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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以上學生，在閱讀包括數據和原理的社會性科
學議題文本，以利統整出「可減少碳排放量的能源政策」之建言的
任務時，以眼動儀記錄閱讀文本時在數據和原理的辯證類型上的注
意力分配，以及發表建言時所採用的辯證類型。並探討文組與理組
學生在這兩類指標上的差異，以及發表類型與眼動指標的關聯性。
本研究共招募47名受試者（文組23名、理組24名），閱讀的文本共
有12頁純文字頁面以及兩頁匯整圖表，純文字頁面分別敘述燃煤、
天然氣、再生能源、核能發電過程中的碳排放量以及可以減碳的原
理。透過K平均數群集分析依照發表內容分為三組，分別是重數據組
、平衡組（較重視原理和輔助說明）、以及外加資訊組（多提出自
己的既有知識或批評文本內容）。初探的結果發現發表內容與眼動
指標的關聯性，數據組在數據資訊上的停留時間略長於平衡組，平
衡組在原理和說明資訊上的停留時間略長於數據組，數據組也傾向
在數據資訊中來回閱讀，平衡組也傾向在原理資訊中來回閱讀。數
據組中的理組學生略多，而平衡組中的文組學生略多。文組學生的
發表內容較為平衡，而理組學生則是在數據上的比例較高。

中文關鍵詞： 社會性科學議題；多文本整合；論點辯證；閱讀歷程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types of justification
(evidence or mechanism)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focused on during reading multiple texts
(recorded by eye tracking) and orally presenting their
suggestions for the energy policy about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Forty seven participants (23 non-science and 24
science major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this study.
The reading material included 12 pages with textual
information and 2 pages with summarizing graphical
information. In the 12 pages with textual information, th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 and the way to reduce it
regarding fossil fuels, renewable and nuclear energy were
presented. Through K-means clustering, the content of
participants' oral presentation wa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groups, namely, emphasizing evidence, balanced (focused
more on mechanism and supplementary description),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prior knowledge or critiques).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show an association between oral
presentation and eye movement indices. The group that
emphasized evidence spent more time on evidence and
transited more often among evidence during reading. The
balanced group spent more time on mechanism and
supplementary description and transited more often among
mechanism. Science majors tended to focused more on
evidence while non-science majors' oral presentation was
more balanced.

英文關鍵詞： socio-scientific issues, multiple text integration,
argument justification, read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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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對科學與社會性科學議題文本的論點辯證之 

評估傾向與整合性論述 

（一）前言與研究目的 

自從 1990 年代網際網路大眾化之後，資訊取得變得相當容易，因此篩選及

整合資訊以提出自己的論點成為重要的能力。論點（argument）包括主張（claim）

和支持主張、說明主張為何成立的辯證（justification），Pearson、Knight、Cannady、

Henderson、及 McNeill（2015）從文獻中整理出四種辯證類型：實徵證據、機制

原理、訴諸專家、及個人經驗，其中實徵證據與機制原理在文獻中的討論較多，

故本研究採用的辯證類型以數據和原理為主。本研究將探討大學以上學生在閱讀

取自網路的文本後統整出自己的論點的任務中，閱讀時在不同辯證類型資訊上的

注意力分配，以及發表內容中採用的辯證類型為何，並探討發表類型和眼動軌跡

的關聯性。 

此外，Peters（2012）整理文獻後指出，對數字感知能力（numeracy）較低的

受試者，較易受到非數字的資訊影響，但數字感知能力較高的受試者也可能過度

使用數字。因此，本研究的初步探究，先基於文組和理組學生的數字感知能力有

差異的假設，探討科系對發表時的辯證類型以及閱讀時的注意力分配之影響。 

本計畫探討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文組和理組學生在閱讀文本時，對數據與原理的注意力分配型態為何？ 

