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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說話速度訓練方案對撞擊型腦性
麻痺者說話清晰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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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禾診辯語言治持裝飾 垂灣師範大學特教系副教授

本研究主要以前後甜的教學實驗設計，探討調整說話連飯訓練方案的介入對盧

體型臨健痲攤者在提升說話清晰度、擴大亢奮構密鼓題及降位說話速度的效果。受

試者為為十六名蠍學盤腦性曬痺者，參與六週的藹聽說語連腹部!據污案。方案介入

前後，受試者分射進行介入前、介入後及維持期存共三次的話詢及短文說話樣本的

收蟻，以瞭解此話11線方黨的升入及維持效果。研究結果，顯示，謂聽說話進度首11練方

案可提升撞擊盤驅騙者的說話講噸度、擴展元宵構音問及增加元審時長，能短文

說話速度無期繃著整與;經喝溜的進蝦，受試者在說話講晰度及兒音構密空闊仍持

續傑留介入效果，個咒發時長和短文說話速度則無保留介入效果。說賽項間的觀係

高吉，不論在前棋路後測階段，亢奮構音2按時大小對短文清晰度得分皆有顯辛苦的道

歸解釋力，分豆豆為 32.7%及的斗%;:在接讀i階段，先音構音悶的改變童對短文清

驚奇度得分故嘴攘的2莫測力童話 67.3% '顯訴說話者元音播音空間大小可作?話說錦濤哥哥

肢的指標外，且介入後所產生的元宵構音空問改變蠶亦可~fF為說話清晰皮升入成效

的學考依據。本研究結果可j;J作為語音治療師及特教者師為臨體編攤者擬定相輯錯

霄站療針蠹及活動設計的參考。

關鑽詢:撞擊製腦號癱痺者、說話精瞞皇室、元音帶音空筒、說話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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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聽體鱗痺患者國大路發育的不成熟或損

傷攪成動作和姿勢的障礙( Workinger, 2005 ) , 

、視覺、聽力、知覺、智能損悔

。研究發現，約有 30%的腦性麻痺患者

、諧音或聽力搞失等症狀，且最常見

隙磁搞吶Ill: (dysarthria) (Hodge & 

Wellman, 1999; Pellegrino, 1997)。吶吃主要是

悶當認執行中的動作過程發生損害，不正常的

Il1t I弩張力、ll1t耐力、協調力導致言語攝轉的血

肉控輯發生混盟的狀說，影響口語聾作的輻

黨、建度、力蠱、持Ff及體確哇。其中，撞擊

聽聽盤纏據學者受按於不正常說肉張力的影

自標構音動作諾放慢說話連Il

( Workin草紋， 2005) ，以致說話詩的片語時晨

( phrase duration )最於正常說話者，且常出現

脅時、母發錯誤及替代等構音錯誤型態

(Workinger & Kent, 1991) 。這些因中樞神經

系統的擴惕，過成緩慢、無力、言語動作不協

調及不精撒的詩詞特性，往往會明顯影響說話

清晰度的旗現( Duffy備 1995) ，進而影響社交單

境中當認鴻遁的執行功能﹒衍生出不利於人!嘩

鼓動、戰場戰現等問題。咽此發展合宣升入計

議議議切的口語溝通代價策略，協助擋住轟痺

患者克觀種缺續對話語溝通功能的影響，捏

升患者的說話?轉彎再度及溝通效籠，是值得努力

的語療。

說話;醬醋員更是白話溝通效能與說話譚礙嚴

神仙鶴糊糊糊句 (Kent, Miolo, & Bloedel、

1994) ，經樹說話清晰度的測量，可了解說話者

語音扭曲的饑護性。間的對吶日記者的說話清晰度

與相關聲學分析的研究顯示，元音構音空間大小

(Weismer, Jeng, Laures, Kent, & Kent, 2001 

Tumer, Tjaden, & Weismer, 1995 )、第一共振峰頻

率(細如1 )、媽又共振峰頻率(簡稱 F2 )、第

二三與第…共接鋒的頻率差距(F2-F 1 X Kent‘ Kent, 

Weismer警 Martin， Sufit, Brooks & Rosenb告k、

內89 : Liu唾 Tseng， & Tsao, 2000) 及基賴

( fund揖mental frequency)的起伏變化(鄭靜哎，

詣的; Bunton & Weismer, 2001 )等聲學參數的

嘴化與說話清晰度的表現之間有明顯的關

。最近幾年來，說話清晰度與元音構音空間

的關係懶覺討論，研究發現吶吃者較正常攝制

組錢現較小的元音構音空間，且元音槽背空聞

總小其語音構辦度得分越缸，歸者之問望正相

鷗 (只iggins & Hodge, 2002;τurner，有ad單位&

Weismer, 1995: Weism仗" Jen豆、 Laures， Kent, & 

Kel波、詣。j)。餘了上述對對蜜外(說英語)的

'及tl給金惡民童及ll1t萎結程脊髓懿言表

權先藍藍(聽稱 ALS) 等較重度的言語運動障礙

者為研究軒象之外，盟內研究針對自露姓蠟痺患

者以物理智學及全自覺薛冉的方式探究說話清

晰按及元音構音空間的關係，旦進一接藉自語

音合成的方式揖弄元音構音空間的大小，發現

腦做麻攤唐、者的元音構音空間和元音及詞語

的捕晰顯著正相闕，且當元音構音擔間窄

捕時，聽話者對元音的知覺及區辨力變差(劉

, 2004; Liu, Ts帥，& Ku蚣， 2005) ，說明了

咒發彈擊主要訊號的扭曲及元音構音空間的窄縮

對聽話發灣戰震知覺對艷的負面影響。由於元

問時反映舌頭茹後興高蟹

的移動能力，鐘{共舌頭在口腔i有播音活島的動

態、訊，罷，盟成較完資單一共輾轉頻率的認量更

能反映t話說話發語音清轍度與構音器官協藹

持序之動態權者能力闋的組互擺棋，進而解釋

說話者聽聽說話摘噸度的表現(劉惠美，

2004) 0 

Tumer 導人( 1995 )的研究指出降低正常

人的說話總嫂，可繡膜元音構音空間的大小及

增加說話清晰艘，肌賽縮，性脊髓個l索硬化症

聽者(簡稱 ALS) 的元音構背空閑大小可解釋

說話清晰度總纜麓的 45% 。此外，藉自操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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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讓度的方式亦證寞，轉龍說話速度說:提升哨

