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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及句法對西班⽛牙語及 

中⽂文母語⼈人⼠士在中⽂文理解的影響 
中文摘要 

 

關鍵字：西班⽛牙語、︑､擴展論元依存模型、︑､夠⽤用就好表徵、︑､淺層結構假說、︑､競爭模

型 

 

         語⾔言理解的相關議題除了語⾔言如何被處理及理解以外，還有學習者的母語會

不會影響他們的外語學習，如果會，⼜又將如何影響他們的外語學習。︒｡本研究以「淺

層結構假說」(Clahsen and Felser, 2006)、︑､「夠⽤用就好表徵」(Ferreira, 2003)、︑､「競

爭模型」(Li, P., Bates, E., & MacWhinney, B., 1993)及「擴展論元依存模型」

(Bornkessel, I., & Schlesewsky, M., 2006)為基礎，針對不同漢語程度的西班⽛牙母語者

和中⽂文母語者對中⽂文簡單合法句的處理，觀察其受到「句型」(SVO、︑､把字句、︑､被

字句)、︑､「⽣生命性」(有⽣生命性變項的操弄則有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AA、︑､有⽣生

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 AI 和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IA)和「合理性」(合理、︑､不合

理)三個變項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第⼀一，不⽀支持 C&F 的淺層結構假說，因為⼆二

語學習者在獨存句法線索的狀況下仍舊可以正確地理解語句。︒｡第⼆二，部分⽀支持夠

⽤用就好假說，因為漢語母語者在違反 NVN 捷思法的被動句狀況下，反應時間顯著

地久於可使⽤用正向 NVN 捷思法策略的把字句和 SVO 句，代表其以 NVN 捷思法

進⾏行語句處理；但中⾼高級學習者不⽀支持此假說，因為在合理句的狀況下，他們回

答逆轉 NVN 被字句時的反應時間顯著地短於把字句並短於 SVO 句，代表⽐比起

NVN 捷思法的運⽤用，中⾼高級學習者更加依賴句法標記。︒｡第三，西班⽛牙語者在初級

程度時較依賴⽣生命性線索，漢語母語者則是較依賴句法線索，但隨著學習者的熟

練度提升，他們對於漢語中句法線索的依賴也升⾼高，符合競爭模型中對⼆二語習得

者的假設。︒｡最後，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即使第⼀一階段先設定句法模板 SVO，

也可在第⼆二階段閱讀到標記「被」改變選擇，且最後階段的合理性計算中，視合

理狀況，可重回第⼀一、︑､⼆二階段去尋找線索，解釋了本實驗發現中⾼高級受試者在合

理 SVO 句中找不到可依賴的線索，⽽而不合理 SVO 句則有合理性線索可依賴，因

此前者⽐比後者更花時間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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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emantics and Syntax on 
Chinese and Spanish Native 

Speakers in Chinese 
Abstract 

 

Keywords： Spanish、The extended Argument Dependency Model、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Competition Model 
 
 The purpose of current study is to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semantics and syntax on 
Chinese and Spanish native speakers in Chinese comprehension, using Mandarin 
simple grammatical sentence as materials with experimental psycholinguistic 
techniques, in an effort to explain the effects brought about by ‘syntax' (SVO, Ba and 
Bei construction), 'animacy' (AA, IA, AI) and 'plausibility' factors with 4 language 
comprehension theories- 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 (Clahsen and Felser, 2006), 
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 (Ferreira, 2003), Competition Model (Li, P., Bates, E., & 
MacWhinney, B., 1993) and The extended Argument Dependency Model (Bornkessel, 
I., & Schlesewsky, M., 2006).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does not support C&F's 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 becaus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an comprehend sentences correctly with 
only syntactic cue. Secondly, it partly agrees with 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 since 
Mandarin speakers' reaction time is much longer under counter NVN heuristics (Bei 
construction) than NVN heuristics (Ba construction and SVO), indicating the use of 
NVN heuristics; but the results from high proficiency Mandarin L2 Spanish L1 
speakers do not agree with the NVN representation for the reaction time under plausible 
conditions for Bei construction i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Ba and SVO under 
plausible conditions. Thirdly, Spanish speakers with low proficiency in Mandarin rely 
more on animacy cues whereas Spanish speakers with high proficiency in Mandarin 
and Mandarin speakers rely more on syntactic cues when processing Chinese. As 
second learners' proficiency increases, their reliance on Chinese cues rises as well, 
conforming to the Competition Model. Lastly, eADM indicated that though it is 
required to set up a syntactic template in phase 1, it is allowable to go back and make 
changes when reaching any word such as bei in phase 2. In phase 3, if implausible cue 
is detected, people make a final intepretation without going back to the previous phases. 
While under plausible condition, people find no cue to rely on and go back to the phase 
1 or 2. This explains why high proficiency learners spend more time in plausible SVO 
than implausible S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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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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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理解⼀一個句⼦子涉及對語法、︑､語義和語⽤用因素的注意，⽬目前在語⾔言

習得中相關的爭論可以分為兩塊，⽽而不同的理論對於母語者和學習者

語⾔言習得⼜又有不同的假定。︒｡⼀一是當我們理解語⾔言時，是⾸首先對語法進

⾏行處理還是上述三個因素同時作⽤用，⽽而前者代表的理論是語法優先

(syntax-first)，主張語法表徵獨⽴立於語⾔言經驗，母語者處理語⾔言時，單

純只靠語法理解，沒有⾮非語法的資訊的幫忙 (Ferreira & Henderson 1990; 

Gigerenzer 2000; Gigerenzer et al. 1999; Steinhauer et al. 1999; Townsend 

& Bever 2001)，且認為當句⼦子結構與聽話者原本預期的結構不相容時，

聽話者就很難理解。︒｡⽀支持後者的理論則是互動模型(Britt, Perfetti, 

Garrod, &Rayner, 1992; Crain & Steedman, 1985; Taraban & McClelland, 

1988; Tyler & Marslen- Wilson, 1977)，主張⼈人們在初步分析語句時會同

時處理所有存在的資訊，包括語義、︑､語法、︑､語篇，甚⾄至⾮非語⾔言的資訊。︒｡

Clahsen & Felser (2006) 持的便是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母語⼈人⼠士使⽤用

深層(句法)表徵處理語句，並且能夠善⽤用詞彙語意以及語⽤用的訊息進⾏行

語句處理，⽽而成⼈人⼆二語學習者僅能運⽤用基於詞彙語意或語⽤用的淺層表

徵進⾏行語句處理。︒｡換⾔言之，其認為成⼈人母語者與成⼈人第⼆二語⾔言學習者

運⽤用本質上不同的表徵進⾏行語句處理，⽽而且母語的處理策略以及學習

者學習⼆二語的熟練度改變也不會影響語句的處理⽅方式。︒｡⼆二是精密演算

法與⼤大致演算法的爭論(algorithmic& heuristic route)，Ferreira (2003)等

⼈人提出成⼈人母語⼈人⼠士對接觸到的句⼦子所建⽴立的表徵有時是不完全或不

精確的，所以他們並不總是運⽤用深層(句法)表徵，有時候也會運⽤用應急 

(quick and dirty) 的淺層表徵處理語句，尤其是當句⼦子與我們的預設相

反時，更為常⾒見，這樣的看法與互動模型假定句⼦子表徵是完整、︑､詳細

⽽而精確的有所不同，也與 Clahsen & Felser (2006)所採⽤用的複雜句假定

不同。︒｡ 

再來，當今重要的語⾔言習得爭論中，除了語⾔言如何被處理及理解

以外，⼀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是學習者的母語會不會影響他們的外語學習，

如果會⼜又如何影響他們的外語學習。︒｡競爭模型 (Competition Model)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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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語⾔言處理的主張是母語的處理策略存在第⼆二語⾔言的學習過程中，

但隨著學習者的程度提⾼高，漸漸改⽤用⽬目標語母語者的解讀策略。︒｡另⼀一

派則認為普遍語法 (Universal Grammar) 不但體現在第⼀一語⾔言習得，也

存在在第⼆二語⾔言學習，所以在⼆二語學習也受到普遍語法的影響，⽽而

Clahsen & Felser (2006) 提 出 的 淺 層 結 構 假 說  (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 即是認為母語的深層處理句法能⼒力不會轉移到第⼆二語⾔言