(2) 文組和理組學生在發表論點時，採用的辯證類型（數據與原理）的比例為何？ 

(3) 以發表時的辯證類型比例進行分群後，發表類型和眼動軌跡間的關聯性為何？ 

（二）文獻探討 

社會性科學議題與辯證類型： 

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 SSI）是探討科技發展對人類身心健康、

生態環境、社會民生經濟等面向的正負面影響，可以讓學習者在真實生活情境下

學習科學知識和技能，以及透過不同面向正反面觀點的評估與權衡以進行明智的

決策（Sadler, 2004）。 

提出論點時，除了主張之外，還應包括支持主張、說明主張為何成立的辯證

（justification）。Pearson 等人（2015）綜合文獻而整理出四種主要的辯證類型：

實徵證據、機制原理、訴諸專家、及個人經驗。Koslowski 與 Masnick（2011）指

出，過去的研究較著重於哲學家 Hume 所提出的共變性（即兩變項之間的關係，

即為證據），因此認為應該屏除自己對於兩變項間為何有關係的機制原理等看法，

客觀的依據證據來進行判斷，例如 Kuhn 強調證據和理論的調和（coordination of 

evidence and theory; Kuhn, 2011），應將證據和理論（即機制原理或個人對此關係

的看法）視為不同的認知物體（object of cognition），而以證據來評估自己的理論

是否正確。然而，Koslowski 團隊則強調證據和機制原理互相依存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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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ependent），不斷出現的證據可促進科學家深入研究變項間的關係，而機

制原理也可協助判斷兩變項間的關係是否真有因果關係，或者只是碰巧的相關而

已。例如，一開始人們並不知道月亮的圓缺和潮汐間有何因果關係，但這兩個變

項的共變性不斷出現促使科學家進行研究，當科學家了解了萬有引力是月亮圓缺

和潮汐間的因果機制後，人們就更能了解及確定這兩個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因

此，Koslowski 團隊認為證據和原理是同等重要的。Glassner、Weinstock、及

Neuman（2009）的研究指出，受試者能依照論證的目的來挑選合適的辯證，例如

實徵證據較適合證明的目的，而機制原理較適合解釋的目的。 

多文本整合與訊息採用 

過去關於多文本整合的文獻，大多著重於文本來源的評估，例如 Britt 與 

Rouet（2012）提出的 Documents Model Framework 認為讀者會建構整合的心智模

型，除了文本的內容外，還包括帶有文章來源（專家或一般意見等）的跨文本模

型（intertext model），較少討論文本中的辯證類型的採用。Peters（2012）則指出

在數字與非數字的資訊中，對數字感知能力（numeracy）較低的受試者，較易受

到非數字的資訊影響，但數字感知能力較高的受試者也可能過度使用數字。 

科學文本閱讀之眼動軌跡 

自從 Just 與 Carpenter（1980）提出眼心假設（eye-mind assumption），認為

眼睛凝視處即為認知處理之處，凝視時間可反應認知處理時間，許多認知心理學

和教育研究者紛紛使用眼動記錄（凝視位置、時間、及掃視軌跡）來推估受試者

的認知處理歷程。 

Yang、Huang、與 Tsai（2016）探討大學生的認識觀與閱讀呈現數據、解釋、

圖形等資訊的科學文本（主題為溫室氣體與全球暖化）時的眼動軌跡之間的關係。

整體而言，受試者花費較多時間凝視描述數據和理論的區域，在後續的相關分析

中顯示認識觀的複雜程度（sophistication）與各區域眼動指標的相關性，首先對

知識來源和確定性有適切認識觀的受試者花費較多時間凝視科學解釋與數據區

域，對識知的辯證有適切認識觀的受試者也花費較多時間凝視數據區域，對知識

的發展和識知的辯證有適切認識觀的受試者花費較少時間凝視先前研究、已知理

論和模型的區域，有可能這些受試者將這些資訊視為暫時性的故減少關注。 

Yang（2017）探討地科和非地科背景大學生在閱讀呈現「地震是否可被預測」

不同論點的兩則科學報導時的眼動軌跡與科學推理表現間的關係，兩則報導皆呈

現數據與解釋，其中一則報導所涉及的知識超過一般地科系的大學課程範圍。整

體而言，各項凝視指標因報導內容熟悉度有異，在較熟悉的報導中，受試者花費

較多時間凝視事實和論據區域，在較不熟悉報導中，受試者花費較多時間凝視理

論區域。在推理表現與眼動指標間的關係中發現，能提出證據支持自己的論點的

受試者，花費較多時間凝視主張、數據、與論據區域，在不熟悉報導中也會凝視

理論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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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大學以上學生在提出論點時，如何提出辯證來支持自己的論點，

