型趨勢相似，以「取代」和「修正」比例居多，並

且沒有「顛倒」類型出現。不同之處在於閱讀差異總數、「重複念」以及「省略」兩種類型比

例下降，第二次閱讀也沒有出現「無此字」此類型，代表出聲閱讀表現有一定的進步，而在第

二次閱讀中出現了「插入」此閱讀差異類型，也可以發現讀者對於文章有預測的能力。 

    第二次閱讀與第三次閱讀雖然「取代」類型比例相同，但是實際數據則是第三次閱讀高於

第二次閱讀；且相較於第二次閱讀，第三次閱讀則多了「無此字」類型，表示讀者對於文章的

朗讀正確度下降；「重複念」的比例也高於第二次閱讀，說明讀者對於文章的熟悉度不足。 

 

  省略 插入 修正 重複念 無此字 取代 顛倒 

第一次閱

讀 

閱讀差異=101 6 0 13 13 1 68 0 

6% 0% 13% 13% 1% 67% 0% 

第二次閱

讀 

閱讀差異=72 3 

4% 

1 

2% 

7 

10% 

6 

8% 

0 

0% 

55 

76% 

0 

0% 

第三次閱

讀 

   閱讀差異=93 4 

5% 

1 

1% 

5 

5% 

11 

12% 

1 

1% 

71 

7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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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 

    發現在四次的閱讀差異類型中，皆以「取代」的比例最高。其中低品質取代高於高品質取

代，因此以下將以「取代」類型作為舉例詳細說明。 

表 15.閱讀差異類型組合 

    第一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的閱讀差異類型趨勢相似，以「取代」和「省略」比例居多，並

且沒有「無此字」、「顛倒」類型出現。兩次閱讀皆有「插入」類型出現，不同之處在於閱讀差

異總數、「重複念」以及「修正」兩種類型比例下降，尤以「重複念」的比例更是下降為 0%，

代表文章朗讀的正確度有一定的進步。 

    第三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雖然同樣以「取代」類型比例居多，但是第三次閱讀的「取代」

比例下降至 56%，表示讀者的朗讀正確度提高；「重複念」與「修正」兩種類型比例反而增高，

相較於第二次閱讀也多了「無此字」類型，表示讀者對於文章的朗讀流暢度下降，熟悉度掌握

不足。 

  第四次閱讀相較第三次閱讀，取代比例下降至 45%，但是多了「插入」與「顛倒」兩種類型。 

 

3. 〈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對話〉 

    發現在三次的閱讀差異類型中，皆以「取代」的比例最高。除了第三次閱讀因為有研究者

事先段落式範讀，因此高品質取代高於低品質取代之外，其他兩次閱讀皆是低品質取代高於高

品質取代，因此以下將以「取代」類型作為舉例詳細說明。 

表 16.閱讀差異類型組合 

    第二次閱讀為「讀者朗讀全篇文章，過程中研究者提供錯字指正與詞語解釋」，其閱讀差

  省略 插入 修正 重複念 無此字 取代 顛倒 

第一次閱

讀 

閱讀差異=88 26 1 7 4 0 50 0 

30% 1% 8% 4% 0% 57% 0% 

第二次閱

讀 

閱讀差異=69 16 

23% 

1 

1% 

4 

6% 

0 

0% 

0 

0% 

48 

70% 

0 

0% 

第三次閱

讀 

閱讀差異=43 2 

5% 

0 

0% 

10 

23% 

5 

11% 

2 

5% 

24 

56% 

0 

0% 

第四次閱

讀 

閱讀差異=44 4 1 8 8 2 20 1 

9% 3% 18% 18% 4% 45% 3% 

  省略 插入 修正 重複念 無此字 取代 顛倒 

第二次

閱讀 

閱讀差異=93 10 

11% 

1 

1% 

6 

6% 

2 

2% 

0 

0% 

74 

80% 

0 

0% 

第三次

閱讀 

閱讀差異=65 1 

2% 

0 

0% 

16 

24% 

10 

15% 

1 

2% 

37 

57% 

0 

0% 

第四次

閱讀 

閱讀差異=76 29 0 14 1 3 29 0 

38% 0% 19% 1% 4% 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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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類型以「取代」和「省略」比例居多，並且沒有「無此字」、「顛倒」類型出現。第二次閱讀

