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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閱讀能力評鑑上，長期以來皆使用自我評價的方式來衡量閱讀者
的反思能力，究其根本原因在於，過往文獻亦未對閱讀心得反思有
一精確之說明與定義。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目標在於先定義閱讀心
得反思歷程之架構；在此基礎之上，藉由自動化技術的輔助，提出
方法針對閱讀後的心得反思進行有效的表現性評量，以取代過往自
省式評量方式的不準確性。
本研究結合閱讀心理學、計算語言學、機器學習及自然語言之技術
來進行跨域研究，嘗試研發中文閱讀心得反思的自動化評分模型
，評估566個學生在閱讀三篇不同文本難度的作品後所撰寫的心得
，而這三篇文本難度橫跨國小低、中、高年級。結果顯示，本研究
所研發的三個模型：精緻化評分模型、知識整合評分模型及綜合評
分模型所預測的結果與專家相比，絕對一致率分別是：54.42%、
52.65%及43.46%；鄰近一致率分別是：81.80%、92.58%及83.39%。
此結果顯示本研究所研發的評分模型皆與專家評分的趨勢相近，具
有一定教學輔助的功用。

中文關鍵詞： 閱讀心得反思；閱讀心得自動批改模型；新舊知識整合；機器學習

英 文 摘 要 ： In the evaluation of reading ability, self-evaluation has
been used for a long time to measure the reflective ability
of reader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is trend is that
the past literature does not have a precise explanation and
definition of reading reflection. In view of thi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rst def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reflection process of reading; on this basi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utomated technology, we propose methods for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reflection performance after
reading to replace the inaccuracy of introspective
assessment methods in the past.
      This research combines reading psychology,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machine learning an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 conduct cross-domain research, and
tries to develop an automated scoring model for Chinese
reading reflection to evaluate 566 reflections of three
texts with text difficulties that extend across low,
middle, and high level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xts. The
accuracy of the three models thus developed is as follows.
Compared with the rating results by experts, the refined
scoring model achieved the accuracy of 54.42%, knowledge
integration scoring model: 52.65%, and comprehensive
scoring model: 43.46%. The adjacent accuracy of the three
models are 81.80%, 92.58% and 83.39%,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oring models developed by this
research are similar to the trend of expert scoring, and
have teaching aid functions.

英文關鍵詞： Reading reflection; automatic reading reflection scoring
model; integration of old and new knowledge;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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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小學生閱讀的後設認知能力：整合心理模型、文本大數據、自

動測評工具與適性教學方案--子計畫三 : 提升閱讀心得反思之整合詮

釋能力：整合詮釋文本大數據建立、自動評量工具發展與適性教學回

饋設計 

壹、前言 

在閱讀能力評鑑上，長期以來皆使用自我評價的方式來衡量閱讀者的反思能力，究其根
本原因在於，過往文獻亦未對閱讀心得反思有一精確之說明與定義。以往閱讀後設認知能力
相關研究中(Brown, 1978)，雖已觸及後設認知與反思能力間的關係，但無法明確定位其關係，
各學者對於閱讀反思亦無統一的論調(Baker, 2003; Block, 2002)。在此不一致的脈絡之下，針
對閱讀高層次的心得反思能力，也無法發展具有理據的表現性評量，以突破自評式評量有效
性不高的問題(Kruger & Dunnings, 1999; Ross, 2006)。因閱讀心得反思的理論定義缺乏，從而
導致評量方式無所根據，更進一步反映在提升閱讀能力的教學方法與策略上；目前以問卷量
表評量的方式，因為簡便(尤其用於評估群體閱讀能力時)，而且同樣能得到閱讀者形成性資訊，
故過往實徵研究大多以此引導課堂教學(Baker, 2005)，這樣以學習者自我評量的方式所引導的
課堂教學，固然有其參考價值，但必然不如以其閱讀表現進行評估而設計的教學方針。 

有鑑於上述缺點，本子計畫先清楚定義閱讀心得反思歷程之架構；在此基礎之上，藉由
自動化技術的輔助，提出方法針對閱讀後的心得反思進行有效的表現性評量，以取代過往自
省式評量方式的不準確性；此一表現性評量結果未來將提供為後續課堂教學設計與實驗之依
據，實作結合能力評量與教學回饋的自動化教學系統。 

 

貳、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所述，本子計畫主要目的有二： 

 蒐集多樣化及完整化巨量語料，訓練橫跨不同年齡層、多種領域知識的巨量語意空間，
以涵蓋閱讀文本與閱讀者的知識體系；另外，蒐集不同年齡層的學習者心得反思，予以
標準化及分齡化的專家評分，以建立心得反思語料庫。 

 奠基於巨量語意空間及段落向量技術，建立語意空間的知識拓樸圖，用以衡量不同文本
之間語意的關聯；並研發評分指標及心得反思自動化評量的演算法，分析心得反思的廣
度與深度；最後藉由前述專家評分之心得反思語料庫，檢驗指標和模型之效能。 