上。︒｡ 

在後續研究中(Chan, Lieven, & Tomasello, 2009; Laura M. Morett, 

2013)，發現中⽂文母語⼈人⼠士對語⾔言的理解與判斷，⽐比起語法線索，更多

是使⽤用語義線索，⽽而研究對於西班⽛牙語母語⼈人⼠士也有同樣的發現。︒｡然

⽽而就⼀一致性(agreement)及句法限制的層⾯面來看，西班⽛牙語在性別、︑､數量

及⼈人稱上都有嚴格的⼀一致性要求，⽽而句法上則是因為介係詞如”a”後⾯面

必定接受事者或是語序如”NNV”的第⼆二個 N 必須⽤用代詞表⽰示，⽽而此代

詞表現必定為受事者，⽽而中⽂文也有類似的現象，例如把字句及被字句，

把字後必接受事者，被字前必為受事者。︒｡以上種種的西語和中⽂文句法

規則都⾜足以使我們對於⽂文獻中(Hernandez, Bates & Avila, 1994; Kail & 

Charvillat, 1988)指出西班⽛牙語及中⽂文母語⼈人⼠士以語義為主要語⾔言判斷

線索的研究產⽣生質疑，即在中⽂文和西班⽛牙⽂文中，都存在出現頻率、︑､可

信度和效度都相當⾼高的句法規則，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懷疑中⽂文和

西⽂文英是以句法做為主要語⾔言判斷線索，⽽而⾮非語義。︒｡ 

另外，過去研究(Laura M. Morett， 2013; Li, P., Bates, E., & 

MacWhinney, B. 1993) 使⽤用的材料允許不合法句，然⽽而本研究將會在此

做出調整，因為根據 Gibson (1992) 指出，⼈人們在理解合法句和不合法

句時，會採不同的語⾔言處理機制，所以若是想知道語義及句法對受試

者理解的影響，則應該將刺激材料控制⼀一致，即合法句。︒｡且競爭模型

理論對語⾔言的基本假設即是「輸⼊入對語⾔言習得是有影響的」，即⼈人們是

通過聽到的語⾔言才會有主要線索(predominant cue)的產⽣生，其它的線索

相較起來就是多餘的線索(redundant cue)，⽽而主要線索與多餘線索的區

分則是受環境輸⼊入多寡的影響，即主要線索是環境中⼈人們較常聽到且

較常正確使⽤用的線索，反之，多餘線索則是較少聽到且較少正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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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索。︒｡因此為了避免受試者在⾯面對真實語境中不存在的合法句，⽽而

出現不同於真實情境下理解句⼦子的語⾔言處理機制，本研究使⽤用的材料

將會只有合法句。︒｡ 

語⾔言的研究通常涉及跨語⾔言間的⽐比較，且語⾔言習得理論應放諸四

海之語⾔言皆適⽤用，所以為了更進⼀一步檢驗上述理論的觀點，本研究選

擇了西班⽛牙母語者和中⽂文母語者，希望藉此兩族群對中⽂文的處理，釐

清學習者和母語者的語句處理是否有所不同？⽽而這些異同⼜又是⽀支持什

麼樣的語⾔言處理策略，夠⽤用就好還是淺層結構假說等等？承上，在本

研究當中，將從淺層結構假說、︑､夠⽤用就好以及競爭模型等觀點切⼊入，

探討中⽂文、︑､西班⽛牙語母語者對中⽂文簡單合法句的處理，觀察其⾯面對語

序、︑､有⽣生命性及合理性等線索下的處理，⽐比較母語者和學習者的所運

⽤用的語句處理表徵⽽而得以辨析上述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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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理論架構 

一、 淺層結構假說 

淺層表徵(shallow representation)由 Clahsen and Felser (2006)提出，

他 們 使 ⽤用 ⼼心 理 語 ⾔言 學 的 實 驗 技 術 ， 如 事 件 相 關 電 位 (event-related 

poten1tial，ERP)，去⽐比較不同族群(母語成⼈人、︑､母語孩童及⼆二語成⼈人學

習者)在不同語⾔言領域中(語義和句法)的表現，⽬目的在於了解⼆二語學習者

究竟與母語使⽤用者在⽂文法處理上有什麼樣的差別。︒｡其研究結果發現在

孩 童 的 母 語 處 理 上 是 具 有 連 續 性 的 ， 即 母 語 孩 童 的 語 法 處 理

(grammatical processing)與母語成⼈人並無差異，並不會隨著成⾧長⽽而改變

語法處理的形式。︒｡或者說，從實證證據中看到母語成⼈人及其孩童雖有

表現上的差異，但不影響其語法處理具連續性的假設，因為這樣的表

現差異肇因於孩童有限的⼯工作記憶能⼒力以及相對起來較無效率的詞彙

提取能⼒力。︒｡⾄至於⼆二語學習者的語⾔言處理，在句法處理上(sentence 

processing)則顯著的和母語者不同，前者在斷詞上(parsing)與後者相似

的都受到詞彙-語義線索(lexical-semantic cues)的指引，但不同處在於前

者相對較少使⽤用句法訊息。︒｡C& F 因此認為⼆二語學習者和母語者在語句

處理的差別是，前者在理解語句時的句法表徵(syntactic comprehension)

計算是⽐比後者要淺層和不細緻的。︒｡ 

以下將由歧義句的處理和句法依存性語句的處理現象來說明 C&F

的觀點： 

1. 歧義句處理 

                                                
1ERP 是一項基於腦電圖技術，並在神經科學領域中有廣泛應用的研究手段。它的定義

如下：「與特定的物理事件或心理事件，在時間上相關的電壓波動（voltage fluctuation）。

這種電位可以被顱外記錄，並憑藉濾波和信號疊加技術，從腦電信號中被提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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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語句時時常會牽涉到歧義的問題，例如詞彙、︑､句法和語意

的歧義，⽽而歧義句指的即是擁有兩種或兩種以上解讀可能的句⼦子。︒｡歧

義句可以被分類為兩種： 

(1) 全⾯面歧義，例如，the police shot the thief with a gun，可以把 with a 

gun(帶槍)視作形容 the thief（⼩小偷）的，所以解讀為「警察射了⼀一個帶

槍的⼩小偷」，或者把 with a gun(帶槍)視作動詞 shot(射擊)，進⽽而解讀成

「警察⽤用槍射了⼩小偷」兩種意思，⽽而這兩種意思不會因為解讀者理解

上的偏好⽽而使其中任何⼀一個意思消失，這樣的語句即是全⾯面歧義句。︒｡  

(2) 暫時歧義指的則是語句在⼀一開始被處理時，會擁有跟最後處理完整

語句時擁有不⼀一樣的意思，且只有⼀一個意思是正確的，例如，the log 

floated down the river sank ，⼀一開始聽到或讀到 the log floated down the 

river 會將 floated 當成主要動詞，並解讀成「⽊木頭朝著河流下游漂浮」，

但聽完或看完整個句⼦子，也就是將最後⼀一個字 sank 納進來考慮時則會

發現 sank 才是主要動詞，因此語句的意思是「朝著河流下游漂浮的⽊木

頭沉了」，⼀一開始解讀的意思不正確，只有完整看完後的這個解讀才

是對的。︒｡ 

Ｃ＆Ｆ認為，在處理歧義句時，母語成⼈人和⼆二語學習成⼈人有顯著

差異的表現。︒｡⼆二語學習者在處理歧義句時，多依賴語意、︑､詞彙和與⽤用

的資訊，但是當詞彙或與⽤用線索消失時，⼆二語學習成⼈人則無法好好處

理歧義，原因是他們並不如母語者會依賴以結構為基的處理策略來解

決歧義問題。︒｡下⽂文將呈現外語學習者解決歧義問題的幾個研究，已說

明以上觀點。︒｡ 

很多研究關注的歧義句類型是歧義關係⼦子句，指的是關係代名詞

(如 who)究竟該依附在其之前的兩個名詞中的哪⼀一個。︒｡例如 John saw 

the servant (西) of the actress(英) who was on the balcony，在這句中有兩

個名詞 servant（僕⼈人）和 actress（⼥女演員），西⽂文⼈人⼠士在⽂文獻中被認

為 who 是形容 servant(Cuetos & Mitchell，1988; Carreiras & Clifton，1993; 

Gilboy et al.，1995)，不同於英⽂文⼈人⼠士認為的 actress(Carreiras & Clifton，

1999; Fernandez，2003)。︒｡ 因此關於兩個名詞的選擇是存在跨語⾔言的差

 



