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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性對於聾生手語句義理解的影響

劉秀丹
中山響學大學師資海育中心助理教授

學語有自然有F語和文法手語之分，諂者覺饋人社群中通行的手醋，接著楚教育

場合的教學語雷。臨然于認轉身空閉住，而文法學語則是序列性。之繭的研究發蹺

自然手語的空間性有聽於聾生的理解，間喪失空間性的文法學語剖浩成歸生的理解

路難，本文悍的母在漲一手釐灣何種空闊性使自然手題真有容務理解的黨勢，自此

本研究以輯敏樣本二因于實驗設計，檢視觀輯學語在不間空間特報揖回頭句子的理

解農琨豈是異。第一聽皂變環是空間4盤，諧的是真實性空梅、非真實性安問及無提問

等三期，代表真實性空間的楚帶吾方位詞或分類攏的句子，代表句法樣空間的主登上七

較句，代表無空間的競連接詩句子。第二鵲告費項覺于語額聾，分別是自然手語與

文法手語。結果發現，自然手攏在芳位詩與分類詞句子的句義理解明顯醬較文法于

語，艇在比較詞與連接詞句子則未明顯優於文法手語，閻此本文結論昏然于醋的真

實位蠶豆話間真容易理解的鑽勢，但非真黨住空閑則無此贊艷。

關鍵詢:文法手語、自然手語、真實性當閱、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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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人之與於禽獸者幾希，指語言是其

，那壁對學習口鬧不軒的體人而霄，手語本

蕾銓另一鸝灑入人數語言、認知及學習的膏。

臨外許多語言學的研究巴證明聾人使用

搗皂競爭語是不折不軒的語言，它輿口

樣，有自己的語議及內部組成(S泣如仔Spence 必

Woll， 1 會99; Va11i & Lucas, 1998; Wibur, 1 會81) , 

是人類溝通及文化傳承約有利工異。許多使用

于詣的聾人，的此視自己海使用特殊語霞的少

數豆葉群，不再聽起自己是身心障聽者 (Lucas，

日ayley & V訟話， 2001; Fischer, 1998; Andrew丸

Leigh, & Weiner, 2004) ;許多神經學的研究藤

證明手語雖是黨用視覺空間的語言，但其仍在

大驢搗語言區顯現當接研究則指出手詣的學

習有助於人類聽聽空問能力的發展。囡位在舖

督學及認知心理研究上，盎然手語成了熱門的

主題 (Luc紛紛鼠， 2001; Klima & Bel1縛， 1979;

Emmorey, 2002; Sutton-Spence & WolI, 199的。

昏然于語雖然具書人顯語蓄的特質，但是

卻和口語有很大的黨異，位語透過口說及聽斃

，屬於線性序對語言，間爭語則楚一種觀

覺性的語霄，它的話當管道是肢體輿視覺，善

用的漿空聞性(Li甜甜， 2000; Sutton-Spence & 
Woll, 1999; Valli & Lucas, 1998 ; Wibl汀， 1987) 。

除了自然手諾外，在聽蟑教育場合中常使

瘖另一系統的手語，還是為了教會聾生學習口

語及讓寫康發嚼的手詣，它強輯依口語的文法

打出手勢，可說是口語的手勢碼 (p在凶，詣。 1 ; 

Fischer, 199眾的drews et al吋 2004) ，這種人蘊

，它覺否具有錯君的地位，是有爭議的

(Supal1a, 1991; Fischer, 199肘，這種手勢系

統，在美雷轎車站英文手勢題 (Manually C。這ed

English) ;在台灣，沒人稱它「中文爭勢碼A可

譯為 Manually Coded Chines抖，而以「中文文

法爭語」著稱(或髓構文法學語)。中文文法

手譜是近三十年來，台灣敢聰學校主要的教學

語言，英語彙是由教育部手語輯發小組研發育豆

漿，其語灘形成的方式，盤蠶以一寧…手勢來

，有嘗著濤:最用自然手詣的手勢(林寶貴，

2001 ;說俊3逛， 200\) ，其語法則強謂以口語

線性序列的方式表達(黨柏籠. 2001 ;張導報，

2001) .立在沒有使用空聞盤。

因此，台灣自然手語和中文文法子語成為

台灣地區聾食同時會擺攤的喝種手語，前者是

聾入社群彼此溝通的語霄，聾生混過家人、宿

舍或下彈等非式的場合串然習縛，接者則在

教育場合中由聽人老師教導使用。直接生對於自

然手語的接受度蕾牆高於文法手語。主麗玲

(2003 )提及即使老館在課堂上使用文法手語

教學，個仍著宙分之九十的聾.1:表示自己於下

聽聞輿持儕互動喜歡用車然手轍。據 '1會譯

(2003 )比較禱禮爭語的溝油殼率與語意清晰

度，趣聽關攤于語在基本認韓、詞組、句子、

篇章層次的釐撓，分射線成影像檔，菇果發現

費人體灑蠶豆起自然手器的溝通殼略及語言堂清

顯度優於文法子詣。議秀丹‘曾進興、張勝或

(2006 )則里接瀾試並比較聽聽學校體生的文

法學器、自然于語及響頭語(即文字)的故事

理解能力，結換發現:韓生對自然手語故取有

較好的理解力，其次是書頭語，對文法手器的

故事理解則顯現輯麓的盟難，顯示歡聽學校雖

然實施多年文法手語教學， {聽著璋的故事內容

卻興額比自然手語少，聽此聾還過下議或非

正式場合奮得的自然于體能力跨過上課老師

無教的文法手語。

為什麼聽人普鐘習慣使用自然手詣，而且

對昏然手詣的理解能力也比文法手話好呢?

