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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冒在比較高功能自閉症男童和性別、年齡配對的正常發展兒童，情緒

語調表達的聲學和知覺辨識特性的差異，以瞭解自閉症兒童以口語表達情緒語調

的能力。以自發唸讀故事和模仿示範語音兩種方式蒐集不同情緒語調的語料，以

聲學軟體 PRAAT 分析口語語句的平均基本頻率、基本頻率範圍、時長和平均振

幅，以瞭解兩組兒童表達情緒語調的聲學差異，並以 E-prime 測量情緒語調在知覺

上被正確判斷的比率和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研究發現在自發性說話時，自

閉症組情緒顛別的表達正確率明顯低於正常兒童，其中以「生氣」情緒的正確率

最低，且聽話者必須花更多的時間才能正確辨識自閉症組所表達的「生氣」和

「難過」情緒。在聲學方面，自閉症粗的情緒表達較缺乏語調起伏變化，且無法

掌握「難過」時長最長、「生氣」時長最短的聲學特性。在仿說時，相較於正常發

展兒童，自閉症組的情緒類別表達正確率仍較低，且整體音調較低，較缺乏起伏

變化，但在時長方面則未出現異常。結果顯示自閉症兒童對不同情緒表達的聲學

特性掌握較正常發展兒童差，在提供一次聽覺回饋的仿說情境中，其情緒語調表

達仍不佳。未來研究可以嘗試以視覺策略並強調語調聲學特性的方式增進自閉症

兒童對不同情緒語調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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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方面的缺陷是自閉症核心障礙之一

(APA, 2000) 0 Peppe 、 McCann 、 Gibbon 、

O'Hare 、 Rutherford (2007) 指出語調以不明

顯的方式呈現情緒與語用的線案，而自閉症兒

童往往有語調解讀上的缺陷。在理解方面，高

功能自閉症兒童在區辨長、短音節的異同，以

及透過語調來理解說話者對物品的喜好與厭惡

有困難;在表達方面，長、短語旬的模仿、情

緒的表達和語義焦點的表現亦有其缺陷

( McCann, Pepp亡， Gibbon, O'Hare, & Rutherford,

2007)。研究也發現，自閉症兒童大多僅能強記

具體語彙或片段理解語詞的語義，較難掌握抽象

詞彙的概念，不易明瞭隱喻式的語言(林寶貴、

曹純瓊， 1996 ; Dennis, Lazen峙， & Lockyer,

2001) ，容易出現人際溝通和情緒理解方面的障

礙 (Rapin & Dunn, 2003)。在日常對話時，則常

出現非慣例語言的仿說( echolalia) (林迺超，

2002 ;林初穗， 2003) 、代名詞反轉( pronominal

reversal) (曹純瓊， 1995 ; Tager-Flusberg, Paul,

& Lord, 2005)、韻律異常 (prosodic disorder) 與

語用困難 (pragmatic disorder) ( Bam悅 Prior， &

M叫iviona， 2004 )。

雖然早在 1943 年 Kanner 提出「自閉症」

時，就已經提及自閉症韻律異常 (Kanner ，

1943) ，但學者之間對於自閉症語調表現的型

態仍有不同的看法。部分的學者認為自閉症患

者語調表現過於單調，但也有學者提出相反的

看法，認為自閉症患者語調過於誇張、音調過

高、鼻音過度或音質異常嘶啞(引自 Paul ，

Chawarska, Klin, & Volkmar, 2007 )。

語調表達的重要性

語調與語義、語用、情緒息息相關，

Prutti月和 Kirchner ( 1987)發展的「語用能

力檢核表 J (pragmatic protocol) 中將語用分為

主語言、副語言、以及非口語三方面。其中副

語言以表達時的清晰度與韻律為主，可以用來

加強、改變、傳達說話者的情緒與意圖，提供

人際互動重要線索。

語調牽涉的面向廣泛，包含語言學訊息，

例如:字詞辨意、口語斷句;超語言學訊息，

例如:驚訝、憤怒、威嚇等語氣，以及非語言

學訊息，例如:說話者的性別、年齡、健康狀

態(陳靜， 2005) 。因此，音調變化會因性

別、年齡、情緒狀態差異而有所改變。語調的

改變同時傳達了語言學、超語吉學以及非語言

學交互作用的訊，息，透過對語調的覺察，可以

粗略勾勒出說話者的情緒、意圖、生理狀態、等

訊息。就生理學的觀點，情緒變化引導生理機

能改變，而生理機能改變導致說話者音質以及

語調特徵的改變(楊鴻武，蔡蓮紅，蔣丹寧，

2005)。當說話者處於憤怒情緒，會使表達時

音調上升、語調高低變化加大、音量加大、語

速加快;處高興情緒時，會使表達的音調的上

升，語速加快，但語調高低變化差距卻不見得

必然加大;而難過時不但說話者的音調降底、

音調平緩、音量降低，且語速往往會變得更為

緩慢 (Williams & Stevens, 1972) 。隨著說話者

情緒的不同，對應在聲學上，可以測量到聲學

特徵的改變，例如平均基本頻率、基本頻率變

化範圍、振幅大小與持續時間(高慧、蘇廣

州、陳善廣， 2005) 。

語調( intonation) 與韻律( prosody) 在

概念上類似，都著眼於表達時音調的變化，但

涵蓋的聲學範圍卻有些微差異。 Botinis 、

Granstrom 和 M的ius (2001) 認為語調是聲調

的特色擴充到語句結構中，語調就是說話過程

中基本頻率 (FO) 獨特的改變。 Botinis 等人更

進一步指出，在很多文獻中，音高 (pitch) 和

基本頻率 (FO) 兩詞經常被交替使用，就像韻

律 (prosody) 和語調( intonation) 被交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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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樣 o 但事實上，語調( intonation) 指的是

、口語語旬，中所知覺到音調的變化，或物理

學上基本頻率的改變。而韻律 (prosody) 則

關注 1吾詞m 中聲調 (tonal) 的改變，且測量

的範圍已經不限於基本頻率，也擴及語旬的持

續時間以及語旬的音量強度( Cruttend凹，

1997)。可見所謂語調，就狹義觀點是將聲調

的特色擴充到整個語句結構中，探討知覺上音

高的變化，與物理學上基本頻率的改變。而廣

義的語調同時關注口語語句知覺上音高的變化

(物理學上基本頻率的改變)、口語語句長度

(物理學上語音持續時間)以及音量大小(物

理學振幅大小)。

雖然，中文同時具有聲調與語調的雙重特

性，但中文習慣以附加語尾疑問詞如: ，.你好

嗎? J 的方式來表示疑問的語氣，與英文疑問

語旬的句調會上揚的方式不同;且中文的聲調

( tone) 和語調( intonation) 之間有交互影

響，但這樣的變化並不會扭曲四個聲調知覺辨

識的主要線索 (Shen， 1989)' 本研究所指、語

調，以廣義的方式定義，且用來誘發情緒表達

的的目標語句為肯定旬，且語句末尾的語詞聲

調皆控制為一聲(例如:我的遙控車) ，以控

制語調對聲調的影響，探討高功能自閉症見童

語調情緒表達時基本頻率、基本頻率變化範

團、振幅大小、持續語音長短四個聲學特質和

正常發展組見童的差異。

在過往的研究中，多數的研究者仍以「泛

自閉症 J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的概念來

選取受試，未明確區分高功能症和亞斯伯格症

(李俊徹， 2001 ; McCann et al., 2007; Paul,

Augustyn, Klin, & Volkm缸， 2005; Shriberg, Paul,

MeSweeny, Klin, Cohen, & Volkmar, 2001) ，但

開始有研究則依照DSM-IV的分類，將高功能

自閉症受試和亞斯伯格受試區隔開來，形成高

功能自閉症組、亞斯伯格症組和正常發展組三

組受試 (Hubbard & Trauner, 2007) ，或在研究

受試中特別剔除亞斯伯格受試(Peppi: et al.,

2007) 。

以聽者知覺判斷方面來評量受試語調表現

時，發現高功能自閉症受試(排除亞斯伯格)

在長、短音節的區辨與模仿，以及理解與表達

說話者對於中性名詞的好惡有困難 ; i乏自閉症

受試在表達時則出現較多的音節重複和修改

(McCann et al., 2007; Shriberg et al., 2001) ;

較無法利用重音位置來改變語詞詞性，容易造

成語句表達時語意焦點不清 (Shriberg et al.,

2001) ;泛自閉症受試的白發口語表現也較少

能顯現情緒的額別，即使在自閉症見童情緒狀

態、被一般聽者正確辨識率最高的生氣語調，其

正確辨識率仍比正常發展見童低，顯示自閉症

見童以語調來表現情緒類別的清晰度較低，僅

生氣語調的表現勉能達正常發展組見童的水

準，以致一般聽者無法單從自閉症見童口語語

調覺察其情緒狀態。(李俊徹，2001 ; McCann

et al., 2007) 0 Hubbard 和 Trauner (2007) 更進

一步發現，自發表達情緒時，高功能自閉症組

和亞斯伯格症組以語調來表現情緒類別的清晰

度均較正常發展組低，且以模仿錄音帶中的語

調來表現情緒類別時，高功能自閉症的情緒表

現清晰度仍較正常發展組低，但亞斯伯格症組

和正常發展組見童在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上

則沒有顯著差異。

以聲學特徵測量方面來評量受試語調，則

Shriberg 等人 (2001 )採用半結構訪談的方式

讓自閉症組受試自由談論喜愛的事物並同時收

錄語音，再依韻律聲音篩選量表 (The Pros

ody-voice Screening Profile) 中受試性別、年

齡標準，比較泛自閉症組受試者的平均基本頻

率、振幅大小、持續時間方面是否落在正常發

展組見童正常語調標準內，發現自閉症組受試

表達時音調高低落在正常發展語調標準內，並

未出現音調表達異常。但若加以限制刺激語句

內容，則發現正常發展組見童白發表達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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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語調時，音高會隨情緒變化而增加，但自閉