的「省略」類型是讀者表示不會的字詞，研究者雖然立即給予答案，但是是在讀者獨立完成朗

讀之後才給予指導，因此仍將其列入資料分析。 

    第三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同樣以「取代」類型比例居多，但是第三次閱讀的「取代」比例

下降至 57%，表示讀者的朗讀正確度提高；「重複念」(15%)與「修正」(24%)兩種類型比例雖

然相較於第二次閱讀反而增高，但可以表示讀者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第四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的閱讀差異類型趨勢相似，以「取代」和「省略」兩種類型比例

居多。第四次閱讀取代比例(38%)與第三次閱讀取代比例 57%)相差 19%，表示讀者朗讀文章正

確度持續提高，而第四次省略比例提高則是因為文章漏讀了一句。 

 

   由上述三個資料分析，研究者發現在第二篇文章所使用的閱讀策略成效最為出色。出聲閱

讀表現 YYN 比例穩定地從 75%升至 100%，閱讀理解方面也能從第一次的閱讀 63 分回答至第

四次的 100 分。在閱讀差異的取代類型中，能看見低品質取代逐步地下降，而高品質取代則是

穩定地上升，因此可以推斷第二篇的閱讀方式適合讀者所運用。 

 

 

五、 結論與建議 
    研究的最後，研究者試著將整個研究做統一性的整理說明，針對本研究的目的來做討

論，瞭解重複閱讀這樣的學習方式對於日籍學生的華語學習的成效。並以研究者與教學者

的角度，提出建議。 

(一) 結論 

    從研究的結果發現，運用不同的重複閱讀方式進行文章閱讀理解的教學，確實能夠協助日

籍學生進行閱讀策略的學習。結果發現讀者在重複閱讀的一系列測驗中，在朗讀正確性方面，

藉由每次閱讀時取代比例的逐漸下降可以看出其進步的表現；對於文章理解，也可以從分數上

的大幅度提升看出進步結果。讀者不僅從中習得了自己適用的新的閱讀策略，研究者也可以發

現讀者的閱讀表現上的變化。以下就結論逐項說明： 

1. 重複出聲閱讀可以幫助讀者提升朗讀的正確性。 

    從三篇文章的出聲閱讀表現中，可以知道個案在每次的閱讀中，在語法上沒有出現任何的

錯誤，因此能夠推斷讀者已有對於句子結構的認識，才能在閱讀時將語法合理性達到 100%；

而語意方面，也能在每次的閱讀中看見 Y比例的上升，能夠推斷讀者在重複閱讀中，逐漸瞭解

語句意義的掌握；而句子意義改變部分除了第三篇〈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因為未

給予讀者個人閱讀時間練習閱讀文章，而導致 N比例下降之外，其餘的閱讀皆為上升結果，可

以代表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說出許多正確字音。因此根據出聲閱讀研究結果發現，重複閱

讀的形式有助於提升讀者朗讀文章的正確性。 

2. 閱讀差異類型的低品質取代會影響句子部分意義，並不影響閱讀理解。  

  Goodman說準確不代表觀念完全了解；不準確也不代表完全不了解(洪月女譯)。除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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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的第二次閱讀(57%)與第三次閱讀 (46%)因為有研究

者即時糾正指導與範讀，所以低品質取代低於 60%，其餘兩篇文章的每次閱讀的低品質取

代皆為 60%以上。雖然低品質取代比例高於高品質取代，但是不影響讀者理解文章意思的

能力─主要因為重複閱讀，讀者逐漸熟悉文章並能記住文意，所以閱讀理解的能力有所進

步。因此可以推斷出讀者在閱讀文章的時候，能夠運用自己已有的知識與文本互動並猜測

文章所欲傳達的訊息。 

 