自然爭語是不竟是真有什鞭優勢，者和鼓韓三色的

語言理解呢?劉多巷丹 (2004) 曾說擒生故著審理

解表現議行錯誤分軒，發現放事中發及空閑恆

的描述詩，文法手誦的理解說朋顯比自然手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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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轍。倒要IJ描議「自fS汽車蛇行接轍，撞上的

方聲玄學 j 的句子時，皂熱乎語會先用布手比出

「島東 J 手勢，左手拉出「眩車f 左手叢車

蠶於右手告車議方1嘴，接著直至接用右手的離子

手勢，做出蛇行及快建往篇有駛的動作，蓋章後

右學車子手艷會碰撞上前方的左手車子手

勢。但是瘖文誰手語表達時，是將此句中的每

…手話說擴序打出，立宣未運用任何的空闊穫 e

臨此研究臀擺峙，文法手語沒有使用空間性而

由然手語善姆拉問性，可能是造成觀生質南韓

手錯辛苦不同理解衰草的原間。

劉秀丹、曾進興( 2007) 跨進一步驗證空

間佳的有無是否造成階種手輯理解的差異。他

聽鑫用了自然手語中「方位詞 J (location) 與

「呼應動詣 J (agreement verbs )代我真空間吱

的幫子，而選用「一般蓋章詢 J (plain verbs) 句

製代表無捏闊佳的句子，比較攬生對於不同的

句型是否有不同的理解黨瓊，結果發現未與空

間牲的「一搬動詞j 句裂，聾生對文法子語與

自然事語的理解發現並洩辛苦差異，位是對於真

空間姓的「方位制J 句子，樹是自然學麓的理

解表現明顯續按文法手語。上述罷種勾畫史的結

果符合先晶館設，即自然手語義盤問性是其眷

屬接攬生理解的原自 e 然而對於具辛苦智體麓的

「呼聽聽勛爵 J 句子，聾生的臨然手諾理解表現

並宋體較文法手詣，進體結果不符合原先空闊

姓真理解價勢的體設，問此研究者進一步提

出，立在非ffi辛苦的空間性都有容易理解的優勢，

但醬讓一步蕭揹何種空閑性才具有容務理解

的實勢。

輔音令智輯程的種轍，許多戀者提出了飽們

的觀察，例如: Liddel1仆 995) 把捏閱佳分為其

實謂間(real 紗轟ce)、惜代扭陌( surrogate space ) 

及象喜愛提閱 (token space) 五類; ì而 McNeill

與 Pede1ty ( 1995 )揖空間，性分真真像空閱

(concrete s與白)、指稱空閱( referential space ) 

輿館權空謂“tructural space ); Emmorey 、 Corina

和 Bellugi ( 1995) 摺扭扭問性分為真實地理性

( topogrphic space )與指稱校(referential space) 

兩黨空問; Sutto仔Spence 與 WolI (1999) 與擅

自真實站轉捏閱( topographic 沖銘心與句法性

搜閱( syntactic space) 的分頭方式。雖然學者

研蔽娟的名稱與聽起不競相同，但能聽們的分

頭內容可歸緝出師大類空間，一是灰白幫其實位

蠶空諾(以下簡稱其實程) .是用手語妻雙語重其

實費界的做麓，擠如插繪房間的擺設疇，會直

接將房揖!穹的物品擺設位置用爭語表現自

東. Liddell (1995) 的真實當問、間cNeil\與

指出Ity (1995) 的其像空間、 Emmorey 導人

( 1995) 及 Sutton“Spence 輿 Woll (1999) 的

真實地理性智間都屬於此類，其二提非真實增

理，能(以下嚮稱非真實性) .這額投閱並不是

反磨其實世界的盤問位畫畫，只是應朋友在不闊

的位置胞分不同的觀念，如呼應數詩句子中主

受謂的混合就是應用了非真黨性的空捕，

McNei1l與 Pedel砂仆995 )、 Emmorey 等人

(1995 )提出的指稱世空間、 Su泣。n-Spence 與

Woll (1999) 的句法性空醫師屬於此顯 e

Emmorey 等人( 1995) 曾以持起實驗比較

撞車人對於禪額句子的認知處理嘉獎，發現童學人

在草委議其實性句子後，興農育某詞輩輩是否出現攏

的鼓應比指稱恆的句子費快，表示聾人對於闊

種空閑辛苦不同的認知處理歷程。

路噶病人的研究發現亦證明自然手籍的

空間性有其饗娃與非真實性之分。手語和口語

一樣，其語言過作主要是自在路負擻，因i昆在

路損鶴的聾人，真爭語語當能力會受!fJ黨重損

喝。然間和口語不間的是，露在臨損鑽峙，聾

人雖未襲失大部分的學語語言功能，但是能較

中其實慢空醋的眾違館出現了問難

(Hickok, Say, Bellu函， & Klima, 1996) 。側如:
Poizner 導人 (5 [自 Emmorey， 2002) 請在路損

暢的手語使揖者描述勝闊的東路時，他把所在

的東路都放在手語空闊的右竿，在甚至把家其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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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住在同一儡地方，但對於代名詞的指稱及呼應

