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句法啟動對晚期二語學習者中介語

在不同延遲時間下的影響──以漢

語把字句為例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Priming to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in 

Different Delay Conditions: Taking Mandarin 

Chinese Ba-constructions as an Example  

 
 
 
 
 

 

 

指導教授：徐東伯博士 

研 究 生：游昇翰  撰 

中華民國 一零六年七月

 



 



 

i 
 

句法啟動對晚期二語學習者中介語在不同延

遲時間下的影響──以漢語把字句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詞：句法啟動、動補結構、句法處理、把字句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之一，是藉由句法啟動(structural priming)來探究二語

學習者心智中的句法處理機制與語意處理機制之間的關係。過往的句法啟動

研究多集中於母語者或早期雙語者上，針對晚期二語者的研究較少。本文延

續 Hsu and Lin (2014)所發現的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在中高語言水平時能夠

產生把字句/主動句轉換的句法啟動的結果，進一步探討在晚期二語者身上

發現的句法啟動，是否能如母語者一般持續一星期(Kaschak, Kutta, & 

Schatschneider, 2012)，並以此推論在晚期二語者心智中句法處理機制是否獨

立於語意處理機制外運作(Bock, 1995; Chang, Dell, & Bock, 2006; V. S. Ferreira 

& Slevc, 2007)，又或者是如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所假設般由語意處

理機制管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之二是藉由句法啟動來探討中文中的簡單動補結構

(e.g., 吃光、拿走、趕跑)是一種構詞結構或是一種句法結構。過往文獻對此

議題討論主要以語感及結構分析為主，缺乏心理語言學上的實驗證據支持，

因此本論文期待以此提供相關證據。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有二：第一、晚期二語者在把字句與主動句之間的選

擇偏好是否會受到啟動句的影響而改變？這樣的改變是否會隨著時間經過

而減弱，甚至消失？第二、在第一個研究問題的結果顯示存在長久持續的句

法啟動效果的前提下，晚期二語者的簡單動補結構的偏好是否也能產生句法

啟動的效果？其效果的持續性及強弱為何？ 

  受試對象為中高級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以圖片描述、完成句子殘幹、

語句判斷為研究工具，並以記憶任務為包裝，以避免受試者察覺實驗目標而

干擾實驗結果，希望受試者收到啟動句後是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改變他在把字

句/主動句以及動補結構使用上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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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結果顯示，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收到把字句啟動句後，確實會增加

他對把字句使用的偏好，而且這樣的效果即使過了一個星期仍能顯著存在。

這樣的結果顯示句法處理機制具有與語意處理機制不同的持續性，支持其獨

立存在的可能。在動補結構上，受試者在收到帶有動補結構的啟動句後，確

實提升了其使用補語的偏好，產生句法啟動現象，並持續達一星期。這樣的

結果顯示簡單動補結構受到句法機制管轄，支持簡單動補結構是由兩個獨立

詞彙構成的詞組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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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Priming to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nterlanguage in 

Different Delay Conditions: Taking Mandarin 

Chinese Ba-construction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 Words: Structural priming,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Syntax processing, 

Ba-constructions  

  The first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processing and semantic processing in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minds by structural priming.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structural priming 

focuses mostly on native speakers and early bilinguals, with only several studies 

that focus on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Following the finding of Hsu and 

Lin (2014) that late Mandar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do demonstrate 

structural priming with the SVO-BA alternation, this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structural priming of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ould persist as 

long as that of native speakers or not (Kaschak, Kutta, & Schatschneider, 2012). 

The result suggested that do structural processing working independently of 

semantic processing in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Bock, 1995; Chang, Dell, & Bock, 2006; V. S. Ferreira & Slevc, 2007)? 

Or structural processing is only a part of semantic processing as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 have? 

  The second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at Mandarin simple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e.g., 拿走(take away)、趕跑(chase run))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morphologically defined unit or a syntactically defined unit. Most 

of the literature of Mandarin simple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in the past only 

relied on informants’ intuition or structure analyzing. This study aimed to 

provide psycholingustics evidences using structural pr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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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wo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as follows: (1) Do structural priming 

affect late Mandar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endency of SVO-BA 

constructions? How long will the priming persist? Will the strength of structural 

priming decay, or even disappear as time goes on? (2) If the result of firs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late Mandar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do exist 

long-term structural priming, then can Mandarin simple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trigger structural priming? What is the magnitude of structural priming 

and how long will it last that is triggered by the verb-complement? 

  Participants are high-intermediate level late Mandar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d picture describing, sentence stem 

completion, grammaticality judgement. The participants also received memorize 

tasks which were designed to misdisguised participants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when late Mandarin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were 

primed, they did change their SVO-BA tendency, and the structural priming 

persisted longer than one week. This result supported the claim that structural 

processing working independently of semantic processing. The result of 

Mandarin simple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showed that structural priming was 

triggered by receiving priming sentences with complement. The results that 

structural priming could persist longer than one week indicated that Mandarin 

simple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 is a phras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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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句法(Syntax)與語意(Semantics)的關係為何？翻開用於語言教學的教科

書，在語言教學的領域中，幾乎絕大部分的書籍都呈現出將詞彙與句型分成

兩種不同類型資料的分類方式，這樣分類似乎隱含了在語言教學上將特定的

語言結構與詞彙分開來看的觀點。這讓筆者好奇，這樣的觀點在人類心智的

實際運作上是否成立？人類的語言機制中的語意與句法知識是否具有本質

上的不同？處理兩種知識的系統是否是分開獨立運作的呢？  

  句法與語意的關係一直是語言學領域爭論的焦點之一。其中持理性主義

觀點的語言學家如 Chomsky提出普遍語法理論(Universal Grammar) 

(Chomsky, 1965, 1968, 1981, 1986)，假定人類語言中的語法是一種獨立於語

意範疇外的知識，而語法知識是人類生來俱有的。在這個假設中，人類天生

具有一套獨特的語言系統，這個系統中乘載了語言的基礎藍圖，可以說是原

初的語法規則，並且此特化於處理語言的系統還具有敏感的語言偵測能力，

能夠在嬰幼兒及孩提時期依據環境的少量語言輸入，將系統進行調整，形成

配合周遭環境語言特色的語法，例如將格位(case)、語序(word order)、代詞

脫落(pro-drop)的等等語法設定調整至符合環境中的語言。相對的，語言中

其他包含語意的部分，則由人的認知能力負責，藉由學習符號，並將符號與

指涉逐步整合，這些藉由後天認知能力學習而來的語意成分會逐步充盈由天

生語言系統發展出的語法骨幹，讓小孩發展出成熟的語言能力。 

  持經驗主義觀點的認知語言學家則認為語言是後天建構而來的，語意與

語法並非獨立的兩種知識，而都是藉由泛用於處理各種不同問題而非特化於

處理語言的認知機制學習而來，並在後天逐漸形成句法表徵(Tomasello, 

2003)。部分認知語言學家認為語言的基礎是一種刺激－反應產生的連結，

連結指的是能夠將經常共同出現的訊息模組化(chunking)，形成模塊(chunk)

的能力(Ellis, 2015)，這若呈現在詞彙的學習上就是一種將特定語言符號與經

常共現的所指相結合的能力，例如將”跳躍的動作”與 jump 這個符號連結起

來，若呈現在句法的學習上則就是一種將經常共現的多詞彙排列方式與特定

交際功能相結合的能力，例如在英語中 be going to 的功能由原本表達空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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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變成一種表達未來式時式的功能。 

  這樣兩種不同觀點的對立也反映到學者對人類心智中的語言產出機制

的假設中，部分偏向認知學派的學者認為語句產出過程中的語法編碼是語意

成分之間的排列組合，而排列組合又由語意之間的搭配限制所掌控(Levelt, 

1989)，例如雙賓動詞(double-object verb)的語意限制就是需要搭配兩個賓語，

在這個觀點下，可以說並不存在抽象的句法知識，一切由語意決定。另一派

學者則認為獨立於語意外的句法知識是存在的，因此在語法編碼的過程中應

該存在兩套不同的機制分別處理語意訊息與結構訊息。同樣以雙賓動詞為例，

在純語意掌控的觀點下，結構由個別動詞的語意限制管轄，不存在跨動詞的

抽象結構，但是從句法抽象結構存在的觀點來看，這些數量眾多的雙賓動詞

其實共同指向了一個跨動詞的抽象結構，也就是雙賓句(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s)的存在(e.g., The boy gives the girl the toy.)，其結構可以化約

為”NP V NP NP”。學者認為這些結構的處理仰賴一套與語意不同的處理機

制，其句子結構的處理發生於句法處理機制的構成結合(constituent assembly)

步驟中(Bock, 1995; V. S. Ferreira & Slevc, 2007)。 

  假設句法知識的處理機制是獨立存在的，那麼有兩個方向可以用於尋找

支持此假設的證據，第一，是否能夠找出特定現象僅啟動句法處理機制，避

開語意機制？若能找到此現象將有助推論句法處理機制的獨立性。第二，這

兩種機制在運作上有什麼樣的特色差異？如果能夠找到支持兩種機制有相

差甚遠的特性的證據，那麼也能夠幫助推論句法處理機制與語意機制是分開

的。為了探究此議題，學者開始研究句法啟動現象(structural priming)，這種

現象指的是一種人類無意識重複使用經驗到的句子結構的現象(Bock, 1986)，

例如當人們在用英語描述一個將物品給他人的事件時，人們有使用雙賓句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s)及介賓句(prepositional constructions)兩種可能，

但若人們在產出句子前先經驗到另一個介賓句，那他在接下來說話時就會更

傾向去使用介賓句，這時我們可以說，那個人被啟動(primed)了，也就是他

的句子結構選擇偏好被影響了。句法啟動現象有許多特點，這樣的句子結構

偏好改變即使在兩段主題、實詞、詞綴、時式、句子韻律、人稱、功能詞等

成份不同的言談中，仍能發生(Bock, 1986, 1989; Pickering & Branigan, 1998)，

這樣的機制似乎顯示處理句法知識的系統能夠獨立於語意之外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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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研究此現象，兩派學者們發展出了兩種對立的假設。Pickering 等

觀點偏向不存在獨立句法處理機制的學者們提出了節點(node)模型與詞彙

殘留刺激假說(lexicalist residual activation account)(Pickering & Branigan, 

1998)。該理論認為句型同詞彙的 lemmas 一樣，以節點形式儲存於 lemmas 

stratum中，屬於處理語意機制的一部分。而句法啟動的現象來自於經由動

詞 lemmas 刺激特定句型節點後殘留下來的刺激反應，這些刺激反應會提高

其他動詞與其連結的傾向，從而影響句子結構偏好。此外節點之間的路徑也

會殘留刺激反應，這可以解釋為何在產出語言時使用相同動詞會產生詞彙激

發(lexical boost)現象，大大加強句法啟動的強度。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有獨立

句法處理機制存在，若句法啟動來自語意處理機制，那麼應該會如同多數語

意刺激般具有快速消退的特性，句法啟動的持續時間應該相當短暫。可是相

關的研究卻顯示句法啟動具有長於語意消退時間的持續性，這些發現使學者

們推論人類句子結構的處理是由另一套偵測語句成分間排列順序的系統負

責，這個系統與語意處理系統是各自獨立的(Chang, Dell, & Bock, 2006)。 

  目前此類句法啟動研究的領域包含母語者(Bock, 1986, 1989; Bock & 

Griffin, 2000; Hartsuiker & Kolk, 1998; Hsu, 2014a, 2014b; Kaschak, 2007; 

Kaschak, Kutta, & Coyle, 2014; Kaschak, Kutta, & Schatschneider, 2011; 

Scheepers, 2003)、早期雙語者(Cai, Pickering, Yan, & Branigan, 2011; Gries & 

Wulff, 2005; Hartsuiker, Pickering, & Veltkamp, 2004; Loebell & Bock, 2003)，

以及少部分的晚期二語者(Cao & Mu, 2013; Hsu & Lin, 2014; McDonough, 

2006; Shin & Christianson, 2012)。其中在中文的領域，雖已有不同句型的轉

換和跨語言句法啟動的相關研究(Cai et al., 2011; Cao & Mu, 2013; Hsu, 

2014a, 2014b; Hsu & Lin, 2014)，但尚無中文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動持續性

的相關研究。而過往的研究中已發現可以在語言水平達中高級的晚期二語學

習者身上觀察到以中文把字句/主動句的轉換為觀察目標的句法啟動現象

(Hsu & Lin, 2014)，因此本研究欲同樣以中高級水平的晚期二語者為觀察對

象，以把字句/主動句的轉換為觀察目標，進一步了解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

動持續性為何，探究晚期二語者的心智中語意與句法處理機制之間的關係。 

  句法啟動除了用於探究語意與句法機制之間的關係外，本身也是一個適

合用於延伸探討相關議題的工具。例如 Cai et al. (2011)將之用於探究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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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話與普通話雙語者的心智中，兩種相當接近的語言之間的同義動詞是否

共用同一 lemma，他的假設是若兩者共用同一 lemma，那麼根據節點假說，

句法啟動的詞彙激發(lexical boost)的效果強度應該相同。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則是以此法探究刺激顯性記憶的語料輸入手段和屏除顯

性記憶干擾的隱性輸入手段對晚期二語者的句法表徵的影響有何差異，他的

假設是若兩者效果相同，那麼應該有同樣的句法啟動強度與持續性。 

  本研究也欲以句法啟動為工具，進一步探究中文中由單一動詞成分與單

一動後成份組成的簡單動補結構(e.g., 吃光、趕走、洗好)，兩個成份之間的

關係。因為中文音節與書寫的特性，字與字之間究竟是屬於構詞關係還是句

法關係並無明顯的外顯線索可供判斷。有學者主張這種簡單動補結構應屬於

一種構詞結構(Chao, 1968; C. N. Li & Thompson, 1981; Y. F. Li, 2005; 王力，

1954)，另外也有學者主張簡單動補結構是一種句法結構(C. T. J. Huang, Li, 

& Li, 2009; Sybesma, 1999; Teng, 1977; 劉月華、潘文娛與故韡，1996)。但

上述的主張多由語言學家自身的語感推衍而得，無明確的心理語言學實驗證

據支持，故本研究欲以句法啟動為工具來獲取實驗證據。在中文晚期二語學

習者的過往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們在產出可能帶動補結構的把字句句型時，

會出現使用補語，或是不使用補語的兩種偏好(Du, 2004)。倘若在中文晚期

二語者的心智中，語意與句法的處理機制是分開的，且句法啟動現象可長時

間持續，那麼應該能藉由動補結構的句法啟動效果是否出現，以及出現後其

效果在不同延遲時間中的強弱，來判定該結構是屬於由語意機制管轄的構詞

結構，還是由句法機制管轄的句法結構。 

第二節 研究問題 

  綜上所述，本論文將以國內語言中心中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晚期二語學

習者為招募對象，招募中級與高級學習者，且排除掉十六歲前接觸中文或童

年有中文相關方言背景(e.g., 廣東話)，以及母語具有類似把字句結構的泰語

母語的受試者，用以觀察這些受試者的句法啟動現象的持續性，句法啟動現

象的觀察目標一是把字句/主動句的轉換，二是把字句中簡單動補結構的補

語使用與否的偏好。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如下： 

  第一、晚期二語者在把字句與主動句之間的選擇偏好是否會受到實驗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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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啟動句的影響而改變？這樣的改變是否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減弱，甚至消

失？以此探究晚期二語者心智中語意處理機制與句法處理機制的關係。 

  第二、在第一個研究問題的結果顯示存在長時間持續性的句法啟動效果

的前提下，晚期二語者的簡單動補結構的偏好是否也會產生句法啟動的效果？

其效果的持續性及強弱為何？以此探究中文的簡單動補結構中的成份是受

到語意機制管轄，還是句法機制。 

第三節 章節架構 

  本論文包含五章。第一章緒論介紹研究動機及背景，第二章回顧句法啟

動、動補結構、把字句的相關文獻，第三章研究方法說明受試者、實驗架構

設計以及施測過程，第四章實驗結果說明受試者把字句/主動句轉換的句法

啟動，以及動補結構的句法啟動在統計分析上的結果，第五章討論與結論說

明實驗結果代表的意義以及其如何回應欲探討的議題，並做出研究總結，描

寫教學面的應用，以及研究限制與展望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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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句法啟動概述 

  句法啟動指的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當人們在產出語句時，如果有兩

個語意相近的結構可以選擇，人們會不自覺地受到過往經驗到的語句結構影

響，無意識地沿用該語句結構，因而改變原本語句的使用偏好(Bock, 1986)。

以英語中的雙賓句(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s)與介賓句(prepositional 

constructions)為例，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個句型是可以互相轉換而語意不變

的，比方說下列的例句。 

 

(2.1.1)  

a. The boy gives the puppy a cookie. 

b. The boy gives a cookie to the puppy. 

 

    一般英語母語者若沒有經過任何操弄，在選擇使用這兩個句型時，大約

有 58%的機率使用雙賓句，42%的機率使用介賓句(Kaschak, 2007)。但當人

們在說話前先聽到了其中一個句型時，他在接下來就會更傾向使用他收到過

的句型，比方說當人們聽到了「The girl bring a sandwich to her mom.」後，

他接著描述一個男孩給小狗餅乾的事件時，就有高於 42%的機率說出如

(2.1.1b.)的語句。在相關句法啟動研究中，被受試者接收的語句被稱為啟動

句(priming sentence)，受試者產出的句子則被稱為產出句(target)，受試者產

生句法起動現象的狀態可以稱之為被啟動(primed)了。在這一節中，我將回

顧句法啟動的研究法、研究範圍，以及句法啟動的特性。 

一. 句法啟動的研究方法 

  在最早期，句法啟動的研究源於學者們在自然對話中發現的重複現象。

過往學者在自然對話中發現，人們似乎會不自覺地模仿使用他們聽到的句法

結構(Bühler, 1934; Kempen, 1977; Lashley, 1951)，像是 Schenkein (1980)發現

小偷在講對講機時會傾向重複使用對方用過的句法結構，Weiner and Labov 

(1983)則在訪談的情境中發現當人們說出一個被動句的時候，通常代表在那

 



句法啟動對晚期二語學習者中介語在不同延遲時間下的影響──以漢語把字句為例 

8 
 

句話前的五句話內已經先有人說過了另一個被動句，這似乎代表了輸入的語

句形式會影響產出時的語句偏好。 

  後來，Levelt and Kelter (1982)開始以控制較嚴謹的實驗室環境來探測這

個現象。他以看圖片問答的方式觀察荷蘭語母語者在回答問題時所使用的句

型，是否會受到實驗者詢問問題時的句型影響。舉例來說實驗中受試者可能

聽到實驗者說如下的問句(2.1.2a., 2.1.2b.)，實驗結果證實，受試者確實傾向

根據實驗者問句的介詞有無，來決定回答時的句子是否要使用介詞。 

 

(2.1.2) 

a. Aan wie laat Paul zijn stok zien? (To whom lets Paul his cane see?)  

b. Wie laat Paul zijn stok zien? (Whom lets Paul his cane see?)」 

  

  Bock (1986)的研究法帶來了第一個實驗典範，圖片描述測驗。他以記憶

實驗作為包裝，降低受試者注意到句型而刻意記憶的可能。在實驗中的第一

個階段，受試者被要求記憶許多看到的圖片及讀到的句子，在第二個階段中，

則需要用英語描述看到的圖片的內容，並讀出看到的句子，此外他還要判斷

這些看到的圖片與句子是否在第一階段已經重複出現過。Bock 藉由操弄第

二階段中描述圖片前要受試者重述的句子的句型，來觀察這些重述的句子是

否能改變受試者在圖片描述時使用的句型偏好。實驗發現即使受試者不把注

意力放在句型上，在不自覺地狀態下仍然會傾向去重複他經驗到的句型結構。

另外，過往句法啟動跨主題的特性僅在自然環境中觀察到，而 Levelt and 

Kelter (1982)研究中的問答實驗也未特別設計為跨主題實驗，兩者一問一答

都仍是談論同一件事，因此 Bock (1986)的研究算是進一步在實驗室環境中

確定了句法啟動的跨主題特性，例如經驗到的句子是與天氣有關的，要描述

的圖片則是與搶劫有關的，句法啟動的效應仍會產生。 

  到了 90年代，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投入句法啟動的相關研究，學者

如 Potter and Lombardi (1998)設計了第二種實驗典範，句子回憶測驗。實驗

將一個句子拆成一個個的詞彙，受試者會看到這些詞彙按照順序一個個單獨

顯示在螢幕上，結束後受試者會看到一個啟動句，之後再請受試者回想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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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他在一開始看到的被拆分成詞彙的句子組合起來是什麼樣子，實驗希望藉

由操弄啟動句的句型來影響受試者回想時如何組合那些詞彙。 

  第三種實驗典範，則是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設計的句子殘幹完

成測驗。受試者在實驗中需要完成一些沒寫完的句子。在第一階段中是一些

完整度較高的句子片段，這時受試者的書寫頂多只是補上動詞後的名詞詞組，

不影響句型，例如(2.1.3a.)會引導受試者寫出一個雙賓句。在第二階段，受

試者需要完成的句子則更不完整，受試者具有決定句子句型的機會，例如

(2.1.3b.)可以成為雙賓句也可以寫成介賓句。實驗以此觀察受試者在第一階

段經驗到的句型會不會影響他們在第二階段中對句型的選擇偏好。Branigan, 

Pickering, Stewart, and McLean (2000)則將此實驗法延伸到口說中，要求受試

者說完他們聽到的不完整的句子。此研究法的好處在於可以精準控制句子中

哪些成份是希望受試者自由發揮的，哪些不是。 

 

(2.1.3) 

a. The pub offered the loyal customers… 

b. The manager offers… 

 

  除了三種典範外，在 Kaschak, Loney, and Borreggine (2006)的實驗中，

他們設計了一種便於延長時間的累積型句法啟動(cumulative priming)實驗法，

算是一種過往典範的變形。過往的三種實驗典範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啟動句與產出句都是一對一穿插進行的，但 Kaschak 發現過往文獻顯示重複

輸入啟動句似乎能增強句法啟動的效應(Hartsuiker & Kolk, 1998; Hartsuiker 

& Westenberg, 2000)，於是他進行了更嚴謹的操弄，以確認累積型句法啟動

的效果。他以英語的雙賓句與介賓句為觀察目標，以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句子殘幹完成測驗為手段。在實驗中除了過往的句法啟動階段外，

他增加了一個近期經驗階段(recent experiment phrase)在句法啟動前，在這個

階段中受試者不需要產出任何語句，只是需要接收排列方式及數量比例不等

的雙賓句或介賓句。實驗發現受試者若在近期經驗階段接收到大量的其中一

種句型，那麼將可以抵銷他在句法啟動階段中所經驗到的另一種可轉換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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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constructions)的啟動句所帶來的啟動效果，而若更細緻地調控兩

種句型在近期經驗階段的比例，他發現 100:0、75:25、50:50，在影響句法

啟動的效果上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證明累積型句法啟動(cumulative 

priming)具有其特殊性(Kaschak, 2007)。在 Kaschak and Borreggine (2008)的

研究中，他進一步將這個實驗法用在圖片描述中，發現同樣可行。這個實驗

法的一個特性是將啟動句的輸入與產出階段完全分開來，因此啟動句與產出

間不需要以間隔句(filler，也就是結構與句法啟動的觀察句型無法互相轉換

的句子)來填充，所以在延遲時間的操弄上會比較方便，也能進行更長時間

的延遲。 

  綜上所述，不同研究法有不同特點，本研究將綜合多種方法。本研究的

實驗設計分成兩部分，在把字句/主動句的轉換上的句法啟動實驗參考 Bock 

(1986)所做的圖片描述設計，而在簡單動補結構的句法啟動上則為了避免受

試者因迴避效應不產出把字句，於是以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完成

句子殘幹完成測驗來做為強制引出受試者把字句的機制，並觀察受試者在把

字句中的動補結構的使用偏好，兩者都以記憶類活動做為包裝，降低受試者

對實驗目標句型的注意。另外，本實驗的目標之一是調查晚期二語者的句法

啟動效應的持續時間，考慮到若要進行長時間的延遲測驗的話，Kaschak 所

設計的累積型句法啟動(cumulative priming)比較適合在啟動句輸入階段跟產

出階段之間切出一段較長的延遲時間，因此本研究也將採用此設計，並以

Kaschak et al. (2011)所觀察到的句法啟動效應可持續達一星期作為一指標，

觀察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動效應是否也可達至一星期。更詳細的說明將在第

三章實驗設計中做說明。在接下來我將回顧句法啟動的研究已出現於哪些領

域。 

二. 句法啟動的研究範圍 

  句法啟動的研究範圍遍及不同的語言。除了英語外，在荷蘭語中，

Hartsuiker and Kolk (1998)在授予句(dative constructions)上發現了句法啟動

的現象，Scheepers (2003)則發現德語中的關係子句結構也能產生句法啟動的

效應，Hsu (2014a, 2014b)則在中文母語者身上進行了把字句的句法啟動研究。

雙語者也表現出了跨語言的句法啟動，Loebell and Bock (2003)的實驗發現，

在英語與德語的跨語言研究中，對同時具有高水平德語與英語能力的德英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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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輸入德語的授予句(dative constructions)能夠影響到其第二語言英語的

授予句的使用偏好，而德語的被動句輸入卻無法影響英語的被動句偏好，這

可能是因為德英的授予句結構相近，而德英的被動句結構卻相異的關係。

Gries and Wulff (2005)則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德語學習者身上發現句法啟動現

象，此外還有 Hartsuiker et al. (2004)發現的西班牙語的閱讀理解對英語產出

的影響。這些研究指出句法啟動並非是個別語言獨有的特殊現象。 

  這個跨語言的現象也表現在人類聽說讀寫等的語言技能(language skills)

中。人會受到自己說過的句子的句型影響而產生句法啟動(Bock, 1986)，也

會受到聽到的句子影響而產生此效應(Branigan, Pickering, & Cleland, 2000; 

Potter & Lombardi, 1998)，書寫的經驗也會影響到後續書寫時的句型選擇偏

好(Pickering & Branigan, 1998)，聽說與書寫間的任務轉換也能維持句法啟動

現象，但會持續時間會稍微降低(Kaschak et al., 2014)，甚至，句法啟動對於

語句的理解速度也會產生影響(F. Y. Hsieh & Lee, 2014; Y. F. Hsieh, 2017; 

Mehler & Carey, 1968)。 

  句法啟動所涉及的語言結構通常包含了一對在近似語意下可以互相轉

換的句型，這些句型包含涉及論元位置轉換的，以及不涉及論元位置轉換的。

涉及論元轉換的如英語中同屬授予句的雙賓句與介賓句，還有主動/被動句、

位置句的詞序(The ball is on the table / On the table is a ball) (Hartsuiker, Kolk, 

& Huiskamp, 1999)、中文中的把字句/主動句句型(Hsu, 2014a, 2014b; Hsu & 

Lin, 2014)、主動/被動句(Y. F. Hsieh, 2017)。不涉及論元轉換的如英語的關

係子句前的「that」的有或無(V. S. Ferreira, 2003)、動詞後助詞的位置差異(take 

off the coat / take the coat off) (Konopka & Bock, 2009)、德語中的關係子句

(Scheepers, 2003)、荷蘭語中的子句後置助動詞(Schoonbaert, Hartsuiker, & 

Pickering, 2007)等等。 

  受試者年齡及實驗互動性的有無也非限制句法啟動現象產生的條件。句

法啟動被發現於互動性的對話實驗中(Branigan, Pickering, & Cleland, 2000)，

也被發現於無互動的實驗中(Potter & Lombardi, 1998)。句法啟動的效應不只

出現在成人母語者身上，小孩也能被觀察到句法啟動的現象(Hsu, 2014a, 

2014b; Savage, Lieven, Theakston, & Tomasello, 2003)。句法啟動的範圍之廣，

可說明它是一種人類心智的普遍現象，那麼此現象有什麼特性？在下一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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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將繼續說明。 

三. 句法啟動的特性 

  過往許多研究嘗試找出哪些因素會影響句法啟動。早期在 Levelt and 

Kelter (1982)的實驗中發現，受試者接收到的語句與回答的語句間，句法啟

動總是伴隨了特定功能詞或實詞的重複，比方說(2.1.2a., 2.1.2b.)中是介詞的

重複。不過在 Bock (1986, 1989)的實驗中則發現句法啟動能在實詞不重複的

情況下發生。例如輸入的啟動句是「The referee was punched by one of the 

fans.」(這位裁判被這些球迷中的一個打了)，而描述圖片時卻能產出結構相

同但實詞完全不同的句子「The church is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這座教

堂正被閃電擊中了)。另外名詞有生性的重複與否，也不會對句法啟動的效

果產生顯著影響。像是即使啟動句的施事者是人「The floor are cleaned by a 

janitor daily.」(這些樓層每天都會被舍監清理)，對描述有生性施事者的圖片

(e.g., 混混青少年搶了一個建築經理)和對描述無生命施事者的圖片(e.g., 暴

風雨毀掉了假期)，兩者的句法啟動效應強度都是一樣的。再者，功能詞的

重複與否也不會有影響。例如在授予句的介賓句中，不論啟動句的介詞是 to

或 for 對句法啟動的效果都沒有顯著差異，啟動句的介詞偏好也與受試者產

出語句的介詞偏好之間也沒有對應關係。不過功能詞的位置移動卻會能產生

句法啟動效果，在 Konopka and Bock (2009)的研究中，他以動詞後助詞的移

動為觀察目標，發現人們在兩個語意相同的動助詞結構間的選擇偏好也會受

到句法啟動影響(e.g., put on the cloth / put the cloth on)。 

  V. S. Ferreira (2003)則發現，能改變句型選擇偏好的是結構的輸入，而

非詞彙。他研究句子補語(sentence-complement)連接詞「that」的有無產生的

結構重複現象，例如(2.1.4a.)，實驗的啟動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是在輸入

時給予有或沒有連接詞 that 的帶有句子補語的啟動句，第二是在輸入時給予

將 that 作為定指的句子，例如(2.1.4b.)，第三是在輸入時給予將 that 作為名

詞補語(noun-complement)的連接功能詞的句子，例如(2.1.4c.)。實驗方式是

讓受試者先看一個回憶目標句(e.g., The mechanic mentioned the antique car 

could use a tune up.)，接著觀看啟動句(上述三種之一)，然後要求受試者回憶

並說出啟動句，最後給予關鍵字(e.g., “mechanic metioned”)要求受試者回想

並說出目標句。實驗發現在這三種情況中，只有啟動句與目標句句型結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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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第一組成功地使受試者在回憶目標句時顯著跟著啟動句增加或減少句

子補語 that 的使用，若啟動句有句補連接詞 that，那麼受試者在回憶目標句

時會增加 that 的使用率，反之若啟動句無 that，那麼受試者回憶時則會減少

that 的使用率，兩者的句法啟動強度以無啟動句的 neutral 組為基準做比較，

啟動句無 that 所造成的句法啟動效應較有 that 的啟動句更為強烈。而結構為

非句補連接詞的第二、第三組則都沒辦法產生顯著的句法啟動效應，這表示

單純詞彙的重複無法激發句法啟動，只有結構相同的句子才能產生效果，甚

至是，詞彙的省略也能產生句法啟動。這樣的特點表示句法啟動可以不透過

詞彙作為中介。 

(2.1.4)  

a. The mechanic mentioned (that) the car could use a tune-up. 

b. The contest official pronounced that winner on Tuesday.  

c. The custom that they film the reunion was forgotten.  

 

  Bock and Loebell (1990)則發現句子的音節韻律(metrical)並不是造成句

法啟動的原因。例如在下列的句子中，(2.1.5a.)這句話的音節韻律與一般介

賓句很像，像(2.1.5b.)就是一個一般的介賓句，但是兩者的語句結構不同。

如果句法啟動的原因是音節韻律而非句型的話，那麼應該兩者都能產生相同

的介賓句句法啟動效果，但是實驗結果只有介賓句的句型才能產生介賓句的

句法啟動，韻律結構相同但語句結構不同的句子無法。另外實驗也發現，只

要語句結構相同，語意角色不同也仍然會產生句法啟動的效果，例如(2.1.5c.)