吃者的說蠶灣離黨 (Yorkston， Hammen, 8eu

kelman, & Traynor, 1990 ; Hustand & Sassano, 

2002) .可見說路建度、說話講噸度與元宵構

皆空間大小三者問存在某種緊密的關保。轉龍

說話連廈、擴大完會構音空間與增如說話清晰

度三者之詞智著某種關建住的論鐘，雖然大致

獲得支持;然隔三者之醋的因果關保仿有待檢

驗。例如: Weismer 、 Laures 、 Jeng 、 Kent 貂

Kent 等人 (2000 )研究發現. ALS 和芷常者若

i其較快的速度說話時，兩組皆是單是較窄縮的元

音播音空筒，個說話灣略度及轍攬度卻沒在聽

著變覺。關 Turner 等人( 1995 )的研究指出，

當降告說話速度時 'ALS 組及控制組皆呈現咒

音構音空間擴大自台報勢;做增快說話建度元音

構皆空罷不…定變小。

臨床上，利用控制說話速度的黨略叡乎是

增進說話清哥哥麓的有效行室主轉正方法之一

(Hammen & Yorkston, 1996; Yorkston, Dowden 

& 8eukelm轟n. 1992: Yorkston. Hammen. 8eu

kel您鉤， & Traynor, 1990)' 也被甜苦治療掰及特

教老師康造地讓蹲在治療贊略及教學活動中，

但其封禪殼果缺乏有系級的槍驗。Yorkston

( 1992) 邂聞語拍棍、打拍子、窮的器及越密

式聽覺自鑽系統等方法，嘗試去降低吶吃者說

話遠處，結果發環鐸低中重度動作不是建立吶吃

者的說話連度至2平常速度的的%'可提高指%

的句子清晰度得分。 Adams ( 1994 )使用廷看武

聽覺間髏系繞在一個帕金森民麓的病人身上，

結樂發現患者的說話噶廈由嬉分鐘 350-400 儷

字減少獲 150-200 個字，且說話講晰度擒渴了

40%(等問 Yorkston et al吋 1999)。最觀說話議麓

的變項但括:說話時真 (duration) 、停頓次數及

停輯時長等掌聲項，使用不闊的介入策略可能會

影響不闊的說器還度鑽研或智體變項被影響的

程度不悶，導教介入成效有無差與 (Hammen&

Yorkston, 1996)。機始使用縣看式聽聽詔饋系統

可增恕說話時長及停輯時長 (Rosenbek &峙，

Pointe, 1985) ，認竄定式雖制說話技巧(如節拍

版)可增站停頓次數及停頓時裝. Hustand 淼

Sassano (2002) 齡對二位蠶度瘦學製踏佐騙攤

恩者進行對聽停頓故巧 (deli說rate pause tech

nique) .的介入策略，結果顯示關位吶能者的說

話清晰度都聽顯提升了，可能覺閻說話者的構

音續確度增進、說話者在每一個句子中數黨的

頻率增蚓使得說話呼吸的協輯能力增強、或者

是聽話者接收與處總喜肉吃苦語音的時間盟停頓

哥哥增長了。

常用的控制說話連農技巧可分?為國定式

和彈性武兩種 (Yorkston， 8eukelm益n， Strand, & 

8ell, 1999) ，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固定我遠a控制技巧 (rigid rate 
control techniques ) 

lIt技巧i其…儷字一個字慢慢說為首11練的

跟攏，其中以節蚓振及字母輔助皈( alphabet 

board supplementation )的選用最多。部指根最

早在 1979年被 Helm 運用在一欄帕金森氏症的

窮人身上。它挖一種使期小木{東將木較鶴成一

個一餾轉彎的簡單聽裝置，要要求說話者配合磁鸝

轉槽的速度說話(愉悅， 1979) 0 8eukehnan 和

Yorkstone ( J 抑的使用字母轎車拉較，要要求說話

者品先指出芋諧的字母才能說的一體芋，不但

降低γ揖話速度且提供聽話者字母的線索。此

技巧的權點為( I )經濟會蹺. (2)使馬者的

部|練時間紹. (3)攜帶方便，可運用在日常溝

通情境中。其缺點為( J )障龍說話的自然度，

(2) 依賴手揮動作來控制說話濃度，著手部

動作過度重讀練智則會影響說話還度的控錯。

二、彈性認邊擺控制投巧，又稱維持

節樺的技巧( preserve prosody 
techniques) 

此設巧在不依賴特魏裝置的情提下饗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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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話者一個字…個字嘎嘎說，強輯對說話苦苦的

訓練，以說波器迴韻系繞仔細Iloscopic feed

back) 、韻律援示法 (rhythmic cueing) 及延右

式聽覺倒饋系統 (delayed auditory feedback) 

最具代表性。視被器迺饋系統是在 1983

Berry 早日 Goshorn 針對一鵲議護主失調型的吶吃

護照設計，其轉自觀控器纜幕上的親覺線索，

l 調整說話者在音量及時蜓的表現。韻律提示法

非常館舉，其運用方式為說話者依敕導者指著

書報上文字的窮苦牽連度朗讀，能使罵一棍的臀

報文章揖難精確的掌控說話速度及得輯時摺

( 51 自 Yorkston et al叫 1999 )。因此哺eukelman

等人( 1979) 設計出電路化的韻律提法系統，

詩文章黨內容輸入選髓中且適用特辣持單標乏民

停韻靡，接用游棟過(草或過高的視覺轅叢書

以遭到體正說話，苦說話頭攘的目的。其價點主主

更續躍的紹制速度及說話者可獨自總習，不需

站療歸一盟在旁協助 e 廷若式聽覺自韻系按可

運用在各種不同類澀的溝通障磁患者上，其中

以口吃者的成效最為卓越。 Hanson 和 Metter

U姆的使用廷宿詩認為\00 毫靜的聽覺間饋

系統站療姆位吶DZ者，結巢發現其訓練後的說

話連度降器、音蠶嘴大且說話講略度增加。

本研究主要魯特盟內相關研究{鐘惠漿，

1996 ;誓:惠裳. 2004 ;聽靜竅. 2003) .插上

研究者自認設事語言抬療工作中與吶吃者的

相處經驗，選定以常見的撞擊璽髓，陸魏痺學章

為研瓷對象進行以調整說話現鹿為主要策略

的說話;奮戰度訓練 o 訓練方黨內容主要結合器

進式速度控告u技巧及保持節律技巧的竄哩，設

訐出「調盤說話遠度寄11練方案 J .釋E台上仁較介

入前接籠蟻型腦性麻痺學童的說話清晰度、

音構背空摺大小及說話速度的書變化情形，以瞭

章等「調整說話連接寄自線方案J 對撞擊型路性麻

痺學章說話清晰度的影響，且進一步探討三者

間的關係。最後依據研究結果針對調整說話速

度割練方案的設計及施行揖出具體建譚，以期

作主主語言治療師盯定誰療計蠶的參考。

故土建研究動機及峙的，本研究正要探詣

的問題如下:

一、藹聽說話速度單11線方案對聽學盤盤盤嶽攤

患者的說話摘晰度、亢奮構音空間大忌、及

說話連度之介入成效為何?

、調整說話連度哥哥線方案對塵學學路性麻痺

患者的說話講醋廈、完音構資按閣大小及

說話連度之維持成效主主持?