 

參、文獻探討 

(一) 心得反思的過往研究 

先前的研究指出心理行為(mental acts)是後設認知中的重要因素，學習者能辨明問題的情
境，知道自己懂與不懂之處，依循問題解決的步驟來解決問題(Davidson, Deuser, & Sternberg, 

1994)，以及評鑑後設認知的步驟和表現(Baker & Brown, 1984)。雖然不像後設認知的研究明
確指出其與心理行為之間的關係，目前的研究指出反思與其心理行為的關係，聚焦在心理行
為和反思的過程、行為之間的關聯性，Mewborn(1999)認為，反思是指個人和共享的經驗，而
後設認知的自我反思可經由反思寫作來發展。反思是一種跨學科的技能，經由反思寫作，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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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他們的經驗，引發對於新的知識的認識，能讓學生對於超越文本的理解，引到深入思考
(Mezirow, 1990)。 

目前的研究多著重在閱讀理解與後設認知的探討並發展相關的量表(例如：Jacobs 和 

Paris發展的 Index of Reading Awareness、 Pereira‐Laird 和 Deane發展的 Reading Strategy use、
Miholic、Schmitt 等人也有發展閱讀後設認知相關的量表)(Garner, 1987; Cross & Paris, 1988; 

Jacobs & Paris, 1987; Miholic, 1994; Pereira‐Laird & Deane, 1997; Schmitt, 1990)，鮮有文獻以閱
讀反思的角度了解其與閱讀理解的關係。但 OECD (2010)訂定的閱讀素養面向中提到閱讀反
思為較高層次的閱讀歷程，可窺見閱讀反思亦為影響閱讀理解能力的重要因素。 

以下將詳述閱讀反思的連結(connection)與精緻化(elaboration)。 

1. 閱讀心得反思的連結 

心得反思的連結意旨自我組織(self-orgnizing)的過程，讀者先理解閱讀的文本，理解
(comprehension)係指對於文本的主題、內容與意向進行編碼 (Wyer & Collins, 1992)。可分成以
下幾個層次的連結：(1)首先，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連結文本的句子或段落以進一步推論或
產生新的想法(Kintsch, 1988)；(2)其次為文本與先前經驗和先備知識進行內外在經驗和知識的
連結，先需經由心理意象的整合，將文本內的想法與心理學習策略(mental-learning tactic)連結，
並如何應用在實際的情境中(Griffith & Ruan, 2005)；(3)接著鼓勵想像新的想法，從文本預測
去想像未知或未來(Sadoski, Goetz, & Kangiser, 1988)。 

2. 閱讀心得反思的精緻化 

精緻化是指對起始的編碼(initial encoding)時沒有推論到的文本特徵，或是經由編碼所激
發的其他想法加以發展的過程。因此，精緻化基於前述的閱讀心得反思的連結，包括對文本
內容或文本特徵的推論，對可能引發的過去事件的思考，或是可能發生的未來事件的推論；
亦或精緻化是根據文本特徵和閱讀文本後產生的文思，與先前經驗或先備知識進行連結，並
進一步將閱讀文本與其連結進行分析、組織、比較、解釋，加以闡明的主要觀點，或是重新
建構文本、綜合(synthesize)自己個人的經驗與知識之間的關係 (Benton, Glover, & Plake, 1984)。 

綜上所述，心得反思的精緻化即為將閱讀後產生的文思加以解釋、提出支持的論點
(Benton & Blohm, 1986)。即精緻化是指與最初始的想法的關聯程度，精緻化的過程是指為了
把最初始的想法不斷地延伸或發展，並不斷產生更多的想法來支持最初始的想法的過程
(Nystrand, 1982)。因此測量閱讀反思精緻化可以透過(1)測量閱讀反思(例如：單字、句子和段
落)與摘要之間的相關性(Hendrickson, 1980)；(2)支持上位想法(superordinate idea)的下位想法
(subordinate ideas)數量增加了，因此可透過計算該心得反思中所包含的上位想法的比例得知
該心得反思是否精緻化(Anderson & Reder, 1979)。心得反思的連結與精緻化是指將閱讀文本
的事實、定義、具體的細節、引用、或是與閱讀文本主題相關的資訊和例子精緻化的過程；
其可經由描述手法或情節的鋪陳發展文本的特徵、情境模型。 

在反思的過程中，首先要能清楚辨別和定義文本的情境；理解文本特徵、掌握文本主旨
(Goodman, 1996)，在書籍文本閱讀歷程中除了藉由文字、語法、語用等知識對書籍文本文字
內容進行理解並形成內文基礎(textbase)外，要達到閱讀理解其知識並加以應用，尚需要讀者
在閱讀過程中建構出文書籍文本的情境模型(situation model)，而情境模型是由讀者閱讀書籍
文本後的內文基礎與其先前知識交互作用而產生的(Kintsch, 1998)，藉由連結先前的經驗與書
籍文本內的新訊息，賦予新的意義建構(Goodman, 1996)；推論並預測書籍文本內容(Collins et 

al., 1980; Goodman, 1996)。 

 

