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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生在網路學習社群的中文傳

意寫作識覺

諱佩儀、謝錫金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根據研究，有效的傳意有十三項元素，包括作者身分、讀者身分、傳

意目的、傳意目標、傳意媒介、傳意文類、傳意結構、傳意環境、傳
意場合、傳意語調、傳意契約、傳意訊息以及把關人等。本文以這十
三項傳意元素作為評核標準'分析香港大學生在網路學習社群的傳意
識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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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于言
資訊科技的發展改變了人類傳遞訊息的模式，也改變了人類的工作
模式。資訊科技應用在教學上，也改變了教師的授課模式和學生的
學習模式，甚至改變了師生的溝通模式。高等教育機構應該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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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跨越不同學習領域的經驗，學院應該盡量採用靈活開放的學習

模式，讓學生可以按照個人的情況和需要學習(香港教育統籌委員

會 '2000)

，教師也應該包應學生的程度和興趣，白行設計校本課

程和編選合適的教材(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0)

。因此，未來的

中國語文科教師除了要有良好的語文學科的修養之外，還需要具備
應用資訊科技教學的能力。師資培訓機構的戰前培訓課程必需要改

革，學生畢業後才能夠面對這些新挑戰。
隨著網路的發展，網路教學已經成為教學的新潮流，網路教學
可以輔助傳統教室的現場教學，也可以獨立建構處擬的教室。洪明
州和黃汝頡(出版中)認為網路教學應該利用網路技術的優點，讓網

路成為學科知識的互動、研討、經驗累積的學習平台。香港大學教

育學院中文組嘗試利用網路的功能設計了一個新的導修課模式一一
網路虛擬導修課，課程的目的包括:一、鼓勵學生使用中文輸入法
和使用電腦作為傳意的媒介，二、評鑑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能力，

玉、讓學生反思、學習的進度和學習的困難，四、讓學生與同輩互相
分享學習經驗。本文主要介紹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建構的網路學習平

台(LeamingSpace) ，並且分析香港大學生在學習社群中的傳意能力。

文獻和理論
讀者的意識影響作者與讀者的互動。讀者意識在寫作的過程中十分

重要 (Blitton，

Burgess , Martin, Mcleod, & Rosen, 1979)

0

Nystrand

(1984) 指出所有語言都有互動的性質，在書面語雷的互動過程中

要是作者與讀者交換意義，作者與讀者必須要遵守共同的契約(即le) ,
才能夠透過文本 (text) 交換意義。讀者對作品的期望會影響讀者理解
作品的意義和對作品的認同(龍協禱， 1993)

。因此，作者寫作的

時候，必須要了解讀者的期望才能夠達到傳意的目的(黃永和，

1999)

。有研究 (Cohen

& Riel, 1989; Flower,

1979) 顯示，寫作

專家(expelt wliter)在寫作的詩候是有很強烈的讀者心像(mental

of their

image

audience) 。所以，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發展讀者的內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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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十分重要。

讀者的意識可以從兒童時期開始訓練和發展。 Shatz與 Gelman
(1 973)指出四歲的兒童已經懂得針對不同的聽者 (audience) 調整口語

內容，表示兒童本身已經具備讀者或聽者意識的能力。 Cohen和 Riel
(1 989) 的研究發現學生寫電子郵件給向黨的時候，會針對不同的讀

者條件調整寫作的內容。在傳統的教室中，很多學生都把教師當作
是主要的讀者或是唯一的讀者，但是教師對寫作題店的知識遠比學

生學富，學生很難產生真正關注讀者期望的作品， Day和Ba尬。n(1 995)
批評傳統教室的寫作情境是虛假的(artificial) 。根據上述的研究顯示，
學生不是沒有讀者意識，只是傳統教室的寫作情境阻礙了學生發展
讀者意識。因此，教師應該設計一些寫作情境，讓學生的寫作，除
了老師之外，還有真實的讀者，透過真讀者的回應，可以幫助學生

發展讀者感。
寫作是傳意的活動，作者透過寫作與讀者分享資訊(informa丘on) 、

看法和意見 (ideas)