三、聽單型自語控蘇攤患者的說話j醬醋度、

構音空間大小和說話總躍三者間的觀{系

為何?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對與架構

本研究採棋譜一接測設計，以十六位撞擊

型路?金融縛患者為受鼠害，寶路捌雖說話連接

的訓練方案。所有覺試者於接受器11總課程前，

皆以一股說話連獲進行第一次口語標本的蒐

，接著接受六次的謂聽說話速度割據女子案，

每次訪i練器等鵲起 45 分鐘，血本豆葉研究者擔任

教學者贊驢此哥哥練方案的介入 e 研究者其有四

年臨床語言治療的實務經驗，波已{學畢聽力與

語喬治療單質所的相瞬規定課程。完成六攝寄自

練課程後，去守主天內進行第二次說話報本的蒐

集;踐經過蹤幫過後，再進行第三次說話樣本

的蒐槃 a

工、研究對蒙

受試睹為就讀高群增攝國中小的卡六名

痘環畫豆豆露姓攏痺學生，平均年齡搞十二歲(範

圈自 10 巖~IJ 16 識. 9 男 7 女卜腦世麻痺學生

的蟑礙類型由專業物理治療師或載能治療師

協助寄信鶴立在。選取標里發如下:

(1) 年齡範厲 10-16 蹺，其一般對話能力

里講芋，無明蠶的智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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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由自盤盤轍瘖所引起的肢體運動障

礙外，並無窮覺及聽覺等感覺功能的缺損。

(3)主觀禪撞方式為臼語，且以關語語

主繫溝通語言。

( 4 )割據方黨介入前一鵲月至整個游

程，並無接受其他認當治療或相關課程。

種案的說話請戰疫部另一位具有爾年臨床

工作經驗的語言言論療師聽取介入蓓一般說話速

度的說話據本加以評判，在給分的範閣。-100

之間，受試者的說話;醬醋度得分之平均數(總

準差)為 55.9 俑.8肘，顯示說話請離度不佳。

五、說話據本的蒐鑫

本研究採摺語報及短文晦纏不詞層次的

說話樣本，作為評選說話清曙皇室及亢音構音空

間大小的材料。語詞來接主要取自都聽美、曾

進興和曹峰銘( 1妙的在關話語音幫主己的聲學

相關特點研究中的自編國語詩詞清單，共丸值

雙字認﹒語詞字首的毋音分別為liI 、 laI及lu/各

主錯。短文的部分，主要參考國小三年級的課

外閱讀文章，加以改編成六十五錯字的短篇文

.內容也油蓋了lil 、 laI及lul三個角蒂克脅。

為聽免頸部及驅車掌控告1不偉或不正常說張力

，研造成的議今動作影響施輯結果，將語詞及短

文放大字轉讓現在 A4 大小的紙張上，立依受

試害的個別攜求，提{共頸部或其他擺設輔真，

以利說話樣本的我諦。

說話據本的收錄工作在…個安靜躊鵲內

進行，以安擺在 JBM 喜慶記型電腦中的豔欒軟體

( cooledit2000 )外接 SONY 麥克聽進行諒音及

率後語音剪輯編輯的工作。為運免受試者留頭

部動作控制不能成不療解程序而影響韓發品

羹，因此將麥克里已盟寫在離說話是言嘴巴約十公

分的地方，立宣於鑄音鵑悔自語佐蘇啤鑽者說明J3.

i拉攏錄音程序。說話將軒的是現順序為語語在

先、短文在後，吟詩休息 5 分鐘 a 草綠~ r 一般

說話攘攘 J 語音予處撓的指導語為: r 請你j;)，平

宮的說話草草度說出卡片上的文字.Jl .需後觀及

維持期的指導語童話: r請你以適當的耀度說出

卡片上的文字ν 每次研龍舟的錄音程序及器

材智翱闊。

四、依饗讀的測蠹

(一)說話清晰度的護自量

本研究分與以項目辨識法及等觀蠶尺法

來計算元音及辯文層次的按語講酪度得分 o 元

音;醬醋麓的評分以六十三位 (21 組 X3 人)聽

力正常無接體路麓麻痺患者經驗的大學

或研究生進行項目辨識法( item identificartion) 
的許對。許分前，研究者將所有受試者的語詞

說話樣本分成 24 緝，每組包括三位受試者的

說話樣本共十j三個語調 (2X肘，且將其關機

排肉。許分過程在一安靜的教室中進行， j;)，筆

記製電腦外接曬叭(單號 Genuine) 的方式，

依序播放每鵲聲音槽，輸出音量以每位都分吾

皆能聽到里覺得舒服適當的音蠶為主 o r母…華等

題也主人共同聆聽…組語詞說話樣本(共 18

咽語詞) ，請寄分者還一在事先設計好的評分

旗上寫下研聽到的語音內容，接著計算目標完

ct彭、 lil '.ju/) 的正確率，不論聲謂議其他

音素是否正確，作為元音清晰度傳分，最後再

計算三位評分者的平均得分，作為個別受試義

的平均完背楠晰度已為了解不同評分者館的一

難性，以隨機撥惡的九{聞自蹄，作其所有評分

者共同聽聽的說話樣本，取得詩分者間一敢麓

的館還{f;系數( Cronbachα) 為 0.7侶，表示六

十三位都分者以項話辦識法湖盤元音清晰度

得分時，具有頗為相近的內在參照顧準。

短文清晰度的詩分，覺以 245 位大學生進

行等距量尺法的灣戰度評分。得三十五值人共

闊聆聽 6 渡?誼短文標本。研究者先讓評分者

聆聽一體諧音清晰度設定?這 100 間內容不爵的

短文樣本作為知覺到艷的標準參照，持播放受

試者的說話樣本，要求評分發聽完後，在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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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內寫下自己針對每一篇姆文所辭退的

清晰度分數，時計算出每細說話線本的平均短

文清晰度得分。為暸解5平分發闖一教性，所有

許分者共陶潛聽事先關機抽取出的五篇短文，

其詩分者聞信J!l謀數(Cronbach 係數)誨。特2 ' 

表示 245 名言乎分者醋的喜事分…激性均可。

(二)

本研究接聽 Pr紹繫舉分輯軟體黨讀j雙掌語

字首li/、/a/及/法/三三餾元音搗第…及第二共嚴童拳頭

率數壤。第一及第工兵擺鱗數權的護自最方法

是，在變紋盤上選取第…和第二共接轉時跨出

現的音峰，進行共振鱗分軒， praal'軟體系統會

計算出每個會段的講一及第二共振蜂數值，先

去除前後兩端嘴動較大的數偕'分別節選出此

背段前、中、後;三個位蠶的如呂學數值，再計算

的其平均數，作為 FI 放的之平均頻率數筒，

最後再進一步計算的每位受試者的元音構音空

間大小 0 元音構會控闊的計算公式主要依蟬劉

惠黨 (2004 )謝闊的公式，將每個元音的第一

及第二共接輯類語學城為簡卡兒戲標平圍上的相

懿憊點心，y) , 1美依照如下手正式許算之:

先音構發盤問如ABS {( Fl i X (F2a-F2u) 