麟蟬，觀柯以能用左適量的手語空間，辦喜

搭起起真實性2設備疇，高腦損蜴嘴聽得!E難，但

對於子語的非真實性空間(竄作者稱為指權建

空摺)則不受影響。 Corina ( 1999 )事發現右

臘損傷聽黨雖可使用左邊控嚮表聶哥F語，但饗

龍攜謹真實性的空闊位置時，飽只能掏出房間

的物品名構，無法把物品的位蠶透過不間的空

題表選出來。 Emmorey 導人(J995 )臭豆以一名

右腦揖當擎的聽力正常者為摺寞，該名個黨般英

語及美圈爭語能力均挂白色掌聲諾使用者。研究者

要求他把物體的真實位置描撞出來時，他的真

語表現很正常，但摺多是轎子語時卻出現了圈

難。 Atkinson 、 Marshall 、 Woll 輿 ThackerC 2005) 

比較左聽與右腦腦傷聾人對兩類間住句子

的理解，發現左聽輸入對於關額空闊佳句子的

理解輯驗都顯現困難，但右鸝腦傷者與日只對真

實體當間感到臨難，對於非真實體的空闊則表

現得和正常聾人…樣好。上述這藍色研究顯派爾

擺不同空間是由不悶的區域負責，非真實體捏

間是串左半腦負責，間真實，能空聞除了需在聽

參與好，還加上了右臘的參與“

臨然手話真黨性與非真實，陸的空間特號可

灘血不開句子型態是現出漿，例如:方位餾句

子的空闊颺抉真實性空間，是室接以手勢把實

際事件發生的空間方位呈現出來。儕如;在「男

生在女生前面J 的句子蟬，同時把男笠、女生

瞬盤子勢打出，組男生手勢要擺放在女生子聲

驚接近對海的位聾(劉秀丹、曾進興， 2007) 

除了方位詞外，窮無爭醋的分報詞句子聽

運用了其實體安罷。子語的分類詞還常表現在

述語 C predicate )結構上( Sutton-Spence & WolI, 

199雪; Wìlbur, 1呢7) ，如「拿一個難子」的「拿」

會發現出瓶子的關性狀;錯?拿一本嚼 J的「拿j

射試表現番騎平、單薄的特賞。除了舟來描融

入、物本身的特質，手話中的分顯詞住校還過

某些手瓏，以特饒的運動方式來裝達人、物的

方位或移動方式( Baker & Coke勻，內部，引自

Chan車， Su, & Tai, 2005 )。與姆: r樹潛能樹上摔

下來J 輿「木風從觀上掉下來J 聞聽句子中，

由於樹葉與*垠的特蠻不罷，描者從樹上掉下

來時，是以 r ，爭 J (五指平伸狀)的手星星，掌

朝上，緩慢往下做飄下狀; f語後者提樹上掉下

東時，是以 r r可 J( 詣彎曲成破狀)的手聾，

掌朝上，急續往下擊落。在農連這些特殊的運

動方式、方位或移動方式時，即使用了其實位

置空間 (Emmorey， 2002 )。

憨態動詞句子熙使用了非真實體空閱

CSu前on-Spence & Woll, 1999) ，這聽句子會閻三位

受調出翼的方位，鬧故濟手勢動作方向來呼應車

駕司的關保。姆在「男~間女生J的句子中， r間」

的手勢疑自男生爭勢所在的一方(如在方)指詢

第一方(女生手勢所在的位覽);;在 f女生問鳴

也的句子嗨， r悶J 的手勢如由女生學難噓

間位讓(如右方)指島在方(男琴手勢的位置)。

上述爾頓句子的動作方向相反〔緝秀丹、轉進

攤， 2007)' 亦即屑于難切向表達句子的主受

詢關係，議采涉及其實空闊的描述。

除了呼應動詞井，比較旬在自然于語中使

用的盤問哇啦是屬於非其實住的空間。例如

r男生比女生萬千~ J '在自然手輯中會在身體

的在方、右方分點打出「男生 J ， r 食生」手勢，

蹲蛇出「當有J 手勢，最後甫一個「勝於j 的

手勢能左方打舟右方，表示在方的勢就此右方

的女生富有。

自然手語並非每一句型都使F每當筒，蹺，像

連接誨的句子就沒有使題上述的其實住空間

或游其實性擺闊，黨還過動作的先後家表達中

文「先.......然繞...... J 鷗句裂，或用表情的變

化來過境中文「雖然.......但是...... J 的轉折詞

句型。

上述道姓句子F語文法子語表連時，罵和日

語一樣，聘于語語詞…一串接成句，沒有使用

真賞模戰非真3暫住空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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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j秀丹、曾進興 (2007) 搗研究結果，顯

