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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塊測驗 (Token Test) 是歐美國家評量成

人和見童聽覺理解功能時，常用的工具。此測

驗係由義大利學者 De Renzi 和 Vignolo ( 1962 ) 

於期刊發表構想，並以臨床案例說明 Token

Test 比其他評量工具能更敏銳地偵測失語症病

人之輕度理解缺陷。由於 De Renzi 和 Vignolo

末將測驗內容與施測程序標準化，因此，陸續

有許多研究人員參考 Token Test 的架構設計測

驗，應用於失語症患者之聽覺理解評估與研

究，四十多年來，色塊測驗在語言障礙群體的

評量中應用極為廣泛，版本也相當多。

De Renzi 和 Vignolo( 1962 )所設計的 Token

Test '包括大小兩種尺寸的圓形和長方形，每

一尺寸形狀均有紅、黃、綠、藍、自等五種顏

色，共 20 個色塊( token) ，受試者依施測者說

出的動作和大小、顏色、形狀等屬性，操作這

些色塊。全測驗包括五個分測驗，分測驗一、

三、五僅呈現大的色塊，分測驗二和四則呈現

全部色塊。分測驗一的指令相當簡單，每一指

令中僅有顏色和形狀兩種屬性，例如: r拿黃

色長方形 J '分測驗二加入「大小」屬性，例

如: r拿小的白色長方形 J' 分測驗三要求受試

者拿兩個色塊，例如: r拿紅色圓形和綠色長

方形 J '分測驗四和分測驗三指令相似，只是

增加了「大小」屬性，例如: r拿大的白色圓

形和小的綠色長方形」。前四個分測驗藉著逐

漸增加色塊屬性提高指令難度，每一個分測驗

的動詞、句型和語句長度相同，受試者只需將

注意集中在色塊屬性即可正確完成指令;分測

驗五藉由加入介係詞、連接詞和副詞等文法詞

彙變化指令的複雜度，例如: r把紅色圓形放

在綠色長方形上面」、「如果有黑色圓形，就拿

紅色長方形」、「指黃色圓形之前，先拿紅色長

方形」等等。相較於前四個分測驗，分測驗五

的指令較為多樣化，受試者需對整個指令全面

理解方能正確作答，所需的注意、聽覺記憶及

統整能力較高。

De Renzi 和 VignoloC 1962 )發表 Token Test 

之後，許多研究人員以原版的 Token Test 為基

礎發展色塊測驗，改編情形可分為下列六項:

( 1 )改變評分方式，例如 McNeil 和 Prescott

( 1978) 將 0 、 l 二元計分，改為 l 至 15 多元

計分; Orgass 和 Poeck (1966) 計算受試者的

錯誤數。(2)改變動詞， Boller 和 Vignolo( 1966 ) 

將「拿起 J (pick up) 改為「碰觸 J ( touch ) 0 ( 3 ) 

改變色塊的形狀， Spreen 和 Benton (1969，引

自 Spellacy & Spreen, 1969: 392) 把「長方形」

改為「正方形 J 0 (4) 改變色塊的顏色，例如

De Renzi ( 1979，引自 Davis， 1983: 192) 將「藍

色」改為「黑色 J; McNeil 和 Prescott 以「黑

色」取代「黃色 J o (5) 增減題數或分測驗數，

例如 McNeil 和 Prescott 的 Revised Token Test 

(以下簡稱 RTT)有 10個分測驗 100 題; Spreen 

和 Benton 的色塊測驗有 6 個分測驗 39 題。(6)

改變施測方式，以電腦螢幕呈現色塊，藉由電

腦語音播出事先錄艷的指令，受試者聽到指令

後以滑鼠或觸控螢幕點選色塊 (D'Arcy & 
Connolly,1999; Eberwein, Pratt, McNcil, Fossett. 

Szuminsky, & Doyle, 2007; Sapir & Merkin, 

2004，司|自 Cohen-Mimran & Sapir, 2007: 

173) ，或以眼神移動 (eye movements) 的方

式作答 (Hallowell ， We巾， & Kruse, 2002 )。

大多數版本色塊測驗都維持原版 Token

Test 的五個分測驗，前四個分測驗各有問題，

以同等難度詞彙組成相同句型和句長的指

令，第五分測驗加入文法詞彙變化指令複雜

度，僅在題數和指令內容稍加變化。少部分研

究增減分測驗數和題數，並探討其信效度，例

如， Spreen 和 Benton (1969 '司|自 Spellacy & 
Spreen, 1969: 392)將其他版本用來確認受試者

認識顏色和形狀的 7 題準備測驗 (pretest) ，列

為第一分測驗，第二至第六分測驗題型和多數

版本的一至五分測驗相|司;不同的是題數，二

至五分測驗各有 4 題，第六分測驗有 1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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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題數僅有 39 題。 Spellacy 和 Spreen ( 1969 ) 

泣 103 名勝醬鵲瓷語艦和非失語症成人為施輯

對象，分軒其內部一致性α係數誨的，能韓

磁辨?會%的失語症患者;撥著使用與總分給觀

爵的前 16 臨分析，得到的α 係數為.釘，主體

運轉失甜甜患者百分比其 84%' 鵑蹺， Spellacy 

和 Spreen 的貓論是減少題數之後的能塊棚驗

仍真不錯的信效度。另外， McNeil 和 Pre給你

( 1斜斜發展的 RTT 起話十個分測驗，每一分

認鞍各有 10 體共 100 題，就正式出接發行，

民廣泛應用於失語症患者聽覺壞毒草能力之評

讓與研究。其後， Arvedson, McNeil 和 West

( 1姆的又提 RTT 的九餾分割鞍(第九分攤驗

除外) ，分別選取前 5 鐘，結合第九分獨艷的

10題，組成 55 麗的續報 RTT' 名?這 Five-ltem

Revised Token Te仗， Arvedson 等人研究結果，

發現受試者之簡版民TT得分和標準版(100 題)

得分的報關係數童話 0.99 ; Park, McNeil 和

Tompkins (2000) 進一步檢襯聞版 Rττ 之三章

澀、評量者聞及評蠶者內信度， Hul a. Dovle ‘ 

McNeil f[] Mikolic (006)!!日揮詩簡版 RTT

的效肢，研究結果顯示餾扭 RTT 具有良好的借

強度，其鐘潮時間大純謹醬標準版的一半 e

聽期色塊漲1驗評量兒童聽覺理解能力始

於 1960 年代末鸚 (NolI & Berl)九 i 擎的; No lI, 

1970;均引自 McNeil & Prescott, 1978: 6). 到了

1970 年代曉巔， DiSimoni ( 1978 )將色揖潛j接

應用齡兒麓的施棚，名為 Token Test for Chìl

dren (以下簡鵑 TTFC) ，立在聽 3 至 12 歲兒

黨之年齡常模和年級常摸，且正式出版發行。

由於 TTFC 的施測方式、題數、指令內容與大

多數版本的 Token Test 梅缸，題此，以兒蠶豆海

對象的研究，有使用 Token Test 者(儕如:

Kurnatowskí ‘ PutY lÍski, Lapien 峙， & Kowalska, 

詣。6; Shiot盔， Ko皂白， & Takeshita、 2000) ，也有

使用 TTFC 者(倒如: Keith & Engineer, 1991; 

Yliherv器， Olsé鈍， & Järvelin, 200 I )。

兒童聽覺理解難聽之本質可能器設學和

心碑是學的觀點來揉討(僧攏興， 1996) 。

學的觀點讓觀完輩語言知識結構之不足，倒

如:音韻 (phonology) 、語鑫( semantics) 、語

法( synt缸)、輯用( pragmatics ) 

和競則還算 (L詩句， 1988; Rescorla & L呵，
詣的)。心理學觀點倒強調兒童獲得和使用語

言時心礎歷程的缺陷，摺提意力、聽覺記

德、福聽、總碼、扭取、競整等 (Kirk， McC認旬章

& Kirk, 1968; Myklebust, 1954，引自輯部ser，

Weidn衍; & Dinero, 1976: 291 )。兒童聽覺瑚解

體磁評麓的方式也因此有語言學租心理學闊

種取i旬，依據語言學觀點設計的兒童聽覺理解

能力喜盞，關內常見的有:以調難理解為主的

?修訂畢保德轍釁聽黨獨驗 J (Peab。這y Picture 

Voc在bulary Test-Revised, PPVT-R '陸輯、劉鴻
香， 1994) ，許是句法制錯態環蟬的「修訂學

前兒童語設離礙評量表λ林寶貴、把昭安、

李荒窮、林玉纜、曹純瓊、黃玉枝、黨控君、

鐵發醬、韓福漿等入， 2007) 和「學輯兒讓語

當能力的測驗 J (張狀戊， 1991 )。

心理學敢冉的評壘，閣聽覺理解能力易受

語句聽錯令context) 、常識及詩黨蠶多寡之影響

( Buck, 2001; Lahey, 19草草; Paul, 1990)'受試者
在理解體程中，會態、舟常識和語句酷鎮擒棚，

彌補真不挂意或記嘩蠟燒不足照頭失的訊息

CMiller& Paul, 1995; Paul有泠空0)。若要評量受

試者聽覺理解臆程之注意、聽覺記憶和統整籠

力，需盡可能降儷野黨特軒的插話知識難度，

說少語句中不品蟹的話當線索 ， 190如:魏氏兒

童智力擺渡之記權廣度捌驗，藉自受試者服I均

與逆向權讚擁額1者口述的數字，辭靈其記宮廣

度和幸支持功能 (executive function) , f.ê.數字和

口語體質不悶，鵝者聽黨有中度梅隙，數字記

憶鑽胺測驗不是;其詩麓覺試者之聽聽現解缺

站 C Cohen材imran & Sapir, 2007) 。另外，權

誦除了理解讓涉及表達，不適合用來評量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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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戒口語量極少之受拭者。色塊觀驗藉由遵

從指令蟬作t!!.瑰，評量受試者之聽覺理解與執

行路籠，不安司提漣能力之觀酬，間E色塊攪j驗

將語言如器裝混蛋最低，體使駕攝影、方彤、大、

小、紅、賢、祿、東、曲等簡單的觀黨成分，

組成結構簡潔的常賠語旬，時伯語當知議在聽

覺總解歷程中所康生的影響，轉由逐步增加錦

彙數延伸語句直是度，所增加的觀彙都是受誠者

屬於理解的，囡請司將不悶句長指令過纜車的

差異，鞠盟於受試者之注建和聽覺記憶@此外，

色塊灘驗也藉著增加介係語、連接詢、初露自器

等變化指令的權雞皮，受試奢華去碧藍正確完成成

額指令，幣費?雖錯指令完全接收與理解( De 

Renzi & Vígnolo, 1962)。聽此，色塊棋驗舔了可

用來評麓央語症病態之輯、覺理解攏力，也適合

用來評量踏蕩、體微腦神經發展失能( mínor 

neurodevelopmental dysfunction '體稱 MND) 、

語言障輯和舉習障礙等較接蟬礙兒童聽覺理解

歷程之注意、記儘和統控能力(曾進興， 199至;