作laX (F2u-F2D +Fl u X (F苔-F2a) ) /針。其

中 ABS 是指範對報; Fldt毅lil的第一共接蜂

頻率; f諾 F2a 代發Ia/搗第二共接輩輩顏豈容...等。

室主瞭解觀聾發髓的一裁體，擋瑕十分之一

的話詩說話據本æ另一位其發學分軒經驗島

人員，進行…戰?生考驗。爾者所辦得的第一共

振峰及第立共輾轉歡做的皮爾攝相欄標數分

別為.89 和，駒，顯示測蠶者闊的一致性尚可。

(主)說話諸燒的瀾蟲

說話i讓臆測麓的會元宵時接和短文說話

適度二個難明 0 元宵時其是採用 Praat 聲學分

析軟體，測蠶掛詞語里展中的目標元音的時間長

度。以 r提出 J ~這個諮詢為例，在頓譜圖上框

擺出目標咒發/iI難學特性明確(即第一和第二

共攝鱗間時出現)的蠶段，再讀歌時間向量之

數值即為元音時長(以毫秒為單位)。幸福瞭解

測量者闊的一致性，抽取十分之一的措詞說話

據本自另一位與研究者聲學分析經驗相當的

研究生，進行一致性地考驗。兩者所爛得的亢

音釋長的皮爾森梧關保數為.902 '攝示瀏蠱者

闊的一致性頭佳。

短文說話速度是指說語者說出短文語體

內容的速度快霞，以每分鐘說話的音節(字)

數?這計算單位 (words per minute '嚮幫

WPM) .當數盤盤大表示說起攘攘錯誤;數磁

盤小表說話遠度麓饅 e 本研究以聽欒( cooledit 

2000 )軟體中波形露出現革結束的時間閉路作

為說話時閱(以診為單位) ;轉.L.~日發館數/

說話時間) X60) 之公式算出每分鐘說話的宵

節數作為短文說話連度的指標。

五、調整說話連鹿訓練方魄的被計

及執行

「調整甜苦連度訓練方紅的設計獻則主接

參考 Yorkston 等人 (1999 )所搜出的閥混式和彈

性式速度控制技巧之理論及 Dworkin 仆991 )針

對運動性雷語樺確提出的控制說話雖按訓練

活動，並考量獲學躍躍4陸臟痺患者的說話特性

部.L.~設計。主要結全麗定式及彈姓式攘攘控制

技巧，立運罵動作學當聽童醫i議時擺棋知覺臨

韻，先讓鐘誰聽痺惡毒分辨及聽聽說話濃度的

誤、樓，再進高覺察說話濯疫跨海顯麓的影

響。接著以館館器的聽覺輯激擒擊鸝號籬攤患

者的說話還度，增加掙額的時挺及次數;再試

長短不同的觀覺符輯在受試者的說話材輯上

劃記作為視覺提示(例如←→) ，取代部
拍器的聽覺刺撤;進捕以溝通情境中常兔的眼

體動作和表情取代視覺攪示，以保留一轍說話

的節律及自然膺，期3夜發鵬出合賞的調整說話

速度策略。訓練方案的三三大問標為協助受試

者: ( I )覺察說話總胺對說話精晰膜的影響;

(2)控制說話連度; (3)發颺合澈的獨體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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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策略。聽程中以說出語語、句子及姐文、蜜

語及談論特定主題等方式逐漸增品內容的難

度，期三軍將畫著聽說話速膜的技巧額化至不間層

次的說話材料和|懦撓中。同時也參考 Yorkston

等λ( 1999) 的說法，每分鍾的 70 欄字的說

話聽度最議當(例如不會通浸于擾呼吸盤態和

茹律) ，並觀槃儘案於前潮時的說話表現，先

將節始器的連接設定為鋸分蠶豆3 個芋，在活

動中依受試者的發現彈住予以調整。誨繫說話

潑皮訓轉方案的詳細內容見帥，錄一。

每次話11練課程均想括準備、贖身、輯程活

動及結束等四個階段。「準備」的工作起括:

場地環境及當天活動教真的準譜、協助受試發

擺設立告知當日創j棒!可容，時問約五分鑄; r曬

J 以口聽舌頭動作及發聲練智的內容為主，

時臨給五分鏡 r課程活動」曲研究者難行調

整說話連度部!擴方案-13.依腦世聽蟬患者表現

彈性蜂按:有容，以期達最能割據成效，時摺輯

30 分鐘。其進行的方式由研究者先說明當E課

程的目標， J:J.示範、提示、轉盟友提供凹膜等

方式是支行，引導腦世錦痺患者依不間持科建…

螺習。「結束 j 的研究者依受試者的表現提供

居家線讚活動的體議，持認約五分饋，並於離

鶴茄確認 F次哥11轉轉悶。

六、資料的講理與合新

本研究的發料處理提用草路統計軟體

SPSSI2.0 進行分析，主要以平均數和棟建主差措

述受試者在藹測、後灘和維持廟的說話講酪

廈、元音構音空閣大小及說話連度的發現;以

桶前樣本 t 考驗，探討受試者在諧調、檢測、

維持顛各個嘗嘗項上的聲翼，並以皮爾森讀護祖

囑及多元逐步;接轉分析，探話方案介入前、

後，說話講齡青廈、元音構密空睡大小和說話讓

度等變項間的歸傑 e

研究結果

一、觀聽說話濾度扭轉方黨對躍掌聲

腦他朧建患者介入紋果之分析

以揖依樣本 t 考驗，分新覺試者在元會講

噸震得分、短文清輾度得分、元資擴音空間大

小、元靜時長、短文說話鐵皮等變瑣的前後鵲

，J:J.鞭解調整說話遠蜜語11練方案的升入效

果。

(…〉元音清晰度得分:

本研究以正確苦分比(%)鵲起音清斬JJt

得分的計算單位。 騙性麻痺患者在方黨介入前

(簡輯部讀u)的元音講額度得分搞 55 .3 1% -經

六j闋的介入學持續後(欄稱後灘) ，受試者的元

音清酪藍得分為 74.92% '經相依樣本 t 考驗，

後瀏與前制得分達顯著2史與 ( t 世 9.會89 • P 

.000) (表一)。樹此可知，驢，詮麻轍，患者在

經攝六聾的調聽說話聽皮書11練方案介入蟻，元

音消晰度得至于有顯著准步。

襄… 曼試看音說話清晰度說:與j與讀湖之平均數及課灌鐘(J品話聽褻示)和 1搶走結果

變 項 前測 後沒tl 皂白皮 p 

咒音清晰度得分
55 .3 1 74.92 

15 9.989 .000*** 
( 11.49) (9.66 ) 

短文清晰度得分
60.63 73.31 

15 5.906 .000*** 
(8.15 ) ( 9.4 1 ) 

*p<.05 **p<.OI *"p<.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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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短文清顯度得分

受試者在前濁的短文稽晰嘉定得分為

侃侃，接過U1這 73.訓，經相恢樣本 t 考驗，腦

性麻痺患者「短文清晰度得分J 的的後測平均

得分主義顯著差異 (t = 5.906' p .000) (表

) ，且後測得分顯著高於前瓣。此結果顯示，

鰻油六濁的方案介入，驅性瞬蟬患者的短文j醬

醋接得分有顯著進步。

( )元音播音空題大11\

本研究;其轉豆豆平方 (Hz2 )