示自然學語的芳位詞比起文法守主語具有容易

理解鵲種艷，而呼應動詞則揭禮爭語的理解表

現沒有最諧。由於自然手諸方性認運用了其黨

性空詞，時呼應動搞運閉了非真實性空闊，國

就說們可以{陵設自然手黯濯居了真賀龍空

時，可能是真容易接聾生理解的原園，個非真

實性價則無說釁勢。本研究的畏的即在驗證

真實性闊的使用是自然手語比文法手詣容

易理解的原因，謝非真實性空間則無J1:t儂勢。

方法

實驗設計與報設

主急了比較聾生對於間擺手語在不同空間佳

句子的現解表現，本實驗採骰藉依樣本二因子

的實驗設計，操莽的是空閑性的特質 ， tl r 句
子影式J 輿?再F語聽聽」作海兩個自賽項。李

語類要包括文法手語及昏然事語調禮爭語系

競;句子形式指的覺在自然手語中，運用真實

體空間的方儲運、分緝毒句子，選用手慎實性扭

摺間tt掌聲毒句子 ， tl及沒華古連用任何空聞性的連

接語句子。上述議些句子在文法手語中皆無空間

性的連躊 e 每位受試需接愛爾禮爭語鑽到，每餾

手語顯狸均會眉頭句子的句輾理解潤j驗。

基按先前研究的結果，研究者假說使馬其

實盤空史悶的爭語句子，具有容易理解的特賀，

而非真實性空問及無空題麓的句子則沒辛苦諸

種特質，盟說預計臨然手龍的方位器及分蠶鵑

旬義理解表現應實於文法手諦，但聽比較詢及

連接詞句子，則是爾種事諒的句義理解眾琨沒

有顯著差異。

研究對教

揖受實驗的學生離中都聽聰學校 94 學年

皮閣中部及富輯部聾生共 81 名，平均年齡 16.8

竅，接小詣的麓，般大者為 22 歲。這些學生

閱輯學習手闊的年紀不一，從 3 聽到 18 鸝均

，除γ38.4%自讀小即就讓敢聰學校，間給

接觸手諾外，其餘均是盟中(35.9%)、高中〈輯)

醫段 (24.7%) 才進入融體學校接鸝手詣。這

援學生的父母親大部分殼聽人 (95.1%) ，僅 4

位學麓的艾母海聾人 (4.9%) ，其中全生宿 26

(32%) 位，勢生有 55 (68%) 位。大部分的

受試學生 (72.8%) 表示爭語是他輛載:主要鵲

溝通方式。起們的優耳聽力擴央連 71dB HL 以

上，瓏文氏區第難理額1驗在首分等級 3 以上，

並經相體老師確認無智能障麗之鷹。選擇 71dB

HL 以上(若tl美聞聽窮學會的分觀標車，颺

靈聽話聽損與全聾)為受試，是國搗毆毒整體校的

學生大多為鞏度以上的聾生，其與輯中度的聽

損學生，在許多特質上有很大的提翼，對於語

言的學習尤拉如肚 (p紹， 2001 )。

實驗作黨

本實驗分別以繭轎手語打出句子，並轉成

影像疇。研實對善良親手插影像舉行甸事龍頭解的

對斷，為額及接生文事體讀能力普競f單蓓的琨

象，故在何義理解上攝取圖鑫躍擇的方式，即

每句學語言辭每配以四張聲意明晰的圖畫，今研

究對象從中還取詞意接吻合的關片來。

刺激材料

本實驗輯發材料是文法學語及由然乎聽

聽錯形式的句義理解組驗。爾個形式的語意內

容完全相悶，議提句子分別個含方位閱、分顯

諧、比較聽及連接詣。句子的內容力求關短、

容晨，其詳細!有容如下:

1.方位輯筍型

JI:七句型是說明禪:主體的相對位纜。如「書

在桌子上J 自然手諧的打法是「主義子/毒/

書放在桌上f先打出桌子，再打自書的學語，

最後傑留薯的右手手勢〈護動手) ，般在代褒

桌子的左手手背上。盟主話代表蠻的右琴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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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的在學同時呈現，接收警可以在曬攤上講