(二) 針對心得反思之自動評量 

後設認知的評量被定義為對閱讀者閱讀時心理歷程的覺察和了解的評估(Block, 2005)。從
過往的研究可以發現，對閱讀後設認知能力的評量，通常使用量表或問卷的形式，請閱讀者
在閱讀前、中、後進行自我評價，例如 Jacobs和 Paris(1987)的閱讀覺察問卷(Index of Reading 

Awareness, IRA)，目的在測量受試者閱讀方面的後設認知能力，包括評估閱讀時在四個方面
的覺察能力：評估的能力、計畫的能力、調整的能力、條件性知識。另一個普遍使用的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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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閱讀策略量表(Metacomprehension Strategy Index, MSI)，測量學生在閱讀歷程前中後對於
自我閱讀策略的覺察，並呈現學生個人在後設認知覺察的強項及弱項，也能用於觀察班級整
體後設認知覺察情形(Schmitt, 1988, 1990)。Baker 和 Cerro(2000)研究並整理閱讀後設認知相
關評量研究，為之後研究奠立標準化的測量模式。 

使用問卷或量表的評量方式，不僅簡便也能得到有效的形成性資訊(Baker, 2005)，自省式
評量對於閱讀後設認知理解的評估、自律性評估，以及學生閱讀策略，皆提供重要的結果，
並且也廣泛應用在教學課程的設計中(例如：Barrentine, 1999)，但本研究的疑慮是，問卷的自
評方式是否真能與學生表現產生一致性？在 Ross(2006)對於自我評價評量與的有效性研究中，
將自我評量的有效性定義為自我評量表與教師評估或同儕評級的一致性，在他的研究中發現，
高成就的學生對自我有較準確的評價，但低成就的學生則無法進行自我能力的準確評價，常
常過分高估自己的能力；Daines(1978)也指出，相較於高成就者的自我評價，低成就者的自我
評價更為不準確。 

有鑑於前述自我評量方式所含的種種問題，本研究認為，採用表現性評量，才能準確測
量學生的閱讀能力，在閱讀的評量以及後續教學應用上，也才能得到精確且有效的結果。本
子計畫為了瞭解閱讀者反思能力的真實表現，將針對閱讀後實際的心得反思文本進行評量，
運用自動化技術進行立即有效的評估，直接對閱讀表現進行觀察。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定義閱讀心得反思歷程之架構，並於此基礎之上，輔以機器學習演算法，提出
有效評量心得反思的方法。亦即：蒐集多樣的巨量語料，訓練橫跨不同年齡層、多種領域知
識的巨量語意空間，以涵蓋閱讀文本與讀者的知識體系；另外，蒐集不同年齡層的學習者心
得，予以標準化及分齡化的專家評分，以建立心得反思語料庫。 

  為此，本研究須對心得反思做操作型定義，以利研究方法的設計。 

(一) 心得反思的操作型定義：知識整合能力與精緻化能力 

  心得寫作涉及閱讀反思的歷程，讀者必須理解文本，整合先備知識，以連結跨領域知識，
並將思考精緻化，因此藉由心得反思來量化讀者的閱讀能力，可著重於知識整合的廣度與思
考的深度。 

  知識整合的廣度，可藉由語意空間所建立的知識拓樸圖來觀察；心得與文本各有其涵蓋
的語意，若觀察其語意涵蓋的交集與什麼知識領域有關聯，則可得知讀者─文本向外連結的知
識廣度。 

  另一方面，讀者延伸文本知識的能力越強，其思考精緻化也越深，比對心得敘述歷程與
文本內容的語意相關性，可得到語意關聯的程度；從文本知識領域延伸心得的過程，可評判
讀者比較分析文本知識內涵之後，其精緻化的深度。而本研究在探討文本主題與知識整合的
廣度與深度時，是以讀者的知識整合能力與精緻化能力進行量化評估的。 

 

(二) 自動化閱讀心得反思評分與回饋技術 

  為了測量讀後心得的知識整合能力與精緻化能力，本研究將結合閱讀心理學、計算語言
學及機器學習等跨領域技術，研發心得反思模型，並擬以三年的時間來進行以下的研究（1）
收集的閱讀心得作品並制定評分標準、（2）自動評量工具發展 

 

