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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劃研究目的在探討閱讀圖文共陳的多媒體材料，先備知識的差
異對於圖文資訊整合的影響，成果將可供數位閱讀平台文本設計之
參考。研究採用心理系與非心理系兩組高年級學生為對象，閱讀心
理主題與一般主題的圖文共陳短文，分析兩組對象閱讀兩組主題時
的眼動資料，採線性混合模式估計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對於不同眼
動指標的貢獻。結果顯示先備知識會影響閱讀時的凝視次數、凝視
時間及在圖片與文字間的凝視轉換次數，且與閱讀主題有交互作用
。由實驗結果發現可知，先備知識的差異對於圖文資訊的整合歷程
扮演重要的角色，高先備知識者閱讀圖文共陳的材料時，檢視圖片
訊息的意願較高，且較能有效掌握合文字與圖片兩區的訊息並進行
整合；相較於低先備知識者，高先備知識者在閱讀圖文共陳材料的
過程中所涉及的認知活動也較高。根據本研究結果，在設計數位平
台之文本內容時，應將閱讀對象的先備知識納入圖文材料編寫之參
考，或是設計不同的適性閱讀文本，以提昇在數位平台進行閱讀的
學習效率。

中文關鍵詞： 圖文整合、先備知識、眼球運動、數位閱讀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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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閱讀⼀一直以來都是⼈人類⾃自主學習及輔助學習的重要形式，⽽而⽂文字是語⾔言的書⾯面保存形式，⼈人類也

藉由⽂文字的表逹來傳遞各種資訊與知識。︒｡透過⽂文字來進⾏行新知學習有其脈絡與優點，然⽽而隨著傳播科

技的進步、︑､知識的複雜化、︑､以及個⼈人經驗和閱讀能⼒力的差異，為提昇學習效率與適性學習，不同形式

的資訊，例如圖⽚片，已在資訊傳播活動中被廣泛且頻繁地運⽤用。︒｡圖⽚片本⾝身含載的豐富訊息，具有補充、︑､

再次解釋、︑､具象化⽂文字概念進⽽而促進理解的功能。︒｡ 

由於圖⽚片與⽂文字本⾝身特性的差異，使得⽂文字與圖⽚片在資訊傳遞的過程扮演的⾓角⾊色不同，並能發揮

不同的功能。︒｡過去有些研究結果顯⽰示，在⽂文字之外加上圖⽚片作為輔助的呈現⽅方式，能促進閱讀者對於

複雜概念的理解與學習(Ainsworth, 1999; Schnotz & Bannert, 2003)；然⽽而，卻也有研究發現，圖⽚片的存

在可能會對閱讀產⽣生⼲干擾(Butcher, 2006)。︒｡ 

在 Paivio (1990)提出的⼆二元編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中探討了⽂文字與圖像兩種媒體資訊的處理