即其採用的辯證類型在數據、原理、輔助說明上的分布型態。此外，亦探討受試

者在閱讀文本以提出自己的論點時，其注意力在數據、原理、輔助說明等資訊上

的分布型態。 

實驗任務與程序 實驗任務為閱讀實驗者準備之文本後，統整出「可減少碳

排放量的能源政策」之建言。文本中列舉燃煤、天然氣、再生能源、核能等能源

在生命週期中的碳排放量以及可以減碳的方法，文本中包括數據、原理、輔助說

明等資訊。 

為了確保受試者理解碳足跡包括整個生命週期中的溫室氣體排放量，以及二

氧化碳當量的概念，在正式文本前請受試者閱讀先備知識文本，閱讀後實驗者針

對重要概念提問以確認受試者的理解程度，在不理解處，實驗者將進行解釋。完

成先備知識的確認後，受試者閱讀正式文本，不限閱讀時間也可重覆點選頁面閱

讀，閱讀過程中記錄受試者的眼動軌跡。閱讀後即進行發表受試者建議的「可減

少碳排放量的能源政策」。 

受試者 於網路招募北部的大學以上學生參與實驗，共 47 名（26 名女性、

21 名男性），受試者就讀的系所涵蓋文、社會、理、工、管理等學院。約略分為

理組 24 名、文組 23 名。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分述如下。 

先備知識文本與理解確認題 

為了確保受試者理解相關知識可順利閱讀正式文本以統整理出可減少碳排

放量的能源政策建言，在閱讀文本前請受試者閱讀先備知識文本，並口頭回答測

驗題。 

先備知識文本共計三頁，分別簡介溫室效應成因與溫室氣體種類與佔比、人

類活動對溫室效應的影響、及專有名詞的介紹。專有名詞包括碳足跡、生命週期、

及二氧化碳當量。閱讀後實驗者詢問(1)二氧化碳當量的意義、(2)碳排放量的概

念（即包括所有溫室氣體的排放量而不限於二氧化碳）、(3)生命週期的概念（即

發電所產生的碳排放量包括整個生命週期中而不限於發電當下產生的排放量）、

(4)簡寫的單位「克/度」的意義（即每發一度電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相當於排放多

少克的二氧化碳）等四個問題，若受試者的理解有限，實驗者將加以解釋並確保

受試者理解。 

正式文本 

正式文本包括 12 頁純文字頁面及 2 頁匯整圖表。文本內容由計畫人員參考

網路資料編寫而成，盡可能參考有公信力的網站，如 IPCC 官網報告、台電、經

濟部、以及科技大觀園、泛科學等網站。純文字頁面包括簡介、禁煤淨煤的爭議、

淨煤技術的簡介、超超臨界技術、碳捕獲與封存技術、微藻固碳、改用天然氣、



‐ 4 ‐ 
 

 

太陽能、風力、水力、核能發電減碳、以及低碳能源的簡介，文字頁面如圖 1-a

與 b 所示。第 1 頁匯整圖表（圖 1-c）提供台灣的能源配比、發電成本、及開採

年限等資訊，第 2 頁匯整圖表（圖 1-d）則提供上述能源的碳排放量比較。受試

者須依序點選頁面，但過程中可重覆閱讀已讀過的頁面，全部 14 頁閱讀完畢後

可自由點選想再複習的頁面，不限閱讀時間，平均閱讀時間為 20 分鐘。 

(a)                                 (b) 

   

(c)                                 (d) 

   

圖 1 正式文本範例，(a)與(b)純文字頁面，(c)與(d)匯整圖表。受試者可點選一方

的頁籤前往閱讀對應頁面或點選結束完成此任務，點選的頁面以反白顯示。 

文字頁面依其性質進一步區分成數據、原理（減碳的原因）、及輔助說明等

三類興趣區域（Area of Interest, AOI）。以「超超臨界技術」頁面為例（圖 1-

a），一開始對燃煤發電以及超超臨界的定義之介紹為「輔助說明」，並沒有直接

觸及減碳的原理，但可促進受試者了解其他內容，或者介紹某減碳方法的附帶

優點（例如微藻固碳或碳捕獲可生產生質產品或民生用二氧化碳）；接著介紹在

超臨界鍋爐內，如何可增加燃煤效率，進而降低碳排放量為「原理」；第二段指

出發電效率提升的實際「數據」。這三種資訊在頁面上的安排並沒有固定順序。 

眼動儀與眼動指標分析 本研究採用 SR Research 公司生產之 EyeLink 1000

眼動追蹤儀，取樣頻率為 1000 Hz，實驗材料呈現於 22 吋螢幕上，解析度為

1024  768，受試者與螢幕的距離約為 70 公分。實驗材料由受試者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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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PC）呈現，以 SR Research 公司開發的 Experiment Builder 軟體撰寫實