1. 收集的閱讀心得作品並制定評分標準 

  本依據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的多向度 Rasch 模式估算出每個年級之間
常態閱讀心得反思的能力量尺。使不同年級的學生在閱讀不同類型書籍的情況下，學生讀心
得反思的能力依然可以進行比較。在第一年，本研究收集了大量的閱讀心得作品，並經由第
一線閱讀教師和研究人員討論後發現，目前所收集的作品較缺乏高品質的閱讀心得作品，而
這有可能導致未來在估算能力量尺時，會產生少部分年級的能力會有反轉或能力差異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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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發生。究其可能發生的原因在於，學生的心得作品必須在適當的引導與教學情境下，
如透過教師適當的口語引導、測驗前提供的引導說明等，較能引導學生書寫出語意完整的心
得。在學生書寫心得作品時，若學生沒有接受過心得相關的教學活動，或是施測現場的引導
文句不夠清楚，在缺乏適當引導的情況下，學生測驗時書寫的心得作品便容易出現片段、語
意破碎的狀況，語意表達較不完整。本研究於第一年到各校蒐集的心得作品，是在自然的情
況下請學生書寫心得，因此給予的引導語句與心得教學活動較少。而這樣作法的目的有二：
一、了解目前學生在撰寫心得作品時的情況為何？二、收集閱讀心得反思的能力量尺所需要
的常態資料中屬於較中、低品質的作品。 

    對於本研究而言，閱讀心得反思的能力量尺所需要的作品不論是低、中及高品質的閱讀
心得作品都是必須的。經過第一年語料的收集，本研究已滿足了低、中品質的作品。因此在
第二年，本研究與國語文領域專業教師、閱讀種子教師，根據第一年收到的心得資料，重新
修訂較合適的引導語句。除了重新撰寫引導語，第二年期也與受測班級教師合作，提供團隊
設計的閱讀教學教案，請受測班級教師在測驗前對學生實施心得教學，提供教師心得教學輔
助，以期能引導學生在閱讀後，試著摘要文本核心，引導學生試著將個人或他人的生活經驗
連結，對於文本內容或作者觀點能試著提出個人的看法。期望能夠收到高品質的作品來補足
閱讀心得反思的能力量尺所需要的常態資料。 

 在第三年，本研究為了讓機器學習模型能夠進行監督式學習。因此邀集國小教師、國中
教師、學科專員等人組成諮詢小組透過會議討論之形式確立評分規準的向度及評分規制定出
來如表 1所示。 

表 1、教師批改學生心得作品之評分標準和評分等級 

 

2. 自動評量工具發展 

i. 自動化閱讀心得反思評分模型之訓練資料批改 

由於本研究的預測模型是採用監督式學習，因此訓練資料皆需要對應到類別。本研
究邀集二位資深的退休教師，其教學經驗豐富，長期參加輔導團之工作來推動閱讀教學。
這兩位教師同時也是表 1評分規準制訂的成員，故相當熟稔評分規準之內涵。 

在正式批改學生的心得作品之前，本研究召集專家小組，包含經驗豐富的退休教師

評分要點 說明 計分(級) 

 與文本的
連結。由
文本 

1. 闡述觀點 

2. 舉例說明 

3. 連結自身 

(知識整合) 

核心概念 

能依據文本的核心概念，適切連結閱
讀經驗、個人或他人生活經驗，能闡
述或舉例說明個人(或他人)如何面對的
相關經驗。 

3 

次要概念 

能依據文本的次要概念，連結閱讀經
驗、個人或他人生活經驗，能闡述或
舉例說明個人(或他人)如何面對相關的
經驗。 

2 

邊緣概念 僅說明文本的邊緣概念、相關語詞。 1 

離題 
闡述說明與文本完全無關的概念或內
容，或沒有書寫任何內容。 

0 

 能與文本
連結敘述
的完整度 

(精緻化) 

完整約 90% 能完整闡述觀點、舉例說明。 4 

大致完整 約 70-80% 能大致闡述觀點、舉例說明。 3 

部分描述 約 40-60% 能部分闡述觀點、舉例說明。 2 

僅能少部分描述約
30% 

僅能少部分闡述觀點、舉例說明。 
1 

離題 
闡述說明與文本完全無關的概念或內
容，或沒有書寫任何內容。 

0 

 綜合評分 針對心得內容進行綜合評分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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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深現職教師，參與批閱共識會議，其目的在於：每一本書的評分要點確立，心得文
本的挑選及試閱、試評結果的討論。以期能縮小不同老師在評分上的差異。在此，本研
究所收集的三篇心得文章分別是：石頭湯、亞斯的國王新衣、牛老爺的牛肉麵。其挑選
原因是參與本研究的諮詢教師所推薦，除了是教學現場常用的閱讀文章外，考量不同年
級學生閱讀能力的差異，三本書的難度及主題也適合國中、小不同階段的學生。以石頭
湯為例，本研究制定了其評分的要點如表 2 所示外，亦挑選了樣卷如表 3 所示。最後表
4所呈現的是三篇文章所收集到的心得作品數共計 566筆。 