麓捕報到是書在桌子上。商局文法學語表達時

到依口語願序依學釘出「書/在/祟/子/

上j 五個手勢 o 湖驗內容獻了方做 r上 Jj其卦，

還包話?下J 、「旁」‘?前 J 、「後」方位，

如「響在農手下J 、「警在桌子旁J 奇事......\0

鶴句子。之茄醬秀丹、當進輿( 2007) 的研究

雖己棚試過方位鶴，但當時只用了龍鐘幫個方

位，需旦采控制詞彙欒撓的關索，用了「掰

面 J 、「接頭」這種囑於 f繼站J 型的認麓，

而轍加祠的使用會攪得體生白雪文法學組理解

毅現較差(劉秀丹、當進興. 2007)"\ 飽此本實

驗的方位詞句撮，排除了輯加澀的詞彙並旦增

加上、下、彈等方位。

2. 份額潤弩聖

自然手語的分離制是以特殊的爭製代稱

句子的主詞，師且將主謂的移動方向、速度、

方位均直接避現出來，麗於「其質性」搗空聽

應用。 i院黨的句子包括三E聽‘蓋章詞及動開發生

島位纜、及支式。如「小狗跑進單幫」一句中，

告然爭詣的打法是「崑/小狗/動物跑進

J 即先打tI:l朧的手勢後，再打哈擒，然接

左手打出麗的樣子，右手期以代表狗的分類鶴

手翻(即布袋畫畫手型，拇指、食指及中指伸胎，

其餘潮指內彎跌) .釘串跑進屋禪的動作。分類

輯是巷子起括 r 眉頭說ú1上讓下來J 、 f鱗蝶在

天空乘葉飛去 J ......等 9 句。文法手語的打法

則完全依口諧的穎序，打胎川、/狗/鞠/進

/農/總J 6 罷手纜。其中臨的手勢並來間主

詢盤狗謂有不同的拉法。

3. J:t較罵何型

此句聽說明兩人物的形眷錦比較關係，如

男生比女生罷。當自然帶譜表達拉句詩，打法

辛苦聽攏，其一是叢接用手比出男生和女生的高

，讓接皈者…閉了黨是誰較高。另婷的打法

是 f男生/余生/高/勝於J 也就是一手拉

出男生，另一手再打出女生，該書長再打出高，籬

後斑餵瘖斗盟「勝於J 白雪手勢自男您的方向女生

的方向打出，表示與扯k女生藉。這瞬叫法謹

縛了非真實體議筒，當「勝於J 學轉持起點方向

來自訣男生的方向表示男生較高，手難守芳:肉相

反時，發言長女生較高。而文法手言吾吾甘n去則是f男

生/比/女生/高J 四個手勢依群悶。辦驗內

容為包括: r劈位怯生矮」、「男生主主女生胖」、

f男生比女生聰明J ......等\0句。

4. 連接聽旬觀

此顯苦苦型包含兩輝的連接詣，其一聽代表

時間先後次序的「先."....然接...... J 句型，說

曉揭個動作的先後次序，如「備先吃飯，然後

喝湯J r儡先睡覺，然接窩偕」等 5 句子;

二是代漢語義轉折的「鐘聲槃...可是」句單，誤;

如「他雖熬韓咦，個題懶惰J r龍雖然很老，

但是很健康J 等 4 句。

主主主 38 個句子均譚一名攪成人分別用文

法手語及發然爭語打胎，立金攝製車在動態的影像

擋，為了便按在 E-Prime 實驗軟景中脆棚 .tJ

懿秒 29.97 張叢格總蔥，將影片驅散成關片

繕，萬於 E-Prime 軟體中泣每張關蠶 150 毫秒

的速度播放，使圖片擋表現動態的影像。

至於接替毛研究對象通行理解的反應選

項，則為與每項輯激配合的四張噩片，分別標

明號碼 1 至 4 。其中一張代表刺議勾意義的圖

片，部正硨反應潛項，其餘主張則是租車5數旬

的手語意義不闊的誘答選項，棚如題自為「錄

眛跑議廳子體f 其反應讓項為代表 r I ，IJ、狗踏

進鹿子。 2兔子龍議驢子 3.蛛抹龍擺攤子。 4.

兔子跑出屋子. J 等語餌句子的儷讚 e 這盟句

話意i且這接聽片維數位相機插攝後，童入室寒蟬

ιPrime 軟體中，以便施輾轉在建驢螢幕單瑰。

實驗程序

幫種手語句子理解灘驗採個鋁芳式搗

瀾。 B龍頭i艷梅點還在歡聽學校一期安靜教室。

實驗進行瓣，筆記型電腦鑽器上先出現書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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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語:內部知道這句學語是什麼意思嗎?詩