驗程式控制實驗程序（包括校正、呈現閱讀材料、接收受試者以滑鼠點選位置

以利更換頁面），實驗者則透過主試者電腦（Host PC）監控和記錄眼動軌跡。 

眼動數據係透過 SR Research 公司開發之 Data Viewer 軟體產出 excel 報

表，以每個頁面中的數據、原理、輔助說明三類資訊為興趣區域，計算在該資

訊的三項停留時間指標：(1)第一次佇留時間（first-pass dwell time）為頁面第一

次呈現後第一次凝視該區域直到離開之前的凝視時間加總；(2)總佇留時間

（total dwell time）為頁面第一次呈現後凝視該區域的所有凝視時間加總；(3)總

閱讀時間（total reading time）為該頁面每次呈現（依受試者而異，每個頁面平

均閱讀次數為 1.7 次，最大值為 5 次）在該區域的總佇留時間之加總。區分某

一區域在頁面第一次閱讀時第一次進入該區域、所有進入該區域、及整個實驗

中進入該區域的時間，可分別探討初次處理、及後續的整合比較的階段。由於

每個區域的字數不同，受試者閱讀每個頁面的時間也不同，故停留時間的指標

將除以字數以及該頁面的總凝視時間，換算出來的指標為平均每個字上在該頁

面的凝視時間比例。 

此外，亦計算在數據、原理、輔助說明三個區域之間的轉移次數，並區分

第一次閱讀此頁面與所有閱讀次數的轉移次數。轉移次數亦除以該頁面第一次

閱讀和所有閱讀次數中在各區域間的總轉移次數，換算出來的指標為轉移次數

的比例。 

整合論述編碼表 

受試者在閱讀文本後口頭發表可減少碳排放量的能源政策，發表的內容經錄

音與繕打逐字稿後進行編碼。依據文本的內容分成數據、原理、輔助說明三類，

但有些受試者會提出文本以外的內容，例如台灣沒有足夠的風場來發展風力發電

等既有知識，或者對文本內容的評論（大多是質疑的負面評論），故另編一類統

稱為外加資訊。 

編碼後，統計這四類資訊的比例，並透過 K 平均數群集分析（K-means 

clustering）將受試者的發表類型分為三類（以外加資訊為主、重視數據、平均分

配），並以此分類分析受試者的眼動指標，探討發表內容與眼動指標之間的關係。 

（四）結果與討論 

研究結果分成兩大方向進行分析，首先探討文組與理組受試者在整體閱讀時

間、次數和眼動指標上的差異；接著透過 K 平均數群集分析將受試者的發表分

成三類，再探討三組受試者在眼動指標和發表內容的關係，以及文理組的差異。 

A. 文組與理組的差異 將依序探討文組與理組的受試者在整體閱讀時間與

次數、眼動指標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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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閱讀時間與次數 

平均而言，在 12 頁純文字頁面上的總閱讀時間，文組學生顯著低於理組學

生，第一次閱讀頁面的時間：文組 856.8 秒（SE = 45.4）、理組 1012.0 秒（SE = 

59.8）、t(45) = -2.056、p < .05；所有次數的閱讀時間：文組 1030.1 秒（SE = 61.0）、

理組 1270.0 秒（SE = 85.1）、t(45) = -2.274、p < .05。 

由於兩頁匯整圖表係整理能源配比、發電成本、燃料開採年限、碳排放量等

資訊，屬於數據類別，亦分析文組和理組學生的差異。在兩頁圖表上的所有次數

的總閱讀時間、總閱讀次數、及總凝視次數，文組學生均少於理組學生。總閱讀

時間：文組 112.4 秒（SE = 8.5）、理組 191.8 秒（SE = 13.6）、t(45) = -4.913、p 

< .001；每頁總閱讀次數：文組 1.7 次（SE = 0.14）、理組 2.3 次（SE = 0.18）、t(45) 