表 2、石頭湯心得批閱要點示例 

教師批閱參考向度 學生必須寫出的內容 

3 核心概念 1.分享(願意付出、不自私) 

2.智慧解決問題：三個和尚以煮石頭湯的策略，讓居民懂得分享 

3.互助、熱心助人：如小女孩拿出鍋子，居民拿出食材 

2 次要概念 1.合作 

1 邊緣概念 1.知足 

0 離題 1.書很好看(未具體說明理由) 

 

表 3、石頭湯之心得樣卷示例 

樣卷 評分 

我很佩服 3位和尚想出了這個主意，原來 3 位和尚是為了要讓村
民再次信任彼此，所以才會煮石頭湯的，沒想到大家會提供自己
家的食材給和尚們煮石頭湯，真是讓我吃驚不已，從石頭湯裡我
學到做人要分享讓人更富有，我希望世界上每個人都像故事中的
3 位和尚一樣善良就好了。 

與文本的連結 
3 

與文本連結敘
述的完整度 

4 

總分 6 

 

表 4、不同文章收集的心得作品數量 

文章名稱 石頭湯 亞斯的國王新衣 牛老爺的牛肉麵 

學生心得作品數量 278 193 96 

 

ii. 自動化閱讀心得反思評分模型的特徵研發 

A. 一般語言特徵 

本研究利用 CRIE(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來做為文本一般語言特徵抽取
的工具(Sung et al., 2016)。CRIE 提供超過 80種的一般語言特徵，而這些語言特徵涵蓋四
大計算語言學指標的類別，分別是：字詞層次、句法層次、語意層次及語意凝聚類層次。
在此，本研究將上述專家所標註的訓練資料利用特徵挑選演算法 F-Score(Chen & Lin, 

2006)來為不同評分面向進行特徵選取，使之後的在訓練自動化閱讀心得反思評分模型時
能有更佳的效能。不同面向經過特徵挑選後所納入的一般語特徵如表 5所示。 

表 5、各評分面向所採用的一般語言特徵 

評分面向 一般語言特徵 

精緻化 段落平均句數、字數、詞數、名詞數、動詞數、低筆劃字元數、二字詞數、句
數、實詞數、實詞數取對數實詞種類數 

知識整合 段落平均句數、字數、詞數、名詞數、副詞數、動詞數、入門級詞彙數、基礎
級詞彙數、進階級詞彙數、詞頻偏度、難詞數、低筆劃字元數、中筆劃字元數、
二字詞數、句數、實詞數、代名詞數、人稱代名詞數、第一人稱代名詞數、複
句連接詞比率、實詞數取對數、實詞種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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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分 實詞數取對數、實詞種類數 

B. 鑑別力詞彙 

本研究基於關鍵元素與實體名詞(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NER)抽取技術(Hulth, 

2003; Chen et al., 1998)來從書中抽取有鑑別力的詞彙，而這些有鑑別力的詞彙可以反應
出學生的閱讀心得作品是否有「文本依據」。如下圖 1的紅色字所示，此為某為學生所撰
寫「老人與海」的閱讀心得作品。而學生針對此本書的內容來進行閱讀心得寫作時，的
確有提及一些本模組從書中所抽取出來的有鑑別力詞彙：老人、海龜、鯊魚等等。而這
些有鑑別力詞彙便可以用來確認學生的作品是否文不對題。 

 

圖 1、學生閱讀心得寫作作品之文本依據效果 

 

此外，本研究亦藉由實體名詞與詞性(Part-of-Speech, POS)等關鍵元素的豐富語意表
達，並基於抽取出之關鍵元素進行新舊知識的偵測與標定，進而將所標註的有鑑別力元
素視為該文本具有潛質的定錨詞彙，用以連結新舊知識發想的橋接脈絡。然而語言描述
同一現象的詞彙眾多且分散而難以歸納，因此，本研究基於 Chen等人(2003)研究之廣義
知網知識本體(Extended HowNet, EHowNet)的聚合能力，廣義知網能有效地將文本中有鑑
別力的元素進行自動標註與聚合，如(圖 2)所示： 

 

圖 2、廣義知網知識本體 

 

廣義知網能將努力、勤奮、任勞任怨等詞彙泛化為「勤」此一詞彙。本研究即利用
此研究之泛化與聚合能力，將新舊知識兩端的關鍵元素進行語意表達與聚合同義詞的泛
化，以聚斂連結網絡中關鍵元素的定錨詞彙，稱之上位概念。 

在文本新舊知識連結上，本研究基於關鍵元素的抽取與標註，已能有效的將所屬新
知識(書)與舊知識(延伸聯想)進行初步劃分，並藉由關鍵元素的生成與廣義知網的聚
合，進而將聚合而成的上位概念視為知識連結的定錨點。例如圖 1學生撰寫老人與海的
心得，文中除提及書中老人與魚的搏鬥情境外，亦延伸至林書豪於 NBA努力的過程，
兩者之間藉由搏鬥與努力等詞彙的表達，以形成知識連結的網絡，另外也提及奧運選手
許淑淨的準備參賽的奮鬥歷程，而與老人種種的奮鬥過程相互呼應，這些表達都是新舊
知識延伸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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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語意相似度 