的直接受詞是地點，但這個句子一樣能啟動帶非地點語意角色的直接受詞的

介賓句，例如類似(2.1.5b.)的句子，此句的直接受詞的語意角色是目標而非

地點。 

 

(2.1.5)  

a. Susan brought a book to study. 

b. Susan brought a book to 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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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wealthy widow drove her Mercedes to the church.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研究則發現，啟動句的動詞的時態、人

稱變化的詞綴與產出句動詞詞綴的一致與否，都不會影響到句法啟動的效果。

舉例來說，如果受試者在輸入階段完成的是英語過去式的雙賓句(2.1.6a.)，

這樣的輸入並不會使受試者在產出階段完成另一個過去式動詞的句子如

(2.1.6b.)時，使之比起其他時態的雙賓句(2.1.6c.)的輸入有更高的使用雙賓句

的傾向。但是在較新的 Chang, Baumann, Pappert, and Fitz (2015)的實驗中則

發現，在時態與動詞位置有所牽扯的德語中，啟動句與產出句的重複與否確

實會對句法啟動的強弱造成影響。從兩個研究來看，時態以詞綴形式呈現的

英語不影響句法啟動，時態改變會影響動詞位置的德語則會影響，可以推論

時態並不是直接因素，而是呈現的方式是單純詞綴或整體句子的結構變化才

是影響句法啟動與否的因素。 

 

(2.1.6)  

a. The racing driver showed the torn overall… 

b. The patient showed… 

c. The patient shows… 

d. The manager offers… 

 

  上述的發現顯示結構是影響句法啟動的重要關鍵，但在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研究中則還發現一個重要現象顯示句法啟動與語意運作有

關連，那就是語句輸入與產出時的主要動詞重複與否，會對句法啟動的效果

強弱有很大的影響。當輸入的句子的動詞與產出時相同，句法啟動的效果就

會更加強烈，受試者有更高機率去重複經驗到的句型。例如在授予句(dative 

constructions)的實驗中，當啟動句的動詞是 show 時，雖然不管動詞重複與

否都會產生顯著的句法啟動現象，但當產出的句子動詞相同，例如(2.1.6b., 

2.1.6c.)時，句法啟動的機率就會比產出時的句子使用其他動詞，例如(2.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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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更高，這個特性在 Branigan, Pickering, and Cleland (1999)中也被觀察

到。 

  整理上述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知道，首先，句子韻律與詞綴的改變，

似乎都不會對句法啟動的效果存在與否產生影響，也不會影響效果強弱。第

二，即使實詞如名詞、動詞改變，句法啟動仍會產生。第三，雖然啟動句與

產出句在功能詞種類的重複與否不會影響句法啟動的強弱，但是功能詞的位

移(put on the cloth / put the cloth on)和有無(句子補語間的連接詞 that的隱現)

卻能產生句法啟動現象(V. S. Ferreira, 2003; Konopka & Bock, 2009)，第四，

時態若以詞綴方式呈現，不牽扯句子結構就不會影響句法啟動，但若不同時

態會造成動詞位置的改變則就會影響句法啟動(Chang et al., 2015)，上述四點

使學者推測句法知識是獨立於語意與語法特徵(feature)的知識之外的，主要

受到句子成分的排列組合的影響。但仍有研究顯示句法啟動與語意因素有交

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動詞的重複會影響句法啟動的現象強弱(Branigan 

et al., 1999; Pickering & Branigan, 1998)。 

    這些特性的發現使句法啟動成為一個可用於探究人類心智中句法處理

機制與語意處理機制間關係的工具，在下兩節中，我將先回顧學者對人類心

智中的語言產出機制的兩派對立假設，並接著說明句法啟動的研究如何影響

此一議題。 

第二節 語言產出機制中語意處理機制與句法處

理機制的關係 

  在人類說話或書寫的過程中，我們的心智將意念轉換成實際的語句需要

經歷一段複雜的處理過程，這個意念加工過程包含了匯集意念的「前語言訊

息」(preverbal message) (Levelt, 1989)的處理，將意念加工成符號語句的語

法編碼(grammatical encoding)階段，以及最後將符號語句與發音器官連結的

語音編碼(phonological coding)階段。 

  而在語法編碼過程中，人的心智除了要將意念與相關的詞彙做出對應外，

排列這些詞彙，形成有意義的句子，也是一個必經的過程。前者的處理對應

到我們的心智中存有的語意知識，而後者則對應到句法知識，知識在心智中

匯集成的系統被稱為表徵(representation)，例如語意中的概念與符號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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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稱為語意表徵(Hall, 1997)。那麼，語意知識與句法知識之間的關係為何

呢？兩者有互相獨立的處理系統嗎？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看法。抱持認知心理

學派的學者偏向以詞彙為基(lexical-based)的架構，有學者主張不存在抽象的

句法知識，也有學者認為句法知識不具有獨立於詞彙表徵外的表徵，句法知

識只是黏附於個別詞彙的資訊，其共同點是句法知識在語法編碼過程中都是

由處理語意的機制管轄。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抽象的句法知識是存在的，句法

結構具有自己獨立的表徵，語意的處理與句法結構的處理也是各自獨立的。

在這一節中，我將回顧歷史上兩派學者提出的幾個語法編碼架構。 

一. Garrett 的語言產出模型 

  在早期，Garrett (1976)提出的語言產出模型是對處理實詞的機制與處理

句子結構的機制做出了劃分的。在模型中語句產出包含以下幾個階段：(1)

詞彙篩選(lexical selection) (2)詞組組建(phrasal construction) (3)語音編碼

(phonological coding)。第一，在詞彙篩選的階段中，會根據意念指涉的語意

選取所需的 lemmas，也就是詞彙的原型，lemma 搭載了該詞彙的一切語意

要素，但還不與形式做連結，例如英語的 run、runs、running、ran 的原型就

是沒有任何詞綴與變形的 run 的語意。lemmas 被選取後會被指派在句子中

要擔任的角色，像是主詞(subject)或是受詞(object)。第二，在詞組組建的階

段中，這個附著語句角色資訊的 lemmas 會被加上需要的構詞成分以及語音

資訊，成為一個實詞，並被指派到詞組(phrase)上適合的位置與其他的功能

詞做組合，最後加上需要的功能詞綴，像是第三人稱動詞的-s。舉例來說，

當我想表達：In my cigar。我會先在詞彙篩選階段產出 cigar 這個實詞，然

後它就會在詞組組建階段與「In my [   ]」，這樣帶有功能詞的詞組框架做

結合。 

  Garrett 之所以劃分出詞彙篩選與詞組組建兩個不同的處理階段，是因

為他觀察到了某些口誤會將實詞的位置交換，但卻不會影響詞組的結構以及

實詞附加的功能詞綴的位置。例如像把(2.2.1a.)口誤講成(2.2.1b.)，wait 與 pay

不小心交換了位置，可是句子中的其他功能詞還有表達主詞動詞人稱一致性

的功能詞綴[-s]都沒有跟著改位子，如果詞彙與結構是由同一個程序處理的，

那麼就無法解釋這樣的抽換現象，所以在 Garrett 的模型中，他秉持句法結

構與實詞先個別處理而後整合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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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a. it pays to wait 

b. it waits to pay 

 

二. 以詞彙為基的語言產出假說 

  Levelt (1989)則提出了一個以詞彙為基的語言產出模型，這個模型並不

認為有抽象句型結構的存在。模型可分成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模型化

(formulation)，發音(articulation)三個階段。概念化是心智產生意念的階段，

模型化則是將意念化為語言形式的階段，最後的發音階段是將語言形式實際

說出的階段。 

  對於模型化階段的處理程序，Levelt 提出了詞彙假說(lexical hypothesis)，

此假說認為詞彙是意念與句法、語音之間的調節點(mediator)，意念跟句型

或語音並沒有直接的聯繫，必須是透過詞彙驅動(drive)，才提取出句型跟語

音的資訊，也可以說句型、語音資訊都是附加於詞彙的處理程序內的，而且

句型並非是抽象的結構，而是許多由搭配限制組成的語意形式的規則。在這

個模型中，詞彙 lemmas 隱含了數種資訊，包含概念資訊(conceptual 

specification)、概念論元(conceptual argument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

語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s)、補語關係(relation to COMP)、詞彙點(lexical 

pointer)，符號參數(diacritic parameter)。 

  以動詞 give 來舉例說明，give 的「概念資訊」就隱含了引發一個事件

(event)的施事者(agent)，事件中則包含 GO 的位移語意、一個東西(thing)、

東西的路徑(path)，路徑中又包含 from/to 的語意、還有對象(person)，這個

對象有兩個指涉的可能，可能是施事者自己(I give myself a chance)或是其他

人。Levelt 將 give 的概念資訊簡寫成：「CAUSE (X, (GOposs (Y, (FROM/TO 

(X, Z)))))」其中 XYZ 各自代表不同論元的指涉可能，X give Y from/to X/Z。

這些資訊以語意的方式記錄了詞彙的搭配規則。在這些資訊提取完成後，這

些詞彙就會依照其中的句法資訊組合成詞組(phrase)，然後再依照動詞帶有

的概念資訊組成分句(clause)及完整的句子。 

 



句法啟動對晚期二語學習者中介語在不同延遲時間下的影響──以漢語把字句為例 

18 
 

  學者 F. Ferreira 同樣不認為句法結構具有獨立存在的表徵，但他更明確

的表示了句法結構是一種非語意的抽象結構知識。在 F. Ferreira (2000)的

Tree-adjoining grammar(簡稱 TAG)語法編碼模型中，句法結構屬於附加於詞

彙上的句法模板(primitive syntactic template)的訊息之一，這些句法模板的資

訊中包含語意角色、單複數等語法資訊，也包含該詞彙在詞組建構上的抽象

結構 elementary tree。 

  舉例來說，當人們在處理：The dog bit a flower 這句話的意念時，前語

言的語意意念進入語法編碼階段，dog的詞彙會被提取，然後會附上詞彙的

相關結構資訊，比如附上 The 來表達這個詞彙是一個定指意念，還有這是

單數，是施事者等等訊息，可以寫成 Dog(Topic/Agent/sg/Def)，而動詞 bite

的詞彙被提取後，則會附上動詞需要施事與受事兩個論元的資訊，以及像是

eat必須要由具有有生性(animate)的名詞擔任施事者的語意需求，還有過去

式、主動句等結構上的資訊，這可以寫成 Bite(Past/Active)，在各個附著詞

組資訊的詞彙出現後，若這些詞組資訊之間的 elementary tree 都可以相容，

沒有需要修改的矛盾之處，彼此的抽象結構可以組合成一個句子，詞組就會

組合起來，形成一個句子。 

三. 句法處理機制獨立存在的語言產出假說 

  上述的語言產出模型都是以詞彙為基的觀點，但 Bock (1995)因為則從

句法啟動的研究中發現部分的結構獨立於語意外的特性而提出了一個句法

處理與語意處理各自獨立的語言產出模型。在這個模型中，語言的產出包含

三個部件，包含訊息部件(message component)、語法部件(grammatical 

component)、語音部件(phonological component)，訊息部件包含了說話者的

意念與觀點，而語法部件就如同語法編碼般，是將意念化為語言形式的處理

程序，而語音部件就是將語言形式說出來的部分。 

  在 Bock (1995)模型的語法部件中，分成功能程序(functional processing)

與位置程序(positional processing)上下兩層處理程序，在兩層程序中，又都

各自有兩個系統，一個用於處理詞彙，一個則用於處理句子結構。在功能程

序中的詞彙處理是詞彙選取(lexical selection)，負責依據語意提取適當的

lemmas，在功能程序中的句子結構處理則是功能指派(functional assignment)，

負責指派詞彙選取後的 lemmas 適當的語法角色，像是選擇這個 lemma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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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等。接著進入位置程序，在位置程序中的詞彙處理是詞彙提取(lexical 

retrieval)，負責將詞彙配上需要的語音特徵(phonological features)，而位置程

序中的構成結合(constituent assembly)則負責排列詞彙以及將詞彙搭上需要

的功能詞綴。其中句法啟動的現象就是一種位置程序中的構成結合作業受到

過往經驗影響的現象。 

  V. S. Ferreira and Slevc (2007)延續 Bock 的觀點，也提出了一個句法具有

獨立處理程序的語言產出模型。這個模型由前語言訊息(preverbal message)

階段、語法編碼(grammatical encoding)階段以及語音編碼(phonological 

coding)階段，三個階段組成。 

  在語法編碼階段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兩條分流的系統。第一條系統負責

處理前語言訊息中與語意有關的意念，在 lemma selection 階段中選取適當的

lemmas，並帶出紀錄 lemmas 詞性及音段、構詞、韻律等可能性的資訊，然

後在 retrieval 階段中形成帶有完整特徵的 lexemes。舉例來說，當我們想說

dogs時，在 selection 會確定詞彙的原型是名詞 dog，而不是 cat，並帶上 dog

可能被添加的詞綴、音段、韻律的資訊，當 lemmas 確定後就會馬上進入

morphophonological retrieval，從各種可能性中按意念選擇添加複數型詞綴-s，

還有/d/、/כ/、/g/等音段訊息，以及添加重音這種跨音段的詞彙資訊，成為

一個我們在言談中使用的實詞。分流的另一條系統則負責處理前語言訊息中

的「關係意念(relational meaning)」與「觀點意念(perspective meaning)」。關

係意念指涉語意意念間的關係，例如誰做動作，誰是受到影響的成分等等；

觀點意念則是跟語境有關，比如說話者想要傳遞哪些新資訊給聽話者，哪些

是談話主題，哪些訊息需要突顯。在這條分流的 function assignment 階段中

會先根據關係意念選取需要的主詞、直接受詞、間接受詞等等成分，接著這

些成分會進入 constituent 階段，將這些成分根據觀點意念及該語言本身的句

法規則形成句子，句法啟動現象就是這個階段受到過往經驗影響所導致。此

模型示意圖可參考圖[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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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 (V. S. Ferreira & Slevc, 2007)語言產出模型示意圖 

  上述兩派的模型提供了語言產出流程上的說明，但並沒有說明其中的運

作機制何以產生句法啟動現象，過往經驗到的語料輸入為何會對詞彙組合的

偏好造成影響，在下一節中，我將回顧兩派學者對句法啟動運作機制提出的

兩種對立的看法。 

第三節 句法啟動與句法表徵 

  在第一節中提到，句法啟動具有在主題、實詞、功能詞、句子韻律、詞

綴、時式、人稱改變的情況下仍存續的特性，在句法處理機制獨立存在與否

上有不同看法的兩派學者們為了將句法啟動的特性整合入語言產出模型中，

對此提出了兩種對立的假設。一派認為句法啟動的內在機制仍由處理語意的

系統掌控，句法結構也儲存於此，句法知識不存在獨立的句法表徵，在語意

表徵內句法知識跟其他語意知識是分離但又互相連結的，而其中的連結方式

是產生句法能脫離詞綴、時態等語法特徵的原因。與之相對的，另一派學者

則認為句法啟動的特性顯示句法表徵是完全獨立於語意表徵外的存在，他們

從句法啟動的存續時間找到了支持此觀點的證據。在下列我將介紹兩方在實

驗中找到的相關證據，並對雙方假說提出更詳盡的說明。 

一. 以節點假說為基的句法啟動模型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實驗發現，啟動句與產出句之間的人稱、

時式等語法特徵重複與否不會影響到句法啟動的強弱，而動詞的重複卻會增

強句法啟動效應，他以此提出節點模型及詞彙殘留刺激假說(lexic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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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 activation account)。該研究以完成句子殘幹來做為實驗手段，以英

語的雙賓句與介賓句為目標，一共進行五個實驗。在實驗一中，目標是操弄

動詞的重複與否，例如(2.3.1a.b.)作為啟動句，(2.3.1f.)產出，實驗結果發現

啟動句與產出句動詞相同的話，啟動句與產出句結構相同的機率比結構不同

顯著高出 17.2%，但當動詞相異時，結構相同機率就掉到 4.4%。在實驗二

中則排除動詞相同的句型干擾，驗證了即使動詞不同也仍有句法啟動的現象。

實驗三、四、五則比較了過去式與現在式(2.3.1a.c.)、現在進行式的動詞差

異(2.3.1c.d.)，還有動詞在第三人稱單數與複數的差異(2.3.1c.e.)是否會造成

影響，但都未產生顯著差異。 

 

(2.3.1)  

a. The racing driver showed the torn overall… 

b. The racing driver gave the torn overall… 

c. The racing driver shows the torn overall… 

d. The racing driver was showing the torn overall… 

e. The racing drivers show the torn overall… 

f. The patient showed… 

 

    Branigan et al. (1999)繼續進行了一個相關的句法啟動實驗，發現句法啟

動具有快速消退的特性。此實驗手段與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年的實

驗一相同，但增加操弄啟動句與產出句之間的間隔句(filler)數量，實驗發現，

隨著間隔增加、時間拉長，句法啟動的效應降低得很快，在無間隔句或僅有

一個間隔句的情況下，仍可觀察到顯著的句法啟動效應，但當輸入與產出之

間的間隔達到四個句子後，句法啟動的效應就降低至無顯著效果了。 

  這樣的現象與語意激發(semantic priming)的情況接近，於是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提出詞彙殘留刺激假說(lexicalist residual activation 

account)來解釋句法啟動的機制。所謂的語意激發是指人在辨認詞彙的時候，

會受到辨認前看到的其他詞彙的語意影響而加快或減緩辨認速度，例如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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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方向」再看到「東方」，人辨認「東方」這個詞彙所需的速度就會減少，

而語意激發的持續性不超過一秒。因此那些不認為句法具有獨立於詞彙外的

表徵的學者認為，基於語意激發與句法啟動都具有很快的消逝速度，兩者的

產生機制應該都與顯性記憶有關。於是 Pickering and Branigan 認為句法啟動

的機制與控制語意的 lemmas 有關。此假說發展自 Roelofs 提出的模型

(Roelofs, 1992, 1993)，該模型認為動詞與名詞等實詞的 lemmas 與語法特徵

(例如性別、單複數)的資訊是以網路節點(node)的方式連結的。以之為基礎，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更加入了「句法節點」，這種儲存著個別語句抽

象結構的節點，它與其他節點都儲存於被稱為 lemma stratum 的語意處理系

統中。這些節點以特定規則互相連結，lemmas 節點與語法特徵節點、句型

節點相連，但句型節點與語法特徵不相連，句型節點與句型節點、語法特徵

節點與語法特徵節點之間也不相連，其連結方式可參考圖[2.3.1]。當意念進

入語法編碼程序後，會先根據語意意念提取對應的 lemmas，並激發與之相

連的節點，例如指涉事物的 lemmas 就會激發與之相連的表達詞性的名詞節

點、表達數量的單數(single)節點等等，而指涉動作的 lemmas 則會激發動詞

節點、時式節點等等，此外還有最重要的句型節點，這些節點上的資訊會隨

著 lemmas 一起被提取出來，並產生一個帶有完整特徵的實詞，然後根據動

詞激發的句型節點的資訊組合成一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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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 (Pickering & Branigan, 1998)節點模型中節點連結方式示意圖 

  同樣都是以詞彙為基的觀點，Pickering and Branigan 的節點模型與 F. 

Ferreira (2000)的 TAG 理論模型的相似之處是，語法特徵及句型資訊都是在

意念提取 lemmas 時附著於 lemmas 上出現的，不具有自己的獨立表徵。而

相異之處在於，TAG 理論中這些語法特徵或句型的資訊是個別依附在實詞

的 lemmas 上，而 Pickering and Branigan 的模型則是認為語法特徵及句型的

資訊儲存於 lemma stratum的節點中。在 TAG理論中，The dog eats the cake，

dog與 cake 都帶著「定指」訊息，但這兩個定指訊息是分離儲存於兩個詞

彙中的。但在節點模型中，在 lemmas 激發時，不同的實詞連結到的句型或

語法特徵指涉同一個節點，例如 The dog eats the cake，dog 與 cake 都會連到

同一個儲存「定指」資訊的節點。 

  這樣的差異使得 Pickering and Branigan 的節點模型能夠解釋句法啟動

的現象。在動詞 lemmas 激發了句型節點後，這些節點仍會保持「活躍

(activation)」的狀態一段時間，使它較為容易被提取，而因為這些節點是獨

立存在且與其他 lemmas 相連，所以當說話者使用其他 lemmas 時，就會傾

向連結這個較活躍的句型節點，而不是其他較不活躍的句型節點。例如當說

話者說了「I will give you a pencil.」(我會給你一枝筆。)後，give 的 lemma

激發了「雙賓句型(NP_NP)」的節點，使得它變得較活躍，然後當說話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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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打算說出一句包含動詞 send 的話時，這時因為 send 的 lemma 節點跟 give

一樣與雙賓句型的節點連結著，所以雙賓句形節點殘留的活躍性會拉高 send

與它連結的可能性，使說話者說出如「My friend is going to send us this gift.」

(我的朋友要送我們這個禮物。)的雙賓句，並降低介賓句(NP_PP)的使用機

率。除了句型節點的激發效果，句型節點跟 lemmas 間的連結路徑

(combination)也會殘留激發效果，因此在重複使用相同動詞時，會有「連結

路徑」加上「句法節點」的雙重刺激，比 lemma 不重複的情況有更高機率

產生句法啟動。另外，因為句型節點與語法特徵節點不相連的關係，所以這

模型也能解釋為什麼句法啟動現象獨立於詞綴、時式、動詞一致性等語法特

徵之外。 

二. 以隱性學習為解釋的句法啟動模型 

  相對於 Branigan et al. (1999)所發現的句法啟動快速消退的證據，Bock 

and Griffin (2000)在實驗中發現截然不同的結果。在該圖片口說描述實驗中，

同時以英語主動句/被動句的轉換及雙賓句/介賓句的轉換為目標，在實驗一

確定有短期顯著的句法啟動效應後，在實驗二中則加入了一個無法轉換的不

及物句來做為啟動句的對照組，並操弄實驗中間隔句(filler)的數量，分成 0、

1、2、4、10不同數量的五組，實驗結果發現句法啟動的持續性並不若Branigan 

et al. (1999)那樣，會隨時間快速降低至消失，相反的，就算啟動句與產出句

之間間隔了十個間隔句，相隔時間約 71.8 秒，仍然可以觀察到顯著的句法

啟動效果，這樣的時間遠長於過去在句型辨識實驗中，使用顯性記憶去記憶

句型所能維持的 7.5 秒(Sachs, 1967)。雖然這樣的現象並不穩定，在四個間

隔句時，句法啟動的效應一度降到不顯著，但在十個間隔句時又能觀察到顯

著的句法啟動效果，此長效持續性讓 Bock and Griffin 推測句法啟動的機制

並非來自於顯性記憶的注意力刺激，而是隱性的，是一種長時間的語言使用

方式的調整。 

  是否是語言技能或實驗法的不同而導致 Bock and Griffin (2000)的研究

結果與 Branigan et al. (1999)的研究結果間的差異呢？Kaschak et al. (2014)使

用了與 Branigan et al. (1999)近似的實驗方法以釐清此問題，該研究要求受試

者完成未完成的句子殘幹，為了釐清語言技能與句法啟動效果間的關係，受

試者被分成四組，第一組的輸入與產出都是口說，第二組則都是書寫，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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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則是口說輸入，書寫產出，第四組則是書寫輸入，口說產出。Kaschak 使

用累積型句法啟動(cumulative structural priming)來做實驗，他發現每組在短

時間內都產生了句法啟動效應，而輸入與產出使用相同技能的組別，像是同

為書寫或同為口說，其句法啟動甚至能維持達一個星期。 

  另一方面，其他研究也出現了支持隱性學習假說的證據，V. S. Ferreira 

(2003)的實驗證據則支持句法啟動與 lemmas 無關，因為即使沒有詞彙介入

從 lemmas 引發刺激也一樣能產生句法啟動。該實驗使用了句子回憶測驗來

作為實驗手段，以英語的句子補語(sentence complement)前的連接詞「that」

的有無為觀察目標。該實驗在本文的第一節的第三小節中已介紹過。實驗結

果發現當啟動句省略句子補語 that 時，受試者在後續的產出也會跟著傾向省

略 that，而當啟動句出現 that 作為定語或名詞補語的連接詞時，則都不會增

加後續產出句中 that 的使用率。因為 that 既不是實詞，該實驗的操弄又包含

詞彙省略，所以這個結果證明了即使不透過刺激 lemmas 也能產生句法啟動

效應。 

  V. S. Ferreira, Bock, Wilson, and Cohen (2008)則為了完全剃除語意影響

句法啟動的可能，而針對幾個患有順行性失憶症(anterograde amnesia)的病人

做了句法啟動的實驗。這些病人已經失去了產生新的陳述性記憶的能力，但

還保有產生程序性記憶的能力，因此病人無法描述他剛剛去過哪些地方，但

卻能在一次次練習中逐漸熟悉腳踏車的騎法。這個實驗除了進行圖片描述句

法啟動外，還增加了一個詢問受試者對輸入的句子有沒有印象的測驗，以確

保受試者是在完全遺忘輸入句的情況下產生句法啟動現象。實驗結果證明即

使喪失與指涉事物有關的陳述性記憶能力，句法啟動仍會產生，這代表了句

法啟動的產生機制可能來自程序性記憶，程序性記憶能儲存抽象的句法使用

知識，這樣的結果也為隱性學習解釋提供了另一支持的證據。 

  從以上的實驗結果來看，這些學者認為句法啟動是一種能獨立於顯性記

憶、語意、詞彙外的現象，且是一種長時間的調整，與隱性記憶(又稱程序

性記憶)、隱性學習有關。隱性學習是指學習者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自然對外

界的刺激做出反應並調整自己的行為，甚至習得特定模式，進一步自動化的

現象(Cleeremans & Jimenez, 2002)，比如學走路或騎腳踏車。過往 Saffran, 

Newport, Aslin, Tunick, and Barrueco (1997)也發現人能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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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人工語言的某些規則。 

  對於隱性學習假說，Chang et al. (2006)以電腦程式設計了一個模擬人類

句法啟動現象的連結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以此來解釋人們怎麼在無意

識的狀態下根據輸入來調整自己的語言表現。在這個程式中，包含了三個特

殊的設計，第一，雙重路徑系統(dual-path system)，第二，漸進式的字詞預

測系統(Incremental Word Prediction)，第三，以試誤為基的學習演算法

(Error-based learning algorithms)。整個模型的模擬包含了語言的理解以及語

言的產出兩部分，這兩端過程有著類似的處理程序，且互相連結，也都同樣

會用到這三項假設。 

  雙重路徑系統將整個系統分成處理語意的意義系統(meaning system)與

負責處理結構的序列系統(sequencing system)。在意義系統中包含儲存著事

件角色(event roles)XYZA 的事件語意(event-semantic)，意義系統用於處理詞

彙與語意、語意與事件角色的對應關係的功能。意義系統是用於模擬人們看

到一個事件時將該事件牽涉到的事物轉化成詞語的能力，在現實生活中，當

人們看到一隻狗吃了一片餅乾時，他的腦中會出現"dog"、"cookie"、"eat"

等意念，這些意念會被賦予 lemmas 與語意角色，像是 dog 是施事者(agent)、

cookie是受事者(patient)等等，電腦程式則仰賴人類將詞彙資訊(dog、cookie、

eat)輸入給電腦，電腦再使用意義系統將詞彙轉換成語意(DOG/ COOKIE/ 

EAT)，並與事件角色(event roles)XYZA 做出連結。處理語句結構的則是序

列系統，序列系統不直接與語意連結，而僅與事件角色與事件語意

(event-semantic)連結，而序列系統負責的主要工作就是將事件語意提供的事

件角色 XYZA 做排序，並將排序結果傳給意義系統，意義系統再將事件角

色與相對應的語意連結，並將語意轉換成詞彙輸出，在序列系統中還存有儲

存過往資料的 context，以及負責連結 context 與意義系統的 hidden unit，這

個部分將與下面的假設一起介紹。 

  透過這意義與序列系統，電腦能夠產出句子，但卻不一定能產出理想的

句子。電腦還要透過漸進式的字詞預測系統以及以試誤為基的學習演算法來

學習調整句子。漸進式的字詞預測系統(Incremental Word Prediction)是將語

句以線性的方式切分成一個個的 XYZA 成份來理解或產出，比方說[The] 

[dog|X] [eats|A] [the] [cookies|Y]，並且系統在理解語句時會根據過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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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斷地預測 XYZA 的句子排列方式，以及語意與 XYZA 的對應關係，如

果它的預測是[DOG|Y]，實際卻是[DOG|X]，那麼這些錯誤就會藉由 hidden 

unit傳回 context，並改變 context 中各連結的權重，下次它再度遇到 DOG

這個語意時，將 DOG 與 X 連結的機率就會上升。這樣的反饋能力還包含了

XYZA 等各個成分的句型排列方式，這樣的根據錯誤來調整權重以學習的系

統就是第三個設計－以試誤為基的學習演算法。 

  Chang et al. (2006)以上述的設計來模擬句法啟動的現象。舉例來說，在

主動句(XAY)與被動句(YXA)的排序偏好上，假定一開始權重各是 50%，也

就是在序列系統中預測與產出時兩種句型的機率各半，那麼如果系統能模擬

人類的句法啟動現象，它就應該要像人類一樣，在收到許多被動句的啟動句

後，改變它在產出上對主動句與被動句的偏好。首先由於它的原始預測偏好

是各半，所以在收到被動句後它的預測有一半的機率是錯誤的，這些錯誤會

被回傳到 hidden unit 中調整 context 中 XY 的分數比重，漸漸的 Y 作為句子

開頭的分數會高過 X，預測也就越趨正確，比重的調整就會趨緩，因此不管

輸入再多也不致達到 100%，此外若輸入中包含了一些系統未預測到的成分，

例如功能詞 by，系統也會回傳預測錯誤到 context中，久了以後系統就會習

得 YAX 的 X 前面要加上 by的規則。在語言產出時，若輸入 Jack、kiss、

Mary三個詞彙資訊，模擬人類看到這三個詞彙並被要求隨意組成句子，因

為過去的輸入帶來的影響，產出時就有較高機率以 YAX 的方式來排列，產

出「Mary was kissed by Jack」或「Jack was kissed by John」這樣的被動句。 

    Chang et al. (2006)展示了一個結構與語意分離的機制，而且這樣的系統

不涉及構詞層面的變化，因此可以反映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發現的

句法啟動獨立於詞綴外的特性。不過因為在產出時，語意與事件角色的連結，

和事件角色的排序是獨立的兩件事，因此特定的語意不會與特定的事件角色

排序產生連結，可以說無法反映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所發現的重複

動詞詞彙能增強句法啟動效果的現象。Chang et al. (2006)認為這是因為此模

型模擬的是長時間的隱性學習，而會快速消退的詞彙激發(lexical boost)現象

則與顯性記憶有關，與此模型無關。 

  在 Hartsuiker, Bernolet, Schoonbaert, Speybroeck, and Vanderelst (2008)的

研究中，則發現了在動詞相同的情況下，句法啟動的效應會在一開始高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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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不相同的情況，但在大概經過兩個間隔句後，兩者的效果會趨近相同，保

持一段時間較長、相對效果較弱但仍顯著的句法啟動效應。這個現象符合

Chang et al. (2006)的預測。 

  Chang et al. (2015)對比英語與德語的句法啟動特性來說明它的模型比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節點模型有更強的解釋力。由於德語是個會

