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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國小五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以3（故事情緒面向：正向vs.中性vs.負

向）×2（呈現方式：影音光碟vs.文字故事）×2（性別：男生vs.女生）之實驗設

計探討故事情緒面向、呈現方式及性別在理解上之影響，重要結果說明如下： 

1.不同故事情緒影響學童的字面理解分數。接受正向情緒故事的學童在字面理

解層次的問題上，表現得較接受負向及中性情緒故事的學童來得好。 

2.不同故事情緒影響學童的判斷理解分數。接受正向情緒故事的學童在判斷理

解層次的問題上，表現得較接受負向及中性情緒故事的學童來得差。 

研究結果在故事情緒面向上所發現的結果雖然並不一致，但能肯定的是正向

情緒對於學童在理解閱讀材料詞句字面上的意義有積極性的影響；且負向情緒的故

事有助於學童正確判斷故事人物的態度或感受。此結果也提醒教師在教學時，應盡

量提供學生具有豐富情緒刺激的教材，將會使學生在理解上有較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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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a 3 (positive vs. neutral vs. negative) × 2 (VCD story vs. written 
story) ×2 (male vs. female) experimental design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input and emotion on fifth grader’s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Six classes of fifth 
graders were selected from two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an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explored whether the 
participants correctly recall the information for VCD story and written story of different 
emotional orientation (positive, neutral, and negativ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six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by class.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participants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with a one-way ANOVA and a three-way MANOV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one-way ANOVA,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Chinese language 
exam among the six classes: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reading ability among these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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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es is equa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ree-way MANOVA,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input, emotion and gender was found. With regard to the 
comprehension test, the main effect of inform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on the percent 
correct of the whole comprehension test. However, the main effect of emotion was 
significant on the percent correct of literal and critical comprehension; moreover, 
students receiving the positive emotional information had a better performance on the 
percent correct of literal comprehension, but students receiving the neutral and negative 
emotional information had a better performance on the percent correct of critical 
comprehen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choose teaching material with 
more emotional stimulu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memory and comprehension. 

Keywords: reading comprehension, emotion, information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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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現今的學

童時常接觸各式各樣的媒體，研究發現

學童在課餘休閒時間最喜歡的活動中，

看 電 視 佔 了 七 成 之 多 （ 林 文 寶 ，

2000），此外，學童的閱讀文化也深受

電視媒體及流行文化的影響（張湘君、

李寶琳，2000）。由於媒體的使用已深

植學童的日常生活，不難想像學童在思

考方式、價值觀、審美觀等方面上，深

刻地受到媒體的影響，因此，瞭解使用

哪種媒體可以促使學童產生最大的學習

效果是重要的。為了使教學生動活潑，

也為了順應多媒體時代的來臨，許多教

師在教學時會使用電腦、影音光碟、錄

音帶或圖片等媒體來進行教學活動，然

而，不同的教學材料需搭配不同的教學

媒體，方能產生最大的效益，因此，已

有許多研究探討不同媒體呈現訊息所帶

來的影響（陳茹玲，2004；陳海泓，

2003，2004a，2004b；陳淑如，1995；

陳淑琦，1984）。 

一、故事呈現方式與故事理

解 

就小學階段而言，故事教學為經

常使用的教學方法之一，除了故事較能

引起學生的興趣之外，也能將故事本身

所蘊含的意義、價值觀、道德判斷、意

義規範及重要的生活常識等，透過故事

中 的 主 角 傳 達 給 學 童 （ 陳 淑 琦 ，

1984）；除此之外，故事教學不但能夠

搭配各種教學媒體的使用，還能運用至

各種教學方法之中，使故事成為教學中

一項重要的教學材料。 

目前國內以不同媒體呈現故事的

相關研究，可以分成聽覺（錄音帶）與

視覺（文字故事、圖文故事、無字圖像

故事、錄影帶、電子書）兩方面（陳茹

玲 ， 2004 ； 陳 海 泓 ， 2003 ， 2004a ，

2004b ； 陳 淑 如 ， 1995 ； 陳 淑 琦 ，

1984）。在陳淑琦的研究中，使用錄音

帶作為聽覺的工具，在視覺上則是使用

圖片及錄影帶，結果顯示圖片組的故事

理解優於錄音帶及錄影帶組的故事理

解。陳海泓針對聽覺（聽錄影帶）與視

覺（看錄影帶）的研究，發現國小二年

級學童的故事記憶受到故事媒體（聽故

事與看錄影帶）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亦

即國小二年級學童看錄影帶時，能正確

記住的故事內容會多於只聽錄影帶故事

所記住的內容，以上研究均顯示出不同

故事呈現方式會對學童的故事理解造成

影響。 

除了比較聽覺、視覺等不同訊息

呈現方式對於故事理解的影響之外，也

有探討僅使用視覺媒體呈現訊息對於故

事理解或推論造成影響的研究，例如：

陳海泓（2003）的研究比較圖畫書和錄

影帶對於故事理解和視覺素養的影響，

結果顯示看錄影帶的學童在敘述故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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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內容與字數量上顯著優於看圖畫書

的兒童，且兒童能清楚辨認此兩種視覺

化媒體間的異同處。另外，在陳海泓

（2004a）的研究中，更進一步發現學

童能依據所看的無字圖畫書和錄影帶的

視覺資訊來進行故事推論，在推論故事

人物行為的動機、動作的原因、故事經

過的時間、故事的地點，以及喜愛的場

景上均達顯著差異。此外，也有針對電

子書、文字書與圖畫書之間的比較（林

宛霖，2002；祝佩貞，2004；陳慧卿，

2003）。雖然在教學活動上會使用媒體

的輔助，但紙本讀物仍是國小學童主要

的學習方式，故對於純文字、影音光碟

這兩種不同的故事呈現方式，是否會在

國小學童的理解上產生不同的影響，為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 

二、情緒與故事理解 

本研究除了想瞭解不同故事呈現

方式對於學童在故事理解上的影響之

外，尚進一步想探討不同情緒面向的故

事，對於學童在故事理解上有何差異。 

研究指出，即使是幼兒也具備理

解情緒的能力，這些對情緒的覺察與暸

解也會影響兒童的認知歷程（Davidson, 

Luo, & Burden, 2001 ）。 Davidson 與

Jergovic（1996）發現，比起較少情緒

性敘述的故事（例如：他掉了一顆蘋

果，蘋果在地上滾了起來，於是他將蘋

果檢起），兒童會對有情緒性敘述的故

事（例如：他掉了一籃雞蛋，將地上搞

的一團糟，最後他惹上麻煩）有較佳的

回想；而情緒性的字眼要比非情緒性的

字眼較易於被記住，亦即具有情緒性的

刺 激 會 增 強 我 們 的 記 憶 （ Strongman, 

1982）。Wiggins（1988）也指出，一個

人的經驗不只牽涉到他的認知，也牽涉

到這個經驗所帶來的情緒性的結果，因

此，不管是認知或是情緒都會影響我們

對於新訊息的理解。 

舉凡國內外，有關情緒與記憶之

間關係的研究是相當多的，這些研究也

都證實了情緒對於記憶的影響（梅玉

瑩，2004；黄揚名，2002；廖文霖，

1993 ； 蔡 勝 雄 ， 2004 ； Bower, 1981; 