0

Schramm和 Porter(1982)認為傳意的過程十分複

雜，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作者與讀者的溝通。有研究指出，評核學

生的傳意能力比語文能力更重要。例如:說錫金、祝新華、姚安娣

(1998) 提出中學生的傳意寫作評核項目應該包括作者身分、讀者意

識、傳意達標和傳意訊息四項，傳意訊息則以意層 (idea unit) 作為
計算單位，義本上以兩個句群作為一個意層。謝錫金等(1 998

; 1999)

提出傳意寫作學習目標和評核項目包括作者身分、讀者身分、傳意
契約、傳意語調、傳意格式、傳意媒介、傳意結構、傳意侶的、傳

意目標和傳意訊息等十項。林偉業和話?錫金 (1999) 曾經研究香港大
學生的傳意寫作，發現大學生有系統地學習傳意寫作的理論之後，
寫作的時候會特別注視傳意寫作的目的和語調。傳意科技的發展改

變了人類傳意的模式和工作的模式，學校的寫作課程也應該闊步向
前，學校教育才能夠配合時代的需要(謝錫金、譚佩儀， 1999)

。

近幾年網路應用在教育上的發展有急劇上升的現象。電子網路
提供了書寫的環境，學生可以在網路上和賠文字和圖片等與真實的
讀者溝通，學生透過網路的寫作，可以了解寫作的目的，有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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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寫作在生活上的傳意作用。網上的電子佈告板 (we b-boards )容

許非同步傳意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題和回應別人，儘管別人不在線上 (Bento

，個人可以隨時張貼話

& Banto, 2000) ;有些

瀏覽器的離線閱讀功能可以讓讀者離線的詩候也能夠閱讀網上的資
料。有很多電子佈告板的系統可以將訊息按照日期、作者、主題等
排序，這授功能可以幫助教師輕易地知道學生張貼訊息的數量和臼

期。電腦中介傳播 (computer呻mediated communication)科技提供的
非同步傳輸功能，讓參與者可以在適當的時間才接收訊患(阮紹薇，

2000) 。壽大衛(2001 )指出雖然近年全球資訊網已經廣泛應用在教育
上，但都是以靜態的超文本 (hypertext) 為主，很少有互動的情況。
討論教學法能夠使師生之問產生互動，促進學生的思考能力和

發展他們的價值判斷能力，養成學生接受不同的思想(周漢光，

1998 )。討論教學法可以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課程的內容，以及增進
學生的學習動機(林寶山， 1988)

。但是在傳統的教室中，小組的

合作主要以口語的討論為主，不容易使用書面的方式討論。網路的

論壇或電子佈告板應用在課堂討論上，是一件強而有力的工具，除

了可以促進學生在課堂上的溝通之外，對於一些囡為害羞布不敢在

面對面的環境下參與課堂活動的學生來說，更可以促進他們的協作

學習精神 (Harasim，

Hiltz, Teles , & Turoff, 1995)

提供機會給學生用文字溝通。

，最重要是可以

r 網路學習社群 J 是每一個個體利用

電腦作為介醋，以學習為目的，在網路的空問裡彼此互動的社群(吳

斯茜、計惠卿， 1999)

。在虛擬的社群中，會員之悶的互動和交流

是一個激發意念、聽取意見、尋求同好分享心得和學習知識的好地
方(阮紹薇， 2000)

。學習者透過電腦中介傳播，可以在網路上解

題、為自己的見解辯護，以及協商意義(田耐菁、洪明州， 1998)

。

在同儕的互動過程中，當學生在探索議題、形成自己的看法、為自
己的見解辯護、反思和修正自己的觀念的時候，知識由此便建構起
來。他們在與持有不問見解的人互動的過程中，無論是重新組織他

們的認知、或者化解歧見，都能夠達到高層次的學習(Haras的1， 1990) 。
電腦中介傳播可以幫助學習者將學習行為外顯化，並與其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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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交換學習心得和經驗，而這些學習經驗在學習社群中公開，可

以讓所有學習者看到從而共同建構知識(田耐青、洪明州， 1998)

。

Collot和 Belmore(1 996) 曾經研究線上 (on-line)與非線上 (off-line) 的電
子(布告欄的詞彙和文法，發琨這種傳意方式介乎口語與醬面語之間，

Yate(1 996) 的研究發琨人們在電腦中介傳播所使用的字彙接近醬宙
語的方式，但是代名詞則接近口語，而引! erry

天室 (Internet

Relay

(1 996)