歷程，他認為在多媒體處理的歷程中，語⾔言與圖像兩種資訊分別由兩條不同管道處理，因此圖⽂文並陳

的材料可能因為提供了多管道的訊息⽽而有助於學習。︒｡ Mayer (2002)依據⼆二元編碼理論的概念，提出了

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此理論中也認為語⾔言與圖像的訊息是

由兩種管道分別處理，並且，在數位學習的過程中語⾔言與圖像資訊的處理可以在各⾃自的管道內同時進

⾏行，也因此，數位學習的程序便包含了選擇、︑､組織及整合；即當圖⽂文共陳時，讀者必須在圖像與語⾔言

兩者之間選擇相關與有⽤用的資訊，將兩者所擷取出的資訊再組織並整合，⽽而整合的階段也會牽涉到讀

者本⾝身的先備知識。︒｡ 

在透過語⾔言及圖像兩種資訊學習時，因為讀者每次所能夠處理的資源有限，因此讀者必須進⾏行選

擇、︑､拆解與組織及整合等不同階段的訊息處理，也代表著讀者是主動⽽而⾮非被動地進⾏行數位學習的歷程。︒｡

因為圖像與⽂文字兩種資訊由兩種不同管道獨⽴立運作，但共同幫助理解，所以當讀者接觸到圖像與⽂文字

並陳的多媒體媒材時，其成效會⽐比單獨閱讀⽂文字優異(Mayer, 2002)。︒｡  

雖然圖像與語⾔言的訊息可能因兩種不同的處理管道⽽而不會互相競爭資源，然⽽而，當圖⽂文並陳時，

為了擷取並整合兩者的資訊，讀者必須在圖⽂文之間來回掃視，才能將相關的訊息整合，⽽而這樣的過程

可能會佔⽤用讀者⼯工作記憶的空間，增加認知負荷⽽而影響了學習與理解的效果(Florax & Ploetzner, 2010)；

因此，純⽂文字的閱讀也可能使讀者將所有的資源與注意⼒力集中於單⼀一管道，⽽而提升理解的成效。︒｡ 

然⽽而，若是透過適當的⽂文字安排也可以作為圖畫的標記，並且能幫助讀者建⽴立有關學習素材的整

體概念(Chandler & Sweller, 1992)。︒｡數位閱讀因呈現⽅方式與技術的多元性，使媒材間的組合⽂文本格式多

元豐富，然⽽而圖⽂文並陳對學習究竟會因為提供不同管道訊息有助建⽴立整體概念或是因為占⽤用認知資源

反⽽而對學習成效產⽣生負⾯面影響？這些⽂文本格式對數位閱讀是否產⽣生影響？有甚麼樣的影響？相關研究

在近年來也逐漸受到注⽬目與討論(Mason, Pluchino, Tornatora, & Ariasi, 2013)，但⽂文獻⼗十分有限(Acartu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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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l, & Cagiltay, 2008)，研究結果亦不穩定(Ainsworth, 2006)。︒｡ 

在 Mayer 的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中提到，讀者擷取得到資訊在進⾏行理解時，會將儲存於⼯工作記

憶中的資訊，與⾧長期記憶中的先備知識整合。︒｡過去研究也發現，讀者本⾝身對於⽂文本主題所具備的先備

知識程度，會影響其在閱讀時對於圖像與語⾔言兩者訊息的選擇與擷取(Canham & Hegarty, 2010; Mathai 

& Ramadas, 2009)，包括在兩者之間靈活轉換的能⼒力，並進⽽而影響對於這些訊息的理解；⽽而 Sinatra and 

Mason (2008)也指出在閱讀時，若讀者具備錯誤的⼼心象表徵可能會妨礙其建構並理解這些知識架構。︒｡ 

除此之外，相關的眼動研究也發現，先備知識的⾼高低也會影響認知歷程中的眼動軌跡，具備較⾼高

的先備知識者對於作業相關的資訊會有較多且快速的凝視(Charness, Reingold, Pomplun, & Stampe, 

2001)。︒｡Jarodzka, Scheiter, Gerjets, and van Gog. (2010)透過分析專家與⽣生⼿手在觀看不同⿂魚類游動畫⾯面時的