Eberwein et al吋詣。7; Silverman, Raskin, David

給鈍， & Bloom, 1977; Yliherva et 仗， 200 1) • 

整理謂文文獻發頭t!!.魂測驗應用齡兒黨

或青少年之研究可歸誨的類移第一期以紹當障

礙、輔微路轉經發臨失能和閱讀難聽譽為對

象，摔討其聽覺理解能力是否顯著位於一般發

展之同蟹。研究結果相當一蝕，語言障儷‘輯

微腦1神經發展失能和閱講障礙者在色攤湖驗

之平均得分，皆顯著做於一般兒童(割的ser et 

al可 1976; Cohen心fimran & Sapir, 2007; Kurna

towski et al可 2006; Yliherva et al., 2001 )。

第二額研究以閱讀障磁漢學習蟑碟者為

對象，分析t!!.鐘頭驗與其他棚里舍得分之關連

佳，或比較不同灘驗闊的矗辨敏銳度導結果顯

(其間讀)障礙兒童之t!!.塊測驗得分與

親氏智力量表總分、語文量毅、數字記憶廳按

分重表問具有中度梧騙，相關{系數fr齡.33

至 .61 之閱( Cohen珊Mimr揖n & Sapir, 2007; 

Silverman et al可 1977; Wiig, Lapointe, & Semel, 

持77) ;說塊湖驗分數和「西北句法籲攤頭驢 J

(Nortt憐的ern Syntax Screenin惡 Test) 總分相

關為 .63 (Cartwright & La草草， 1974，引白

。iSimoni ， 197在: 3) ;學習障礙膏少年鵲起塊測

驗得分與「問北句誰撥撥攔驗」之衰連分聾表

得分相髏為44 ( Wiig et al可 1977) ; Shiot昌等

人 (2000 )使用色塊測驗、修訂魏法兒童智力

讓袁和 Kaufman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

dren (嚮稱 ιABC) ，探討閱單障礙克麓的

認知特贅，錯果發現色塊輯鞍最能f貞測闊鑽蟑

礙兒黨之閱讀理解缺略。

第三類研究試一般兒童幸福對象，上仁較不同

性泊、不同年僻的受試者在t!!.塊測驗得分之提

興。在使觀難與方面，研究結果並不一敏，

Blosser 導人( 1軒的對 5.5 至 s 讓兒室設施測，

結果顯示女生色蹺讓自驗平均得分高於男生 ;lli

DiSimoni ( 1978) 研究發現 5 蛋 12 旗艦男女生

均得分未有顯著差異 G 在年齡方面，

Silverman 等人( 1977) 的研究發項年蜜意興的塊

擅自聽得分之間有互相觀 ;Orgass和 Poeck( 196吾)

的研究建議的載以下車分別建金幣棋. 15 歲

以上則可泣忽聽每年齡因素。 NolI安全 1970 年仔 i

自 Silverman et 是:吋 1977: 105) 對錯種單烹小學

六年級學3設施樹(每一年級 25 人) ，發蹺受試

者之說罐頭j鞍得分會關年蜜意遞增，的主年級之

梭，不向年級受試者之得分平均數就沒有顯著

。 DiSimoni 仔們別的研究並未進行不

聞年齡闊的難揖檢定，能在 TTFC 的農用手冊

將各年議會組得分與 Noll 的研究資料就測繪襲

軒總欄，搞錯研究折線闢趨腎相當…斂。

第四額研究，1.:)t!!.塊測驗做為特臻兒童介

入方案!成效的評估工具。側如 Kei趴在j

Engineer ( 1991 )使用色塊灑數據現注憩力缺

措攝勒( ADHD )兒童履舟利他能

(M巷thylphenidate) 餘，其聽覺瓏解能力是否

攪於未接藥期間，結果蠶承受試者服用手自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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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筒，色塊獨驗得分高於未服藥聽聽; Keith 

和 Engineer 進一步探討受試者報欒期間，在不

間分測驗得分進步情形，發現受試者括在指令較

為簡短的前三個分攤驗增揮之分數，不知指令

較長豆豆較為襯雜的第盟和第五分攤驗。

據研究者所知，台灣的少數驛療院所(例

如:台北榮民總醫撓、聽南療養說)有購置 RTτ

(McNeil & Prescott, 1978) .但無本土能常摸

可供幫纜，使用得很安 o 近年來，中11I醫學大

學的記甫仁 (2007 )嘗試將 Eberwein 等人

(2007 )發展的 Computerize往 Revised Token 

Test (簡構 CRTT) 中文化，自爵該研究尚在進

行中，岱未發行。以色塊鞠驗評量兒讓艷、覺聽

解能力莓，頓有「聽覺理解測驗 J (曾進興，

1996) .該澀驗廳主令「兒童認知功能綜合測驗」

中語言潰[驗的一掰餘，建有幼稚聽大班車間小

平年級之年級常摸，要用來篩選及齡斷 5 至

8 鎮之學習禪礙與發展望望緩晃去賣(陳振字、謝

撮黨、成戒珠、黃輯慶、洪轉纜、櫻并正二部、

吳諮益、邱上漠、聽小娟、曾進興導人， 1996) 。

「聽覺理解灘驗 J 妞括三儷分贊驗，其 29 題，

分獨轍…和三呈現全部位壤，分擅自驗立援磁 10

個大的塊。分測驗一者 9髓，要在報辦費

試者是否認識能塊揖顏色、形狀和大小，例

如: r用手指黛色的 J ' r 用手指方塊 J' r用手

指大的方塊J' 分測驗;二有 10 題，參考不同版

本色踐護自髓的分測驗一、三五、去，及 RTT 合現自

驗七和九的指令設計題目，例如: r用手指自

能囂形」、「先用手指黑色方魄，蹲揖紅色圓

形 J 、「把綠色方塊放在紅色圓形在建 J .分測

驗之三t但是 10 題，指令擷蘊含括各版本包機灘

驗的分蠶豆驗立和四，以及 RTT 好測驗六、 j\和

十之道聾，例如: r用手指小的綠色鷗影 J ， r把

小的白色圓形放在大的綠色方現茹瀑 J ， r如果

有大的轉色方魂的話，就扭小白宮紅色翱形放在

它上醋J.

與其鶴版本色塊護!聽報較， r聽覺理解灘

驗 J (曾進興· 1996) 有下列五項特龍: ( 1 ) 

將體認受試者瞭解顏色、形狀、大小的革準線

瀾試納入計分。 (2) 各版本色蹺灑驗之前的個

分攤驗各有問題句型和黨章作相間，色撞屬姓

梧異的指令， r聽覺理解瀏驗」繃製者考量 5

8 接見童耐心與專注詩問有限，特盤壁畫攘的

題詞沒有益霎那麼多，乃各取兩題，並將各版

本能換觀毒全加入文法制鑼與質性較高的分說n

驗題目，配合組塊呈蹺，安排於分測驗二和

三; (3)將拿兩傭色壞的指令，修正為有先後

轍; (4) 分說n驗二初三各增加一題其他版本

沒銜的聽話，分割吉普「指手拿起黑色方魄，

手指黛色聽影」、「右手指IJ\的白色圓形，

握起拳頭r 樹在瞭解受試者是否?被tg塊有額

的語令制約，臨時隙器注意力。 (5) 聽覺理解

讀j驗於使用手惜中朝前也塊間距，其龍版本只

提供色塊相聲位置，並來標明色韓闊的距離。

由於「聽覺理解灘豔 J (蘭進興， 1996) 

麗「兒童認知功能綜合護自鞍 J 中認謗現自草委的三

鑼兮瀏驗之一，種表了擺供年級常摸掉，其他相

聽分析均併入語言測驗中，無法看到當時有關

該瀾驗的研究話果。最近在少數研究使用「聽

覺理解澱驗J 進行研究，撓如:余破莉 (2007)

的研究指出學的身JL'蟑寵兒童之「聽覺理解瀾

驗 J 得分，與「修訂學傑德國畫詞彙現自驗J(陸

莉、劉鴻霄， 1994) 的柵欄為.斜，與「

前兒車譚震禪礙評量表 J (轉實質等， 2007) 

之口語表達、紹詩理解、表遣詞難之輯器，依

ff童話.77 、 .85 和.61 .鱉璽琳 (2006) 1更黑幫進

興( 1996) 蘊製的「餾調理解溺鞍j 和「聽覺

理解測驗J 探討外籍配偶子女之聽覺理解能

力，結接指出外籍配偶子女之「語調理解鵲驗J

平均每分略低於常摸'ff!未達顯著水準. r聽

覺理解割驗」平均得分割顯著唱於一般閱讀吾兒

童。李珊珊 (2007) 也使用「語語理解測驗 J

早日「聽覺增解觀驗 J .探討會韻翼常兒童和…

股兒童聽覺理解能力之差真情形，結果顯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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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異常兒童的「輯錯理輯聽聽J 得分平均數鐘書

罷按當撓， {學朱主義顯著水準， r聽覺理解議i驗 J

得兮平均數，堅守顯著專程P 於一般悶齡兒章。可以

說在罷辨轄隸聽覺理解能力諾獎上， r聽覺理

解說豔J 之犧銳鍍纜於「吾吾吾建理解潰j鞍f 輿

鸝持鶴究 (8oller & Vignolo, 1966; De Renzi & 

Vigno坊， 1962; Shiota et al., 2000 )結果相呼應 a

'緒大多數是由

為他們有明確的轉礙(例如:智能時騙、聽覺

禪礙‘自悶棍等) ，其口鵑翱解與眾連能力明

顯器等後於一般同齡兒聽 (Rescorla & L冊，

2000 )。體虛障礙萌發艘潛撥兒黨在日常生活

情燒下，當他沒有撥收克親的紹說訊息時，會

藉助理解策略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發

照情境職詞句脈絡等相關總瓏，做出正確的反

應 (Miller & Paul, 1995; Paul, 1990)' 轉致家長
或教師高佔其聽覺理解能力，以致未能早期發

現他們聽覺理解間難的問賜。議制進入小學，

面對較多岫象、去脈絡的( decontext叫做的

認真[1情頃，才聽現聽覺理解欠性投親帶的舉習

開題。前述文獻顯示能魄湖驗可敏銳地禎謝安

試者之輕體理解缺陷，智能轉加盟黨舟，態可及

早發現兒鑫聽覺理解之異常琨議，接供平其是介

入自農麓，嶽少關聽覺理解能力欠龍所ffl號之學

習與生活過藤聞單單。

關內盤有f聽覺環解溺驗正轉讓興，待會惡)