(二) 研究限制 

外籍生重複閱讀的閱讀差異中文文獻稀少，缺乏可以比較與討論的模範為本研究最大之 

限制。研究者在蒐集文獻時，發現重複閱讀策略多是應用於觀察輕度智能障礙者以及國小一年

級生的閱讀差異，對於運用在觀察二語學習者的參考文獻幾乎沒有。因此本研究所進行之模式，

部分參考應用於輕度智能障礙者的測試系統，並結合其他運用 RMA模式分析閱讀差異之文獻進

行資料整理。不過因為缺乏一個教學模範，在教學步驟以及成效上並非皆為理想形式，數據分

析以及判斷並不能當作一個準確的參考依據。 

 

(三) 建議 

1. 資料蒐集時，每一次的閱讀都需要時間間隔，讓讀者擁有個人的複習時間 

   〈存在主義式的角色〉以及<皮克斯角色形象的類型>這兩篇文章的研究設計中，除了第一

次閱讀與第二次閱讀僅間隔了 20-30分鐘，往後的閱讀皆給予讀者幾天的個人時間可以運用，

不論是文章複習或是尋找適合自己的閱讀策略，而在往後的每次閱讀皆有穩定性的進步表現。   

    然而在<變遷的緣起-新舊的交替與對話>此篇中，僅在研究者段落文章範讀以及字詞的解

釋與糾正的一小時之後，便馬上進行讀者的獨立完整文章閱讀並重述，發現讀者雖然對於文章

的理解有大幅度的進步(29 分至 82分)，但是在出聲閱讀表現卻從 79％降至 68％，閱讀時甚

至漏讀了一個完整的句子，由此研究者可以發現雖然立即的指導有助於讀者理解文章，但是對

於讀者的精神與體力都是一大消耗，訊息吸收能力便略顯下降。於是發現讓讀者擁有個人的讀

書空間，有助於讀者重新整理與消化所學習的一切，可以得知閱讀的時間間隔確實有存在的必

要性。 

2.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讀者的互動很重要性 

    在做閱讀差異分析時，與讀者的互動相當重要，是否能與讀者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將影

響研究的進行。因為在研究中，需要讀者和研究者分享閱讀中的想法，同時也願意接納研究者

的思考模式或給予的回饋，這樣才能在彼此的互動中得知研究方向或研究方法是否正確。因此，

研究者須對讀者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掌握過程中讀者所表現的狀況。 

3. 教學者可視學生之個別能力以及朗讀程度做彈性調整 

    研究者觀察到讀者進行文本的重複閱讀時，能夠憑著自己的能力達到閱讀表現的進步，因

此發現讀者擁有自學能力。建議教學者可以依照學習者的個別能力及朗讀表現，對於朗讀的次

數以及方式做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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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文文獻少，建議累積相關研究 

    國內對於重複閱讀的研究多運用於輕微智障生或是國小學生，用重複閱讀進行閱讀差異分

析的研究文獻少之又少，雖然多參考國外的文獻是個很好的辦法，然而中文與英文仍是不同語

言，而且將資料中文化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更多人參與建構。 

 

    透過這次以重複閱讀為策略的閱讀差異研究，研究者發現若是將重複閱讀運用在對二語學

習者的教學上，可以帶給教學者在每一次的教學中，都有不同的教學發現以及針對發現產生新

想法。重複閱讀提供學生多次的練習，不僅能發現學生的口說能力有逐漸進步的現象，還可以

知道學生在每一次的重複閱讀中，對每個句子、甚至文章都有不同的閱讀理解，表示學生在朗

讀的過程中，同時也在思考文章欲傳達之訊息。因此學生所給予的每一個訊息都是很重要的關

鍵，教學者必須與學生一同討論，並瞭解其想法來源。 

    教學者除了傳達知識、給予學生練習機會之外，也必須給予學生個人的閱讀時間與空間。

教學者可以跟學生分享或是約定一些閱讀策略，幫助學生培養閱讀習慣以及尋找適合個人的閱

讀方式，在非上課期間，學生便可以運用自己的時間增強自己朗讀正確以及理解文章的能力。 

    雖然這些方法在臺灣似乎難以確實地全面實行，畢竟臺灣教學仍是以成績為重，多科目的

教學進度無法讓老師以及學生有多餘的時間可以測試、討論與尋找自身閱讀差異。但是教學者

仍是可以多加留心學生不論是閱讀上，或者是功課上所出現的任何閱讀差異，以好奇的角度觀

察這些錯誤，學生便會回饋給教學者他們的思考過程，有助於教學者提供更為準確、適當的課

程與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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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閱讀態度問卷 