大小的計算單位學受試者前割的元音構音空間

大d、為 199842 日針，後觀鵲起1527 Hz2 ，由衷

二可知，腦性臟縛獻者「元宵構音空間大小J

的前後測平均數總繃著差異 (t = 4.078 ' p 

=.001 )。進…步由瞬一的元音構音空間的三角

形得知，受試者在介入後的元音構音空揖顯著

大於介入葫。此結果顯示，經過六週的方鑫fî

λ' 巨富性巖痺患者的咒當播音空題有哥哥蠢的擴

大清影。

發試者完奮構音空輯都;到與德mg.:z.平均數及棚準差(以括聽聽眾)和 t 槍定結果

變項 前測 後普車j 自由度 p 

199842 

(43657 ) 

*p<.05 "*p<.OI ***p<.OOI 

261527 

(59984 ) 
.001 車"

3000 

話。。

/i/ A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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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後訊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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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持。。 1000 200 600 Fl 
12∞ 800 

臨… 轎1生轟痺者 r 元宵構會旦控間去三角罰單J 在背λ爵鐘階段酹饗純情形

(的)

本研究以報秒( ms) 為元音時畏的計算單

位。由關之可知，受試者前測的元音時民主在

335.64 議秒， t是潮起 425.04 毫秒。由衷王若守奶，

受試者?于毛晉時畏」的前後鶴平均數盤盤相怯樣

本 t 考驗，結果連顯著差異 (t 2.243' p = .04) , 

且後測數個顯著大於前測。此結果顯之后，經過

六週的方案介入，腦f生麻痺思苦苦所親生的平均

元音時畏黨員著增加，也就是說腦性攤牌，患者說

話時所產生的講音蓋章作詩錢增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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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9 

450 

425 

400 

元
音
時
晨
(

375 

350 
335.64 

325 

300 
實驗階段

維持期?友誼f懿瀾

臨蝕麻痺饗 r充膏詩接j 技合λ前績階殿的變挖潛孵

= .059)' 可龍是間為前擱體段的觀文說話連度

的變其性很大(參見，表三)。值得性蠶的是，

受試者在後灘階段的短文說話建度為

73.56WPM' 與本研究設針介入活動時所投定

之灣當說話迪亞支(70WPM) 相當接近，認且能

標毒農至整數值來看，受試者在後湖階段的短文說

話速度的嘴異哇誌前測階段小。

矗立

(注)短文說話建度

本研究以每分鑼鼓語音節數(簡稱 WPM)

丟在短文說話站在度的計算蝦位。也聽三至可知，受

誠者在揖灘的短文說話速度議會7.04WPM' 接

攤主主 73.56WPM ·經相依護本 t 考驗，結果顯

示接瀾的每分鐘平均說話音館數較萬讀i有減

少的禮勢，但未遴顯著差異 ( t 誰輸2.047 ' p 

79 .71 

100 

90 

在G

短
文
說
話
速
度
(
意
法
〉

70 

實驗階段雄持期前測

60 

f愛;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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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三 發試者說話連接相關變璜鵲灘與鐘~KIJ之平均數、譚準聽( 1:).站設表示)及 t 槍定錯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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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5 

2.243 

二、劉聽說話速度訓練方黨對遷費酸甜

腦性麻痺毒害者長留如果之兮新

此鑄分主要分析介入活動結束鬧獨後，盤

盤麻痺患者在誰持期階段所滋If旱的說話清晰

度、元音構音空間大小和說詣連度絕關變項的

表現，以檢驗調整說話連廣訓練方案介入的短

期保留效果。

(一)說語講輔得分

受試者在離持期的元音清晰獲得分為

74.27% .後測站 74.92% ;在轍持期的短文清晰

度得分為詞，時.~友誼自言語 73.31 。以後湖與維持

期的說話講額度平均得分進持相依樣本 t 考

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後測與維持瓏的記音清

離獲得分及短文清輾度得分皆無顯著差異句

名的和P .624) 。再進行說話清晰度得分的

前測與轍持觀之 t 考驗，結果顯示受試者的說

話講晰度得分(但揖亢音清晰度得分和短文清

噸度得分)在繭階段違顛著豈是與 (p 嘿 .000 和p

.000) .且鱷持期的說話?奮戰搜得分皆顯著高

齡前潮得好。

受拭者在縫持期的兀音講酪麗得分及短

文清晰度得分跑顯著講於前測，章發持期與後

測分數未達顯著聽冀，表示受試者在維持爵的

亢音請離度得分和短文清晰攘得分仍保留介

入後的增混殼果，也就是說，謂整說話通股訓

練秀黨介入對揖并聽整體型腦性麻痺聽著說話

梅爾再度的表現具有短期保留娘果。

(二)完音播音空間大小

受試者在誰持期的元資構音空罵大小海

253002 HZ2 ，後混為 261527 Hz2 
0 1兵接瀾及維持

期的元音構音空隨大小之平均數留進行輯依樣

本 t 考蹺，結果顯示贊試者的元音構皆空情大小

在兩階段皆未i鑫翻著差異(佇立2事 'p=.477)O

按著進行的銷與韓持期亢背橫音空罵大小的 t

考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在閑階段的完膏講皆空

間大小達賴著差異 (t畸重61γ 盟的0)' 旦韓a

持期數值顯著大於前制數值。

自批可知，路?生攝痺患者在繼持期的元蔚

構音空間大小的保留升入後的增進效果，告就

是說，觀警說話速度寄11轉方案的介入幫擴大靈

續觀踏佳廢痺患者冗音構音空閑具有短期保

留效果。

(三)說話連度

受試者在維持顯的兌發時長為 3草草.9

秒，在?臭棋措段的咒發時長?這 425.04 富麗膀:維

持期的短文說話罐車站 79.71WP絲，在後測階

段的短文說話璁獲第 73.56WPM 0 1其元音時提

及短文說話漣膛的接親與緣持期平均數位進

行相依樣本:考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兩階段

的元宵時長 ( 1 叫 .373'p=.190) 及矩文說話

連皇室Ct=-1. 1 沛 'p 品 .260 )均未建聽著差異。

接著進行前測與維持期說話灣居室的 t 考驗，結

果顯示受試者在南階段元脅時接 (/= 1.575' P 

= .136) 和短文說話連朦 (/=-1.4鈣 'p 口 .158 ) 

變現均未連顯著水擊。整體來看，攏，搓麻痺息

報在誰持期的說話速度較介入前階段呈現說

話音部數嶽少、且元音時長增加的趨勢. í每未

達顯著鼓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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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說話清晰度、元會構音旦控聽大中