Bradley, 1994; Lang, Dhillon, & Dong, 
1995），國外更有相關研究指出，不同

情緒面向的文章訊息，對於兒童回想的

量有相當大的影響（Wiggins, 1988）。

目前國內雖有許多與情緒相關的研究，

但這些研究皆著重在探討情緒智力、情

緒管理、情緒記憶或情緒教育等之相關

議題（王佳玲，2003；李小觀，2004；

李宛育，2004；周世娟，2004；林淑

華，2002；胡秋萍，2004；徐大偉，

2000；蔡勝雄，2004；劉春男，2001；

盧奕璇，2002；戴美雲，2004），有關

情緒是否影響學童故事理解的研究，卻

付之闕如。此外，研究也指出性別為故

事理解的一重要影響因素（Riding & 

Egelstaff, 1983; Riding & Smith,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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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ing & Grimley, 1999），有鑑於此，

研究者擬從不同呈現方式來探討故事情

緒面向及性別對於國小學童在故事理解

上之影響，以便進一步瞭解不同情緒面

向的故事（包含正向、中性、負向三種

情緒）、故事呈現方式（包含影音光

碟、文字兩種方式）及性別（男生、女

生），對國小五年級學童在故事理解上

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情緒 

(一)情緒的意義 
情緒是極為複雜的心理歷程，其

定義也隨著不同的觀點與主張而有所不

同。國內學者對於情緒的定義有：張春

興（1989）認為，情緒是個體受到某種

刺激時，所產生的一種身心激動狀態，

個體無法控制刺激所引發的生理變化與

行為反應。黄德祥（1994）認為，情緒

是一種意識狀態，是個體對某種刺激作

反應時，所產生的主觀情感與個別經

驗。同樣強調情緒是意識層面感受的

有：王淑俐（1990）認為個體在接受某

種刺激之後，會產生強烈的生理變化與

心理感受，這些身心感受皆屬於意識面

的情意部分。除了強調由外在刺激所引

發身心變化的定義之外，另外曹中瑋

（1997）指出，情緒是由內外在刺激所

引發的一種主觀激動狀態，此狀態是由

主觀感受、生理反應、認知評估、行為

表達四種成分交互作用而成的。 

國外學者對情緒的定義可從內在

心理歷程和外在刺激兩個向度來看。就

內在心理歷程，Mabdler認為情緒是一

種心理上的喚醒狀態，此狀態引發個體

產生行動或擴大個體正在進行的活動

（游恆山譯，1993）；Lazarus（1991）

指出，情緒是一種複雜的心理歷程，由

特定的事件所引發，例如喪失親人所帶

來 的 悲 傷 。 就 外 在 刺 激 的 定 義 有 ：

Plutchik（1994）認為，情緒是對刺激

的一種複雜且連續的反應，包括認知的

評估、主觀的感受、自律神經的喚起，

以及個體行動的激發。另外，Denzin

（1984）則從人際互動的觀點來界定情

緒，情緒是一種自我感受，存在於社會

行為或與他人的互動中。 

(二)本研究對情緒的定義 
透過探討學者對於情緒之定義，

可以瞭解情緒的表現是複雜且可變的，

也屬於個人的主觀感受，不同的個體對

於相同的刺激不一定會產生一樣的情緒

反應或感受。以下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將情緒分為正向、中性及負向三個向

度，並加以定義。 

1.正向情緒 

正向情緒是指愛、喜悅、開心、

期待、興奮、快樂、驚喜等較積極的情

緒，其有增加個人的意志力、增進生活

適應或發揮個人潛能等積極正向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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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性情緒 

中性情緒是指影片或故事內容較

少出現正向或負向情緒的故事情節，以

致於無法將影片歸類於正向或負向情

緒，且受試者在看完影片或故事後，也

不會有明顯的正、負向情緒感受。 

3.負向情緒 

負 向 情 緒 是 指 痛 苦 、 悲 傷 、 憤

怒、丟臉、失望、恐懼、嫌惡、罪惡

感、緊張焦慮等較消極的情緒，通常負

向情緒會讓人覺得自己是無助的、無可

奈何的、無能的。 

二、故事呈現方式 

(一)媒體與學習 
Paivio的「雙碼論」（dual coding 

theory）（Paivio, 1971）將表徵系統分

為語文系統（verbal system）與非語文

表徵系統（nonverbal system），語文系

統處理有關語言的訊息，非語言系統則

處理有關非語言的訊息；其將非語言

（ 或 符 號 ） 的 系 統 歸 類 為 心 像

（imagery）的系統，主要的功能在感

覺的分析和心理圖像的產生。Paivio發

現若是以心像的方式來收錄語言項目的

記憶，記憶的效果將會比以語文方式收

錄來得好。而根據雙碼論，心像能夠直

接對應到具體的訊息，因此，圖片的呈

現比文字更能活化視覺記憶，而高具體

性的刺激材料具有較高的心像值，更容

易活化心像碼和語文碼，故記憶的效果

更佳。由此可知，若是將訊息以高具體

性的刺激材料（如有聲影片）來呈現，

將會比以文字來呈現訊息更有助於讀者

的記憶，這說明了不同的教學媒體會帶

來不同的效果，因為不同的媒體所帶來

的刺激不一，如影片所傳達的訊息將會

比錄音帶要來的具體，因此，更有助於

學生的記憶與學習。 

另外，媒體呈現內容所使用的符

號系統，也會影響兒童的學習，而各種

媒體對於兒童學習的影響情形不一。 

(二) 故事呈現方式對於故事理解

影響之相關研究 
就故事呈現方式對故事理解影響

的研究而言，目前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

近 幾 年 才 開 始 受 到 重 視 （ 陳 海 泓 ，

2004a，2004b），而國外早在1980年代

便開始這方面的研究（Beagles-Roos & 

Gat, 1983; Beentjes & van der Voort, 

1991; Meringoff, 1980; Rodriguez, King, 

& Williamson, 1987; Vibbert & 
Meringoff, 1981），以下由國內研究與

國外研究兩方面分別說明。 

1.國內研究 

國內以不同媒體呈現故事，對於

學童故事理解之影響的相關研究較少。

陳海泓（2004b）研究聽故事和看錄影

帶對國小二年級學童故事記憶與故事推

論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國小二年級

學童能推論故事，也可摘述對故事的看

法，但聽故事和看錄影帶的學童對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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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物外貌、行動方式、存放故事的地