本研究基於 Sentence Embedding (Le & Mikolov, 2014) 和  Density Peaks Cluster 

(Rodriguez & Laio, 2014)等技術，以句子的層次來研發出無監督式電腦自動摘要模型，從
文章中抽出有鑑別力的句子或段落來進行應用。本研究將電腦的自動摘要和學生的閱讀
心得作品一起投射至語意空間，經語意相似度比對便可確認學生的作品是否文不對題外，
還能以不同群體的角度來觀察彼此語意相關連的情況，以作為未來探討學生的心得作品
在精緻化能力能有進一步研究的依據。如示意圖如圖 3 所示，可以觀察到不同群體之間
語意的關係(綠色為電腦摘要、藍色為學生閱讀心得作品、橙色為共同詞彙、紫色為有鑑
別力的詞彙)：一、從藍色的群體，本研究可以觀察出學生的閱讀心得作品的語意集中的
情況。二、從藍色和綠色語意連結的情況，本研究可以觀察出學生的閱讀心得作品是否
文不對題或單純是寫摘要而沒有心得的撰寫(延伸聯想)。三、從紫色與藍色和綠色的語意
連結情況，本研究可以觀察出學生的閱讀心得作品在進行新舊知識整合時，是否有掌握
書籍的一些重要的上位概念(如：奮鬥)。 

 
圖 3、宏觀新舊知識整合示意圖-以老人與海為例 

D. 文本難度 

由於不同年齡學生的閱讀能力有所差異，因此適讀文章的難度也不同。本研究認為
文章的難度是直接影響到學生對於心得撰寫優劣的原因之一，因此也將文本難度納入閱
讀心得反思評分模型之中。在此，本研究透過 CRIE 系統中的文本可讀性模型來分析石
頭湯、亞斯的國王新衣、牛老爺的牛肉麵這三篇文章的難度(Sung et al., 2015)。三篇文章
的難度值及所對應適讀的年級如表 6所示： 

表 6、三篇文章的文章難度及適讀年級 

文章名稱 文章難度值 文章適讀年級 

石頭湯 SR338 2年級 

亞斯的國王新衣 SR441 4年級 

牛老爺的牛肉麵 SR499 6年級 

 

iii. 訓練自動化閱讀心得反思評分模型 

本研究採用 LibSVM (Chang & Lin, 2011)來分別為三個面向(精緻化、知識整合、綜
合評分)訓練出評分模型，三個評分模型所採用的特徵如表 7所示。為求驗證模型效能的
程序是嚴謹的，本研究採用 5-fold (Sung et al., 2015)的交互驗證方式來進行。其整體流程
圖如圖 4所示。 

表 7、各評分模型所採用的特徵 

評分模型 納入的特徵 

精緻化評分模型 語意相似度特徵、一般語言特徵 (請參考表 5)、文本難度特徵 

知識整合評分模型 鑑別力詞彙特徵、一般語言特徵 (請參考表 5)、文本難度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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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分模型 語意相似度特徵、鑑別力詞彙特徵、一般語言特徵 (請參考表 5)、
文本難度特徵 

 

心得作品

斷詞後心
得作品

斷詞系統

訓練資料
(80%)

測試資料
(20%)

閱讀文章
(石頭湯)

(亞斯的國王新衣)

(牛老爺的牛肉麵)

段落向量

密度峰聚類
演算法

電腦摘要
語意相似度特
徵計算模組

一般語言特徵
計算模組

鑑別力詞彙計
算模組

文本難度計算
模組

精緻化
評分模型

知識整合
評分模型

綜合評分
模型

預測精緻
化分數
(等級)

預測知識
整合分數

(等級)

預測綜合
評分分數

(等級)

5-fold

交互驗證

 

圖 4、自動化閱讀心得反思評分模型之架構流程圖 

 

伍、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所研發之「精緻化評分模型」、「知識整合評分模型」及「綜合評分模型」的效能
如表 8所示。「準確率」代表模型所預測的等級與專家是完全一致。而在許多牽涉人工評閱的
多元計分評量的情況下，計分規則經常允許微幅的差異(如：國中教育會考的作文評分)。因此，
本研究亦允許上、下差一級的誤差，利用「鄰近準確率」的方式來評估評分模型的效能外，
也可以得知評分模型預測錯誤的情況是否嚴重。從表 8 可以得知三個評分模型的準確率在
40% - 55%，雖然準確率普通而言是不高的，但從鄰近準確率來看，卻都有 80%以上。這顯示
本研究所研發的評分模型皆與專家評分的趨勢相近，具有一定教學輔助的功用。綜合而言，
本研究以實證證明中文閱讀心得反思的自動化評分的效能外，也證實此模型是有能力可以同
時評估不同難度文章的心得作品優劣的能力。 