;其色塊灑驗的模式，

意、聽覺記護和繞整能力。

兒童的繭，心與專接聽聞較成人短暫，將多數雖

本色塊護自驗中，句型聾犧tf:\琨的臨的錯分護自驗

各取禱題代表，結合分鵲驗互支部分鸝餘，新增

露露其他報本沒有的題目，組成「輯、覺穗解擱

豔 J' 其題且也琨顧序、聽數、測驗結構、擁

器對象與歐美各版本均有用不間，

倍受生J度 'f.ê.聞於它是「兒麓認知功離綜合測驗 J

中「語言謝驗J的分測驗之一，除了常棋之外，

當時有關信強度的研究都併入 r 闊前I!l'J轍 J

中。此好，噩「聽覺理解溺轅 J i蠹用軒象為 5

至§歲兒童，但我麗特聽教有法第九綠樹乏了特

殊教育學生之入學年齡向下延伸孟之三歲y 發

展五葳以下兒童適厲的色塊測驗，難為早期發

現兒童輕聽聽覺理解問題的評蠶工具，

要性;再說當模的新近姓來看， r聽覺理解測

驗」的常摸建立距今十多年，有加以討論與賀

新的空間。基於前述文獻與背景，本研究之間

的在編製一套 3 至 5 歲兒童適用的色魄測驗，

並揀討其倌效度。

一個好的標準化測驗除了要有權本較大

之全國常模，當不同背景變項受試者之得分有

顯著差異時，則應提供分組常模( subgroup 

norm, Groth-Marnat, 2003 )。由於色塊測驗相關

文獻僅揮討不同年齡和性別兒童之得分差

異，受試者之色塊翻驗得分是否受居住地區影

響，未見相關研究。就兒童語言能力之域鄉差

其來藹，文獻顯示都會甚兒童語言能力體於續

下地區(韓莉、觀鴻香 '1994; 80句tein & Cote, 

2005) ，可能與都會藍的母親比攝下地盔的母

親知道如何和孩子說話，比較常和張子共讀童

奮與說故事(Williams, Soe哇iningsih & WiII i喜m事，

2000) 有髓。色塊濟i驗詩量受試者的聽棄理解

最語言能力!句度之一，受試者之色舞龍議得分

是否認向語言能力有著域播差異，是本語究考

蠶域據分鐘常模建立需要註之參考依據。第述

文富農觀眾不向盤7.lU兒童在色撞車1接得分，有的

女生講於勇1: (810sser et al刊 i抑的，有的無顯

著差異(DiSimoni ， 1978)' 以及 Keegst悶， Knijff. 

Post 和 Goorhuis-8rouwer (2∞7) 的研究結果

指出有語言問題的男生多於女生，可能與女生

的語言學習能力體於男生有關。本研究藉由比

較不同性別受試者得分差異情形，決定是否建

立不同性別之分組常模。

不同年代同齡受試者測驗得分是否有所

?但現測驗相關文獻未加探究。魏氏幼兒

智力鐘表髏訂版 (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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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的 Scale of Intel\igence-Revised .以下艷稱

WPPSI-R) 之 r tI:~較研究f 揖能 1989 年的 6

7 歲幼輩無論是全盤義、語文分頭目鞍議作

業分別驗，均領向於比 1967 年的閱讀幸者有驚好

的表蹺(轍榮華、險公怡. 2000) 。本研究騙騁

的學前完童色塊輔驗，五載雖說題館訂自「聽

覺理解翻驗 J (增進翼， 1996) .保留輯闊的題

數、內容和計安方式，本研究五鸝組受試者在

色撓頭n驗之得分，盤否和 WPPSI品的研究…

樣，與提「聽覺理解測驗J 之i連商會受試者?本

研究藉此探討色塊灘驗嘴模適用期間之義短 a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做飯

本研究包括兩部分，一是編觀「學臨兒童

色塊割驗f 另一姆在探討該獨驗之信號膜。

效康研究方樹，研究者提出 5 噴假說: ( 1 )受

試者在學前完鑫色觀測驗表現之實證賀料，與

研究者接接指令內容所提出的間因素程論模

式謝配度佳。(2)受試者之學酹兒童色塊測驗

及r學苗兒聽語莒能力的灘鞍i張欣戊 '1持 1 ) 

得分有中度相躍。(3)學前兒黨在15繞湖驗共

同試題的通過離隨年齡蠶增，歲組續訣西藏

艘，四鸝組體於三三議組。 (4) 研究對象在色塊

鵲驗之道路哥拉髓指令鵲起度與樓雜度增插話

還滅。 (5) 智能障礙、自聞龍、發農遲緩和語

言潭醫護等身，心隙礙兒麓，自生理機能與公智功

能的悶制，其說巍測驗得分顯著遠於一般兒

。在當模建立之相器研究方醋，提出 2 填報

設: ( 1 )棋據前述文轍，本研究鍛設女生的塊

掛聽得分高於男生;另外，前述文獻顯示都會

寵兒聽錯言能力覆於鄉下地甚至，說台轉社會生

態來薯，都會團兒童接緝的語苦環境較繁星富，

其能攤頭f驗得分聽罷於1字都會藍兒童。 (2) 本

研究豆豆議組常模樣本色塊頭j驗得分平均數，與

11 年請用來建立「聽覺程解測驗 J (曾議興，

1996) 大躍常模續本之平均得分辛苦顯著鼓興。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個括韻試建立拉、常模樣本扭身

心障礙標本，分軒說明如下:

(一)讀試樣本

本研究攪試樣本取自高雄市和高雄縣 20

家公息立說托關所，括三歲組 201 名，盟章黨

組 200 名，五鎮紹 219 名，共的。名學搞一艘

'葉中男生 311 人，女生 309 人。

(二)常模樣本

本研究鶴立三、閥、五歲常模，為龍無霧

散之樣本具有代表麓，每一年齡層 500 人，抽

樣持者帶蠶程別和居住地龍之分布。在性對方

商，讀可能使男女樣本數相當. {接關台灣地龐

幼兒男女比專約為 11 0: 1嗨，故所蒐集的黨料

13有男生聽多訣女生的現象。在追隨芳菌，研

究者接據內政部戶政甫詩06 年各縣市2 、昆、

豆豆鐵人數，計算花、中、悶、東部麗人口比率，

分對其鉤，的%、 26.76% 、 26.64% 、 2 .52% .再

根撮人口比讓換算各磁樣本人數，都會區與非

都會蠶各喂，閩東都地疆人數少，無符合本研

究都會臨定義者(如衷一註) .聽有非都會區

攘本。常模樣本灘血主支書本立主幼托闢阱，拉諾有

台北市、台北縣、新竹縣、新竹市和繞闡縣的

20 家，中磁有台中縣、台中市和商投縣島的

家、南臨有高雄市、高雄縣和台溝縣的 25 家，

東軍歌樣少僅有台東縣的 1 家，常模樣本人數

分配，及各年齡組丹齡平均數、標碧藍差如獸一。

Jlt卦，本研究分串從笠、四、五接超常模

樣本中各取 30 名，悶悶隔過選器，試探討學酹

兒童f豆燒測驗之重湖{護農;同時也從各組常模

樣本中，選取 102 至 159 名受試苦苦，另施以「學

爵兒讓語詩能力的灘驗 J (張欣戌， 1991) • j其

謀討本湖驗之殼標關總殼度。重謝爾薩和效標

體連難度使用的爾草草樣本並未聽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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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一 各年齡組黨模樣本人數旁有與年蜜意捕總統爺(單位:月)

地聽到/年齡
二三歲組 四歲組 五歲組

合計

努 男 男

62 34 56 54 48 62 316 
非都會單 67 57 59 51 65 45 344 

中部 都會聽 38 28 32 35 35 31 199 
非都會甚 31 37 34 33 41 27 203 

海部 都會區 41 24 40 2岳 39 27 197 
手拉都會高 42 25 34 32 37 29 199 

樂部 都會惡 O O O O O O 。
非都會藍藍 I1 3 ? 7 ? 7 42 

~----_.區.呦，柵欄呻吟機 枷-------儡恤輛輛輛，神"喘嘟 嘟嘟啊，帥-------- 槽"、船 備枷祠，闕~ - - - -特. .鐘，恤輛哺 輛 帽，帽.__.----“國哥倫

合計 292 208 262 238 272 228 1500 

丹蜜意平均數 44.51 45.19 55.88 56.19 67.78 67 .4 1 

3.66 3.74 4.19 尋.23 4.66 毒 .50

說:都會軍指憲轄市、省轄市及人口數關過 30 萬的縣轄市. J這餘續非都會醋。

(三)身心體寵樣本

智能體醋、聽覺障礙、自閉症、特定組紹

(specific Jan草除ge impairemer吭，聽榴

紅I)和發展還報導身心障礙晃竅，間生理機

能和心智功能的限制，其聽覺理解能力通常比

一盤問齡兒童 ftt ( Lah呵， I 會88; Miller & 

Fletcher, 2005; Rescorla & Lee, 2000) 。為瞭辦
學鵑兒童色塊測驗楚若能有效瞄辨一般與韶

述五額身公障礙兒童，本語究將就讓幼托寶康

的發展露緩、智能障礙、自酪誼、聽覺障礙和

語言障磁兒童訥入磕頭目對象。國三議和自窮攝制

茹主義主觀身心障礙據本總數分別僅有 22 和 36

人，各額譚礙人數幾乎都少於\0人，主議組

聽覺障礙人數位僅有 6 人，均本組合進行.It

較。閻攏，本研究用來檢視龍鐘現自鞍能否能區區

辨一般兒黨和身心揮寵兒擻，使用的身心幟雌

樣本?這五歲組發展聾發、智能障蠅、自閉症和

語語譯寵兒麓，分別喜 69 、 20 、 25 胸口人。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工具個指「學前兒童色塊測

驗f及「學前兒讓諾當能力的測驗J(張放戌，

1991) ，分割說明如下:

(一)學的究室藍色塊測驗

學部兒3藍色塊語連接替本文作者與?聽覺理

解獨鞍 J f'F者，參考 Token Test 之相鵑艾麗獸，

說針用來許量 3 至 5 鸝先輩聽覺理解雕臨之注

、聽覺記?意友就整能力。本觀聽想括三個分

獨輯: ( 1 )轟擊據調試(呈現大唱團影和方

形) ，受試者做施額者之指昂， r 指」某一顏能

成形狀的色塊 :(2) 灘驗一(呈現大的聽形輯

方形) ，受試者依指示 f 指 j 某一頓飯形狀的

色撓、依序拇指關鶴不同顏色形獄的色塊、將

某一顏色形狀的色塊放在某一顏色形狀色塊

的菜館控體: (3)認輯工(是現全部色鐘) , 

測驗角容與形式和測驗一相蚣，只主義如λ10

個小的色墟，聽間增加「大小J 鸝蹺，指令變

得較為樓隸。

配合舉齡前兒童聽覺理解能力發展，三個

年農會組試題句型額假，內容略宿差異。

攝輯題自體訂自「聽覺理解灘驗 J (鱗進興，

1996) ，保曾相闊的題數、內容、針分方式，

修訂的部分有下與六項( 1 )務主塵克力色

撓的揮農與大小，讓受試者寬容易拿敢與移

動 (2) 增加方塊位鐘聲，將色塊位攘攘濛

化，方便遍認者使府(3)藹聾贖回 11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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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擺放與收拾色塊次數，使路測程序更主主流

暢; (4) 將墓禮寒蟬獨拭顏色之後「約」刪除，

避免受試者問等待「的 j 之後的名詞路廷君或

未做答 (5 )將.r方塊 j 修正為 f方形 J

減少受試者藉由籬後一個字獨糊的可能性;

(6) 增加曖發活動，讓受試者j鑫應本觀驗施

輯方式，接免低{吉受試者能力。

研究者將色塊澱驗內容依指令句盤分為

的部分，分別許最受試者對簡單指令一、之穿白

複隸指令心、二之聽覺理解能力。( 1 )簡單指

令一，聽型如: r用手指紅色JJ舟手指方靜f

「用手指紅色闡潛jJ用手指大的方形 j' 五、

閥、五議組分割有 13 、 11 、 11 題; (2) 轉單指

令:士，誌 F簡單指令 j 多一體屢盤或蝶件，

和「嚮單指令一」梅娟的是只要一個動作即可

完成，儕如: r用手指小的練組方形J 、「不要

指頭色方彤，只接指責的鹽形 J '三、閥、

鐵組分對有 7 、 5 、 5 聽; (3)複線指令一，題

岳~式為: r 先指......時揖...... J '例如: r 先

用手指小的麓1s圓形，轉摘大的綠色秀影 J'

相較於噶舉指令，複雜指令一需要記憶悶倍的

色瑰騙性導以及先接頭序，三、閥、五歲組均

各有 4 題; (的複雜指令土，題目製式有二:

「把.......放在... ~.. . ..的(方位 )J '會g如: r揖

小的自1s圓形放在大的綠色方形勢還J' 受試者

舔了需器設兩種1s囂的囑世之外，消須記住;方

位詩;另一聽型為: r 左手....... ，右手...... j , 

咧如: r右手拿起黑色方形，左手指黑色體形f

需要左右罷手做不闊的動作，帶最三歲組兒聽

尚未其備左右犧念，麓錯沒有這顯題壁，三、

盟、五盤驅複雜指令二分別有 5 、 9 、學題。

本測艷i三個別磁輯方式進行，雄湖義依序

建一念題目給受試者聽，受試者根據聽割的指

令操作色蹺，題目是現後 10 暫且鐘內正確作權

者得;分，其餘為 0 分，空空對得 29 分，會錯

室主 O 分，本測驗之信效肢詳見本文研究結果。

(三)學懿兒童語語能力的讀j驗

拉瀾驗是彈殼戌( 19會 1 )所設計，用來評

量關內爾議半到六歲學齡茁究靈之語語句法

理解能力，全割驗報揖六個分攤驗，分點針對

2 藏半、 3 議、 3 鹿三字、 4 歲、 5 葳及 6 藏兇讓

進?于調試，灣由個別施潮篩接話語遲輯之可能

鍋菜，路潮過程童話施棋者先講說一樹句子，受

試者指出時張圖讓中與句意輯符的一張。說過1

驗續觀者根撐分析結果指出， r學前兒蠶語言

能力的鵲驗 J 能辛苦效詛辨不問年齡之受試者。

本研究使島湖驗二c3歲)、灘驗的 (4 籤)和

瀾驗五 (5 巖)三個分認驗，分別喜事靈常模樣

本中每一年齡層童少 100 人，分析語言言知識脈

絡位峙「摯的兒童色塊難聽」和強調國語句法

理解的?學前兒竅語當能力的測蹺 j 之關連

性，探討本擅自驗之效標轉i學質文度越

閩、研究程萍

(一)編製頭試題目、 2島湖材料和施棚說填

1.編撮韻試題目

齣建文島直指出'1S塊捌驗比真伯語護理解

普車j驗能聽聽說增值瀾出受試者的輕度理解障

礙 (Boller & Vignolo, 1 亨66; De Renzi & Vignolo, 

1962; DiSi，Qlo肘， 1 學78; Shiota et al., 2000) .然

而，多數版本色塊灘驗均值括五個分輯發 61

瘤. RTT (McNeil & Pre鈴。仗， 197車)頁。有十鱷

分鞠驗 100 題，智不i護合直接翱譯賠家撞測專

注時聽較成人短暫的學前兒童。轉進興 (199重)

編輯的「聽覺理解獨驗J 盤有三體分割驗 29

題，會括了上述各版本色塊混驗之各分灘驗鱷

，但該j悶驗擁續對象最小姑五鸝兒童，能否

直接用來蓋率蠹五歲以下兒童?為避免難度過

高的疑憊，研究者乃增1m 問題較為簡單的種

語，到萬雄市凱接圈小附設勢稚園、社立戰文

幼稚調和趙海托兒冊，施辦j三、閥、五巖緝兒

童各 10 人，根據幼兒反應調聽聽話後，數請

聽位兒童諾言病理舉學者、一位讀tl驗學者及兩

位年資 15 年以上的黨漂諾霄治療辭審查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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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較特別的部份是本摺驗站初多數駕護自只要

受試者f 舟子指...... J' 之鐘聲早有「用手拿...... J 

或「把.... • .. ~ .放在...... (位置 )J 等指令，學前

兒童可能…時無法轉換導致誤聽，居詣龍倍其

能力，間i記安揖瞬身活動:瓏讚j者事先導農嘴一

接不悶顏色和形狀的糧果(或聽籤/議木) ，讓

受試者練習「間手指...... J ' r 用手拿......J

「把......放在...... (忱蠶 )J 等指令。

(二)預試、試題分析與修正題臣

本研究以高雄市和高雄縣 620 名 3 議 5 歲

兒黨搞讀試軒象，先以古典額1鞍理論( Classical 

Testτheory， CTτ) 進行試題與8萬驗分軒，結果

發琨三、闊、五歲組試題與吉B一致性 Cronb器ch's

α 係數，分)jU1均純、 .82 和駒，表示各年齡組

試器具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就各年草書紐議通率

，三、四、五歲紐受試垂在2在單線獨試之

平均通緝喜事，分)j1J1為.95 、 .98 租99 '標準黨均

很小(分別為.08 、 .0惡和.02) I 可說聽大多數

預試據本均能正髒作答 I RP使是三歲組兒童色

具備接本的形狀〈盟形和方形)和顏色(紅、

、緣、黑和自)觀:怠。三個年齡燭受試者在

19 個共同試題的通蹦攘，一致呈現隨年鸝議增

的現象。就受試者答題分析結果來看，王三鸝組

試聽著一名三旗半兒童全艷，表示該年齡麗可

增加一隔題較難的題目;間旗和五議組兒童之

聲體通商率不位，但無任何受試者完全答對。

為藤解題目難度與受試者能力的通罷?會

形，立在調整三麓組試暉，研究者乃將三三個年誼會

靈受試者答題賀科金詐，使用題自反獲理論

( [tem Response Theory, I R:τ) 軟體制LOGMG

3.0 之單碧喜歡 logistic 模式，問時能計題目蓮香數

及籠力參數。單譽數模式值Æ各輯之鑑到度相

同，擺嶽贊割車站 0' 僅攜括許題目難度，答

對聽數相同贅，其能力估針值也輯用。首先講

行模式適合服輸定，結果呈現本欄驗單參數模

式適合度不錯，接毒害繼行題目與能力多數姑

詐，結果顯示以本鶴驗評惦 3 濫 5 歲兒聽聽覺

特聽教育研究學有

之後，參考審題專家意兒修正成為聽試題目。

挺進行跨年代比較，歲紐試題與「聽覺理解

組驗J 的趨數貂雄測內容相筒，建有部分修正

如第§賞和第 9 黨所述;的鐵組試題和在接組

棉間的有叮囑，另以 2 題較簡單的指令觀代

較權雜的指令;三謝捕 19 題和在接組相間，

另外 10 聽則是較言語髓憊的指令。

2.設計鐘割材料

/.$:測驗材料想括記錯紙、聲完力fS塊平日fS

塊位置矗 z 測驗記錯紙支接發考曾護車與( 1996) 

所編製的 f聽覺理解測驗j 記錯紙，施瀾者除

了記錯受誠者是否正體外，尚須聽誰記錯錯誤

的萬分，包括大小、顏色、形狀、位讀、先後

願序、是否重議題目等。頭力色塊的設計，

等讓三歲兒讓對顏色的認知，使用紅、瓷、線、

黑、自五離顏色，墉任語言站療帥的審題專家

之一，就臨沫經驗提出幼兒對紅色和黃的可能

會讓淆，但實朦朧灑並未發現屁一混講蹺象，

間說輩輩持這五轍顏色 e 在體克力的揮自定與大小

方間， r聽覺縷蟀測驗J 使醋的色魄，厚麼?誨

。2 去分，大的圓形瓷蟹和方形過最為主主 4 公

分， IJ\鵑攝影東部和方影邊去美均為 2 公分，受

試者不屬拿敢與移動，研究者將色搜膠皮修正

為 0.4 公分，大的罷形盔和方形雄主是?這 2.5

公分( I 時) ，小的闢形宜徑和芳形邊長為1.9

合分(3/4 吋) ，方攪受試者拿敢接移動色魄。

各報本色塊測驗均在龍舟說明中兜出色舞輯

對位覽圖，議議i者根據使姆說項揖列色撮，研

究者考最初次使瘖者不易記住色鐘位聾與掌

控色塊聽單位，因此本饒瓷設計了的塊位室轍，

以沒黨組器卡紙為路，藉以凸顯五種色魄的顏

色。;另外，閣官5分受試者詔得顏色名稱盟芋，

導教受審j時分心戒從中讀得總賓，關捕以各顏

fS英文字第一盤字母轍況。

3擴寫使用說明

本話題聽說明除詳盡敘述擺攤前、中、後注

意讓嶼，以及受試者表現記錯與計分方式外。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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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能力，能力留在♂個標準獲3至平均數脅，