眼動歷程，來了解先備知識對數位學習的影響，結果發現專家的注意⼒力不僅較快移動⾄至與任務有關的

區域上，亦較集中於與作業相關的區域上。︒｡專家凝視與⿂魚種判斷相關區域上的凝視時間較⽣生⼿手⾧長，但

凝視與游動種類相關區域上的凝視時間反較⽣生⼿手為短；專家組的凝視點多集中於可分辨出⿂魚種的區域，

⽽而不必然是判 斷運動⽅方式的區域，代表專家透過先備知識辨識出⿂魚的種類，同時運⽤用視覺上線索及先

備知識完成作業要求，進⽽而使其凝視軌跡與⽣生⼿手有所差異。︒｡ 

Just and Carpenter (1980)提出的⼼心眼⼀一致假設(eye-mind hypothesis)中認為眼球運動與觀看的位置

與我們的認知間有很強的關聯，眼球的運動能反應我們注意⼒力分配與訊息處理的歷程。︒｡當讀者在進⾏行

數位閱讀時，其在圖像與⽂文字等不同區域間凝視時間、︑､區域間來回跳動次數、︑､跳動的⽅方向(由⽂文到圖或

由圖到⽂文)，其實也就反映受試者篩選訊息、︑､組織架構與整合訊息等不同認知處理階段的表現。︒｡多媒體

包含有⽂文字與圖畫兩種訊息，圖畫所占⾯面積⼤大⼩小、︑､⾊色彩、︑､結構複雜度、︑､與⽂文字的空間距離等物理特性，

均會影響受試者的凝視表現，進⽽而影響其接收到的訊息質量。︒｡透過運算排除材料物理特性的影響，眼

動技術所蒐集到的凝視資訊，可更客觀地反映物理特性以外的認知處理歷程。︒｡ 

本研究以眼動儀為研究⼯工具，探討先備知識對數位閱讀之圖⽂文整合的影響，在執⾏行期間進⾏行實驗

探討成⼈人在閱讀⽂文本時，圖⽚片註解和⽂文字註解被使⽤用與整合的程度，是否有所差異？⽽而讀者的相關先

備知識⾼高低，是否對註解被使⽤用與整合有不同的影響？實驗以⾼高/低先備知識成⼈人為研究對象，以觀察

成⼈人在本⽂文與註解等不同區域上的凝視時間、︑､凝視機率、︑､次數以及兩區域間來回反覆掃視的表現，來

探討先備知識對有註解⽂文章及圖⽂文整合理解歷程的影響。︒｡ 

 

研究⽅方法 

實驗對象 

本研究受試者為 48 位⼤大學⽣生國⽴立⼤大學⾼高年級（三、︑､四年級）學⽣生，分為⼼心理系（男⽣生 8 為，⼥女

⽣生 16 位）與⾮非⼼心理系（男⽣生 3 位，⼥女⽣生 21 位）兩組，年齡分佈在 20～24 歲，所有受試者平均年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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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歲且母語皆為中⽂文。︒｡ 

實驗設備 

實驗過程中受試者的眼動情形由 SR Research 製造的 EyeLink1000 眼動儀所記錄，取樣頻率為 1000 

Hz。︒｡閱讀材料會呈現在 iMac 21 吋螢幕顯⽰示器上，觀看距離為 70 釐⽶米。︒｡ 

實驗材料 

實驗採⽤用四篇科學短⽂文作為實驗材料，分為⼼心理主題與⼀一般主題各兩篇，每篇皆為圖⽂文共陳的形

式。︒｡最初對於⼀一般主題的⽂文章所選定的主題分別為「海嘯形成」與「天氣圖判讀」，然在正式實驗開始

前的試測中，發現「天氣圖判讀」的圖⽚片特性較其他幾篇不同；由於等壓線布滿圖區，使得在劃分關

鍵分析區時難度較⾼高，劃分出的區域間彼此所包含的資訊也可能重複（如皆包含到等壓線），如此將無

法釐清受試者在觀看某⼀一圖⽚片區時其所欲截取的資訊為何，故將「天氣圖判讀」撤換為「⼤大氣⽔水循環」

的短⽂文，並先通過試測後才開始正式執⾏行實驗。︒｡閱讀短⽂文範例如圖 1 所⽰示。︒｡ 

為了控制每篇短⽂文的可讀性，參考宋曜廷等（2013）對中⽂文⽂文本可讀性探討的研究後，從中選取

出幾項可讀性指標，包含短⽂文的總字數、︑､總詞數、︑､學術名詞數、︑､總句數及句平均詞數，並以⽂文本可讀

性指標⾃自動化分析系統(可讀性研究團隊，2014)分析，其結果如表 1 所⽰示。︒｡針對⽂文本主觀的閱讀感受，

在實驗開始前另外請 20 位⼤大學⾼高年級學⽣生，在閱讀每篇實驗材料後，以七點量表對每⼀一篇的主題明確

度、︑､概念完整度及圖⽂文契合度評分。︒｡兩類主題的評分檢定結果，顯⽰示⼼心理主題的材料無論在主題明確

度、︑､概念完整度及圖⽂文契合度上皆低於⼀一般主題的材料。︒｡因評分的學⽣生多為⾮非理⼯工科系學⽣生，判斷其

在閱讀⼼心理主題⽂文章時，主觀上的難度也可能會影響到評分的結果，⽽而使得兩類主題在材料檢測的檢

定上有差異。︒｡ 

圖 1  實驗中的閱讀短⽂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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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實驗短⽂文可讀性指標統計 

主題類別 主題 字數 詞數 學術名詞數 句數 句平均詞數 

⼼心理主題 
視覺成像 474 257 19 28 9.18 

神經元 478 281 23 24 11.71 

⼀一般主題 
海嘯 473 261 22 27 9.67 

⽔水循環 480 267 24 24 11.13 

 