症兒童只有在生氣時語調音高會提高，而難

過、生氣時則缺乏整體音調(平均基本頻率)

的變化;在基本頻率範圍方面，正常發展組兒

童在表達生氣和快樂兩種情緒時和一般情緒相

比會出現顯著的基本頻率範圍差異，而自閉組

不論在生氣、快樂或悲傷的情緒中的基本頻率

範圍和一般情緒相比均未達顯著差異(李俊

徹， 2001) 0 Hubbard 和 Trauner (2007) 研究

中則發現當立即模仿情緒語音時，不論在何種

情緒下高功能自閉症組和亞斯伯格症組所發出

的基本頻率範圍和正常發展組兒童沒有差別;

在振幅方面，高功能自閉症組語音振幅則並未

因所要表達的情緒不同而出現振幅的差異

(Hubbard & Trauner, 2007) ;在持續時間方

面，正常發展組兒童和亞斯伯格症組兒童表達

生氣和快樂情緒時，口語持續時間明顯較短，

每字所花時間少;難過時，口語持續時間則明

顯拉長，音節數也較少，而自閉症組則缺乏這

樣的變化(李俊徹，2001 ; Hubbard & Trauner,

2007)。可見，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在情緒表達

時，整體音調(平均基本頻率)較低平，音調

高低的變化範圍(基本頻率範圍)較小(李俊

徹， 2001 ) ，未能利用音量大小 (Hubbard &

Trauner, 2007) 和口語持續時間長短(李俊

徹， 2001 ; Hubbard & Tram肘" 2007) 來表連

情緒，但亞斯伯格症受試則可透過聽覺立即模

仿的方式，掌握語調中音調高低變化(基本頻

率範圍)、聲音大小(振幅)和語速(持續時

間)三聲學特性來表達情緒，因此，情緒類別

表達的清晰度與正常發展兒童相比沒有差異。

回顧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表達的相關研

究，仍發現有以下的限制:

一、受試年齡分佈過於分散 (Hubbard &

Trauner, 2007; Shriberg et al., 2001; Tager

Flusberg, Paul , & Lord, 2005) 且包舍不同性別

(李俊徹， 2001 ; Hubbard & Trauner, 2007;

McCann et al., 2007) ，容易忽略說話者生理條

件的差異對口語聲學表現的影響(例如:聲帶

的厚薄、長短與性別和年齡有關)，使得聲學

測量結果之間的比較較為困難;

二、僅使用聽覺來區分自閉症兒童是否能

在語調中表達情緒的線索，或粗略的使用韻律

聲音篩選量表 (The Prosody-voice Screening

Profile) 來衡量自閉症兒童語調表現是否落於

正常值範圍內，以致無法敏銳察覺自閉症兒童

語調表達時和正常發展組兒童的差異

(Shriberg et al., 2001 ) ;

三、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語調表達呈現型態

仍不明確，且中文為聲調語，有其特殊性，但

在中文中僅有李俊徹 (2001 )的研究探討此議

題;

四、語音誘發作業難度過高(李俊徹，

2001 ; Hubbard & Trauner, 2007) ，均未能說明
自閉症組兒童利用聽覺模仿學習情緒語調的效

果，未能檢驗教學現場中聽覺管道學習語調的

成效。鑑於教學現場中，情緒語調的學習多以

聽覺為主，且李俊徹與Hubbard 和 Trauner 的

研究均未能說明泛自閉症受試利用聽覺模仿學

習情緒語調的效果。研究者認為審慎衡量受試

能力，同時比較兩組兒童在白發與仿說時的口

語語句差異有其必要性。

因此，本研究以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和年齡

與性別配對正常發展組兒童為研究對象，以自

發唸讀故事與模仿示範語音兩種方式誘發兩組

受試者的口語，將所蒐錄的語言樣本進行聽者

主觀情緒額別研判與聲學測量分析o 情緒類別

研判的目的在於瞭解兩組受試語調中情緒線棄

在知覺上被一股聽者正確辨識情緒類別的程

度;聲學特徵分析的目的在透過分析受試聲學

訊號差異，進一步推論情緒線索不易被聽者解

讀原因，期能更瞭解自閉症兒童的情緒語調表

達能力與缺陷，並提供未來進一步語言介入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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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組間差異比較的研究設計，

比較國小高功能自閉症組(未排除亞斯伯格)

與同年齡、性別配對的正常發展組兒童在故事

誘發與語音誘發兩種誘發方式下，情緒煩別表

現清晰度與語音聲學特徵數據的差異。本研究

的研究架構如下圖一。

第一階段在瞭解不同組別受試者(高功能

自閉症組、正常發展組兒童) ，在不同情緒狀

態(一般、高興、生氣、難過)下語音表現。

採二因子混合設計，探討「受試者組別」及

「↑青緒狀態」兩自變項，對依變項「情緒類別

的表達正確率」、"情緒顛別研判的所需時間」

和「聲學特徵數據」的影響，以瞭解不同組別

受試者是否能在說話時展現適當的情緒線索。

其組間的差異搞不同組別受試者口語語調差

異，組內差異搞不同情緒下所收錄口語語調之

差異。

第二階段則探討不同口語誘發方式(故事誘

發、語音誘發)下所收錄不同情緒狀態下語音

是否有差異，以瞭解自閉症組與正常發展組兒

童透過一次語音示範帶學習後，是否改變語調

情緒線索的表達情形，使情緒類別在聽知覺上

更容易被研判，使聲學特徵的表現更能符合不

同情緒類別的特徵表現。~確保均能收錄每位

受試者未經模仿的語音，以及以示範帶模仿的

語音，每一位受試者均先進行故事誘發後，才

進行故事圖卡搭配語音示範的誘發。

每位受試需接受兩種誘發方式，每種誘發

方式包含四種情緒。以相依樣本二因子分析，

國小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實驗組 II 年齡、性別配對的正常發展兒童對照組

司， '故事誘發 語音誘發

自

誘發「一般」、「高興」、「生氣」以及「難過」情緒的語料(我的遙控車)。

4 4
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 II 客觀聲學測量分析

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
h回 平均基本頻率

』﹒ 基本頻率範圍

- 持續時間

- 平均振幅

圍一 高功能自閉症語調情緒線索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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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口語誘發方式」及「情緒狀態」兩白變

項，對依變項 r ，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情

緒額別研判的所需時間」和「聲學特徵數據」

的影響。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 18 位八到十二歲高

功能自閉症男童為實驗組， 18 位相同年齡正

常發展組兒童為控制組。高功能自閉症與正常

發展組兒童選取方式如下:

(一)高功能自閉症組

採立意取樣，由於本研究所採用故事誘發

作業以文字與圖片為誘發方式，受試者必須有

能力看故事圖畫說出情緒誘發故事的內容語

旬，也必須有能力說出正確國語聲調，以避免

因錯誤聲調造成聲學分析時語調變化的誤差。

因此選取有口語、能認字且領有自閉症手冊或

鑑輔會鑑定為自閉症的國小中高年級男童為研

究對象。

在鑑定標準方面，考量 Tsai (1992) 曾提

出高功能自閉症患者之語言理解與語言表達能

力在標準化測驗得分的鑑定標準以八歲為切截

點而有所不同，因此選定八歲到十二歲學童為

受試。在性別方面，則依據國內 2007 年特殊

教育統計年報自閉症學童比率男多於女的現況

(教育部， 2007) ，同時考量男女兒童因聲帶

的生理差異而存在平均說話音高頻率差異，因

此選取單一性別為研究對象，以高功能自閉症

男童(未排除亞斯伯格症兒童)為研究受試。

其受試選取標準如下:

1.台北縣市八歲以上到十二歲國小男性學

童。

2.經公私立醫院診斷或鑑定安置就學輔導

委員會鑑定為自閉症或在身心障礙于冊中鑑定

為自閉症。

3.家長與老師所填寫的高功能自閉症/亞斯

格症行為檢核表，確認個案符合疑似高功能自

閉症或亞斯伯格症患者的特質。

4.魏式兒童智力測驗操作智商不低於平均

數以下兩個標準差。

5.語言障礙評量表理解分數不低於平均數

以下兩個標準差。

6.語言障礙評量表表現分數不低於平均數

以下兩個標準差。

7.能讀出本研究所設計之圖畫故事書上的

文字。

(二)正常發展組兒童

正常發展組受試篩選是請普通班導師協

助，由教師挑選在感官、智能、情緒、行為、

動作協調等方面沒有顯著障礙的八歲到十二歲

男性學章為控制組。根據所收集的資料比較兩

組兒童生理年齡，其中自閉症組生理年齡平均

數 122.56 月，標準差為 12.967 個月;而正常

發展組兒童生理年齡平均數126.67 個月，標

準差為 13.151 個月，經差異顯著考驗後，顯

示兩組兒童的平均生理年齡並無顯著差異(甸的

= -9 .44 ' p=.476) 。在正常發展組兒童智力表

現方面，由於文獻中並未發現智商與情緒語調

之間的明顯關係，且正常發展組兒童的篩選係

由普通班老師挑選感官、智能、情緒、行為、

動作協調方面沒有明顯障礙的兒童，因此，未

針對正常發展組兒童的智力加以施測。其兩組

兒童基本資料如表一。

三、研究工具

(一) PRAAT4.2 聲學分析歌體

PRAAT是由阿姆斯特丹大學的 Paul Boersma

和 David Weenink (Institute of Phonetic Sciences)