依據時式改變動詞位置的語言(現在式 V2：動詞在句子中的第二個位子，過

去式 V final：動詞在句末)，因此以德語母語者為對象的德語雙賓句、介賓

句句法啟動實驗發現，在啟動句與產出材料的時式相同(也就是動詞位置相

同 V2：V2)的情況下，會強化句法啟動的效果。Chang et al. (2015)將調節時

式的 E 加入 XYZA 事件角色中，在輸入語料時，E 負責聯繫動詞位置與其

他 XYZ 排序的預測，時式又與動詞位置相連，若輸入的語料經過設計，將

特定句型與特定時式共現，那系統就能隨著錯誤回傳後不斷修正，逐漸學會

將時式與介賓句、雙賓句結合，因此在產出時就能模擬觀察到的句法啟動現

象，在英語中，由於 E 的動詞位置不會改變，因此與動詞位置連結的時式

就不會對 XYZ 的語序產生影響。這表示 Chang et al. (2015)能以單一模型解

釋不同語言的句法啟動現象，而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節點模型則

無法如此做，必須要針對不同的語言設計不同的節點連結規則的模型，不若

連結模型來的簡潔。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兩派對立的句法啟動機制的假說，其中節點模

型主要的論據來自於詞彙激發(lexical boost)現象，而隱性學習假說的連結模

型則能用於解釋句法啟動的長持續性。在接下來的小節中，我將聚焦於晚期

二語領域的句法啟動研究，並說明這些研究的結果如何反映兩種對立的句法

啟動解機制的解釋。 

第四節 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動研究 

  在句法啟動的領域中，晚期二語者的相關研究較少，因此對晚期二語者

心智中的語意與句法處理機制之間的關係所知較少。過去的學者觀察到，晚

期二語學習者的學習成果在正確性(reliability)及一致性(convergence)上與早

期二語者或母語者有所差異，這些差異可能代表晚期二語者內在的語言習得

機制與第一語言或早期雙語的習得不同(Bley-Vroman, 1998)，因此研究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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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中的語言架構仍有其價值。透過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動研究，學者們能進

一步了解晚期二語者在語言產出機制中的句法表徵的樣態為何？其語意與

句法機制的關係為何？在下列的小節中，我將回顧幾個以晚期二語者為目標

的句法啟動研究，以及其研究結果與句法啟動機制模型的關係。 

一. 二語句法表徵的發展與語言水平高低的關係 

  晚期二語者在學習中往往會產生許多不符合目標語，也不符合自身第一

語言的語法規則的錯誤語句，這樣的語言被稱為中介語(interlanguage)。可

以說晚期二語學習者的內在語言架構往往需要經歷一段長於母語習得的建

構過程，那句法表徵也是如此嗎？在 McDonough (2006)的研究中發現在受

試者無法自由將句型與不同動詞搭配使用，對特定句型不夠熟悉的情況下，

句法啟動的效應會相當低落，而在 Hsu and Lin (2014)的研究中則進一步排

除母語干擾，發現二語者句法啟動效應的強弱與語言水平間具有正相關。 

（一）McDonough, 2006 

  過去的二語者的言談互動研究聚焦在與顯性記憶有關的糾正反饋上，是

否在言談互動間也存在著隱性的輸入效果，使學習者不自覺模仿對談者的句

型而達到修正中介語的效果呢？McDonough (2006)以 Branigan, Pickering, 

and Cleland (2000)所設計的互動式句法啟動研究法為基礎，將之應用到二語

學習者的研究中，藉此釐清言談互動與句法啟動間的關係，不過卻意外發現

受試者對特定句型的熟練度會影響到句法啟動效果。 

  McDonough (2006)以 50位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為對象，其中主要

母語為中文。此研究採用 2X2 因子設計((1)啟動句: 介賓句/雙賓句 (2)重述: 

有/無)，是一個前測－操弄－後測的三階段實驗，受試者被告知將參加一場

由學長姊志願幫忙的英語能力提升遊戲，在遊戲中每位受試者與一位學長姊

(指導者)一對一進行找相同圖案的牌卡的活動，雙方需要根據抽到的牌卡上

的動詞描述牌卡的圖案，然後對方就要從另一堆牌卡中找出帶有描述圖案的

卡片。重述組的受試者被要求在聽完指導者描述牌卡後跟著重述一次，以避

免在尋找時忘記內容，理解組則無此要求。實驗就藉此將啟動句輸入受試者

腦中，以此觀察受試者在下一張輪到他自己描述圖卡時是否會因此改變句型

偏好。另外此實驗在開頭與結尾都各安排了一段指導者不給予啟動句，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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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自行描述帶有授予動詞(dative verb)的圖卡的部份做為前後測，藉此觀

察受試者的句型偏好基準線(baseline)在哪？以及受試者受到啟動後的基準

線變化為何？ 

  實驗結果發現重述與否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受試者對英語的介賓句和雙

賓句的輸入產生了不一致句法啟動效果，介賓句產生了顯著的句法啟動效果，

雙賓句卻沒有產生顯著的句法啟動。這或許是因為受試者過去在學習時，對

雙賓句的規則還不太熟習或因為教學例句而有所誤解的關係，比方說，可能

因為在學習時的例句多半是包含代名詞的句子，所以以為雙賓句中必須要有

一個名詞是代名詞才能成立。那麼如果給予更多的雙賓句啟動句的話，受試

者是否能夠因此變得更會使用雙賓句呢？ 

  對此 McDonough (2006) 接續進行了另一個實驗，實驗二的方式同實驗

一，不過啟動句全部都改成了雙賓句。實驗結果顯示雖然在牌卡互動中確實

產生了顯著的句法啟動現象，但卻並沒有在後測中發現持續的句法啟動現象，

甚至後測的雙賓句使用率還變得比前測還低。McDonough (2006)發現實驗一、

二中，在一開始的基準線測試中能將較多不同動詞使用到雙賓句中的受試者，

他們的句法啟動效果都顯著高於那些只會將雙賓句句型與少數動詞連結的

受試者。McDonough (2006)以此推測特定結構的熟練度以及特定結構與不同

動詞的連結程度會影響到句法啟動的效果。 

（二）Hsu and Lin, 2014 

  根據 Savage et al. (2003)的研究，學習經驗有限、熟練度不足的語言學

習者可能會將特定結構與動詞綁在一起使用，無法獨立運用，這是因為他們

還未形成抽象的句法表徵。而過往的句法啟動研究則指出，句法啟動效應是

源於受試者所擁有的抽象句法表徵。基於此，Hsu and Lin (2014)嘗試以句法

啟動調查不同語言熟練度的晚期二語學習者的句法表徵狀態。 

  Hsu and Lin (2014)的研究設計了 2X2因子的實驗((1)啟動句: 主動句/把

字句 (2)語言水平: 中級以下/中級或進階級)，以釐清句法啟動與句法熟練

度的關係。實驗對象是 64位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晚期二語者，受試者皆超

過十八歲才開始學習中文。此外為了避免受試者母語規則對二語產生遷移，

干擾特定句型的表現，實驗排除掉母語中有近似把字句句型的受試者，例如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1 
 

泰語，並針對母語語序不同的受試者進行事後比對，確保母語語序也不對句

法啟動造成影響。受試者被告知參加一個評估語言流利度的測驗，受試者在

看過動畫後必須要盡快用一句簡短的句子描述看到什麼，此外為了評估聽力，

也必須要在聽到錄音後重述聽到的話。這些錄音與動畫穿插出現，部分錄音

是啟動句，部分動畫是用來引發句法啟動的材料，此外也有相等數量的錄音

與動畫是間隔用(filler)。 

  Hsu and Lin (2014)的實驗結果指出以中文為二語的學習者確實會受到

把字句的啟動而產生句法啟動現象，這證實了即使本來母語中沒有相對應的

結構，二語者仍能建構出一個與母語者類似的抽象句法表徵，此外實驗還指

出語言水平較低的組別在句法啟動上的效果顯著低於高語言水平的組別。

Hsu and Lin (2014)認為這樣的結果支持使用為基(usage-based)的語言觀，語

言發展需要經歷一段以項目為基(item-based)的階段，二語者在語言熟練度

較低時，不熟悉的句法還未形成成熟的句法表徵，尚無法形成一個抽象的語

法規則，句法結構依附於特定動詞上，因此只有當特定動詞被使用時，該句

法才會跟著被使用，使句法啟動效應不明顯。但隨著水平上升，受試者對該

句型的經驗增加，句法抽象表徵形成，句法與特定動詞的連結就越趨減弱，

句法啟動就會產生類似母語者的獨立於詞彙語意外的特性。而隨著跨動詞的

使用的可能性增加，句法啟動的效果就越來越明顯。 

二. 以句法啟動測量不同輸入方式對句法表徵的影響 

  句法啟動能夠反映二語學習者不同語言水平的句法特徵的狀態，那麼我

們是否可以使用句法啟動來探究二語學習者中介語的句法知識的變化呢？

在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的研究中發現，使用避免顯性介入干擾的隱性

輸入方式，也就是在輸入時沒有語句抽象結構的講解，且啟動句與產出有較

多間隔句(filler)的方式，能夠對牽涉論元及格變化的複雜結構(Larson, 1988)

的使用偏好(在實驗中是介賓句與雙賓句)產生長達一天影響，在不牽涉論元

位移變化的相對簡單的結構中(動後助詞與受詞的位置），則不論輸入時是否

附上抽象結構的講解，以及啟動句跟產出圖片之間的間隔多寡，都能改變使

用偏好長達一天。 

（一）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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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者認為相較於隱性學習，顯性的語言學習方式不管在複雜或簡單的

結構的學習上都更有效率(DeKeyser, 2003; Spada & Tomita, 2010)，但也有學

者認為對包含複數部件(components)的複雜結構，隱性學習的幫助更大

(Krashen, 1982, 1994; Reber, 1989)，此外 Segalowitz and Hulstijn (2005)還認

為缺乏隱性學習會導致學習者缺乏將語法自動化的機會，減低他們提升語言

表現的可能。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嘗試以啟動句輸入後立即接續產出

圖片、啟動句輸入後經過四個間隔句才接上產出圖片、啟動句輸入後立即接

續產出圖片且在啟動句輸入前增加抽象結構講解的三種啟動條件(priming 

condition)探討顯性輸入、隱性輸入、顯性教學指導對不同複雜程度的句法

知識的影響。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的研究施行3X4因子設計((1)啟動條件:長延

遲組/無延遲組/無延遲+額外語法規則說明組 (2)啟動句: (a)簡單句型: 動詞

後助詞在前(take off the coat)/助詞在後(take the coat off) (b)複雜句型: 雙賓

句/介賓句)。實驗以 45 位韓語母語的英語二語學習者為觀察對象，實驗以

句法啟動和語法判斷(grammaticality judgment)兩種工具來測量句法知識的

變化，句法啟動包含一個判斷句法使用傾向基準線的前測，一個立即後測，

以及一個延遲一天的延遲後測，以觀察不同的輸入方式與結構對句法啟動持

續性的影響，在前後測中受試者會看到許多圖片，圖片的下方有一個動詞，

受試者要使用動詞來描述該圖片，前後測中不會有任何啟動句。在句法啟動

階段中，受試者會看到一些圖片，也會聽到錄音使用圖片上的動詞描述該圖

片，有時圖片會沒有錄音，受試者被要求在這個時候使用圖片上的動詞幫忙

補上適當的描述。而在句法啟動的前測及立即後測結束後，受試者還被要求

各完成一個聽力的語法判斷測驗，以此測量受試者是否變得更能判斷出哪些

語句是不合法的。 

  實驗的結果發現，在語法判斷測驗上前後測並沒有產生顯著的差異。這

可能源自句法啟動所輸入的語料僅幫助了程序性知識，但沒有對語法判斷需

要的接受性知識(receptive knowledge)及後設語言覺知(metalinguistic 

awareness)產生影響的關係。而在句法啟動方面，在複雜句(介賓句/雙賓句)

的部分，三種啟動條件都在句法啟動階段有顯著的效果，而且無延遲+額外

語法規則說明組的表現又顯著高於另外的單純無延遲組及長延遲組，在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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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中，三組也都產生了顯著高於基準線的句法啟動現象，且同樣的無延遲

+額外語法規則說明組的表現又顯著高於其他兩組。不過在延遲一天的後測

中，則僅有長延遲組，也就是隱性學習組維持顯著的句法啟動現象，其他兩

組都產生急劇的下滑，作者認為這可能與 Fenn, Nusbaum, and Margoliash 

(2003)所發現的睡眠能促進程序性記憶的習得有關，長延遲組中啟動句與產

出圖片間的間隔給予的緩衝時間如睡眠般對固化(consolidated)有幫助的關

係。在簡單句的部分，三組都在句法啟動階段產生顯著效果，而且無延遲組

與無延遲+額外語法規則說明組的表現都顯著好過長延遲組，而在立即後測

中，三組都有顯著的句法啟動現象且三組沒有差異，在延遲後測中，三組則

都維持了跟立即後測相同的句法啟動現象。 

  這樣的結果指出，句型的差異會導致不同學習產生不同效果，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認為這可能與不同結構的認知複雜度不同有關，因結構較

簡單，所以三種輸入方式都達致習得此結構所需的需要，產生天花板效應

(ceiling effects)，無法看出三種輸入方式的實際差異。但在相對複雜的結構

上，避免顯性記憶的干擾才足以為受試者帶來較為長久的改變。這個實驗也

發現二語者的句法啟動效應可以持續達一天。 

三. 隱性輸入對中介語的影響 

  McDonough and Mackey (2006)在重述(recast)與反饋(feedback)方式的研

究中觀察到，當英語二語學習者的 WH 問句表現提升時，往往在對話實驗

中也出現了類似句法啟動的現象，受試者會傾向重複使用實驗者說出的句型。

根據 Ellis (2015)的研究，隱性學習具有將經常共現(collocation)的要素結合

成模塊(chunk)的能力，Kim McDonough 懷疑是否是對話中語料的輸入使學

習者不自覺地吸收輸入句中的句型形成新模塊，並因此取代了本來使用的錯

誤句型？另外，過去的句法啟動研究都關注於在母語者身上發現的轉換句，

因此兩個可供轉換的句型都是合法句，那假若對使用中介語的二語者來說，

一個形式有部分錯誤的句型，與另一個錯誤較少、更接近目標語的句型，若

兩者對他來說沒有語意上的差異的話，是否可以說這兩種不同這兩個句子也

是可轉換的？若對二語學習者輸入正確的句型，是否可以藉此提升二語者對

正確句型的偏好，並藉此降低錯誤、提升二語者的語言表現呢？為此

McDonough 進行了三個研究來探究句法啟動與中介語表現提升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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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的實驗中排除了糾錯因素，確認句法啟動

率的高低與語言能力提升有正相關，且在句法啟動中的動詞及疑問詞的替換

能力與語言表現的提升也呈正相關，在 McDonough and Kim (2009)，則控制

了動詞種類的在輸入與產出上的多寡，發現產出時若強迫受試者在 WH 句

型多使用更多不同種類的動詞及疑問詞，則能促進 WH 句型的語言表現的

提升。McDonough and Vleeschauwer (2012)則觀察到這樣的 WH 問句的語言

能力提升與對結構的覺察能力有交互作用，如能針對學習者覺察能力採用不

同的方法，則提升效果會較好，實驗中也發現提升的效果可達兩周，可是由

於其實驗方法與過往句法啟動實驗相比有諸多不嚴謹或特別之處，比如說在

後測觀使用聊天的形式來觀察句法啟動是否產生，因此其與句法啟動的關係

仍待考慮，這點將在下文中介紹。 

（一）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 

  在這個實驗中，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希望能排除掉重述與反

饋的因素，專心觀察句法啟動與英語二語者的 WH 問句表現的關係。此實

驗根據 Pienemann and Johnston (1987)的問句結構等級表來判斷受試者的問

句表現是否提升。 

表[2.4.1] (Pienemann & Johnston, 1987)問句結構等級表 

stage construction example 

3:fronting Do + SVO? Do they dislike him? 

 Wh + (be/do) 

SVO? 

*How did the girl is feeling? 

 Be + SVO? *Is they like rock music? 

4:Pseudo-inversion; 

Yes-no inversion 

(Wh) + copula + 

S 

Who is the girl in the yellow 

blouse? 

  Is it the department store? 

 Aux/modal + SV Will he support the children? 

5: Aux 2nd Wh + aux/do How often do you go shopping? 

 

  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的研究是一個前測－操弄－後測的三階

段設計，並安排一個沒有經歷中間的操弄過程的對照組，以此來確定實驗組

的後測能力提升是來自中間的操弄。實驗以 46 位在泰國大學招募的泰語母

語的英語二語學習者為對象，並以英語 WH 問句的結構為觀察目標，受試

者會與指導者進行一對一的實驗，受試者被告知這是一個英語練習活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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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是與受試者同樣想藉機強化自己英語流暢度的大學生，而且英語能力並

沒有比較好，藉此來降低受試者使用顯性記憶去刻意觀察指導者說話結構的

可能。此外指導者在操弄過程中也不會糾正受試者說的錯誤句子，以避免受

試者透過陳述性記憶回憶語法規則干擾實驗。實驗的前測、操弄、後測都是

互動性的活動，像是完成故事、設計一份訪談問卷、互相詢問對方背景等等，

不過在前測及後測中，指導者會刻意控制自己只使用結構被歸為較低層級的

問句，比如be動詞前移的Yes/No問句(Are they students?)，避免干擾受試者，

而操弄過程包含兩個二十分鐘的互動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指導者會刻意的使

用 Pienemann and Johnston (1987)量表中較為困難，超出受試者前測水平的

問句句型，以期待受試者在無意識中模仿並修正自己的錯誤(例如受試者可

能會忘記加入助動詞)，或是改變他們對錯誤句型的偏好(假如受試者沒有自

覺他的句型是錯的的話)，此外指導者也會使用與受試者前測水平相同的問

句句型。假若受試者在指導者使用一個進階層級的問句句型後，在接下來的

與五個問句內受試者跟著使用了正確的該層級問句的話，這就會被記入一次

的句法啟動。 

    在實驗結果中，操弄階段的全體受試者總共產出了 337 個相同層級或更

低層級的問句，243 個進階層級的問句。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將此

比例(.72)訂為平均線。實驗結果將受試者以接受操弄與否，還有操弄中的句

法啟動的比例是否超過平均值(.72)分成三個組別：(1)對照組(n = 15)、(2)實

驗組中句法啟動頻率超過平均者(n = 19)、(3)實驗組中句法啟動頻率低於平

均者(n = 12)，三組的能力提升結果如下表[2.4.2]。 

表[2.4.2] (McDonough & Mackey, 2008)實驗各組前後測能力差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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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以卡方檢驗(chi-square)分析三組在前後測能力提升上的差異，結果

顯示三組在後測中 WH 能力的提升上具有顯著差異，組(2)與組(3)都顯著高

於對照組，且組(2)的能力提升顯著高於組(3)。這樣的結果指出句法啟動與

語言表現提升具有正相關，但是這個實驗並沒有對使用的詞彙進行精確的控

制，所以為了調查詞彙重複的影響，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進行了

一個後測分析，觀察指導者的句子與受試者句法啟動的句子在疑問詞、主詞、

主要動詞、助動詞的重複率與後測能力提升與否的關係。結果發現語言能力

提升者在句法啟動產出時有顯著較高的傾向使用與啟動句不同的 WH 疑問

詞或主要動詞，表示除了句法啟動的頻率外，啟動句是否能引發學習者使用

不同動詞的產出也可能是個預測指標。 

  此研究在操弄階段的句法啟動設計上不同於以往其他句法啟動研究，並

沒有明確的配置間隔句以及產出目標，也沒有句法啟動的對照組，在動詞的

設計上亦未控制。因此 McDonough 後續進行了一個將這些變項進行控制的

實驗。 

（二）McDonough and Kim, 2009 

  針對 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發現的語言能力提升與將結構跨動

詞使用的能力有關的現象，以及 McDonough (2006)發現的熟練度與句法啟

動效果的關聯，McDonough and Kim (2009)想要研究如果在啟動句中強迫受

試者接觸或使用更多不同種類的動詞的 WH 問句，那麼相較於僅接觸少數

種類的動詞，是否能夠更能促使學習者掌握 WH 問句結構？或是改變其對

錯誤句型的偏好？例如原本受試者使用錯誤句型(What John teach the kids?)

與正確句型(What did John teach the kids)的機率是各 50%，那麼藉由操弄是

否能讓受試者變得更偏好後者？ 

  McDonough and Kim (2009)的研究是一個前測－操弄－後測的三階段

設計的實驗，操弄的過程採 2X2 因子設計((1)啟動句: 36 種動詞+6種疑問詞

/ 6種動詞+4種疑問詞 (2)產出句: 圖卡包含 36種動詞/圖卡僅包含 6種動詞)，

藉此釐清動詞在輸入與產出兩端的類別多寡對中介語 WH 問句表現提升的

關係。實驗以 85位泰國大學的泰語母語的英語二語學習者為觀察對象，以

英語的 WH 倒反問句([WH] + [aux] + [S] + [V]?)的使用表現為目標。前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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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同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包含了一些能引發受試者不斷問問

題的情境，而指導者都會以非觀察目標的問句句型來與受試者互動，避免干

擾操弄過程。這次操弄過程中的活動受到了較嚴謹的控制，受試者與指導者

都會收到牌卡，雙方要根據卡牌上的線索來輪流詢問對方問題，受試者的牌

卡上寫了動詞與疑問詞，受試者必須要依據這些線索想出一個問題來問指導

者，相對的，指導者收到的牌卡則是直接寫明了一個完整的問句，這樣可以

避免對不同的受試者給出不一樣的啟動句，而指導者跟受試者的動詞共用但

經過設計避免重疊在同一時間雙方使用相同動詞。受試者需要經歷兩次二十

分鐘的操弄活動，這個操弄活動與 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一樣被包

裝成英語流利度練習，主題包含圖卡的圖片比較、圖片問答。 

  實驗結果顯示，啟動句的動詞種類多寡並沒有對後測中正確 WH 倒反

問句的產出頻率提高低產生顯著影響，而產出句的種類多寡則對後測 WH

倒反問句的產出頻率高低造成了顯著影響，兩個變項間沒有顯著的交互效果。

這與McDonough and Kim (2009)的預測不同，輸入的語料居然沒有效果，反

倒是輸出時強迫受試者多將結構用於不同動詞上能夠提升受試者對這個結

構的掌握。McDonough and Kim (2009)認為這可能表示啟動句的輸入僅能幫

助受試者察覺到不同動詞也可以用到這個句型中，但實際上主要還是要透過

實際操作將動詞運用到句型上，才能真正改善程序性知識，並在後測中表現

出能力提昇。 

  此實驗仍有一個與傳統句法啟動研究不同之處，一般來說句法啟動的實

驗會安排一個可與目標句轉換的另一句型做為第二種啟動句，並以此觀察受

試者在不同啟動句下的句法啟動效果，受試者應該會因為收到的啟動句不同

而影響目標句的偏好，例如收到雙賓句與介賓句的啟動句後，受試者在產出

介賓句的偏好比率上會不一樣，藉此確認啟動句真的啟動了受試者，並再進

行後續的句法啟動持續性等觀察。但此研究卻僅輸入正確的 WH 問句，沒

有第二種與之轉換的啟動句，此外實驗也沒有針對收到啟動句後的受試者說

出的句子的結構偏好進行分析，換言之，也無法確定受試者在收到正確 WH

問句後是不是就用出了正確的 WH 問句結構，最後一點，此研究的對話性

前後測並沒有很嚴謹的控制實驗者使用的語句，這使前後測除了時間外還多

了一些其他變項的干擾，上述因素使得研究主張的，受試者在後測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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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問句句型的使用傾向的提升是來自句法啟動這點，較不令人信服，需要

更進一步嚴謹的驗證。 

（三）McDonough and Vleeschauwer, 2012 

  在McDonough and Kim (2009)的研究中沒有針對 WH 問句表現提升的

效果進行延遲後測，此外，考慮到啟動句帶來的效果可能會受到受試者的聽

辨能力影響，比方說有些受試者可能聽力較好因此更能在帶有不同詞彙的句

子間察覺到其中的句型規律，在產出上也越能將察覺的抽象結構應用到不同

的動詞中，因此這次的實驗將受試者的聽辨能力納入調節變項中，調查不同

聽辨能力者是否在 WH 問句表現提升的效果上也不同。 

  McDonough and Vleeschauwer (2012)的實驗包含 43 位泰國大學的泰語

母語的英語二語學習者，實驗方式同 McDonough and Kim (2009)，唯有三點

改變，第一，取消原本啟動句中的動詞與疑問詞的種類多寡這個變項，一律

都使用 36種動詞與 6種疑問詞。第二，將原本的前測－操弄－後測三階段

實驗設計改成前測－操弄－立即後測－聽力能力測驗－延遲後測的多階段

實驗，其中聽力能力測驗舉辦於立即後測結束後的一星期後，而延遲後測則

舉辦於立即後測結束後的兩星期後。聽力的測驗則是使用該泰國大學並未開

設外語課程的韓語為材料，受試者需要在聽到兩個語段後判斷這兩個語段是

不是完全相同，語段由韓語的母音與子音組成音節，分成 5、6、7三種不同

音節數量的無意義句子，每種音節數量的句子各有六句詞彙不同的句子，共

十八句。 

  在後續的分析中，實驗將受試者依據在聽辨測驗中的答對題目數是否超

過平均值(12.95)分成高聽辨能力組(n=21)與低聽辨能力組(n=22)，並與產出

句卡片中的動詞數量差異進行2X2因子的分析((1)聽辨能力: 高於平均/低於

平均 (2)產出句: 圖卡包含36種動詞/圖卡僅包含6種動詞)。實驗結果顯示，

在立即後測中，句法啟動產出階段的動詞種類多寡不在學習能力的提升上造

成顯著差異，聽辨能力也沒有，但兩者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研究者進一步

將[高種類產出+高聽辨能力]X [低種類產出+低聽辨能力]與[高種類產出+低

聽辨能力]X[低種類產出+高聽辨能力]的語言能力增進表現的差異進行獨立

T 檢定，顯示兩組間確實有顯著差異，變項高低相符的前者的差異顯著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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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符的後者。在延遲兩周的後測中的分析結果也相同。 

  McDonough and Vleeschauwer (2012)認為這樣互動式的隱性學習能夠

提升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持續達兩星期，證明這是一種長期的語言調整，不過

本研究具有跟 McDonough and Kim (2009)的研究一樣缺乏轉換句的啟動句

的問題，操弄階段與後測之間關係的推論令人存疑。另外，研究發現以產出

不同動詞來激發學習者掌握抽象結構的隱性學習的效果會受到學習者本身

對結構的察覺能力高低的影響，對於覺察能力越高的受試者，給與多種動詞

的方式相當有效。但對於覺察能力不高的學習者來說，給予種類少但重複次

數多的動詞反而對學習者掌握結構有幫助，給予過多動詞種類反而會降低他

的學習效果。 

四. 動詞重複與否對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動影響 

  支持句法節點模型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句法啟動中的詞彙激發現象，在

此小節將回顧 Cao and Mu (2013)以中文晚期二語學習者為目標的研究，此

研究的重點為探討不同語言水平以及動詞和受詞的名詞重複與否對句法啟

動效果的影響。 

（一）Cao and Mu, 2013 

  該研究包含三個實驗，其中實驗一以中文的把字句與被字句在描述上的

選擇偏好為句法啟動的目標句式，以二十名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成人學習者

為實驗對象，其中這些受試者有十人是初中級語言水平者，十人是中高級語

言水平者，均學習過把字句與被字句。此研究以圖片口說描述研究法設計，

採 2X2 因子設計((1)啟動句(組內因素): 把字句/被字句 (2)語言水平(組間因

素): 中高級/初中級)。實驗的程序是啟動句與讓受試者描述的產出圖片一對

一交互穿插，啟動句的輸入方式來自實驗者對圖片的描述，也就是整個實驗

是採用實驗者描述一次，受試者描述一次的穿插方式進行，其中實驗者與受

試者描述的圖片皆不重複，而啟動句的句型採 ABBAABBA 的方式輪流輸

入把字句或被字句，共讓受試者收到五句把字句啟動句，五句被字句啟動句，

讓受試者產出語句的圖片則也有十張。比較特別的是該實驗並沒有間隔句

(filler)穿插於兩種句型間。受試者產出的語句若帶有”施事”+”把”+”受事”+”

動詞詞組”就會被分類為”產出把字句”；相對的若產出”受事”+”被”+”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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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詞組”就會被分類為”產出被字句”，而不符合上述兩者的主動句、不及

物句，就會被歸入”其他句”中。實驗一的結果顯示把字句/被字句的啟動句

輸入差異確實對受試者在後續描述圖片的句式選擇的偏好上產生了顯著影

響，不過語言水平的變因卻沒有使句法啟動的結果產生顯著的差異，這樣的

結果與 Hsu and Lin (2014)的結果不同，這可能肇因於一，受試者數量過低，

影響統計可靠度，或是二，此實驗對於受試者的水平判斷依據並沒有提出清

楚的說明，是看 HSK 的考試通過與否？還是看受試者的在語言學習上教科

書的進度？這會對實驗結果的判讀產生影響。 

  在實驗二中，受試者總數增加到四十人，這次不按照語言水平來分組，

而是將受試者分成啟動句與描述圖片動詞重複的組別與動詞不同的組別，也

就是採 2X2 因子設計((1)啟動句(組內因素): 把字句/被字句 (2)啟動句與產

出圖片的動詞重複與否(組間因素): 重複/不重複)，其他條件及實驗施測過

程、實驗語句分類及分析方式同實驗一。實驗結果顯示兩種啟動句均產生顯

著的句法啟動現象，但只有把字句因為動詞的重複而產生了顯著的更強的句

法啟動效應，被字句雖然在動詞重複組產出更多的被字句，但效果未達顯

著。 

  在實驗三中，受試者的情況如同實驗二，但第二個變項從動詞重複與否

改成圖片中的受事角色重複與否。也就是採 2X2 因子設計((1)啟動句(組內

因素): 把字句/被字句 (2)啟動句與產出圖片的受事重複與否(組間因素): 重

複/不重複)。實驗結果顯示，兩種啟動句均產生顯著的句法啟動效應，但受

事角色重複與否未達顯著效應，兩因素間也無交互作用。 

  Cao and Mu (2013)從實驗結果上可以看到句法啟動會受到動詞重複與

否的影響(Branigan et al., 1999; Pickering & Branigan, 1998)，可作為支持節點

理論的證據之一。但為何把字句與被字句在效果上不一致，仍有待進一步的

探究。 

五. 晚期二語者的句法與語意處理機制間的關係 

    回顧以上的文獻，我們可以看到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動具有以下的特性，

第一，句法啟動的發生率與受試者對句法啟動目標句的熟練度有關，當熟練

度不高時，句法啟動現象並不顯著，隨著熟練度提高，句法啟動的效應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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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顯著觀察到(Hsu & Lin, 2014; McDonough, 2006)。第二，不論是在受試者

母語中有類似結構的句型(e.g., 雙賓句、介賓句) (Shin & Christianson, 2012)，

或是在母語中沒有對應結構的句型(e.g., 把字句) (Cao & Mu, 2013; Hsu & 

Lin, 2014)，只要熟練度足夠，都能產生句法啟動效應。第三，晚期二語者

同母語者，句法啟動不僅限發生於牽涉論元排序轉換的句型，例如主動句與

把字句的轉換(Hsu & Lin, 2014)、把字句與被字句的轉換(Cao & Mu, 2013)、

雙賓句與介賓句的轉換(McDonough, 2006; Shin & Christianson, 2012)，也發

生於與論元排序的轉換無關的句型轉換，例如英語動後結構中助詞與受詞的

位移(Shin & Christianson, 2012)、英語 WH 疑問句中助動詞的有無

(McDonough & Kim, 2009; McDonough & Mackey, 2008; McDonough & 

Vleeschauwer, 2012)。第四，在以雙賓句/介賓句的轉換為目標的句法啟動實

驗中，句法啟動效應可達一天(Shin & Christianson, 2012)。第五，以與論元

排序轉換無關的句型轉換為目標的句法啟動現象被觀察到可維持達一天

(Shin & Christianson, 2012)，甚至在(McDonough & Vleeschauwer, 2012)的研

究中達兩星期，但由於此研究的研究方法牽涉到對話篇章干擾的可能，在實

驗設計上亦有不嚴謹之處，因此較為可議。第六，動詞的重複能夠對中文晚

期二語學習者的把字句產生詞彙激發效應，顯著提高句法啟動的效果(Cao & 

Mu, 2013)。 

  藉由以上特性，可以推論在句型熟悉度足夠時，句法的抽象表徵成形，

受試者可將結構獨立於特定詞彙外，因此能產生句法啟動的現象，而且在排

除顯性記憶的干擾後仍能產生，這部分的句法啟動現象能留存達一天，這表

示晚期二語者的句法啟動的成因可能是一種長期的語言使用偏好的調整

(Bock & Griffin, 2000; Chang et al., 2006)，此時二語者的語言產出過程可能

類似支持句法有獨立處理程序的學者所假設的模型(Bock, 1995; V. S. 