= -2.597、p < .05；總凝視次數：文組 394.1 次（SE = 26.4）、理組 682.2 次（SE = 

53.0）、t(45) = -4.797、p < .001。然而，兩組學生在圖表上的平均凝視時間並沒有

顯著差異，文組 220.5 ms（SE = 5.6）、理組 228.3 ms（SE = 5.4）、t(45) = -.993、

p > .32，顯示圖表內容為數據的整理，不需要特殊知識即可理解，故兩組學生在

平均凝視時間上沒有差異，但差別在於處理的次數，理組學生較注重能源間的比

較，在頁面的閱讀次數以頁面上的凝視次數都比文組學生多，故整體閱讀時間也

較長。 

整體而言，文組學生在閱讀並整合能源政策的建言時，平均所花費的時間較

理組學生來得短。 

眼動指標 

如表 1 所示，在三種停留時間上，科系的差異均未達顯著（p > .27, .35, .47），

而資訊類型有顯著差異（ps < .05），在第一次佇留時間上，說明的停留時間顯著

長於原理（p < .05），而說明與數據的差異未達顯著（p > .10）；然而，在總佇留

時間與總閱讀時間上，三種資訊間皆達顯著差異（ps < .01），依序為原理長於數

據長於說明。不論是文組或理組學生（交互作用不顯著 ps > .75），在第一次進入

興趣區域時，在說明上花費較長的時間，但在第二次之後，則花費較長時間於原

理和數據之上。 

 

表 1 文組與理組學生在三類資訊上單位字數停留時間比例之平均值與標準誤 

 第一次佇留時間 總佇留時間 總閱讀時間 

 文組 理組 平均 文組 理組 平均 文組 理組 平均 

數據 64.4 (4.8) 57.1 (4.7) 60.8 (3.4) 139.0 (2.6) 137.3 (2.6) 138.1 (1.8) 140.0 (2.3) 141.0 (2.3) 140.5 (1.6) 

原理 62.9 (5.3) 56.2 (5.2) 59.6 (3.7) 156.6 (3.1) 154.0 (3.0) 155.3 (2.1) 156.2 (2.8) 153.3 (2.8) 154.8 (2.0) 

說明 69.3 (4.0) 62.9 (3.9) 66.1 (2.8) 128.2 (2.0) 129.2 (2.0) 128.7 (1.4) 128.3 (1.5) 127.9 (1.5) 128.1 (1.1) 

平均 65.5 (4.4) 58.7 (4.3)  141.3 (0.8) 140.2 (0.8)  141.5 (0.8) 140.7 (0.7)  

 

如表 2 所示，在三類資訊的轉移次數比例上，在數據到原理、以及數據到說

明上的轉移次數比例有差異（第一次閱讀頁面：p < .05、p < .066；整體閱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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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p < .083、p < .05），若將數據到原理與原理到數據加總，則未達顯著差異

（ps > .11），而將數據到說明與說明到數據加總，則達邊緣顯著水準（ps < .09）。

顯示文組與理組學生，在各別資訊內（如數據到數據、原理到原理、說明到說明）

的轉移次數比例都一樣很高，而文組學生在看到數據後較理組學生更常去回顧原

理，而理組學生較常在數據與說明之間來回閱讀。 

 

表 2 文組與理組學生在三類資訊間的轉移次數比例之平均值與標準誤 

 數據數據 數據原理 數據說明 原理數據 原理原理 原理說明 說明數據 說明原理 說明說明

第一次閱讀頁面 

文組 17.0 (1.5) 8.0 (0.7) 9.5 (0.6) 6.8 (0.7) 12.5 (1.1) 9.9 (0.7) 8.7 (0.6) 9.2 (0.7) 18.4 (1.1) 

理組 18.0 (1.3) 6.3 (0.5) 11.0 (0.5) 5.9 (0.5) 13.3 (0.8) 9.5 (0.7) 9.9 (0.5) 9.4 (0.6) 16.8 (1.3) 

整體閱讀頁面加總 

文組 16.2 (1.3) 7.9 (0.6) 9.7 (0.5) 7.3 (0.6) 12.3 (0.9) 9.8 (0.5) 9.2 (0.6) 9.8 (0.5) 17.7 (1.1) 

理組 16.0 (1.1) 6.6 (0.5) 11.1 (0.4) 6.5 (0.5) 13.5 (1.0) 9.6 (0.6) 10.3 (0.5) 9.8 (0.6) 16.6 (1.2) 