方，以及最喜歡的故事情節的推論種類

和來源有所不同。陳海泓（2004a）研

究無字圖畫書與錄影帶對國小二年級學

童在故事推論上的影響，其資料處理以

卡方檢定來考驗分別接受無字圖畫書與

錄影帶的兩班學童在推論上是否相同。

研究結果發現，兩班學童在推論故事人

物行為的動機、動作的原因、故事經過

的時間、故事地點，以及喜愛的場景上

有所不同，但在推論故事人物的情緒及

改寫故事的結局上則無顯著差異。 

2.國外研究 

國外在這方面的研究較豐富，研

究顯示以視聽媒體呈現故事，將會比僅

使用視覺或聽覺媒體更能使兒童記住較

多的視覺畫面，且能較正確地描述故事

的 主 要 內 容 或 做 正 確 的 故 事 推 論 。

Meringoff（1980）以視聽及聽覺媒體

探討在故事理解及故事推論上之影響。

他將48位學童分為電視影片組與聽朗讀

圖畫書組，結果發現看電視影片組的學

童較能詳細地描述故事內容、正確地推

論主角的動作，且在做推論時使用較多

的視覺影像；聽朗讀圖畫書組的學童則

記得較多故事中的辭彙，並以故事情

境、一般知識或個人經驗來做推論；此

結果顯示接受不同故事呈現方式的學

童，進行推論時所運用資源亦是不同

的。 

Beagles-Roos 與 Gat （ 1983 ） 以 聽

覺及視聽媒體來研究在故事理解上之影

響。他們將48位小學生依不同性別及年

齡平均分配至聽收音機組與看電視組。

研究結果發現，聽收音機組與看電視組

在故事回想上的表現一樣，然而，就細

節回想而言，看電視組的表現則比聽收

音機組的表現要來得好；聽收音機組能

記住較多表達的語言，看電視組則記得

較多電視上圖片的順序。聽收音機組的

兒童透過語言上的訊息，能使用較多與

故事無關的背景知識來作推論，而看電

視組的兒童則透過電視上的動作來作推

論；此結果同樣顯示接受不同故事呈現

方式的學童會使用不同的訊息來源進行

推論。 

Rodriguez 、 King 與 Williamson

（1987）以48位三年級學生研究媒體是

否影響兒童推論故事的資料來源。他們

先將研究對象依照性別分層，再隨機分

派到看電視影片組與聽錄音帶故事組，

實驗處理之後讓學生回答與故事相關的

推論問題。研究結果發現，看電視影片

組比起聽錄音帶故事組，較常使用視覺

與聽覺資訊來回答推論問題；反之，聽

錄音帶故事組則明顯地使用較多聽覺資

訊來回答推論問題，故在選擇媒體呈現

訊息時，應考慮媒體的屬性是否適合學

習材料。而Vibbert與Meringoff（1981）

以聽覺及視聽媒體來瞭解兒童是如何想

像、描述以及推論故事。他們將45位四

年級學生隨機分派到聽錄音帶組與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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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組，在實驗處理後，研究者讓學生描

述他們所看到的故事內容及回答推論問

題。研究結果發現，視覺化媒體可以鼓

勵兒童以非刻板的方式（nonstereotypic 

ways）來想像及描述故事內容；另一

方面，聽覺媒體能提供兒童機會，將其

想法或經驗應用在說明或想像故事。 

此外，針對以紙本提供訊息的研

究有Beentjes與van der Voort（1991）以

44位四年級和44位六年級學童來研究使

用電視及紙本呈現故事在重述故事上之

影響。他們將研究對象隨機分派於兩個

實驗組，實驗組一的學童閱讀故事一及

觀看故事二的影片，實驗組二的學童則

閱讀故事二及觀看故事一的影片。接受

故事後，研究者隨即要求研究對象重述

故事，接著二至三週之後，研究對象再

度被要求重述一次故事。研究結果發

現，四年級學童在電視故事上，比起紙

本故事更能準確並完整的重述故事；而

對六年級學童而言，以電視或是紙本呈

現故事在重述故事上則無影響。二至三

週之後，學童在重述紙本故事的表現上

明顯地差於重述電視故事。此外，學童

在閱讀紙本故事上能夠立即重述較多額

外的故事訊息，但此現象在二至三週便

消失了。 

綜合以上故事呈現方式對故事理

解的研究可發現，兒童的故事推論受到

故事媒體的不同而有所差異（陳海泓，

2004b），以視聽媒體呈現故事，將會比

僅使用視覺或聽覺媒體更能使兒童記住

較多的視覺畫面，且能較正確地描述故

事 的 主 要 內 容 或 做 正 確 的 故 事 推 論

（Meringoff, 1980），兒童並可依照呈

現媒體的不同而依據不同的資訊來源做

故事推論（Beagles-Roos & Gat, 1983; 

Rodriguez, King, & Williamson, 1987; 
Vibbert & Meringoff, 1981），顯示以不

同的媒體呈現故事的確會對兒童的故事

理解或推論造成不同的影響。因此，為

了讓媒體以最有效的方式傳達意義給兒

童，教育者必須選擇適合的學習材料及

有利於學習者的媒體，以產生最佳的教

學效果。 

三、性別對閱讀理解的影響 

研究指出，性別會對閱讀理解產

生影響，這是因為男生與女生在處理訊

息上的方式有所不同而造成的（Riding 

& Egelstaff, 1983; Riding & Grimley, 
1999; Riding & Smith, 1981）。Riding與

Grimley指出在理解故事時，女生會花

比較多的時間整理新的訊息，並從長期

記憶裡搜尋與新訊息有關的記憶以理解

故事；而男生會花比較短的時間處理新

的訊息，雖然處理的訊息量較多，但是

卻較淺層，不如女生回憶閱讀內容時的

完整。Riding與Smith發現當接受一位

講者來陳述散文類文章時，男孩在細節

回想上表現得較女孩為佳，但當接受兩

位講者以緩慢的速度連續不斷地陳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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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時，女孩則表現得比男孩好，故顯示