每篇⽂文章皆有六題選擇題作為受試者理解題的題庫；為避免理解題難度過⾼高⽽而無法真實反映受試

者的理解情況，在實驗開始執⾏行前先請四位學⽣生閱讀⽂文章後回答理解題，並統計各題答對率，再從每

篇⽂文章題庫中挑出答對率較⾼高(答對率 75%以上)的四題，並視情況稍作修改後作為正式實驗的題⽬目。︒｡ 

實驗程序 

實驗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四篇科學短⽂文的圖⽂文閱讀，在閱讀材料出現之前，螢幕左上⾓角會有

⼀一⿊黑⾊色⼗十字凝視點，受試者須凝視在凝視點上，經主試者確認凝視位置正確後，按鍵將閱讀材料呈現

於畫⾯面上，每⼀一次只會出現⼀一篇。︒｡受試者可依⾃自⼰己習慣的速度閱讀材料，當閱讀完畢後，受試者按下

反應盒上任⼀一鍵便進⼊入理解題測驗階段，回答完四題理解題後便會進⼊入下⼀一篇短⽂文，四篇短⽂文接完成

後即結束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為兩篇全⽂文字的短⽂文閱讀，程序如同第⼀一階段，在短⽂文之前為⼀一⿊黑⾊色⼗十字凝視點，之後

進⼊入短⽂文閱讀，每⼀一⾴頁⾯面有四⾏行⽂文字，共呈現 100 個字元，受試者閱讀完該⾴頁⾯面後，按下反應盒任⼀一

鍵即進⼊入下⼀一⾴頁⾯面，直到該篇短⽂文閱讀完畢，則進⼊入理解題答題階段。︒｡ 

在兩階段開始之前皆會先進⾏行校正，在受試者閱讀完兩階段總嘗試次數的⼀一半時可以稍作休息，

開始繼續實驗時也會再重新校正。︒｡兩階段再正式開始實驗時皆會有⼀一篇練習題，讓受試者了解該階段

流程，練習題的資料則不納⼊入分析。︒｡整個實驗所需時間約 30～40 分鐘。︒｡ 

 

 

結果 

實驗主要分析在圖⽂文兩個區域中，各區域的凝視次數、︑､凝視時間及區域轉換次數。︒｡分析採⽤用線性

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 LMM; Baayen, 2008; Baayen, Davidson, & Bates, 2008)進⾏行統計考驗，統計

分析是以 R 統計軟體(Team., 2010)中 lme4 套件(Bates & Maechler, 2010)的 lmer 函數進⾏行。︒｡實驗共計有

48 為學⽣生完成，分為⼼心理系與⾮非⼼心理系兩組各 24 ⼈人，依據實驗設計，本實驗的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

來⾃自於受試者及每個閱讀材料，⽽而實驗探究的先備知識差異與閱讀題材則為固定效果(fix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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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次數與凝視時間 

圖 2 為兩組學⽣生在不同閱讀題材下對圖區及⽂文區的凝視次數與總凝視時間的差異，統計考驗結果

如表 2、︑､表 3 所⽰示，先備知識的主要效果無論在⽂文區或圖區的凝視次數及總凝視時間上皆達顯著，顯⽰示

⼼心理系學⽣生在閱讀短⽂文時，在⽂文區與圖區的凝視次數與總凝視時間皆⾼高於⾮非⼼心理系學⽣生。︒｡先備知識與

閱讀題材的交互作⽤用在⽂文/圖區的凝視次數及總凝視時間上也都達顯著；進⼀一步檢驗後發現，在⼼心理主

題下，⼼心理系的學⽣生對圖區的凝視次數明顯⾼高於⾮非⼼心理系學⽣生，在⽂文區上則無差異。︒｡ 

 

 

 

 

 

 

 

 

 

圖 2  ⽂文/圖區的凝視次數與總凝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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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文/圖區凝視次數在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上的統計考驗參數值 

 ⽂文字凝視次數 圖⽚片凝視次數 

Fixed effects 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Intercept) 278.276 25.860 10.761 41.464 6.532 6.348 