Ferreira & Slevc, 2007)，處理語意的程序與處理句法的程序是分開且互相獨

立的，句子結構處理程序的偏好改變不受到語意管轄，因此能具有超過語意

消退時限的長持續性。但在對句型的熟悉度不足時，受試者經常將學習該句

型時看到的詞彙與該句型的抽象結構綁在一起，若不是使用那些特定詞彙來

構築該句型，受試者幾乎就不會產出該句型，這似乎代表了晚期二語者此時

在語句的產出上使用了與前述不一樣的處理方式，另外詞彙激發效果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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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顯示了晚期二語者同母語者般具有隱性學習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這個現

象支持以詞彙為基的節點理論，但該實驗在受試人數上樣本較小，在統計推

論上的效果較薄弱。綜上所述，晚期二語者心智中的語意與句法處理機制間

的關係仍未有定論。 

六. 上述研究未竟之處 

  在上述的文獻中，各研究都仍有可延伸之處，首先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的研究雖然觀察到長達一天的句法啟動現象，但該研究是以受試者母

語中有對應結構的雙賓句、介賓句的轉換為觀察目標，因此可能會受到受試

者母語的影響，比如說在 Loebell and Bock (2003)的研究中發現，在跨語言

的句法啟動實驗中，德語與英語有相似的授予句(dative constructions)結構，

而德語的授予句的輸入能夠改變英語的授予句的使用偏好，不過在被動句中，

由於句型結構差異較大，所以德語的被動句輸入無法影響英語的被動句與主

動句的選擇偏好，這表示第二語言的句法表徵與母語的句法表徵在相似的句

型上是互相聯繫的，因此實驗中若要排除此類干擾，最好選擇在母語中無對

應結構的句型為目標。Hsu and Lin (2014)以母語無對應結構的句型為目標的

句法啟動研究僅做過短時間的觀察，但還未做過長時間觀察的研究，而在第

一語言句法啟動研究中，目前最長的持續時間是 Kaschak et al. (2012)的研究

觀察到的雙賓句與介賓句轉換的句法啟動現象可持續達一周，因此本研究嘗

試延長把字句與主動句轉換的句法啟動實驗中的延遲時間，觀察此效果是否

能持續達一周，補足上述兩個研究中的未竟之處。另外，在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的實驗中，為了觀察受試者在產生句法啟動現象後，受試

者的語法知識是否也產生了改變，該研究在前後測中加入了判斷句子對錯的

步驟，但並未在前後測中觀察到顯著差異，這可能反映的是句法啟動雖然改

變了受試者對句型的偏好，但在兩個轉換句之間的偏好改變不代表受試者在

判斷句子時有更準確的知識來判斷出每個錯誤的句子，但也可能是因為該研

究採用對錯二分式的答題法使受試者的細微變化無法被發現。本研究延續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的語句判斷，但將之改成五級距的答題法，將答

案從對錯兩個選項改成"對－可能對－不確定－可能錯－錯"五個選項，以其

得到更細緻的觀察結果。 

  第二，在 McDonough and Vleeschauwer (2012)的實驗中，雖然觀察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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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中受試者們使用正確英語 WH 問句句型的機率上升且持續達兩周，但

該研究在句法啟動實驗上卻缺乏不輸入啟動句的控制組，在輸入啟動句的組

別中，也僅只有給予正確 WH 句型的組別，不像一般的句法啟動實驗分成

輸入目標句或轉換句兩個組別，因此其句法啟動實驗仍有可議之處，這樣的

設計可能會使我們無法將後測中受試者對正確句型的偏好的增加歸因於句

法啟動中正確的 WH 問句句型的輸入。在本研究中將會試圖修正此缺陷，

在實驗中設立無啟動句的控制組，並將輸入啟動句的受試者分成輸入把字句

的組別，以及輸入其轉換句－主動句的組別，此外本研究也會避免對話產生

篇章干擾，在實驗設計上由電腦產出題目，以改進該研究中的不完善之處。 

  第三，在 Cao and Mu (2013)的實驗中，對於受試者背景的敘述較為模

糊，且也未說明受試者語言水平的判斷依據，在實驗二與三中都沒有說明受

試者的語言水平，僅說明已學過把字句與被字句，另外也未公布其圖片及啟

動句的範例，還有使用的動詞為何，在兩種句型的分配上，一位受試者也僅

會被分配到兩種目標句式各五句，數量相當少，且兩種句式間在實驗時未以

間隔句(filler)隔離，增加顯性記憶介入干擾的可能。此外在統計上也以該受

試條件組別的所有受試者的總產出句數來進行分析，而非是該組別中各個受

試者的個別產出句子數量分析，降低統計分析上的推測效力。雖然本研究不

會去測試動詞重複與否是否會產生詞彙激發效果，但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

不完善之處仍可供借鏡。 

第五節 探究中文簡單動補結構歸屬於句法或構

詞層面 

  句法啟動除了用於探討語意與句法機制之間的關係外，本身也是一個適

合用於延伸探討相關議題的工具。例如 Cai et al. (2011)將之用於探討在早期

廣東話與普通話雙語者的心智中，兩種相當接近的語言之間的同義動詞是否

共用同一 lemma，他的假設是若兩者共用同一 lemma，那麼根據節點假說，

句法啟動的詞彙激發(lexical boost)的效果強度應該相同，但實驗結果顯示兩

者的詞彙激發強度不同，Cai et al. (2011)因此推論兩種語言間同義動詞的

lemmas並未共享，兩者間的共享僅止於概念層面，在 lemmas層面就分離了。

而前述曾提及的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則是以此探討刺激顯性記憶的

語料輸入手段和屏除顯性記憶干擾的隱性輸入手段對晚期二語者的句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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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影響有何差異，實驗結果顯示屏除顯性記憶干擾的隱性輸入在涉及論元

轉換的句法啟動上有較好的持續性，但若是較為簡單、不涉及論元轉換的結

構則就沒有太大差異。本研究也欲以句法啟動為工具，進一步探討中文中由

單一動詞成分與單一動後成份組成的簡單動補結構(e.g., 吃光、趕走、洗好)，

兩個成份之間的關係。 

  在語言學的研究中，有一系列研究聚焦於句法系統與構詞系統之間的關

係，Chomsky (1970)提出了詞彙假說(lexicalist hypothesis)，認為詞彙內部的

構詞規則與掌控句子內各詞彙組合的句法規則無法互相影響，兩者之間的規

則也不同。舉例來說，在句法的層面，我們可以把「山上的風景與海邊的風

景。」轉換為「山上與海邊的風景。」但我們沒辦法把「汽車與火車。」轉

換為「*汽與火車。」這是因為前者僅涉及句法內各詞彙間的調整，後者卻

涉及了詞彙內部詞素的省略。這反映了句法規則無法涉入詞彙內構詞規則的

現象。在句法啟動的研究中，也發現到類似的現象，表達時式、名詞數量、

動詞人稱標記等等的詞綴並不會對句法啟動的結果造成影響(Bock, 1986, 

1989; Pickering & Branigan, 1998)，這代表句法啟動主要反映了句法機制上

的偏好改變，但不涉入構詞的部分。 

  此外，由於中文是一種具有孤立語特性的語言，而且漢語的書寫記號由

一個個的獨立方塊字組成，字與字之間究竟是屬於構詞關係還是句法關係並

無明顯的外顯線索可供判斷，所以漢語的詞與詞組的界線一直是中文語言學

家關注的焦點之一。在中文中有一種結構被 Chao (1968)稱為動補結構，其

中的簡單動補結構包含了一個主要動詞以及另一個表達動作的結果或狀態

的第二動詞，舉例來說，像是：吃飽、抓緊、睡著、丟掉、打破、看完。這

樣的動補結構也常出現在把字句的動詞詞組中，例如：「他把手絹哭濕了。」

究竟這兩個成份之間的關係是屬於詞與詞組成的詞組關係，還是是詞素與詞

素組成單一詞彙的關係？不同的語言學家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小節中，

我將回顧兩方的文獻。 

一. 簡單動補結構屬於一種句法結構 

  在 Teng (1977)的研究中，他使用英語動助詞結構(verb-particle)的概念來

對應中文的簡單動補結構，在英語中，動助詞就是如「get away」、「turn off」

等這樣動詞加上助詞的結構，Bolinger (1971)認為英語動助詞的核心語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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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兩點，第一與位移有關，二是與結果有關，Teng (1977)認為中文的簡單動

補結構中有部份類別與英語的動助詞是相當類似的，例如(2.5.1a.)，其中的

「上」，就是表達一種主體與目標間從分離變成接觸，在此句中指的是門與

門框的接觸，這既是一種位移也是一種結果。中文動助詞中的助詞具有一個

特色，就是這類的做為補語的助詞的語意，雖與該詞彙單獨作為動詞時的語

意有關，但多半語意已經虛化，變得與原本的動詞語意不完全相同，例如「下」

的動詞本意有往下移動或離開主體的意思，就像：下飛機、下船。在動補結

構中，「下」則是具有「保留」或「獲得所有權」的「向內」(inward)語意在，

例如：租下房子、留下五塊錢、拿下這一局比賽。有時這些動助詞還可以省

略而不影響意義，例如(2.5.1b.c.)，這樣的特性也與英語動助詞結構的助詞

類似，例如中英語助詞的省略並對句子的語意產生太大的改變，至於那些省

略後會造成語意較大改變的動後成分，鄧並不將之視為動助詞，例如(2.5.1d.)。

Teng, (1977)在文中舉了”上”、 “掉”、 “到”、 “開”、 “下”、 “走”、 “起”、 

“住”八個助詞作為例子。在 Teng (1977)的理論下，這樣的動補結構包含了

動詞與助詞兩個句法成分，不算是一個單一的詞彙。 

 

(2.5.1)  

a. 把門關上。 

b. 他留(下)了半塊蛋糕。 

c. 他偷(走)了她的皮包。 

d. 他把報紙撿(起來)了。 

 

    劉月華、潘文娛與故韡(1996)將動補結構視為動詞與結果補語組合成的

詞組，在兩個動詞中，V1 是主要動詞，而表達結果的 V2 則是「補語」。不

過該文中所謂的「補語」與英語的「complement」的概念不同，「補語」是

指置於動詞或形容詞後，針對動詞或形容詞進行補充說明的成分，這裡的「補

語」並不像英語語言學中的「complement」般包含賓語。劉月華等人(1996)

將補語按照語意及結構特色分成六種，包含結果補語、趨向補語、可能補語、

情態補語、數量補語、介詞短語補語。其中與雙動詞組成的動補結構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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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結果補語以及趨向補語兩種。結果補語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描述動作或

變化產生的結果的成分，多由動詞或形容詞擔任，例如(2.5.2a.)，第二種是

指說明動作情況的，例如表達動作已經結束的(19b.)，趨向補語則是與移動

意有關的補語，從比較具體的真實的空間移動，比如「來」(2.5.2c.)，到比

較抽象的表達「達成」、「接觸」的「上」(2.5.2d.)，表達事物出現或動作開

始的「起」(2.5.2e.)等等。 

(2.5.2)  

a. 醫生把卓瑪救活了。 

b. 你看完這本雜誌了嗎？ 

c. 小狗跑來這裡。 

d. 他把帽子戴上了。 

e. 他唱起了一首歌。 

 

  在 Sybesma (1999)的研究中，則主張結果雙動詞的動補結構是由兩個獨

立的動詞構成的，且在深層結構中這兩個動詞位於不同的分句中。他的主張

是因為發現到雙動詞的動補結構與另一種包含「得」的動詞結構有對應關係，

例如(2.5.3a.b.)。 

 

(2.5.3)  

a. 她哭濕了手絹。她哭得手絹濕了。 

b. 他騎累了馬。他騎得馬累了。 

 

  Sybesma 因前者的動詞連續出現因而稱之為串型結果結構(cluster 

resultative)，後者則稱為「得」字結果結構(de resultative)。他認為「得」字

結果結構與英語的動詞小句結構類似，所謂的英語動詞小句結構，就是一種

動詞後連接了一個用來補充說明動詞的小型分句(small clause)的結構。例如

(2.5.4a.b.)，不過中文多了一層 ExtP，V2 可以前移到這個位置，當 V2 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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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時則必須用「得」來補充。情況如(2.5.4c.)。 

 

(2.5.4)  

a. The joggers run the pavement thin. 

  ＝The joggers [sc run the pavement thin.] 

b. I beat him to death. ＝I beat [sc him to death] 

c. 張三哭得手絹濕了。＝張三哭[ExtP 得 [sc 手絹濕了]]。 

d.  張三哭[ExtP濕了 [sc 手絹]]。 

e. NP [VP [V0 [ExtP Ext0[sc NP XP]]]] 

 

  Sybesma (1999)認為「得」是一個無語意的標記，這樣的結構與串型結

果結構都反映了同樣的深層結構(2.5.4e.)，當 XP位於原本的位置的時候就

是「得」字結構(他哭得手絹濕了)，而當 XP前移的時候就成了串型結果結

構(他哭濕了手絹)。也就是說在深層結構中，這樣的雙動詞動補結構是對應

到兩個不同層級的動詞。Sybesma (1999)認為這樣的結構轉換在把字句中也

存在，例如(2.5.5a.b.)。這樣的看法在後來受到了 Y. F. Li (2005)的挑戰，Y. F. 

Li的主張偏向構詞派，所以我將留待下一小節做說明。 

 

(2.5.5)  

a. 她把手絹哭濕了。她把手絹哭得濕了。 

b. 他把馬騎累了。他把馬騎得累了。 

 

  C. T. J. Huang, Li, and Li (2009)也提出了 Sybesma (1999)的理論中的幾

點問題，並提出另一種結構。他認為 Sybesma (1999)的位移式結構會無法解

釋為什麼部分帶有副詞的把字句位移轉換成主動句後就變得不合法了．例如

(2.5.6a.b.)，Huang 認為這代表動詞位移回來的位置並不是回到”把”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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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否則無法解釋此問題。C. T. J. Huang et al. (2009)提出的另一結構如

(2.5.6c.)，我們可以看到動詞跟其後置成分仍被視為兩個不同的要素 V 與

XP。不過 Huang 並沒有在該研究中進一步說明 V 與 XP之間的關係，以及

主動句跟把字句之間是如何轉換的。 

 

(2.5.6) 

a. 他小心地把杯子拿給他。他小心地拿杯子給他。 

b. 他把杯子小心地拿給他。*他拿杯子小心地給他。 

c.  [baP Subject [ba’ ba [vP NP [v’ v [VP V XP ]]]]   

 

二. 簡單動補結構屬於一種構詞結構 

  Chao (1968)將此類的結果式動補結構視為一種複合詞，他認為這類的構

詞有很大的彈性，在其中的動詞與補語的都是作為詞素(morpheme)，包含自

由詞素，例如「弄好」中的「弄」與「好」，都是能作為單獨動詞使用的，

動補結構也包含不自由詞素，例如「克服」中的「克」與「服」，就都是一

定要與其他詞素結合無法各自單獨使用。而當複合詞中的詞素由自由詞素組

成時，往往可以拉長加入其他成分，例如「弄好」，可以衍生出「弄得好」，

「弄不好」，「弄得非常好」；非自由詞素組成的則多較為緊密，不容許其他

成分進入，例如「克服」、「革新」。這類動補結構複合詞還有個特性是，在

其後往往可以加上詞綴如「了」、「過」，例如「弄好了」、「克服過」。 

  C. N. Li and Thompson (1981)也認為簡單動補結構是一種複合詞，藉由

結構中第二個要素表達動作的過程或結果，因此稱之為結果式動詞複合詞。

這類複合詞的特色是在要素間可以插入「不」或「得」來表達動作與能達致

結果，此外這類動詞不能重覆來表達輕量動作，例如我們可以說：「我看(一)

看這本書。」可是不能說：「*我看見看見你。」 這是因為表達稍微做某一

動作的語意與強調動作結果的語意相衝突的關係。 

  Packard (2000)也支持將結果式動補結構看做一種構詞結構，他同意王

力(1954)的看法，認為中文的「詞」指的是在句法結構中能夠獨立運用的最

小單位，在這之下的則是詞素(morpheme)。與 Chao (1968)類似，Packard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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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詞素依照其特性[+/- free][+/- function]分成四種：能獨立運用的功能詞

[+free +function]、詞根[+free -function]、黏著詞根[-free -function]、詞綴[-free 

+function]。這些詞素的組合又有其內部結構，像是 VN、NN 等，其中結果

式動補結構就是一種 VV 結構，由兩個具有動詞特性的構詞要素構成，結果

式動補結構內的類動詞詞素會依照其本身語意給予句子中的名詞論旨角色，

這會造成結果動詞結構的句子中的名詞可能會有超過一個的論旨角色，例如

「弟弟穿爛了衣服。」 弟弟的論旨角色來自「穿」，是施事者，衣服則有兩

個論旨角色，包含來自「穿」的主題(theme)和來自「爛」的狀態(stative)。

Packard (2000)還認為有些人會將結果動詞當作句法結構，是因為混淆了句

子表面相同的詞組與詞彙的關係，例如：「做好。」如果它是詞彙，那麼他

就是一個 VV 的構詞結構，最多可以再插入一個詞綴形成「做得好」、「做不

好」、「做好了」，這樣的結構。若它是詞組，則它就是一個動詞與副詞的關

係，可以延伸成：「做得非常好」、「做得不夠好」等結構。可是在他的論述

中並沒有對怎麼在語境中區分表面相同的結構究竟屬於構詞還是句法做出

說明。 

  對於 Sybesma (1999)提出的結果式動補結構與「得」字動詞結構能夠互

相轉換的看法，Y. F. Li (2005)提出了幾點反駁。首先，這兩個結構在加入了

其他後置成分後就無法轉換，例如「得」字動詞結構可以在句後加入時間補

語，但結果式動補結構(也就是 Sybesma (1999)所說的串型結果結構(cluster 

resultative))卻不能加入時間補語，例如(2.5.7a.b.)。如果「哭」在句子中是獨

立作用的詞彙的話，那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後者中無法接上後置時間詞，因

為「哭」是一個動作動詞，理論上來說應該要能描述他的動作持續時間，但

如果「累」和「哭」已經結合成一個類似「死」的變化動詞的話，就能解釋

為什麼無法接上後置時間詞。 

 

(2.5.7)  

a. 顏晴累得哭了兩天。  

b. *顏晴累哭了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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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們可以從前指代詞(Anaphor)的指涉對象來觀察句子的內部結

構，前指代詞的特性是指涉的對象會受到句子結構層級的限制，例如「得」

字動詞結構：「他們把丫環們趕得跑回了各自的家。」在這個句子中，「各自」

指涉的對象是「ㄚ環們」而不會是「他們」，這是因為在深層結構中「ㄚ環

們」是「得」字後小型子句(small clause)的主語。而反過來看，在串型結果

結構中，指涉對象會有所變化：「他們把丫環們趕回了各自的家。」 在這個

句子中，各自可以指涉「丫環們」，也可以指涉「他們」。如果兩種句型共享

同樣的深層結構，那麼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差異。合理的解釋之一是在串型結

果結構中，並沒有額外的小型子句，整個句子就只有一個層級，這表示補語

並非小型子句的主要動詞，該句子中的動補結構是一個單一的動詞。 

  第三，串型結果結構與「得」字結果結構能夠互相轉換的限制很多，當

串型結果結構的第二個動詞是及物動詞的時候就無法轉換，例如(2.5.8a.~c.)，

前述也提過有些動補結構的第二個動詞可能是修飾動作(2.5.8d.)，或者第二

個動詞已經無法作單獨動詞使用(2.5.8e.)，基於以上的例子，Y. F. Li (2005)

認為表現結果的簡單動補結構並不是由兩個獨立的動詞組成的詞組，而是單

一個動詞。 

 

(2.5.8) 

a. 我讀懂了這本書。 

b. *我讀得這本書懂了。 

c. ?我讀得懂了這本書。 

d. 我抓緊了這隻狗。 

e. 我關上了大門。 

 

三. 句法啟動於動補結構議題上的應用 

  上述兩方的主張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論者多由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因

此證據多來自自身語感的判斷，但缺少心理語言學的實驗證據來支持其主張，

因此本研究欲以句法啟動為工具來獲取相關實驗證據，釐清兩方說法何者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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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受試者心智運作上的實際樣貌。 

  在使用句法啟動來探究動補結構的性質前，得先確定晚期中文二語者心

智中的句法處理系統與語意處理系統是否是分開的。藉由觀察把字句/主動

句的轉換能否持續長時間，我們可以推論晚期二語者心智中的語意處理機制

與句法處理機制之間的關係，若此句法啟動能持續長時間，則代表影響句法

偏好的句法處理機制具有長於語意消散速度的特性，可推論其非語意處理機

制的一部份，在晚期二語者的心智中，此兩系統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那麼我

們就可以著手觀察簡單動補結構是否能產生句法啟動現象。 

  若簡單動補結構為一種句法結構，由兩個獨立的詞彙構成，則其應會受

到此句法處理機制的管轄，如同母語者的非論元結構的句法啟動(V. S. 

Ferreira, 2003; Konopka & Bock, 2009)，和晚期二語者的非論元結構的結果

般(Shin & Christianson, 2012)，能產生句法啟動效應，且應會如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研究中的非論元結構動助詞(verb-particle)般具有長期的

持續性。假設受試者原本在前測中的動補結構中的使用補語的機率是 50%，

偏好省略補語的句子的機率是 50%，在帶有補語的動補結構啟動句輸入後，

應能提升受試者在後測中的動補結構句子中的補語使用率。 

  反過來說，若簡單動補結構為一種構詞結構，那麼根據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研究結果顯示，詞綴應該無法產生句法啟動現象，受試者

不會因為啟動句的輸入而提升受試者在產出時對補語的使用偏好，假設前測

時省略補語與否的機率是各半，那麼後測時的偏好應該不會有顯著差異。 

  上述說明了兩個較單純的預測，句法啟動不是存在並持續達一周，就是

完全不存在，可是還有第三種情況需要考慮。首先，若動補結構是一種句法

結構，理論上會使受試者產生長期性的句法啟動現象，我們仍有可能觀察到

受試者僅在立即後測中提高補語使用偏好，在延遲後測中則無，這是因為中

文特定動詞與補語間的搭配有一定的語意限制，例如「洗乾淨」、「拿走」，

不能交換補語創造出「?洗走」、「?拿乾淨」這樣的組合來，倘若受試者本身

對於動詞與補語的搭配不太熟練，那麼即使句法啟動已經促使受試者變得更

傾向使用補語了，他卻可能因為不知道該使用哪個補語而降低其補語的使用

率，使得心智上的傾向跟實際語言表現的傾向出現落差。而又因為這些語意

搭配受到短期記憶影響，因此受試者可能在立即後測時因為剛收到很多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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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記得某些補語的用法，而使動補結構表現得比較好，但在延遲後測時卻

忘光了語意搭配，導致他減少補語的使用，因而使得延遲後測的補語使用表

現遜於立即後測，彷彿句法啟動的效應隨著時間拉長而消失了一般。  

  另外倘若簡單動補結構是構詞結構，也同樣可能不像第二個單純預測般

完全不會提高任何後測的動補結構偏好，因為動補結構中的補語與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研究中的時式或人稱詞綴不同，帶有較強的語意，可能

在短時間內產生詞彙激發現象。假設帶有動補結構的詞彙都具有較強的動作

結果語意，那麼就可能激發受試者在短期中也跟著使用帶有動作結果語意的

動詞，使受試者短時間內更偏好使用帶有動補結構的動詞。由於這種效果是

來自詞彙激發，非由句法處理機制造成的句型偏好改變，所以應該會快速消

散，無法維持達七天。也就是說若補語的語意夠強，在立即後測中可能可以

看到動補結構偏好上升，但在延遲後測中應該無此效果殘留。 

  總結來說可能四種原因造成表面三種結果，第一種結果是受試者在立即

後測跟延遲後測中都展現出高於前測的動補結構偏好，這樣的結果可能代表

動補結構是一種句法結構，且補語的語意限制不足以干擾受試者的表現。第

二種結果是受試者在立即後測跟延遲後測中都沒有展現出高於前測的動補

結構偏好，這顯示動補結構是一種構詞結構，且其語意可能不足以產生詞彙

激發效果。第三種是受試者在立即後測顯著提高了動補結構的使用率，但在

延遲後測卻沒有，這樣的結果可能源於語意搭配限制干擾了長持續性的句法

啟動，又或者是語意激發使立即後測產生短暫的動補結構偏好，若結果為此，

則必須要進一步針對不同動詞與補語進行分析來確認何者為真。若前者為真，

是語意限制干擾了句法啟動，那麼在延遲後測中，較接近功能詞的功能虛化

的補語(e.g., 上、掉)，可能因為較不受語意記憶消退的干擾，仍產生句法啟

動現象。而若後者為真，那麼不須補語就帶有強烈結果語意的動詞(e.g., 死)，

比起其他需要補語才能表現出結果語意的動詞，這類動詞在立即後測中應該

會有較少的補語搭配偏好。 

第六節 把字句概述 

  本研究的句法啟動實驗以把字句作為目標句式，其理由有二：第一，本

研究的目的之一是以句法啟動探討晚期二語者的句法處理機制與語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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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間的關係，而在過往的研究中已經證明語言水平達中高級的學習者能夠

在無母語影響下，從無到有建立完整的把字句句法表徵並產生句法啟動現象

(Hsu & Lin, 2014)，但此句法啟動的持續性尚未被探討過，因此本研究嘗試

以把字句為目標句繼續探討此議題。第二，本研究的目的之二是藉由句法啟

動來探討動補結構的性質，了解其屬於單一詞彙或是由兩個詞彙構成的詞組。

而把字句可以帶有簡單動補結構，且在母語者與二語者身上都可以看到使用

補語或省略(缺漏)補語的兩種使用偏好(Du, 2004)，例如：工人把電視修了、

工人把電視修好了。因此把字句適合用於動補結構的句法啟動研究中，以句

法啟動為操弄來探究受試者在前後測中的偏好是否改變。在這個小節中，我

將簡述過往文獻對把字句的定義，並回顧晚期二語者在學習把字句簡單動補

結構時的表現。 

一. 把字句的成份與功能 

    把字句是中文一項特殊的句型，根據 Sybesma (1999)，把字句包含以下

四個主要成分，(a)主詞 (b)把 (c)把後名詞詞組 (d)動詞詞組，例如(2.6.1a.)，

就包含「媽媽」、「把」、「馬」、「騎累了」四個成分。 

 

(2.6.1)  

a. 媽媽把馬騎累了。 

b. *我把一首歌聽了。 

c. 我聽了一首歌。 

d. 我把卡車裝滿了稻草。 

e. 我用稻草裝滿了卡車。 

 

  不同於一般中文中性的主動賓句的 SVO 語序(C. N. Li & Thompson, 

1981)，把字句本身的一大特色是他的語序從 SVO 轉換成了 SOV。不過把

字句的功能並非與單純的 SOV 句一樣是表達反預期的效果(C. N. Li & 

Thompson, 1981)，而把字句也不是單純的主動賓句的變形，有時候主動賓

句無法轉換成把字句，例如(2.6.1b.c.)，有時候把字句需要增加介詞才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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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成主動賓句，例如(2.6.1d.e.)，由此可知把字句本身有其特殊的規則限制

與功能，這會在下列的討論中闡述。許多學者認為把字句的核心功能是用於

表示：對目標的處置(disposal)(Chao, 1968; C. N. Li & Thompson, 1981; 王力，

1954)。但是處置的定義為何？是否所有的把字句都能以處置來概括？這仍

有許多爭議。接下來我將介紹四種解釋把字句的說法。 

(一)把字句是一種連動句 

  把字句本身的特色之一在於這個「把」字，對於「把」所扮演的角色，

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把」在古漢語中最開始是一個動詞，代

表的是「抓握」、「拿」的意思，例如：「把酒問青天。」 

  Hashimoto (1976)認為「把」在現代也仍是一個動詞，整個把字句可以

被看作是一種連動句。把字句的意思類似：主詞拿受詞做了一件事情。C. T. 

J. Huang, Li, & Li (2009)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把」具有許多動詞沒有

的限制，例如「把」不能接時態，例如：*把過 *把了。「把」也不能進入 V

不 V的疑問格式中，「把」也不像「使」那樣在能在 VP 的後面插入一個回

指的反身代名詞，例如(2.6.2.a.)與(2.6.2.b.)。 

 

(2.6.2)  

a. 他使麗莎害了自己。 

b. *他把麗莎害了自己。 

 

(二)把字句是一種第二主題句 

    中文的一個特色就是可以允許多重主題句的存在，而且主題不必然要是

句子的主語，因此 Tsao (1987)認為把字句是一種用「把」標記第二主題的

句子，Tsao (1987)認為把後名詞符合許多主題的特性，例如佔據主詞位置、

可以從句子後方脫離不受語氣詞影響、功能與跨單句的討論有關等等。此外，

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為什麼把後名詞必須是定指或是泛指，例如(2.6.3a.b.)可

以被接受，但(2.6.3c.)卻不行，因為談話的主題不能是新訊息(除非使用動詞

引介)，而定指必定是舊訊息，泛指則無新舊訊息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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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a. 妹妹把我的蛋糕吃掉了。 

b. 我爸爸常常把酒當成水喝。 

c. *請你把一枝鉛筆借給我。 

d. 我想把一個朋友介紹給你們認識。 

e. *一個朋友，我想介紹給你們認識。 

f. *我剛剛把你的老師認識了。 

g.  你的老師，我剛剛認識了。 

 

  但是這樣的假設仍有無法解釋的地方，首先，無法解釋為什麼(2.6.3d.)