其能力始對譯準誤平均數在 0.3右，比能力

倚在平均數以上者盔， 3賢示本研究所續裂的

?學的兒童色總額驗r 過合用來詩話聽覺理

解酷力在毛值標普車聲至平均數之學前兒童。

井，導讓題目架構，立堂參考以三臉組為參辯之

題臣難度債，車1驗一1:)， 2 聽難度竊竊的題目取

代難度儡龍說瓏，測驗二位1:)， I 題難現稍高的

踐自取代難度儡低題目，體後的三鎮輯試題

有 22 楚盾和五歲組輯詞，僅有?題是上已較簡騁

的題目;阻撓疆和五赦組正式灑驗贖回與韻試

相同金

(五)選取樣本、撞輯人聽訓練與正式蘊測

1.還敢接本

本研究依北、中、譜、東學齡前兒童人口

比率計算樣本數接，在2各縣市教督局藉社會局

綱站蒐尋各瞬斯電話住址攝取拉拉鸝阱，藉由

電話聯繫，或讀滷闢小校晨(聽小附幼)電站

教逃溺輔導教師及中華盛際幼兒文教學會理

監事，向闢所長說明路?flU程序與目前，徵求國

所長民意後，再商請幼托聶斯教師轉發家長時

，家民間蠶擺攤之幼兒乃成為本觀究樣

本，為確保有足夠可用的常擴樣本，各藍藍取樣

人數均比麓定的常棋樣本數多 30 至 50 人。

之路糊人員首11蟬

本測驗以個)jU麓額1方式荒集資輯，所需樣

本人數眾多，磁翻人員除了研究者和助理好，

直轉讓幼保、幼教或聽語斯研究生、語音給療

喜豆、幼托闢斯教攝議做施測。因不嘉將施訓人

員集中，研究者乃配合施輯人員的時間，至f各

關照以小組或個別方式說明施潮程序與計分

方式、接著由攝斯隨機選取一名幼兒，研究者

現場範完整撞輯程序，接受割據的施測人處

和研究者分間紀錄與靜分後，軍閥核對記錄，

接討論不一敢的琵5分，竄到施別人聽聽黨明白

磁測程序與計分方式為止，技發給每一位施湖

人錢?拇j驗使用說明 J 躇哥哥可以參閱。每場

聽灘說明需 i 至1.5 小時。

3.正式驢車1

本研究正式施測時賠從民國 95 年 11 丹至

9吾年 5 月，攤鵲起鑄紙收錄像，程研究者還一

檢殼，淘汰記錄不完整或年齡與記錄紙不相符

資耗，樹研究助理輸入成為 SPSS 賀斜，頭究

者以 SPSS 描述輯封禪樟棋輸入資辛辛之正確性

後，始成為分析的原始資料。

(自)資料分析

舔了編製學茄兒童色塊測驗外，接話其信

殼度t但是本研究目的之一， í譚震分軒方法有

三: ( I )使用 Cronbach'sα{系數探討本到驗之

內譚一致性; (2)以 Pearson 積差輯關分軒重

湖倍If:(3 )J其古典測驗理論起位攘，使用公

~O'J-: := O'x .Jî土耳計算驢車時誤。瓣研

究的分析方法有五( I )以結構方程模式

( structur器 1 equation model. SEM) 軟體 Amos

6.0 進行發護體因素分斬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 A ) ( 2) 1:), Pearson 積差紹轉分

軒效撩開連效度(3)使用擴濤說計和單闖

子變異數分軒，揮討不時年蓋章受試者在共同試

題之通過率與得分差異 (4) 用藥撥靈數變

異數分析探紅梅照年齡受試者在不符蘊裂之

過站直率差異; (5) 以一個據本平均數差與 Z 檢

定，比較身心障礙樣本和當模樣本在本聽聽得

分之差興。常模建立之相關研究分軒主法有

( I )使用獨立樣木工鹿子變異數分析，

揮討不需性別、閉住地盔的樣本得分之鼓異;

(2)以兩個樣本平均數差異 Z 搶定，比較本

研究丑鸝紹和「聽覺耀解測聽J( 體議興， 1996) 

幼稚富大躍常模樣本得分獲異。

結果與討論

i扶下分別就嘻皮、強度和常機建立之語詞

研究三部分，說曉本研究結果，並與翻閱文獻

攏行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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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館展研究

舉前兒童色塊觀蠶的信度包括內譚一毀

性、重潛i信廈、捌攪標違章誤三麓，分析紹棠攜

要如表二，分割說明如下:

(一)內部一致性

本研究以常模樣本分析學前兒蠶色蟻測

驗之內部一致性，從眾之可看出主、四、至1歲

組試題之 Cronbach'sα係數，依序為.91 、品

和.鈍，表示本研究斯蝙製的學部兒童色塊湖驗

之內部…按住桓當良好 o

(二)重測{言度

本研究分別能泛、恆、五歲組常模樣本中

各取 30 名，問瞞闖過重諾，五、的、五嬴輯

受試兩次瀾驗f毒分之 Pearson 稜競相關係數分

封為娟、 .85 和.針，表示覺試者爵次溺聽得分

…激性梧當高，亦即本拇j驗間隔兩攝之靈謝信

度良好。

賽之 研前兒童色境淵驗各黨鐘廈一覽表

年齡組 通測 測量標讓誤

(車裝準差) α{系數 信度原始分數 7分數

三三華麗組
.91 .86 1.93 3.00 

(σ =6.43) 

四歲給

.88 .85 1.93 3.46 (a=5.58) 
五歲紛

.8吾 .84 1.90 3.74 
〈。再5.09)

(三)轉讓攤準誤

本研究將各年齡組試聽;有車一致性情J.t

係數 (ρ且可﹒)和常模樣本得分標準菱 (σx) , 

代入試σE=σJ土耳，計算出去‘輯、

五歲紐試題之麒始至于數讀j量標激韻，依j序為

l別、1.93 和1.90 ;如果以 10 海額準差代入公

式，貝!用計算出 T分數湖聽標準誤，要日素之所

示，五、四、五麓龍分劉海 3.00 、 3.4忌和 3.74 。

灘讓標車誤在使閉上是以信賴區間的觀念說

明受說真至于數可能的散搗麓廟，以旦鸝組受試

者主主儕，原始分數 20 分者，其3革命數有 95%

的可能性會落在(20士1.96 x 1. 93) 之間 ;r分

數為 40 苦苦，真正的 T 分數有 95%的可能晚會

落在 (40士 1.96X 3.00) 之囂。讓i驗的俏皮愈

，其測最標準誤愈小，真分數胎教備範圍越

小，謝最就艘潛褲。一般茄霄，偕度{系數升訣別

至 .90 之間颺良好. .90 以上則是非常好

(McCauley，詣。 1 )。本研究頭發展的色瑰灘接

各年齡組試題內部一毀性信度係數均高

於郎，其中三五鎮輯還超過冊，根據當度所計

算的現自議總駕車誤當然也同樣罷王可接受的 e

二、教度研究

(一)本認續留黨組構之星發言妻性問難分析

本研究參考各按本色塊測驗和「聽覺理解

器重金 j (激進興. 1妙的編蠟測驗題臣，用草鞋

評蠶受試審對簡單指令…、立和檀雜指令…

…之聽覺理解能力。國學題信度íf1;且得分不持

合常態分配，本研究書參考 Band泌的和 Finney

(2001 '引自英種益， 2007:1 )的建議，將受

試者在會種題整得分指總成搞「群鎮企數 J

(parcel scores) ，做為驗蠶種因素分析籬下縷

的指揮變項 (the lowest-order indicator va后，

似的) ，探討道 9 額題目之因素結構，是否符

合研究者編製灑盤時，預定要堅評鑿的尋類聽覺

理解能力。國一至關五分別是王、四、五麓組

機準化解的因素締懦模式蟬，由附件…的摸式

適合度指標轉襲竅，可看出三、閥、五旗艦之

茵茵素模式部臨度(df) ， 分鸝誌虛無摸式( null 

model) 少 14 、 15 和時，當自由度為怯和的

時 ， Z2 1.輩分別為 29.悅和 30.58 即達.01 輯針黨員

辛苦水準，本研究四閻黨模式 z2f直比曬無模述分

別少了 1538.2 、 1416.6 和 1226.章，正在說本研究

實證資料與自囡棄嬰式撮合居室，顯著鐘於虛無

摸式。但五歲組受試者對簡單指令一、二之聽

難理解能力的兩個潛在變項輯關搞 I '未能持

合 Bagozzi 和 Yi( 1988' 守 i 皂吳籍誦 '200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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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臨模式基本通配棋準﹒乃將遠離爾潛在變

噴合併'修正為觀盟的主因素模式，分析發現

主闊葉模式比虛無模式皂白皮少 12' %2{藍少

了 1198.0' 比自由腔 12 時，連.01 統計顯著水

準的 26.22 多了許多，表示主闊葉模式的顯著

種於虛無模式，氫符合 Bagozzi 和 Yi 接出的「參

數隕相關絕對優未太接近 1 J 之基本適配標

準'可說本研究五歲組之實證資輯較適合主厲

黨模式。由攝一、關二和種自臨可看出各潛在因

素(安試者對閱單指令一、二和體雜指令一、

二的聽覺理解能力) ，對觀察變項(受試者在 9

類謂自之表現)的聽黨負荷蠶升訣54 至91 之

間，能解釋觀察變項聲異蠢的立會主~.84 ;各潛

在關黨闊相關升於.54 至.妙之間﹒四餾潛在盟

黨分別代毅受試對體單指令一、工和模報指令

一、二之聽覺理解能力，儂說閱有中至高的相

關是合理的 a

(二)殼禪關連效度

本研究提三、四、五鍍輯常模樣本中，分

別攝取 159 、 117 幸[1 102 名受試者，路以「學前

兒童語音能力的測驗 J (張欣戊， 1991)' 使用

組

17 

學‘

話: 1.;主動劍波有 r :æ右 ;11位飼4串串毒組閥，

2.潛在變尊重演示受獄里苦悶鍍緝令泛聽覺緩解能力，

值一主黨組盟詞，醫結揖續前蟬

Pearson 積鼓搗繡蟬討受試者在本測驗與?學藹

兒童甜苦能力的測驗J 得分之臨連性，結果穎

、昭、五黨組受試者在辦攤鞍得分之相關

依序?為.52 、 .65 和.53 (p均小於001) ，盤中度

相關。

(三)不周年最令組受試者在共向試聽得分差

與分析

受試者在本獨驗之錯過率是否隨年齡增

援鬧鐘增?串於三餾年學毒組試題略有不悶，瑾

能說共再試題之通過率進行比較。本研究以單

園子變異數分斬比較三餾年齡組受試，在 22

單單共悶試題之得分平均數差異，分析結果顯示

之趨平時數有顯著蓋興 (F'2.1 491) 11 1.29' 

p<.OOI))' 關連強度蠶數( strength of association 

measures) 11 2 
~.l 3 '表示年齡差異對受試者在

共同試題得分變異的解釋盤值 13%' 接近大娘

( 11 2 之氓、中、商權依Ffl話.01 、 ρ6 和泊，

英格說. 2003: 8) 。接著以 Scheffe 法進行車

後比較，結果為五輩輩組(妒17.俑， S0=3.惡的

擺著高齡四議組 (A令14.99， SD=4 .37) ， 臨議

組又顯著高於之三歲組(件13 .3 7， SD謂4.94) 。

鵲

50 

輯工 臨鐵籠個圈，農緝構續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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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會 j他