Background Knowledge 94.677 46.975 2.015 42.010 12.277 3.422 

Theme 16.615 23.245 0.715 1.156 5.520 0.209 

Background Knowledge*Theme -24.219 8.492 -2.852 -10.094 3.245 -3.111 

Theme(P-nP)@bkPsy -7.604 24.748 -0.307 -8.937 6.403 -1.396 

Theme(P-nP)@bkNonPsy 40.833 24.748 1.650 11.250 6.403 1.757 

BK(P-nP)@tPsy 70.458 47.737 1.476 31.917 12.698 2.513 

BK(P-nP)@tNonPsy 118.896 47.737 2.491 52.104 12.698 4.103 

註：BK 為先備知識，Theme 為閱讀主題，bkPsy 為⼼心理系學⽣生組，bkNonPsy 為⾮非⼼心理系學⽣生組，tPsy 為⼼心理主題，tNonPsy
為⼀一般主題。︒｡ 

 

     表 3  ⽂文/圖區總凝視時間在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上的統計考驗參數值 

 ⽂文字總凝視時間 圖⽚片總凝視時間 

Fixed effects 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Intercept) 65452.760 6322.541 10.352 9885.010 1724.202 5.733 

Background Knowledge 22866.687 11546.803 1.980 10227.313 3292.509 3.106 

Theme 6908.917 5555.844 1.244 983.417 1285.539 0.765 

Background Knowledge*Theme -5602.417 2073.149 -2.702 -1844.792 775.718 -2.378 

Theme(P-nP)@bkPsy 1306.500 5930.038 0.220 -861.375 1501.449 -0.574 

Theme(P-nP)@bkNonPsy 12511.333 5930.038 2.110 2828.208 1501.449 1.884 

BK(P-nP)@tPsy 17264.271 11731.436 1.472 8382.521 3382.655 2.478 

BK(P-nP)@tNonPsy 28469.104 11731.436 2.427 12072.104 3382.655 3.569 

註：BK 為先備知識，Theme 為閱讀主題，bkPsy 為⼼心理系學⽣生組，bkNonPsy 為⾮非⼼心理系學⽣生組，tPsy 為⼼心理主題，tNonPsy
為⼀一般主題。︒｡ 

 

轉換次數 

學⽣生的先備知識在圖⽂文之間的凝視轉換次數上有顯著的效果，⼼心理系的學⽣生在圖⽂文轉換的次數顯

著⾼高於⾮非⼼心理系學⽣生。︒｡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有顯著的交互作⽤用，⾮非⼼心理系學⽣生在兩組閱讀主題上的轉

換次數差異達顯著，⼼心理系學⽣生則無差異；⽽而在⼼心理主題的閱讀題材下，⼼心理系學⽣生與⾮非⼼心理系學⽣生

的圖⽂文轉換次數差異達顯著，但在⼀一般主題下兩組學⽣生表現則無差異。︒｡統計考驗結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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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圖⽂文凝視轉換次數在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的統計考驗參數值 

Fixed effects 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Intercept) 12.656 1.993 6.351 

Background Knowledge 11.917 3.662 3.254 

Theme 1.708 1.918 0.891 

Background Knowledge*Theme -3.354 1.098 -3.055 

Theme(P-nP)@bkPsy -1.646 2.210 -0.745 

Theme(P-nP)@bkNonPsy 5.062 2.210 2.291 

BK(P-nP)@tPsy 8.562 3.823 2.240 

BK(P-nP)@tNonPsy 15.271 3.823 3.995 

註：BK 為先備知識，Theme 為閱讀主題，bkPsy 為⼼心理系學⽣生組，bkNonPsy 為⾮非⼼心理系學⽣生組，tPsy 為⼼心理主題，tNonPsy
為⼀一般主題。︒｡ 

 

圖⽂文轉換時的凝視時間 

圖⽂文轉換發⽣生時，轉換後在⽂文/圖區停留時間的統計考驗結果如表 5，在⽂文到圖轉換的情況下，對

於圖⽚片檢視時間並沒有先備知識或閱讀主題的效果；但在圖到⽂文的轉換發⽣生時，先備知識對於⽂文區的

檢視時間效果達顯著，顯⽰示⼼心理系的學⽣生在圖到⽂文的轉換後，停留在⽂文字區的凝視時間較⾮非⼼心理系的

學⽣生⾧長。︒｡在圖⽂文轉換後的凝視時間上，並未發現任何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之間的交互作⽤用。︒｡ 