典語話讓麗的關聯性

(一)腦性麻轉著說話清晰度、亢奮播音空

間大IJ、和說話速度闋的關係

表盟提現受試者在方案介入前各變項闊

的相關係數，結果觀眾元音灣頤度得分及短文

清晰度得分間里觀寧等正輯關(， == .5沌 'p

〈肘) ，短文說話速度及元音峙長問皆單顯著

負相閱 (， ==-.670; p < .01)' 立元宵構音話聽

短文摘晰度得份之問鼓顯著:在賴閱( , 

.598 • p < .05) 。

褻閏 腦性聽痺聽書升入酷的龍鐘清晰麗、控器湛藍與咒音喝聲空萬之相關

亢奮清晰度得分 短文清晰度得分 短文說話速度 元音構發空輯 咒晉時長

咒發清晰度得分

短文清晰度得分 .57岳*

短文說話速度 .366 .157 

元音構會里鼓搗 .1 93 .598* 

挖苦詩長 -.326 -.098 

*p< .05 **p< .01 

)腦世臘梅患者說話清晰艦、元音構音

空謂大小與說話連度等變項前接灘

改變量鶴的聽聽性

?為瞭解路詮麻掛患者經鍵盤介入後說話

講噸皮、元音構奮空闊大小及元音時晨與海文

說話速度等各掌聲項的改整整黨(復告籌備前湖)之醋

的驛樣，問此進行各變項改變量之間的輯聽分

析。表五顯示，說說話速度相轉變項研霄，媳

文說話速度改變量與元音符義改變蠱涯海負

梧瞬(，= -.797' p < .01) 。就說話講噸度、元

-.440 

-.吾70** .202 

音播音空間大小和說話速度三者問霄，元會構

育空間大小的故欖蠱與短文清踏青島蓋得分故嘴

蠶豆為正相關(， =.777'p<.0J).主主餘點否。

綜合以上結柴可餌，接受單單聲說話還康方案

後，聽誰聽啤勝者每梵續說話宵節數的滋少量

(也就是說話連度鼓樓)與元音轉譯詩接的增

加最有聽輛守關聯性;高立聽擎塑脂，陸麻痺，懸

著元音構音空聞能改變量較大(增如)時，姐

文揹頤度得分的改變麓隨之增誦。

義五 腦性暉摟戀者介入前螢的聽聽清輔腹、說館還靈與先膏檀會受罵改鑽貴之指鵲

元音清晰度得分 級文清晰度得分 領文說話i濃度 7它會構會受路 完脅時長

元音清晰度得分

短文清晰度得分 .326 

短文說話還度 .159 .104 

亢奮構音捏闊 .397 .777** .039 

元彎時長 -.156 .16尋 -.797** .23岳

事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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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的結果

為了解所測量的各變項對說話清晰度表

現之解釋力，以多元逐步迴歸分析進行檢驗。

首先，以元音清晰度得分、元音構音空間大

小、短文說話速度及元音時長等四個變項的前

測數值為預測變項，以短文清晰度的前測分數

為依變項，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

在介入前，只有元音構音空間的大小對短文清

晰度有顯著的回歸解釋力 ( F = 5.828 ' P 

= .033) ，其迴歸解釋量為 32.7% 。也就是說，

在方案介入前，受試者元音構音空間大小的表

現可解釋短文清晰度得分總變異量的 32.7% 。

其次，為檢驗方案介入後，影響短文清晰

度的主要變項為何，以元音清晰度得分、元音

構音空間大小、短文說話速度及元音時長等四

個變項的後測數值為預測變項，以短文清晰度

的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多元逐步迴歸分

析。結果顯示在介入後，元音構音空間大小、

短文說話速度和元音時長等三個變項均對短文

清晰度有顯著的迴歸解釋力，其總迴歸解釋量

為 88% 。進一步探討三變項對短文清晰度得分

的重要性，依序為元音構音空間 (R2=68.4% )、

短文說話速度( R2增加量=12.4%)、元音時長(R2

增加量=7.2%) 。由此可知，瘦摯型腦性麻痺患

者接受調整說話速度訓練方案後，元音構音空

間大小、短文說話速度及元音時長等三個變項

會影響短文清晰度的表現，其中以元音構音空

間大小的影響力最大。

最後，其檢驗方案介入後，影響短文清晰

度改變的主要變項為何，以作為未來相關研究

及教學方案的參考方向。以元音清晰度得分、

元音構音空間大小、短文說話速度及元音時長

等四個變項的改變量(後測.前測)為預測變

項，以短文清晰度得分的改變量為依變項，進

行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只有元音構音

空間大小的改變量對短文清晰度的改變量有

顯著的迴歸解釋力 ( F = 24.645 ' P = .000) ，其

過歸解釋量為 67.3%。此結果表示，受試者元

音構音空間大小的改變量可以作為預測清晰

度介入效果的指標。

綜合討論

一、介入的效果

在接受調整說話速度訓練方案後，腦性麻

痺者呈現說話清晰度增加、元音構音空間擴

大、元音時長增加的顯著變化。由此可知，調

整說話速度訓練方案的介入對撞擊型腦性麻

痺患者具有提升說話清晰度、擴展元音構音空

間、及增加語音時長的效果，但是對於短文說

話速度的影響則未達顯著。

研究結果支持了控制說話速度技巧的介

入可以提升撞擊型腦性麻痺患者說話清晰度

的論點，與先前研究結果相符( Duffy、 1995 : 

Hustand & Sassano, 2002; Yorkston et al., 1990; 

Yorkston et al., 1992) 。就元音構音空間大小而

言，本研究結果發現控制說話速度技巧的介入

對擴展元音構音空間大小有正面的效果

(MacR鉤， Tjaden, &Schoonings, 2002 : Turner 

et al叫 1995) ，與先前研究指出降低說話速度可

擴展元音構音空間大小( Yorkston et a l.司 1990 ) 

的說法相符;且當元音構音空間增大時，說話

清晰度隨之增加。由圖一可知，調整說話速度

訓練方案介入後的元音構音空間(虛線三角

形)顯著大於前測(實線三角形) ，且前測元

音構音空間的三個平均端點均被含括在後測

的元音構音空間內，此結果可能意涵著受試者

在介入後舌頭前後和上下移位的動作範圍及

精確度較介入前進步。進一步比較瘟學型腦性

麻痺患者和正常說話者划、 /i/和/u/三元音的分

佈情況(劉惠美， 2004) ，發現撞擊型腦性麻

痺患者的元音共振峰呈現趨中化的現象，此聲

學特性反映其舌頭前後和上下移位的範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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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說話者小，那見構音動作的精確度較鐘。