男孩在處理訊息上的速度較快但也較粗

淺。Riding與Egelstaff的研究發現，在

覺察文章文字的變化上，若是文字的改

變細微，女生比男生較易覺察；相反

地，若是文字的改變大，則男生比女生

較易覺察，顯示男生是以全面並粗略的

方式來閱讀文章。 

四、閱讀理解層次 

根據不同的角度，學者對於閱讀

理解的層次有不同的看法，Gagne、

Yekovich與Yekovich（1993）將閱讀理

解的層次分為字面意義的理解、推論理

解 及 理 解 監 控 ； 而 Flood 與 Lapp

（1981）則分為字面理解、推論理解及

判斷理解。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學童

是否能夠直接從閱讀材料中理解詞句字

面上的意義、是否能夠組織、統整、引

申或將閱讀材料中的訊息與舊經驗結

合，並且經由閱讀材料的訊息正確判斷

故事人物的情緒、態度或感受，故本研

究採用Flood與Lapp所提出之層次來評

量理解能力。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

四： 

1.探討不同情緒面向的故事對於國

小五年級學童在故事理解表現上之影

響。 

2.探討不同故事呈現方式對於國小

五年級學童在故事理解表現上之影響。 

3.探討不同性別對於國小五年級學

童在故事理解表現上之影響。 

4.探討不同故事情緒面向、呈現方

式及性別對於國小五年級學童在故事理

解表現上之影響。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為3×2×2受試者間三因子

設計：故事情緒面向（正向、中性、負

向）、故事呈現方式（影音光碟故事、

文字故事）及性別（男生、女生）。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市及高雄縣兩所國

小學童為施測對象，為了避免影響學生

受教的權益，本研究以班級為單位，此

外，由於時間及經費之限制，僅針對六

個班級進行施測，隨機分派班級至實驗

情境中，每一個實驗情境各為一個班

級，共計六個班級參與實驗。在排除無

效樣本後，所得實際樣本人數為172

人。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計有四項，分

別為：實驗材料、故事情緒判斷問卷、

中華國語文能力測驗及故事理解測驗，

以下詳述之。 

(一)實驗材料 
本研究之實驗材料為影音光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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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文字故事，以下就這兩種實驗材料

分別說明之。 

1.影音光碟故事 

分別從內容、故事長度及情緒向

度三方面來說明本研究所選用的三部影

音光碟故事： 

(1)內容 

為了控制運用不同故事所造成的

影響，研究者選擇同樣是以「怪醫黑傑

克」為主角的三則影音光碟故事作為本

研究的實驗材料，分別為「生命的不可

思議」、「機器醫生U-18」及「貝貝失

蹤記」。影片為中文字幕日文發音，故

受試者在觀看影片時只能從聽覺感受情

緒而無法透過聽覺理解故事內容。 

(2)故事長度 

三部影音光碟故事播放的時間平

均長度為15.61分，最長的為「生命的

不可思議」，為16.22分；最短的為「貝

貝失蹤記」，為15.22分；「機器醫生U-

18」則為15.40分。 

(3)情緒向度 

使用25位評分者所填答的「影音

光碟故事情緒判斷問卷」以確定三部影

片的情緒，計算「影音光碟故事情緒判

斷問卷」自陳量表分數，分數愈低的影

片即愈偏向負向情緒，分數愈高的影片

即愈偏向正向情緒，分數距於5～6之間

則屬於中性的情緒。分析資料後，決定

「生命的不可思議」為負向情緒影片，

「機器醫生U-18」為中性情緒影片，

「貝貝失蹤記」為正向情緒影片。 

2.文字故事 

分別從內容、字數、字頻三方面

來說明本研究之三篇文字故事： 

(1)內容 

文字故事為研究者根據三則影音

光碟故事自編而成，待編製完成後，參

考三位國小高年級教師之意見以確定故

事內容適合國小五年級學生閱讀，並施

以「文字故事情緒判斷問卷」來確定三

篇文字故事的情緒向度，而問卷填答的

結果顯示，本研究所使用之三篇故事適

合國小高年級學生的程度。 

(2)字數 

三篇文字故事的字數如表1所示，

平 均 字 數 （ 不 含 標 點 符 號 ） 為 1,320

字，最長的是「生命的不可思議」，為

1,490字；最短的是「貝貝失蹤記」，為

1,229字。 

表 1 三篇文字故事之字數及平均字頻 

 字數（含標點符號） 字數（不含標點符號） 平均字頻 
生命的不可思議 1,658 1,490 5616.54 
機器醫生U-18 1,385 1,242 5035.87 
貝貝失蹤記 1,338 1,229 5273.62 
M 1,461 1,320 53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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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字頻 

根據教育部出版之《國語辭典簡

編本編輯資料字詞頻統計報告》（教育

部國語推行委員會，1997）來計算三篇

文字故事的平均字頻，若故事的平均字

頻愈高，代表故事難度愈低；反之，則

代表故事難度愈高。 

以下分別從平均字頻及資料分析

來說明三篇故事之難度。 

a.平均字頻 

本研究三篇文字故事的平均字頻

如表1所示，最高的是「生命的不可思

議」，平均字頻為5616.54；最低的是

「 機 器 醫 生 U-18 」， 平 均 字 頻 為

5035.87。 

b.資料分析 

為了確定三篇文字故事之難度是

否有所差異，遂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以考驗三篇文章在字頻上是否有顯

著差異；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得知三篇

文字故事在字頻上未達顯著差異（F = 

1.98, MSE = 58911007.78, p > .05），故

就字頻而言，三篇文字故事之難度並無

差異存在。 

(二)故事情緒判斷問卷 
本研究的故事情緒判斷問卷分別

針對影音光碟故事與文字故事設計，以

下就這兩種問卷分別作說明。 

1.影音光碟故事情緒判斷問卷 

本問卷目的在於確定三部影片的

情緒面向，由25位成熟的讀者（包含研

究生與大學生）於觀賞完每部影片後隨

即填答問卷。問卷為研究者自編而成，

內容包含情緒向度之定義及問卷題目；

問卷題目共計13題，可分為三部分：兩

類自陳量表、選擇題及問答題。在第一

類自陳量表的題目上，評分者可以圈選

的數字為1至10，圈選1得1分，圈選2得

兩分，依此類推，最低分為1分，最高

分為10分；在第二類自陳量表的題目

上，評分者可以圈選的數字為-5至5，

圈選-5得負5分，圈選-4則得負4分，依

此類推，最低分為負5分，最高分為5

分。 

2.文字故事情緒判斷問卷 

本問卷目的在於確定三篇故事的

情緒面向，由18位成熟的讀者（包含研

究生與大學生）於閱讀完每篇故事後隨

即填答問卷。問卷為研究者自編而成，

問卷內容包含情緒向度之定義及問卷題

目；問卷題目計有9題，可分為三部

分：自陳量表、選擇題及問答題。在自

陳量表的題目上，評分者可以圈選的數

字為1至10，圈選1得1分，圈選2得2

分，依此類推，最低分為1分，最高分

為10分。 

(三)中華國語文能力測驗 
中華國語文能力測驗為林寶貴、

許秀英、楊慧敏（1995）編製而成，本

測驗的實施在於瞭解參與研究學童的國

語文成就表現以作為控制變項。測驗的

內容包含注音、詞彙、選詞、字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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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語法和重組等七部分，共計125