54 

組三五攝紐四困難篇鴿模謊聾

(四)相同年齡組受試者在不聞自素試題i國

這輩率華與分軒

梧同年齡之受試者在觀置不持潛在能力

的試聽得分是否有所差與?由各潛在盟素試

題聽數不簿，乃將各闊無試聽得分除];}題數轉

換成平均通過率簣，高以讓複蠶數變異數分輯

進行比較，告表三三可看出相同年齡組受試者在

不問囡黨試題之通撞車率有顯著差異，句2 分別

為6絡、后7尋租.672 .讓進一步比較哪些困難

試盤問講過率草鞋真達聽著水壞。為使多次比較

的總G僅不髓遍的，本研究使用 Bonferroni 法

謂繫事後比較之顧著水准，結果顯示三葳制和

部歲紹，通過呂學自高更低依掙搞儲單指令一、

簡單指令二、種難指令一、樓雜指令立，彼此

體差異均達繞計顯著水準。五歲組根據前述驗

證性國黨分析僅將試題分為簡單指令、權幸在指

令一穿白複雜指令之二，分析結果和三、陸議組棺

悶，通過率由高王三懿依序為簡單指令、樓雜指

令一、讀雜指令二，彼說閱叢黛色均溫顯著水

j Z譯f..@

朋/1 擋，獵物

押， 指+大小+買主

tll+大IJ\+皇黨+耳其

不贅"，+5主要。

.. 
44 

; 把+顫φ形φ放在 ,_ t:::;>, 
揖/可 +盡頭e彤+方位 i~ 

種自 起重慶組三三醋，學結構樓去闡

普車。

(五)身吾蟑磁樣本與常模接本色鐘頭j輸得

分景與分析

表詞是脅，公禪礙樣本和常模樣本色繞測

驗得分平均數和標準潑、 Z 續定摘聲表、及各

組據本在不時間素體自之平均混混率。由表路

可器出發展還親、智能體躍、盟問舵手日語諮障

礙兒重置之色瑰潮聽得分，分割比常模i丘 4.77 、

8 .5 6 、 5.23 和 5.43 分，均顯著位按常模樣本。

另卦，從常模及身心難聽這樣本在各間素試題平

均通通率，可看臨的璋的額身心障礙攪本在各

間黨試庸之通攝率均比常模樣本器。研究者分

對以 Z 檢定比較的頭身心韓礙樣本和常模樣

本在各觀眾試聽平均通過率之釐異情形，結果

顯示四顯身心蟬礙據本在之三額菌素試題的平

均通過率都顯著但於常模樣本 (p 均小

於.001) .也就是說三三類菌素試題均能有效矗

辨學前一般兒童與發展潛緩、智能障礙、自備

宣言和語言障曬等身心障磁兒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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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三 指間年齡組受鼓響在不聽皆驚饒連帶分之描述結對與平均數聲興安耕摘要積

年齡組 平均 標單

112 草草後比較
過站里學

df F p 
試題因素到 差

主旗組你可00)

織單指令… .在2 .24 3,1497 1002.67'" .000 .668 衛廳里一〉總讓二〉複雜一

簡E較為令之 .52 .31 〉複錐之

樣雜指令一 .32 .33 

被錄指令二二 .17 .23 

的歲組(人可00 ) 

筒里學指令一 .90 .19 3,1497 103 1.58'" .000 .674 嚮章程一〉嚮學二〉被雜…

簡蝦指令二 .65 .32 〉複華是二

複雜指令一 .4岳 .33 

複華麗指令:二 .25 .22 

豆豆草委組( N=500) 

簡單指令

複雜指令一

複雜指令二

.89 

.59 

.3位

.15 

.32 

.27 

2,998 1023.11'" .000 約2 簡巨變〉複雜一〉襪雜二

設: l, .....p < .001 

2.事後比較以 Bonferroni 法輯整顯著7.1<擊。

費回 身也離種據本和幫模樣*~境頭IJ聽得好描述結計和 z 續定攜畫藝襄

組 lìU 
獨驗得分 Z 被J:Ë 各臨素試趨平均通過率

M SD z 

常 機(N=500) 19.91 5.09 

發殷遲緩 (N='69 ) 15.14 4.84 -7.78"** 

智能離磁(九呵。) 11.35 5.84 .7.52**. 

自閉室主 (N=25 ) 14.68 5.71 -5.14*** 

語言縛礙 (N=23 ) 14.48 3.74 -5.12**. 

....p<.OOI 

玉、常擴建立之相關研究

(一)不時性別、居住地區受拭者得台之聲

真分軒

本研究以三四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常模樣

本色塊鞠驗得分，是寄自性別和諾住地甚至荷有

頭差異，以及世間和居f土地盤兩個圈子問是否

有交互作用。表五是不同閉住地臨男女生得分

p 績單 複雜一 複雜二

.89 .59 .36 

.000 .79 .37 .12 

.000 .61 .16 ‘ 10 

.000 .78 .3 1 .11 

.000 .73 .38 .1 4 

描述設計與二閱子彈興數分析攝饗素，由表可

看出性耳目和賠住地噩兩間子均無交互作用(了

個年齡層 p 都大於05) .因此懂嚮分別鐸討世

朗和居住地宙之東要強畏。就股民甜苦，表五

質輯顯示三藏組無議書是都會話說非都會囂，女

生平均數皆略高齡男生，盤未達顯著水準;西

藏組和五議組也一致呈現女生平均數高於劈

，且爐顯著7.1<準'但關連強度最數4 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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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JJU)，.009 和.010 '姓別不同僅能解釋受

試者色塊話建議得分變異的 0.9%至 1%' 幾乎可

泣忽略不管，臨i先本研究之常模對照表不需分

男女。說居性地區來看，三{昌年齡層一致5義現

都會區平均數萬1t;非都會盔，挂均連顯著水

，三、四、五歲輯之 p 儲分別11.012 、。01

和 .000 '鶴遠強度量數佇立依序為.013 、 .023

和'。吟，三攝制和四歲經受試者泛居住地草草和

色塊測驗得旁觀連度{底，不需分點建立常棋，

但對五議組受試者孺霞，不問居住地盤能解釋

其色塊賴驗得分巒典的 7.5%' 頭者間關連強度

屬中諱，因此，需建立都會區與非懿會臣之分

輯常模對照漿。

量提茲 不揖性別、唐龍主是蠶蠻獄者色境;對憲章禪分平均數接異二圈子變異數分軒續舉棋

年齡 地區別 繞到

描述統計 司注:子琴聲樂數分析

N M SD 變異來觀 F p Tj 2 

都會這

男 141 吋 16.73 已57 性別 2.068 .151 .004 

女 86 17.95 6.15 地區 6.335' .012 .013 

非都會區 勢 151 15.64 吾.47 姓對付也高 0.421 .5 17 .001 

122 16.10 6.2在
祠._------欄-回- .悟，“神恥、紗帽紗帽 - - ~..由# 輛輛_. -峭 - -啼啼- -- 勵學恥，‘自-唔，唔._- -------崢 相驅直冉- - - --嘟 -------. 郁悶.--------- .輛輛

茁 都會區 男 128 17.30 5.03 ?宣部 4.357 .037 已。09

女 115 18.78 5.06 地區 11.761" .001 .023 

非都會遜 男 134 16.06 6.19 性別*地區 0.823 .365 .002 

象。 123 16.64 5.60 
幟- - - -.悔峭排掉紗帽暉------情祖單單-------訓鴨"做- - - - - -- 啊，哼，可- -旬，蝠，鴨"佩甫幟姐- - - - - _.做 ----- ~ 珊珊 - --輛輛輛耐看，

ìï 都會逼
與 122 2 1.1 0 4.42 性別 4.807' .029 .010 

女 120 2 1.70 4.26 地區 40.002'" .000 .075 

手掌都會磁 男 150 17.97 5.46 性剖*，t復盤 0.672 .413 .001 

女 108 19.29 5.09 

設:1.都會臨指直轄市、省轄市及人口數超混 30 萬的縣轄市，其餘屬非都會區。

2. *p< .05 ， 會會'p <.01 ，*會*p<.OOI

(之)五歲組常模樣本與「聽覺理解讀j書畫 J

大躍常模樣本得分平均數差異分析

本研究假設受試者之色揖測驗得分，與 1I

年前用來建立「聽難理解潤驗正當進興 '1996 ) 

大單幫模樣本之平主急得分有顯著差異 e 輩革進行

研究骰設檢定，歲緝的施灘內容、題數、

分方式與「聽覺理解捌驗」相筒，僅做部分修

正如第 8 質和第 9 其所述。lÍl於「聽覺理解額1

驗」厲 F兒童認知功能綜合議i驗 J 中認雷湖驗

的一部份，除了常模升，無論是信寶貴度研究戒

攔驗結果的解釋，均f并入 F語言潮驗」中，臨

而無法取得讓鐘以「攤覺理解普車j驗」所講行的

相關分薪。在無原始繁華尋續說下，研究者依據

該艷艷草綠轉換當機對照衰，計算與本研究五

鼓起年齡相當的幼韓轟大班之平均數及樣讓

差，分制為詣，如早日 6.間，再與本研究五議組

常模樣本平均數(妒19.91 'SD=5.09) 上嗽，

結果發琨紹鵝 11 年的離題當模樣本平均數沒

留顯著聲與(:=1.35 ' p>肘) 0 

四、倡議

色塊測驗版本經當多，通常耘的或五個內

容同質的分攤驗，及一個;有容與質的分棚蹺，

大多數研究以總分或通過率是環受試者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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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上的表瑰，黨掌步探嵩色遠護自發之菌素話構。

本研究嘗試最指令之語句話構，將試題分主主 9

額(三農驢車頭) ，以西菌素模式進行驗證盔

菌素分棋，結果顯示三麓疆和亞鼓起的模式適

合度很好，體五葳組模式之「靄單指令-J 幸自

「嚮單指令二J 誦鱷潛在盟素輯轉係數主主 1 ' 