第⼆二章 ⽂文獻探討 

 7 

別 ， 在 德 語 (Hemforth ， Konieczny ， & Scheepers ， 2000) 、︑､ 法 語

(Frenck-Mestre & Pynte,1997; Zagar，Pynte，& Rativeau，1997)和希臘

語中(papadopoulou & Clashen，2003)也是傾向將 who 視為依存於第⼀一

個名詞的。︒｡但是，這樣的歧義只要替換⼀一個介系詞，如 of 替換成 with，

不管是對哪個語⾔言的受試者，歧義關係都會消失，如 John saw the 

servant with the actress who was on the balcony，所有語⾔言的受試者都不

再認為關係代名詞 who 是依存於第⼀一個名詞 servant，⽽而⼀一致認為是依

存於第⼆二個名詞 actress (papadopoulou & Clashen，2003)。︒｡ 

Papadopoulou & Clahsen's (2003) 的研究以西班⽛牙母語、︑､德⽂文母語

和俄⽂文母語的⾼高級希臘語學習者為對象，提供了第⼀一語⾔言的處理策略

並不會遷移到外語學習的證據。︒｡這個研究也是以歧義關係⼦子句作為材

料，並以⾃自我步調閱讀派典(self-paced reading paradigm)做為研究⽅方式，

來探討不同語⾔言組合的受試者會怎麼處理分別以 of 和 with 作為介系詞

的關係⼦子句。︒｡西班⽛牙語、︑､德語和俄語都是與⽬目標語-希臘語⼀一樣，傾向

選擇第⼀一名詞依附的語⾔言，但三組以希臘語為外語的受試者中，在 of

的關係⼦子句中都沒有⼀一組表現出對第⼀一名詞依附的偏好，⽽而是對不管

第⼀一名詞或第⼆二名詞都不展現偏好。︒｡相似的結果出現在 Felser et al.'s 

(2003)的研究，他們以閱讀時間( reading-time) 為依據檢視希臘語和德

語的英語學習者對這兩類句⼦子的處理。︒｡ 英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們也沒有

受到⾃自⼰己母語的或是第⼆二語⾔言的影響⽽而偏好第⼀一或第⼆二名詞，⼀一樣是

對兩者皆不展現偏好。︒｡不過，這兩份研究也都發現不管是英語的學習

者或是希臘語的學習者對於以 with 為介系詞的關係⼦子句時，都是偏好

第⼆二名詞依附。︒｡對於上述結果(⾒見表⼆二-1)，C&F 的解釋是所有格 of 代

表的是同位的關係，讓前後兩個名詞處於同等的地位，⽽而這樣的同等

使得閱讀者沒有語意上的線索可以判讀，只剩下句法訊息可以幫助判

斷。︒｡⽽而主題格 with 則相反，介系詞 with 在關係⼦子句中的語意帶有強調

後項名詞的概念，所以對於外語者⽽而⾔言，這樣的語意訊息可以作為強

⼒力的線索幫助他們理解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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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 格位條件 
Genitive Conditions 

論旨介系詞條件 
Thematic Preposition 

Conditions 
L1 L2 線下偏好 線上偏好 線下偏好 線上偏好 

英文 --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希臘文 英文 無偏好 無偏好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德文 英文 無偏好 無偏好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希臘文 -- 第一名詞 第一名詞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西班牙文 希臘文 無偏好 無偏好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德文 希臘文 無偏好 無偏好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俄文 希臘文 無偏好 無偏好 第二名詞 第二名詞 

 

綜上所述，以上實驗指出⼆二語學習者對於主題格介系詞作為第⼆二

名詞依附的線索是相當敏銳的，但是卻對缺乏這樣語意線索的歧義關

係⼦子句不存在任何選擇偏好，就算他們的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歧義

句處理策略相同也無濟於事。︒｡及外語學習成⼈人可以妥善運⽤用語意或語

⽤用線索來理解歧義句，但當這樣的線索消失，獨存句法線索時，要正

確理解歧義句就會對外語學習者造成困難。︒｡ 

2. 句法依存句處理 

和歧義句相似，句法依存句(syntactic dependencies)處理⼀一直也是

成⼈人單語者語句理解的研究⼤大宗。︒｡句法依存指的是疑問句或是關係⼦子

句中，某些詞因為移到新位之後⽽而與舊位置所產⽣生的關係，如例(1) 

(1) The zebra that the hippo kissed _________ on the nose ran far away. 

被河⾺馬親了⿐鼻⼦子的班⾺馬跑得遠遠的。︒｡ 

在上例中，the zebra 原本是在 kissed 後⾯面的底線標⽰示處，可是因

為句法需要的移位就跑到了句⾸首，這空出來的底線標⽰示處稱為空隙

表二-1 歧義關係子句之不同外語組合結果整理 

(資料來源： Clahsen and Fels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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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而 the zebra 的新位置句⾸首則是填充來源(filler)，這新舊位置之間

的關係即是句法依存。︒｡ 

因為當遇到回指(anaphoric)的詞語如反⾝身代名詞或代詞時，會依

據句法限制例如約束理論(binding theory)激發可能的先⾏行事件的再啟

動(Nicol，1988; Sturt，2003) ，所以⼤大量的研究探討了母語成⼈人如何處

理句法錯置元素或是空隙(gap)-填充來源(filler)的依存。︒｡空隙-填充來源

的依存對斷詞(parser)是相當有挑戰性的，原因如後：⾸首先，⼀一個句法

錯置的成分或是填充來源⼀一定會暫時的存放在⼈人們的⼯工作記憶中，直

到他可以和次範疇 (subcategorizer)連結，這樣的記憶暫存是會隨著兩

個連結的詞在句⼦子間的距離⽽而產⽣生處理成本的。︒｡(Gibson，1998). 第⼆二，

因為句法空隙，根據其定義，對閱聽⼈人⽽而⾔言並不是直接的輸⼊入，所以

它的存在和存在於句法中的位置都只能由間接的推論著⼿手。︒｡當⼀一個空

隙被閱聽⼈人辨認出，填充來源就會從⼯工作記憶中被提取，然後最終會

與其次範疇整合以形成⼀一個具連貫性的解讀。︒｡ 

Marinis ， Roberts ， Felser & Clahsen (2005) 以 ⾃自 我 調 節 閱 讀 

(self-paced reading) ⽅方式研究不同母語背景(希臘母語、︑､中⽂文母語、︑､⽇日⽂文

母語和德⽂文母語)的英語學習者是如何處理 wh 句中⾧長距離的的依存關

係，例如例句(2)a、︑､(2)b，實驗材料也包含兩類不牽涉移位的句⼦子。︒｡ 

 

(2) a. The nurse who the doctor argued ______ that the rude patient had angered 

_______is refusing to work late. (intermediate gap) 

那位醫⽣生主張被無理病患惹⽑毛的護⼠士拒絕⼯工作到太晚 

b. The nurse who the doctor’s argument about the rude patient had angered 

___ is refusing to work late. (no intermediate gap) 

那位在醫⽣生關於被無理病患惹⽑毛的主張中的護⼠士拒絕⼯工作到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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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a)中，wh 的移位是來⾃自補語⼦子句，⽽而中間空隙是被假設會出

現在⼲干擾⼦子句的邊界並將⾧長距離的依存切割成兩個短的 (Chomsky，

1977). 在(3b)之中就沒有這樣的中間空隙，移位僅僅橫跨⼀一個複雜的名

詞⽚片語。︒｡ 

他們會在⼀一段⼀一段視覺呈現句中的詞語後，問受試者⼀一個理解性

的問題。︒｡此研究的假設是，⽐比起 2(b)，在 2(a)類型的句⼦子裡，因為有中

間空隙的存在，受試者應該會⽐比較容易將填充來源和他的次範疇整合

在⼀一起，所以他們在出現次範疇動詞(＝segment 5)的閱讀時間應該會較

短。︒｡   

研究發現(⾒見下表⼆二-2)所有的受試者，移位句⽐比起不移位句，在次

範疇動詞(=segment 5)的閱讀時間都較⾧長，表⽰示移位所需的整合填充來

源與次範疇動詞是會消耗更多的處理成本。︒｡不過與研究假設不同，只

有英語母語者在處理英語時，2(a)和 2(b)類型的句⼦子才有顯著差異，顯

⽰示中間空隙僅對母語者促進填充來源的整合。︒｡也就是說，母語者在閱

讀含次範疇動詞的畫⾯面⽚片段時的時間，具中間空隙的 2(a)類型句⼦子顯著

地⽐比其他三類型的句⼦子要短，且外語學習者的閱讀時間並沒有什麼差

異。︒｡除此之外，母語者也花⽐比較⾧長的時間在閱讀 2(a)句型中含有補語的

⽚片段畫⾯面，符合了研究假設中預期的填充來源會在這個階段被重新啟

動。︒｡這樣的結果說明了外語學習者與成⼈人母語者不同，前者只能以動

詞的詞彙語意作為線索來整合空隙和填充來源，卻無法有效地運⽤用中

間空隙的句法線索來整合。︒｡因此，這符合了 C&F 的主張，僅有母語者

才能以句法作為線索處理句⼦子，外語學習者僅能依靠詞彙語意線索進

⾏行語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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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些學者主張外語學習者可以將先⾏行成分與次範疇動詞連結

(Juffs & Harrington's，1995; Williams et al.'s，2001)，但其實沒有證據顯

⽰示這樣的依存關係是由具結構訊息的空隙所調節的。︒｡相反的，上述所

舉的 Marinis et al.'s (2005)的實驗在材料設計中排除了動詞指派的語意

線索可能，受試者的反應是能有效反映出對語句結構本⾝身線索的敏感

度，也就是受試者對中間空隙的理解並不是從動詞所判斷，⽽而是因為

句法結構關係。︒｡以 2(a)為例，雖然中間空隙也在動詞 argued(爭論)旁邊，

可是在 argued(爭論)的論元結構中，它指派在後的論元是⼀一個⼦子句⽽而不

是名詞⽚片語。︒｡所以中間空隙指稱的 nurse(護⼠士)並不符合 argued(爭論)