選出議撥近它意思的蠹聾。」同時施糢者志用

于語說明，待會兒會出現一個爭語句子，講研

究對象專IÙ藩，委在後在四張屬畫中選的其中一

張最接近該爭語句諧的瞬囊，並依斯2盟國葷的

代妻雙號誨，在電腦鰱雖上按下對騁的數字握，

即 1 對 4 當中的一個 a

正式議行實驗時，釐幕正中間先出琨 r+J

詩號 l 秒後，彈出現手語句子的影像 a 犧制于

語詞的影像擋結束後 150 讓學~RP同時出現叫張

'供研究對象選擇，黨對研究對象按下 i

到 4 捏一鶴數字鍵後，國聾即消失，並再次品

琨 r+J 詩號，總續下一輯于語句子的特義理

解作業。

正式雄攪i晶，先以關輔練習題確定受試了

解作答方式。 38 題句子的出現次序事先以軟體

已Prime 設計，完全隨機化處理，問此每名研

究對象聽甜的觀閥次序均不胃。每次灘驗進行

約醬油分鐘。

文法于語脹興醫然于餾版的出理體序採

對抗平衡法控髓，一半的研究對象先讓行文法

手語句子實驗，另一半研究聲象員首先議行自然

手語句子實驗。

為了避免受誠者接受實驗後，回到教室興

同學討論翻驗內容，造成海米撥受實驗的受試

者事先即知愁湖驗輯聽塑式或內容，無j;)實驗

毒害東後請受試者報導寄 10 分鐘之卡禮，競賽求

其看完接告訴實驗助聰卡通的角容。這樣做的

閥的是看望受試者接受賞驗後，藉由完整高趣

的卡護;有容干擾其對勾畫讀i縷的記嚼。自訣句

型灑鞍是響徽的句子，再加上卡鐘內容的干擾

後，受試者接受黨驗接再與他人討議灘驗內容

的機率很小。

備微處

本實驗的椅效度以手語的精雌性及轉鑫

蔥籠明確度來作說嘴每

1.在手語的精雄性方盔，自一位熱諸文法

自然于語梅聾人演示兩種手語的句

子。拍攝寫成梭，文法子諾形式的句子，譚一

名教育部學器研究學組成員觀看後，給予意見

指正，若有轉變鸚黨新拍攝。指攝完成時請另

一名于語研究小組成鼠聽著宇語 VCD'並當場

寫下轉譯福。檢視乎認毒草家轉譯稿與原湖驗文

騙的…教髓，並針畫才不一妻生臘釀新拍攝。自然

手語的部分則先講另一使用自然于器的聾人

幫看後給予蠶路轉1E載重新錄艷，

饒有護照的手語翻轉鼠，擺著手語 VCD ~彙蹲

下轉轉篤，並針對轉轉鵝與竄話題驗文稿不一致

處鞏幸存始攝。兩種版本主穹輯捕次聽新拍攝後，

達ftJ轉轉構與麒瀾驗文藹均完全一致。

2.在反應選壤的蠶豆實明確性方輯:當飽問

及選項內容確定援，講英工專家教普車j艷的選項

內容一一繪製成置。按著講 3 名普通國小學藍

判斷後，說鸝意模糊處按糞工專家鱗故攝囂，

再也另名醫小舉擺擺懿蜜意，最後講米釋通攝

蠶白雪罷小學童 3 名單星接以聽聽目選圈鑿的方式

進行預試。並就讀試結果刪表了分蠶豆毒及連接

損各…句子，其餘句子的國讀態學持清顆明確。

資料好軒~

頭種手語的句連接理解正確率由 E-Pri制

(Schneider, Eschm辜負， & Zuccolotto, 2002) 軟
體記錯與計算莓人每題的答對情形，答對得一

分，答錯以零分詐。接著再以 SP路 13.0 版統

計套裝軟體進行相依據本二醫乎變與數分

析，考驗手語額型與句子影式對句義理解正確

2但是若真有顯著差異。

結果

眾一分摺乎自出自然于輯、文法手語的方位

詞、分類輯、比較詞及連接詣的句子理解正確

率。告然手諧的句子理解率主告別、 .86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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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平均為.73 文法手語則分別主毒品、 .72 、

.40 、訓，平均為 .65.

以輯能樣本二因子警慧與數分軒，帶驗聽生

對於爵禮爭捕、悶頭句子的理解差異的辛苦槃顯

琨於表二中，晶宮毀中可看出語會蜓的主要強果

連顯著水準，說計考驗之 F(渦)=33.90' p=.OOO ' 

可2=.3 0 ;句子形式生接效果也達顯著水攘，

F(3 ,240)= 103.沛 'p=.000' 持2結.57; 手語及句建設鵝

種自子具倖搏，月.240)部4.詣 ， p=.O錯，

帶2叭。5 。

由於繭個嘴嗔題真聽著的交互作用，因說

轉先考驗繭變壞的理輯主要強泉(表三三) ，結

果發現，聽種手請在方位詩(F(l， l紛)如 16.3 6 ' 

p=.00的、分額詞 (F(l .l惡0)缸42.23 ' p=.OOO) 的

句義理解率上都有聽著差異，均是自然手諾髏

於文法手語;不續在比較鵲( F{ l ， l鉛)=3.274 ' 

p=.074) 及連接諾 ( F(1.1的=1.1 12' p=.30) 句盟

中，學語封閉無顯著的舉輯主要強柴，也麗是

自黨爭紹興文法手語在比較詞及連接謂的句

義理解車並按有顯著差興。

表… 習習積亭EE方位輯、骨頭崗、能較輯與連橫闊的tiJ護理解正囉哥拉

句型
自然手餾 文法手語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樣筆直是

.74 .22 .62 .20 
分錄音司 .86 .1 7 .72 .20 
比較飼 .47 .29 .40 .38 
連接調 .86 .15 .單4 .1 8 

平均 .73 .02 .65 .02 

:樣本主各位人。

褻乙: 手語揮自與幫子形建旬豔連鑄串的之間乎難翼賣會析摘聽餐

變異來源 SS df MS 

手語 SSa l.l專 1.18 
殘差 SSas 2.79 80 0,04 

句盡~SSb 16.23 3 5.41 
獲至\'!: SSbs 12.51 240 0,05 

交互作用 SSab 0.36 3 0.12 
殘鼓 SSabs 6.83 240 0,03 

"p<.01 •寧等p<.001

費 手輯錯豆豆與帽子形述的單轎車要數雖

變與來源

手諂類都

在方控制

在分類詞

在比較詞

在海按語

句子形式

在自然手站

在文法手指

."p<.001 

df 

3 

3 

F值 顯著性p 效果值可2

33.90". .000 .30 

103.7惡... .000 .57 

4.23" .006 .05 

F值 顯著性p 效果值可2

16.36... .0∞ .17 
42.23." .000 .35 
3.27 .074 .04 
1.11 .295 .01 

83 .49." .000 .51 
58.44." .00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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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問 自然手語各旬觀之現解S帳單純主要強果.種比較

分類鵲 比較輯 連接轉

X=.739 X"".861 X=.4秒 X囂，都?