這樣帶著特指(說話者知道指涉對象，可是說話者預設聽話者不知道)的把字

句是合理的，因為特指無法成為主題，例如(2.6.3e.)。此外這個假說無法解

釋把字句在動詞類型上的限制，例如為何從(2.6.3g.)轉換過來的(2.6.3f.)是一

個不合法的句子，倘若把只是主題標記，那麼就不應該有這些限制。Tsao 

(1987)的說法描述出了把後名詞必須是舊訊息的特性，但仍不足完善囊括把

字句的其他特性。 

(三)把字句是一種致使句 

  Sybesma (1999)則認為把字句應該看作：「主語使受詞經歷一個事件達到

動後成分呈現的結果」，因此結構上與主語搭配的是一個 CAUSP，整個結構

可以寫成(2.6.4a.)，其中 NP1 是整個把字句的主語，CAUS 是"把"，而 NP3

是 NP2 位移前的位置，如果寫得更簡單點的話可以將結構看做 NP1[ba][NP2 

VP]，把後的名詞與動詞詞組先結合後才與把字組成更大的單位。因此

Sybesma認為「把」是後面整個NP+VP形成的 CAUSP的結構的中心語(head)，

同時也是把字句主詞的 case marker。他認為把字句的類型有兩種，一種是

由有生性主詞形成的典型把字句(canonical ba)，例如(2.6.4b.)，另一種則是

由無生性主詞形成的致使把字句(causative ba)，例如(2.6.4c.)，這兩種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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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都有共同的基底結構(2.6.4a.)，他們之間的差異是 NP1 與 NP2 的有生性不

同，典型把字句(canonical Ba)是有生性的 NP1 對物品產生影響，致使把字

句(causative Ba)則反過來。 

(2.6.4)  

a. [CAUSP NP1 [CAUSP CAUS [VP NP2 [VP V [XP NP3 X]]]]]  

b. 這件事把張三哭累了。 

c. 張三把手絹哭濕了。 

 

Sybesma (1999)還將把字句看作是一種衍生性的結構，是 NP1 V [NP2 XP]

這樣帶有完成語意的結構的動詞後移的變形，例如(2.6.5)，主要動詞後移到

小句(small clause)前，然後原本的空缺就由「把」補上，形成一個無語意的

標記，產生把字句。 

(2.6.5)  

我哭濕了手絹。 

(底層結構) 我 哭 得[手絹 濕了  

(動詞後移，動詞空位補上位移標誌 Ba) 我 [把 [手絹 [哭 濕了] 

 

致使句的看法受到了幾位學者的反駁，首先 C. T. J. Huang et al. (2009)在口

語對話中發現，部分典型把字句(canonical ba)的把與把後名詞可以連接成一

個單位位移到句首，例如(2.6.6)，這代表典型把字句的結構可以被拆解成

NP1[ba NP2][VP]這樣的結構，這樣的現象與 Sybesma (1999)的假設認定的

所有的把都有相同抽象結構不同。 

 

(2.6.6) 把這塊肉，你先拿去切一切吧！ 

 

  另外 Y. F. Li (2005)也認為 Sybesma (1999)的把字句結構不能廣泛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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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把字句，部份把字句如(2.6.7a.)可以，因為動後補語正好是小句的主

要動詞，但也有部分把字句的動後補語，例如(2.6.7b.~d.)，並沒有辦法成為

一個動詞後的小句的主要動詞，這些句子若硬要轉換成小句結構，那麼都會

變成病句。從以上的反例(C. T. J. Huang et al., 2009; Y. F. Li, 2005)可以看到，

Sybesma (1999)的解釋仍只能適用於部分把字句。 

 

(2.6.7) 

a. (V2是小句主要動詞) 

我哭濕了手絹我哭得手絹濕了我把手絹哭濕了 

b. (V2修飾動詞) 

請你抓緊我的手*請你抓得我的手緊了請你把我的手抓緊了 

c. (NP2 不是 V2 主語)  

我讀懂了這本書了*我讀得這本書懂了我把這本書讀懂了 

d. (V2語意虛化無法作為動詞使用) 

我關上了大門*我關得大門上了我把大門關上了 

     

(四)把字句是一種處置式 

  Chao (1968)、C. N. Li & Thompson (1981)，王力(1954)認為把字句的核

心語意是要表達「處置」，也就是表達 NP1 對 NP2 做了什麼事並產生了什

麼影響。這樣的假說相當符合母語者的直覺，例如在下列句子的對比中，我

們可以看到合法的(2.6.8a.)確實產生了一個影響，而結果也就是蘋果沒了，

而在不合法的(2.6.8b.)中，則無法想像一個人選擇了一個姓氏要怎麼對姓氏

的抽象概念本身產生影響。 

 

(2.6.8) 

a. 他把蘋果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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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把李姓了。 

 

   C. T. J. Huang et al. (2009)認為這樣的假說雖然能解釋那些核心或極端邊

緣的例子，但卻無法解釋一些處於模糊地帶的語句，例如(2.6.9a.b.c.)，在這

些句子中，主語所做出的動作都沒辦法真的對受詞產生什麼影響。 

 

(2.6.9)  

a. 他把一個大好機會錯過了。 

b. 我把你想死了。 

c. 她把小貓愛得要死。 

 

  針對這樣的問題，Liu (1997)則進一步提出了情態/語意觀點

(aspectual/semantic approach)，該觀點指出把字句的動詞成分必須指涉一個

有界事件或情態(bounded event or situation)，也就是事件本身必須不包含靜

止或可被視為靜止的內部階段。Y. Y. Huang and Yang (2004)認同此一觀點，

並整理出[+/-動力][+/-時限][+/-終結]三種情態，認為把字句必須要有[+時限]

或[+終結]的情態才行，而所謂的情態由個別的動詞根據其語意特性來決定，

且單獨的動詞可以因為與補語搭配後而改變其情態，例如原本”恨”的情態是

[-動力 -時限 -終結]，但在加上「死」這個補語後，就能[+終結]，這點可以

從「恨死」可以加上「了」此一表達完結的詞綴看出來，(2.6.10a.)不是一個

合法的句子，(2.6.10b.)卻是一個合法的句子，這也是為什麼「她把小貓愛得

要死」能成為合法句的原因，因為出現一個狀態的終結點(愛的最強烈狀態：

彷彿要死)。 

 

(2.6.10)  

a. *我恨了弟弟。 

b. 我恨死了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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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把字句的「處置」若要明確定義的話，應該是施事者對受事者

做出或產生了一個具有停止點的事件，這個停止點可以以影響目標或產生結

果來做為終點(打昏了、關上了)，或是標記動作的界線或目標(看了兩眼、聽

完了、拿給他)，或是狀態的極端點(恨死了、想得吃不下飯)。 

  情態語意觀點的理論(Y. Y. Huang & Yang, 2004; F. H. Liu, 1997)說明了

把字句的語意限制，並且也描述了補語與動詞間在功能上的關係，是為了產

生適當情態來表達處置功能而組合的，不過相對於 Sybesma (1999)的理論明

確地提出了動詞與補語的結構關係，將之視為兩個獨立的詞彙，情態/語意

觀點(aspectual/semantic approach)卻未對此提出看法。 

二.  晚期二語學習者的把字句動後成分表現 

  在這個小節中我將回顧一篇研究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的把字句動後成

分表現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說明了晚期二語者在使用動補結構時，存在著

使用補語，以及省略補語兩種不同的偏好。 

  Du (2004)針對 65位參加美國國防語言學院(DLI)中文課的英語母語的

中文二語學習者做了一項研究，研究目的是以動態圖片描述及句法判斷來了

解不同程度的學習者怎麼使用把字句動詞後成分，也就是結果補語(RVC)及

詞綴"了"。該研究以 F. H. Liu (1997)的把字句情態/語意觀點理論為研究框架，

認同 F. H. Liu (1997)所提出的合法的把字句需要滿足由動詞及動後成分組

成的情態限制，研究目的為探討這些動後成分在不同語言水平的學生上的使

用情況為何，是否如同中文母語者一般，先學會"了"的搭配，然後才學會搭

配較複雜的動後補語呢(Fahn, 1993)？ 

  實驗受試者都是來自美國蒙特雷大學的大學生，依據學習時間的長短分

成三個組別，此外還有一組中文母語者作為對照組，資料如下表[2.6.1]： 

表[2.6.1] (Du, 2004)受試者分組資料表 

實驗組別代號 程度 人數 

G1 學了三十周 21人 

G2 學了四十五周 23人 

G3 學了六十周 21人 

Native 母語者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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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研究的受試者需要完成語句產出任務以及語法判斷任務，在語句產出

任務中，受試者需要描述看到的動態圖片中的人所做的動作，每組動態圖片

都包含兩個動作，實驗預設受試者在第一個動作時，由於圖片中人物剛剛拿

出受處理的物件，該物件屬於新訊息，此時受試者還不會使用把字句來說這

個動作，而在第二個動作中，該人物會針對該物件再做一個處置，因此該物

件已經是個舊訊息了，此時預設受試者會使用把字句來描述該動作，例如

(2.6.11a.)，在任務中每位受試者都要完成 15組動態圖片，其中 5組是間隔

圖片(filler)，間隔圖片中的動作包含不及物動作或是兩個不相干的動作，例

如(2.6.11b.)。這個任務的目標是觀察受試者在產出把字句時，是下列何種情

況，一，動詞後只加上詞綴"了"，二，動詞後只加上結果補語，三，兩者都

加。這個任務的結果如下表，表中計入了四組中把字句各結構類別的數量： 

 

(2.6.11) 

a.那個人洗了手，然後把手擦乾了。 

b.那個人洗了盤子，然後打開了門。 

 

表[2.6.2] (Du, 2004)把字句各結構使用數量表 

Group RVC le RVC+le Other Total 

G1 11 16 7 2 36 

G2 35 7 6 5 53 

G3 25 7 15 0 47 

Native 57 30 20 15 122 

Total 128 60 48 22 258 

 

  從表[2.6.2]上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二語學習者跟中文母語者在動後成

分的偏好上似乎並不是如一般華語課堂中的規範語法所提及的那樣必須要

同時在動詞後加上補語跟"了"，母語者最偏好僅加上補語，其次是只加"了"，

最後才是同時加上補語跟"了"，二語學習者也較偏好僅加上補語或"了"，不

太偏好同時加上補語跟"了"，只有學習時間最長的 G3 才表現出較強烈的同

時在動詞後加上兩種成分的偏好。這樣的結果顯示晚期二語者確實存在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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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補語，以及省略補語兩種不同的偏好，因此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將嘗試以

句法啟動來改變偏好的強弱，以此確認此結構是否受到句法機制的管轄。 

三.  把字句文獻小結 

    以情態/語意觀點(aspectual/semantic approach)作為理解把字句功能的手

段是目前漏洞較少的詮釋方法(Y. Y. Huang & Yang, 2004; F. H. Liu, 1997)，不

過比起 Sybesma (1999)致使句的理論，情態/語意觀點(aspectual/semantic 

approach)缺少把字句動補結構間關係的說明，而透過句法啟動理解動補結構

上的關係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動詞與補語間的關係為何，有助於我們建

立更完善的把字句解釋。 

    另外 Du (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了晚期二語者及母語者在產出把字句時，

都會有使用補語跟不使用補語的狀況，就資料來看使用的補語的偏好是略高

於不使用補語，但並非是極端的偏向其中一方，這表示使用或省略補語的兩

種句型仍有被視為轉換句的可能，動補結構可以用於作為句法啟動的目標

句。 

第七節 研究焦點 

  句法啟動是指一種語言產出者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會傾向重複使用他經

驗到的抽象句法結構的現象，即使語言產出者產出的是另一個談話主題、實

詞、語意角色、詞綴、句子韻律、時式不同的句子，這個傾向仍不會消失。

而這樣的偏好改變往往包含了兩個可以在語意不變的情況下互相轉換的句

型，例如授予句中的雙賓句與介賓句、把字句與主動句等等，此外不牽涉論

元轉換的結構，如動助詞(verb-particle)的位移等也會發生(Konopka & Bock, 

2009)。句法啟動現象發生於各種語言中，也發生於聽說讀寫四種語言技能

上，除了改變句型偏好，句法啟動還有加快理解速度的效果(F. Y. Hsieh & Lee, 

2014; Y. F. Hsieh, 2017)，此外除了母語之外，早期雙語者的雙語之間，晚期

二語者的第二語言中(Cao & Mu, 2013; Hsu & Lin, 2014; McDonough, 2006; 

McDonough & Vleeschauwer, 2012; Shin & Christianson, 2012)，也都存在句法

啟動現象。 

  句法啟動現象可用於探究語言產出者心智中的句法處理機制與語意處

理機制是否是互相獨立的，認知功能學派的學者以句法啟動強度會受動詞重

 



句法啟動對晚期二語學習者中介語在不同延遲時間下的影響──以漢語把字句為例 

62 
 

複與否影響為證據，提出節點模型與詞彙殘留刺激假說(Pickering & 

Branigan, 1998)，呈現句法受語意處理機制管轄的語法編碼系統。另一派認

為句法機制獨立於語意機制外的學者們，則以句法啟動的持續時間遠長於語

意激發，以及失去獲得陳述性記憶能力的腦傷患者仍可產生句法啟動等研究

結果做為證據，認為句法啟動是一種與詞彙激發等依賴顯性記憶產生的現象

本質不同的現象，是一種隱性學習，也可說是程序性記憶的調整，而這樣的

現象本質差異則反映了句法處理機制具有與語意處理機制不同的性質，句法

機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過往句法啟動的持續性研究多關注於母語者身上，其中在延遲時間的相

關研究中觀察到了維持長達一周的句法啟動(Kaschak et al., 2014; Kaschak et 

al., 2011)。在晚期二語者的部分，也有研究觀察到了長期的句法啟動效應

(McDonough & Kim, 2009; McDonough & Vleeschauwer, 2012; Shin & 

Christianson, 2012)。但是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所觀察的目標句式是受

試者本身母語有近似結構的雙賓句與介賓句，而 McDonough 的句法啟動操

弄則未設計目標句式的轉換句為啟動句來進行對比(McDonough & Kim, 

2009; McDonough & Vleeschauwer, 2012)，也未觀察受試者在啟動句輸入後

產出時的句型偏好是否確實上升，僅以相較操弄階段不嚴謹的對話任務方式

做為後測(e.g., 設計一份訪談問句、完成故事等)，觀察受試者在後測中是否

使用了更進階的英語 WH 問句形式，其後測所測得表現是否真是操弄階段

句法啟動的持續較令人存疑。 

  相較於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以介賓句/雙賓句的轉換為目標句式，

Hsu and Lin (2014)在晚期中文二語者身上發現到了把字句/主動句轉換的句

法啟動效應，這些把字句的句法表徵能排除受到受試者母語表徵影響的可能，

是受試者後天隨著語言熟練度上升而生成的，本研究希望進一步觀察其句法

啟動的持續性，以期了解在晚期二語者的心智中，晚期形成的表徵是如何運

作，處理它的句法處理機制是否獨立於語意處理機制之外。 

  句法啟動現象也被應用於其他研究議題上，例如用於探討雙語者雙語之

間相似的句法結構是否互相連結(Loebell & Bock, 2003)，以及雙語者雙語之

間的同義詞是否共用同一 lemma(Cai et al., 2011)，另外還有探討不同的語句

輸入方式對句法表徵的影響(Shin & Christianson, 2012)，又或是用於觀察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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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二語者的句法表徵是否隨著語言熟練度上升而逐漸成熟(Hsu & Lin, 2014)。

本研究關注的第二個議題是中文簡單動補結構(e.g., 吃光 拿走 嚇跑)歸屬

於構詞結構或句法結構。有學者主張該結構是一種單一詞彙，但也有學者主

張其是由兩個詞彙組成的詞組。Du (2004)顯示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如同中

文母語者一樣，具有在使用帶有簡單動補結構的把字句時，產生帶補語的把

字句或不帶補語的把字句兩種不同句型的現象，這樣的現象類似一對成對的

轉換句式，符合句法啟動的條件。藉由觀察晚期中文二語者對此結構是否會

產生句法啟動現象，以及了解現象的強弱與持續性，本研究期望能夠以此找

到相關的實驗證據來探究簡單動補結構的構詞說與句法說兩種假設何者為

真。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提出兩個研究問題：第一、對於母語沒有相對應結

構的把字句，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是否會在收到啟動句後，改變其在把字句

與主動句上的選擇偏好？這樣的句法啟動現象若在短時間內能被觀察到，那

麼一周後此現象是否還能被觀察到？第二、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在產出把字

句時具有帶補語或不帶補語兩種可能，那麼在收到啟動句後，其是否會改變

其在動補結構上的偏好，產生句法啟動現象？若產生了，那麼此現象的持續

性及強弱為何？ 

  為了探究這兩個問題，本研究設計了一個三階段式的實驗，包含前測－

句法啟動操弄－後測，其中前測與後測中皆包含語句產出與語法判斷兩個任

務。句法啟動操弄階段除了輸入啟動句外，也用於觀察受試者對把字句/主

動句的偏好是否改變，而前測與後測的目的則是為了測驗受試者對把字句動

補結構的使用傾向以及規則認知。實驗的句法啟動操弄階段以 Bock (1986)

設計的圖片描述測驗典範及 Kaschak et al. (2011)的累積型句法啟動為參考，

而語句產出階段則以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的完成句子殘幹測驗為參

考，強制受試者產出實驗欲觀察的句型，在語法判斷階段，則是以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施行的語法測驗為基礎，將答題選項從對錯二分式改成五

級距式，以期進行更細緻的觀察，獲知更細微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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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包含兩個部分，第一節是介紹為了確定「S把 OVC」算不算合法

的句子而做的前導實驗，這個部分的結果會影響到後續主要實驗的句子紀錄

及判定的標準，在本研究中希望能夠以母語者的判準為標準，了解對母語者

來說「S 把 OVC」是不是一個無法接受也不會被使用的句型。第二節開始

就是主要實驗，實驗包含三個部分，前測、句法啟動操弄、後測。前測與後

測皆包含語句產出與語法判斷兩個階段。 

第一節 前導實驗－把字句判定標準 

  在進行本研究主要實驗前，為了解決實驗語句的紀錄與判定問題，必須

先針對把字句進行定義。在文獻探討中曾提過，Sybesma (1999)認為把字句

包含以下四個主要成分，(a)主詞 (b)把 (c)把後名詞詞組 (d)動詞詞組，其

中動詞詞組的部分範圍相當大，例如可能帶有趨向補語(e.g., 他把畫拿下

來。)，或是有其他論元(e.g., 他把花送給我。)，而其中帶有結果補語而無

完成體標記”了”的把字句(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的合法性有爭議，

在不同文獻中有不同的看法。Y. Y. Huang and Yang (2004)認為即使把字句後

已經有補語，仍然必須要加上”了”，才能算是一個合法的句子，像是「*太

陽把我的衣服曬乾。」算是個不合法的句子，在 Hsu and Lin (2014)的實驗

中也沿襲了此標準為判斷二語學習者所產的句子是否為合格可計入的把字

句的標準。相對的，在 Du (2004)的研究中則發現中文母語者在產出把字句

時，他讓 20位中文母語者個別進行了包含 15個圖片描述任務的測驗，結果

顯示，在產出的 122 個把字句中，扣掉 15 句被歸於其他類型的句子後，受

試者只有 18.7%(20 句)的偏好產出同時帶有補語跟”了”的句型(e.g., 他把手

洗乾淨了。)，有 28%(30 句)的偏好產出光桿動詞+”了”的把字句(e.g., 他把

蘋果吃了。)，有 53.3%(57 句)的偏好產出光桿動詞+補語的句型(e.g., 他把

手擦乾。)。另外在 Du (2004)的閱讀文字與觀看輔助圖片來判斷語句的語法

是否正確的實驗中，有一部分也讓中文母語者針對把字句光桿動詞+補語的

句型做了語感判斷(判斷測驗中的選項為：(1)自然且確定 (2)自然但不確定 

(3)不自然且確定 (4)不自然且不確定)，二十位母語者每人都要判斷四句這

樣的句型。實驗結果顯示母語者對把字句光桿動詞+補語，有很高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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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個動詞詞組結構為「光桿動詞+補語」的把字句中僅有兩個不同的句子

被兩位不同的受試者判定為”不自然且確定”，一個句子被判為”自然但不確

定”，其他七十七個句子都被判定為”自然且確定”，這樣的結果似乎顯示中

文母語者並不認為把字句中的”了”是必要的條件。為此，我進行了一場前導

實驗，觀察中文母語者對把字句的四種動詞結構合法與否的語感判斷，四種

結構分別是(1) S 把 OVC 了(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了。)、(2) S把

OVC(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3) S 把 OV 了(e.g., 那個女孩把三明

治吃了。)、(4) S 把 OV(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這個前導實驗包含

了 38位台灣人做的語句判斷測驗，還有另外 11 位台灣人做的圖片描述測

驗。 

一.  受試者 

  在本研究中，為了訂定判斷標準，我對 38 位中文母語者進行了把字句

的語句判斷測驗，這 38 位中文母語者都是台灣成年人，年齡在 20~33 歲間。

為了避免受試者語言學或華語教學方面的知識影響他們自然語感，專業是語

言學或華語教學的受試者已被排除掉。 

  此外後來為了測驗用於主要實驗的二語學習者句法啟動的圖片描述測

驗中的圖片是否能讓受試者正常產出把字句(Ba constructions)與主動句

(SVO constructions)，我讓 11 位中文母語者先進行前導實驗，這些中文母語

者都是台灣師範大學的大學生或研究生，年齡在 20~27 歲之間，也同樣排

除掉專業是語言學或華語教學相關科系的受試者。 

二.  實驗材料 

  整個實驗包含了一個語句判斷測驗與一個圖片描述測驗。語句判斷測驗

包含由 108 個動詞組成的 432 句把字句目標句，每個動詞分別構成四種結構

的把字句，(1) S 把 OVC 了(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了。)、(2) S把

OVC(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3) S 把 OV 了(e.g., 那個女孩把三明

治吃了。)、(4) S 把 OV(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 ，以及由 216個不及

物動詞(狀態動詞、變化動詞)組成的 432 句間隔句(filler sentences)，這些間

隔句有一半是合法的(e.g., 這個夏天很熱。)，一半是不合法的(e.g., *這個夏

天是熱。)，設置間隔句的主要的目的是讓受試者不會因為一直閱讀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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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句型感到疲勞影響判斷。這整個測驗以 google 問卷表單的方式呈現，

間隔句跟目標句穿插呈現，在每次受試者開始填寫表單時隨機排列順序。在

每個句子的下方都有五等級的選項，分數是 1~5，在分數 1的左邊寫著”不

合法的句子”，在分數 5的右邊寫著”合法的句子”，具體情況如表[3.1.1]。 

  圖片描述測驗則包含了十六張四格連環圖，以及三十二個不及物句作為

圖片間的間隔句(filler)。這十六張四格圖片內都畫了一個做動作的施事角色，

一個受影響的物體，還有一個在四格中呈現出來的動作，且圖片間的角色與

動作不會重複，在測驗進行時，每張圖片的旁邊都會標上希望母語受試者使

用的動詞。三十六句不及物句則是由三十六個不及物狀態動詞、變化動詞、

動作動詞組成，動詞與圖片均不重複，這些不及物句經研究者本人錄音後製

成音檔用於實驗中撥放，測驗範例如圖[3.1.1]，。 

 

表[3.1.1]前導實驗語句判斷測驗表單 

醫生把病人治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夏天很熱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哥哥把小狗踢了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這頭牛很重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姊姊把小狗餵飽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照片是清楚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老先生把錢付完了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夜市是熱鬧 

不合法的句子 1〇 2〇 3〇 4〇 5〇 合法的句子 

*受試者需要在五個圓圈中勾選他覺得適合的選項 

 

 



句法啟動對晚期二語學習者中介語在不同延遲時間下的影響──以漢語把字句為例 

68 
 

 

 

苦 發達 

苦瓜的味道很苦 

(不及物句) 

中國的經濟很發達 

(不及物句) 

 

讀 

希望引發的句子: 

SVO: 爺爺讀完了兩本書 

BA:  爺爺把兩本書讀完了 

*這是一組，共十六組。 

*灰色部分是本文介紹用的解說，受試者並不會看到。 

圖[3.1.1]前導實驗的圖片描述測驗的範例 

三.  實驗流程 

（一）語句判斷測驗 

  受試者在網路上報名參加此實驗，此時會先完成受試者背景調查表，若

適合則經連絡後會到實驗室進行測驗。受試者需要在一個具有隔音層的實驗

室中完成此測驗，研究者在一旁監看。在開始實驗前，受試者會先被告知評

判標準，有五個等級，而所謂的合法不合法請受試者由直覺判斷，此外不要

以文學眼光判斷；也不要將句子當成其他更長的句子的其中一部份，每個句

子都是單獨的句子；也不要認為句子帶著特殊情狀或語氣，例如命令、威脅、

猶豫等等。此外為了避免題目眾多造成閱讀時漏字或誤讀，受試者必須先唸

過句子後才能評分，若受試者讀出的句子有誤，研究者會請他重新唸一次。

在說明完後會請受試者先完成五句練習句，觀察受試者的反應，然後開始正

式的測驗。在測驗進行到一半時，受試者可以休息五分鐘，若中間受試者自

覺疲累也可以停下休息喝口水。實驗大約進行 60~90 分鐘，視受試者作答

速度而定，受試者會得到 150 元新台幣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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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片描述測驗 

  受試者在網路上報名參加此測驗，此時會先完成受試者背景調查表，若

受試者適合則經連絡後會到實驗室進行測驗。受試者需要在一個具有隔音層

的實驗室中完成此測驗，研究者在一旁監看，實驗以 E-prime 由電腦螢幕呈

現，並使用耳機聽錄音檔，使用麥克風錄音。在實驗開始前，研究者告知受

試者實驗規則，包含(1)聽完兩個錄音檔後進行圖片描述，如此反覆共十六

次(2)圖片描述時請使用附上的動詞說一個簡單的句子。整個實驗約進行 20

分鐘左右，受試者會得到 100 元新台幣的報酬。 

四. 語句記錄判定方式 

  圖片描述測驗中，為了瞭解中文母語者在描述圖片時對把字句跟主動句

之間的選擇偏好，受試者所產出的句子被分成「把字句」、「主動句」、「其他」

三類，其中「把字句」跟「主動句」是彼此能互相轉換的句子，而無法轉換

的句子就被歸入「其他」。把字句的成分包含了(1)動作的發出者(2)把(3)動作

的接受者或目標(4)動詞詞組。主動句包含了(1)動作的發出者(2)動詞詞組(3)

動作的接受者或目標。部分句子含有現在進行式標記”在”(e.g., 一隻章魚在

蓋房子)、有兩個或更多動詞的連動句(e.g., 那個工人花了很多力氣修好了電

視)，或是有額外的論元(e.g., 一隻章魚用石頭蓋房子)，或是動詞類別無法

被轉換為把字句的主動句(e.g., 章魚躲進了一個地方)，都被歸入其他。母語

者的把字句使用偏好的算法是將產出的整體語句扣掉其他句後，用剩下的可

以互相轉換的把字句與主動句做計算，使用把字句的數量除以把字句＋主動

句的數量，所得的數字就是把字句的偏好使用率。 

五.  實驗結果 

(一) 語句判斷測驗 

  測驗結果採用受試者(subject)與項目(item)分析，分析方式是四種句型的

單因子重複量測變異數分析，組內變項是四種帶有不同的把字句動後結構的

句型，依變項是受試者給的分數(1~5 分)。 

  在受試者分析中，球型檢定未過，因此不看假設球型的值，而是看

Greenhouse-Geisser 的值，分析結果顯示結構間具有顯著差異(F(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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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44)=310.509, p<0.001)，成對比較顯示四種結構之間的分數均具有顯著

差異(均 p<0.001)，項目分析也是如此，球型檢定未過，查看

Greenhouse-Geisser 的值，結構間具有顯著差異(F(1.185, 126.785)=1282.666, 

p<0.001)，而成對比較亦顯示四種結構的分數之間均有顯著差異(均 p<0.001)，

在描述統計上，各結構的平均分數如下表[3.1.2]、[3.1.4]、圖[3.1.2]。這個結

果代表母語者對於四種結構的感受確實有差異，不過只有「S 把 OV」偏向

不合法，在 1~5 分的評判中獲得低於中間點 3的分數，而「S 把 OV 了」、「S

把 OVC」、「S 把 OVC 了」三種結構則都獲得了高於中間點的分數，且「S

把 OVC」、「S 把 OVC 了」兩者的分數非常接近，這點符合 Du (2004)中中

文母語受試者傾向將「S把 OVC」歸於自然的句子的結果。 

表[3.1.2]母語者語句判斷受試者分析描述統計表 

組 受試者分析 人數(N) 把字句 

偏好率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1 S把 OV 38 2.0565 .82811 

2 S把 OV 了 38 4.0095 .51675 

3 S把 OVC 38 4.6162 .44616 

4 S把 OVC 了 38 4.8806 .16302 

表[3.1.3]母語者語句判斷受試者分析單因子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結果 

受試者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四種結構 1.798 310.509 *.000 .894 

錯誤 66.544    

表[3.1.4]母語者語句判斷項目分析描述統計表 

組 項目分析 項目數

(N) 

把字句 

偏好率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1 S把 OV 108 2.0565 .10096 

2 S把 OV 了 108 4.0095 .76075 

3 S把 OVC 108 4.6162 .15786 

4 S把 OVC 了 108 4.8806 .2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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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母語者語句判斷項目分析單因子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結果 

項目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四種結構 1.185 1282.666 *.000 .923 

錯誤 126.785    

 

 
*分數越高代表接受度越高，分數越低則相反，最高分五分，最低分一分。 

圖[3.1.2] 語句判斷測驗中四種把字句結構分數長條圖 

(二) 圖片描述測驗 

    在圖片描述測驗中，11位受試者在 16 張圖片中平均產出了 6.09 個把字

句、4.636 個主動句、5.274 個其他句，在主動句跟把字句的使用偏好上有

53.82%會選擇使用把字句描述圖片。在把字句結構使用偏好中，排除掉兩

位未使用把字句來描述圖片的受試者，餘下 9位受試者在用把字句描述圖片

時有 34.1%的偏好使用「S把 OVC」的結構、9.81%的偏好使用「S把 OV

了」的結構、56.09%的偏好使用「S把 OVC 了」，沒有任何受試者產出「S

把 OV」的把字句，如表[3.1.6]。 

  依照語句判斷測驗與圖片描述測驗的結果，在動詞後已經有補語的狀況

下加不加”了”的句子，母語者的接受度都相當接近，而且在產出時兩種句型

也都會使用，因此在接下來主實驗中針對二語者所產出的把字句的記錄判斷

時，我會持與 Huang and Yang (2004)不同的觀點，將「S把 OVC」的句型視

為可計入合法「把字句」的句子。 

表[3.1.6]圖片描述測驗中把字句四種動詞結構的使用偏好 

 S把 OV S把 OV 了 S把 OVC S把OVC了 

中文母語受試者 

把字句結構偏好 
0% 9.81% 34.1% 56.09% 

1

2

3

4

5

S把OV S把OV了 S把OVC S把OVC了 

受試者分析 

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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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要實驗 

一.受試者 

  主要實驗的受試者分成「控制組」、「無延遲組」、「延遲組」三大類，其

中「無延遲組」，「延遲組」各自再分成「Ba-inpt 組」、「SVO-input 組」兩小

類，共 80名受試者，其中 4 名受試者被剃除，因為他們在句法啟動產出超

過 70%的其他句，也就是不被計入可在主動句與把字句間互相轉換的句子

(e.g., 那個先生在裝水。－＞*那個先生在把水裝。 那隻猩猩把竹子折成兩

段。－＞*那隻猩猩折成兩段竹子。)，詳情可參考語料紀錄判定方式，1 名

受試者則因為童年有廣東話背景，也遭到剔除，最後受試者共餘 75人，男

性共36人(48%)，女性共39人(52%)，受試者的年齡從18歲到55歲(M = 26.15，

SD = 6.4)，母語皆非「中文」、「中文方言」、「泰語」這些具有把字句結構或

近似結構的語言，國籍排除掉台灣、泰國、新加坡、中國，在族裔上為了避

免幼年時親族的語言影響，也排除掉具有華人血統的人，受試者的國籍包含

韓國(11 位受試者)越南(8)美國(9)日本(5)德國(5)法國(4)義大利(4)瑞士(3)加

拿大(2)立陶宛(2)宏都拉斯(2)比利時(2)巴拿馬(1)巴西(1)以色列(1)印度(1)多

明尼加(1)西班牙(1)克羅埃西亞(1)玻利維亞(1)埃及(1)烏克蘭(1)馬來西亞(1)

荷蘭(1)菲律賓(1)奧地利(1)蒙古(1)澳洲(1)羅馬尼亞(1)。為確保受試者皆學過

把字句，受試者的中文程度需為「中級以上」，在台灣台北招募，多為語言

中心學生，為學習「新實用視聽華語」或「當代中文課程」第三冊第六課以

後課程的人，或是通過 TOCFL A2(含) 以上檢定、HSK4(含)以上檢定的人。

受試者開始學習中文的年齡均晚於 16歲(16~49 M = 22.22)，受試者在目標

語(中文)國家生活的時間從 1 個月到 108 個月不等(M = 24.9，SD = 23.30)，

人數分布如表[3.2.1]所示。 

表[3.2.1]主實驗各組受試者人數 

組別 啟動句 受試者人數 

( )為剔除前人數 

控制組 無 15(17)人 

無延遲組 Ba-input 組 15(16)人 

SVO-input 組 15人 

延遲組 Ba-input 組 15人 

SVO-input 組 15(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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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類「控制組」 