的論元條件。︒｡所以受試者可以發現中間空隙和 argued(爭論)沒有關聯。︒｡ 

綜上所述，歧義句和句法依存句的研究都⽀支持了 C&F 的主張，母

語者可以⽤用深層完整的句法表徵進⾏行語句處理，但外語學習者卻時常

忽略結構線索，僅⽤用淺層結構來處理語句。︒｡不過上述的證據和觀點仍

令⼈人有所好奇：母語者不是常常也僅僅以淺層且不細緻的表徵來處理

語句( Chen ＆Hsu，2017; Ferreira，2003)？⼜又，外語學習者真無可能使

⽤用深層且完整的表徵處理語句嗎？再來，不⽤用歧義句或句法依存句等

複雜句，⽽而⽤用簡單句作為實驗材料， 研究結果還會⼀一樣嗎？ 

因此以下將接續介紹嘗試回答上述問題，且研究結果與 C&F 呈相反觀

點的夠⽤用就好表徵假說。︒｡ 

受試者 回答正確率 片段 5 效果 

  提取效果

(Extraction Effect) 
提取 x 片語類型交

互作用(Extraction 
x Phrase Type 
Intersection) 

母語者 79.5% 是 是 
L1 希臘語 79.75% 是 不 
L1 德語 84.75% 是 不 
L1 漢語 79% 是 不 
L1 日語 74.5% 是 不 

表二-2 依存關係句實驗之不同外語組合結果整理 

(資料來源： Marinis et al. (2005)。) 

 



語義及句法對西班⽛牙語及中⽂文母語⼈人⼠士在中⽂文理解的影響 

 12 

二、夠用就好表徵 

在提完 C&F 的淺層結構假說後勢必要提「夠⽤用就好表徵」(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Ferreira，2003)理論，因為 C&F 多選歧義句來

⽀支持其假說，但母語成⼈人甚⾄至有時連無歧義的句⼦子都會理解錯誤，

Ferreira( 2003)指出原因可能是⼈人們時常會使⽤用快速⽅方便「過得去」的

表徵來理解語句。︒｡例如，摩西錯覺中的例句 3(a)、︑､(b) 

 

 3(a) The barber who watched the woman trimmed the ......  

看著⼥女⼈人剃.......的理髮師 

 (b)The woman who watched the barber trimmed the ......  

看著理髮師剃......的⼥女⼈人 

 

          在 moustache(鬍鬚) ⼀一詞出現時都顯⽰示出相仿的詞彙判斷加速反

應，代表他們對其中⼀一個句⼦子的理解⼀一定是錯誤的，因為⼥女⼈人剃的不

可能是 moustache(鬍鬚)，因此照理說 moustache(鬍鬚)只適合接在 3(b)

的後⾯面不適合接在 3(a)後。︒｡這樣的例⼦子恰好可以作為語⾔言使⽤用者會以差

不多就好的粗略運算來處理語句的證據，顯⽰示 C&F 宣稱母語⼈人⼠士總是

會⽤用深層⽽而精細的演算處理語句的說法是值得挑戰的。︒｡ 

基於上述的懷疑，Ferreira( 2003)為了證明成⼈人的語句處理⽅方式同

時有深層的也有淺層的(algorithmically and heuristically)，⼀一共進⾏行了三

個實驗，以簡單句操弄了語⾔言表徵(NVN 的第⼀一個Ｎ為施事或受事)、︑､

合理性和語句頻率(主動句>被動句>主詞分裂句>受詞分裂句)三個變

項來了解成⼈人語句處理的⽅方式。︒｡實驗⽅方法是讓受試者在聽完如下例句(4)

到(6)以後，選出此句的論旨⾓角⾊色( thematic roles in the sentence) ，例如，

Who was the do-er?(誰是做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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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稍微可逆(施事受事可互換，但互換後有⼀一句會是不合理句) 

主動句：the dog bit the man. ⼈人咬狗/狗咬⼈人 

被動句：the man was bit by the dog. ⼈人被狗咬/狗被⼈人咬 

主詞分裂句: It was the dog who bit the man. 是那隻狗咬了男⼈人的

/是那個男⼈人咬了狗的 

受詞分裂句：It was the man who the dog bit. 那個男⼈人是狗咬的那

個/那隻狗是男⼈人咬的那個 

(5)不可逆(施事受事不可互換) 

主動句：the mouse ate the cheese. ⽼老⿏鼠吃了起司/*2起司吃了⽼老⿏鼠 

被動句：the cheese is eaten by the mouse. 起司被⽼老⿏鼠吃了/*⽼老⿏鼠

被起司吃了 

主詞分裂句：It was the mouse that ate the cheese. 是⽼老⿏鼠吃了起司

的/*是起司吃了⽼老⿏鼠的 

受詞分裂句：It was the cheese that the mouse ate. 那塊起司是⽼老⿏鼠

吃的那塊/*那隻⽼老⿏鼠是起司吃的那隻 

(6) 可逆合理(施事受事可互換，且互換後皆為合理句) 

主動句：the woman visited the man. ⼥女⼈人拜訪男⼈人/男⼈人拜訪⼥女⼈人 

被動句：the man was visited by the woman. 男⼈人被⼥女⼈人拜訪/⼥女⼈人

被男⼈人拜訪 

主詞分裂句：it was the woman who visited the man. 是那個⼥女⼈人拜

訪了那個男⼈人/是那個男⼈人拜訪了那個⼥女⼈人 

                                                
2 *代表此句為不合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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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詞分裂句：it was the man who the woman visited. 那個男⼈人是那

個⼥女⼈人拜訪的那位/那個⼥女⼈人是男⼈人拜訪的那位 

選擇語⾔言表徵、︑､合理性和語句頻率作為變項都有其原因。︒｡⾸首先，

為了區別受試者究竟是以語⾔言表徵抑或是語⾔言頻率作為語⾔言處理的依

據，因此在實驗材料上設計四種句型：主動句、︑､被動句、︑､主詞分裂句

和受詞分裂句。︒｡主動句和主詞分裂句才語⾔言表徵上都是採 NVN(第⼀一名

詞-施事、︑､第⼆二名詞-受事)的演算法；被動句和受詞分裂句則相反，雖

同是 NVN，但是是第⼀一名詞為受事、︑､第⼆二名詞為施事的語⾔言表徵。︒｡在

頻率上，主動句是之中最⾼高頻的句型，被動句雖是第⼆二，也較主動句

要低頻許多，不過在英⽂文中更為低頻的是兩種分裂句-主詞分裂句和受

詞分裂句。︒｡若是單純指設計主動句和被動句的句型，儘管受試者在兩

組表現的結果有所不同，並不能清楚理解其原因究竟是語⾔言表徵還是

頻率，畢竟被動句除了頻率遠低於主動句之外，其使⽤用的 NVN 策略也

跟主動句不同，因此主詞分裂句和受詞分裂句的存在有其必要，若這

兩種句型彼此結果有所不同，或是主詞分裂句和主動句兩種正向

NVN(第⼀一名詞-施事、︑､第⼆二名詞-受事)語⾔言表徵使⽤用組，都和被動句和

受詞分裂句表現不同，則可以證明確是是因為語⾔言表徵的關係造成受

試者語句處理的不同。︒｡⽽而合理性變項的安排與上述為探知結構訊息在

語句處理上的使⽤用不同，合理性變項牽涉到的是語意訊息的處理，再

例句(5) 兩個名詞不可互換(施事受事不可互換)的句⼦子裡，之所以不能

互換的原因即是只要名詞⼀一調換，有⼀一個句⼦子就會是不合理句。︒｡因為

四個句型結構都會有兩個名詞不可互換的情形，更能看出合理性和

NVN 語⾔言表徵之間的調節，並知道其對於語句理解的影響(⾒見表⼆二-3)。︒｡ 

三個實驗結果可參考表⼆二-3。︒｡第⼀一個實驗顯⽰示被動句經常並且有

系統地被受試者錯誤解讀，尤其在不合理的情況下。︒｡第⼆二個實驗發現

語句出現在⼈人們視聽環境的頻率並不影響其語句處理的容易度，因為

主動句(⾼高頻)和主動分裂句(較低頻)的結果顯⽰示受試者都相當容易理解

這兩種句型。︒｡第三個實驗⽐比較了主詞分裂句和受詞分裂句，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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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在主詞分裂句和主動句的語句理解程度相似，受詞分裂句則和

被動句相似。︒｡這些實驗結果都證明了⼀一個完整的語句理解理論應該要 

演算法(syntactic algorithms) 處理語句。︒｡再來，研究結果也⽀支持語

句處理基本上是以⼀一種淺層處理的⽅方式，產⽣生「差不多就好」的意義

⽽而不是精細的語⾔言表徵。︒｡同時假設⼈人們會以簡單的捷思法(heuristics)，

實驗 比較 結果 
實驗一 主動 vs. 被動 •   在每種句子中，被動句誤解率最

高 
•   在每種句子中，被動句的反應時

間最長 
•   在可互換名詞句子中，不合理狀

況下的被動句最難被理解 

實驗二 主詞分裂 vs. 被動 •   在每種句子中，被動句誤解率最

高 
•   在每種句子中，被動句的反應時

間最長 
•   在可互換和不可互換名詞的句

子中，不合理狀況下的被動句最

難被理解 

實驗一 vs. 二 主動 vs. 主詞分裂 •   兩句都很好被理解，就算主詞分

裂句的頻率較低 

實驗三 主詞分裂 vs. 受詞分裂 •   在每種句子中，受詞分裂句誤解

率最高 
•   在每種句子中，受詞分裂句的反

應時間最長 
•   在可互換和不可互換名詞的句

子中，不合理狀況下的受詞分裂

句最難被理解 

表二-3 差不多就好研究之不同三組實驗結果整理 

(資料來源： Ferreir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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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以(甚⾄至是取代)結構。︒｡ 