觀察網路聊

Chat) 的寫作現象，發現人們經常利用攝像的

方式創造口語化的語言。慮論緯(1 997) 研究台灣學術網路電子佈告

欄 (BBS) 的語言現象，發現人們在網路上使用文字的模式，是先淡
化字形和字義，而強調語音;當語音被強化部一定程度之後，書寫

的方式又會穩定下來。

Lee(1996)認為以文本為主的電腦中介傳播

缺乏非語音線索，所以參與者寫作的時候很少注意其他參與者，因
此傳遞的訊息會傾向非個人化，只讓視任務導向(task-01iented)

0

Cutler

(1996) 觀察網路虛擬社群的互動現象，發現人們寫作的目的有詢問

(asking) 、陳述 (telling) 、評論(commenting) 、討論(discussing) 、開玩

笑(joking) 、修正(correcting) 、爭辯 (arguing)和認同 (agreeing)八種，
而傳意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認同。盧諭緯 (1999) 指出人們在傳意的
時候，不管採用哪種方式傳意，都會影響人際關係的建立和發展，
因此他認為在社交討論區的情境中，人們傅意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與

別人產生連帶關係，與謝錫金 (1986) 的看法相同。
現象學的理論認為學習是人們在觀看、體驗、理解和構想事物

峙的一種質最上的改變 (Marton &

Ramsden, 1988)

Marton(l 998) 進一步提倡學習與識覺

0

Bowden 和

(awareness) 的理論，他們認為

學習者的覺識結構和組織會影響學習者體驗內容的方式，而學習者

對學習內容的髏驗，則會更新或轉變對事物的概念。人們不可能在

同一時間注視事物的所有層面，一定是先沒視事物的某按部分，而

忽略其它的部分(吳鳳平、關豔遠、權悔:敏， 2000) 。因此，人們識
覺事物的關鍵在於他們怎樣在同一時間識別事物的不同層站(aspect)

,

並且掌握它的重要特徵 (cIitical features) 。傳意的過程十分複雜，有
效的傳意元素有很多項，學生愈能夠掌握傳意的元素，傳意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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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石汗究目的

傳統的寫作是利用紙和筆作為傳意媒介，電子文本 (electronic

text)

的寫作是利用電腦鍵盤和網路系統作為傳意媒介，兩者的傳意模式
和所需要的傳意能力並不棺同，但是究竟有甚麼不悶，現時還沒有

具體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香港大學生利用網路媒介作為寫
作環境，並且探討他們的傳意能力。
根據上述的理論，有效的傳意能力有十三項元素，包括:

作者身分:作者了解自己的身分，也能夠針對該身分寫作;
讀者身分:作者了解讀者的身分者背景，也能夠認顧讀者的需要;
傳意語調:篇章中有顯示語調的詞語，所用的語調也能夠配合作者

和讀者的身分;

傳意契約:作者能夠了解傳意的成文和不成文契約，並且完全遵守
傳意的契約;
傳意目的:作者了解傳意的目的，並能夠針對該目的而寫作，而且
能夠前後呼應;

傳意自標:作者了解傳意的目標，文章也有具體和胡確的傳意目標;

把關人:作者了解把關人，也能夠針對把關人而寫作;
傳意文類:作者所用的文類和格式正嗨，而且前後一致，沒有錯誤;

傳意結構:句子間的組織完整，句子和句子之間有緊密的銜接，能
夠構成一個完整的網絡;

傳意場合:作者完全了解傳意的場合，也能夠針對該場合而寫作;

傳意環境:作者完全了解傳意的環境，也能夠針對該環境而寫作;
傳意媒介:作者了解傳意的媒介，而且能夠針對該媒介而寫作;以

及傳意訊息、(訊息的劃分方法參閱約錄二)
如果作者寫作的時候，能夠同時識覺傳意的各項元素，作者的傳意
會更有效。

大學生的網路寫作傳意能力

167

研究問題

香港大學生在網路學習社群的傳意識覺

研究對象和樣本
研究的對象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組的學員

研究方法
這研究採用多個偶案研究法、直接參與觀察法以及文本分析法。
研究工具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在網路上架設了網路學習平台 (Lea1ningS pace )。
網路學習平台有不同的學員組別和課程組別。本研究把同一課程組