所研發出來的軟體，為一多功能聲學專業工

具，主要用於對數位化的語音信號進行分析、

標註、合成，同時也可以產生各種圖表及數

據 'PRAAT 最早的版本發佈於 1993 年，自

2004 年 3 月 4 日的 4.2 版起， Paul Boersma 和

David Weenink 開放了全部原始碼，使 PRA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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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兩組兒童基本資料列表

局功能自閉症組 正常發展組

年齡
語百障礙量表

年齡
編號 年級

(月)
VIQ PIQ FIQ 理解 表達 編號 年級

(月)
(PR) ( PR)

3 119 91 1日 lυ01 77 96• 3 114

2 3 108 63 76 67 3 50 2 3 114

3 3 122 57 90 70 5 96• 3 3 112

4 3 l仇U“可A 94 90 91 37 96• 4 3 108

5 3 107 77 82 77 29 96• 5 3 102

6 3 104 109 97 93 49 96• 6 4 122

7 4 119 131 133 135 77 96• 7 4 115

8 4 122 80 80 77 10 91 • 8 4 120

9 4 116 65 90 74 13 96• 9 5 133

10 4 112 107 119 113 43 96• 10 5 133

II 4 134 87 78 71 48 90• II 5 137

12 5 126 100 109 104 15 91 • 12 5 137

13 5 132 82 94 86 II 90• 13 5 139

14 5 130 109 112 III 60 91 14 5 133

15 6 144 98 86 91 5 90• 15 6 144

16 6 146 102 105 103 35 90• 16 6 138

17 6 123 105 72 88 II 90• 17 6 139

18 6 138 114 133 125 79 90• 18 6 140

成為採用 GNU 通用公共許可證授權的開源軟 錄、儲存受試者反應及反應所需時間等數據，

體，讓研究者可以自行在網路上下載使用 以利後續實驗資料的分析( Schneider, Eschman,

(h句:llwww.fon.hum.uva.nllpraatJ )。本研究以 & Zuccolotto, 2002) 。本研究以 E-Primel.l編

PRAAT4.2 版中顯示的波形圖( waveform) 和 製受試情緒類別表現清晰度研判作業，用來記

頻譜圖( spectrogram) ，來擷取每位受試者口 錄受試者口語語句情緒類別被一般聽者正確研

語語句(我的遙控車)中的平均基本頻率 判的正確率及正確研判所需的時間。

(MeanFo) 、基本頻率範圍 (Fo range) 、平
四、語言樣本的蒐集

均振幅 (Mean amplitude) 與持續時間

(Duration) 四項聲學數據，進行後續統計比 (一)以情緒故事語發圖卡蒐集的自發性語言

較。 l語音誘發材料

(二) E-Prime l.l 情緒誘發故事圖卡?為研究者手繪之彩色左

E-Primel.l是一套由 Psychology Software 右對開短篇故事圖卡，為A5 大小'圖冊的右

Tools 公司，在 2002 年所發行的軟體，為專門 邊呈現以手繪的圖卡，左邊以華康注音字型

為心理學而開發的程式，用來設計電腦化的心 40 點大小呈現對話內容的文字。故事圖卡內

理實驗程式，提供程式物件讓實驗者方便地完 容描繪一位小男孩生日得到遙控車的「欣

成實驗程式，且施測過程中可以自動化的紀 喜 J '遙控車被搶奪的"憤怒J '以及最後遙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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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被破壞的「傷心 J '其文本內容與六位國小

五年級男童討論後，採用同年孩童所，慣用的語

句，以貼近其日常對話方式，藉以蒐集受試表

達一般情緒、高興情緒、生氣情緒和難過情緒

的語言樣本。

情緒誘發故事圖卡文本的安排，除了貼近

兒童日常用語外，也藉由故事人物表情的誇大

去加強受試者對於情緒的感染力，更在語義中

性的陳述目標語句(我的遙控車)前加上情緒

發語詞，如: Ya! 喂! l;~!來強化受試者情

緒的表現。其短篇故事文本如下(底線部分為

進行分析的口語語句) :

(標題)我的遙控車。(一般語調)

(圖一)今天是我的生日。

(圖二)咦?爸爸拿一個大箱子做什麼?

(圖三)這是我的禮物嗎?

(圖四) ya! 我的遙控車(高興語調) ,

我的遙控車真酷。

(圖五)這是我的，才不借給你玩 C

(圖六)自私鬼，借我玩。

(圖七)喂!我的遙控車(生氣語調) ,

別搶好不好!

(圖八)小氣鬼!哼!看我摔壞他。

(圖九)勾~我的遙控車(難過語調) ,

被你摔壞了。

2.自發性語音誘發程序

由於自閉症兒童對陌生環境較容易緊張，

故錄音情境為受試學校中的安靜空教室，將可

攜式專業數位錄音機 PMD660 放置在受試者座

位前方 20 公分的桌面上，以確保收音距離，

避免距離影響收錄語音振幅的大小。

誘發語音前，研究者先請受試讀出情緒誘

發故事圖卡中的文字，確認受試能夠認讀故事

書中的文字。指導語如下: I請把故事書裡的

字路給我聽。」若受試者無法正確讀出情緒誘

發故事圖卡中的文字則退出實驗，另外尋求受

試者。接著以三選一的選項(高興、生氣、難

過)來測試受試者是否理解不同情境目標口語

語句內容所要表達的情緒，瞭解受試是否存在

情緒解讀的缺陷，並將結果加以記錄。每位受

試者有兩次指認的機會，不論受試者第一次指

認成功與否，都要第進行二次指認，避免受試

猜題僥倖答對。第一次指認的指導語如下:

「請看這張圖，告訴我，你覺得他是(實驗者

于指故事中的主角)高興、生氣還是難

過? J 。受試以口語回答故事主角的情緒狀

態，若受試無法以口語回答，亦可提供有標示

國字和注音之「高興」、「生氣」、「難過」字卡

供受試指認。不論回答或指認正確與否，都將

進行第二次指認。第二次指認的目的除了可以

避免受試猜題僥倖答對外，更將圖卡以隨機方

式排列呈現，提供受試比對圖卡人物表惰的機

會，以增加情緒指認的正確率。第二次指認指

導語如下 I 好，現在請告訴我哪一張是生

氣? J '靜待 3 秒請受試指認，接著依序問

「哪一張是難過? J 、「那一張是高興? J 。正

確指認則計為一分，若無法正確指認或無反應

則計為零分。每種情緒類別都需經過兩次指

認，故每位受試者最高得六分，最低得零分。

將受試得分除以六，作為該名受試者對圖卡人

物情緒指認的答對率。

確認受試的情緒解讀能力後，提示受試把

自己當作故事的主角，看著圖卡大聲、清楚、

且生動的說出故事。指導語如下: I現在把自

己當作故事中的主角，清楚、生動說出故事，

記住，你必須說出故事中的文字，一個字也不

能多，一個字也不能少。」當受試說故事的過

程中出現增字或缺漏的情形，則立即給予指

正。指導語如下: I 不對，故事寫什麼，你就

必須說什麼。現在，再說一次給我聽。」每位

受試者只有一次的提醒機會，不論受試在語音收

錄的過程中是否有增字或缺i馬都不再給予提示。

(二)以情緒語音示範帶誘發的模仿性語言

l語音誘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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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語調示範帶是請一位口齒清晰、情緒

表現明顯的國小五年級男童在安靜的房間內，

將情緒誘發故事圖卡內容一字不漏的說出，並

以可攜式專業數位錄音機 Marantz

(PMD660)收錄語音。在實驗準備階段，為

確認示範者所錄製的情緒語音示範帶確實能自

然、生動的表連高興、生氣、難過情緒，將所

收錄的語音裁切去除語句起始情緒發語詞，僅

留下一般情緒、高興情緒、生氣情緒和難過情

緒下的目標語句(我的遙控車)後，先說明情

緒的種類(高興、生氣、難過) ，接著播放一

般情緒的語音，再以隨機方式播放高興、生

氣、難過語音，請國小五年級學生 30 人(男

的人女的人)在安靜教室中一起聆聽，以舉

于方式選取所聽到語音的情緒額別。測試結果

顯示，情緒語調示範帶確實能清楚、生動的展

現高興、生氣、難過情緒，在情緒類別的指認

正確率分別為「高興 J 79.99% 、「生氣」

90% 、「難、過 J 100% 。

2.模仿性語音誘發程序

此階段除呈現情緒誘發故事圖卡外，並搭

配情緒語調示範帶，請受試者先看情緒誘發故

事圖卡後，再聽示範語音，最後逐頁立即重複

說出故事。在實驗過程中，研究者必須確認受

試正確翻頁後才播放該頁的示範語音，且在受

試說完該頁文字內容後，才能進行下一頁的活

動。指導語如下: I現在一邊看著故事書，一

邊聽錄音帶中的聲音，你要學錄音帶中的聲

音，一句一句說給我聽。」

五、俄變項的測量

(一)聲學特值測量

聲學測量以口語語句為單位，分析兩組受試

(高功能自閉症組和同年齡正常發民組兒童)在

兩種情緒誘發方式(故事圖卡誘發、情緒示範帶

誘發)下四種情緒語調(一般情緒、高興情緒、

生氣情緒和難過情緒)口語語句(我的遙控車)