綜上所述，Ferreira(2003)發現： 

1. 成⼈人母語⼈人⼠士的 NVN 策略不受句⼦子頻率影響，因為⾼高頻主動和低

頻主動分裂同樣有⾼高正確率。︒｡ 

2. 成⼈人母語⼈人⼠士的 NVN 策略也不受合理性影響，因為不論是合理還

是不合理的句⼦子，在⾼高頻主動和低頻主動分裂句的正確率都⼀一樣⾼高。︒｡ 

3. 合理性會影響的只有在採逆轉 NVN 策略的狀況下，因為被動句和

受詞分裂句在不合理的狀況下誤解率都顯著提升。︒｡ 

因此結論是 NVN 是⼀一種快速⽅方便的「過得去」表徵，所以逆轉

NVN 的句型才會在誤解率上⽐比其他句型要⾼高。︒｡這樣的發現說明了成⼈人

母語⼈人⼠士並不像 C&F 所堅稱，不管在什麼狀況下，都以完整⽽而細緻的

表徵進⾏行語句處理，真實情況下，成⼈人母語⼈人⼠士也會因為捷思法⽽而誤

解許多句⼦子。︒｡⾄至於⼆二語學習者的狀況雖在 Ferreira(2003)的研究中沒有

論述，但此⽂文獻可⽤用來證明 C&F 中對於母語⼈人⼠士和外語學習者迥然不

同語句處理⽅方式的說法是可議的，因為母語⼈人⼠士除了深層表徵的處理

⽅方式以外，也會如外語學習者⼀一般，使⽤用淺層表徵進⾏行語句理解。︒｡ 

 

三、競爭模型 

與「夠⽤用就好表徵」⼀一樣使⽤用簡單句來闡述語⾔言理解的模型還有

⼀一個-競爭模型(MacWhinney，Bates，and Kligel，1984)，且此模型使⽤用

的簡單句是更加符合⽣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他們認為⼀一個句⼦子

的理解與詮釋是建⽴立在組成成分的語⾔言線索上(linguistic cues)，如語序、︑､

構詞、︑､語意特徵等，說話者會根據語句表層的提⽰示來瞭解句⼦子的意思

與功能，在處理⼀一個句⼦子時，有時不同的語⾔言線索是⼀一致的，有時則

會彼此競爭。︒｡例如，「⼩小草打弟弟」，「⽣生命性」和「語序」的線索

對語意的理解是彼此競爭的，「有⽣生命性」提⽰示施事者是弟弟，「語

序」提⽰示施事者是⼩小草。︒｡競爭的輸贏則是由該語⾔言中線索的重要性來

決定，意思是語⾔言線索的效度(Cue Validity)，是線索的出現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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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ility)與可信度(reliability，即該線索被⽤用來正確解讀的⽐比率)的乘

積，因此語⾔言線索的效度⾼高代表該線索經常出現在語句中，且常常被

⽤用來正確解讀語句。︒｡母語⼈人⼠士在處理簡單句中會運⽤用語⾔言線索，即環

境中的語句出現頻率、︑､有⽣生命性對⽐比等語意訊息來理解語句。︒｡ 

以競爭模型研究第⼆二語⾔言習得的學者們認為第⼀一語⾔言遷移和第⼆二

語⾔言環境的輸⼊入是⼆二語學習者句法處理過程中最重要的兩個因素。︒｡

(Bates & MacWhinney，1981; Gass，1987; Liu，Bates，& Li，1992; Li，

Bates，& MacWhinney，1993; McDonald，1987; MacWhinney，2009; Morett 

& MacWhinney，2013). 這兩個要素的效果可以透過語⾔言線索在母語和

⽬目標語中的相對強度來檢視，⽽而所謂語⾔言線索強度往往是透過上述語

⾔言線索的效度、︑､出現頻率與可信度。︒｡舉例⽽而⾔言，如果我們想要得知英

⽂文裡「在具兩個名詞⽚片語的句⼦子中，第⼀一名詞作為施事者」的線索效

度，我們需要先計算英⽂文裡所有擁有兩個名詞⽚片語的句⼦子頻率，包含

NVN，NNV，and VNN，也就是線索頻率計算 。︒｡接著，要去計算在

這些有兩個名詞⽚片語的句⼦子中，有多少的第⼀一名詞會被視作施事者來

解讀，因此 NNV 和 VNN 的語序就要被排除，因為這兩個語序都將第

⼀一名詞視作受事者⽽而⾮非施事者。︒｡也就是說，此線索的可信度公式是

NVN/(NVN+NNV+VNN)。︒｡最後，第⼀一名詞作為施事者的線索效度是

上述線索頻率和線索可信度的乘積，即 NVN * NVN/ 

(NVN+NNV+VNN)。︒｡  

MacWhinney (1987; 2009) and Morett and MacWhinney (2013) 宣稱

第⼆二語⾔言習得者在其⼆二語習得的初期過程中時常受到其第⼀一語⾔言線索

的強度影響，即第⼀一語⾔言的優勢線索會影響其第⼆二語⾔言的判讀，形成

句法⼝口⾳音(syntactic accent)。︒｡當學習者逐漸習得⽬目標語，第⼆二語⾔言的線

索可信度和線索效度會逐漸取代第⼀一語⾔言的處理策略，朝向⼀一個更近

乎母語的熟練度表現。︒｡優勢線索指的是當有很多線索出現在同⼀一句時，

最後贏過其他線索的那個線索。︒｡例如，在英⽂文中，如果英語母語者遇

到⼀一個語意怪異句 “*The pencils hit the dog”(鉛筆打了⼩小狗)，英語母語

⼈人⼠士通常會選擇第⼀一名詞 the pencil(鉛筆)作為施事者，⽽而不是有⽣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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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 the dog(⼩小狗)。︒｡這指出當辨認施事者時，語序線索⽐比起有⽣生命性

線索更得到英⽂文母語者的青睞，因此語序是英⽂文語⾔言中的優勢線索。︒｡  

McDonald (1987) 也指出英⽂文-荷蘭⽂文的雙語⼈人⼠士在語句處理時會

隨著第⼆二語⾔言線索的效度⽽而改變其處理策略。︒｡當語句處理時，英⽂文母

語⼈人⼠士以語序作為優先策略，⽽而荷蘭⽂文母語⼈人⼠士則主要以格位屈折變

化處理語句。︒｡研究者發現當荷蘭⽂文母語⼈人⼠士在說英⽂文的環境下待了⼀一

年後，他們對於使⽤用語序線索來判定施事者的依賴會達到將近 20%的

統計變異性，⽽而當他們處在英⽂文環境達 11 年時，則會有將近 90%的統

計變異性。︒｡⾄至於英⽂文母語⼈人⼠士在接觸荷蘭⽂文環境達 2.8 年後，其對於格

位屈折變化的依賴僅能達到不超過 10%的統計變異性，不過當他們⾝身

處荷蘭⽂文環境到 18.2 年時，對於格位屈折變化的依賴也會成⾧長到 45%

的統計變異性。︒｡  

 

 

任務 條件 句子 
語言共同線索 NVN-Ag1-AA 

 
VNN-Ag2-IA 
 
NNV-Ag0-AI 

The bear is hitting the dogs.熊打狗 
El oso está golpeando los perros.熊打狗 
Is hitting the blocks the bear.打磚塊熊 
Está golpeando los bloques el oso.打磚塊熊 
The dog the block is hitting.狗磚塊打 
El perro el bloque está golpeando.狗磚塊打 

英語獨有線索 NVN-UM-UM 
NVN-Nom-Acc 
NVN-Acc-Acc 
VNN-UM-Nom 
VNN-Nom-UM 
NNV-Nom-Acc 

The father is hitting the son.爸爸打兒子 
He is hitting him.他(主格)打他(受格) 
Him is hitting him. 他(受格)打他(受格) 
Is hitting the father he. 打他(主格)爸爸 
Is hitting he the father. 他(主格)他(受格)打 
He him is hitting. 他(主格)他(受格)打 

西班牙語獨有

線索 
NVN-AA-N2 
NVN-AA-N1 
NVN-IA-N2 

El oso está golpeando los perros.熊打狗 
Al oso está golpeando los perros.熊打狗 
El lapíz está golpeando al perro. 掃把打狗 

表二-4 英語-西班牙語雙語者之實驗材料 

(資料來源：  Morett and MacWhinne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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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N-IA-N0 
NNv-AI-N0 