不轉方程結構模式之基本遍E標準'盟高將這

幫個問素合群為「簡單指令 J '以三因素模式

分析，結果發現三因素模式適合度顯著優於虛

無模式，可以說對五歲組受試者而言，學前兒

童色塊湖驗中用來許量受試者對簡單指令

一、二聽覺理解能力的 4 類題目，所湖蠱的特

質共同性 (communality) 高，兩個潛在變項可

合併為一--受試者對「簡單指令」之聽覺理解

能力。

本研究分析顯示各年齡組受試者之學前

兒童色塊潮聽得分，和「學前兒童語言能力的

混i驗i張砍戌， 199])有中度相閥，與 Cartwright

和 Lass( 1974，哥 i 自 DiSimoni， 1978: 3 )及 Wiig

等人( 1977) 的研究結果租蚣，色瑰鵲驗和 fjffi

~t句法篩績都接」得分有中度相鶴。學前兒3藍

色塊頭i驗及「學前兒童語言能力的觀驗J 都是

以語句呈現口語刺激，受試者接{乍色舞或指認

露片{宇答，許量真聽覺理解能力，色現讀i驗主

張韓1tt語言知議聽錯，用以評靈受試者聽覺理

解靈程之注意、皂噫幸E繞整能力， r學茄克叢

語言能力自台獨發J 到強藹句法告語囂的理解，

爵者問有種再也有輯異之處，受試者在幫攘攘i

驗之毒分有中度相麗應是合理的。

本研究結果呈現受試者在共向試題之平

均每分隨年聲增加布提高，五攝組顯著萬恭的

最輯，困農輯又顯著高於三麓粗，與 Silverman

等人 (1977 )以學習嘩礙兒童無進行的研究結

果相呼應，年齡和色揖潮驗得分認有顯著的正

相閱( r =.42, p<.OI ) ，也與 NoJI (1970，引自

Silverman, et al叫 1977: 105) 的研究結果相悶，

小學三年級之前，受試者的色塊潮驗得分隨年

-i 
h
υ
 

i .. 

草委遞增，再說本輯驗對不向年齡之學撥兒讓其

有賴嘗不錯的軍辯力。

頭究者按據驗發盤盟黨分輯結攘，比較闊

齡受試者在不搗憊絮說鐘之

巢，結果顯示三龍年雖輯受試器在本問聽眾話

題之道聽率， ~是琨紹興的組還是:受試發懿於路

來額選「摟雜指令之J 聽覺理解能力，

下、在、右、勞議等方位闊的試題，

低. ，轄間接幸記住闊纜f5塊囑控制先後顛序的

「複雜指令一J 關黨試題海噶舉次器。 Spellacy

和 Spreen (1峙的的研究結果啦?餘的法語能聽

者對這兩顯窩頭目感到比較的灘，個米比較哪一

額較困難。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攤論， r懊線

指令之J 闊無試蹋通緝擊敵慎的際問，

受試者的聽覺記慵幣同時儲帶糊糊色塊颺d性

和方位祠. r:纜繩指令… J 的句型均為「先

指......再指...... J' 受試者只鴨依的塊騙性的

現的順序操作的攏，先後順序則可自動化譯

作，降f底注意、聽覺記憶和統鰻魚椅，臘理的

攝玄學也關之提高這;若將用來拼盤「梅報指令

一」潛在閻黨的臨的體班主話可自.，....之的，先

指...... J 和「先指…...拇指......J 隨機出現，

受試者所需的法韓、聽覺記梅和統聽聽曙負荷

增妞，其攏過離漿否依然講於現自蠱「裙報指令

二J 聽黨的試題?朱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

智能轉磁、聽覺障礙、借觀龍、特定聾語

醬蟑番話和發展競緩等房，心辯護畫兒竅，器生理機

聽起心智務能鵲擴建目，其聽覺理解能力通常比

數悶齡兒讓器 (Lahey， 1 會草草 M i1I er & 
Fletcher，詣的;如scorla & Le章， 2000) 。本語究

灘和的最美輯身心障番遲緩本分豆豆黨在 22 和 36

人，豆豆躇緝毒擊斃障礙兒豆藍色只有吾人，考量樣

本數小姆彈誤主堂大 (Agresti & Finlay, 199的，

故館將在譏緝智能體躍、自問龍、語當韓礙和

發展潛緩的顯身心體礙樣本之鼓搗樹驗得分

平均數，分別與常模樣*進行差異續定，轄果

顯示的顯身心障礙樣本平均得分都顯著抵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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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摸樣本。此外， Boller 和 Vignolo ( 1966) 的

研究指的內容異寰的分測驗萃，用來藍藍辨失語

班與非央語症者的敏感度高於的四{圈閱實體

寫的分測驗，囡聶建議器於實用親臨可單獨使

用分測驗五。本研究結果發現「窩里聽緝令」、「纜

雜指令-J 和「檳鱷指令立J 三種因擴試題，

均能有效區辨學篇一般兒童與前途的顯身心

糟礙兒童。若說身心階礙樣本韜常模樣本在各

間舉試題平均攏過辜的還HI:!來看 r複輩輩指令

-< J 和「複雜指令二J 的競距大於「嚮單指令」

之差距，與 Boller 班] Vignolo 的研究結果相蝕。

本研究五歲和昭鼓起身心障體據本人數

分肘僅有 22 和 36 名，保盟說讀站托團所的

、由接兒聾，較少績有身心幫礙手冊或持辛苦

發攘攘鱷之醫輔音參議青證明智，可能是績有手冊

的三、問載兒童，其障礙程度較為撮聾，大多

在早療中心接受療齋，錯了五歲才到紐托攝斯

說讀; I單磁程度較輕或發展遲緩者，家長抱持

觀盤態度等待餃子迎瞋跟上，尚未接受評倍與

當體育。朱來若與欖較多的主織和四益最身心障礙

樣本人轍，可再接親身心障磁樣本與常模得分

之差異組建立。

fg墟測驗得分是否問性別和聽住堪富不

闖闖有所差異?串前述文獻得知，鸚女性之色

塊攤雖得分並無…致的優劣 a 本研究蒐槃較大

樣本(攝一年齡組 500λ) 邂行分析，結果顯

示三個年齡髓無論是都會軍或非都會區，

現女生略高於媽生的現象歲組米遠顯著水

準'的藏和五接組女生顯著唱於男生， 1ft關連

強度盤數 17
2 很小，不需建立男女生之分組常

瘓。另外，本研究分新結果也發現，三種年齡

鶴不分男女，都會直覺試者之色塊讀i聽得分平

均數均高於非都會區，與深討兒童鵲撐能力是

否有城鄉差異之相醫研究結果(陸輯、劉鴻

霄 ， 1994 ; Bornstein & Cote, 2005) 一致，其

原園或許如 WiII iams 導人(2000 )的研究斯主義，

都會髓的母親比蹲下地獄的母親如道如何和

孩子說話，比較常和鼓子共獨讀書與競投薯。

另外，本研究發現都會臣和非都會軍權本之fg

塊棚聽得分黨距隨年齡濃槽，社現象與張政戊

( 199]) 發颱「學最兒讓語言能力的器重金j 之

研究結果輯時，張敢戊將受拭害得分之地區差

距隨年蜜意蘊增的現象，韓間於北高兩地完黨對

鸝語熟習程度不闊，部對「更深入涉及頭詩句

:合特殊性」之試題，聲聽說越興奮賞。學前兒黨

說塊輯驗三個年齡層有 22 黯共同試題，另外?

題則鷗年齡增加路邊高試蹦難度，書告會盔和非

都會盛贊試者之的塊測難得分差距隨年齡增

長龍部大，其原園或許如再張欣戊的提議，都

會臨兒童無論是學校或家裡，大多;其富語?為主

要的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較艇且權雜

的語句;非都會臨兒畫家中成員的主要語言，

有些是臨海語、客家話，或拼搏些許國繭，在

活環境中聽到的摺語詩句較為欄埠。本鶴驗

i泛聽語撞測，當指令較為簡短時，不揭居住地

區的安試者芷髏豈容差異不大，指令較股風複雜

時，臭豆聽理不同臆住站建喜愛試者通過率之差

異。

語音是人額生活中聽要的講議工具。

成溝i選目的，人們便窮的語詞或語詞斯代表的

意義，會隨著社會變遷而有所變化。

十年來，學校教育擺擺美語和獨土語霞的學

，起上科枝的進步與簿播媒體的蓬輯發展，

社會上出現許多新語詞，也有許多黨語詞被賦

予不闊的意議。主張跨進語言知識脈絡的色瑰

麗鞋，覺試者之得分是否因時代v 雙邊站有所差

異?前述好軒結果發現，本研究五歲組常模樣

本色纏萬1鞍平均得兮，與 11 年前用來建立f聽

聽理解測驗 J (曾進興， 1996) 大躍常模樣本

平均得分沒有觀辛苦差異，與欒氏幼兒智力量表

穆訂報 (WPPSI-R) 之「比較研究 J (蝶榮華、

擁心怡. 2000) 毒害果不悶。可能聽本研究與「聽

覺理解聽聽J 常模建立時摺相距 11 年，不錯

WPPSI 和 WPPSI次輯輔 22 年之社會變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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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色塊獨驗使用飯色、形狀、大小、fl'