題。採團體方式實施，所需時間約為50

～60分鐘。本測驗的內部一致信度 .81

～  .87 、 重 測 信 度 為  .95 、 庫 李 信

度 .97、折半信度 .95，同時效度 .87。 

(四)故事理解測驗 
本測驗之目的在於瞭解學生接受

不同呈現方式與不同情緒的故事之後，

在閱讀理解上的差異情形。編製的過程

可分為：試題編製、預試與刪題過程、

刪題後試題難度之考驗，以及實施與計

分方式四個步驟，說明如下。 

1.試題編製 

本研究的三份故事理解測驗係以

Flood與Lapp（1981）所提出的讀者理

解，包含三個層次：字面理解、推論理

解及判斷理解為編題原則，並根據本研

究所採用的三篇故事內容，由研究者自

編而成。題目採用四選一的選擇題方式

呈現，說明如下。 

(1)字面理解 

字面理解係指學童對於故事中有

明確提及的訊息，亦即測出其對於故事

內容之記憶。例如故事中有提及遺失的

手術刀是在黑傑克的身體裡被發現的，

在理解測驗中的題目如下所示： 

遺失的手術刀是在哪裡發現的？ 

（A）本間醫生工作的醫院 

（B）怪醫黑傑克的家 

（C）怪醫黑傑克的身體 

（D）本間醫生的家 

(2)推論理解 

推論理解的題目為故事中沒有明

確提及的訊息，主要在測量學童是否能

依據故事所提供之上下文，而對內容做

因果關係上的推論。例如：在〈生命的

不可思議〉一文中，僅提及本間醫生看

見怪醫黑傑克十分興奮，但是並未提及

興奮的原因為何？故讀者必須根據上下

文脈絡來進行推論，題目如下所示： 

請問為何本間醫生見到怪醫黑傑克

時，感到很興奮？ 

（A）太想念怪醫黑傑克 

（B）想將手術刀交給怪醫黑傑克 

（C）自己生重病即將死亡 

（D）想徵求怪醫黑傑克的原諒 

(3)判斷理解 

判斷理解係指讀者能夠依據常識

或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對故事內容作出

綜合性或價值性的判斷。例如：在文章

中並未直接提及本間醫生對於自己犯錯

的感受為何？所以讀者必須要自行判

斷，題目如下所示： 

對於自己所犯的過錯，本間醫生的

感受為何？ 

（A）不以為意 （B）失敗挫折 

（C）怡然自得 （D）愧疚不安 

2.預試與刪題過程 

試題編擬後，以高雄市某國小五

年級四個班級115名學生為預試對象。

根據預試結果首先進行試題分析，刪除

鑑別度小於 .23的題目，接著再進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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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分析，刪除點二系列相關小於 .35的

題目，在依據此標準進行刪題後，發現

各測驗中所留下之題數並不一致，為確

保學生的作答不受測驗的長短所影響，

故進一步刪去試題間有互相提示作用的

題目，將三份測驗之題數皆控制為13

題。表2呈現的是三份理解測驗刪題前

及刪題後的題數及信度一覽表，由表中

可知，刪題後，信度為 .84～ .88，難

度為 .67～ .72。 

表 2 三份理解測驗刪題前及刪題後的題數及信度一覽表 

刪題前 刪題後 
理解測驗 

題數 信度 題數 信度 難度平均數 難度標準差

生命的不可思議 25 0.84 13 0.88 0.67 0.10 
機器醫生U-18 25 0.79 13 0.84 0.72 0.08 
貝貝失蹤記 24 0.81 13 0.86 0.71 0.16 

 
3.刪題後試題難度之考驗 

為考驗刪題後的三份試題在難度

是否有所差異，遂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結果指出，刪題後的三份試題在難

度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F = 0.67, MSE 

= 0.01, p > .05）。 

4.實施與計分方式 

本測驗以團體施測方式進行，除

了研究者的指導語以外，並不給予任何

提示，施測時間為8分鐘。測驗計分方

式為答對1題得1分，答錯得零分，最高

分為13分，最低分為零分，分數愈高代

表學生的故事理解力愈高。 

四、研究程序 

研究程序分為實驗處理及蒐集學

生國語文能力資料兩階段，以下分別說

明之。 

(一)實驗處理階段 

1.影音光碟組 

以團體施測的方式進行，先讓學

生觀賞影音光碟故事，所需時間約為17

分鐘；接著發下故事理解測驗，待全部

的同學皆拿到題目之後，宣讀指導語並

進行施測，所需時間8分鐘，共計25分

鐘可以施測完畢。 

2.文字故事組 

以團體施測方式進行，施測前確

定好全班同學已就坐，統一發下文字故

事並將文章內容朝下，待宣讀完指導語

後示意同學翻開文章開始閱讀，所需時

間為10分鐘。接著將同學的文字故事收

回，並發下故事理解測驗，待全部的同

學皆拿到題目之後，宣讀指導語並進行

施測，所需時間8分鐘，共計18分鐘可

以施測完畢。 

(二)蒐集國語文能力資料 
為了避免學生的國語文能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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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本研究以林寶貴、許秀英、

楊慧敏（1995）所編製的中華國語文能

力測驗成績蒐集學生的國語文能力資

料，藉此瞭解各組學生的語文能力狀況

為何。國小每節課時間為40分鐘，故施

測時間亦為40分鐘，蒐集測驗資料的時

間為實驗處理後的下一堂課。 

肆、結果與討論 

在資料分析上，本研究使用一個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及一個三因子多

變量變異數分析來進行資料分析。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是用來分析學生的國語文

能力，以瞭解六組學生在實驗處理前的

語文能力是否有所差異；三因子多變量

變異數分析則是用來分析實驗處理對學

生在理解上之影響。茲將結果分為初步

分析及故事理解兩部分來說明。 

一、初步分析 

首先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各

組的中華國語文能力測驗成績，以確定

各組在語文能力上之表現是否有顯著差

異存在，接著呈現三因子多變量變異數

分析之多變量顯著性考驗，說明如下。 

(一)語文能力 
表3呈現的是各組在中華國語文能

力測驗成績上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各組

人數；表4則為各組在中華國語文能力

測驗成績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

表。 

由表4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結果發

現，各組在中華國語文能力測驗成績上

之表現未達顯著差異（F  = 1 .18,  p 

表 3 各組在中華國語文能力測驗成績上之平均數、標準差及各組人數 

故事呈現方式 故事情緒面向 M SD n 
正向情緒 75.59 15.15 29 
中性情緒 73.78 14.48 27 影音光碟 
負向情緒 79.62 18.78 29 
正向情緒 70.52 14.03 29 
中性情緒 72.03 14.74 30 文字 
負向情緒 73.25 17.12 28 

 