  控制組中包含受試者 17 名，其中有 1 名因為句法啟動階段中產出的「其

他」句占整體比例達 70%以上，一名因為有廣東話成長背景，故剔除之，

最後 15 名受試者中有男性 9 人，女性 6 人，年齡從 20到 40 歲(M = 26.07，

SD = 5.56)，受試者在中文國家的生活時間從 2個月到 56 個月(M = 16.43，

SD = 16.11)。 

  第二組「無延遲組」 

  又分兩小組，第一小組是「Ba-inpt 小組」，受試者 16 名，男性 11 人，

女性 5人，其中有 1 名男性因為產出句子中的其他句占整體比例達 70%以

上，故剔除之，第二小組是「SVO-input 小組」，受試者 15名，男性 10 人，

女性 5人。受試者的年齡從 19歲到 55歲(M = 28.67，SD = 7.88)，受試者在

中文國家的生活時間從 2到 88個月(M = 32，SD = 30.12)。 

  第三組「延遲組」 

  又分兩小組，第一小組是「Ba-inpt 小組」，受試者 15 名，男性 2人，

女性 13 人，第二小組是「SVO-input 小組」，受試者 16 名，其中有 1 名因

為產出句子中的其他句占整體比例達 70%以上，故剔除之，剩餘男性 5 人，

女性 10 人。受試者的年齡從 19歲到 37 歲(M = 23.69，SD = 3.44)，受試者

在中文國家的生活時間從 1到 54個月(M = 21，SD = 14.56)。 

    語言背景調查表 

  在實驗開始前，每位受試者都會先填寫語言背景調查表，這個表單分成

兩部份，一部份為線上報名時填寫，一部份為實驗施測前填寫，此表用於調

查受試者的背景資料包含年齡、語言學習史、語言程度、專業領域等等，以

在實驗開始前排除掉不適合的受試者，完整調查表可參見附錄[3.1] 

二.實驗材料 

    本實驗用以觀察句法啟動效果的目標結構是中文的把字句(Ba 

constructions) (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了。)，作為轉換的則是主動句

(SVO constructions)( e.g., 那個女孩吃掉了三明治。)。之所以選擇把字句有

三點原因，第一，把字句在實驗受試者的母語中沒有相對應的結構，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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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二語表徵中的把字句表徵受到母語影響的機率較低，這樣可以確保不同

受試者之間的把字表徵是較一致的，當研究在探究晚期二語者的表徵特性時

可以確保是在較一致的樣本上尋求共同的特性；第二，(Kaschak, 2007)觀察

到，低頻結構相對高頻結構比較容易因為受到啟動句刺激而提高使用偏好，

而把字句跟主動句比起來是個相對低頻的結構，因此在句法啟動的實驗上，

效果較容易顯現；第三，把字句的動詞後結構是相當多樣化的動詞詞組，其

中一類的簡單動補結構的動詞與補語間的關係仍不明朗，尚無心理語言學方

面證據來說明其是屬於句法成分的關係還是構詞成分的關係，因此成為本研

究的研究目標之一。 

(一) 語句產出階段 

  在前測與後測中受試者都會需要進行語句產出測驗，此階段的目標是觀

察受試者在產出把字句的動詞詞組時，是否會受到啟動句影響而在前測與後

測中有不同表現。實驗採用句子殘幹完成測驗，受試者會看到輔助圖片及未

完成的句子，受試者必須完成這些句子。在數量上，每位受試者都會產出固

定數量的把字句及同等數量的主動句和不及物句，後兩者是用以降低受試者

對把字句的注意，主動句還有弭平受試者完成把字句時帶來的句法啟動效應

的功用。把字句的句子殘幹僅呈現主詞與”把”，讓受試者完成空缺的受詞與

動詞詞組( e.g., 那些警察把．．．－＞那些警察把肉烤好了。)，不及物句

僅呈現主詞與現在進行式標記”在”，讓受試者自行完成空缺的動詞詞組( e.g., 

那些警察正在．．．－＞那些警察正在吵架。)，主動句僅呈現主詞與句末

受詞，讓受試者自行完成中間的動詞詞組( e.g., 那個警察．．．另一個警察。

－＞那個警察打傷了另一個警察。)。在前測或後測中，受試者被要求完成

把字句、主動句、不及物句每種各十二句，共三十六個句子。前測與後測加

起來共七十二個句子。測驗的句型如表[3.2.2]。在前後測的二十四個把字句

中，輔助圖片所展現的動作都不重複，以避免重複的動詞產生語意激發效應

(semantic priming)。 

  為了避免特定順序影響實驗結果，本階段採用了抗衡設計(counter 

balance)，以隨機方式挑出一半的受試者以測驗 A 為前測，測驗 B為後測，

一半的受試者則相反。此外測驗 A 與 B內部的把字句、不及物句、主動句

採交叉呈現，受試者會先完成把字句，然後不及物句，然後主動句，這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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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句型為一小組。小組內的輔助圖片具有關聯，共享相關的角色，以降低受

試者對目標句的注意(好像在完成一個連環漫畫)，把字句為先的設計可以避

免名詞重複影響把字句表現。小組間的順序採隨機安排，避免特定順序影響

結果，小組間的圖片彼此無關，角色也不重複，句子殘幹題目中的名詞也不

重複。 

表[3.2.2]語句產出階段的句子材料 

測驗 A 把字句 12句 不及物句 12句 主動句 12 句 

測驗 B 把字句 12句 不及物句 12句 主動句 12 句 

 

(二) 語句判斷階段 

    在前測與後測中受試者都需要完成語句判斷測驗，此階段的目標是觀察

受試者在接收把字句時，對帶有不同動詞後成分的把字句的接受度。受試者

在此階段會聽到七十二個句子，其中有三十六句把字句，三十六句主動句。

這三十六個把字句由九個動詞組成，每個動詞構成四個不同結構的把字句，

分別是(1) S 把 OVC 了(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了。)、(2) S 把 OVC(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掉。)、(3) S 把 OV 了(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了。)、

(4) S把 OV(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而另外三十六個主動句則由十八

個動詞構成，這些主動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在句子中加上了一個時間副詞

(e.g., 那個英國人昨天騎走了那匹馬。)，第二類是加上了一個地點(e.g., 那

個外國人在台灣學中文。)，這些時間副詞與地點會位移到句首或句尾，一

個動詞會構成如下的成對組合的句子(e.g., 那個外國人在台灣學中文／在台

灣那個外國人學中文)，這些主動句有三個目的，第一是平衡前測的句法啟

動效應，第二是干擾受試者對把字句的注意，受試者不會只在把字句的結構

上察覺到怪異句，而也會在主動句的句子上觀察到一些怪異句，混淆受試者

對實驗目標的認知，第三是作為隱藏實驗真正目的的實驗包裝的記憶任務的

記憶材料，讓受試者嘗試去記住他看到的主動句，並回答記憶任務的問題，

降低受試者刻意記憶把字句的可能。測驗的句型如表[3.2.3]，主動句與把字

句的動詞皆不重複。 

    為了避免特定順序影響實驗結果，本階段採用了抗衡設計(counter 

balance)，隨機安排一半的受試者會以測驗 A 為前測，測驗 B為後測，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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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受試者則相反。此外測驗 A 與 B內部再以四種把字句結構和兩種主動

句各兩句為一組共八句，共安排九組，組中把字句與主動句交叉呈現，這四

種把字句結構的呈現順序採隨機呈現，避免特定順序影響結果，兩種主動句

也是如此，而且句子中的動詞經過設計，不會在同一組中重複出現相同動詞。

組間的順序也是隨機排列。 

表[3.2.3]語句判斷階段的句子材料 

測驗 A 把字句 36句 主動句 36 句 

S把OVC了 S把 OVC S[時間/地點]VO 

S把 OV 了 S把 OV [時間/地點]SVO   

SVO[時間/地點] 

測驗 B 把字句 36句 主動句 36 句 

S把OVC了 S把 OVC S[時間/地點]VO 

S把 OV 了 S把 OV [時間/地點]SVO   

SVO[時間/地點] 

 

(三) 句法啟動階段 

  句法啟動分成「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兩個階段，但「控制組」沒

有「輸入階段」，而「無延遲組」與「延遲組」的測驗則包含此兩個階段。

在句法啟動的「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所使用的句子形式參考自 Hsu and 

Lin(2014)，句子結構分成三種，把字句(Ba constructions)、主動句(SVO 

constructions)、不及物句（intransitive）共三大類。 

  在「輸入階段」，受試者將會聽到並被要求重述 16 個目標句(target 

structure)、 16個間隔句(filler)，同時受試者還會看到 16張用於誘使受試者

產出間隔句(filler)的四格圖片，這些四格圖片都包含了一個物體，圖片通常

沒有明顯的施事者，而是該物體發生了變化，目標是引發受試者產出不及物

句。在重述的部分，目標句則隨組別不同而變化，在「Ba-inpt 小組」中，

實驗的目標句是把字句(Ba-constructions)，在「SVO-input 小組」中，實驗

的目標句是主動句(SVO-constructions)，兩組所使用的把字句與主動句經過

刻意設計，兩兩成對，成對的一組中皆包含相同的(1)主詞(2)動詞(3)動詞後

補語(4)動詞後”了”(5)受詞，五個成分，把字句則還多了”把”這個成分。兩

種句型可以成對互相轉換，例如其中一個錄音檔的主動句是：「那個司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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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那輛車子。」，他就會有一個成對的把字句錄音檔：「那個司機把那輛車

子開走了」用於 SVO 啟動句的組別中，這樣可以避免兩組間因為詞彙不同

而增加額外變項。兩組的間隔句都是不及物句（intransitive），這些不及物句

都無法轉換成主動句或把字句。 

 在句法啟動的「觀察階段」，受試者會聽到並重述 32個間隔句，並會看到

16張用於誘使受試者產出目標句的四格圖片，在這些圖片中都包含一個動

作主體(subject)對一個接受動作的物體(object)做出一個動作(action)，目標是

引發受試者產出把字句或主動句。測驗的句型及圖片類型如表[3.2.4] 

  在「輸入階段」和「觀察階段」，不論是播放音檔或圖片，在受試者進

行該題時，在投影片上都會附上一個該句中主要動詞的文字提示，在目標句

中這個動詞是動作動詞(action verb)，在間隔句中的動詞則是不及物動作動

詞(intransitive action verb)、狀態動詞(state verb)或變化動詞(possessive verb )，

這樣的設計一是降低受試者聽不懂句子的機率，二是為了避免受試者在句法

啟動階段產出重複的動詞干擾實驗結果，三是確保受試者在描述圖片時能產

出實驗設計希望引發的句型。 

  這些間隔句式與目標句式所使用的主要動詞皆不重複出現，以避免語意

的重複影響句法啟動的效果，此外，在不同圖片中，出現的物品與人物皆不

相同，不過由於學生所知的詞彙有限，故無法做到使每張圖片間都沒有關連，

部份物品或人物間仍有共同特徵，例如奶奶、護士、女孩、女人皆具有女性

的屬性，在圖片描述時有時會被受試者使用同一稱呼來指涉，例如「那位小

姐」、「那個女生」等等。 

 

 

 

 

 

 

表[3.2.4]句法啟動階段的句子及圖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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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一 組別二 輸入階段 數量 觀察階段 數量 

控制組    不及物句 32句 

目標句圖片 16張 

無延遲

組 

Ba-inpt 組 把字句 16句 不及物句 32句 

不及物句 16句 目標句圖片 16張 

不及物句圖

片 

16張 

SVO-input

組 

主動句 16句 不及物句 32句 

不及物句 16句 目標句圖片 16張 

不及物句圖

片 

16張 

延遲組 Ba-inpt 組 把字句 16句 不及物句 32句 

不及物句 16句 目標句圖片 16張 

不及物句圖

片 

16張 

SVO-input

組 

主動句 16句 不及物句 32句 

不及物句 16句 目標句圖片 16張 

不及物句圖

片 

16張 

 

  在以上的三個階段實驗中的語句判斷及句法啟動階段的動詞材料均不

重複使用，而語句產出的階段，雖然在題目中並沒有直接給予任何動詞，但

在輔助圖片的動作的設計上也是盡量不與另外兩階段重複，以避免動詞帶來

的語意激發(semantic boost)效應影響到不同階段間的實驗結果，三個階段把

字句所使用的動詞如表[3.2.5]。 

表[3.2.5]實驗各階段把字句所用的動詞 

語句產出 

(圖片中的動作) 

洗、穿、買、嚇、抱、烤、搬、壓、吹、拉、殺、踩 

畫、看、打、搶、戴、煮、借、敲、綁、牽、抓、咬 

(前後測各使用 12個) 

語句判斷 說、唱、辦、唸、租、接、放、擠、載 

改、教、寫、聽、記、害、帶、騎、選 

(前後測各使用 12個) 

句法啟動－啟動

句輸入 

做、用、問、開、收、算、付、醫、罵、換、賣、喝 

吐、脫、趕、曬 

句法啟動－圖片

描述 

踢、讀、拿、偷、蓋、推、修、吵、加、吃、剪、扔 

擦、燒、折、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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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設計 

    實驗中前測與後測則包含語句產出與語句判斷兩項任務，語句產出採

2X2X2([輸入句型: Ba/SVO]X[延遲時間:無/一周]X[前測/後測])的三因子混

合實驗設計，其中輸入句型與延遲時間為組間變項，前測後測為組內變項。

語句判斷則採 2X2X2X4([輸入句型: Ba/SVO]X[延遲時間:無/一周]X[前測/後

測]X[把字句動詞詞組結構：S把 OVC了/ S把 OV了 / S把 OVC / S把 OV])

的多因子混合實驗設計，其中輸入句型與延遲時間為組間變項，前後測與句

子結構為為組內變項。 

  實驗中句法啟動的部分採 3X 2([輸入句型: Ba/SVO/無啟動句] X [延遲

時間:無/一周])二因子實驗設計，無啟動句的組別是無前測、後測，無輸入

句型階段的「控制組」，用以做為晚期二語者把字句產出偏好的基準線

(baseline)，輸入類型與延遲時間都是組間變項，總共有 5 個實驗情境

(condition)。 

  為了縮短整個實驗的進行日期，方便更緊密地安排受試者，整個研究是

先收完「無延遲組」的受試者，然後才開始進行「延遲一周組」與「控制組」

的實驗，分配到「延遲一周組」還是「控制組」則由受試者自行於報名時選

擇，看他可來做實驗的時間多寡。在「無延遲組」與「延遲一周組」中，受

試者被隨機分派到 Ba/SVO 啟動句的組別中。 

四.實驗流程 

  實驗由研究者親自進行施測，在一個具有隔音設計的房間中進行，每次

只會有一名受試者進行實驗，研究者會在一旁介紹實驗並處理突發狀況。在

每位受試者進入實驗室前，研究者會先投擲硬幣來決定受試者應該被分到

「Ba-inpt 小組」還是「SVO-input 小組」，並決定他會被分派到哪一個抗衡

設計(counter balance)內。決定順序後，受試者會進入房間中，開始填寫實驗

費用核銷用的領據，接著填寫語言背景調查表，最後進行一次整體實驗的介

紹。在施測完全結束後每位受試者將會根據組別與施測次數與時間的長短收

到不同的受試費，「控制組」施測次數一，施測時間 20分鐘，受試費是 150

元。「無延遲組」施測次數一，施測時間 80分鐘，受試費是 300 元。「延遲

組」施測次數二，施測時間每次各 40分鐘，受試費是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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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驗開始前會有一份圖表介紹整體實驗流程，而「控制組」、「無延遲

組」與「延遲組」的實驗流程是不一樣的，因此指導語也有所差異，此外，

為了降低受試者對真實實驗目標的注意，受試者會被分派一個假的實驗目標，

受試者被告知此實驗與語言學習的記憶力有關，受試者在實驗中需要完成不

同的任務，並檢測受試者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或完成任務後的記憶能力，因

此在三個階段後完成後各需要做三種不同的「回憶任務」。在指導語的說明

中，若有需要在把字句與主動句取捨的，則固定選用主動句。關於指導語的

詳細內容，請參照附錄[3.2]。 

  在介紹完流程後，將根據不同組別進行不同內容的步驟，在「控制組」

中，僅進行句法啟動階段中的觀察階段，且無回憶任務。在「無延遲組」中

則分成前測、句法啟動、後測三大階段，而前測又分成語句產出與語句判斷

兩個階段，後測則同前測分成語句產出與語句判斷兩階段，中間的句法啟動

則分成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在「無延遲組」的句法啟動階段中，我們刻意

不讓受試者知道有兩個階段，實驗在階段間不會暫停，而會直接進入下一階

段。在「延遲組」中兩階段則分開，第一天的實驗中包含兩個部分，前測以

及句法啟動中的輸入階段，七天後的實驗中則包含句法啟動中的觀察階段與

後測，前測分成語句產出與語句判斷兩部分，後測也是如此，在句法啟動階

段，實驗刻意不讓受試者察覺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有所不同，只讓受試者感

覺是類似的實驗內容重做一次。各組的階段如表[3.2.6]所示。 

表[3.2.6]實驗各組的實驗流程 

控制 無 無 1.句法啟動 觀察階段 無 無 

無延

遲 

1.前測 

語句產出 

2.前測 

語句判斷 

3.句法啟動 

輸入階段觀察階段 

4.後測 

語句產出 

5.後測 

語句判斷 

延遲 1.前測 

語句產出 

2.前測 

語句判斷 

3.句法啟動 

輸入階段 

 4.句法啟動 

觀察階段 

5.後測 

語句產出 

6.後測 

語句判斷 

*「延遲組」的 3.到 4.之間有七天的延遲。 

(一) 語句產出階段 

  在前測及後測的「語句產出」階段中，受試者會以隨機順序完成 12組

任務，每組任務需要觀看共三張圖片，每次圖片出現時的下方都帶著一個未

完成的句子，受試者需要以看圖片並完成句子，每組之間有一秒的間隔。在

此階段的最後有一個額外的「回憶任務」，用以誤導受試者對實驗目的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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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受試者被要求回想並說出他剛剛看過的圖片中的人或東西，盡量在 40

秒內回想起十個，如果時間到仍未到達十個也會直接結束此階段的實驗。在

每組任務中，圖片及句子殘幹的順序是固定的，這三段未完成的句子殘段經

過特殊設計以誘使受試者說出把字句、不及物句、主動句三種句型。把字句

的句型被放於第一個以防止後續兩張圖片及句型的干擾。此階段的設計如圖

[3.2.1]所示。 

 

 

 

那個孩子把… 那個孩子正在… 那個孩子…鳥。 

希望引發的句子: 

那個孩子把外套穿上

了。 

希望引發的句子: 

那個孩子正在爬山。 

希望引發的句子: 

那個孩子抓住了一隻

鳥。 

*此為一組任務，共十二組。 

*出現順序為由左至右，每次一張圖片一個句子殘幹。 

*灰色部分為講解流程用介紹，非實驗時受試者能看到的部分 

 

回憶任務 

 

What nouns did you see in the task? 

Please say their names as many as possible. 

 
*此回憶任務僅在階段結束時出現一次 

圖[3.2.1]語句產出任務中受試者觀看到的畫面 

(二) 語句判斷階段 

  在前測及後測的語句判斷階段中，受試者會聽到九組句子，每組句子中

包含八個句子，分別是四個把字句及四個主動句，以不同句型彼此穿插的方

式排列，在前測與後測中一共會聽到 144 個句子，順序上由把字句為先，其

中的把字句及三句主動句是程式以隨機排序的方式從資料庫中選出，以降低

材料順序對結果的影響，但其中一句主動句為了配合「回憶任務」並非如此，

這些句子都不會重複出現。受試者在聽句子的同時會看到螢幕上出現五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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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分別是(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受試者被要求快速依照自己的感覺做出選擇。在每完成一組句

子後，受試者都會被要求進行一個「回憶任務」，螢幕上會出現兩個句子，

一個對應到該組別中非隨機排序安排的主動句，一個則是與該出現過的主動

句有一個名詞不相同的句子，受試者被要求選出他聽過的句子。此階段的設

計如圖[3.2.2]。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那個老師把故事

說 

剛剛那個小朋友

回答了老師的問

題 

那個店員把書放

好了 

那個服務生在桌

上放好了許多盤

子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1)correct 

(2)maybe correct 

(3)not sure 

(4)maybe 

incorrect 

(5)incorrect 

那個中國人把書

法寫完 

那個外國人在台

灣學中文 

那個明星把吉他

帶走了 

那輛火車載走了

許多客人半夜 

回憶任務 

那個外國人在台灣學中文 

(q) 

那個外國人在中國學中文 

(p) 

Which sentence did you hear before? 

(q)                 (p) 

*此為一組，共 9組 

*順序為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每次聽到並判斷一個句子，並完成回憶任務。 

*灰色部分為受試者聽到的句子，實際施測時不會看到文字。 

圖[3.2.2]語句判斷任務中受試者觀看到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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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句法啟動階段   

  在句法啟動階段，分成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兩部分。在實驗開始後，受

試者會進行兩次的語句重述任務，並接著進行一個圖片描述任務，這樣為一

個組別，在輸入階段需要完成 16組，在觀察階段也要完成 16 組。在語句重

述任務中，受試者會聽到一個中文句子，同時畫面會出現那個句子的主要動

詞，該動詞可能是狀態動詞、動作動詞、變化動詞，這個中文句子的音檔會

撥放兩次，撥放完畢後受試者需要進入錄音階段重新說一次剛剛聽到的句子。

結束後再進行第二個語句重述任務，一樣音檔會撥放兩次，聽完後再重述一

次。完成後進行圖片描述任務，在圖片描述任務中，受試者會看到一個四格

圖片，圖片旁有一個中文動詞，受試者被要求使用該動詞來造出一個簡單的

中文句子描述圖片發生的事情。 

    在「無延遲組」組中，受試者在完成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 32 組任務後

會進行一個「回憶任務」，受試者需要在兩個意義或用字上有關聯的動詞中

選出他剛剛說過的動詞，例如受試者曾經在實驗中使用過「漂亮」這個狀態

動詞(state verb)，他在回憶任務中可能會同時看到「漂亮」、「美麗」，這樣意

義接近的詞彙，實驗會要求受試者選出他用過的詞彙，為了避免強化受試者

對實驗目標動詞的印象，這些回憶任務中出現的動詞都是與實驗目標無關的

間隔句(filler)的狀態動詞或變化動詞。在「延遲組」中，由於句法啟動的輸

入階段與觀察階段被切割在不同日期進行，為了讓受試者感覺這兩階段不是

被切開的一個單一任務，而只是類似任務的重複測試，因此在句法啟動階段

中的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的結尾都各安排了一次較短的「回憶任務」，受試

者同樣需要在兩個意義上有關聯的動詞中選出他剛剛說過的動詞。「延遲組」

的「回憶任務」的內容是將「無延遲組」中的題目分成兩半而成。此階段的

設計如圖[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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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階段: 

 

 

 

 

做  浪漫  

學生把蛋糕做好

了(BA input 組) 

學生做好了蛋糕 

(SVO input 組) 

重述時錄音階段 這場婚禮很浪漫 

(不及物) 

重述時錄音階段 

 

 

豐富 

希望引發的句子: 

台灣的水果種類很豐富 (不及物狀態動詞句) 

*此為輸入階段中的一組，共 16組。 

觀察階段: 

 

 

 

 

苦  發達  

苦瓜的味道很苦 

(不及物句) 

重述時錄音階段 中國的經濟很發

達(不及物句) 

重述時錄音階段 

 

 

讀 

希望引發的句子: 

SVO: 爺爺讀完了兩本書 SVO input 組 

BA:  爺爺把兩本書讀完了 BA input 組 

*此為觀察階段中的一組，共 16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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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任務 

漂亮 

(q) 

美麗 

(p) 

Which verb appeared before? 

(q)                 (p) 

*此為回憶任務的一組 

*在「無延遲組」組中，受試者完成觀察階段後進行此任務，共 16 組。 

*在「延遲組」組中，受試者完成輸入階段與觀察階段後皆進行此任務，共

8*2組。 

圖[3.2.3]句法啟動階段中受試者觀看到的畫面 

 

五. 語料記錄判定方式 

  本研究的實驗中需要針對下列三者進行句子的紀錄與分類判定，(1)受

試者在語句產出階段完成殘缺句後的句子，(2)句法啟動的輸入階段中受試

者對聽到句子的重述，(3)句法啟動的觀察階段受試者描述圖片產出的句子。

其中第三部分，句法啟動的觀察階段的語料紀錄判定方式受到前導實驗的影

響，與過往研究不同，將「S 把 OVC」計入合法句中。 

(一) 語句產出階段 

  在這個階段實驗觀察的不是受試者的把字句偏好，而是受試者完成把字

句時使用的動詞詞組結構的偏好，在前測時由於還沒有受到啟動句的影響，

因此受試者可能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動詞詞組結構，例如最簡單的只有動詞加

一個”了” (e.g., 那個女孩把三明治吃了。)，或者是多論元的複雜結構(e.g., 那

個阿姨把桌子搬到別的地方。)。本實驗階段的假設建立於過往研究所提及

的，對二語學習者來說，一個缺漏語句中部分成分的中介語，與沒有缺漏、

更接近正確目標語形式的中介語是可以互相轉換的(McDonough & Mackey, 

2008; McDonough & Vleeschauwer, 2012)。因此本實驗假定受試者在前測中

會產出缺漏補語的把字句(e.g., 那位小姐把帽子戴了。)，但在經過句法啟動

階段的啟動句輸入後，受試者會受到這些帶有單一補語的啟動句影響(e.g., 

那個司機把那輛車子開走了。)，而在後測跟著更傾向使用相同的帶有單一

補語的把字句，並減少缺漏補語的把字句的使用頻率。 

  在這個階段中受試者完成的句子，被分成「無補語把字句」、「帶結果補

語把字句」、「其他」三類。要被歸類為無補語把字句必須由下列成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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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動作的發出者 (2)把 (3)動作的接受者或目標 (4)動詞詞組，因為此階段

目的為觀察受試者中介語的使用狀況，因此動詞詞組有無”了”都可以。要被

歸類為帶結果補語把字句必須由下列成分組成：(1)動作的發出者 (2)把 (3)

動作的接受者或目標 (4)動詞 (5)結果補語(e.g., 走/上/乾淨/壞)，有無”了”

則都可以。上述的兩種句型都可以被轉換成主動句(e.g., 那位小姐把帽子戴

(了)─＞那位小姐戴(了)帽子。／那個司機把那輛車子開走(了)─＞那個司機

開走(了)車子。)。這些以外的句子都會被歸入”其他”，例如多論元的複雜結

構(e.g., 那個阿姨把桌子搬到別的地方。)、帶有由多個句法成分組成的補語

(e.g., 媽媽把湯煮得很香。)、不合法的動詞(e.g., 那個大象把鏡子壞了。)、

未完成的句子(e.g., 那隻動物把房子…)等等。 

  實驗的目標是比較相對於前測，受試者在經歷啟動句的輸入後是否會減

少缺漏補語的把字句的使用頻率，更傾向使用相同的帶有單一補語的把字句，

因此會計算受試者在前測與後測中這兩個句型的使用偏好，偏好計算方式為

[結果補語把字句]/[無補語把字句+結果補語把字句]，舉例來說，如果有一

位受試者他一共在十二個把字句殘幹完成實驗中產出了三句無補語把字句，

六句結果補語把字句，三句其他句，那他的把字句產出偏好就是[3]/[3+6] = 

33.3%。若受試者在完成某題時說了一個以上的句子(例如開頭說了：我想一

想、這個很難，或是說完後又再度自我修正)，則以第一個出現題目提供的

主要名詞的完整把字句來做為紀錄的對象。 

(二) 句法啟動階段－句子重述 

  本實驗的紀錄判定方式參考自 Hsu and Lin (2014)、Bock and Griffin 

(2000)的實驗，在句法啟動的啟動句輸入階段(Priming phrase)中的目標句的

重述，受試者被要求要盡可能的完整重述聽到的句子，這些語音資料被電腦

的 E-prime 軟體透過麥克風錄下，並由研究者本人聽錄音後轉換成文字檔，

若受試者發音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則依照中文母語者的語感來判定這個字

是否已經算是其他字，而非本來受試者聽到的音檔中的字，這些語音資料被

分成「成功重述」與「其他」兩類，以下幾點情況發生時，句子會被歸入「成

功重述」，重述的句子包含：(1)動詞 (2)動詞補語 (3)動詞時態標記「了」 (4)

「施事者」 (5)「受事者 」。動詞、補語與「了」在發音上沒有太大偏誤（至

多容許聲調發錯或子音發成其他接近的音），「施事者」與「受事者 」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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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上沒有太大的轉變（例如「我家的信」被重述成「我的信」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家的信」被重述成「我的車子」或其他無法聽懂的詞彙就不行），

其他字的增減若不影響句子結構的話也算成功重述（例如「那輛車子」重述

成「那車子」）。 

(三) 句法啟動階段－圖片描述產出 

  在句法啟動中的觀察階段中的目標句的產出，受試者所產出的句子被分

成「把字句」、「主動句」、「其他」三類。根據前導實驗的結果，我將 S 把

OV 了、S把 OVC、S把 OVC 了視為合法的把字句，而 S 把 OV 則歸類於

不合法的把字句。也就是說，要被歸類成合法的「把字句」的句子必須由下

列成分組成：(1)動作的發出者(2)把(3)動作的接受者或目標(4)動詞(5)表達終

結點的補語或是表達事件完成的「了」擇一或都有。而且這個把字句必須能

被轉換成主動句才行。要被歸類成「主動句」，句子必須要由以下成分組成：

(1)動作的發出者(2)動詞(3)表達動作終結的補語或是表達事件完成的「了」

擇一或都有。而且這個主動句必須能被轉換成把字句才行。這些以外的句子

都被歸入「其他」，而若有受試者產出的「其他」佔整體的 70%以上則資料

會被剔除。每位受事者預計會產出 16個目標句，而把字句的使用偏好的計

算方式是看[把字句]/[把字句+主動句]的比例，舉例來說，如果有一位受試

者他一共在十六句目標句中產出了三句把字句，六句主動句，七句其他句，

那他的把字句產出偏好就是[3]/[3+6] = 33.3%。若受試者在描述圖片時說了

一個以上的句子，則以第一個出現主要動詞及主要名詞的句子來做為紀錄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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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 

    本章分成三節，第一節報告句法啟動階段的實驗結果，說明受試者在自

由描述圖片時，對主動句/把字句的使用偏好是否受到啟動句影響，以及延

遲時間是否影響此效果的強弱；第二節報告實驗前後測的語句產出的實驗結

果，報告受試者在句子殘幹完成測驗中把字句動詞詞組的表現，是否受到句

法啟動階段啟動句的影響，以及延遲時間是否對此效應造成影響；第三節報

告實驗前後測的語句判斷的實驗結果，說明受試者對不同結構的把字句的接

受度是否受到句法啟動階段啟動句的影響，以及延遲時間是否對此效果產生

影響。 

第一節 句法啟動對把字句/主動句使用偏好的影

響 

表[4.1.1]句法啟動五個組別在受試者分析的把字句產出偏好率 

組 受試者分析 人數(N) 把字句 

偏好率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1 控制組 無啟動句 15 .184 .287 

2 無延遲組 BA 啟動句 15 .734 .231 

3 無延遲組 SVO 啟動句 15 .636 .340 

4 延遲組 BA 啟動句 15 .555 .382 

5 延遲組 SVO 啟動句 15 .548 .220 

 

 

表[4.1.2] 句法啟動五個組別在項目分析的把字句產出偏好率 

組 項目分析 項目數

(N) 