囡此'2fi:研究所設計之調整說話語草皮書11練方案

的介入正日前提快了路慢痲痺說話者完整構音

動作所囂的時鶴"擴崩了說話時的口聽擺動空

間，並提高說話清晰度。

另外，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按鶴的每分

鐘平均說話音懿數較前測有減少的蠶勢，從

97.04WPM 減少為 73.56WPM' 但未過顯著差

，可能是聞單為組肉體對黨與很大，加上聽註

麻痺者受限責令既強力異常及呼吸型態的限

制，以敢說話速度控制不麓，有忽快忽慢的琨

象，由於本研究並未計算受試者說臨時停額的

次數與時間，所以上七較不容易只能替分擁產生

的平均音館數來瞭解其真正的說話速度階題

及潛能介入的效果。

二、保留按果

由保留蹋的表現來看，讓整說話j攘攘喜11練

方案對撞擊型腦體轟痺患者提升說語游離度

和擴大元音構音空空閑具有短期保館的教果。然

而，受試者在維持期瞬據說話速賤的能力未能

顯現出持纜的介入教棠，可能原因為麟，控聽痺

，學者受限於不正常的現肉強力，導致雷諾機轉

的控制能力不佳，康生不同程度的呼吸、發盤

及構音等詞題，肘子攘騷盤麻痺殿、者說語連麗

的種定性。如，建學盡腦性麻痺患者常思說話

呼喊能力不能，出現發管部難 (dysphonia) 的

情況( Working前'， 2005) ;立大部分的腦位離轉

患者都有不正常的特吸型體 (Solomon & 

Charr帥， 19學8) ，影響吸備呼革與說話動作闊的

協調控，產生不適當的停頓及停蹦議長的故

法。話本研究獎試者踴接受的調整說話聽裝書11

輯方案主要使賠麗定式說話罐車接都技巧及

保持館徐技巧，採椒、聽覺提豆豆法引導腦性鸝

痺，患者講聽滴當的說話連度，並來鑫接提俱呼

發觀i練，使得聽學盡腦體麻痺患者調懿說話速

蟬鳴定性不益的詢題，無法在介入期間擺得數

臨的故善，盟問無法穩定地持續升入後的效

果。

豆、說站清曠麗、元音構發會問及

說話濃度三者間的罷課

毅說話清晰皮諾言，元音清晰度得分和短

文請辦皮得分互為:寵幸自瓣，與王文容( 1持7)

研究結果摺題。聲說話連度招騷變頃而言，短

文說語速度與元音時或單負相關，此結果表

，當元音時說增部詩，代眾說語轉播音動作

的時間增長，懿話濃度會變體(即每分鐘說話

音節數減少) ，這個結果與正常者說話連度的表

現棺i司 (Turner et al叫 1995 )。依據 Hammen 和

Yorkston (1仰的的研究指出，鋒告說話速度

可增加語語時義和停頓時長旬在use duration) , 

但國本研究並未針對持額持農撥一步分軒，問

匙無法說明說話速度與停頓時提之諧的關係，

但就說話攘攘與語音時真的觀係﹒本研究與

Hammen 等人( 1996) 的研究有相似的發現 a

就說話講踏青嘉定、元音構奇想問大小及說話

速度三者的聽{系問詣，元音播音幫閑與短文輯

話連輸皮革措正相醋，與之前相關的研究錯果

摺閱(劉感揍， 2。但; Liu et al., 2005 ; WeÎsmer 

et 悅， 2001 ;τurner et al., 1995) 。雖然本研究發

現在數學介入後腦性廳痺者的說話速度變攬

了，咒發構音空梅和清純青度也都攪升了，但是

相關分斬顯示盤盤騙攤睹的說話謹度與元音

構音空麗大小之間並無顯著精髓，表示麟，陸廳

痺者說話速度的控輯輿構音樂碼度，在餾鸚鵡

的變與情形並沒有非常一致的鐘勢或相對自麗

的關f系。

進一步比較多元逐步題歸分析的結果，發

琨騙性麻痺者接受調整說話遠度言11練方案

後，其元音構會放開大小、短文說話速度及元

音時畏的表現可解釋驅文講晰II得分聽變異

蠢的 88% '其中;其元音構音空間的黨黨最大，

可讓 68.4%蛇頭萬j力。不論是在髒一個黨驗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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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完畜講音空吾哥大小…豆豆都是有效護潛j題文

清晰度轉分的蠹要欒壤。說抖，自介入效果無

產生的元音構音空間的改變量也可以解釋短

文清晰度得分改變麓的 67.3% '顯示調整說話

連度訓練方案的介入增大了腦性麻痺說話者

的咒音運動空悶，競選藍間提升了說話清嘶膛。

聽研究話果不懂支持了咒畜構膏空摺大小可

作言語說話講幫蜜的撥樣的論點(蠶蕙槳，

詣。4 :τ'urner et al., 1持5) ，更進一步發現，題

介入所產生的元宵稱贊憩閥的改變量可作為

說話清晰度介入成般的聽聽指標。

話論與建議

…、結論

本研究所設計的六躍謂聽說話速度訓練

方案具有提升瘴舉襯騙性麻痺者說話清晰

度、擴展元音構裔投閥、增加元音時畏的立即

效果;經商運的總蹤蝦，此會11練方案的具有攪

升說語連戰JJt及擴聽亢奮播音空摺大小的短

顯保留效果。方案介入前後賠設的元音構音接

聽大小島改變量，艷梅文說話講斬度的改變讓

有顯著的迴篩解釋力，顯示11:七觀整說話連度訓

練方案可以有殼擴展腦體麻痺者說話時的口

腔構音運動空間，並提升說話清晰度。

二、建議

說藹整說懿議員更喜11練方案內容吾吾囂，本事11

練方案內容的設軒轅鑫崗定式速度控制及操

持節律技巧，所以無法進一步黨清影響本研究

中撞擊型腦性麻縛獻者說話清晰度增加的主

要因素是圈定式海麼控制按巧或保持節律技

巧，還是頭者的作掏相當。未來書11轉方案的設

計可以單一理論技巧為玄 ， 1其具體針對鐘聲變觀

擋住聶痺患者擺棋議龍的方案書11練方辭。

次，本研究的觀聽說話連度訓練方案執仟轉瞬

較短，每週上課一次，每次 45 分鐘，共六次，

每次課程內容環環輯扣，會菇續前一次話動

說巧且還濤聲譴攘攘示。器攏，著受試者注意力

或舉習動襪較差，就譜一梅克拉報旦重複聽習，

轉致課程進度落後，揣聽錯次告11練語動的時

間。問此，建議延長方黨騙行的時間，增加練

習次數，讓受試者能輔熱?當齣投巧，實際運用

在溝通情境中。最後，本語11練方黨主要試一對

一的方式進行，較無法充分擺棋受試者在其實

講蘊情境中轉舊的機會，躍銓巖痺患者主動

將訓練設巧運用至溝議精境的能力普露不

能. 1為增進介入成傲，總織方案執行前，針對

受試者家屬(或主聽照顧者)或學校老師進行

方黨內容的說明會， 3農草草提及老師清楚了解方

案內容、相關技巧及提恭策略的運用，以配食

方案進度及i句容，引導路?生單單痺患者聽轟擊說

話遠度的技巧運賠在生活情墟中 a 除了一對一

的課程內容外，可增加工葉之人的富體課程內

容，以提供腦性麻痺勝對在闢體中互動學習的

機會，引導他們將繼JJt控制技巧運用至主題討

論及對話活動中。

就說語速度的詩襲方式浦囂，聽住麻痺患

者愚不正常的IJJL肉強力可能會出環不遴雷鳴

停頓、或停頓過去柔的情說，若，1:)每分鐘說話的

音節數為說話連度的觀位，無法反映腦性聽攤

患者說話速度的組懋放進步的情況。因此，總

藹除了聲學上摺背時撓的組量外，應食指悴瞬

時長及停頓次數的灘麓，可真實呈現腦體臟攤

患者說話時長、停頓時接及停頓次數之闊的聽

課。

此外，未來研究對象可擴展至其他不時額

型的腦性麻痺獻者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吶陀

者，以了解說話雖JJt訓練方案對不岡頓型的腦

世麻痺患者議其飽吶蛇者的介入成強;誰針對

不同黨型躍盤驅攤患者或其他lIP:i吃者進行說

話詩長、停輾轉去是及停賴次數等變環的分軒，

可建立不問吶略者說話連度特性的資輯痺，以

清楚暸解每種吶吃者的說話速度特張與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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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度闊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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掰誤觀聽說話濃度軸線方案的活動設計