別下的同一組學員稱為學習社群。每一個科白區 (module) 的資料只

有該科的導師 (ins tructor)和學生才能夠閱覽，其他人是不能夠進入
的。每位參與者必須要輸入使用者的身分 (user ID)和密碼，待身分
確認後，參與者才能夠進入相鶴的學習社群。置一是學習平台的入

門區。
題一

學習社群的入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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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平台中包括有計畫區 (schedule) 、媒體中心區 (media center) 、
課程區 (course room)和個人檔案麗 (profile) 四個功能苗。計畫區是
給導師放貴該科的教學計章，媒體中心區是導師放軍文字和影音教

材的地方，課程臣是導師和學生共同討論的園地，個人檔案區存放
導師和學生的個人基本資料，每位參與者都可以隨時編輯自己的

個人檔案。這研究主要使舟課程區(見圈之)作為研究工其。
圍之

學習平台中的課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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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和學生在課程宙中可以提出話題，也可以自應別人的話題;

傳意的方法包括直接在討論麗的欄框上書寫文字，也可以將文字檔

案放進文件資料區中。
整個學習平台的設計主要是使用 Lotus 的統計功能和資料庫的功
能。這{區電腦程式的統計功能可以幫助導師隨時查閱全班學生或餾

別學生學習的進度，資料庫的功能可以儲存大最數據和學生的習作，
導師可以隨時搜集所有學生的電子文本，從而知道全班學生的學習

進度，了解學生的學習經驗，和診斷學生的學習困難等。

研究過程

學生每星期要上…次九十分鐘的講座課(lecture) ，在講座課中
導師會講授寫作教學的理論、播放寫作教學的課堂實錄等。學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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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完講座課後，便會參與網路虛擬導修課的討論。導修課主要是

採舟問題式學習 (pro blem-based leat11ing) 作為基礎，由助教和學生
共同討論或發問問題。

研究員的角色

研究員在研究過程中擔任助教的角色，直接參與導修課，因此能夠
深入觀察學習社群中的各種現象。在課程的初期，當學生每次上完

講座課後，助教先了解該次講'*諜的內容和進度，然後根據當天的
講座課的內容提出一些問題，張貼在網上的課程區，讓學生在網上
討論。助教會觀察和注視學生在稱上的發言，當發現學生不能夠掌
握問題童心的時候，助教會嘗試重新詮釋，或者修正時題。當發現

學生理解課題有困難的時候，導師會嘗試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課題的
內容。當個別的班級提出了新的話題或者對何一話題的意見有很大

分歧的時候，助教會將他們的新話題或者爭議的內容，在另一班級

的課程區中提出，然後再將他們的意見整理後在原來的班級的課程
區中張貼，目的是促進他們的討論。在課程的後期，助教會鼓勵學

生自己提出問題，與其他同學討論。在這階段裡，助教儘管發現學
生錯誤理解某些概念，或者將多個概念混淆在一起，助教也不會即
時修正他們的概念，或者指出他們的錯誤，而讓學生在向肇中尋求
答案。

學生的角色
學生需要進入網路學習平台中參與學習社群的討論，他們可以回應

助教提出的問題，也可以由應用輩張貼在網上的問題。學生也可以
提出新的問題，讓同輩互相討論。

資料搜集和分析
研究員搜集學生在網路學習社群的電子文本作為文本分析的資料。
這研究採舟文本分析方法，分析學生的傳意寫作識覺。這次研究主
要採用傳意寫作評核標準作為分析工具(見附錄一)。本研究把每
次的網上討論視作一篇文本，搜集所有資料後會先去除助教或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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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然後再把所有學生的文本編碼及分析。由於搜集的資料十
分多，本文從整體研究數據中選取了其中一道討論題目作為個案分

析，參與討論該題區的人次共有 18 人次，去除助教寫的兩篇文本，
共有 16篇文本。

研究限制
這次研究的對象是修讓大學教育學院中文組寫作教學課的學生，因

此，研究對象的數目受到修讀課程人數的限制;另外，這次研究是
學生自願參加的，因此研究對象的數目也受到參加人數的限制，並
未能夠選取更多的研究對象。而研究對象的參與次數以及所寫的篇
幅也是自由的，因而也限制了研究樣本的數量，所以未能夠選取更