的聲學特徵'共 288 句口語語句。

聲學分析的取樣數率 (sampling rate) 為

20k恤，數位低通濾波器的通過頻率為社區，

使用解析度( resolution) 為 16 位元的數位轉

換卡。在聲學測量時，硬體方面利用 ASUS

F9Eseries 筆記型電腦，搭配聲學分析軟體

PRAAT 進行，其音調分析範圍 (pitch range)

範圍為 75Hz 到 750Hz 。將語言樣本數位資料

依序轉錄至電腦後，利用每句口語語旬的波形

圖( waveform) 和頻譜圖( spectrogram) ，判

斷音段開始和結束的位置，再測量每位受試者

每一口語語句(我的遙控車)中的平均基本頻

率 (Mean Fo) 、基本頻率範間 (Fo range) 、

持續時間 (Duration) 與平均振幅 (Mean am

plitude) 等四項聲學特徵。各特徵測量方法如

下:

1.平均基本頻率 (Mean fundamental fre-

quency, Mean Fo)

平均基本頻率是指說話者說話時聲帶每秒

振動的次數，當聲帶快速振動時知覺上會覺察

到較高的音調。平均基本頻率的測量以「我的

遙控車」為測量單位，利用PRAAT 軟體選取

「我的遙控車」所在位置後，利用pitch 表單

中 get pitch 的功能直接測量「我的遙控車」平

均基本頻率數值，單位為輔茲(Hz) 。若平均

基本頻率數值越大，則表示音調越高。

2.基本頻率範圍 (Fundamental frequency

range, Fo range)
基本頻率範圍是指口語語句中音調高低變

化範圍，當語句中基本頻率範圍較大時在知覺

上語調變化的豐富性也會增加。基本頻率範圍

的測量以「我的遙控車」為測量單位，利用

PRAAT 軟體將「我的遙控車」所在位置分別

選取後，利用 pitch 表單中 get mllllmum pitch

的功能直接測量口語語句基本頻率最低數值;

以及 pitch 表單中 get maximum pitch 的功能直

接測量口語語句基本頻率最高數值，其最高基



· 64'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本頻率減去最低基本頻率，即為受試者口語語

句基本頻率範圍，單位為赫茲(Hz) 。若基本

頻率變化範圍越大，則表示口語語旬的音調高

低變化的範圍越大，口語語調的抑揚頓挫就越

明顯。

3.持續時間 (Duration)

持續時間是指說話者表達時口語語句所花

費的時間。當表達相同的音節時，所花的時間

越長，表示說話者說話速度越慢;所花的時間

越短，表示說話者說話速度越快。本研究所指

持續時間是指利用聲學分析軟體PRAAT 移除

情緒相關發語詞，僅留下目標語句「我的遙控

車」後，不考慮口語語句中字與字間的停頓，

直接擷取口語語句「我的遙控車」的開始到結

束時的時間長度，以獲得口語語句持續時間數

值，單位為毫秒 (ms) 。口語語句持續時間與

每一字語音遲滯或字與字間停頓有關，若持續

時間越長，則代表受試完成口語語句所花費的

時間越久。

4.平均振l幅(Mean amplitude)

振動物體離開平衡位置的最大距離即為振

幅，當聲波的振幅越大，知覺上聲音越響，而

聲音也能夠傳得越遠。平均振幅的測量方式以

「我的遙控車」為測量單位，利用 PRAAT 軟

體將「我的遙控車」選取後，利用 intensity 表

單中 get intensi旬的功能直接測量口語語句

「我的遙控車」平均振幅。此外。考量音量有

受試內的個別差異性，一般情緒下說話語音音

量較小的受試，在表達「生氣」情緒時音量也

較小，因此這裡所指的平均振幅是將受試「高

興」、「生氣」、「難過」情緒下的平均振幅減去

該受試在「一般」情緒下的平均振幅，若數字

越大，表示口語語旬的平均振幅和「一般」情

緒相比音量更大聲，作為相對音量的指標。

隨機選取所有聲學測量語旬的十分之一，

請另一位熟悉 PRAAT 軟體且修過語音聲學課

程的博士班學生進行一致性的檢驗，其相關係

數 (r=.995 ' p<.OOI ) 達顯著。

(二)情緒頡別表現清晰度研判

情緒類別表現清晰度研判作業以 E-prime

軟體進行，除記錄受試語音情緒類別被一般聽

話者正確研判的通過率外，同時記錄情緒類別

研判的所需時間，主要瞭解受試者語調中情緒

線索是否能讓一般聽話者正確辨認其語音情緒

狀態，以及正確研判所需花費的時間。

1.情緒顛別的表連正確率

情緒額別的表達正確率指口語語句中的情

緒線索能被一般聽者正確判斷情緒類別的比

率。本研究的聽者為 18 位未有自閉症教學經

驗的大學生(男女各丰) ，兩位聽者為一組，

個別針對三位自閉症組兒童、三位正常發展組

兒童的自發與模仿的語音進行聽辨，就所聽到

的語音以三選一的方式判斷其情緒類別，其研

判的程序與學童確認情緒語調示範帶情緒的清

晰度時大致相同，但一般聽者以 E-prime 軟體

在電腦頁面上作答，同時記錄聽者研判時的情

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和情緒額別研判的所需時

間。研判作業進行時，先呈現研判流程說明，

協助研判者暸解研判的過程，並且提供一題練

習題，讓研判者熟悉作答方式後，始進入正式

研判作業。每次研判時，一位聽者將研判三位

高功能自閉症兒童以及三位正常發展組在白發

說話及仿說的語音，共 12 組語音。研判時聽

者與研究者單獨在安靜的空教室內將所收錄到

的語音一一聽取，以隨機方式每聽取 6 組語音

後(約三分鐘)休息、一次，每次休息時間為 5

分鐘，以避免聽者過渡疲勞，休息結束後再繼

續進行研判，直到研判完 12 組語音。

在研判過程中，以隨機方式抽取 4 組語音

(分別為自閉症組自發、自閉症組模仿、正常

發展組白發、正常發展組模仿)為聽者者共同

試題，以 Kappa 考驗作為研判者一致性的考

驗。其共同試題評分者一致性考驗達顯著

(K=O.117 ' p<.OI ) ，共同試題中的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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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語音評分者一致性亦達顯著 (K=0.106 '

p<.Ol) ， 但共同試題中的自閉症組語音評分者

一致性未達顯著 (K= 0.0229 ' p>.05) 。造成自

閉症組語音評分者對共同試題一致性未達顯著

的原因可能與自閉症兒童口語表達的情緒內涵

較不清晰有關，以致一般聽者在評定自閉症兒

童的語調情緒類別時較有困難，因此當要求聽

者仍必須由三選一(高興、生氣或難過)選項

中選擇一個最接近的情緒類別時，其評分者間

的一致性不佳。

2

情緒額別研判的所需時間是指在聽者使用

E-prime 軟體研判受試語料情緒類別同時，一

併紀錄研判所需的時間，以瞭解受試情緒表達

清晰程度。情緒額別研判的所需時間越短，表

示受試者情緒表達越清楚;情緒類別研判的所

需時間越長，表示受試者情緒表達越模糊，以

致一般聽話者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來判定受試所

要表達的情緒類別。

研究結果

一、兩組兒童自發語言的聲學特性

差異

以情緒類別作為受試者內變項，以組別作

為受試者間變項，將白發語言中的情緒語調的

聲學變項數值做為依變項，進行三因子變異數

分析，其結果如下表二所示。

(一)平均基本頻率

組間比較的結果顯示正常發展組與泛白閉

症組兩組組間有顯著的差異 (F(l，34)= 4.949 '

p<.肘， ) ，正常發展組兒童「高興 J (F(l,34)=

4科7 ' p<.05 )、「難過 J (只 1 ，34)= 6.302 '

p<.05 )的平均基本頻率高於白閉症兒童，但

兩組兒童在「一般 J (F(1 ,34)= 2且6 '

p>.05 )、「生氣 J (F(l,34)= 2.801 ' p>.05 )的

平均基本頻率則沒有差異;而組內考驗結果發

現正常發展組兒童在不同情緒下的平均基本頻

率呈現「高興 J ，.生氣 J ，.難過 J > ，.一

般」的順序，但自閉症組兒童則呈現「高興」

- ，.生氣 J ，.難過」二「一般」的順序，表

示相較於一般情緒，正常發展組會因不同情緒

改變而提高平時說話的平均音高，但自閉症組

則末出現這樣的變化 o

(二)基本頻率範圍

組間比較的結果發現自閉症組在「高興」

(F(1,34)= .010' p<.05) 、「生氣J (F(1,34)= .017 '