表 4 各組在中華國語文能力測驗成績上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2 
受試者間 1471.20  5 294.24 1.18n.s. .32 .03 
受試者內 41477.99 166 249.87    
全體 42949.19 171     
n.s.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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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由此可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雖來自於兩個學校的六個班級，但其在

中華國語文能力測驗上之成績並無顯著

差異，故本研究中各組在依變項上所產

生之差異，可歸咎為實驗處理所造成，

而非國語文能力不同所導致的。 

(二)多變量的顯著性考驗 
本研究以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

現方式及性別為自變項，以字面理解答

對率、推論理解答對率、判斷理解答對

率，以及理解測驗總分四個變項作為依

變項進行三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表

5呈現的是多變量顯著性考驗之結果，

由表中可知，在多變量顯著性考驗上發

現，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式及性

別三者間之三因子交互作用未達顯著差

異（Wilks’ λ = .94, p > .05），顯示故事

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式及性別三者在

各個依變項上無顯著的交互作用存在；

在二因子交互作用上，故事情緒面向、

故事呈現方式，以及性別三者間兩兩的

交互作用也皆未達顯著差異（Wilks’ λ 

= .91, p > .05; Wilks’ λ= .98, p > .05; 
Wilks’ λ = .96, p > .05）；就主要效果的

多變量顯著性考驗而言，在故事情緒面

向（Wilks’ λ = .61, p < .05）以及故事呈

現方式（Wilks’ λ = .91, p < .05）上的主

要效果達顯著水準，但是性別的主要效

果並未達顯著水準（Wilks’ λ = 1.00, p 

> .05），詳細的分析結果呈現於故事理

解中。 

二、故事理解 

根 據 初 步 分 析 之 多 變 量 檢 驗 結

果，進一步說明不同故事情緒面向、呈

現方式及性別對學童在故事理解上所產

生的影響。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理解測

驗題目包含三個向度：字面理解、推論

理解及判斷理解，除了探討故事情緒面

向、呈現方式及性別對這三個向度的影

響之外，亦探討其對整份測驗的影響。

以下首先說明各個依變項的描述統計訊

息，再說明變異數分析之結果。 

(一)描述統計 

表 5 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式以及性別的多變量考驗結果 

效應項 Wilks’ λ F Hypothesis df Error df p η2 
故事情緒面向（A） 0.61 11.18** 8 314 .00 .22 
故事呈現方式（B） 0.91 3.75* 4 157 .01 .09 
性別（C） 1.00 0.19 4 157 .94 .00 
A × B 0.91 1.79 8 314 .08 .04 
A × C 0.96 0.88 8 314 .54 .02 
B × C 0.98 0.76 4 157 .55 .02 
A × B × C 0.94 1.21 8 314 .29 .03 
*p < .01  **p < .001 



故事情緒面向與呈現方式對國小五年級學童在理解表現上之影響 75 

 

表6呈現的是根據故事情緒面向、

故事呈現方式及性別，在字面理解、推

論理解、判斷理解及理解測驗原始分數

上之平均數、標準差，以及人數。但因

三份試題在字面理解、推論理解及判斷

理解三個層次的題數上並不一致，故以

答對率來進行分析。表7呈現的是根據

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式及性別，

在字面理解、推論理解、判斷理解及理

解測驗答對率上的平均數、標準差，以

及人數。 

(二)變異數分析 
在多變量三因子變異數分析中發

現，不管是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

式及性別的三因子交互作用或是二因子

的交互作用均未達顯著。就主要效果而

言，性別的主要效果亦未達顯著水準，

此一結果和Riding與Egelstaff（1983）、

Riding與Grimley（1999）及Riding與

Smith（1981）的研究結果並不一致，

原因可能在於本研究閱讀理解測驗的題

目有限，所以無法精確測得讀者到底獲 

表 6 根據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式及性別，在字面理解、推論理解、判斷理

解及理解測驗原始分數上之平均數、標準差，以及人數 

  故事情緒向度 故事呈現方式 性別 
  正 中 負 影音 文字 男生 女生 

M 8.48  8.19  4.28  7.06  6.93  6.94  7.05  
字面理解 

SD 0.84  2.22  0.92  2.47  2.37  2.54  2.29  
M 1.45  1.61  3.88  2.27  2.34  2.26  2.35  

推論理解 
SD 0.57  0.56  1.18  1.29  1.47  1.36  1.40  
M 1.57  0.84  2.61  1.66  1.69  1.64  1.71  

判斷理解 
SD 0.65  0.37  0.62  0.93  0.91  0.93  0.91  
M 11.50  10.65  10.77  10.99  10.97  10.85  11.11  

理解測驗 
SD 1.39  2.63  2.08  2.14  2.10  2.33  1.87  

n  58 57 57 85 87 87 85 

表 7 根據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式及性別，在字面理解、推論理解、判斷理

解及理解測驗答對率上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人數 

  故事情緒向度 故事呈現方式 性別 
  正 中 負 影音 文字 男生 女生 

M 94.25 81.93 85.61 88.30 86.33  86.32  88.31 
字面理解答對率（%） 

SD 9.36 22.24 18.42 17.88 18.45  19.90  16.21 
M 72.41 80.70 77.54 76.12 77.59  76.32  77.41 

推論理解答對率（%） 
SD 28.37 27.96 23.63 25.69 27.99  27.03  26.73 
M 64.08 84.21 87.13 82.16 74.71  76.82  80.00 

判斷理解答對率（%） 
SD 29.25 36.79 20.66 31.26 30.91  32.58  29.86 
M 88.46 81.92 82.86 84.52 84.35  83.47  85.43 

理解測驗答對率（%） 
SD 10.71 20.22 15.99 16.47 16.15  17.93  14.39 

n  58 57 57 85 87 87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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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了多少訊息或者對於訊息是否做了深