多研究樣本。

研究結果
學生參與學習社群的討論十分踴躍，研究員在兩個月內共收集到 269

篇寫作資料，由於需要很多時間分析資料，本文只選取學習社群中

的其中一個主題 (topic)作為個案分析。

傳意寫作識覺
這個主題共有 18 篇文本，去除助教回應學生的兩篇文本，共有的篇

文本。
本研究將十三項傳意元素分為個人、媒體、環境和文本四類，

看大學生在電子郵件的傳意識覺程度。
個人方面
這部分包括作者身分和讀者身分兩項傳意元素。

作者身分方函， 16篇文章中，有 14篇文章 (87.5%) 可以達到第四
級(有關等級標準兒附錄一)

，只有兩篇文章分別獲得第二級和第

三級，結果顯示在這次討論中，大部分學生寫作的時候都有明確的

作者身分，而且也能夠針對該身分寫作。讀者身分方面，而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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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篇文章 (8 1. 3%) 獲得第四級，有三篇文章 (12.5%) 獲得第二
級，只有一篇文章獲得第二級 (6.3%) ，結果顯示學生在學習社群的
討論環境中比較能夠掌握讀者的身分。
媒體方面

這部分包括傳意媒介、把關人和傳意契約三項傳意元素。

傳意媒介方面，的篇文章中，只有2篇文章(12.5%)獲得第四級，

有 6篇文章 (37.5%) 和 8 篇文章 (50%) 分別獲得第三級和第二級，結果
顯示普遍學生雖然能夠了解中文電子傳意寫作的媒介，但是郤未能

夠完全針對該媒介而寫作。把關人方面， 16篇文章中，只有 2篇文

章 (12.5%)能夠獲得第四級，有 5 篇文章 (3 1. 3%) 獲得第三級，而有9
篇文章 (56.3%) 只能夠取得第一級，結果顯示學生在學習社群中對把
關人的識覺很弱， f專意的時候多未能識覺把關人的存在，更未能夠

針對把關人而寫作。傳意契約方函， 16篇文章中，有6篇文章(37.5%)
能夠獲得第四級，有 10篇文章獲得第三級，這結果顯示普遍學生都

能夠了解電子傳意寫作的契約，寫作的時候也能夠遵守傳意契約。
環境方面

這部分包括傳意場合和傳意環境兩項傳意元素。

傳意場合方面，而篇文章中，有 6 篇文章 (37.5%) 獲得第四級，

有 8 篇文章 (50%)獲得第三級，有2篇文章 (12.5%)獲得第二級，這結
果顯示學生在學習社群的討論中只注視傳意場合的部分元素。傳意

環境方面 '16篇文章中，只有1 篇文章 (6.3%) 獲得第四級，有 10篇文

章 (62.5%)獲得第三級，有5 篇文章(3 1. 3%) 獲得第二級，這結果顯示
大部分學生都了解電腦傳意寫作的環境，但是並沒有完全針對該環
境而寫作。

文本方面
這部分包括傳意目的、傳意目標、傳意語調、傳意結構、傳意文類

和傳意訊息等六項傳意元素。
傳意語調方函 '16篇文章中，只有7篇文章(43.8%)獲得第四級，

有 8 篇文章 (50%) 獲得第三級，有一篇文章 (6.3%) 獲得第二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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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學生在學習社群中能夠了解而且正確運用傳意語謂的並不多。

傳意結構方面， 16篇文章中，只有 2篇文章 (12.5% )得第四級，有 11

篇文章 (68.8%)獲得第三級，有 3 篇文章 (18.8%)獲得第二級，這結果
顯示學生寫作的時候對傳意結構上的識覺比較弱。傳意目的方面，

而篇文章中，有8 篇文章(50%)獲得第四級，也有8 篇文章 (50%)獲得
第三級，結果顯示學生都能夠了解傳意的目的，但是能夠針對該目
的寫作而沒有錯誤的郤不多。傳意目標方面， 16篇文章中，只有 2

篇文章 (12.5%)獲得第四級，有 12篇文章 (75%) 和 2篇文章 (12.5%) 分
別獲得第三級和第一級，結果現示大部分學生都未能夠完全針對傳
意自標而寫作。(專意文類方面， 16篇文章中，有 10篇文章 (62.5%)