p<.05) 和「難面J (F(l，到= .011 ' p<.05) 的基本

頻率範圍顯著均低於正常發展組，但兩組兒童

在「一般」情緒的基本頻率範圍則沒有差異

(F肘，34)= .083 ' p>.05 ) ，顯示自閉症組和正

常發展組在表達「一般」情緒時所使用的音高

曲線變化範圍並沒有差異，但正常發展兒童在

表達「高興」、「生氣」和「難過」情緒時，基

本頻率範圍變化較自閉症組大，也就是使用範

圍較大的音調變化，使得說話語調的抑揚頓挫

更為明顯，以展現不同情緒。此外，自閉症組

呈現「生氣 J > ，.一般 J ，.高興 J > ，.難過」

的型態，但正常發展組呈現「生氣 J > ，.高

興 J > ，.難過 J ，.一般」的情形，同樣發現

正常發展組較能利用基本頻率範圍表現不同情

緒。

(三)時長

組間比較的結果顯示正常發展組與自閉症

組兩組組間沒有顯著的差異 (F(l，34)= 1.526 '

p>.05) ， 表示正常發展組和自閉症兒童所使用

的時長相近;而組內考驗結果發現自閉症組的

語句時長呈現「一般J > ，.高興 J - ，.生氣 J

「難過」的表現，而正常發展組呈現「一般」

> ，.高興」二「難過 J > ，.生氣」的表現，顯示

單純利用時長只能區分白閉症組當下是否處於

特殊情緒下，但無法區分特殊情緒是「高

興」、「生氣」還是「難過 J '而正常發展組不

只能夠利用時長聲學特徵來區分特殊情緒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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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自發性說話聲學特衛平均數(標準差)、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結果

聲學特徵 泛自閉症組(ASD) 正常發展組(TD) 變異數分析 事後比較

平均基本頻率(Hz)

一般情緒(N) 223.22 (42.03) 243.51 (39.13) 組間 N:ASD=TD

高興情緒(H) 282.83 (119.71) 354.90 (80.39) F(1, 34)= 4.949* H:ASD<TD

生氣情緒(A) 305.09 ( 132.25 ) 365.97 (79.57) 組內 A:ASD=TD

難過情緒(S) 273.52 (93.73) 344.13 (73.85) F(l ,34)= 26.620*料 S:ASD<TD

交互作用 ASD:H=A=S=N
總平均 27 1.1 7 (96.93 ) 327.13 (68.24)

F(1, 34)= 1. 922 TD:H=A=S>N

基本頻率範圍(Hz)

一般情緒(N) 98.21(58.75) 137.28(72.49) 組間 N:ASD=TD

高興情緒(H) 101.74(52.22) 177.06(77.28) F (1 ,34)= 10.239* H:ASD<TD

生氣情緒(A) 140.13(92.03) 209.97(66.04) 組內 A:ASD<TD

難過情緒(S) 72.86(37.84) 112.61(42.36) F (1,34)= 23.020料* S:ASD<TD

交互作用 ASD:A>N=H>S
總平均 103.24(60.21) 159.23(64.54)

F(1, 34)= 1.759 TD:A>H>S=N

時長(ms)

一般情緒(N) 16168.28(6636.00) 13835.72(2078.03) 組間 ASD:N>H=A=S

高興情緒(H) 11337.17(5990.26) 10836.61 (1 733.99) F(1, 34)= 1. 526 TD:N>H=S>A

生氣情緒(A) 1007 1.89(2963.12) 9707 .44(3776.84) 組內

難過情緒(S) 11402.94(5389.79) 9707 .44(3776.84) F(1,34)= 24.868*抖

交互作用

總平均 12245.07(5244.79) 10836.51 (2409.57)
F(1, 34)=.668

振幅差距 (Am)

高興一般 69(2.26) 1.59( 1.70) 組間 均未達顯著差異

生氣一般 1.42(3.71) 1.90(2.12) F (1, 34)= .696

難過一一般 1.44(3.54) 2.17(2.25) 組內

F(I ,34)= 2.991

總平均 3.56(9.51 ) 5.65(6.07) 交互作用

F(1,34)= .279

'p <.05 **p <.01 料*p <.001

「一般」情緒狀態，更可掌握「高興」的時長

長於「生氣」及「生氣」的時長最短的特性來

輔助區分特殊情緒的種類，顯示正常發展組表

達情緒時比自閉症組更能掌握以時長變異來表

現語調中的情緒。

(四)平均攝幅

結果發現正常發民姐和自閉症兒童的平均語

句振幅沒有顯著差異 (F(l ,34)= .696 ' p>.05) ,

不同情緒狀態也未會影響兩組兒童口語語句全

句平均振幅 (F (l， 34)= 2.991' p>.05) 。

二、兩組兒童仿說語言的聲學特性

差異

兩組兒童仿說的情緒語調聲學特徵的二因

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下表三所示。

(一)平均基本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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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比較

N:ASD=TD

H:ASD<TD

A:ASD<TD

S:ASD<TD

ASD:S士A>N=H

TD: H=A=S>N

組間

F(I,34)= 9.970*抖

交互作用

F(I ,34)= 10.495***

F(I,34)= 17.004***

組內

251 .47 (35.67)

372.00 (69.81)

368.29 (7 1.51 )

38 1. 13 (63.60)

343.22 (60.15)

230.53 (32.92)

262.02 (9 1.72)

278.66 (83.23)

270.51 (80.83)

260 .43 (72. 18)

表三 仿說的語調聲學特衛平均數(標準差)、變異數分析及事後比較結果

聲學特徵 泛自閉症組(ASD) 正常發展組(TO) 變異數分析

平均基本頻率(Hz)

一般情緒(N)

高興情緒(H)

生氣情緒(A)

難過情緒(S)

總平均

基本頻率範圍(Hz)

一般情緒(N) 80.60 (50.63) 142.34 (59.49) 組問 N:ASD<TD

高興情緒(H) 94 .45 (77.34) 216.00 (70.49) F(I,34)= 29.064*仲 H:ASD<TD

生氣情緒(A) 104.33 (58.65) 206.85 (6 1.89) 組內 A:ASD<TD

難過情緒(S) 79.14 (46.45) 147.02 (79.57) F(I ,34)= 38.782仲* S:ASD<TD

總平均 89.63 (58.27) 178.05 (67.86)
交互作用 ASD:S=A>N=H

F(I,34)= 3.254* TD:H=A=S>N

時長 (ms)

一般情緒(N) 12538.22(5636.86) 10974.22(1 788.73) 組間

高興情緒(H) 9782.28(2133 .40) 10097.61 (859.84) F(I ,34)= .144

生氣情緒(A) 8866.83( 1598.84) 9213.50(1124.01) 組內 ASD:S士N>H>A

難過情緒(S) 10230.06(2356.05) 12075.50(2245.89) F(I,34)= 1 1.920*仲 TD:S>N>H>A

總平均
交互作用

10354.35(2931.29) 10590.21 (1504.62)
F(I,34)= 3.920*

振幅差距 (Am)

品興一一般 .90 (3.88) 1.44 (2 .43) 組間

生氣一般 .99 0.23) 1.73 (2.69) F(I,34)= .770

難過一般 89 (2.82) 1.97 (2.67) 組內
均未達顯著差異

F(I,34)= .255

總平均 2.77 (9.92) 5.14 (7.78) 交互作用

且已血二 .280

'p <.05 **p <.01 仲 *p <.001

結果發現自閉症組在高興(只 1 ，34)=

16.388 ' p<.OOl ) 、生氣 (F(l，34)= 12.01 '

p<.Ol ) 和難過 (F(1 ，34)= 20.82 ' p<.OOl ) 情

緒下仿說的平均基本頻率都低於正常發展組兒

童，但兩組在「一般」情緒的平均基本頻率沒

有差異(只1 ，34)= 3 .35 ' p>.05) 。此外，在情

緒額別的表現上，自閉症組的平均基本頻率呈

現「難過 J I 生氣 J > I 一般 J - I 高興」

的順序，而正常發展組，則呈現「高興 J =
「生氣 J I 難過 J > I 一般」的順序。顯示

當情緒變化時，正常發展組在「高興」、「生

氣」和「難過」的平均基本頻率均高於「一

般」情緒，但自閉症組僅有在「難過」和「生

氣」時會明顯提高音調，但在「高興」的情緒

下則未提高音調。

(二)基本頻率範團

結果發現正常發展組兒童在表連「一般」

(F(l,34)= 11.246 ' p<.Ol) 、「高興 J (只 1 ，34)=

24.283 ' p<.OOl ) 、「生氣 J (F(l ,34)= 26.023 '

p<.OOl ) 和「難過J (F(l ,34)= 9.770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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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時，基本頻率範圍變化均較自閉症組大，