芳位輯X盟.739

分類聽X踹.話:

-.121 "*(.000) .270"*(000) -.117*"紋。0)

比較輯X"".469

灑撥詢X=.857

艸*p<.001

.392*"(000) .∞4(.829) 

-.387".(仰的

費醫五 3立法學語各'Þ.J道Mz理解撥單純~要按果事鐘比較

芳位喜怒

X=后22

分類語

X=.721 

比較鶴

X點.401

連接聽

X夙稅。

-.099*"(.000) .221 "*(000) 

.320***(000) 

-.218***(∞0) 

分類飼x=.721

比較飼X=.401

撥撥擱了叭840

...抖.001

此好，在自然手語方笛，句子至多式的單純

支接效聽邊聽著本單(表=:.) 'F(3胸)=83紗，

P叭的0' 守2踹.51 '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農區)

的結果發現，闊詞句聾的句擴增解戀其顯著葦

典的覺:分顯詞優於方位詢、分鋪開儼於比較

詢、組撥調價於方位詞、癌攝制攪於比較輯、

方甜鋼纜於比較詞，也就是聾覺得分殷商的是

分離詞與潘接誨，其次是芳控詞，那比較詞別

是得分嚴龍的句莖在文法手語寫瓏，句子弟

式的聽聽主要效果捧達聽著水車，響接比較的

結果〈發)發現，商兩句毀之間均藍藍顯著蓋

翼，摸得分高{揖鼓序是連接詞句授、分組詞句

型、方位關句型、比較詞句型。

結論與討論

本實驗多壞話真實盤空題及非黨簣，盤空謂

對訣蠶食爭語句義理解的影響，自鷗在轍驗真

-.118"*(000) 

-.438** *(000) 

實住~興學妻子讓自妻雙手語主主文法手語具有環

解體務。結果發現聾生在皂然手詣的方位詢及

分鑼謂的句報翱解衰現11於丈法有F語，飯在比

較詞典讀攝制句子則和文法手詣的理解我現

差不多。由於方位詢及分類詞代表的支產黨質性

空捕，時比較輯與連接詞員Ij分別是非真實體擺

闊及無言是間慌，觀jj;只有真實位吉思聽才使自然

手語具有詩文法學語容易理解的環勢，

實設~髓的沒有這轎蠹斃，話語合研究者原先的

擺設 e

就方能聽句子前醬，白無手語把繭個物體

在真實世鼎的方位關係，分別以兩手的增閱(虫

置，代我關物體在其實世界的相對方位，接收

者從眼前雙學位盤的擺放， .!I阿清華商鞠體之

闊的方位關穢，可殺一旦了舞之效; ï語文搶手

語j:J.ä哥掙觀鶴說輯懿者物體在接者聽蠶的某

一方位，接繞著星手續能聽序的先後及方位調梅

觀金來理解頭釀物體的朝對位置，因攏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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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上，相較於自費在于詣，可能負荷較大。