Está golpeando el lapíz el perro. 打掃把狗 
El oso el bloque está golpeando. 熊磚塊打 

Morett and MacWhinney (2013) 研究的是西班⽛牙語-英語的雙語⼈人

⼠士如何判讀論旨⾓角⾊色，以及其語⾔言遷移的影響現象。︒｡研究者將受試者

分為兩組：英語母語-西語⼆二語的低熟練度、︑､英語母語-西語⼆二語的⾼高熟

練度者，希望透過這個分類更加釐清語⾔言遷移現像，如前向遷移、︑､後

向遷移及融合（merger）等在語⾔言進程中的變化。︒｡在實驗材料(⾒見上表

⼆二-4)上則是採兩語⾔言的平⾏行架構與⾮非平⾏行架構，即既⽐比較兩語⾔言共享

的線索，也⽐比較兩語⾔言不共享的線索，在兩語⾔言共有的線索中，⼀一共

有語序(NVN、︑､NNV、︑､VNN)、︑､名詞-動詞⼀一致性(第⼀一名詞、︑､第⼆二名詞、︑､

皆無)和有⽣生命性(AA、︑､AI、︑､IA)，英語獨有線索則是語序(NVN、︑､NNV、︑､

VNN)、︑､第⼀一名詞格位(無標記名詞、︑､主格、︑､受格)、︑､第⼆二名詞格位(無標

記名詞、︑､主格、︑､受格)，西語獨有線索有語序(NVN、︑､NNV、︑､VNN)、︑､有

⽣生命性 (AA、︑､AI、︑､IA)和受事前標記''a"。︒｡ 

實驗結果發現，英⽂文母語者依熟練度不同，在西語線索的依賴上

主要有三個不同的表現。︒｡⾸首先，西語程度越⾼高者，越會依賴有⽣生命性

線索來判斷哪個名詞為施事者。︒｡再來，西語程度越⾼高的英語母語⼈人⼠士，

也越會使⽤用 VSO 的語序。︒｡最後，不管⾼高低西語程度的英語母語者，皆

⾮非常依賴受事前標記“ａ”線索。︒｡上述結果部分⽀支持競爭模型理論，⽽而不

⽀支持淺層結構假說，因為競爭模型假設⼆二語學習者⼀一開始會使⽤用母語

策略，但隨著熟練度提⾼高，就會使⽤用⼆二語的策略來理解⼆二語，且熟練

度⾼高者在⾮非規範句型的反應時間還會較⾧長，因為會使⽤用優勢線索以外，

如⼀一致性和有⽣生命性等線索。︒｡例如在英⽂文中，「Ｓ必在Ｖ前」的線索

強度⼤大（MacWhinney et al.，1984)，但西語程度越⾼高的英語母語⼈人⼠士，

也越會使⽤用 VSO 的語序的狀況即說明，當第⼀一線索不存在時，在⾮非規

範語序 NNV、︑､VNN 的第⼆二線索強度就會增加，像是對代詞格位標記

線索的依賴尤其會在這個狀況下增強。︒｡3 

                                                
3 此研究(Morett and MacWhinney, 2013)部份不支持競爭模型的證據是第三個研究發現：「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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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此研究結果顯⽰示，低熟練者展現了前向遷移，這幫助

學習者以熟悉的線索表達 L2，但也阻礙其使⽤用在 L2 中更為有效的線索；

⽽而⾼高熟練度者則因使⽤用西⽂文特有線索，⽽而邁向母語者程度。︒｡⽽而這⼆二語

低熟練度者介在單語和⼆二語⾼高熟練度者之間的表現，是⼀一⽀支持競爭模

型理論，反對淺層結構假說的證據，因為 C&F 的淺層結構假說認為⼆二

語學習者是既不能使⽤用如母語者般⼜又深層⼜又完整的語⾔言表徵來處理語

句，也不可能達到母語者對語⾔言的精熟度，但此實驗結果證明外語學

習者也是可以達到近似母語者的語⾔言精熟⽔水準，甚⾄至對⼆二語結構的理

解也可以調整成近似母語者狀況。︒｡ 

         上述競爭模型讓我們得以進⼀一步理解跨語⾔言的相同和相異處在語

句理解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不過競爭模型的結果仍屬較表⾯面的，即

我們可以知道不同語⾔言程度或背景的語⾔言使⽤用者針對⼀一語⾔言會有什麼

樣的處理策略，但是難以得知為什麼他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也不清

楚他們是經什麼樣的步驟⽽而有如此的表現。︒｡⽽而這可以歸因為競爭模型

處理的資料本質屬線下(offline)決策，儘管可以以線上的研究⽅方式

(online approach)，如 ERP，但還是以整句的解讀作為研究的核⼼心，例

如以理解性問題答案的正確率進⾏行分析。︒｡⽽而由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2008，2009)提出的擴展論元依賴模

型(extended Argument Dependency Model，eADM)則可以補起此不⾜足之

處，這個模型主要的研究⽅方式即是分析⼈人們在句⼦子中每⼀一階段所做出

的處理抉擇，針對的是即時的線上語句理解過程(online comprehension 

process)。︒｡以下將接續介紹。︒｡ 

 
四、擴展論元依賴模型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2008，2009)提出的擴展論元

依賴模型 (extended Argument Dependency Model，eADM) 假設，名詞、︑､

動詞等詞類句法信息在功能上先於語義和語境等訊息，且認為簡化語

                                                                                                                                                  
高低西語程度的英語母語者，皆非常依賴受事前標記“ａ”線索。」。原因是漸漸掌握二語策

略的高熟練度者應持續以二語策略處理語句，而不應對代詞格位'a'有高強度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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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依存(⽽而⾮非主語概念本⾝身)才是語⾔言處理的普遍機制。︒｡此模型由下⽽而上

⼀一共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詞彙範疇的識別和成分的建構。︒｡第⼆二

個階段包含三個並⾏行的處理過程：顯要信息計算（compute prominence）、︑､

連接計算（compute linking）以及合理性處理（plausibility processing）。︒｡

第三階段分為兩個處理過程，⾸首先是將第⼆二階段所得到的結果與其他

訊息(如語意上的普世價值、︑､世界性知識) 整合起來，這⼀一過程被叫做

「 全⾯面映射」(generalised mapping)。︒｡全⾯面映射過程和第⼀一、︑､⼆二階段息

息相關，如果前兩個階段出現異常，就會中斷全⾯面映射過程。︒｡在全⾯面

映射過程後，則是「最終解釋」(wellformedness)，任務是對句⼦子形成最

終的解釋，此過程不會被前⾯面任何階段⼲干擾，也就是就算在前⾯面階段

有異常發⽣生，語⾔言使⽤用者依然會對句⼦子形成⼀一個解釋。︒｡ 

擴展論元依賴模型除了區分出上述語句理解過程中的各項⼯工作外，

也將其與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結合。︒｡⾸首先，此模型認

為的 P600 效果與⼀一般 P600 不同，⼀一般認為 P600 牽涉的是句法怪異的

現象，但擴展論元依賴模型主張 P600 可以是⼀一種語義效應，原因是兩

者發⽣生在句⼦子處理的不同階段。︒｡本模型認為的語義 P600 效應發⽣生在第

三階段的全⾯面映射過程，⽽而⼀一般的 P600 效應則在第三階段的最終解釋

過程才出現。︒｡⽽而第⼆二階段所有處理過程的任務在 ERP 上都表現為 N400。︒｡

例如，在 Kolk (2003)的研究中，當受試者閱讀「De bomen die in het park 

speelden (那些在公園中玩耍的樹......)」這種語義怪異的句⼦子時, 讀到動

詞時就會出現 N400-P600 兩個效果，但 P600 效應僅出現在要求受試

者判斷句⼦子合理性的任務中，當任務變成理解性問題時，P600 效應就

消失。︒｡⾸首先，在第⼆二階段中，動詞和其論元之間沒有正常的語義聯繫(樹

不會玩)，從⽽而使受試者在處理語義、︑､情境信息時出現異常，表現出 

N400。︒｡接下來的第三階段中，跟語義訊息相關的合理性的處理出現異

常，阻斷了第三階段各種資訊的整合，若任務是要求受試者判斷句⼦子

合理性，則在「全⾯面映射」過程中出現此模型認為的語義 P600 效應；

但若是要求受試者回答⼀一個與此相關的理解性問題，受試者為了回答

此問題，必須想辦法對⼀一個他覺得根本說不通的句⼦子產出解讀，因此

P600 效應出現在「最終解讀」過程中，即⼀一般傳統認為的 P600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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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可看出，認知處理過程和 ERP 成分之間並不是⼀一對⼀一的關

係，⽽而是多對⼀一的關係，如語義、︑､世界性知識等的處理和論元⾓角⾊色指

派都表現為 N400，⽽而全⾯面映射過程和最後解釋過程都表現為 P600。︒｡且

語義 P600 效應和句法怪異所引發的 P600 效應產⽣生於句⼦子處理的不

同階段，兩種 P600 效應可能有著本質的差異。︒｡(所有處理過程階段的

任務⾒見下表⼆二-5 eADM 各階段處理過程之 ERP 成分整理)。︒｡ 

 

 

 

 