顯示正常發展組兒童在仿說時的基本頻率變化

範間較自閉症兒童大，可能使得所要表達的情

緒變化較為明顯且彼此間的表達區辨性較佳。

此外，在不同情緒情緒的表現中也發現，白閉

症組呈現「一般 J I 高興 J I 生氣 J

「難過」的情形，而正常發展組兒童組呈現

「高興 J I 生氣 J > I 難過 J I 一般」的

情形，顯示正常發展組兒童在「高興」和「生

氣」的情緒中使用更大的基本頻率範圍，更能

表達「高興」和「生氣」的情緒。

(三)時長

組間比較的結果顯示正常發展組兒童與白

閉症組兩組組間沒有顯著的差異

(F(l,34)= .144' p>.05)' 表示正常發展組和

自閉症兒童所使用的時長相近;而組內考驗結

果發現自閉症組表達不同情緒類別的時長呈現

「難過J - I 一般 J > I高興 J > I 生氣」的型

態，而正常發展組兒童呈現「難過 J > I 一

般 J > I 高興 J > I 生氣」的型態，顯示仿說

時，正常發展組兒童在四種不同情緒下的時長

明顯不同，白閉症組雖然也呈現「生氣」時長

最短， I高興」次之，但「一般」和「難過」

則沒有差異，無法明確表現「難過」的時長最

長的聲學特性。

(四)平均攝幅

平均振幅的分析結果顯示兩組兒童仿說情

緒表達語句時的平均振幅沒有顯著差異

(F(I ,34)= .770 ' p>.05) ， 情緒狀態也不影響

兩組兒童口語語句「我的遙控車」全句平均振

幅大小 (F(l，34)= .255 ' p>.05) 。

三、不同誘發作業對語調聲學特性

的影響

為探討兩組兒童透過情緒語音示範帶提示

後，是否造成語調聲學特徵的改變，將兩組兒

童在不同口語誘發方式下聲學特徵的數據進行

t 考驗，來瞭解自閉症組與正常發展組兒童透

過一次聽覺管道的立即模仿是否使白發口語語

句與仿說口語語句所測得聲學特徵的數據發生

改變。

(一)正常蠶展組兒童在不同語聾作業下聲學

特蝕的差異

如下表四所示，與自發性的語言相比較，

正常發展組兒童利用情緒語音示範帶學習表達

情緒語調時， I 一般」情緒的時長會縮短

(t05(17)= 6.10 ' p<.OOI ) , I 高興」的基本頻率

範圖會增加 (t05(1 7)= -2.319 ' p<.05) , I 難過」

時的平均基本頻率變高( t的(17)= -2.706 '

p<.05 ) 、基本頻率範間變大 (t05(17)= -2.178 '

p<.05 ) 、時長也會變長(如(1 7)= -2.531 '

p<.05) ， 顯示透過情緒語調的學習可以便正常

發展組兒童增加「高興」時的抑揚頓挫，且改

變「難過」時語調聲學特性，使口語語句語速

更為緩慢，更有效的表達「難過」的情緒。

(二)自閉症組兒童在不同語聾作業下聲學特

蝕的差異

如下表五所示，自閉症組利用聽覺學習表達情

緒語調時， I 一般」情緒的時長變短( t
05

(17)=

2 .325 ' p<.05 ) 、「生氣」情緒的基本頻率變化

範間會變小 (t05(17)= 2.609) 、、「高興」情緒

的振幅會變大 (t05(17)= -.320 ' p<.OI ) 、「生

氣」情緒的振幅會變小( t圳7)= .727 '

p<.OOI ) 、「難過」情緒的振幅會變小

( t圳 7)= .890 ' p<.OI ) ，顯示透過情緒語調示

範不僅末增加白閉症兒童情緒的表達，反而使

「生氣」時基本頻率範間變小，減少生氣情緒

語調的抑揚頓挫變化。

四、情緒類別研判的表現

情緒額別研判程序的呈現考量受試個別說

話語音的內在變異性，要求聽話者以個別受試

「一般」情緒的語音為心理參照依據，透過與

「一般」情緒的差異來判斷受試語調線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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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正常發展組兒童不同誘發作業聲學特性差異

類別 聲學特性
白發 模仿

t 值 顯著'I笠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般平均基本頻率 243.51 39 .1 3 25 1.47 35.67 -1.359 .192

情緒 基本頻率範圍 137.28 72 .49 142.34 59 .49 -.389 .702

時長 13,835.72 2,078.03 10,974.22 1,788.73 6.10 .000***

平均基本頻率 354.90 80.39 372.00 69.81 -1.1 44 .269

高興基本頻率範圍 177.06 77.28 216.00 70.50 -2.319 .033 *

情緒時長 10,836.61 1,733.98 10,097.61 859.83 1.594 129

振幅 1.59 1.70 1.44 2.42 .223 .509

平均基本頻率 365.97 79.57 368.29 71.51 -.141 .890

生氣基本頻率範圍 209.97 66.04 206.85 6 1.89 .258 .800

情緒時長 8,966.28 2,049.4 1 9,213.50 1124.01 -.444 663

振幅 1.90 2.12 1.73 2.69 .227 .452

難過平均基本頻率 344.13 73.85 38 1.1 3 63.60 -2.706 .015*

情緒基本頻率範圍 112.61 42.36 147.02 79.57 -2.178 .044

時長 9,707 .44 3,776.84 12,075.50 2245.89 -2.531 .022*

振幅 2.17 2.25 1.97 2.67 .280 .407

*p <.05 ***p <.001

表五自閉症組不同語發作業「我的遙控車」聲學特性差異

類別 聲學特性
白發 模仿

t 值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一般
平均基本頻率 223.22 42.03 230.53 32.92 -1.400 .179

情緒
基本頻率範圍 98.21 58.75 80.60 50.63 1.611 .126

時長 16168.28 6636.00 12538.22 5636.86 2.325 033*

平均基本頻率 282.83 119.71 262.02 91.72 1.568 .135

高興 基本頻率範圍 10 1.74 52.22 94 .45 77.34 .437 .668
情緒 時長 11337 .1 7 5990.26 9782.28 2133.40 1.202 .246

振幅 .69 2.26 90 3.88 -.320 .001 **

平均基本頻率 305.09 132.25 278.66 83.23 1.590 .130

生氣 基本頻率範圍 140.13 92.03 104.33 58.65 2.609 .018*

情緒 時長 1007 1.89 2963 .1 2 8866.83 1598.84 1.864 .080

振幅 1.42 3.71 .99 3.22 727 .000***

難過 平均基本頻率 273.52 93.73 270.51 80.83 176 .862

情緒 基本頻率範圍 72.86 37.84 79.14 46 .45 -.632 .536

時長 11402.94 5389.80 10230.06 2356.05 1.1 31 .274

振幅 1.44 3.54 .88 2.82 890 .002**

*p <.05 **p <.01 抖*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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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類別，因此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與情緒類

別研判的所需時間，均只呈現受試在「高

興」、「生氣」和「難過」時的表現。

在情緒類別研判表現中，以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兩組不同口語誘發方式情緒類別研判的表

現，如表六所示。

(一)兩組自費情緒語調的情緒額別研判表現

差異

l 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

組間比較的結果顯示正常發展組與自閉症

組兩組組間有顯著的差異 (F(I ， 34)= 14.407 '

p<.OI) ， 表示自閉症兒童低於正常發展組情緒類

別的表達正確率;而組內考驗結果發現在「生

氣」時，自閉症組情緒實朗U的表達正確率顯著低

於正常發屬申且(只1 ，34)= 22.517' p<.OO1)' 但兩

組兒童在「高興J (F(I ,34)= .459' p>.05) 和

「難過J (F(I ,34)= 3.0肘， p>.05) 的情緒類別

的表達正確率則沒有顯著差異。此外，自閉症

組白發性說話的不同情緒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

率呈現「高興J I難過J > I生氣」的順序，

表六 不同口語誘發方式的情緒顛別研判表現(標準差)、變異數分析及事值比較結果

測量項目 泛自閉症組(ASD) 正常發展組(TO) 變異數分析 事後比較

自發性說話

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

高興情緒(H) 58.33 (42.88) 66.67 (29.71) 組間
H:ASD=TD

F(I,34)= 14 .407**
A:ASD<TD生氣情緒(A) 25.00 (39.30) 80.56 (30.38) 組內
S:ASD=TD

難過情緒的) 58.33 (35.36) 77.78 (30.79) F( 1,34)= 1.916
ASD:H=S>A

交互作用
TD:H=A=S

總平均 47.22 (39.18) 75.00 (30.29) F(I,34)= 4.884*
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ms)

高興情緒(H) 2380.50(923.54) 2063.00(623.77) 組間
H:ASD=TD

F(I ,34)= 8.932**
A:ASD>TD生氣情緒(A) 3405.50(1 405.6) 1476.42(587.35) 組內
S:ASD>TD

難過情緒(S) 1925.25(445.65) 1677.50(566.50) F(I,34)= .028*
ASD:H=S>A

交互作用
TD:H=A=S

總平均 2570 .42(924.95) 1738.97(592.54) F(I ,34)= 8.53
模仿，全說話

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

高興情緒(H) 4 1.67 (30.92) 80.56 (25.08) 組間

F(I,34)= 15.261***
生氣情緒(A) 33.33 (38.35) 69 .44 (34.89) 組內 H:ASD<TD

A:ASD<TD
難過情緒(S) 52.78 (40.12) 80.56 (34.89) F(I,34)= 2.922

S:ASD<TD
交互作用

總平均 42.59 (36 .46) 76.85 (31.62) F(I ,34)= .409
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 (ms)

高興情緒(H) 1993.8 (1233.79) 1819.36 (877.65) 組間
F(I,34)= .770

生氣情緒(A) 1904.50 (564.95) 199 1.6 ( 1022.32) 組內
均未達顯著差異

難過情緒(S) 2695.8 (1351.94) 1659.63 (617.50) FI肘，34)= .255
交互作用

總平均 2198.0 ( 1050.23 ) 1823.55 (839.16) F(I,34)=.280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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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生氣的情緒被正確辨識的比率最低，而正