把字句 

偏好率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1 控制組 無啟動句 15 .231 .172 

2 無延遲組 BA 啟動句 15 .768 .174 

3 無延遲組 SVO 啟動句 15 .677 .131 

4 延遲組 BA 啟動句 15 .534 .142 

5 延遲組 SVO 啟動句 15 .536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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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五個組別項目受試者分析和項目分析的把字句產出偏好長條圖 

表[4.1.3]把字句產出偏好的 2X3 分析表 

 無延遲組 延遲組 

 BA 偏好率 BA 偏好率 

No input 18.36% 

(23.137%) 

18.36% 

(23.137%) 

BA input 73.368% 

(76.769%) 

55.458% 

(53.370%) 

SVO input 63.639% 

(67.659%) 

54.825% 

(53.570%) 

*控制組因為假設基準線不受時間延遲與否影響，所以直接將該組資料連用

於無延遲組跟延遲組上。 

*無括號的數字是受試者分析的數值，括號內的數字是項目分析的數值。 

  本研究的假設之一是啟動句的輸入會產生句法啟動效應，對晚期二語受

試者在主動句與把字句的使用偏好造成影響，使之更傾向使用啟動句句型的

句子，受到輸入影響的組別在目標句型的偏好上會強過無啟動句影響的組別，

而且此效應不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快速消失，應能持續達一周。此處採用雙

因子變異數分析(two-way ANOVA)，以 SPSS 進行 2X3 組間變項的分析([延

遲時間：無/七天] X [啟動句句型：BA/SVO/無啟動句])，其中以無啟動句的

控制組的目標句使用偏好做為基準線(base-line)，因為理論上基準線的把字

句偏好率沒有受到句法啟動影響，所以效果也不會隨時間變動，因此在分析

時，延遲組跟無延遲組中重複使用同一組控制組的資料，如前表[4.1.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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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依變項為受試者在句法啟動的觀察階段描述圖片時把字句的偏好使用

率，偏好率的計算方式為將產出的把字句分成「把字句」、「主動句」、「其他」

三類，將「把字句」數量除以「把字句」+「主動句」的數量所得的百分比

就是動補結構偏好率。為求更全面的了解實驗結果，以及剔除極端的、設計

上有問題的選項，本實驗同時使用受試者分析(subject analysis)與項目分析

(item analysis)。五組受試者的描述性統計如前表[4.1.1]、[4.1.2]和圖[4.1.1]。

五組受試者的雙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下表[4.1.4]與表[4.1.5]。 

表[4.1.4]句法啟動把字句使用偏好 2X3 ANOVA 受試者分析結果 

受試者分析 

變項 

df F p值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時間 1 2.029 .158 .024 

啟動句句型 2 21.892 *.000 .341 

延遲時間*啟動句句型 2 .683 .508 .016 

錯誤 84    

 

表[4.1.5]句法啟動把字句使用偏好 2X3 ANOVA 項目分析結果 

項目分析 

變項 

df F p值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時間 1 12.896 *.001 .133 

啟動句句型 2 58.414 *.000 .582 

延遲時間*啟動句句型 2 3.821 *.026 .083 

錯誤 84    

 

  在受試者分析(F1)的部分，分析顯示第一個自變項：延遲時間，未對受

試者的把字句使用偏好造成顯著差異(F(1,84)=2.029，p=0.158)；第二個自變

項：啟動句句型，則對受試者的把字句使用偏好造成顯著差異

(F(2,84)=21.892，p<0.001)；而這兩個自變項，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之間

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2,84)=0.683，p=0.508)。詳細資料可以看前表[4.1.4]。

以 Tukey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在啟動句句型中，BA 啟動句與 SVO 啟動

句沒有顯著差異(p=0.778)，不過無啟動句對上 BA 啟動句或 SVO 啟動句都

有顯著差異(都是 p<0.001)。 

  在項目分析(F2)的部分，統計分析顯示第一個自變項：延遲時間，對受

試者的把字句使用偏好造成顯著差異(F(1,84)=12.896，p=0.001)，第二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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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啟動句句型，則對受試者的把字句使用偏好造成顯著差異

(F(2,84)=58.414，p<0.001)，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之間有顯著交互作用

(F(2.84)=3.821，p=0.026)。詳細資料可以看前表[4.1.5]。以 Tukey法進行事

後多重比較，在啟動句句型中，BA 啟動句與 SVO 啟動句沒有顯著差異

(p=0.551)，不過無啟動句對上 BA 啟動句或 SVO 啟動句都有顯著差異(都是

p<0.001)。 

  從受試者分析與項目分析的結果上，可以看到相同的是，第一，把字句

句法啟動的效果不論是在立即檢測或延遲七天的檢測中，都維持顯著高於基

準線的效果；第二，啟動句句型不論是把字句或主動句，都能產生顯著的句

法啟動效應，使受試者顯著提升把字句使用偏好至顯著高於無啟動句的基準

線，而且這兩種句型間的效果沒有顯著差異。 

    但在受試者分析與項目分析的結果上相異的是，在項目分析中，延遲組

的句法啟動效果雖然還不致降至與基準線相同的程度，但比起無延遲組有顯

著的衰退，而在受試者分析中卻沒有看到這種結果。除了項目分析中的無延

遲組的數值都略高於受試者分析，且延遲組中項目分析的數值略低於受試者

分析外，兩種分析法在顯著性的不一致應也與受試者分析中受試者之間的表

現不穩定有關，受試者分析的每組數值的標準差都明顯大於項目分析的每組

數值的標準差，受試者分析的標準差在 0.220~0.382 之間，項目分析的在

0.131~0.192 之間。 

  在研究假設上，實驗結果顯示句法啟動效應如假設般具有長期持續性，

受試者對把字句的偏好不隨時間拉長至七天而減弱至基準線，但在另一方面，

啟動句句型中的把字句與主動句的差異在事後多重比較中卻未能如理論般

對把字句的使用偏好產生顯著的不同影響，可能與啟動句為主動句的受試者

在前後測中仍接觸到了把字句有關，這個部分將在下一章討論與結論中詳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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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句法啟動對把字句動補結構的影響 

表[4.2.1]語句產出的動補結構把字句偏好率的受試者分析的描述性統計 

受試者分析 延遲時間 啟動句句型 人數(N) 偏好率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前測 無延遲 BA 啟動句 15 0.58074 0.36087 

SVO啟動句 15 0.58397 0.27979 

延遲七天 BA 啟動句 15 0.66505 0.293 

SVO啟動句 15 0.72897 0.20345 

前測平均   15 0.63968 0.28902 

後測 無延遲 BA 啟動句 15 0.73071 0.24267 

SVO啟動句 15 0.66124 0.34547 

延遲七天 BA 啟動句 15 0.76841 0.22826 

SVO啟動句 15 0.65648 0.30467 

後測平均   15 0.70421 0.28099 

表[4.2.2]語句產出的動補結構把字句偏好率的項目分析的描述性統計 

項目分析 延遲時間 啟動句句型 項目數

(N) 

偏好率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前測 無延遲 BA 啟動句 24 0.61041 0.32751 

SVO啟動句 24 0.57440 0.42076 

延遲七天 BA 啟動句 24 0.68629 0.28428 

SVO啟動句 24 0.70421 0.34534 

前測平均   24 0.64383 0.34662 

後測 無延遲 BA 啟動句 24 0.75794 0.2842 

SVO啟動句 24 0.69543 0.26560 

延遲七天 BA 啟動句 24 0.80724 0.23375 

SVO啟動句 24 0.7125 0.20481 

後測平均   24 0.74328 0.24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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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受試者分析前後測語句產出的結果補語把字句偏好率長條圖 

 

 
圖[4.2.2] 項目分析前後測各組語句產出的結果補語把字句偏好率長條圖 

 

  這一節的分析聚焦於前後測中的語句產出測驗，本研究的假設之二是，

把字句動補結構中的動詞與補語是兩個語句成分，因此帶動補結構的把字句

啟動句的輸入能產生句法啟動效應，讓本來在前測語句產出測驗中較少使用

動補結構中的補語的受試者，在後測增加動補結構中的補語的使用率，而且

此句法啟動效應不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快速消失，應能持續達一周。此處採

用三因子變異數分析(three-way ANOVA)，以 SPSS 進行 2X2X2 混合變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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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延遲時間：無/七天] X [啟動句句型：BA/SVO] X [前測/後測])，其中

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為組間變項，前後測為組內變項。分析的依變項為受

試者在語句產出階段完成的把字句中動詞詞組的動補結構偏好率，偏好率的

計算方式如下，將產出的把字句分成「無補語把字句」(e.g., 那個男孩把黑

板擦了。)、「帶結果補語把字句」(e.g., 那個男孩把黑板擦乾淨了。)、「其

他句」(e.g., 那個阿姨把桌子搬到別的地方。)三類，將「帶結果補語把字句」

除以「無補語把字句」+「帶結果補語把字句」所得的百分比就是動補結構

偏好率，例如受試者在十二個把字句產出任務中，產出了三句「無補語把字

句」，三句「帶結果補語把字句」，六句「其他句」，他的動補結構使用偏好

就是 3/(3+3)=50%。為求更細緻的了解實驗結果，本實驗同時使用受試者分

析(subject analysis)與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相關的描述統計可以看前表

[4.2.1]與表[4.2.2]，從圖[4.2.1]與圖[4.2.2]則可以比較前後測的數據變化，三

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則如下表[4.2.3]與表[4.2.4]。 

表[4.2.3] 語句產出的動補結構偏好率 2X2X2 ANOVA 受試者分析結果 

受試者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1.004 .321 .018 

啟動句句型 1 .190 .664 .003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005 .945 .000 

錯誤 56    

 

受試者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前後測 1 3.447 .059 .058 

前後測*延遲 1 1.995 .163 .034 

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1 3.196 .079 .054 

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1 0.551 .461 .010 

錯誤 56    

 

表[4.2.4] 語句產出的動補結構偏好率 2X2X2 ANOVA 項目分析結果 

項目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2.519 .116 .027 

啟動句句型 1 1.046 .309 .011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016 .9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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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 92    

 

項目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前後測 1 5.001 *.028 .052 

前後測*延遲 1 .613 .436 .007 

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1 .612 .436 .007 

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1 .235 .629 .003 

錯誤 92    

 

    在受試者分析的部分，表[4.2.3]顯示，在組間變項的部分，第一個自變

項：延遲與否並沒有對偏好率產生顯著差異(F(1,56)=1.004，p=0. 321)，第二

個自變項：啟動句句型，也未對受試者的把字句使用偏好造成顯著差異

(F(1,56)=0. 190，p=0 .664)，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之間沒有顯著的交互作

用(F(1,56)=0. 005，p=0. 945) ，在組內變項的部分，前測與後測間達臨界顯

著差異(F(1,56)=3.447，p=0. 059)；前測與後測跟其他組間變項間都沒有顯著

的交互作用。 

在項目分析的部分，表[4.2.4]顯示，在組間變項的部分，第一個自變項：延

遲與否並沒有對偏好率產生顯著差異(F(1,92)=2.519，p=0. 116)，第二個自變

項：啟動句句型，也未對受試者的把字句使用偏好造成顯著差異

(F(1,92)=1.046，p=0 . 309)，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之間沒有顯著的交互作

用(F(1,92)=0. 016，p=0. 900) ，在組內變項的部分，前測與後測間達顯著差

異(F(1,92)=5.001，p=0. 028)；前測與後測跟其他組間變項間都沒有顯著的交

互作用。 

    從受試者分析與項目分析的結果上，可以看到相同的是，前測與後測都

顯現出差異，不過受試者分析僅達到臨界顯著差異，項目分析則有顯著差異。

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把字句動補結構中的動詞與補語是兩個語句成分，因

此帶動補結構的把字句啟動句的輸入能產生句法啟動效應，這樣的結果部分

支持假設，隨著啟動句的輸入，受試者減少了無補語把字句的使用率，並增

加了帶結果補語的把字句的使用率，而且這樣的句法啟動效應持續達一星期

仍未消退。不過啟動句句型是 BA 或 SVO 的影響不太明顯，沒能造成顯著

的差異可能與SVO啟動句的動詞結構與BA啟動句一樣帶有結果補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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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動詞結構偏好的啟動僅來自動詞結構的輸入，而與整個句子的論元順

序無關，這部分留待下一章討論與結論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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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句法啟動對把字句不同結構接受度的影

響 

表[4.3.1]語句判斷的受試者分析的描述性統計 

前後測 把字句 

動詞詞組 

延遲 

時間 

啟動句 

句型 

人數 

(N) 

平均分數 

(M) 

標準差 

(SD) 

前測 S把OVCle 無延遲 BA 15 1.47407 .38825 

 SVO 15 1.70370 .46513 

延遲 BA 15 1.45820 .41794 

 SVO 15 1.48148 .3098 
S把 OVle 無延遲 BA 15 2.62963 1.02325 

 SVO 15 2.85926 .87233 

延遲 BA 15 2.98519 1.01997 

 SVO 15 2.91358 0.75757 
S把 OVC 無延遲 BA 15 1.88889 0.47698 

 SVO 15 2.14815 0.49453 

延遲 BA 15 2.53968 1.04569 

 SVO 15 2.53086 0.72516 
S把 OV 無延遲 BA 15 3.66667 1.10634 

 SVO 15 3.76296 0.88478 

延遲 BA 15 4.31323 0.87519 

 SVO 15 4.45926 0.79888 

後測 S把OVCle 無延遲 BA 15 1.3926 0.55216 

 SVO 15 1.57037 0.53923 

延遲 BA 15 1.53333 0.63718 

 SVO 15 1.28254 0.38181 
S把 OVle 無延遲 BA 15 2.72593 1.14924 

 SVO 15 2.67407 1.05532 

延遲 BA 15 3.36296 1.05197 

 SVO 15 2.58413 0.99806 
S把 OVC 無延遲 BA 15 1.93333 0.97482 

 SVO 15 2.48148 0.71105 

延遲 BA 15 2.76296 1.07633 

 SVO 15 2.74921 0.76035 
S把 OV 無延遲 BA 15 4.07407 0.91977 

 SVO 15 3.93333 1.0328 

延遲 BA 15 4.45185 0.80832 

 SVO 15 4.37778 0.62545 

*分數越高代表接受度越低，最低分為 1 分，最高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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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2]語句判斷的項目分析的描述性統計 

前後測 把字句 

動詞詞組 

延遲 

時間 

啟動句 

句型 

項目數 

(N) 

平均分數 

(M) 

標準差 

(SD) 

前測 S把OVCle 無延遲 BA 18 1.48413 0.36385 

 SVO 18 1.71429 0.4801 

延遲 BA 18 1.46693 0.40498 

 SVO 18 1.48016 0.50799 
S把 OVle 無延遲 BA 18 2.53968 0.52445 

 SVO 18 2.88889 0.64179 

延遲 BA 18 3.09656 0.66804 

 SVO 18 2.88624 0.80181 
S把 OVC 無延遲 BA 18 1.88889 0.46628 

 SVO 18 2.16667 0.55274 

延遲 BA 18 2.62037 0.53029 

 SVO 18 2.53042 0.55837 
S把 OV 無延遲 BA 18 3.62698 0.36385 

 SVO 18 3.76984 0.47034 

延遲 BA 18 4.46032 0.46507 

 SVO 18 4.31746 0.47387 

後測 S把OVCle 無延遲 BA 18 1.38095 0.38582 

 SVO 18 1.5873 0.3792 

延遲 BA 18 1.54762 0.48569 

 SVO 18 1.32011 0.48488 
S把 OVle 無延遲 BA 18 2.57143 0.37637 

 SVO 18 2.61111 0.44588 

延遲 BA 18 3.42857 0.55653 

 SVO 18 2.78704 0.56465 
S把 OVC 無延遲 BA 18 1.92857 0.37717 

 SVO 18 2.5 0.48569 

延遲 BA 18 2.84127 0.43796 

 SVO 18 2.73413 0.85991 
S把 OV 無延遲 BA 18 4.00794 0.47877 

 SVO 18 3.90476 0.62366 

延遲 BA 18 4.55556 0.28101 

 SVO 18 4.31614 0.57386 

*分數越高代表接受度越低，最低分為 1 分，最高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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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受試者分析語句判斷各組的分數長條圖 

 

 

 
圖[4.3.2]項目分析語句判斷各組的分數長條圖 

 

  這一節的分析聚焦於前後測中的語句判斷測驗，根據文獻 V. S. Ferreira 

et al. (2008)，句法啟動的影響層面主要仰賴於程序性知識，且過去的採用對

錯二分式語句判斷實驗的文獻中提到，受試者在句法啟動現象產生後，並沒

有因此改變他們在語句對錯判斷上的偏好(Shin & Christianson, 2012)，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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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驗採用五等分的分數而非二分式的對錯判斷來調查，以期看出更細緻的

變化。此處採用四因子變異數分析(four-way ANOVA)，以 SPSS 進行

2X2X2X4 混合變項的分析([延遲時間：無/七天] X [啟動句句型：BA/SVO] X 

[前測/後測] X [把字句動詞詞組結構：S 把 OVC 了/ S 把 OV 了 / S 把 OVC / 

S把 OV])，其中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為組間變項，前後測與把字句動詞

詞組結構為組內變項。分析的依變項為受試者在語句判斷階段聽到把字句後

給予的分數，分數在一分到五分間，一分是(1)correct，兩分是(2)maybe correct，

三分是(3)not sure，四分是(4)maybe incorrect，五分是(5)incorrect。為求更全

面的了解實驗結果，本實驗同時使用受試者分析(subject analysis)與項目分析

(item analysis)。相關的描述統計可以看前表[4.3.1]與表[4.3.2]，從圖[4.3.1]

與圖[4.3.2]則可以比較前後測其四種句型結構的數據變化。四因子變數數分

析的結果則如下表[4.3.3]與表[4.3.5]，另外針對把字句四種結構進行的事後

比較資料則可以看表[4.3.4]與表[4.3.6]。 

表[4.3.3]語句判斷的 2X2X2X4 ANOVA 受試者分析結果 

受試者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6.608 *.013 .106 

啟動句句型 1 .028 .867 .001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1.575 .215 .027 

錯誤 56    

 

受試者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前後測 1 265.559 *.000 .826 

前後測*延遲 1 .815 .370 .014 

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1 1.115 .295 .020 

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1 .132 .718 .002 

錯誤(前後測) 56    

結構 2.387 89.181 *.000 .614 

結構*延遲 2.387 4.157 *.013 .069 

結構*啟動句句型 2.387 1.508 .222 .026 

結構*延遲*啟動句句型 2.387 .547 .611 .010 

錯誤(結構) 133.692    

結構*前後測 2.456 5.036 *.005 .083 

結構*前後測*延遲 2.456 1.176 .31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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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2.456 .974 .394 .017 

結構*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2.456 1.015 .377 .018 

錯誤(結構*前後測) 137.563    

 

表[4.3.4]語句判斷中不同把字句結構句型的成對比較受試者分析 

受試者分析 比較句型 平均差 標準誤 p 

(1)S把 OVC 了 (2)S 把 OV 了 -.976* .084 *.000 

 (3)S 把 OVC .047 .089 .595 

 (4)S 把 OV -1.157* .093 *.000 

(2)S把 OV 了 (1)S 把 OVC 了 .976* .084 *.000 

 (3)S 把 OVC 1.023* .115 *.000 

 (4)S 把 OV -.182* .074 *.017 

(3)S把 OVC (1)S 把 OVC 了 -.047 .089 .595 

 (2)S 把 OV 了 -1.023* .115 *.000 

 (4)S 把 OV -1.205* .108 *.000 

(4)S把 OV (1)S 把 OVC 了 1.157* .093 *.000 

 (2)S 把 OV 了 .182* .074 *.017 

 (3)S 把 OVC 1.205* .108 *.000 

 

   在受試者分析的部分，在主旨間的效果檢定，第一，延遲時間的差異達

顯著差異(F(1, 56)=6.608，p=0.013)，而啟動句句型未達顯著差異，且兩者間

的交互作用不顯著。在主旨內的效果檢定，由於球型檢定均未過，資料不同

質，因此改檢視 Greenhouse-Geisser 分析的數據。第一，前後測有顯著差異

(F(1, 56)=265.559，p<0.001)，第二，四種結構間也達顯著差異(F(2.387, 

133.692)=89.181，p<0.001)，第三，前後測與結構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2.456, 

137.563)=5.036，p=0.005)，第四，結構與延遲時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2.387, 

133.692)=4.157，p=0.013)，其他變項間未達顯著的交互作用。詳細資料如

前表[4.3.3]。在成對比較的部分，句型(1)「S把 OVC 了」對句型(2)「S 把

OV 了」、句型(4)「S 把 OV」有顯著差異(p<0.001)，但與句型(3)「S 把 OVC」

無顯著差異。句型(2) 「S把 OV 了」與句型(4) 「S 把 OV」之間也達顯著

差異(p=0.017)，四者間的分數是句型(1)≒句型(3) >句型(2) >句型(4)。詳細

資料如前表[4.3.4] 。 

表[4.3.5]語句判斷的 2X2X2X4 ANOVA 項目分析結果 

項目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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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 1 55.835 *.000 .451 

啟動句句型 1 .008 .930 .000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18.624 *.000 .215 

錯誤 68    

 

項目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前後測 1 2.189 .144 .031 

前後測*延遲 1 .125 .725 .002 

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1 2.136 .149 .030 

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1 .465 .498 .007 

錯誤(前後測) 68    

結構 3 599.313 *.000 .898 

結構*延遲 3 12.280 *.000 .153 

結構*啟動句句型 3 2.111 .100 .030 

結構*延遲*啟動句句型 3 1.084 .357 .016 

錯誤(結構) 204    

結構*前後測 2.528 2.877 *.046 .041 

結構*前後測*延遲 2.528 1.478 .227 .021 

結構*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2.528 1.867 .147 .027 

結構*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2.528 .420 .705 .006 

錯誤(結構*前後測) 171.898    

 

表[4.3.6]語句判斷中不同把字句結構句型的成對比較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 比較句型 平均差 標準誤 p 

(1)S把 OVC 了 (2)S把 OV 了 -1.354* .064 *.000 

 (3)S把 OVC -.904* .062 *.000 

 (4)S把 OV -2.622* .060 *.000 

(2)S把 OV 了 (1)S把 OVC 了 1.354* .064 *.000 

 (3)S把 OVC .450* .067 *.000 

 (4)S把 OV -1.269* .065 *.000 

(3)S把 OVC (1)S把 OVC 了 .904* .062 *.000 

 (2)S把 OV 了 -.450* .067 *.000 

 (4)S把 OV -1.719* .060 *.000 

(4)S把 OV (1)S把 OVC 了 2.622* .060 *.000 

 (2)S把 OV 了 1.269* .065 *.000 

 (3)S把 OVC 1.719* .0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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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項目分析的部分，在主旨間的效果檢定，第一，延遲時間的差異達顯

著差異(F(1, 68)=55.835，p<0.001)，啟動句句型未達顯著差異，兩者間的交

互作用顯著(F(1, 68)=18.624，p<0.001)。在主旨內的效果檢定，組內變項之

一－結構變項的球形檢定通過，資料同質，檢視假設球形的值，但結構與前

後測交互作用的球型檢定未過，資料不同質，因此選擇檢視

Greenhouse-Geisser 的數據。結果顯示，第一，前後測無顯著差異，第二，

結構達顯著差異(F(3, 204)=599.313，p<0.001)，第三，前後測與結構間有顯

著的交互作用(F(2.528, 171.898)=2.877，p=0.046)，第四，結構與延遲時間有

顯著的交互作用(F(3, 204)=12.280，p<0.001)，其他變項間未達顯著的交互作

用。詳細資料如前表[4.3.5]。在事後比較的部分，句型(1)「S把 OVC 了」、

句型(2)「S把 OV 了」、句型(3)「S 把 OVC」、句型(4)「S 把 OV」彼此間都

有顯著差異(P<0.001)，四者間的分數是句型(1) >句型(3) >句型(2) >句型(4)。

詳細資料如前表[4.3.6]。 

  受試者分析與項目分析相同的地方是，第一，在主旨內效果檢定，不同

結構間具有顯著差異，第二，結構與延遲時間之間也有顯著交互作用，第三，

結構與前後測也都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第四，在主旨間效果檢定，無延遲組

與延遲組具有顯著差異。受試者分析與項目分析有所差異的地方在於，第一，

在主旨內效果檢定中，受試者分析的前後測有顯著差異，但是項目分析沒有，

第二在主旨間效果檢定，受試者分析中延遲時間跟啟動句句型沒有交互作用，

可是項目分析有。第三，在四種把字句結構的的成對比較中，受試者分析的

句型(1)跟句型(3)沒有顯著差異，但是項目分析中有顯著差異。 

    因為受試者分析中的前後測與結構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為了更了解受

試者對哪幾種結構改變了接受度，於是我將四種句型結構，句型(1)「S 把

OVC了」、句型(2)「S 把 OV 了」、句型(3)「S把 OVC」、句型(4)「S把 OV」，

分開進行2X2X2的多因子變異數分析([延遲時間：無/七天] X [啟動句句型：

BA/SVO] X [前測/後測])，希望了解哪些結構在前後測出現顯著差異。 

  受試者分析的結果顯示句型(1)、句型(2)各自沒有在上述任何變項有顯

著差異，而句型(3)「S 把 OVC」則在前後測的分數差異達顯著差異(F(1, 

56)=5.068，p=0.028)，前後測與延遲時間、啟動句句型等變項間沒有顯著交

互作用。在組間變項的部分，延遲與否的兩組達顯著差異(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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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0687.938，p=0.007)，啟動句句型則無，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間沒

有顯著的交互作用。詳細資料如下表[4.3.7]。可以說，延遲組的分數顯著高

於無延遲組，且兩者在經過句法啟動效應後分數都顯著上升，變得比較不接

受此句型，兩者的上升幅度都差不多。可看圖[4.3.3] 

     另外，句型(4)「S 把 OV」，雖然在主旨內效果檢定沒有顯著差異，但

在主旨間檢定的延遲時間有顯著差異(F(1, 56)=6.811，p=0.012)，代表延遲組

的受試者對句型(4)的接受度顯著低於無延遲組，但經過句法啟動後兩組受

試者對句型(4)的接受度並沒有任何顯著的改變。詳細資料可看下表[4.3.8]

及圖[4.3.4] 

表[4.3.7] 受試者分析的句型(3)「S把 OVC」的 2X2X2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受試者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7.938 *.007 .124 

啟動句句型 1 1.077 .304 .019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1.204 .277 .021 

錯誤 56    

 

受試者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前後測 1 5.068 *.028 .083 

前後測*延遲 1 .031 .861 .001 

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1 .609 .439 .011 

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1 .652 .423 .012 

錯誤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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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受試者分析句型(3)「S把 OVC」在不同組別的數據長條圖 

表[4.3.8] 受試者分析的句型(4)「S把 OV」的 2X2X2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受試者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6.811 *.012 .108 

啟動句句型 1 .001 .974 .000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020 .889 .000 

錯誤 56    

*因為主旨內效果檢定沒有任何顯著差異所以就不列出，僅列出主旨間效果

檢定。 

 

 
圖[4.3.4]受試者分析句型(4)「S把 OV」在不同組別的數據長條圖 

    在項目分析的部分，也一樣將四種句型結構，句型(1)「S 把 OVC 了」、

句型(2)「S把 OV 了」、句型(3)「S把 OVC」、句型(4)「S 把 OV」，分開進

行 2X2X2 的多因子變異數分析([延遲時間：無/七天] X [啟動句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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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VO] X [前測/後測])，以確定哪些結構在前後測出現顯著差異。 

  項目分析的結果顯示，句型(1)沒有在上述任何變項出現顯著差異，而

句型(2)在主旨內效果檢定沒有任何顯著差異，但在主旨間效果檢定，時間

延遲與否的兩組有顯著差異(F(1, 68)=17.011，p<0.001)，啟動句句型無顯著

差異，但延遲與否跟啟動句句型有交互作用(F(1, 68)=10.394，p=0.002)。相

關資料可看下表[4.3.9]和圖[4.3.5]。這表示延遲組比起無延遲組顯著的更不

接受此句型，而且這樣的傾向跟啟動句句型有關，但這些偏好並沒有因為句

法啟動而在前後測產生顯著改變，只反映了不同組別原有的偏好。 

  句型(3)的結果與受試者分析類似，主旨內效果檢定顯示，前後測的分

數改變達顯著差異(F(1, 68)=5.066，p=0.028)，其他交互作用則都不顯著。在

主旨間效果檢定顯示，延遲與否的組別的分數有顯著差異(F(1, 68)=35.673，

p<0.001)，啟動句句型則無，而延遲與否跟啟動句句型間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F(1, 68)=8.848，p=0.004)。相關資料可看表[4.3.10]和圖[4.3.6]。這顯示了延

遲組比起無延遲組顯著的更不接受句型(3)「S把 OVC」的句型，而與啟動

句句型間的交互作用應該與無延遲組在不同啟動句的組別間的分數落差大

於延遲組的兩個啟動劇組別間的落差有關，但這應該與句法啟動無關，因為

雖然經過句法啟動後各組在後測的不接受度顯著提高，但前後測與其他因素

間沒有交互作用。 

  句型(4)的結果顯示，在主旨內效果檢定，前後測有顯著差異

(F(1,68)=4.738，p=0.033)，但跟其他變項間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在主旨間

的效果檢定顯示，不同延遲時間的組別有顯著差異(F(1,68)=44.215，p<0.001)，

啟動句句型沒有顯著差異，而延遲時間與啟動句句型之間沒有顯著的交互作

用。相關資料可看下表[4.3.11]和圖[4.3.7]。這個結果顯示在不同延遲時間的

組別間對句型(4)的接受度不一樣，在句法啟動過後，這兩個組別的不接受

度都提升了，但沒有跟其他因素產生交互作用。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在無延遲組跟延遲組間較容易發生對句型的接受度

不同的情況，部分句型會受到句法啟動影響而提高不接受度，特別是句型(3)

在受試者跟項目分析中都出現了顯著的前後測差異，而這樣的效應跟啟動句

的句型沒有顯著關係，這可能表示受試者注意到的是啟動句的動詞結構的部

分，而不是整個句型是把字句還是主動句。啟動句的輸入目前僅顯著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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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句型的不接受度，但並沒有顯著降低帶有與啟動句相同動詞結構的句型

(1)「S 把 OVC 了」的不接受度。為何在語句判斷上句法啟動的效果較不一

致，將在下一章討論與結論做說明。 

 

表[4.3.9] 項目分析的句型(2)「S把 OV 了」的 2X2X2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受試者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17.011 *.000 .200 

啟動句句型 1 1.447 .233 .021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10.394 *.002 .133 

錯誤 68    

*因為主旨內效果檢定沒有任何顯著差異所以就不列出，僅列出主旨間效果

檢定。 

 

 
圖[4.3.5]項目分析句型(2)「S 把 OV 了」在不同組別的數據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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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0] 項目分析的句型(3)「S把 OVC」的 2X2X2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受試者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35.673 *.000 .344 

啟動句句型 1 3.046 .085 .043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8.848 *.004 .115 

錯誤 68    

 

受試者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前後測 1 5.066 *.028 .069 

前後測*延遲 1 .005 .946 .000 

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1 .495 .484 .007 

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1 .983 .325 .014 

錯誤 68    

 

 
圖[4.3.6]項目分析句型(3)「S 把 OVC」在不同組別的數據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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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1] 項目分析的句型(4)「S把 OV」的 2X2X2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受試者分析 

主旨間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延遲 1 44.215 *.000 .394 

啟動句句型 1 .948 .334 .014 

延遲*啟動句句型 1 1.438 .235 .021 

錯誤 68    

 

受試者分析 

主旨內效果檢定 

df F p Partial Eta 

Squared 

前後測 1 4.738 *.033 .065 

前後測*延遲 1 2.268 .137 .032 

前後測*啟動句句型 1 1.495 .226 .022 

前後測*延遲*啟動句句型 1 .285 .595 .004 

錯誤 68    

 

 
圖[4.3.7]項目分析句型(4) 「S把 OV」在不同組別的數據長條圖 

 

 

 

  

1

1.5

2

2.5

3

3.5

4

4.5

5

無延遲 

BA啟動句 

無延遲 

SVO啟動句 

延遲 

BA啟動句 

延遲 

SVO啟動句 

項目分析－S把OV 

前測 

後測 

 



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111 
 

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本章針對第四章的實驗結果進行討論，並進行總結，依序為一、句法

啟動對把字句/主動句使用偏好的影響，二、句法啟動隊把字句簡單動補結

構中介語的影響，三、句法啟動隊把字句不同結構接受度的影響，四、研

究總結，五、教學上的延伸應用，六、研究限制與展望。 

第一節 句法啟動對把字句/主動句使用偏好的

影響 

  本實驗的目標之一是延續 Hsu and Lin (2014)的研究結果，觀察晚期中

文二語學習者的把字句/主動句句法啟動現象是否能持續達一個星期，以探

究晚期二語者心智中的句法處理機制是否獨立於語意處理機制之外。實驗

結果顯示，語言水平達致中高級的中文晚期二語學習者，在收到把字句的

啟動句後，確實會顯著提高把字句的使用偏好，這樣的偏好不僅在短時間

的立即後測中測得，在一周後的延遲後測中也同樣測得此現象，其偏好顯

著高於未收到任何啟動句的控制組。這樣的結果呼應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在晚期英語二語學習者身上觀察到的英語介賓句與雙賓句的句法啟

動現象，在該實驗中，句法啟動現象也維持達一天。但本研究的不同之處

除了延遲時間更長外，其句法啟動所觸動的表徵是學習者母語中無相對應

結構的把字句，這與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不同，因為在該研究的受

試者母語中也有類似介賓句與雙賓句的結構。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由後天

建構之句法表徵，其能具有與母語者句法表徵相類似的特性，都能產生句

法啟動效應並持續達一周(Kaschak et al., 2011)。這樣的持續時間遠長於由

刺激顯性記憶所引發的詞彙激發(lexical boost)的時間，也長於受試者刻意

記憶句型所能維持的 7.5秒(Sachs, 1967)，這證明在晚期二語者的心智中，

句型的使用偏好應該是由一個非顯性記憶的機制所管控，而這樣的結果較

支持 Chang et al. (2006)所提出的連結模型，句法的處理機制獨立於語意系

統外。 

  另外，本實驗在項目分析中可觀察到句法啟動隨時間拉長而稍微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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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這點在受試者分析跟項目分析中都可看到，但由於受試者分析各

數值間的變異性較項目分析高，因此立即後測跟延遲後測之間的落差僅有

項目分析產生了顯著差異，不過即使如此，延遲七天後略略降低的把字句

使用偏好仍顯著高於控制組的偏好，顯示句法啟動的效應仍存在。這個句

法啟動因為延遲七天而減弱的現象與過往 Kaschak et al. (2014)所觀察到的

結果不同，在該研究中，前後使用相同語言技能(e.g., 書寫句子的啟動對

應書寫句子的產出)的延遲組與無延遲組的句型偏好是沒有顯著差異的，簡

單地說在該研究中，句法啟動並沒有因為時間拉長而顯著下降。而為什麼

僅靠幾句啟動句輸入就能改變句法偏好的句法處理系統會能夠在經過一

周自然生活中的充沛語料洗禮後仍維持不墜呢？當時 Kaschak et al. (2014)

的解釋是認為句法啟動是一種脈絡敏感(context sensitive)的現象，在該研究

中也發現，只要受試者在延遲七天後執行與輸入階段不同語言技巧的任務

(e.g., 啟動句輸入時用書寫的方式，產出時是看圖片描述圖片)，該句法啟

動效應就會降至不顯著。這樣理論上實驗中前後測都是圖片描述的情況應

該不至於減弱句法啟動的強度。不過或許 Kaschak et al. (2014)的句法啟動

之所以能維持不墜，也可能與雙賓句、介賓句在生活中的使用頻率接近有

關，但本研究的目標句式－主動句與把字句之間的使用比率差異大於這兩

種授予句，因此可能在受試者在這一周的生活間受到的影響較大，他可能

收到了相當多的主動句，可是卻沒有收到幾個把字句，根據 Chang et al. 