 

     表 5  圖⽂文轉換後凝視時間在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的統計考驗參數值 

 ⽂文到圖轉換時圖⽚片檢視時間 圖到⽂文轉換時⽂文字檢視時間 

Fixed effects 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Estimate Std. Error t value 

(Intercept) 2831.467 505.260 5.604 711.365 45.376 15.677 

Background Knowledge -737.517 956.542 -0.771 278.577 76.634 3.635 

Theme 277.992 519.443 0.535 114.603 63.120 1.816 

Background Knowledge*Theme -288.132 404.526 -0.712 -76.307 40.262 -1.895 

註：BK 為先備知識，Theme 為閱讀主題，bkPsy 為⼼心理系學⽣生組，bkNonPsy 為⾮非⼼心理系學⽣生組，tPsy 為⼼心理主題，tNonPsy
為⼀一般主題。︒｡ 

 

討論 

在圖⽂文兩個區域的凝視次數與凝視時間，反映了讀者本⾝身擷取訊息的過程中注意⼒力分配的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凝視次數與總凝視時間的指標上，先備知識的主要效果無論在⽂文字區或圖⽚片區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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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顯⽰示相對於⾮非⼼心理系的學⽣生⽽而⾔言，⼼心理系學⽣生無論在哪⼀一種閱讀主題下，其對⽂文字區或圖⽚片區

的凝視次數都較多，且兩區域分別的總凝視時間也較⾧長；此外，在圖⽂文凝視轉換次數及圖到⽂文轉換後

在⽂文字區的檢視時間上，也都可以看到先備知識的主要效果達顯著，也就是⼼心理系的學⽣生在這些指標

上測得的結果皆⾼高於⾮非⼼心理系學⽣生。︒｡為何在⼀一般主題下先備知識的效果仍達到顯著，可能的原因在於

⼀一般主題閱讀題材的選擇為科普題材，雖⽂文章難度已控制在⾮非專業程度，但仍屬於科學性質；相對於

⼼心理系的學⽣生為理⼯工科系背景來說，⾮非⼼心理系組的受試者多為法律、︑､財政、︑､地政、︑､外交等⾮非理⼯工科系

學⽣生，因此⼀一般性的科普⽂文章可能仍會造成⼼心理系與⾮非⼼心理系兩組學⽣生在先備知識上的差異。︒｡ 

較⾧長的凝視時間可能反映出讀者在閱讀時有較深的認知歷程要處理(Holsanova, Holmberg, & 

Holmqvist, 2009)，也可能代表在閱讀時對於內容理解的困難(Schmidt-Weigand, Kohnert, & Glowalla, 

2010)。︒｡在本研究中，由於兩組學⽣生在各閱讀主題的理解題表現上皆是⼼心理系學⽣生略優於⾮非⼼心理系學⽣生

(⼼心理主題下，⼼心理系學⽣生答對率 84.90%，SD=2.86，⾮非⼼心理系學⽣生答對率 81.25%，SD=3.20；⼀一般主題

下，⼼心理系學⽣生答對率 90.63%，SD=2.54，⾮非⼼心理系學⽣生答對率 86.98%，SD=2.46)，因此⼼心理系學⽣生在

閱讀時間上⾼高於⾮非⼼心理系學⽣生，可能反映出⾼高先備知識者在閱讀圖⽂文共陳的材料時，其所涉及的認知

活動會較低先備知識者⾼高。︒｡此結果與過去研究發現⼀一致(Ho, Tsai, Wang, & Tsai, 2014)。︒｡ 

在⽂文字和圖⽚片區的凝視次數、︑､凝視時間及兩者的轉換次數上，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間的交互作⽤用