常發展組兒童在三種情緒的辨識度則沒有差

異。

2.情緒額別研判的所需時間

組間比較的結果，顯示正常發展組與自閉症

組兩組組間有顯著的差異 (P(l，34)= 8.932 '

p<.OI) ， 表示一般聽話者需要花較長的時間才能

正確聽辨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語調中所要傳達的情

緒類別;而組內考驗結果發現在「生氣」

(P(I 立 1)= 11.827 'p<.OI) 和「難過 J (只 1 ，30)=

11.827 ' p<.05 ) 時自閉症組語調的情緒額別研

判的所需時間也顯著長於正常發展組，但在

「高興」時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則沒有顯

著差異(只 1 ，25)= .354 ' p>.05 ) 。此外，自閉

症組不同情緒額別的語調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

時間未達顯著差異(只 2，6)= 4.421 ' p>.05 ) ,

表示聽話者在研判自閉症兒童「高興」、「生

氣」、「難過」不同情緒語音所花費的時間相

近。而正常發展組則有顯著差異 ( P(2 ,28)=

4.514 ' p<.05 ) ，呈現「高興 J > I 生氣 J

「難過」的順序，表示相較於「生氣」和「難

過」的情緒，聽者需要花較長的時間來指認正

常發展組白發說話「高興」的情緒。

(二)兩組模仿情緒語詞的情緒頓別研判研判

表現差異

1.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

整體而言，正常發展組兒童仿說的情緒語

調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均高於自閉症組

(P(l,34)= 15.261 ' p<.OOI) ， 顯示自閉症組兒

童仿說的情緒語調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較

差，比較不容易被正確聽辨。

2. 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

兩組兒童在模仿性說話情緒類別研判的所

需時間沒有差異 (P(l，20)= 1.822 ' p>.05) ; 不

同情緒額別對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也沒有

影響 (P(l，20)= .612 ' p>.05) ， 顯示模仿性口

語語旬的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不會因為組

別與情緒類別而有所影響，一般聽話者判斷兩

組兒童的「高興」、「生氣」、「難、過」三種情緒

時所需的時間沒有差異。

(三)不同誘發作業對兩組兒童情緒語調情緒

想別研判表現的影響

檢驗兩組兒童在兩次不同誘發作業下的情

緒額別研判表現的差異，如下表七所示，結果

發現兩組兒童的情緒額別的表達正確率與情緒

額別研判的所需時間，均未因一次立即的情緒

語調的聽覺示範而增強不同情緒表達的辨識

度。

討論

一、高功能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表

達缺陷可能的原因

本研究結果發現，正常發展組比自閉症組

有較大的音調變化範圍，使說話語調的抑揚頓

挫更為明顯，且能掌握時長特性來輔助區分特

殊情緒的種頭，而自閉症組口語表達時則缺乏

抑揚頓挫的音調變化，且無法利用時長來加強

情緒語調的表達，在情緒類別研判表現上也較

正常發展組不易被正確辨認所要表達的情緒。

推論造成高功能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缺陷的可

能原因有三，其一，發聾的器質生理異常，導

致自閉症兒童語調表達異常;其三，在人際互

動時，不易掌握情緒脈絡，致使無法明瞭當下

應表現之情緒類型，進而無法適當表現該情緒

類別相對應的語調;其三，在日常生活中缺乏

留意語調線索的習慣，無法同時參照主語言與

副語言的訊息，容易忽略口語表達時一閃而逝

的音調高低、大小聲、時間長短變化等聲學線

素，因此，即使瞭解當下該表達的情緒類別，

仍無法順利展現該情緒應有的聲學特徵。

分析正常發展組與自閉症組口語表達時所

呈現的音高曲線型態發現，少數在情緒類別研

判作業上表現良好的自閉症兒童(正確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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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兩組自費與模仿情緒頓別研判表現的差異

(組別)測量項目
自發 模仿

t 值 顯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

正常發展組

高興 66.67 29.704 80.56 25.082 -1.567 .135

生氣 80.56 30.384 69.44 34.890 1.166 .260

難過 77.78 30.785 80.56 34.890 -.236 .816

總平均 75.00 30.291 76.85 31.621

自閉症組

高興 41.67 42.875 41.67 30.917 000 1.000

生氣 25.00 39.295 33.33 38.348 -.766 .454

難過 58.33 35.355 52.78 40.118 .566 579

總平均 41.67 39一 175 42.59 36.461

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 IDS)

正常發展組

高興 2168.00 86 1.96 1770.44 879.00 2.025 .060

生氣 1464.42 580.40 1891.30 973.22 -1.292 .217

難過 1682 .40 563.52 1668.87 638.03 .074 .942

總平均 177 1.61 668.63 1776.87 830.08 2.025 .060

自閉症組

高興 224 1.88 69 1.96 1803.19 1201.49 784 .459

生氣 2554.75 616.55 2085.75 405.52 .985 .397

難過 3202.83 228 1.93 2466 .46 1116.88 1.602 .138

總平均 2666.49 1196.81 2118 .47 907.963

) ，其口語語調仍呈現怪異且不自然的情形。

圖二與圖三分別呈現某位正常發展組及自閉症

組兒童(編號 4 受試)所表達的「生氣」情緒

語句「我的遙控車」的音高曲線變化，二者的

語調情緒額別的表達正確率均為 100% '如圖

所示，自閉症組兒童口語中出現音高曲線中斷

或急速拉高或下降的情形，顯示語調控制能力

不穩定，無法自然地表達情緒中音高曲線所應

有的變化，對語句內容的清晰度會有負面影

響。

雖然自閉症兒童在情緒語調表達時出現刻

意不自然的狀態，可能反映出發聲機制的穩定

度或控制不佳的問題，但本研究結果發現，兩

組兒童在「一般」情緒下平均基本頻率方面並

沒有差異，顯示自閉症組和正常發展組相比，

在說話發聲的生理器質方面沒有明顯異常，皆

能使用正常的音調高低，因此自閉症兒童的發

聲機轉應該不是影響情緒語調表達困難的主要

原因。

在情緒狀態的理解與指認方面發現，誘發

作業前的情緒指認測驗中，不論自閉症組或正

常發展組均能通過兩次的情緒指認作業，且能

回答故事中的主角「高興」、「生氣」和「難

過」的原因，顯示兩組都沒有情緒狀態解讀的

缺陷，且均能夠瞭解情緒引發的因果關係。然

而，泛自閉症組兒童情緒語調表達方面(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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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正常發展組「生氣」的音高曲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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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自閉症組「生氣」的音高曲線變化

聲學或知覺)仍顯著較正常發展組見童差，表

示自閉症組能理解當下所應表現情緒，但情緒

語調表達能力仍未及正常發展組的水準，因此

造成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聲學特徵差異以及情

緒類別研判表現低落的主因，並非自閉症兒童

無法瞭解誘發作業所要求的情緒類型，可能由

於自閉症見童對於一閃而逝的副語言不易掌

握，未能在日常生活中留意不同情緒類別應有

的語調，且受限於自閉症障礙患者本身缺乏符

合年齡、自發性假裝或社會性模仿的特質

(A恤， 2000) ，更加深了他們在情緒語調學習

上的困難。

二、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的聲學特徵

與情緒類別研判表現的關連性

深入探討聲學特徵與主觀知覺表現的關連

時發現，自閉症組「生氣」的情緒類別的表達

正確率低於正常發展組，且「生氣」、「難過」

的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顯著較正常發展組

長，一般聽者必須要花更多時間來判斷自閉症

組「生氣」和「難過」的語調，此結果與李俊

徹 (2001 )的研究結果相似，自閉症組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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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語調在知覺上確實比正常發展組不易被

一般聽者區辨。

進一步比對情緒類別研判表現與聲學分析

結果發現，兩組兒童與語調有高度關連的基本

頻率變化範圍中發現，自閉症組「高興」、「生

氣」、「難過」的基本頻率變化範圍都較正常發

展組小，表示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表達情緒時，

缺乏足夠的基本頻率變化範圍來表現豐富情緒

的語調變化。在時長方面，正常發展組能掌握

「難過」較「生氣」時長較長的聲學特徵'但

自閉症組則呈現「高興」時長 I生氣」時長

三「難過」時長，因此，在正常發展組「生

氣」和「難過」情緒自然比自閉症組容易被正

確辨識。

三、以情緒故事圖卡搭配情緒語音

示範帶提供聽覺示範妓果不彰

的原因

在聲學分析方面，正常發展組能夠透過情

緒語音示範帶的模仿，改變「難過」時的聲學

特性，使整體口語語句語速更為緩慢、語調更

為低平，使「高興」情緒下語調高低變化加

大。而對自閉症組來說，提供情緒語音示範帶

並末增進表達情緒語調時的聲學特徵'反而使

「生氣」時的音量降低，更不利情緒的表達。

此外，發現正常發展組兒童在 15 項聲學特性

中，模仿情境下的聲學平均數高於自發平均數

有 9 項，其中 4 項達顯著差異;而泛自閉症兒

童在 15 項聲學特性中，模仿情境下的平均數

高於白發平均數的僅 3 項，其中 l 項達顯著差

異。顯示正常發展組多呈現模仿平均數高於自

發平均數的趨勢，而自閉症組則未呈現相同的

趨勢。這樣的結果可能意昧著正常發展組在模

仿時，較可以留意到整體語調的特色，因此，

在情緒表達仿說時的語調線索略微提高一些;