以

          此句⼦子’Every morning at breakfast the eggs would plant…‘⽽而⾔言，⾸首

先 NP1 egg 被分析為句⼦子的唯⼀一論元，即⼀一個不及物事件的主語 S，

它在語義上獨⽴立[-dep]；當句⼦子遇上歧義，要變為⼀一個及物事件時， S 轉

化為施事者 A ⽽而⾮非受事者 O 以避免不必要的依存，因為受事者 O 

[+dep]在語義上是依存於施事者 A[-dep] (Primus,1999)。︒｡所以這個模型的

簡化語義依存可以說是建⽴立在選擇簡單結構的基礎之上。︒｡句⼦子處理第

⼀一階段包括選擇句⼦子結構模板(coretemplates，van Valin & LaPolla，

1997)。︒｡當 NP1 egg 出現時，選擇最簡單的結構模板 NP-V；第⼆二階段

將 NP1 解讀為 S，這與第⼀一階段選擇的最簡結構 NP-V 相匹配(SV)。︒｡

NP1(S)可以是有⽣生命的也可以是無⽣生命的，如「哥哥/鉛筆不⾒見了」，

⽽而此例 egg 是無⽣生命的，即處理了主詞的顯要訊息，在第三階段，關

於 plant 這個動作的記憶（如耕種者是有⽣生命的）屬於世界知識或社會

認知，它被提取並併⼊入句法處理的全⾯面映射，⾄至於 eggs 的無⽣生命性顯

處理步驟 ERP 成分 
第一階段 
模板選擇 

早期左前負相 
(Early left-anterior negativity) 

第二階段 
顯要信息計算 (compute prominence) 
連接計算 (compute linking) 

 
N400 
N400/P600 

第三階段 
全面映射 (generalised mapping) 
最終解釋 (wellformedness) 

 
後期正向 (Late positivity) 
後期正向 (Late positivity) 

表二-5 eADM 各階段處理過程之 ERP 成分整理 

(資料來源：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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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訊息則是来⾃自第⼆二階段。︒｡⽽而當句⼦子被解讀為⼀一個及物事件時，其他

因素如⽣生命性開始影響論元⾓角⾊色指派。︒｡ 

Philipp，M.，Bornkessel-Schlesewsky，I.，Bisang，W.，& Schlesewsky，

M. (2008)為了知道⽣生命性在漢語中扮演的⾓角⾊色，因⽽而進⾏行了兩個實驗。︒｡

第⼀一個實驗的⽬目的在探測有⽣生命性是否會在句⾸首論元階段影響受試者

的解讀，以及有⽣生命性是否會影響受試者對兩個論元之間的關係判斷，

以「N 把/被 NV」作為材料句，如「王⼦子把挑戰者刺死了」、︑､「王⼦子

被挑戰者刺死了」，把字句為主動句，被字句為被動句，把字句的第

⼀一名詞是施事者、︑､第⼆二個名詞是受事者；被字句則相反，第⼀一名詞是

受事者、︑､第⼆二個名詞是施事者(此實驗⼀一之材料⾒見下表⼆二-6) 。︒｡第⼆二個實

驗的⽬目的是想探究副動詞(coverb)「被」、︑､「把」是否能在處理系統中

使⼈人預測有⽣生命的受事者，因此材料則是將「把」和「被」放在句⾸首

的關係⼦子句，並且正好是在第⼀一名詞受事者之前，如「把挑戰者刺死

的王⼦子唱歌」、︑､「被挑戰者刺死的王⼦子犧牲了」(實驗⼆二材料句請⾒見表

⼆二-7) 。︒｡ 

這兩組實驗除了對語態進⾏行控制，即調節兩論元的施事者和受試

者⾓角⾊色位置，也對這兩個論元的有⽣生命性進⾏行調控，有時第⼀一名詞和

第⼆二名詞皆是有⽣生命性，如表⼆二-6 的 A、︑､E，有時第⼀一名詞為有⽣生命性、︑､

第⼆二名詞為無⽣生命性，如表⼆二-7 的 B、︑､F。︒｡ 

 

 

條件  舉例 

A AAA 王子把挑戰者刺死了 

B AAI 王子把繩子切斷了 

C AIA 小刀把挑戰者刺死了 

D AII 小刀把繩子切斷了 

E PAA 王子被挑戰者刺死了 

F PAI 王子被繩子勒死了 

表二-6 eADM 漢語實驗一材料 

(資料來源： Philipp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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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PIA 小刀被挑戰者拿走了 

H PII 小刀被繩子捆起來了 

 

 

 

 

 

條件  舉例 

A AAA 把挑戰者刺死了的王子唱歌 

B AAI 把挑戰者刺死了的小刀褪色了 

C AIA 把繩子切斷了的王子生病了 

D AII 把繩子切斷了的小刀生鏽了 

E PAA 被挑戰者刺到了的王子犧牲了 

F PAI 被挑戰者帶走了的小刀在廚房 

G PIA 被繩子捆住了的王子給自己加冕了 

H PII 被繩子捆起來了的小刀生鏽了 

實驗結果發現，在實驗⼀一中， ⾸首先，有⽣生命性對第⼀一名詞並沒有

影響，但Ｎ400 代表語意怪異的電⽣生理現象出現在第⼆二名詞是無⽣生命的

施事者時，例如在「王⼦子被繩⼦子勒死了」或是「⼩小⼑刀被繩⼦子綑起來」

等句型條件。︒｡這個結果和之前德⽂文的研究發現⼀一致(Grewe，T.，

Bornkessel，I.，Zysset，S.，Wiese，R.，von Cramon，D. Y.，& Schlesewsky，

M. (2006).) ，因此代表著句⾸首若是受事者，⼈人們普遍會預測接下來會出

現⼀一個有⽣生命的施事者。︒｡另外⼀一個發現是，若無⽣生命受事者出現在被

動句的第⼀一個名詞，也會有 N400 的反應。︒｡研究者將這個效果歸因於中

⽂文被動句獨有的特⾊色，因為在中⽂文裡的被動句的第⼀一論元是負向的受

到描述事件的影響，即中⽂文被動句的第⼀一論元的⾓角⾊色是⼀一經驗者

(experiencer)。︒｡⽽而上述的這兩個效果也都在實驗⼆二中被發現，也就是就

表二-7 eADM 漢語實驗二材料 

(資料來源： Philipp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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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實驗⼀一的句型和語序與實驗⼆二不同，但相似的效果都會發⽣生。︒｡因此

這些發現代表的是 N400 不只是對論旨⾓角⾊色的處理敏感(如，誰對誰做

動作)，也對論旨解讀和某語⾔言獨有的語⽤用原則之間的作⽤用有互動關

係。︒｡ 

綜上所述，擴展論元依賴模型⽐比起前述三個理論，以更多線上即

時的數據去理解語句處理的策略， 先選擇⼀一個句法模板，⽽而此選擇除

了與環境輸⼊入相關外，也與語句中存在的提⽰示有關，如代詞「把」等。︒｡

在接下來的階段中，⼈人們會同時處理許多訊息，也可能反覆更正資訊

直到⼀一最終解讀產⽣生。︒｡因此其與 C&F(2006)和 Ferreira(2003)的對語法處

理的深層淺層處理策略的著眼處不同，也和競爭理論以整句解讀作為

研究的核⼼心，例如以理解性問題答案的正確率進⾏行分析不同，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2008，2009)，分析的是⼈人們在句⼦子

中每⼀一階段所做出的處理抉擇，針對的是即時的線上語句理解過程，

因此跨語⾔言間的異同和語句中包含的語意、︑､語法成分，都會對⼈人們的

語句理解產⽣生不同的影響，進⽽而擁有不同的語句處理策略。︒｡ 

 

第二節 漢語簡單句處理研究 

漢語語法不同於其他語⾔言，特別是和印歐語的語法相⽐比，主要有

以下特點： 

1. 缺乏形態變化。︒｡漢語是⼀一種分析性語⾔言，缺少綜合性語⾔言如俄

語、︑､德語等語⾔言那種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主要通過語序、︑､虛詞等語

法⼿手段來表⽰示語法關係和語法意義。︒｡⽐比如說，「名詞+動詞/形容詞」

會形成「主謂結構」，但如果詞序⼀一變化成「動詞+名詞」，就成為「述

賓結構」，⽽而若是「形容詞+名詞」則形成偏正結構。︒｡例如，「我們同

意(主謂關係)去⽇日本」和「同意我們去⽇日本（述賓關係）」，「我們」

在前者扮演的是主詞-施事者的⾓角⾊色，及做出動詞「同意」的⾓角⾊色，在

後者扮演的則是受詞-受事者的⾓角⾊色，即接受動詞「同意」的⾓角⾊色。︒｡所

以「我們同意去⽇日本」指的是「我們」對於「去⽇日本」這件事表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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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態度「同意」，「同意我們去⽇日本」則是有個省略的⾓角⾊色對於「我

