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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屬準實驗設計中之「非隨機控制組前後測實驗設計」，目的是檢測在寫作前階

段，利用「內容圖」和「結構圖」這兩個統稱為「寫作前構思圖」的視象工具構思，能否

提升作文成績。研究對象是同一所學校的四班中三學生(intact classes) ，其中三班為實驗

組，一組接受「內容圖」及「結構圖」訓練(n=38)。一組接受「內容圖」訓練(n=33)。一

組接受「結構圖」訓練(n=31)。另一班為控制組(n=13)。單因子共變數(One-way ANCOVA)

分析結果顯示，「寫作前構思圖」訓練對實驗組的後測分數影響很大。其中接受「內容圖」

及「結構圖」訓練組別的後測分數平均值，明顯較只接受「內容圖」或「結構圖」訓練組

別，與及控制組的後測分數平均值高。此外，接受「內容圖」訓練組別的後測分數平均值，

亦明顯較控制組的後測分數平均值高。但接受「內容圖」訓練組別和接受「結構圖」訓練

組別 ; 與及接受「結構圖」訓練組別和控制組的後測分數平均值差距，未達顯著水平。

總括而言 ，「寫作前構思圖」對提升作文成績，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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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if using Prewriting Thinking Maps, namely, "Content 

map" and "Structure map" to plan how to write Chinese composition at pre-writing 

stage influence the achievement in Chinese composition. It is a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design. The suject were 

four Form 3 intact classes of one secondary school. One class (n=38) has both 

"Content map" and "Structure map" training. Another class (n=33) has "Content 

map" training. Another one (n=31) has "Structure map" training .The last was the 

control group (n=13). One-way ANCOVA was used to test if the means of the 

post-test scores among these four groups were equal.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Prewriting Thinking Maps influence the resul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post-test 

scores to a great extent. The mean of post-test score of the group have both 

"Content map" and "Structure map" train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groups having "Content map" or "Structure map"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control 

group. Besides, the mean of post-test score of the group has "Content map" training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However, the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 having "Content map" training and the group having 

"Structure map"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 having 

"Structure map" train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short, 

Prewriting Thinking Maps can increase composition scores to a certain extent. 

 

 

 

 

 

 iv



目錄 
聲明                                                                    i
謝辭                                                                    i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第一章 研究背景                                                           
    一 研究動機                                                     1 
    二 研究目的                                                     5 
    三 研究的重要性                                                 5 
    四 研究問題                                                     8 

 
第二章 文獻概覽                                                     

 一 視象工具                                                                             
   (一) 視象工具的定義、種纇及相關理論                             10 
   (二) 視象工具對學習及寫作的幫助                              12          
       (1)「群聚法」                                               15 
       (2) 「思維導圖」                                            17 

        (3) 「組織圖」                                              27 
二 寫作特質                                                                              

(一) 寫作過程                                                    35 
    (二) 寫作的不同階段                                          39 
    (三) 寫作前構思的重要性                                        40 
    (四) 對本研究有啟示的寫作訓練                                  41 

(1) 自由聯想                                         41 
(2 )  作者自定目標和自我調控                          43 

 (3) 寫作策略性知識訓練                                     45 
             (4) 寫作教學活動                                           46 
      

三  寫作前構思圖的特點                                   4 8 
(一)「內容圖」的特點                                     49 
(二)「結構圖」的特點                                      51 

    四  文獻對本研究的啟示                                    5 2 

        

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56 
二 研究對象                                                    57 

    三 自變項與依變項                                              59 
 
 
 
 
 
 

 v



 
四 訓練內容                                                        59  
五 研究步驟                                                    60 
六 提升研究內在效度的方法                                          63      
七 評估                                                         

        (一) 作文評改量表                                            65 
        (二) 評改者                                                  66                   
    八  統計方法                                                 67  

 
第四章 研究結果                                                  69 

一 各組前、後測作文成績平均值                                       70  
二 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設分析                                  71 
三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73 

 
第五章 討論及分析 
    一 研究發現綜述                                                 77 

二 研究發現分析                                                 80 
(一) 甲、乙、丙、丁 四組中起碼其中兩組的作文後測平均分有分別   80 

          (1) 實驗組與控制組比較                                     80 
   (2) 實驗組互相比較                                         81 
(二) 組別之間後測有顯著差異的原因及意義                       82 

(1) 甲班與乙班、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82 
1.1 甲班與乙班、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的意義    82 
1.2 甲班與乙班、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的原因   83 

             a. 甲班與乙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的原因          83 
b. 甲班與丙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的原因          85 
c. 甲班與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的原因          86 

1.3 甲班與乙班、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對理論的意義                                       87 

1.4「內容圖」及「結構圖」對寫作教學的幫助               88 
1.5 「內容圖」及「結構圖」對其他學科的幫助               90 

(2) 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                          90 
2.1 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的意義                90 
2.2 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的的原因              91  
2.3 乙班和丁班的後測平均值有顯著差異對理論的意義          92 
2.4 「內容圖」對寫作教學的幫助                            92 
2.5 「內容圖」對其他學科的幫助                            93 

(3) 乙班(接受「內容圖」訓練)和丙班(接受「結構圖」訓練) 
的後測平均分差距 ，沒有顯著差異原因                       93 
 
 
 
 
 

 vi



 
 

(4) 丙班(只接受「結構圖」訓練)和丁班(沒有接受「內容圖」和 
「結構圖」訓練)的後測平均分差距 ，沒有顯著差異的原因       94 

三 本研究與文獻的關係                                           
(一) 研究對象                                                 95 
(二) 量度工具                                                 96 
(三) 自變項                                                   96 
(四) 研究設計                                                 98 
(五) 填補現存文獻的不足                                       99 

四 本研究的啟示     
(一) 對理論的啓示                                            100 
(二) 對研究方法的啓示                                        101 
(三) 對量度工具的啟示                                        102 

  (四) 對後續研究的啟示                                        102 

五 研究限制                                                     103 

六 建議                                                         104 
七 總結                                                         106 

   名詞解釋                                                        107 
    參考書目 

        一  中文                                                      109 
        二  英文                                                      114 
      附件                                                            121 
      履歷                                                            133 

 
 
 
 
 
 
 
 
 
 
 
 
 
 
 
 
 
 
 
 

 vii



 
 
圖表                                                                    頁數 
                                    

 表 一 實驗組及控制組前、後測平均值、 小值及 大值                70  
表 二 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設分析                                    72 
表 三 單因子共變數分析(One-Way ANCOVA)                           74 
表 四 經考慮各組前測的差距而調校的後測(adjusted)平均值               74 
表 五 各組之間的後測平均分差距(以前測為共變數)                     75 

 
 
 
 
 
 
 
 
 
 
 
 
 
 
 
 
 
 
 
 
 
 
 
 
 
 
 
 
 
 
 
 
 
 
 

 viii



 
 

附件                                                          頁數 
                     

附件 一 文獻概覽引述的主要研究                                 121 
附件 二「內容圖」基本原理及畫法                                123 
附件 三「結構圖」基本原理及畫法                                124 
附件 四 畫「內容圖」步驟、要求及注意事項                       125 
附件 五 畫「結構圖」的目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126 
附件 六 畫「結構圖」的目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 只供丙班用 )       127 
附件 七 作文內容及結構評改量表                                 128 
附件 八 ＜家鄉的小河＞                                         129 
附件 九 ＜家鄉的小河＞「內容圖」                               130 
附件 十 ＜家鄉的小河＞「結構圖」                               131 
附件 十一 「寫作前構思圖」                                     132 

 

 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