附錄二、中日文閱讀比較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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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整理自 Yetta M. Goodman , Dorothy J ,Watson & Carolyn L , Burke (1987) 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閱讀態度問卷   

問題 讀者回應 

1.當你在閱讀中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第一步會先猜，從自己讀得懂地方去猜看不懂的，然

後再去查不懂的單字。若是再不懂，則會去問朋友或

同學。 

2.你認識的人當中，誰是一個好

的讀者？ 

可以解釋內容的人都是好讀者。像是我的同學們。 

3.你覺得是什麼讓她成為好讀

者？ 

因為能解釋內容給別人聽，所以這讓他成為一個好讀

者。 

4.你覺得他/她在閱讀中曾遇到困

難嗎？ 

有的，曾經遇到過困難。像是遇到多義字/詞、俚語

或是網路用語的時候，可能不會寫也認不得。 

5.是的，那你覺得她會怎麼辦？

不會，那猜猜看如果他遇到困難

會怎麼辦？ 

覺得他會想了一下之後就去問朋友，或是去網路上

查。 

6.你知道有人在閱讀上有困難，

你會怎麼幫他？ 

先問他讀懂到哪裡，並根據情況給予提示。 

7.你覺得老師應該要怎麼去幫忙

他？ 

老師可以單字一個一個的講解，讓學了解單字意思之

後再重新閱讀，讓他可以文意連接。 

8.你怎麼學會閱讀的？你的老師

或其他人是怎麼幫你的？ 

先聽發音，因為有些中文的字會跟發音和日文的很

像，可以做記憶連結。或是一開始有些字會聽會說，

但是不認得，之後遇到的時候就會學起來。/ 

同學會直接告訴我不懂的地方，而老師會先讓我們猜

漢字的意思與發音，最後才會講解答案。 

9.你覺得怎麼樣才能成為更好的

讀者？ 

多認識字，不要有很多的字都看不懂。還有多看文章。 

10.你覺得自己是個好讀者嗎？

為什麼？ 

在閱讀日文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個好讀者，但是在閱讀

中文時卻不是。因為自己腦袋裡知道對方在說什麼，

但是卻無法用自己的話說出來或是寫下來。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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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中、日文閱讀比較 

問題 中文閱讀 日文閱讀 

1.閱讀的定義 讀任何文章，都可以讀懂並解釋給別人聽，以及能夠在生活上應

用。 

2.每天花多少時間閱讀 至少 1 小時 除了看課本或是回訊息之外，

都是用日文閱讀 

3.平常閱讀的環境 安靜的地方。例如在圖書館由

學姊陪讀，或者在宿舍自己看

書。 

進行日文閱讀，任何環境都可

以，只要不過於吵雜。 

4.喜歡閱讀的刊物 1.雜誌 

2.課本(因為有明確的方向性，

有助於抓住重點) 

只要是日文的都喜歡。 

5.喜歡閱讀的文章類型 知識類 什麼樣的文章類型都喜歡。(要

看當時的心情) 

6.喜歡閱讀的題材 沒有特別喜歡的，可是不喜歡

翻譯本。 

都看，特別喜歡歷史(知識類、

小說) 

7.個人的閱讀習慣 休息的時候才會閱讀。 

8.閱讀理解策略 1.課本：會先把想看的地方看

完，再利用重讀的方式讓自己

閱讀完一段或一篇文章。對於

不會的地方會先猜，再查詢。 

2.課外書：相同方式，不會因為

題材輕鬆而有不同的方式。 

查字典。 

9.生活中較常接觸到的材料 1.課本 

2.旅遊雜誌 

1.歷史和心理學的知識類文本 

2.小說 

10.母語(日語)對於學習華語上

的影響 

可以從中、日文相同的漢字去猜測字彙的意思，幫助自己理解文

章內容。 

11.閱讀華語文的過程中，日語

影響華語的情形 

雖然不會因為中日文語法不同而在閱讀上有理解困難，但會因為

字義而影響閱讀。因為有時中日相同的漢字，日文的可能意思只

有一個，但是中文卻有許多意思，會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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