層處理；而且，本研究閱讀理解測驗的

平均難度約為.70，故對大部份學生而

言，此分測驗的難度並不高，這也可能

是造成性別沒有差異的原因。 

情緒向度和呈現方式的主要效果

有達顯著，表8呈現的是故事情緒面

向、故事呈現方式及性別在各個依變項

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由表中發現雖然

在多變量考驗中，故事呈現方式的主要

效果達顯著，但是進一步看此一主要效

果在各依變項上的表現，卻發現皆未達

顯著差異，故以下僅就故事情緒面向的

主要效果，分成字面理解、推論理解、

判斷理解及理解測驗整體表現四部分加

以說明之。 

1.字面理解答對率 

就字面理解答對率而言，在故事

呈現方式上未達顯著差異，但是在故事

情緒面向上之主要效果達到顯著差異

（F（2, 160）= 7.24, p < .01, η2 = .08）。接

受正向情緒故事的學生（M = 0.94, SD 

= 0.09）在字面理解上的答對率顯著地

較接受負向情緒故事的學生（M = 0.86, 

SD = 0.18）與接受中性情緒故事的學

生（M = 0.82, SD = 0.22）來得高；而

接受負向情緒故事的學生（M = 0.86, 

SD = 0.18）與接受中性情緒故事的學 

表 8 故事情緒面向、故事呈現方式及性別在字面理解答對率、推論理解答對率、

判斷理解答對率，以及理解測驗總分上之三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η2 事後比較 
字面理解 故事情緒面向（A） 4460.47 2 2230.24 7.24* .08 正 > 負 = 中 
答對率 故事呈現方式（B） 154.90 1 154.90 0.50 .00  
 性別（C） 172.82 1 172.82 0.56 .00  
 誤差 49268.46 160 307.93    
推論理解 故事情緒面向（A） 2046.11 2 1023.05 1.43 .02  
答對率 故事呈現方式（B） 68.61 1 68.61 0.10 .00  
 性別（C） 32.30 1 32.30 0.05 .00  
 誤差 114483.04 160 715.52    
判斷理解 故事情緒面向（A） 18414.84 2 9207.42 10.53** .12 正 < 負 = 中 
答對率 故事呈現方式（B） 2397.74 1 2397.74 2.74 .02  
 性別（C） 297.14 1 297.14 0.34 .00  
 誤差 139955.64 160 874.72    
理解測驗 故事情緒面向（A） 23.24 2 11.62 2.68 .03  
總分 故事呈現方式（B） 0.03 1 0.03 0.01 .00  
 性別（C） 2.54 1 2.54 0.58 .00  
 誤差 694.46 160 4.34    

註：三因子交互作用及二因子交互作用均未達.05顯著水準。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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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M = 0.82, SD = 0.22）在字面理解

上的答對率則無顯著差異；就效果值而

言，故事情緒面向僅能解釋8%字面理

解之變異量。 

此一結果指出，接受正向情緒故

事的學生在字面理解的表現上顯著地較

接受負向或中性情緒故事的學生來得

好，顯示正向情緒有積極性的影響。論

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屬於字面理解層次

的題目可以測出學生對於故事內容及引

發事件的回憶，而具有情緒的事件又使

人 印 象 較 深 刻 （ Ochsner & Schacter, 

2002），尤其當學生在接受測驗時的心

境與故事情緒一致時，也會使其表現得

較好，導致接受正向情緒故事的學生有

較高的分數；相對地，中性情緒故事所

帶來的情緒刺激較少，因而不易引發學

生對於故事內容之記憶。 

2.推論理解答對率 

就推論理解答對率而言，在故事

情緒面向、呈現方式及性別之三因子變

異數分析上，主要效果皆未達.05的顯

著水準，故推論理解不因故事情緒面

向、呈現方式及性別之影響而有所改

變。造成此研究結果可能的原因是，故

事內容符合學生的閱讀能力，故學生已

經對故事內容加以整理並精緻化，造成

故事情緒面向、呈現方式及性別對學生

在推論理解題目上並無顯著的影響存

在。 

3.判斷理解答對率 

就判斷理解答對率而言，在故事

呈現方式上未達顯著差異，但是在故事

情緒面向上之主要效果達到顯著差異

（F（2, 160）= 10.53, p < .001, η2 = .12）。

接受正向情緒故事的學生（M = 0.64, 

SD = 0.29）在判斷理解上之答對率顯

著地較接受中性情緒故事（M = 0.84, 

SD = 0.37）及負向情緒故事的學生（M 

= 0.87, SD = 0.21）來得低；而接受負

向情緒故事的學生（M = 0.64, SD = 

0.29）與接受中性情緒故事的學生（M 

= 0.84, SD = 0.37）在判斷理解上的答

對率則無顯著差異存在；就效果值而

言，故事情緒面向能解釋12%判斷理解

之變異量。 

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判斷理

解層次的問題需要學生個人經驗及常識

來理解文義，並加以做綜合性或價值性

的判斷，而學生的個人經驗或對自己生

命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也常伴隨著快樂

或悲傷的情緒（Christianson & Loftus, 

1990）；由於在本研究負向及中性情緒

故事的理解測驗中，要求學生判斷故事

人物正向或負向情緒的題目較多，故學

生較能用其情緒經驗來回答問題，也導

致接受正向情緒故事理解測驗的學生在

判斷理解上表現得較差。 

4.理解測驗整體表現 

就理解測驗總分而言，在故事情

緒面向、呈現方式及性別之三因子變異

數分析上，主要效果皆未達.05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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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故理解測驗上的總表現不因故事

情緒面向、呈現方式及性別之影響而有

所改變。此一研究結果與之前的研究結

果一致（Bavaro, 1989; Beagles-Roos & 

Gat, 1983; Wu, 2004），由此可知，理解

測驗總分並非是一個良好的測量工具，

因為其無法提供在各個不同理解向度上

的表現狀況，也無法提供更細部的訊

息，故本研究在理解測驗的分析上又細

分成三個層次來探討，也可看出實驗處

理在不同理解層次上之效果。 

根據在故事理解測驗上所發現的

結果，不管是故事情緒面向或故事呈現

方式均未在學生的故事理解測驗總分上

造成影響，此一結果與陳慧卿（2003）

及Meringoff（1980）的研究結果不一

致。陳慧卿的研究結果指出，紙本童書

組兒童在二則故事理解測驗的得分上顯

著高於電子童書組的得分；Meringoff

的研究則指出，電視影片組的學童較能

正確地推論主角的動作，聽朗讀圖畫書

組的學童則較能以故事情境、一般知識

或個人經驗來做推論。造成研究結果不

一致的可能原因有二：(1)測驗工具的

差異：陳慧卿的研究以故事理解測驗及

排圖順序測驗作為測量學生故事理解的

工具；Meringoff的研究則是分析研究

對象的自由回想原案內容以瞭解研究對

象的故事理解情形，而本研究僅以自編

的故事理解測驗作為測量學生故事理解

之工具，故測量工具的不同造成研究結

果 不 一 致 ； (2) 使 用 的 媒 體 不 同 ：

Meringoff研究看電視影片故事與聽朗

讀圖畫書在故事理解及故事推論上的情

形，而本研究採用紙本及影音光碟來呈

現故事，但因影音光碟故事無中文發音

僅有中文字幕，不管是文字故事組或影

音光碟組的學生，都僅從視覺上來理解

故事，亦是造成研究結果不同的原因之

一。 

綜上所述，在故事情緒面向上所

發現的結果並不一致，但能肯定的是正

向情緒對於學童在理解閱讀材料詞句字

面上的意義有積極性的影響；且負向情

緒的故事有助於學童正確判斷故事人物

的態度或感受。此結果也提醒教師在教

學時，應盡量提供學生具有情緒刺激的

教材，將會使學生在理解上有較佳的表

現。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學生在故事理解測驗

上的表現，以瞭解不同故事情緒面向及

呈現方式對學童在理解上的影響。不同

故事情緒面向、呈現方式及性別三者對

國小五年級學童在字面理解答對率、推

論理解答對率、判斷理解答對率及理解

測驗整體表現上，不管是在三因子或是

二因子的交互作用上均未達顯著差異，

且在性別上之主要效果亦未達顯著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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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主要效果而言，不同故事情緒