在分景觀句子中，自黨手諾除了以特殊的

手舉代替該句:位調好，並議接將句子中東謂的

移動方向、速度、方位，透攝該手勢移動的情

形直接表黨出東。對于語接敢者來說，當他看

懿1 r布袋戲手組j 時，部知道該勾詩是動物

巔，再從鼓手勢移動的情形，可清鐘聰解該動

物移動的方向、總度及方位，如「蝴雖在天空

嚷葉飛去J 的打法那是厝蝴蠟學勢，在表連者

的身體敵當惰，做白蠟移動自台動作，可讓接收

者請楚看對蝴蝶在空中矮的使禮、關{昆變11:及

幫乘飛舞的構路，和飛機的飛行歌態顯然不

同，接收者很容易臨分主鵲漿轍韓或飛機;文

法手語賞自覺一一打出「輯蟻」、 r;在 J 、「哭 J 、

f空J 、「飛 J 、 f東 J r飛J r去」等八鋼手勢，

而鼠「飛J 手勢並未盟主姆是富麗螺關調整，的

以農撓的動作表示(文法子語字典中的聽定打

法) ，聞此對接載者甜言，變鸚體育該句是蝴蝶

在天空黨黨飛去或是飛機在夫空飛來飛去，晨5

J起講記住第一個手勢才龍對斷。在報草還記噫扭

閱有限的嘻嘻芋，可能讀鶴勾宋章是忘了第一個

手勢是楊聽還是飛機，高引純理解的困難。

比較制使用的持其實住空間，雖有軍辨不

時句義之舟，能「勝於 J 手勢起始的方向可判

斷出雙方人物聽誰比較強勢，但從賞驗轄果索

者， i鑫種空間性的使馬並來讓府然學語比文法

手語容鸚理解。非真實性空閑自守使用和其實住

空間立起來可說受贊美很多。真實性空摺哥撐用

學語表達者身箭雙手所及的任一空聽點，但非

真賢世空靄賞自只禮用衰撥著身葫平閩東線式

空筒，懂分為能在對在或從布到左商麓，思說

比較詞論攝空謂特性得到的理縷縷勢的鴨不

如真實盤空閑那樣強。

連接詞句子在自然學語中並未使用任何

空悶，因此它的句轟理解率和文法手鋪沒有明

顯差異，也就不難理解。姆擺手語的差異只是

自然手諾省略了連接詞，而文法學語員自朝中文

難使用「先j , r眾接 J ' r雖然j , r可是J 等連

接詞。兩種手詣的理解準沒有聲翼，告顯示在

手語中即使沒有使用謹接詣，也不致使接敢者

在句義理解時影響聲敢者的判斷。

本研究結果證賞自然手語的「真實性語

體 J 的空擋住的確其誌文法手語史真聽解饗

勢，個非真實愷欖樹則無此攪勢。 i能結果支持

了劉秀丹、曾進興 (2007 )的研究，並非附有

鵑盎然手詣搜間性都真有容易理解的護勢，

一榜釐清真實體建構與非真實懷空閑帶給聾

生句轎潛解的不間影響，道聽呼應了 Emmorey

等人( 1995) 的寶髓， f童們發現研究對象對軒

語詞是杏出環訣真黨性空醋的議度要比非真

賀龍空閱(總們稱之主主?當講盤空間)快得多，

表示人額對於真實體空間的處理，長{乎較為映

速容易。

為什驛真實，性提摺lt非真實性空間具有

容裊理解的特性?雖然文獻沒有討論，但可以

推測的是，難處實性空間只使用自在主右或由

右筆在一線直線式的空筒，而真實性扭闊的句

子則強捌反映現黨中的物理方麓，無蟬的空間

可以是學語言要違者船方攜手所及的任何一

點，用使用的建揮主主持真實性的增閩東得寬

廣、立體、釁苦奮。自此對撥殺者來說，此額手

語與物環童界的對膝關模較為緊密，在總解上

本書重要太多的推理，摺對而當比較異體容易。

從腦儷鵑研究輯恩來看，我們知道真實，股

空間的使用除了要左腦發與運作外，也需在半

攝的參與 (Emmorey et al., 1995; Atki的翎 et al. , 
2005 )。聽拉我們可以請想在理解自然帶舖真

實佳白色句子時，國為多了右路的發興，斯拉會

主七非真實性提間在理解上更有效率與實勢。

說教育的觀點來說，您誨真實位鑽空間喜

助於學語接收者的理解，所以在手詣的教學中

再加強推廣處空健體的優勢，數罷手融學習

者，不管聽聽人成人成聾生，多鑼用真實位盤

空與按手諸君提連中，會議手語更具溝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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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障教會捧為了加強蟑雯的中文續寫能力，強

調要以口語的語序叫一打出手詣，認為如鈍有

助於發農聾生的中文語序觀傘， í曼可有2因此書雙

失了真實，陸空間在理解上的價勢，使得聾生的

手語的撥i拉上感到關礙，而影響葉子語路言能

力發展，留得教育家深思。

此外，在比較皂然爭語各句蠻的句義理解

時發現，沒有使用空間恆的連接詞句捏得分部

高於真黨性空間的方位藹，可見句子的得分高

位並不全然敢訣於驚奇使用真實盤空間，也受

到句子本身難易度及其飽頭素的影響。在聽接

詩句子「他先吃飯，然後喵揚」的島然手語中，

只要釋得謹「吃飯」與「颺揚」禱餾動作，並

挂記住離制動作的先後出現順序，即可選出租

符輝的國議。琵吃飯、喝楊等議書作的象似性

( iconicity )繭，可能楚這成句子攪得容嘉軒

原器(議似性諧的意思是紹當型式與語義的關

聯性很誨，即使不懂手語的人也很容易猜到其

鵲義)。文法手語的燒飯、喵梅等手插輯和自

然手語完全樹搏，持樣具有高象蔽性，這甜可

能是文法手語中連接詞的理解亦儷於其他句

耍的皇宮的。

值得注意的是，聾生對於爾種手繭的比較

錦句子均有明顯的理解困難，理解率不及五

蹺，這似乎表示聾生的手語接力的在發鸝階

段，掰.It較謂攪屬於較晚發厲、較難理解的特

孽，這1ft提醒了輾轉教育工作者，宣特別加強

比較詞句子的理解。

〈本文為閻科會專題研究計鐘緝聲: NSC 

94-2413品-040-的2 之部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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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Spatial Features on Deaf Studen紹，
Sig臨-Language Sentence Comprehension 

Liu Hsiu耐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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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ese Sign Language (TSL) is the n在tural language among deaf communities in 

Taiwan. M毒nually Coded Chinese (MCC) is the official instructionallanguag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deaf students have great difficuIty in comprehending stories 

in MCC, pl喜usibly due to using no space in MCC but using space in TSL. The pu巾。se of 

this study w紛紛 probe into which spatial features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for the deaf. 

This study employed two-way ANOVA and 益 within-subjects design. The independ訊t

variables wer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ign langua伊 as well as different spatial featul草s.

The types of sign language investigated were TSL 朗進 MCC;.the types of spatial features 

were topographic space, syntactic space and non輛space.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comprehension of sign-Ianguage sentenc溺.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81 deaf stu

dents from the deaf school. FinalIy, it was found that the "classifiers" and “location s訊"

tences" uωsi泊拉草 tωopo草F泌益phi泌c s叩pa鈴ce were easier to ur毅lde釘rs剖tand t位也han both the “、COI紋npa缸ra倒叫t必i沁ve"

sentences usi泊n草 syntactic s叩pace 轟nd the “ c∞O翎n司咖~l仰仰州uncti必on" sentences using n船on汗.叩ace. The 

concIusion therefore was that using topographic space makes sigr卜langua草e sentences 

easier to understand. 

Keywords: deaf st泌翎ts， Manually Coded Chinese, Taiwan Sign Language, topographic 

sp昌C章， syntactic space, non-spac章， location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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