也都達顯著。︒｡若進⼀一步檢視⼼心理主題，結果顯⽰示在⼼心理主題的條件下，⼼心理系學⽣生在閱讀時對於圖⽚片

的凝視次數較多，總凝視時間也較⾮非⼼心理學⽣生⾧長；然⽽而在⽂文字區的凝視次數與凝視時間上，⼼心理系學

⽣生與⾮非⼼心理系學⽣生的差異並未達到顯著。︒｡在圖⽂文兩區的轉換次數代表在閱讀的歷程中，試圖整合圖⽂文

兩區資訊的程度。︒｡在⼼心理主題下，⼼心理系學⽣生在圖⽂文的轉換次數顯著⾼高於⾮非⼼心理系學⽣生，但在⼀一般主

題之下，兩組學⽣生的圖⽂文轉換次數差異則未達顯著。︒｡此結果與過去⽂文獻的發現⼀一致(Liu & Hou, 2011; 

Mason, Tornatora, & Pluchino, 2013)，顯⽰示⾼高先備知識者在閱讀圖⽂文並陳的材料時，⽐比低先備知識者更

願意檢視圖區的訊息，且在圖⽂文兩區之間的轉換及整合程度也較低先備知識者⾼高。︒｡ 

當讀者的凝視區域在圖⽂文之間轉換時，在轉換發⽣生後凝視點停留在圖區或⽂文區的時間⾧長度，代表

讀者可以將注意⼒力維持在圖/⽂文區的時間有多久。︒｡兩組學⽣生的凝視點由⽂文⾄至圖的轉換之後，在圖⽚片區的

檢視時間⾧長度並無顯著的差異，然⽽而當轉換是由圖⾄至⽂文時，⼼心理系學⽣生停留在⽂文字區的檢視時間⾧長度

則顯著⾼高於⾮非⼼心理系學⽣生，也就是⼼心理系學⽣生轉換後回到⽂文字區檢視時，其注意⼒力維持的時間可以較

⾮非⼼心理系學⽣生來得久，此結果也符合過去的研究結果(Mason, Tornatora, et al., 2013)。︒｡Hyönä, Lorch, and 

Kaakinen (2002)認為這種凝視區位轉換後的停留時間⾧長度可做⼀一種指標，表⽰示讀者將某⼀一⽂文段(或某⼀一

圖⽚片部位)當作處理其他⽂文段或圖⾯面部位資訊的錨點的能⼒力指標，⽽而在本研究的結果中也顯⽰示，此⼀一能

⼒力在⼼心裡主題下時，⼼心理系的學⽣生表現優於⾮非⼼心理系學⽣生。︒｡ 

 



 9 

結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個體先備知識的差異對於閱讀圖⽂文共陳材料時，其圖⽂文資訊整合的影響，研究中

使⽤用了⼼心理系與⾮非⼼心理系兩組學⽣生作為實驗受試者，閱讀材料則分為⼼心理主題與⼀一般主題兩類，但皆

為圖⽂文共陳的形式，眼動數據則採⽤用線性混合模型(Baayen, 2008)來分析先備知識與閱讀主題在各眼動

指標上的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高先備知識者閱讀圖⽂文共陳的材料時，檢視圖⽚片訊息的意願較⾼高，且較能有效掌

握合⽂文字與圖⽚片兩區的訊息並進⾏行整合，過程中所涉及的認知活動也較⾮非⼼心理系學⽣生⾼高。︒｡未來的研究

建議可區分圖⽚片各部位或⽂文本段落的特性，了解其所具備的特性如何影響不同先備知識者在閱讀時的

整合歷程，以期應⽤用於科學教育教材或建構數位閱讀平台⽂文本的編修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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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會議經過 