面向對國小五年級學童在推論理解答對

率及理解測驗整體表現上未造成顯著差

異，但在字面理解答對率及判斷理解答

對率上則有顯著差異。就字面理解答對

率而言，接受正向情緒故事的學童在字

面理解層次的問題上，表現得較接受負

向情緒故事與中性情緒故事的學童來得

好，而接受負向情緒故事與中性情緒故

事的學童在字面理解層次問題上的表現

則無顯著差異存在。就判斷理解答對率

而言，接受正向情緒故事的學生在判斷

理解層次的問題上，表現得較接受負向

與中性情緒故事的學童來得差，而接受

負向情緒故事與中性情緒故事的學生在

判斷理解層次問題上的表現則無顯著差

異存在。 

不同故事呈現方式對國小五年級

學童在字面理解答對率、推論理解答對

率、判斷理解答對率及理解測驗整體表

現上均未造成顯著差異。 

二、建議 

以下根據研究結果及研究限制，

對未來研究在研究工具、研究對象及研

究方法上提出建議。 

(一)研究工具 
在研究工具上分別針對實驗材料

及測量工具兩方面提出建議。 

1.實驗材料 

(1)實驗材料的選用 

本研究的實驗材料需包含三種不

同的情緒，而要尋找同時具有三種情緒

向度，且有印刷及影音光碟出版的故事

實不容易，在選擇上又需兼顧五年級學

生的理解程度，權衡之下，研究者選擇

有中文字幕、日文發音的影音光碟故

事，並由研究者自編文字故事。建議未

來研究在選擇影音光碟故事上，可選擇

同時具有中文字幕及中文發音的影音光

碟，以進一步探討是否會得到相同的研

究結果。 

(2)文字故事的難度或結構 

本研究所使用的文字故事係根據

影音光碟故事自編而來，為了保持文字

故事的內容與影音光碟的故事相同，且

須考量情緒上的因素，故無法將三篇文

字故事的架構控制為一樣，如此一來可

能造成學生在理解上的差異是來自於文

字故事架構的不同所致。建議未來研究

可將故事的架構控制為相同，以避免其

所帶來的影響。 

(3)實驗材料的情緒向度 

本研究使用故事主角相同的三篇

故事，以避免選用不同主題所帶來的干

擾因素，接著再讓成熟的讀者判斷故事

的情緒，但成人與學童的情緒判斷可能

不一致。建議未來研究可在選用實驗材

料之前，事先調查能引發研究對象不同

情緒的主題，再加以選擇或編製故事，

可使研究結果更具準確性。 

2.測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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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故事理解測驗題型 

由於時間的限制，本研究的故事

理解測驗採用四選一的選擇題來蒐集資

料，並無法測量出學童在故事理解各個

層次上之差異。建議未來的研究可以在

理解測驗上增加開放式的問題或使用自

由回想的方式，以進一步在故事理解上

作更深入的探究。 

(2)增加故事理解測驗題數 

在刪題過後，本研究的理解測驗

在三個層次上的題數並不一致，而是字

面理解的題數較多，推論及判斷理解的

層次較少，造成研究結果不易看出實驗

處理在推論理解層次上之影響。建議未

來研究可增加每個理解層次的題數，以

進一步研究實驗處理對學生在這些理解

層次上之影響。 

(3)採用自由回想的方式蒐集資料 

本研究並未發現性別在閱讀理解

上的差異，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並不一

致，原因可能在於工具選用的不適切

性，所以對於偵測理解層次上的敏感性

不夠，以至於無法發現性別在理解處理

層次上的不同。建議未來研究可採用自

由回想的方式蒐集學生的理解結果，並

做進一步之分析，以利瞭解實驗處理對

不同性別學生在不同理解層次（如主題

與細節回想，因果鏈與非因果鏈回想

等）上之影響。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五年級學生為研究對

象，探討故事的情緒面向及呈現方式對

其在理解上之影響，然而隨著學生年齡

的增長，其在情緒上也愈趨成熟，學生

對於故事情緒之敏感度因而提高，導致

其在故事理解上有不同的結果產生。建

議未來的研究可採用較高的年齡層，如

國中生或高中生作為研究對象，以瞭解

隨著情緒成熟度之不同，學生在不同情

緒向度上故事理解之表現為何。此外，

本研究只用了172名受試，以三因子變

異數分析而言，平均看來，各細格人數

不足20人，以致研究結果未發現有交互

作用的原因，可能是人數不足導致，故

建議未來研究可以增加受試人數，以確

認是否交互作用不顯著。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分別針對自變項

的操弄及資料分析兩方面提出建議。 

1.自變項的操弄 

在自變項的操弄上，可以分成媒

體選擇和情緒的強度兩部分加以說明。 

(1)媒體選擇 

在本研究中，僅探討文字及影音

光碟故事對學童在理解上的影響，建議

未來研究可擴大研究不同媒體（如錄音

帶、圖畫書、電子書）所帶來的影響，

或者可以利用同一種媒體，使用不同的

呈現方式（如以影音光碟播放無聲影片

或僅播放聲音），藉此可更加瞭解不同

媒體對學生學習上的助益，以提供教師

在選用教學輔助媒體上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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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緒的強度 

本研究主要探討不同情緒面向的

故事所帶來的影響，並未控制故事情緒

的強弱度，然而不管是正向、中性或負

向情緒對認知的促進並非一成不變的，

情緒強度之不同會為認知活動帶來不同

的效應，換言之，強烈的正向情緒與中

等強度的正向情緒為認知活動所帶來的

影響是不同的，此不同的情緒強度所引

發的效應稱為「葉克斯—道森規律」

（ Yerkes-Dodson Law ）（ Yerkes & 

Dodson, 1908）。故建議未來的研究可

以考慮再將不同的情緒向度做強弱度的

劃分，例如正向的情緒可以再細分為

強、中、弱正向情緒，以便比較情緒強

度之不同為學生的記憶或理解所帶來的

影響。 

2.資料分析 

本研究因人力及時間的不足，無

法採用讓學生口述故事內容的方式來蒐

集資料，也無法仔細觀察每一位學童的

反應。建議未來研究若是人力及時間許

可，可以增加觀察及訪談研究對象，進

一步做出質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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