表 8、各評分模型之效能 

評分模型 預測級別數 準確率(%) 鄰近準確率(%) 

精緻化評分模型 0 – 3 (分 4級) 54.42 81.80 

知識整合評分模型 0 – 4 (分 5級) 52.65 92.58 

綜合評分模型 0 – 6 (分 7級) 43.46 83.39 

 

在過去，對於中文閱讀心得反思的自動化評分鮮少人進行研究。這不僅是受限於技術，
更多的是對於心得反思的定義不明確及心得內容可以自由發揮的特性，致使此研究難度非常
高。本計畫結合閱讀心理學、計算語言學、機器學習及自然語言之技術來進行跨域研究，嘗
試研發中文閱讀心得反思的自動化評分模型，並呈現目前本研究能逼近專家批改的效果可以
到何種程度，以期能達到拋磚引玉之目的。然而可惜的是，近二年受限於全球疫情嚴重的影
響，致使無法收集更多研究上所需的資料及相關實驗的進行。期望全球公衛事件可以早日穩
定，讓各行各業可以回到正軌。 



9 
 

參考資料 

Anderson, J. R., & Reder, L. M. (1979). An elaborative processing explanation of depth of processing. 

L.; S. Cermak and FIM Craik, Eds., Levels of Processing in Human Memory (Erlbam, 1979), 

385-404. 

Baker, L., & Brown, A. L. (1984). Metacognitive skills and reading. In P. D. Pearson (Ed.),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pp. 353-394). New York: Longman. 

Baker, L. (2003).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science inquiry: Metacognitive connections. In E. W. 

Saul (Ed.), Crossing borders in literacy and science instr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ory and 

practice(pp. 239-257).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Baker, L. (2005).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metacognition: Implications for metacognitively 

oriented reading instruction. Metacognition in literacy learning: Theory, assessment, i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61-79. 

Baker, L., & Cerro, L. (2000). Assessing metacognition in children and adults. In G. Schraw & J. 

Impara (Eds.),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metacognition (pp. 99–145). Lincoln, NE: Buros 

Baroni, M., & Lenci, A. (2010). Distributional memory: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corpus-based 

semantic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36(4), 673-721. 

Barrentine, S. J. (Ed.). (1999). Reading assess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elementary teachers.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Institute of Mental Measurement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Block, C. C. (2002). Literacy difficulties: Diagnosis and instruction for reading specialists and 

classroom teachers. Allyn & Bacon. 

Block, C. C. (2005). What are metacognitive assessments. Metacognition in literacy learning: Theory, 

assessment, i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83-100. 

Brown, A. L. (1978). Knowing when, where, and how to remember: A problem of metacognition. In 

R. Glaser (Ed.), Advances in instructional psychology (Vol. 1, pp. 65-11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Benton, S. L., & Blohm, P. J. (1986). Effect of question type and position on measures of conceptual 

elaboration in writing.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98-108. 

Benton, S. L., Glover, J. A., & Plake, B. S. (1984). Employing adjunct aids to facilitate elaboration 

in writing.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189-200. 

Chang, C. C., & Lin, C. J. (2011). LIBSVM: a library for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 (TIST), 2(3), 1-27. 

Chen, H. H., Ding, Y. W., & Tsai, S. C. (1998). Named entity extraction f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Computer Processing of Oriental Languages, 12(1), 75-85. 

Chen, K. J., Huang, S. L., Shih, Y. Y., & Chen, Y. J. (2003), E-HowNet, CKIP Group, Academia 

Sinica, http://ehownet.iis.sinica.edu.tw /ehownet.php  

Collins, A., Brown, J., & Larkin, K. (1980). Inferences in text understanding. In R. J. Spiro, B. C. 

Bruce, & W. F. Brewer (Ed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pp. 385-407).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Cross, D. R., & Paris, S. G. (1988). Developmental and instructional analyses of children's 

metacogni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0(2), 131-142. 

Daines, J. M. (1978). Self evaluation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a continuously assessed course of 

study. Research Intelligence, 4, 1, 24-6. 

Davidson, J. E., Deuser, R., & Sternberg, R. J. (1994). The role of metacognition in problem solving. 

In Metcalfe, J. & Shimamura, A.P.  (Eds.). Metacognition: Knowing about knowing, (pp. 207-

226). MIT Press, Cambridge, MA.  

Griffith, P. L., & Ruan, J. (2005). What is metacognition and what should be its role in literacy 

instruction. Metacognition in literacy learning: Theory, assessment, i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3-18. 