　　每⼆年舉辦⼀次的歐洲眼球運動國際研討會，今年在適逢建校六百五⼗年的維也納

⼤學舉辦，此會議是國際以認知處理為主要議題的眼動研究研討會，其中⼜以閱讀研究

佔⼤多數，所有使⽤眼動為⼯具來探討語⾔處理的各國學者，皆會參與這個重要的學術

會議。此次共有超過六百⼈的學者與研究⽣參與，在五天密集的會議⾏程中，共有七場

的主題演講，邀請眼動各個議題的重要學者，包括基礎⽣理、眼球運動控制、注意⼒、

閱讀、及計算機模型等等，從各個不同⾯向來統整相關議題的理論與研究。其中芬䦨的

學者Hyona教授的演講，以閱讀過程中注意⼒廣度的變動為題，整合過去不同研究者的

發現，說明影響閱讀注意⼒廣度的變動，包括注意⼒的⽅向、局部處理的監控、整體處

理的監控、及個別差異等等，詳細介紹了許多最新研究發現，最後也以注意⼒的運鏡理

論做為總結，內容相當精彩也充實。 

會議中有多場以閱讀為主題的⼩型研討與⼝頭報告，其中有⼀場是紀念今年初過世的

Rayner教授，他是閱讀與眼動研究領域中最具有影響⼒也有豐富成果的學者。該場次是

由他眾多指導的學⽣中，幾位已在不同學校任教也有優異研究表現的學者進⾏報告，也

由其中⼀位學者介紹Rayner教授的⽣平與⽣活相處的點滴，過程相當感⼈；過去個⼈與

Rayner教授也有幾次討論的經驗，他略帶嚴肅與對研究發表的積極態度，但同時對後輩

⼜是給予最⼤的⽀持與⿎勵，令⼈印象深刻也值得學習。紀念研討會的專業報告包括了

Rayner教授過去研究的幾個主要閱讀議題，如⼤量語料的分析、語境對閱讀的影響、閱

讀與眼動的計算機模型、及閱讀的視週邊處理與語意預視效應等等，這些議題在⽬前都

計畫編號 MOST 103-2511-S-004 -001

計畫名稱 基於眼動分析之雲端⾼互動合作式數位閱讀平台的圖⽂整合模式與評估研究

出國⼈員
姓名

蔡介⽴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政治⼤學⼼理系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4年8⽉16⽇⾄ 

104年8⽉22⽇

會議地
點

奥地利維也納

會議名稱
(中⽂) 第⼗⼋屆歐洲眼球運動研討會 

(英⽂) 18th European Conference on Eye Movements

發表題⽬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and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 in reading Chinese sentences



仍是重要議題，不同語⾔運作的異同，也是當前許多學者與我們感興趣的重點。從這場

與其他場次的報告中，學習到許多和⽬前我們正在研究的相關議題的發現，對後續計畫

執⾏或構思未來實驗，均有很⼤幫助與收獲。⽽整個會議的論⽂發表，也看到強調個體

差異的研究愈來愈受到重視，特別是語⾔的研究，不僅語⾔特性本⾝就多樣且複雜，⽽

⼈為主體的⼼智運作，受到經驗、知識、情境等影響，在語⾔處理過程中就會有變異，

⽬前不少研究透過增加認知功能的評量及統計⽅法，讓我們看到不同個體差異因素的重

要性，能更貼切地瞭解語⾔運作的本質，對於語⾔能⼒的發展或是特殊族群的語⾔功能

缺失，也可提供⽐較和對照。 

⼆、與會⼼得與建議 

會議空檔也與多位國外學者及來⾃台灣的學者進⾏討論，包括與⾧期合作的德國學者討

論⽬前研究進展，並確認未來⼀年要完成的⼯作⽬標。此次看到較多來⾃台灣的學者參

加會議，多來⾃教育與應⽤領域的專家，⾜⾒國內以眼動來進⾏認知研究有增加的趨

勢，但閱讀或語⾔議題仍然不多；反觀中國⼤陸不僅參與會議的⼈數⽐我們多且逐年增

加，多是以閱讀為研究課題。雖然國內的研究資源相對有限，但我們紮實的研究訓練仍

然有潛⼒可以在國際上佔有⼀席之地，應可再加強國內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特別

是閱讀議題上，透過團隊合作研究，結合並發揮不同專⾧，才有機會在國際學術舞台具

有競爭⼒。 

三、發表論⽂摘要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and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 in reading Chinese sentences 

Jie-Li Tsai1  and Chia-Ying Lee2 

1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2Academia Sinica,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whether the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 can be 
modulated by the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e word predictability 
effect on word skipping rate and suggest that contextual influence can occur early in 
parafoveal processing.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the early contextual influence 
facilitates word processing at the form and phonological levels. One experiment 
manipulated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predictable vs. unpredictable) and preview type 
(identical, orthographic, phonological, or unrelated to target), using the boundary paradigm 
in a sentence reading task. The results replicated the previous study showing the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 in reading Chinese. The contextual predictability effect was 



observed in early eye movement measures and it interacted with the preview effects. 
Moreover, the phonological preview benefit was enhanced when the word was predictable 
from the context. The nature of top-down contextual influence on early lexical processing 
w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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