係詢、方位語等不臨時代變遷罷變化的「封閉

J (closed cl棚，曾進興譚， 2006) ，組成

由簡諾繁的指令，額1量受試吾吾僻、覺理解歷程之

注意、聽覺記憶和統整能力，位較不受時代變

還影響所致，本研究給廉顯示色塊i到驗所建立

的常摸適用顛額較錢。

結論

一、.:1:.要研究結身是

本研究閉在編事是一套 3 至 5 歲先童適用的

色瑰麗驗，立在探討其信效頁。志要研究結果有

七項: ( I )配合學前兒讓聽覺理解能力發餒，

三個年齡組試題內容略有差異，每一年齡組色

塊灘鞍各有 29 髓，其中 22 題是共問試題，另

外 7 題是各年齡組不再之試贈。 (2) 借重研究

結果額承舉前兒童色塊聽驗有良好而穩定的

內部…敢盤和重湖信度。(3)學茄兒竄色塊普車j

驗之閻草鞋結構，黨由驗證性菌素兮軒發現三歲

艦和四歲組之黨議資科與四因素模式通配良

好，五歲組鑽料則與三蜜素模式有較佳的過配

度。(的效標轉連效度研究結果顯示，學的先

讓色塊m~驗與強藹句法制語意理解的「

黨語音能力的混j轅 J (張欣戊. 1991 )有中度

報髓 0(5) 三個年鸝組受試者在不閑自素試題

之通通率，均臨指令長度和權雜度之增站起追星

混。語句鶴短屬「簡單指令一J 因素之試題通

，加入大小騙性，一種聲作甜苦可完成

的 f嚮單指令之j 盟素試題次之，言審問時記住

兩種色瑰麗性和先接聽序的「撥雜指令-J 再

次之，讓路率最低的是指令中含有兩種色舞藥

性和方位詣的「複雜指令三 J 0 (6) 學的兒護

在能塊測驗之表現會問其年齡、盤部、間住地

達5貂是否為身心階醫護者，而有所殼翼。受試者

在共闊試聽之得分平均妻生臨年齡增加指按

窩，鐵組黨著高於四鎮組，四歲輯又顯著講

於之三鐵組;各年齡組女生之色塊誤;驗得分平均

數略高於男生，臨嚴輯和五歲組建級計顯著水

準;都會甚至覺試者之色塊艷艷得分顯著草於非

都會甚至;學輯身心障磁兒議之色塊潮驗得分顯

著低於一般兒童 0 (7)本研究五歲組常模樣本

與聽覺理解測驗(曾進興， 1996) 幼稚盟大班

常模樣本之平均數按著頭著鼓興，可以說色瑰

測驗照;那釁的聽覺理解聽聽之注意、聽覺記攪

和統戰能力，受時代變護黨主響不大，所總立的

常模j適用期間較長。

江、研究眼制

本研究盟部分聶斯未驚輩輩或不方便提供

家品購聽、職業租收入等資料，揉討不間性描

郭路(土地區受試者fS塊測驗得分護黨峙，未將

設經地位納入借書建議，在應用與解釋上書審

慎。另卦，本研究三歲和摺藏組身心禪麗據本

人數分部僅有 22 和 36 名，來進行三葳和朋黨

組身心障礙樣本和當模樣本得分差異檢定，研

目前持續東槃三攝組和四歲懿身心障礙

糧本撞劃資料，擴定各年齡組智能障礙、聽覺

障礙、自掰飯、特定型語言蟬礙和發展遲緩等

聽覺理解能力欠佳之身心障礙兒童各 30 人以

'時檢融身心轉礙樣本與常模樣本之豈是與組

主、建議

(一)對灑驗應用的建議

部主且文獻措血色塊測驗可敏說場禎湖受

試者之種微理解缺路，本研究也發現研究對象

在色塊溺驗之機現會盟主蓮英年齡、居住地嘉興

是否為身1(，\障礙者，而有所葦翼，若能善加應

用，應可及早發現兒讓聽覺種解之異常現訟，

鐘替毛主早期介入報麓，減少困聽覺理解舉程之注

、聽覺記憶和統控能力欠佳所衍生的學習與

適應儒題。在使用上，研究者建鐘施制人員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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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讀使用說明，瞭解B龍頭目程序、紀線與計分方

式，方可進行施鶴。

測驗結果白色解釋與應用上 'OJ搜捕常模對

照表將原始分數轉換為古分等級租常態轉換 T

分數，如巢受試臂之百五全等級在 10 以下，竄

去柔和幼教老師廳、多留意他是否綠黨需要師嚴

重述指令或許用動作爭辦才能建蟬，答案如果

是肯定的，在日常生活中聽讓受試者學智「注

j 聽，藉的線讀增揖「擺攤記傳廣J!tJ 鸚「繞

整能力 J 0 此抖，本研究根據傍度和標準鑑針

算各年農會組原始分數和 T分數瀾蠶標準誤學擺

棋§走路發i~情賴區闊的擴意，解釋覺試者真分

數的散佈鮑聽。

由世之裁輯和四歲組常模樣本在複雜姆今

一、之前通過學位於 0.5 '當受拭覺身心蟑磁或

接散發農遲緩兒黨時，五歲組只攜使馬龍單指

令一和土，臨接起則使用餾單指令一、立和複

雜指令一，誰游過等化 (equati句)研究既得之

聽話參數，的針其聽覺理解能力值(如下一綾

斯述，本測驗正式撥單幫使用時會擺棋萬潤不問

題目峙，估計受試者能力值的電鐘程式) 0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嗜援學懿兒黨口語理解能力發展

迫瘤，不同年齡組測驗有共間試題，也有各年

齡組特有的試題，未來研究可還過共同試題進

行等也研究，分析?學部克蘆色瑰攤驗J 男青有

題目在各年體會組白雪題閱讀昏數與受試智能力惦

針惜，對按聽聽報解能力欠佳之學前兒2誼會選

擇難按較麓的題目攜翱疇，可豬油等化研究研

括計的鸝間參數，信計其聽覺理解能力鐘。也

可針對鬧一群受試者?餾隔半年鐘書聽一次，進

行縱貫研究，瞭解學部兒畫畫聽覺理解歷程之注

、聽覺記憶和就聽接力的成民軌線，並迫蹤

本研究受試者說讀關小階段之舉雙與生活j適

應資料，揮討學前兒3藍色塊握自驗之預測效度。

學前究黨組塊到驗雄翻輯程中，臨頭t番審

詩續記錄受拭者錯義的部分，本研究跟於篇

幅，米錄討一般與身心障礙兒童之錯誤類星星，

未東可進一步分析與先較一般及身心蟬礙完

麓的錯誤擷製 o 當可以和醫蝶院亮時的語替補療

掰合作，接話接覺語言治療的學前身心障磁兒

童在位撓頭目驗的反應緝盤，聽解錯諦治療歸使

用色塊潤j驗評量錯案時有哪些不方便需要改

進，以及諸謗捨療攝使用也塊過自驗許蠶樹葉之

梭，如聽聽用這些長資料設計介入方案，探討躍

的兒童色塊測驗之臨床效窟。

ß塊測驗主聽是用來評蠱聽覺理解歷程

之注意、聽覺記憶和統轄能力，文獻及本研究

結果均額完丘 'ß塊測驗和其他用來評盤聽覺理

解能力或聽覺韶憊的普車j驗問稿中度輯鶴，

鞠驗闊的共詢盤如何?未來研究可嘗試使用

色塊觀驗、詩彙理解測驗、句法增解測驗，以

及修訂魏氏幼兒智力蠶眾的理解棚驗、藹彙讀1

驗、句子湖驗{喜事量廣控記憶)等，對冉一群

受試者施澀，這室行因素分軒樣對各類「聽覺耀

解鶴教J 之因素結構。

學的兒童色塊獨驗藉由擁灘者口述指

令，受試者操作色蹺，都覺受試者的聽覺理解

能力，主主較i讓合用來評蠹聽聽障礙或發展鐘韓

，未來研究可嘗試誨障碟棍度較嚴重，無

法使用色塊觀驗、鵑彙理解現自驗議句法理解測

驗評聾發說訐情境式理解揖蟻，擺棋語言站轉

師租車療輯關人員評靈黨員更障礙兒鐘之聽覺

瓏解能力。也可以增加指令鼠度和讀緯度，發

農學商會兒童遴舟的色塊棚驗，探討學習障礙兒

童在聽覺理解歷程之法蔥、聽覺記憶和繞整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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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件學前兒聾龍境測驗驗髓性因素分析模式適合度指揮

年齡組 模式適合度指標

模式都 ;X2 4 p i.是歹 GFI AGFl NFI IFI RMSEA 

三三歲語 (N白500)

聽聽眾模式 20.3 14 .1 21 1.447 .990 .975 .987 .996 .030 

虛無模式 1558.5 28 .000 55.661 .266 .334 .000 .000 .331 
-----..轉轉轉勵海....... ..帽. -旱，輛- -剛剛輛 輛輔輔相---------- - .靜靜悴包-..------ 輛輛........ .恥旬，嘟嘟呻輛輛輛輛#耐- - --圈，蝠. --輛輛欄內，恥 "繭，繭，個- -
四歲輯 (N=500)

的西素模式 47.3 21 .001 2.251 .9草。 .956 黨 968 .982 .050 

續無償式 1463.9 36 .00。 40.665 .455 .319 .000 .000 .282 
輛輛---------宜，圈圈琦----------------單苟同珊...._----------嘯驅喃喃喃鹽-----------"'--嘟嘟嘟圈圈--------團輔相枷嘟嘟- -﹒-----------盼

五歲組(許500)

凹盟宮發模式 17.4 21 .685 .830 .992 .984 .986 1.000 .000 

三亨J~繁模式 46.2 24 
普遍

.00尋 1.923 .98。 .962 .963 .982 .043 

續無模式 1244.2 36 .000 34.560 .360 .391 .000 .000 .259 

說明:觀察資料與理論模式之適配與腎，通常使屑 t檢定. {反正鐘聲喜受人數影響，當縷耳恭數很大時，很容

易淺顯著水準﹒j;).致報易拒絕觀察資料與理論模式通配之種定 a 由此，帶鑑模式適合度時尚須參考其

他指標，倒是日:灣觀度指數 (goodness-of-fit index, GFI )‘輯發後適配度指數(吋usted goodness-o印t

index, AGFI) 、正規化油配度指數( normed fit i闊的， r這FI)、增做過自己度指數( incremental fit i闊的。 IFl) , 

這些指數均意指一個理論模式可以解釋實際資料共變數結槽的屁事，其值數接氓←適吾吾度愈俊，大

於夕。就可說過駝度極佳，由上表可看出三個年齡溜的四個模式之機式通合皮都高投90'。此外，

被l!Í似誤差 (r∞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的1SEA) 是指每個自由度差距錢數 (meas垃re of 

discrepancy per degree of freedom) .民MSEA 不大於那是「適配度良好 J (good fit) 那歪.08 屬

於「灣能皮尚佳 J Uair fid .由上表也可看出自個模式與觀察資料之過配度均達「良好j 之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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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as aimed at developing a test for assessing preschool children's auditory 

comprehension skills based on the Token Test concept original1y proposed by De Renzi 

and Vignolo in the 1 960s. This test was especially desígned to probe the ínformation 

processing skills underlining auditory comprehens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rocedures 

in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norm and also reports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 total of 2,257 

chìldren aged from 3 to 5 were proportionally sampled 命om the four rr峙。r geographical 

regions in Taiwan p在rticip在ted in the study for the use in the pilot phase, norm establish也

ing, and validity checking. The formal test thus developed cont紹ns 2會 items for e盈ch age 

group, including a common set of 22 items across the three ，j主ge groups and another set of 

7 items unique to each age group. The test was found to have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e good fit for the four-factor model 

with the 3- and 4-year-old groups, yet the three國factor model with the 5-year-old group. 

As for the criterio心related validi紗， the test was moderately correlated with an existent 

auditory compre她的ion test designed to probe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In 紹dition穹 the p在ssing r是.t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length and complex幽

ity of test items. A阱， gender, residential area, and dis草bility were critical fi揖ctors 在令

counting for the test performance. Final 紗; the overall abilities tapped by the revised test 

with the current preschooler cohort are not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ohort 泌m樹

pled for a previous version almost one decade years ago, indicating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kills tapped by the test are rather immune to the cultural changes across di已

ferent generations. 

Keywords: To知nTe哎， preschoolers, auditory comprehen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