Garner, R. (1987). Metacogni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Norwood, NJ: Ablex 



10 
 

Goodman, Y. (1996). Revaluing readers while readers revalue themselves: Retrospective miscue 

analysis. The Reading Teacher, 49(8), 600-609.  

Hendrickson, J. M. (1980). The treatment of error in written work.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64(2), 216-221. 

Hulth, A. (2003, July). Improved automatic keyword extraction given more linguistic knowledg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03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pp. 

216-223).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Jacobs, J. E., & Paris, S. G. (1987). Children's metacognition about reading: Issues in 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d instruc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2(3-4), 255-278. 
Kintsch, W. (1988).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a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 Psychol. Rev. 95, 163–182. doi: 10.1037/0033-295X.95.2.163 

Kintsch, W. (1998). Comprehension: A paradigm for cogn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ruger J. & Dunning D. (1999).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 1121-1134 

Le, Q., & Mikolov, T. (2014, January).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s and document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pp. 1188-1196). 

Mikolov, T., Chen, K., Corrado, G., & Dean, J. (2013).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word representations 

in vector space. arXiv preprint arXiv:1301.3781. 

Mewborn, D. S. (1999). Reflective thinking among preservice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acher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316-341. 

Mezirow, J. (1990). Fostering critical reflection in adulthood: A guide to transformative and 

emancipatory learning.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Miholic, V. (1994). An inventory to pique students'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of read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Reading, 38, 84-86. 

Nystrand, M. (Ed.). (1982). What writers know: The language, process, and structure of written 

discourse. Academic Press. 

OECD. (2010). PISA 2009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Student Performance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Volume I). OECD Publishing. ISBN: 9789264091443 

Pereira-Laird, J. A., & Deane, F. P. (199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elf-Report Measure of 

Reading Strategy Use. Reading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8(3), 185-235. 

Rodriguez, A., & Laio, A. (2014). Clustering by fast search and find of density 

peaks. Science, 344(6191), 1492-1496. 

Ross, John A. (2006). The Reliability, Validity, and Utility of Self-Assessment. Practical Assessment 

Research & Evaluation, 11(10). Available online: http://pareonline.net/getvn.asp?v=11&n=10 

Sadoski, M., Goetz, E. T., & Kangiser, S. (1988). Imagination in story respon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magery, affect, and structural importance.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20-336. 

Schmitt, M. C. (1988). The effects of an elaborated directed reading activity on the 

metacomprehension skills of third graders. In J. E. Readence & R. S. Baldwin (Eds.), Dialogues 

in literacy research (pp. 167–189). Chicago: National Reading Conference. 

Schmitt, M. C. (1990). A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children’s awareness of strategic reading processes. 

The Reading Teacher, 43, 454–461. 

Sung, Y. T., Chen, J. L., Cha, J. H., Tseng, H. C., Chang, T. H., & Chang, K. E. (2015). Constructing 

and validating readability models: the method of integrating multilevel linguistic features with 

machine learning.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7(2), 340-354. 

Sung, Y. T., Chang, T. H., Lin, W. C., Hsieh, K. S., & Chang, K. E. (2016). CRIE: An automated 

analyzer for Chinese text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8(4), 1238-1251. 

 

http://pareonline.net/getvn.asp?v=11&n=10


10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宋曜廷 計畫編號：107-2511-H-003-023-MY3

計畫名稱：子計畫三 : 提升閱讀心得反思之整合詮釋能力：整合詮釋文本大數據建立、自動評量工
具發展與適性教學回饋設計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陳昭珍, 宋曜廷, 章瓊方, & 曾厚強.
(2020). 配合國小課程單元科普讀物人
工分級推薦與系統可讀性分析之差異研
究, 18(1), 45-67. (TSSCI)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3

篇

Sung, Y.T., Lee, H.L., & Yang, J.M.
(2019). The quality of experimental
designs in mobile learning
research: A systemic review and
self-improvement tool.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28,100279.  (SSCI)

Hong, J. F., Peng, C. Y., Tseng, H.
C., & Sung, Y. T. (2020).
Linguistic feature analysis of CEFR
label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language textbooks.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11(1), 57-83.

Zhang, J., Huang, Y. T., Liu, T.
C., Sung, Y. T., & Chang, K. E.
(2020). Augmented reality
worksheets in field trip learn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1-18. (SSCI)

研討會論文 1

Weng S. Y., Tseng, H. C., Sung, Y.
T. & Chen B., (2019). A
Hierarchical Encoding Framework for
Text Readability Prediction. The
2019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Speech Processing
(ROCLING 2019), 334-342. Taiwan.
(Poster)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3 張存真、張丹、林維駿

博士級研究人員 1 曾厚強

專任人員 1 阮淑雅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本計畫發展的自動化技術，能提出方法針對閱讀後的心得
反思進行有效的表現性評量，以取代過往自省式評量方式
的不準確性；提供為後續課堂教學設計與實驗之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