(第一次)

活動龍燦

教具
活動內容

• 
備駐

o驚之次)

(第3三次)

活動詞標

斂錢
活動內容

姆說

活動… 聽聽 r ，捷 J 和 r穫 J

1.這5辯說話讓度

之辨舅身指語說話遼度的快慢

3.覺察說話連波對灣齡青蜜的影響

錄音機、筆韶接電路、短文語學、錄音A 幸[]B

1.自我介錯，建立懿係

2.稜身活動.口腔動作和發蜜蜂雷

3.播放錄音 A' 引導個案聶辯說話速度「唱詞」或「不招商」

4.承 3' 進一步辨別速度 r快』草!G r慢 J

5.播放錄音 B' 引導個案覺察說話速度對清晰度的影響

﹒錄普 Ai為一成年勢性以快和憤之速度，朝讀博一簾短文 e 研究者以宮發會驢車灣軟體作成「快!

快.J r 快慢.J r 慢慢.J r慢快」四段說語接本，分別為蚓、 A2' A3 和 A4. 活動過程磁

機播放。

﹒錄音 B 鼠就讀大學的腦性麻痺者，以「很快」和 r很慢」的連度朗讀一篇短文內容，此

個單位接受甜言治療長達 3-4 個月。

活動工輯聽說話速度.節拍攝的使用(1)

節抬器，觀整說話速度

錄發機、筆記塑電腦、語學(一、二、三)、節拍器

1.援身活動閉口腔動作和發聲練習

2.續智活動一的課程內容

3.配合節始皇舊的節奏擊鼓

4.聽會節揖蠻的節奏說出語言穹〔語單一、二 3

5‘能合節拾器的節奏巍出句子{語學三〕

6.教導苦苦依據餾案的整體表現給予昌鐵且指派家庭作業

﹒教學技巧:示範→提示→昆饋y增強

﹒節抬器的速度 ， 1其 65WPM 為主。活動過程中，依錯案的表現遍時聽聽。

﹒研費者將個豆葉活動中練習的筒說錄音，再與領案討論，並給予建議及韶綴。(錄發→討

論吋給予思饋及建議)

活動工揖聲說話速度.鸝拍囂的便用 (2)

.使用節拍器，調聲說話速度

錄音機、第記型電腦、語單(一、一、三和六)、節抬器

暖身活動"口腔動作和發聲練習

被習活動二的課程內容

配合節的器的節奏說出短篇童謠(語環六)

配合節拍器的節奏進行對話訓練(主題:我最喜歡做的事車把我的興緻)

教導者依鐵個黨的整體表現給予回饋且指派家庭作業

問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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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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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軍事自 雷聲說語速廬"觀體提恭聽略

藉磁鐵覺提示，輯整繼位麻痺，患者的說話連度

錄音機、議記聽電腦、語學(一、二、三、的、六和七)

1.緩身活動，臼聽動作和發聲練習

2.複習活動三的課程內容(使用節拉器進行句子和短篇發諧的練龍)

3.經合器擴上的視覺提示，說出句子(語學四)

4.配合語學上的視覺提示，說出短文(語學七)

5.配合教導者所提供的肢體動作提示，進行對話練習

6.教導哥哥依據個案的繁體表現給予回饋且指派家庭作業

偏說 |﹒教學技巧和錄音方式同活動二

(第Ji次)

活動臨標

教具
活動內容

續數

(第六次)

備設

﹒視覺提示，潛在語學上以符號←一一斗作為停騙的提示 a 若個黨無法依語膜上的視覺線
索捌聽說話連度﹒教導者以拿筆逐一指著語學上文字的方式，隘的叫會總嫩的哥哥油防#

再慢慢總除協助。

﹒教導辛苦的肢體動作提示誨，手輕拍桌面或雙手輕拍打拍子;

活動五 謂聽說話連廈.接轉動作揖示讓路

使閑肢體動作提示，輯發腦往蘇薄，患者的說語速疫

錄資機、華擬語製電路、語言寄語學〈五、/\)、節拉器

1.殺身活動，口騷動作和發聲練習

2.綴替活動的的課程內容

3.依級黨的表現結予肢體動作提示，說出句子和語文(語學五和J\)

4.依領凜的宮發瑛給予段發動作提示，進行談論主題(主題;我的家庭〉

5.教導發依據個案的繁體表現給予白領設指派家庭作業

﹒教學技巧和錄音方式詢活動一

﹒教導苦苦的投聽動作提示童話，守主輕拍桌豆豆或雙手輕拍好柚子;或手笨重絡發

的發現過時鶴整肢體動作的提示方式及頻率 e

.這三肢體動作提示的效果不住，到使用具視覺提示的語學+肢體動作捷克拉

活動六 調整說話連度之顛化訓繡

將鋪路說話潑皮技巧運用在溝通情境中

錄督機、嫩的朋喝腦、語單(五、八)

1.曬身活動，口腔動作和發發練習

2.被習活動茲的課程內容

3.依個黨的表碗﹒教導者使用表情或「文不對題」的回答方式，進行對話喜持續

~ífl羹。依個黨

﹒教導者使用表情或「文不對題J 的白答方式，進行議論:在路活動

5.依f~盟黨的發現，給予由饋及建議

﹒教學技巧和錄音方式問活動二

﹒內容 5 .教導者針對檔案的表現，緩緩溝通情境中聽話蜜的盟應11式﹒引導體黨覺察說懿

，再調變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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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 Speaking-Rate Training Program on Speech 
Intelligibility i設計udents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Yan學 Ching-Yeng
Speech Therapist, 

Shang-He Speech Clinic 

Liu Huei品1e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speaking-rate training 

program on speech intelligibility for 16 students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AIl partici

pants received the speaking-rate training program for six 的-minute sess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speech trainin嘉 programs，的lividual s圳的嗨， speech intelligibil

ity, vowel working-space and spe昌king rate were measured to evalu喜te the effects of 

trai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eaki符合rate training program was effective in im

proving speech intelligibility, expanding vowel working“ space areas, and decreasing 

speaking rate. Over a two-week tracking period, the effects of this program on speech in

telligibility and vowel working-space were maintained. Furthermore, individual subjects' 

vowel working吟pace was found to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their speech intelligibility, 

and it could account for 67.3% of the improvement in speech intelligibility 直fter the i拉開

terven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spe綠草認 with spastic cerebral palsy can benefit 

from the speaking-r喜te intervention prograr泣， and furthermore that vowel working-space 

area could b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global estimates of speech intelligibility. The 

improvement of vowel working-space after the training program can be taken as a meas

ure of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rai的時 on speech intelligibility. 

Keywords: s如stic cerebral palsy, speech intelligibility, vowel working-space, speaking 

rate, traimng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