而自閉症組在仿說時並未能留意或已留意但未

能適當運用模仿情境所提供的語調線索，所以

在聲學特性上的差異較不明顯。

在情緒類別研判表現方面，兩組兒童透過

聽覺模仿學習皆未能明顯提高情緒頡別研判的

正確率，也未能縮短兩組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

時間。可能是因為提供情緒語音示範帶雖可使

正常發展組改變其部分聲學特徵表現，但立即

的說話聲學改變幅度仍不夠大，而無法造成情

緒類別知覺研判結果的改變。自閉症組兒童的

情緒語調的主觀知覺表現亦相當穩定，顯示並

未因為一次的立即模仿而增加其情緒表達的可

辨識度。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語調的學習

需要較長時間的感受、內化與練習，非一蹦可

及，對兩組兒童來說，僅提供一次的語調示範

可能是不夠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兩組在情緒類別研

判的正確率與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上彼此

呈現負相關的趨勢，但並未達顯著相關。在正

常發展組方面，正確率與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

時間之間的相關未達顯著 (r =-.192 ' p

= .054) ;在自閉症組方面，情緒類別研判正

確率與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的相關亦未達

顯著 (r =-.228' p=.066)' 但都呈現負相關的

趨勢。可能因為本研究的情緒類別研判作業有

一定的難度，評分者通常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

能作反應，因此情緒語調的知覺正確率和情緒

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之間沒有出現明顯的負相

關。

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一、在自發性說話時，自閉症組和正常發

展組兒童的情緒語調的平均振幅沒有差異，但

正常發展組在表達時平均基本頻率較自閉症組

高，且使用範圍較大的音調變化範圍，使說話

語調的抑揚頓挫更為明顯，且能掌握「難過」

時長最長， I生氣」最短的聲學特色，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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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語調的表現。

二、在仿說時，自閉症組的情緒語調較正

常發展組的音調低，且缺乏抑揚頓控的變化，

但在時長方面與正常發展組相比未出現異常。

三、正常發展組透過一次立即的聽覺模仿

可以使「高興」和「難過」的情緒語調更富抑

揚頓控的變化，且使「難過」時的語速更為緩

慢，但自閉症組則未出現情緒語調的聲學改

變。

四、在自發性說話時，自閉症組「生氣」

情緒語調的正確率比正常發展組低. I生氣」

和「難過」的情緒也需花更多的時間才能被一

般聽者辨識。在仿說時，自閉症組不同情緒類

別的情緒類別表達正確率也都低於正常發展

組。在兩種誘發作業下，自閉症組情緒語調表

現的清晰度都比正常發展組差，一般聽者難以

判斷自閉症組表達時的情緒額別。

五、雖然提供情緒語音示範帶可使正常發

展組改變其聲學特徵表現，但改變幅度仍不夠

大，無法造成整體情緒類別研判正確率的改

變。可能是因為情緒語調的學習需要較長時間

的感受、內化與練習，提供情緒語音示範帶均

未能立刻提高兩組情緒類別的表達正確率，也

未能縮短兩組情緒類別研判的所需時間。

建議

一、教學介入之建議

(一)留意衝?i脈絡，協助自閉症兒童與同儕

互動適應

本研究發現自閉症組情緒語調表達能力較

正常發展組差，其「生氣」的情緒類別的表達

正確率最低，且「生氣」和「難過」情緒的情

緒要朗目研判的所需時間也較長，可能因其情緒

無法清楚表連及被他人瞭解，易造成人際互動

上的誤解。少數情緒表達較清晰的自閉症兒童

則出現刻意、不自然且語句內容模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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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般聽者在與自閉症兒童互動時難以解讀自

閉症兒童當下的情緒，難以釐清衝突事件的因

果。因此，建議家長、教師或治療人員，與自

閉症兒童相處時能留意其衝突行為發生的脈

絡，適當協助同儕瞭解自閉症兒童當下的情

緒，減少相處上的衝突。

(二)提供語調學習的視覺化線索

研究發現，自閉症組利用聽覺管道透過情

緒語音示範帶學習情緒語調表現不佳，未能提

升情緒額別的表達正確率及縮短情緒額別研判

的所需時間，顯示單純利用聽覺管道學習並不

有利於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學習抽象且，快速變化

的語調。因此，在教學上可以嘗試將兒童的語

音收錄後立即使用 PRAAT 等視覺性的語音分

析軟體呈現，將抽象聲音轉為具體視覺化回

饋，發展適合自閉症兒童視覺管道學習的語調

教學材料，以減少自閉症兒童因為語調缺陷而

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情緒，影響溝通與人際方

面的表現。

(三)語調教學材料應強調不同情緒語調的聲

學特性

透過本研究也發現，平均基本頻率本身與

「高興」、「生氣」、「難過」表現關連性不大，

僅可區分說話者目前是屬於「一般」情緒或特

別情緒，但無法區分特別情緒是屬於「高

興」、「生氣」還是「難過 J .但基本頻率範

圍、時長兩項聲學特徵卻能有效區分情緒類

別。在「難過」基本頻率範圍最小，時長最

長 I高興」基本頻率範圍次之，時長在三者

中居次，不日「一般」時長相比略短;而「生

氣」的情緒波動大，基本頻率範圍也最大，可

能因為急切想宣洩情緒、表達立場，以致時長

方面也呈現較短較侷促的情形。

在情緒的表現上，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在

「高興」、「生氣」、「難過」時並未出現基本頻

率範圍、時長明顯的表現。因此，教師在指導

情緒語調教學時，除抽象的指導學生想像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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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的情境、播放情緒示範影帶外，最好因應個

別情緒的聲學特徵'給予明確的指示。此外，

針對特別情境若能掌握相對重音的概念、(如:

這是、我的'，不是、你的") ，引導學生將關

鍵字加重語氣、放慢速度，應更能讓高功能自

閉症兒童掌握因語調變化產生的語用差異。

(四)正視情緒語調表達教學的必要性

反思學校平時的情緒教學活動，發現教師

往往教導自閉兒童覺察他人的情緒或教導情緒

抒發技巧，較少留意自閉症兒童透過聲音、表

情、肢體動作清楚、明確表達自身情緒的需

求。多數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在情緒爆發前會出

現其特定的訊息，來表達自身的情緒需求，然

而多數同儕孩童卻不易辨認，以為自閉症兒童

在耍寶，甚至刻意模仿嘲笑自閉症兒童說話時

獨特語調，錯失溝通的良機，使誤會與衝突不

斷上演。教導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兼顧口語語句

話意內容與情緒語調表達，有其重要性。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區分高功能自閉症與E斯伯格症曼試

礙於國內現行自閉症手冊申請與鑑定時，

往往未明確區分受試屬高功能自閉症或亞斯伯

格症，而研究者亦無法針對所收取的受試明確

區分其障礙類別，難免造成研究推論上的瑕

疵。依據 Hubbard 和 Trauner (2007) 的研究

結果推論，亞斯伯格症受試似乎未出現語調掌

握的缺陷。相信若能針對個案加以區分，應該

更能凸顯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與一般發展兒童語

調聲學數據與情緒額別表現正確率的差距，能

更明確掌握高功能自閉症組語調表達的缺陷。

(二)添加一組配對語文智商對照組，釐清語

調缺陷的真正原因

在本研究中，對照組兒童係由普通班老師

挑選在感官、智能、情緒、行為、動作協調等

方面無顯著障礙的學生為控制組，正常發展組

學生和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僅以生理年齡為控

制，未嚴格配對兩組兒童智商與語言能力。建

議後續研究增添一組配對語文智商對照組，以

釐清高功能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表達的特性是

單純來自於其自閉症的特性，或來自於較低的

語文智商。

(三)針對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語調蠶展趨勢加

以追醒

目前圍內對於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語調表達

的相關研究能僅限於李俊徹 (2001 )以九到十

二歲兒童的研究，並未向上延伸。國外的研究

雖然指出自閉症患者到成年期仍出現語調表達

的問題，但聲調語與非聲調語之間否能夠類推

兒童的表現令人存疑。建議未來可以針對國內

高功能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進行相關的追蹤，

除了瞭解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語調發展情形，亦

可以進一步檢視利用視覺化、具體化教導策略

對於自閉症兒童語調學習的效果，以期能對高

功能自閉症兒童情緒語調整體發展與缺陷，有

更完整的瞭解。

(四)調整口語語旬版錄方式，使更貼近自然

情境

本研究考量語音誘發方式必須在相同的情

境下誘發兒童口語語句，以避免不同事件所誘

發情緒強度不同導致聲學上的差異;且所收錄

的口語語句必須相同，以避免口語語句內容不

同，導致國語聲調特性影響語調，因此採用情

緒故事圖卡和情緒語音示範帶誘發兩組兒童的

語音。但這兩種實驗室的口語誘發方式有別於

真實的日常生活情境，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推論

上應更加小心。建議若能在絕對安靜的場合，

增加語料收錄的時間和次數，以較接近其實生

活情境的方式誘發兒童口語語句，相信能更貼

近高功能自閉症兒童真實情境下的情緒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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