獲得第三級，有5 篇文章 (3 1. 3%)和 1 篇文章 (6.3%)分別獲得第二級和
第四級，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寫作的時候都沒有運用一致的格式。

傳意訊息方面，這次研究基本土是採用句子(附錄二)作為…個意層
單位計算傳意的訊息量。學生在學習社群中的傳意訊息量十分參麓，

最短的一篇只有 2個意麗，而最畏的一篇有 11 個意膺，平均有 6.125

個意層，標準差達 2.9637 。
學習社群的讀者關係
學生在學習社群中不再以導師作為唯一的讀者對象。從表一可以看
到這次討論的問題是由學生主動提出的，其他學生十分踴躍參與，

參與的學生人數共有十二人，學生參與的次數共有 16次，除了其中
一位學生回應助教之外，其餘學生都是與同輩交換意見。

表一

學習社群中學生參與討論的次數和人數

提出問題

學生參與嘉興學互商藤助教

回應同輩

助教回應

根據這次討論的過程，可以建構關三的作者與讀者的互動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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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中的作者與語者的互動關係

討論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在學習社群中的「作者身分 J

「讀者身分」和 r 傳意目的 J 這三項傳意元素的表現最好，主要是
因為學生在伺葷的討論環境中，大家都有類似的經驗，傳意的時候

能夠更準確掌握自己和讀者的身分，而傳意的時候基本上有一個共
同的主題作為討論的核心，所以傳意的時候能夠識覺傳意的白的;

而普遍學生都是為了傳還訊息而寫作，不會流於傳統課堂作文交功
課的目的。不過，學生對把關人的識覺非常弱，主要是他們專注於

與向讀討論，而忽略了把關人的存在。其次，學生寫作的意層也十
分參差，這結果可以反映學生的參與動機，以及學生對該問題的興
趣和熟悉度，另一方面相信是因為這次研究並沒有規定學生寫作的
篇幅。而當他們運用中文電腦作為傳意媒介的時候，最主要的寫作

錯誤是使用了英文的標點符號來代替中文的標點符號;這結果反映
他們未能夠完全掌握中文電腦寫作的環境。這些結果顯示很多學生
傳意的持候並不能夠同時性視傳意寫作的所有元素。不過，這次研

究的結果只代表學生在該主題的寫作表現，並不代表他們在整個學
習社群的表現，也不代表他們的整體傳意寫作能力。

在學習的層面上，研究結果顯示採用虛擬的學習社群作為大學
的導修課，第一可以促進學生之闊的互動，第二可以讓學生有使用
網路寫作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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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寫作教學上的建議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香港大學生在學習社群中並未能夠完全掌握
各項傳意元素，因此，大學的寫作課程有必要加強訓練學生的傳意
寫作。
學生可以在網路學習社群中自由地和輕易地與同學討論和分享
學習心得，自然可以引發各式各樣的討論，同時也可以幫助學生認
識和理解不同的寫作教學理論和策略。最重要的是學習社群的設置

可以讓學生感受到寫作的真實意義。

未來的研究建議
很多文獻顯示，研究網路寫作都集中分析使用者所用的語言，並沒
有研究使用者的傳意能力，也沒有研究使用者的篇章結構。本研究
是以問題式學習作為討論的核心，只採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討學生

的傳意能力;由於資源和時間有限，未能夠深入分析使用者的傳意

過程，以及文本結構。因此，後纜的研究有必要深入研究使用者在
學習社群中的傳意過程和文本結構，以及採用多渠道的資料分析方

法深入探索大學生的網路寫作傳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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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Communicative Awareness of Chinese Practical Writing in Web-based Learning
Community
Tam Pui-yee and Tse Shek-kam

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warenes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on element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practical writing. These include role of authors
and readers, tenor, communication rules, aims, objectives, text genres, text
structure, media, messages, situations, environments and gatekeeper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more aware of the role of authors and
readers, and the objectives when they use LearningSpace to commun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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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傳意寫作評核標準

傳意元累

評核標準

1.作者身分

作者了解自己的身分，由能夠針對該身分寫作

作者了解自己的身分，義本上也能夠針對該身分寫作，
但是有些語調並不恰當

作者並不了解自己的身分，或者沒有明確的身分

2. 讀者身分

作者了解讀者的身分和背景，也能夠關顧讀者的需要

作者了解讀者的身分，但是並未能夠完全關顧讀者的需要

作者了解讀者的身分，但是並未能夠了解讀者的背景，

吋句句}勻，缸
弓L1i-A

作者了解自己的身分，但是未能夠針對該身分寫作

報
-43

附錄一

也沒有關顛讀者的需要

作者不了解讀者的身分，也未能夠針對讀者問寫作
3.