 

發表內容 

如表 3 所示，文理組學生在四類發表類型上（數據、原理、輔助說明、外加

資訊）的比例沒有顯著差異（p > .80），發表類型則有顯著差異（p < .001），數據

的比例顯著高於原理和說明的比例（ps < .01），外加資訊也高於原理和說明的比

例，但僅達邊緣顯著（ps < . 075），其他比較沒有顯著差異。雖然科系與發表類

型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p > .24），但理組學生在四種類型的比例差異類似於整

體的差異，即外加資訊和數據的比例高於原理和說明的比例，文組學生在四種類

型間無顯著差異。顯示理組學生較重視數據，也較有自己的想法。 

 

表 3 文組與理組學生的四種發表類型比例之平均值與標準誤 

 數據 原理 說明 外加資訊 

文組 29.1 (3.4) 21.7 (3.4) 20.2 (2.6) 29.0 (4.9) 

理組 35.2 (3.4) 12.5 (3.3) 18.3 (2.6) 34.0 (4.8) 

平均 32.1 (2.4) 17.1 (2.3) 19.3 (1.8) 31.5 (3.5) 

 

B. 發表內容 將依序呈現 K 平均數群集分析的結果、探討文理組在分群上

的差異、以及發表內容與眼動指標的關係。 

K 平均數群集分析 

依據發表內容的四種類型（數據、原理、輔助說明、外加資訊）進行群集分

析，採取三個群集，如表 4 所示。變異數分析顯示三個群集組別在四種發表類型

比例上皆達顯著差異（ps < .05），事後比較發現第 1 組在數據比例上顯著高於另

兩組（ps < .001），故命名為「重數據組」；第 3 組在名加資訊比例上高於第 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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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與第 1 組（p < .069），故命名為「外加組」；第 2 組在四種發表類型

比例接近，故命名為「平衡組」，平衡組在原理比例上顯著高於另兩組（ps < .001），

在說明上顯著高於「重數據組」（p < .05）。 

 

表 4 群集分析摘要表 

  組別 

M (SD) 

   

 1 重數據 2 平衡 3 外加 F (df) p 

發表類型 N = 10 N = 23 N = 14   

數據 53.7 (3.9) 27.5 (2.6) 24.5 (3.3) 19.59 < .001 

原理 04.8 (3.9) 28.6 (2.5) 06.6 (3.3) 20.56 < .001 

說明 10.7 (3.7) 23.4 (2.5) 18.5 (3.1) 4.12 < .05 

外加 30.8 (6.3) 20.4 (4.2) 50.4 (5.4) 9.68 < .001 

 

文組與理組的差異 

分析群集組別和科系之間的關係發現，如表 5 所示，雖然重數據組和外加組

中理組略多於文組學生，平衡組中文組略多於理組學生，但卡方檢定結果並不顯

著（2(2) = 1.056，p > .59）。 

 

表 5 文組與理組學生發表群集的人數分布 

 重數據組 平衡組 外加組 小計 

文組 4 13 6 23 

理組 6 10 8 24 

小計 10 23 14 47 

 

眼動指標 

如表 5 所示，如同科系的分析（表 1），在三種停留時間上，群集組別的差異

均未達顯著（p > .95, .31, .47），而資訊類型有顯著差異（ps < .05），在第一次佇

留時間上，說明的停留時間顯著長於原理（p < .05），而說明與數據的差異未達

顯著（p > .10）；然而，在總佇留時間與總閱讀時間上，三種資訊間皆達顯著差異

（ps < .01），依序為原理長於數據長於說明。三個組別的學生在第一次佇留時間，

皆是在說明上較長，而總佇留時間與總閱讀時間上，雖然數據組在數據資訊上的

停留時間略長於平衡組，平衡組在原理和說明資訊上的停留時間略長於數據組，

但差距太小，未達顯著水準（ps > .99）。 

如表 7 所示，在三類資訊的轉移次數比例上，雖然數據組在數據到數據及說

明到說明的比例略高於平衡組，平衡組在原理到原理及原理到說明的比例略高於

數據組，但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ps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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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發表群集組別在三類資訊上單位字數停留時間比例之平均值與標準誤 