(2006)的連結系統假說，句法處理系統會不斷根據收到的資訊來調整權重，

而兩種轉換句間的使用率的差異相當大，導致其效果還是影響到了實驗結

果。但若真是如此，句法啟動的脈絡敏感特性仍有待進一步檢驗，目前在

Kaschak et al. (2014)的研究中僅確定實驗媒材的變化(看紙本換成看電腦)，

並不會影響實驗結果。 

  本研究還發現不論操弄階段中的啟動句句型是主動句還是把字句，受

試者在操弄階段中產出句子時，其把字句偏好都顯著高於控制組，也就是

說他們都呈現出受到把字句啟動的現象，但是在啟動句句型是主動句的組

別，其操弄階段並沒有輸入任何的把字句。排除操弄階段造成問題的可能，

前測的設計可能是原因所在，不同啟動句句型的受試者在前測中都需要完

成若干把字句與主動句，在前測的語句產出階段中受試者需要產出 12 句

把字句與 12句主動句，而在前測的語法判斷中受試者則會聽到 36 句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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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與 36 句主動句，雖然前測經過設計刻意將受試者需要產出的把字句與

主動句調整成相同數量，但可能由於逆轉頻率效應(inverse-frequency)的關

係，低頻結構受到刺激後提升的偏好會高於高頻結構，使得相同數量的把

字句與主動句並沒有辦法互相平衡彼此間產生的句法刺激，產生了把字句

的句法啟動，此外也因為逆轉頻率效應的關係，操弄階段輸入的 16 句主

動句並沒有辦法將前測產生的句法啟動效應降低，導致兩種不同啟動句所

產生的差異未達顯著。這樣的逆轉頻率效應也在 Kaschak (2007)中也被觀

察到過，在一般生活中，英語的介賓句是低頻結構，而雙賓句是高頻結構，

因此在輸入了數量相同的雙賓句與介賓句後，受試者對兩者的偏好並非是

各 50%，而是呈現介賓句的偏好大於雙賓句的情況。 

第二節  句法啟動對簡單動補結構的影響 

  本研究的第一個實驗結果，支持晚期二語者心智中的句法處理機制獨

立於語意處理機制之外，那麼接續本研究將探討第二個問題：中文簡單動

補結構是一種構詞結構還是是一種句法結構？實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在收

到帶有補語的啟動句後，顯著提高了其在後測使用帶有補語的動補結構的

偏好(受試者分析達臨界顯著，項目分析達顯著)，而且延遲時間並未使此

效應消失，也就是說，研究在受試者身上觀察到了簡單動補結構也能產生

如同把字句與主動句轉換般的句法啟動效應。在過往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針對晚期英語二語者的研究中也發現無論元轉換的簡單結構能夠產

生句法啟動效應達一天，本實驗結果顯示晚期中文二語者也有類似的現象。

而簡單動補結構能產生這樣的現象，代表其是一種由句法處理機制管轄的

句法結構，而根據 Chomsky (1970)提出的詞彙假說(lexicalist hypothesis)，

構詞與句法互不隸屬，既然簡單動補結構由句法處理機制管轄，那麼就可

以反推其並不是一種構詞結構。假若動詞與補語之間是兩個獨立的詞彙，

那麼補語的性質為何？是如Huang與Sybesma所認為的是一種位移後的動

詞(C. T. J. Huang et al., 2009; Sybesma, 1999)？還是如 Teng (1977)所認為的

是類似英語動後助詞的存在？這點仍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實驗的結果也顯示出原本所考慮的補語與動詞間的語意搭配限制並

沒有造成顯著的干擾，這可能與受試者的語言水平夠高有關係，他們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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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用此結構的傾向後，知道該使用哪些補語，因此沒有產生顯著的迴避

補語使用的現象。此外在進行產出的語句的紀錄與判定(coding)的時候，因

為重點是觀察受試者在抽象結構方面的偏好，我刻意不剃除動詞與補語搭

配得不適當的句子(e.g., 野狼把房子吹掉了。)，而將之視為帶有動補結構

的句子記錄下來，這也使得補語與動詞間的語意搭配限制所造成的干擾降

低。 

  與第一個實驗結果相似的，在此實驗結果中也可以看到啟動句的類型

並沒有對句法啟動的效果產生顯著差異，不論輸入的是主動句還是把字句，

都成功提升了後測中動補結構中補語的使用傾向，這可能與第一個實驗不

同，並非是前測干擾所致，首先在前測的語句產出階段，這個部份雖然會

強制受試者產出把字句或主動句，但對於動詞結構沒有任何操弄，第二，

在語法判斷階段，受試者聽到的把字句中，有一半的動補結構是帶補語的，

另一半的動補結構則是省略補語的，根據 Du (2004)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

受試者在前測的表現，不省略補語的動補結構才是高頻的結構，因此應該

不會是逆轉頻率效應產生了影響。另一個解釋是這可能與操弄階段中的主

動句與把字句都同樣帶有簡單動補結構有關，因此收到不同啟動句的受試

者都同樣被啟動了。若是如此，則顯示簡單動補結構與其所在句子的句型

似乎是脫鉤的，以 Chang et al. (2006)的連結系統為例，就好像不同類型的

句子中的相同結構的輸入在句法處理機制中會被歸入同樣的權重計算中，

比如輸入的英語的主動句與被動句都帶有 Konopka and Bock (2009)所研究

的動助詞結構的話，動助詞中助詞位移位置的權重是共通的，不會有輸入

的被動句的動助詞位置偏好只影響產出另一個被動句時的動助詞位置偏

好的情況。 

第三節  句法啟動對把字句不同結構接受度的

影響 

  本研究延續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所做的語法判斷測驗，但修改

該研究的回答選項只有對與錯這點，改以更細緻的五等距答題選項來觀察

受試者更細微的變化，以此探究句法啟動是否會帶來任何語法規則認知上

的改變。實驗結果顯示，僅有「S把 OVC」這個結構共同在受試者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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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分析的前後測中產生變化，受試者們變得更不接受這個結構了，另外

在項目分析中，「S 把 OV」這個結構也同樣變得更不被接受，不過在受試

者分析中卻無此現象。剩餘兩種結構雖然有不同組別的人接受度不同的情

況，但都沒有因為句法啟動而在前後測顯現出變化。可以看到即使受試者

在後測中使用帶有補語的動補結構的傾向上升了，但受試者在認知上卻反

而變得更不接受「S 把 OVC」的結構，此外「S把 OVC 了」的結構的接

受度也沒有提升。這樣的結果接近 Shin and Christianson (2012)的發現，句

法啟動的表現與語法判斷的結果似乎不相關，在該研究中，即使特定句型

的使用偏好顯著提升了，在語法判段上仍不會產生顯著的變化。在本研究

中則是發現認知方面的變化與使用傾向的變化可能有不同的結果。

Williams (2009)提到語法判斷測驗是一種會受到相當多的顯性記憶影響的

測驗方式，因此若要用於探詢隱性知識的變化，則必須要加入一些搭配的

手段，例如壓縮答題時間讓受試者無法回想規則，或是在每題的旁邊額外

加上一個問題，要答題者自我後設分析他為什麼會選這個選項，是直覺、

規則，還是隨機選擇？而其中受試者訴諸直覺的答案比較可能反映他的隱

性知識。這個結果也反映過往文獻發現的句法啟動可以在受試者喪失陳述

性記憶的情況下產生(V. S. Ferreira et al., 2008)，而語法判斷卻相當仰賴陳

述性知識。 

  不過語法判斷實驗仍提供了一個讓我們比對這些受試者的句法知識

跟前導實驗中受試的中文母語者有何不同的機會，雖然實驗的語句使用的

名詞與動詞不完全相同，實驗的程序也不同，但是這些晚期二語學習者與

母語者在四種把字句結構上的接受度的排序卻是相同的，接受度最高的都

是「S把 OVC 了」，第二高的是「S 把 OVC」，第三的是「S 把 OV 了」，

最後不太能接受的是「S把 OV」的光桿動詞把字句。這四種句型在五級

距判斷的分布中也類似，前三種句型的分數都位於中間至正確(或是非常可

接受)，只有最後光桿動詞把字句是位於中間至錯誤(或稱非常不可接受)。

這樣的結果顯示此實驗所招收的受試者的語言程度及過往的課程訓練或

生活經驗已讓他們形成與母語者語感相當接近的把字句規則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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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總結   

  本研究關注的議題之一是語言產出機制中句法處理機制與語意處理

機制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接續過往此議題研究範圍，繼續聚焦於研究資料

較少的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身上，以句法啟動為工具，藉由觀察受試者句

法啟動的持續性來論證其心智中句法處理機制與語意處理機制之間的關

係。研究結果顯示，晚期中文二語者在成年後才建構出的把字句句法表徵

在語言水平熟練度足夠的情況下，不但如 Hsu and Lin (2014)研究顯示般可

以產生句法啟動現象，而且在本研究中這個現象還能持續達一周不消散，

這樣的持續時間與母語者最長時間的句法啟動相當(Kaschak et al., 2011)。

藉由這樣的結果，可以推論在晚期中文二語者的心智中確實存在獨立於語

義處理系統外的句法處理系統，該系統不受語意系統的管轄，也就是抽象

結構知識的處理並非如 Pickering and Branigan (1998)所提出的節點模型般

需要透過 lemmas 提取，相反的，兩種機制之間的關係應該更類似 Bock, V. 

S. Ferreira 與 Slevc 的模型般互相獨立並處理不同的資訊(Bock, 1995; V. S. 

Ferreira & Slevc, 2007)。這樣的結果也顯示不同時間習得的語言在句法處

理的方面具有共性，就算是晚期從無到有建構的句法表徵，只要足夠成熟，

也會同母語的句法表徵由同一個句法處理機制管轄。 

  本研究關注的議題之二是中文的簡單動補結構的結構類別歸屬問題，

部分學者認為該結構屬於一種構詞結構(Chao, 1968; C. N. Li & Thompson, 

1981; Y. F. Li, 2005; Packard, 2000)，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動詞與補語是獨立

的詞彙，此結構應歸類於詞組(C. T. J. Huang et al., 2009; Sybesma, 1999; 

Teng, 1977)。過往的學者在探討此議題時多半以語感做結構分析，或是以

英語的類似結構做對比。本研究從心理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嘗試以句法啟

動為工具，藉由觀察簡單動補結構是否會產生句法啟動現象來論證其結構

是否由句法處理機制管轄。實驗結果顯示，晚期中文二語者對此結構確實

會產生句法啟動現象，且此現象可達致一周，而且此結構使用傾向的變化

並未反映至受試者對把字句動補結構規則認知的變化，這兩個結果顯示促

成受試者產生句法啟動的可能是一種隱性學習，而非由顯性記憶影響產生，

這樣的結果也代表簡單動補結構受句法處理機制的管轄，其中的動詞與補

語是兩個獨立的詞彙，動補結構為一詞組。但動詞與補語之間的關係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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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其他方法探究之，為什麼這兩個詞彙間不像動詞與其他後置成分間可以

插入”了”(e.g., 我們可以說：弟弟把杯子拿了過來，然後放在桌上。可是不

能說：*我把杯中的果汁喝了光，然後放在桌上。)？此類補語的詞性該如

何劃分，是動詞還是功能詞？這些問題無法用句法啟動探究，有待後續研

究進一步探討。另外這樣的結果也顯示句法啟動可以用於檢驗特定結構是

否受到句法處理機制的管轄，對於像中文這樣因為漢字特性而在詞彙與詞

素間劃分模糊的語言來說是一個好用的工具，其他具有類似特質的語言

(e.g., 韓語)可能也可以藉由此方法解決類似議題。 

第五節 教學上的延伸應用 

  在教學上，句法啟動的特色是它是一種無意識的學習，因此可以在不

打斷學習任務的情況下讓受試者練習目標句型。例如 McDonough, 

Trofimovich, and Neumann (2015)在研究中就嘗試將句法啟動應用到英語

的第二語言學習活動中，例如在訊息交換的活動中，受試者需要針對例如

毒品、婚姻等議題發表看法，研究者在其中一組受試者的題目說明中使用

了希望學習者無意識模仿的句型，例如被動句、關係子句(relative clause)、

副詞子句(adverbial clause)等，在另一組控制組受試者中則沒有使用這些句

型。實驗結果發現，那些接受句法啟動的受試者，在後續完成句子表達看

法的活動中，確實顯著比控制組更頻繁地使用關係子句(relative clause)、副

詞子句(adverbial clause)，不過被動句的啟動句卻無此效果。此外在訪問中

這些受試者並沒有察覺到這是一個練習句型的活動，他們都只關注在意見

的交流上。 

  過往的任務導向的活動設計上，為了避免學習者過於關注在形式上而

影響自然的對話，通常是將語言形式的糾正與反饋放於任務結束後統一進

行改正與提醒，藉由句法啟動的特性，在任務前先輸入啟動句，將可以有

效的增加活動練習的效率，讓學習者在任務中更頻繁且自然的使用目標句

型。例如本研究的實驗發現中文二語學習者能產生把字句與簡單動補結構

的句法啟動，那麼若要以任務活動來讓受試者練習把字句，如果擔心受試

者在任務中使用把字句的頻率不高的話，在題目中增加使用把字句，讓受

試者在活動開始前受到啟動會是一個好方法。一個活動範例如下，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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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中，題目中已經包含數個把字句，只要在活動開始前要求學生倆倆朗

讀一次這個題目，就可以自然的讓學生被啟動，接下來的活動中就能強化

學習者們使用把字句的機率。 

舊東西還可以怎麼用？ 

  在現代生活中，我們常常丟掉大量的東西，可是其實有很多東西還

是可以使用的，只是舊了點。除了把這些東西丟掉以外，我們還可以怎

麼利用這些物品呢？有些人會把二手衣捐給需要的機構，有些人會把二

手手機賣掉，有些人會把舊褲子做成背包，請跟大家分享你會怎麼處理

你的舊東西，或是你覺得怎麼做對環境比較好？ 

 

第六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在實驗設計上有幾個可改進之處，第一、如本章第一節所提及，

前測的任務對主要操弄產生了干擾，原本實驗之所以如此設計主要是因為

希望在一個實驗內同時觀察動補結構使用情況與把字句/主動句偏好兩部

分所致，如果能將兩研究分離的話，應該能獲得更嚴謹的證據。第二、在

簡單動補結構的部分，本實驗的啟動句皆是帶有補語的動補結構，未設置

其轉換句－不帶補語的動補結構，若實驗能夠在反面確定受試者在收到省

略補語的動補結構後，會跟著減少動補結構中補語的使用率，那麼對於動

補結構確實能產生句法啟動此一推論會更加完善。 

  此外若為了更加可靠地排除記憶因素的干擾，第一、應該實驗前給予

受試者記憶水平測驗，觀察受試者的記憶能力是否不尋常，確保受試者中

沒有記憶能力特別突出之人，第二、部分不合法句，比如在語法判斷中受

試者聆聽到的”S 把 OV”，或是與華語教學課室中給予的規則不符但受到中

文母語者接受的”S 把 OVC”，或是在語句產出與句法啟動階段中受試者自

己產出的怪異句，可能會因為語句的違和而產生的驚訝感而使受試者產生

特殊的印象，這方面對受試者的長期記憶是否會產生影響，有待進一步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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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驗的後續延伸的部分，本研究的實驗對象為晚期中文二語學習者，

令人好奇的是這樣的動補結構的句法啟動是否能如同其他句法啟動般在

母語者的身上產生，McDonough and Mackey (2008)認為，使用中介語的二

語學習者與無中介語的母語者不同，可能因為在溝通時旁人沒有糾正其言

談中石化的錯誤，因為溝通順利而將部份中介語中的錯誤句形誤當作正確

句形，並將之視為可以真正正確句型互相轉換的轉換句的現象。這樣的話

可能導致晚期二語者在隱性知識上與母語者有落差，那麼調查母語者是否

真的會對簡單動補結構產生句法啟動效應，應該能夠替此結構歸屬之爭論

提供進一步更堅實的證據。另一個有趣的議題是，這些中高級語言水平的

二語學習者雖然展現了與母語者類似的長期性句法啟動效果，但若更細緻

地探究，其句法啟動強度與偏好是否隨著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漸與母語者

趨合？又或者其表現到達一定程度後就不會再隨著語言水平提升而變化？

又或者其變化方向不會與母語者相同？這方向的延伸研究將有助我們了

解晚期二語者在二語的程序性知識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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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3.1]受試者語言背景調查表(以無延遲組為例) 

一. 報名表 (為了避免過於冗長影響報名意願，此階段問題較少) 

Chinese experiment :Practicing Chinese with Pictures  

中文實驗: 看圖練習中文  

Hello! Thanks for attending this experiment! 

This experiment is designed by NTNU TCSL. 

This experiment is designed for exploring how describing pictures or listening to 

sentences influence L2 learner's vocabulary memory. 

 

This experiment will takes 50~70 mins. 

Each participant will get $300 cash right afte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xperiment. 

Please bring your Taiwan Resident Certificate or Passport to help us check your 

information. 

 

Qualification: 

1.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after 16 years old.   

2.Mother language: all language except Thai, Chinese, Chinese dialect. 

3.Chinese level: intermediate or advanced  

(finished <<A 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B3 L6/<<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B3 L6 / )  

(or pass HSK4 TOCFL A2) 

 

We won't us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ny other activities, and we also won't 

tell any other people those information. 

名字(Name) ______ 

性別(Gender)  〇男(male) 〇女(female) 〇其他(other) 

您是哪國人?(Where are you from?) ______ 

您的母語是什麼?(What is/are your mother language(s)?) 

_______________ 

您的父母或親人會說中文或中文方言嗎?(Can your parents or family speak 

Chinese or Chinese dialect(EX: Cantonese)?)  〇Yes   〇No 

您是海外華人嗎?(Are you overseas Chinese?)   〇Yes   〇No 

你學過中文嗎?您用過最高等級的書是哪一本?B2?B3?第幾課?(If you have  

learned Chinese.  Please write down name of the book of the highest leve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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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EX: 當代中文 B2 L4) 

_______________ 

您的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ll send you an email to check your availability. 

 

二. 實驗開始前的詳細資料表 

您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學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在哪裡學中文？學了多久？(EX:日本大學 2年，台灣MTC1 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現在上課用的是哪一本書第幾課？(如果您現在已經沒去上課了，那請告

訴我您之前上課時上到哪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沒有考過中文檢定考試？是什麼？Level？(EX:  HSK, TOCFL, TO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有沒有學過其他語言？(Have you ever learned other language before?) 是什

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的專業或主修是什麼？(What's your maj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您到這裡選擇您適合的時間：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rNO-qiu2r0Foube43lusQZk07r6fSCz0hkOZ

0RMvuWY/edit#gid=0   

(if you can't fill the blank, please email: yutah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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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2]各組各實驗階段的指導語 

組別 

階段 
無延遲組 

介紹 研究者：「我先跟你介紹等一下我們要做什麼，等一下有五個

部份，第一個部份是名詞測驗，差不多要十分鐘，你會看到

一些圖片，請你說一說圖片裡的人做了什麼，最後會問你說

你剛剛看了很多圖片，你還記不記得你看到了哪些人或哪些

東西。第二個部份是句子測驗，也差不多要十分鐘，你會聽

到很多中文句子，有的是對的，有的是錯的，請你選一選他

是對的還是錯的，在中間他會問你，這裡有兩個句子，請問

你記不記得你剛剛聽到了哪個句子？一個是真的，一個是假

的。第三個部份是動詞測驗，這個實驗比較久，要差不多二

十分鐘，你會聽到一些句子，聽了以後請你再說一次，你也

會看到一張圖片，還有一個動詞，請你用這個動詞說一說圖

片裡面的人怎麼了，做了什麼事情，最後他會問你你還記不

記得你剛剛聽了或用了哪些動詞。第四個部份跟第一個部份

差不多，第五個部份跟第二個部份差不多，等一下我們都會

先做練習。」 

（研究者開啟程式，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錄音後進入練習畫

面） 

語句產出 

前測 

研究者：「現在你看到一張圖片，還有一個沒說完的句子，請

你看圖片說完這個句子，你還要看圖片裡面有什麼人、什麼

東西。（受試者練習一組圖片中的前兩張後，來到最後一張）

這個句子的東西在最後面。（受試者完成了最後一張圖片的句

子）可能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沒有最好的句子，你就說

一個你覺得可以得簡單的句子就好。（按下按鍵進入回憶任

務）現在請你說一說你還記不記得你剛剛看到了什麼人、什

麼東西。（受試者開始回憶剛剛看到的名詞）好，那我們開始。」 

（開始語句產出的前測實驗） 

語句判斷 

前測 

研究者：「等一下你會聽到一個中文句子，（按下練習鍵撥放

第一個練習音檔）這裡有一二三四五，一是沒有問題，是對

的，二是應該沒有問題，應該是對的，三是不知道，不確定，

四是有點奇怪，應該是錯的，五是感覺很奇怪，是錯的，所

以你聽了以後，你感覺怎麼樣你就選一二三四五。（四句都練

習完畢後）好，這裡有兩個句子，他們有一點點不一樣，請

問你記不記得剛剛聽到了哪一個句子？（完成回憶任務後），

好，等一下有八十題，題目很多，所以你不用想很久，就很

快的感覺然後選一二三四五，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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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語句判斷的前測實驗） 

句法啟動 研究者：「現在你會聽到一個句子，聽兩次（等待錄音撥放兩

次），好，請你再說一次（受試者重述實驗練習撥放的句子），

好，現在你看到一張圖片，這裡有一個動詞喝醉，請你用「喝

醉」，用一個簡單的中文句子說一說這個人怎麼了？（受試者

回答），好，記得不要說兩句中文，就都說一句簡單的中文就

好。好，（按下按鍵進入回憶任務）現在這裡有兩個動詞，請

問你剛剛用了哪個動詞？好，等一下就這樣，那我們開始。」 

（開始句法啟動實驗） 

語句產出 

後測 

「現在我們要做跟第一個部分差不多的，可是圖片不一樣，

（快速跳過練習階段）好，我們開始。」 

（開始語句產出的後測實驗） 

語句判斷 

後測 

「在我們要做跟第一個部分差不多的，可是句子不一樣，（快

速跳過練習階段）好，我們開始。」 

（開始語句判斷的後測實驗） 

結束 謝謝你來參加這個實驗，這是您的參加實驗的錢，您對實驗

有什麼感覺呢？ 

（簡單寒暄後受試者離開） 

 

組別 

階段 
延遲組 

介紹 研究者：「我先跟你介紹我們要做什麼，今天第一次的實驗有

三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名詞測驗，差不多要十分鐘，你會

看到一些圖片，請你說一說圖片裡的人做了什麼，最後會問

你說你剛剛看了很多圖片，你還記不記得你看到了哪些人或

哪些東西。第二個部份是句子測驗，也差不多要十分鐘，你

會聽到很多中文句子，有的是對的，有的是錯的，請你選一

選他是對的還是錯的，在中間他會問你，這裡有兩個句子，

請問你記不記得你剛剛聽到了哪個句子？一個是真的，一個

是假的。第三個部份是動詞測驗，這個實驗比較久，要差不

多二十分鐘，你會聽到一些句子，聽了以後請你再說一次，

你也會看到一張圖片，還有一個動詞，請你用這個動詞說一

說圖片裡面的人怎麼了，做了什麼事情，最後他會問你你還

記不記得你剛剛聽了或用了哪些動詞。七天後我們會再做一

次差不多的，一樣有三個部分，但是順序有點不一樣，有問

題嗎？」 

（研究者開啟程式，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錄音後進入練習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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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產出 

前測 

研究者：「現在你看到一張圖片，還有一個沒說完的句子，請

你看圖片說完這個句子，你還要看圖片裡面有什麼人、什麼

東西。（受試者練習一組圖片中的前兩張後，來到最後一張）

這個句子的東西在最後面。（受試者完成了最後一張圖片的句

子）可能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沒有最好的句子，你就說

一個你覺得可以得簡單的句子就好。（按下按鍵進入回憶任

務）現在請你說一說你還記不記得你剛剛看到了什麼人、什

麼東西。（受試者開始回憶剛剛看到的名詞）好，那我們開始。」 

（開始語句產出的前測實驗） 

語句判斷 

前測 

研究者：「等一下你會聽到一個中文句子，（按下練習鍵撥放

第一個練習音檔）這裡有一二三四五，一是沒有問題，是對

的，二是應該沒有問題，應該是對的，三是不知道，不確定，

四是有點奇怪，應該是錯的，五是感覺很奇怪，是錯的，所

以你聽了以後，你感覺怎麼樣你就選一二三四五。（四句都練

習完畢後）好，這裡有兩個句子，他們有一點點不一樣，請

問你記不記得剛剛聽到了哪一個句子？（完成回憶任務後），

好，等一下有八十題，題目很多，所以你不用想很久，就很

快的感覺然後選一二三四五，可以嗎？」 

（開始語句判斷的前測實驗） 

句法啟動 

(第一次) 

研究者：「現在你會聽到一個句子，聽兩次（等待錄音撥放兩

次），好，請你再說一次（受試者重述實驗練習撥放的句子），

好，現在你看到一張圖片，這裡有一個動詞喝醉，請你用「喝

醉」，用一個簡單的中文句子說一說這個人怎麼了？（受試者

回答），好，記得不要說兩句中文，就都說一句簡單的中文就

好。好，（按下按鍵進入回憶任務）現在這裡有兩個動詞，請

問你剛剛用了哪個動詞？好，等一下就這樣，那我們開始。」 

（開始句法啟動實驗－輸入階段） 

句法啟動 

(第二次) 

「現在我們要做跟上次最後做的差不多的，聽句子然後再說

一次，或是看圖片，用動詞簡單的說一說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嗎？（跳過練習畫面）記得不要說兩句中文，就都說一句

簡單的中文就好。」 

（開始句法啟動實驗－觀察階段） 

語句產出 

後測 

「現在我們要做跟上次第一個部分差不多的，也是看圖片然

後說完下面的句子，圖片不一樣，（快速跳過練習階段）好，

我們開始。」 

（開始語句產出的後測實驗） 

語句判斷 

後測 

「在我們要做跟第一個部分差不多的，也是聽句子，然後選

12345，如果你覺得很奇怪就選 1，有點奇怪選 2，你覺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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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選 3，覺得應該沒問題選 4，確定沒問題就選 5，可以嗎？

句子跟上次不一樣，（快速跳過練習階段）好，我們開始。」 

（開始語句判斷的後測實驗） 

結束 謝謝你來參加這個實驗，這是您的參加實驗的錢，您對實驗

有什麼感覺呢？ 

（簡單寒暄後受試者離開） 

 

組別 

階段 
控制組 

介紹 研究者：「我先跟你介紹我們要做什麼，今天的實驗差不多要

三十分鐘。你要做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會聽到一些句

子，聽了以後請你再說一次。第二件事情，你也會看到一些

圖片，圖片旁邊有一個動詞，請你用這個動詞說一說圖片裡

面的人怎麼了，做了什麼事情。有問題嗎？」 

（研究者開啟程式，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錄音後進入練習畫

面） 

句法啟動 

觀察階段 

研究者：「現在你會聽到一個句子，聽兩次（等待錄音撥放兩

次），好，請你再說一次（受試者重述實驗練習撥放的句子），

好，現在你看到一張圖片，這裡有一個動詞－喝醉，請你用

「喝醉」，用一個簡單的中文句子說一說這個人怎麼了？（受

試者回答），好，記得不要說兩句中文，就都說一句簡單的中

文就好。好，等一下就這樣，那我們開始。」 

（開始句法啟動實驗－輸入階段） 

結束 謝謝你來參加這個實驗，這是您的參加實驗的錢，您對實驗

有什麼感覺呢？ 

（簡單寒暄後受試者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