傳意語調

篇章中有顯示語調的詞語，所用的語調也能夠配合作者和

4

讀者的身分
篇章中有顯示語調的詞語，但是有部分語調並未能夠配合

3

作者和讀者的身分
篇章中有顯示語調的詞語，但是有很多並未能夠配合作者

2

的身分或傳蠶的環境
篇章中就沒有顯示語謂的詞語，或者所用的語調並不能夠

配合作者的身分或傳意的環境

4. 轉意結構

句子闊的組織完嚨，句子和句子之間有緊密的銜接，能夠
構成一個完整的網絡
句子間的組織完整，但是有部分句子和句子之間沒有能接

4

321-43

句子之間的組織完整，但是句子與句子之間很少銜接
有部分句子的組織並不完整，句子和句子之間也沒有能接

5. 傳意契約

作者了解傳意的契約，並旦完全遵守傳意的契約

作者基本上了解傳意的契約，但是並未能夠完全遵守傳意

作者並不了解傳意的契約，也沒有遵守契約
6. 傳意場合

作者完全了解傳蠶的場合，也能夠針對該場合寫作
作者了解傳蠶的場合，但是並未能夠宛全針對該場合寫作
作者對傳意的場合有少許認識，但是並沒有針對該場合寫

作者完全不了解傳意的場合，也沒有針對該場合寫作

7. 傳意環境

作者完全了解傳意的環境，也能夠針對該環境前寫作
作者基本上了解傳蠶的環境，但是有部分內容沒有針對該
環境問寫

作者對傳意環境有少許認識，但是並沒有針對該環境寫作

-A-吋
a司
A、J

作

勻，中
1474 司3 弓，中

的契約

作者對傳意契約有少許了解，但是就沒有遵守傳意的契約

2lx

作者完全不了解傳意的環境，也沒有針對該環境問寫作

8. 傳意目的

作者了解傳蠶的目的，並能夠針對該目的問寫作，用且能

.

夠前後照應

作者了解傳意的目的，但是並沒有針對該目的問寫作

作者完全不了解傳意的目的，也沒有針對傳意目的而寫作

司、}弓，LTi

作者了解傳意的目的，但是沒有完全針對該目的而寫作

大學生的網路寫作傳意能力
作者了解傳意的目標，文章中也有具體和明確的傳意目標
作者基本上了解傳意的目標，但是文章中並沒有很具體的

A『司、}

9. 傳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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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標
作者對傳意目標有少許認識，但是文章中沒有很具體的目

標
作者並不了解傳意的目標，也沒有清晰和明確的傳意目標
10. 傳意格式

2

1-4321i-

文章的格式正確，間旦前後一致，沒有錯誤
文章有明顯的格式，但是格式上有少許錯誤
文章中有明顯的格式，但是前後並不…致

文章中沒有一致的格式，或者文章的格式有很多錯誤

1 1.傅意媒介

作者完全了解傳露的媒介，並且能夠針對該媒介而寫作
作者基本上了解傳意的媒介，但是有部分內容沒有針對該

媒介而寫
作者對傳意的媒介有少許認識，但是並沒有針對該媒介而
作者完全不了解傳意的媒介，也沒有針對該媒介而寫作

12. 把關人

作者了解把關人， t包能夠針對把關人寫作
作者基本上了解把關人，但是就沒有針對把關人寫作

作者對把關人有少許認識，但是並沒有完全了解把蹋人
作者並沒有把關人的意識，也沒有針對把關人而寫作

附錄二

2
1i-呵
A，司
3 勻，缸11

寫，或者有很多錯誤

傳意訊息劃分方法

傳意訊息基本上以一句含有主題和述題的句子作為一倌意層單位，

只有述題、省略主語而意義完整的句子也計算為一個意層，語法有
嚴重錯誤或意義不完黎的句子不計算意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