 數據組 平衡組 外加組 平均 數據組 平衡組 外加組 平均 數據組 平衡組 外加組 平均 

數據 
62.9 

(7.5) 

59.0 

(4.9) 

61.9 

(6.3) 

61.3 

(3.7) 

139.8 

(4.0) 

136.4 

(2.6) 

139.8 

(3.4) 

138.6 

(1.9) 

141.2 

(3.4) 

137.6 

(2.2) 

144.8 

(2.9) 

141.2 

(1.7) 

原理 
59.8 

(8.3) 

59.0 

(5.5) 

60.1 

(7.0) 

59.6 

(4.0) 

155.4 

(4.5) 

158.7 

(3.0) 

149.6 

(3.8) 

154.5 

(2.2) 

155.4 

(4.1) 

158.6 

(2.7) 

148.0 

(3.5) 

154.0 

(2.0) 

說明 
67.5 

(6.2) 

65.4 

(4.1) 

65.9 

(5.2) 

66.3 

(3.0) 

126.4 

(3.1) 

129.5 

(2.1) 

129.1 

(2.6) 

128.3 

(1.5) 

124.5 

(2.2) 

129.2 

(1.5) 

128.8 

(1.9) 

127.5 

(1.1) 

平均 63.4 

(6.8) 

61.1 

(4.5) 

62.6 

(5.7) 
 

140.5 

(1.3) 

141.5 

(0.8) 

139.5 

(1.1) 

 140.4 

(1.1) 

141.8 

(0.8) 

140.5 

(1.0) 

 

 

表 7 數據組與平衡組學生在三類資訊間的轉移次數比例之平均值與標準誤 

 數據數據 數據原理 數據說明 原理數據 原理原理 原理說明 說明數據 說明原理 說明說明

第一次閱讀頁面 

數據組 19.4 (2.6) 7.0 (1.3) 9.6 (0.7) 6.5 (1.2) 11.8 (1.5) 8.7 (1.1) 8.6 (0.6) 9.1 (1.0) 19.3 (2.4) 

平衡組 16.8 (1.5) 7.3 (0.6) 9.8 (0.4) 6.5 (0.6) 13.5 (1) 10.2 (0.7) 8.6 (0.5) 9.9 (0.7) 17.4 (1.1) 

整體閱讀頁面加總 

數據組 17.9 (2.1) 7.3 (1.3) 9.7 (0.7) 7.0 (1.3) 11.6 (1.2) 9.4 (1) 9.1 (0.6) 9.8 (0.9) 18.3 (2.5) 

平衡組 15.8 (1.2) 7.3 (0.5) 10 (0.5) 6.8 (0.5) 13.1 (0.9) 10.2 (0.6) 9.2 (0.5) 10.3 (0.6) 17.5 (1.1) 

 

小結與討論 本研究探討大學以上學生在匯整含有數據、原理、輔助說明三

類資訊的文本，以提出自己的論點時，會注意哪些類型的辯證資訊，以及會提出

哪些類型的辯證資訊來支持自己的論點。依據發表內容分成三個群集，分別為重

數據、平衡、及外加資訊組。本研究分別以受試者的科系（文組與理組）和三個

發表群集組別，探討受試者在閱讀時的注意力分配以及發表內容採用的辯證資訊

是否有差別。結果顯示，在辯證資訊的停留時間上，不論科系和發表群集組別，

在第一次佇留時間上，說明資訊的時間較長，而在加入第二次進入興趣區域的時

間後，則依序為原理長於數據長於說明。發表群集組別中的於雖未達顯著水準，

但仍能顯示出兩個主要發表群集組別，發表類型和眼動指標之間的關係。同樣的，

在三類資訊的轉移次數比例上，數據組在數據到數據及說明到說明的比例略高於

平衡組，平衡組在原理到原理及原理到說明的比例略高於數據組，雖未達顯著水

準，但也顯示發表類型和眼動指標之間的關聯性。 

發表群集組別和科系間有微弱的關係，重數據組中的理組學生略多，平衡組

（原理和說明的比例多於重數據組）中文組學生略多。在匯整數據的兩頁圖表上，

每頁的閱讀次數、頁面中的總凝視次數、以及總閱讀時間，都是文組少於理組；

在純文字頁面的總閱讀時間，也是文組少於理組。顯示文組學生對於數據的關注

程度較低，且閱讀與構思以利發表的時間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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