們去⽇日本這件事」表達正向態度「同意」。︒｡類似的，「看報紙」和「看

的報紙」，有沒有虛詞，結構和意思也不⼀一樣，前者是⼀一述賓結構，

即動詞「看」的受詞是「報紙」，⽽而後者是⼀一偏正結構「形容詞＋名

詞」，即「看的」是⽤用來修飾「報紙」，所以「看報紙」是⼀一動作，

「看的報紙」則是「看報紙」動作中的「報紙」。︒｡ 

2. 語序有較⼤大的變異空間。︒｡雖然漢語的標準句和印歐語⾔言⼀一樣，

是「主詞＋動詞＋賓語」(SVO)的結構，但為了語⽤用篇章等功能，也允

許各式不同結構，主要的原則即是新舊訊息原則，例如基本句型 SVO

「有⼀一本書放在那邊」，「有」標記了「⼀一本書」是新訊息，「放在

那邊」是更新的訊息，是⼀一句尾焦點，根據陳俊光(2010)，儘管⼀一個句

⼦子可以有很多新訊息，但焦點是⼀一句話的新訊息中最重要的訊息，即

中⽂文的語序是同意先說舊訊息再提新訊息，或者是先提新訊息再提更

新的訊息。︒｡再來，「主詞＋把＋賓語＋動詞」和將主題前提的「賓語

＋主詞＋動詞」(OSV)結構，也就是儘管在句⼦子中扮演的⾓角⾊色是受事者，

只要是主題，都可以提到句⼦子的最前⾯面。︒｡如，「那邊放著⼀一本書」的

「那邊」是⼀一代表舊訊息的背景，也是此句的主題，所以將這個詞提

到前⾯面。︒｡ 

也就是因為漢語這樣的語法特性，在過去許多研究中，不少指出

了漢語母語者依賴的語⾔言線索應該是「意和」⽽而⾮非「形和」，形合

(hypotaxis)與意合(parataxis)是語⾔言學家王⼒力在《中國語法理論》中提

出的兩個概念。︒｡「形合」指的是通過明顯的形式標記（包括詞的變化

形態，詞彙的銜接等）把個體的詞組織成語句乃⾄至語篇的語⾔言組織⼿手

段。︒｡「意合」指的是憑借意義，即內在的邏輯關係組織語⾔言的⼿手段。︒｡

對句⼦子的理解，要依賴讀者的語感、︑､經驗和語境。︒｡以下闡述： 

 Miao (1981)、︑､Miao，Chen，and Ying (1986)發現漢語母語者的強

勢語⾔言線索(dominant cue)是⽣生命性，他們研究語序和有⽣生命性線索在

中⽂文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處理中⽂文語句時所扮演的⾓角⾊色。︒｡受試者會看

到兩個名詞搭配⼀一個動詞的中⽂文句⼦子，這些名詞有三種有⽣生命性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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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IA、︑､AI)變化，動詞則是及物動作動詞，同時，這個句⼦子也會在

語序上變化(NVN, NNV, VNN)。︒｡研究結果顯⽰示中母語者⽐比起句法線索，

是更加依賴語義線索。︒｡雖然受試者在 NVN 規範句型中選擇第⼀一名詞作

為施事者佔 68.1%，與 VNN 的 42.4% 和 NNV 的 56.3% 看似有差別，

但這個差異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因此對中⽂文母語者⽽而⾔言，語序在

中⽂文的語句理解並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判准。︒｡⾄至於有⽣生命性線索的使

⽤用情形如下：中⽂文母語者在第⼀一名詞為有⽣生命性名詞、︑､第⼆二名詞為無

⽣生命性名詞時，有 86.1%的受試者選擇了第⼀一名詞作為施事者。︒｡⽽而當第

⼀一名詞是無⽣生命性名詞、︑､第⼆二名詞為有⽣生命名詞時，81.9%的受試者選

擇第⼆二名詞作為施事者。︒｡當兩個名詞都是有⽣生命性名詞時，受試者的

抉擇較無明顯偏好(62.5%)。︒｡顯然地，當解讀簡單句時，中⽂文母語者使

⽤用更多的語義線索，⽐比起語序線索。︒｡ 

與上述研究相似，受試者在聽到⼀一個簡單句後，要回答是誰做了

動作。︒｡在實驗材料⽅方⾯面也相似，不過除了三種語序(NNV、︑､VNN、︑､NVN)

和三種有⽣生命性組合(AA、︑､IA、︑､AI)以外，Li，Bates，and MacWhinney(1993)

的研究還增加了「⼀一」、︑､「把」、︑､「被」三個可作為語⾔言線索的標記，

並且不只記錄受試者的答案，也同時紀錄了反應時間。︒｡這篇研究的結

果⼤大致與 Miao (1981)和 Miao et al. (1986)⼀一致，發現漢語母語者依賴的

語⾔言線索，有⽣生命性的強度是強於語序的。︒｡這三篇研究的結果顯⽰示在

標準句 NVN 中，就算將第⼀一名詞設為無⽣生命、︑､第⼆二名詞設為有⽣生命，

漢語受試者都會選擇第⼆二名詞作為施事者，如「臉盆絆倒了哥哥」，

受試者們會選擇哥哥作為做動作的名詞。︒｡⽽而且 Li et al. (1993)這篇則更

進⼀一步在「把」、︑､「被」句型的結果中發現，被字句(AA 正確率 80%)

⽐比把字句(AA70%)正確率⾼高，也就是中⽂文母語者受到「被」後接受事者

的提⽰示，強於把字句後接施事者的提⽰示。︒｡最終此研究排序了漢語母語

受試者對漢語簡單句的語⾔言提⽰示順序：被動標記「被」>有⽣生命性>語

序>受詞標記「把」>不定標記「⼀一」。︒｡ 

然⽽而 Chen and Hsu(2017)的研究反駁了 Li et al. (1993)的「有⽣生命性

線索強於語序線索」的結果，此⽂文探討了漢語母語者、︑､初級漢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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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班⽛牙語母語者及中⾼高級程度的西班⽛牙語母語者在理解具有不同⽣生

命性對⽐比的名詞組之下的漢語主動賓句以及主題句時所使⽤用的處理策

略。︒｡實驗的⽅方法是讓受試者聽⼀一簡單句，並在聽完後要其回答是哪個

名詞做出了動作。︒｡實驗的材料句⾒見表⼆二-8，操控的變因有語序及有⽣生命

性，語序的變項有名詞-動詞-名詞 (NVN) 、︑､名詞-名詞-動詞 (NNV) 兩

種，有⽣生命性對⽐比則有三種組合，即句中的兩個名詞可能為具有有⽣生

命性-具有有⽣生命性 (Animate-Animate)、︑､具有有⽣生命性-不具有有⽣生命

性 (Animate-Inanimate)、︑､不具有有⽣生命性-具有有⽣生命性 

(Inanimate-Animate)。︒｡共有 6 種句式（2 種語序 x 3 種有⽣生命性排列）：

AVA, AVI, IVA, AAV, AIV, IAV。︒｡ 

 

結果發現在 NVN 主動賓句⽅方⾯面，三組均將第⼀一個名詞當成施事

者、︑､第⼆二個名詞當成受事者，符合 Ferreira(2003) 的 NVN 捷思法，⽽而

名詞⽣生命性的對⽐比對受試者的影響不⼤大。︒｡⾄至於 NNV 主題句的理解，漢

語母語⼈人⼠士及中⾼高級的學習者對於第⼀一名詞或第⼆二名詞作為施事無特

別偏好，⽽而初級的學習者則多運⽤用 NVN 捷思法處理之。︒｡這三組受試

者的處理策略，與語法優先假說⼀一致：他們是以句法線索來處理語句，

雖然名詞組⽣生命性的對⽐比對主題句 NNV 的理解有影響，但影響⼒力還是

不及句法線索。︒｡ 

反駁 Li et al. (1993)「有⽣生命性線索強於語序線索」的還有 Hsu(to 

appear)針對漢語母語、︑､以及在語⾔言類型學上截然不同的英語以及⽇日語

表二-8 西班牙語母語者漢語簡單句理解策略實驗材料舉例 

(資料來源：Chen and Hsu, 201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9 

母語者的研究。︒｡研究者使⽤用的實驗材料是四類在漢語裡頻率不盡相同

的及物句：主動賓句(NVN)、︑､把字句(N 把ＮＶ)、︑､無主詞的把字句(把Ｎ

Ｖ)以及主題句(NNV)，與先前⽂文獻不同之處在於這些及物句使⽤用的動

詞都是假動詞並且句中的名詞均具有⽣生命性，也就是句中並沒有有⽣生

命性的對⽐比，使⽤用假動詞和控制⽣生命性的⽬目的都是為了要減輕或降低

受試者的世界知識對其句法處理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所有的漢語

使⽤用者均運⽤用夠⽤用就好的表徵，也就是將第⼀一個名詞當成施事、︑､第⼆二

個名詞當成受事的 NVN 捷思法進⾏行處理。︒｡NVN 捷思法的運⽤用使得受

試者們在處理前三種漢語及物句時表現相似，因為主動賓句(NVN)、︑､把

字句(N 把 NV)和無主詞的把字句(把 NV)都符合「主詞＋動詞＋受詞」

(SVO)的表徵。︒｡但是主題句(NNV)則是既有「主詞＋受詞＋動詞」(SVO)

的表徵，也有「受詞＋主詞＋動詞」(OSV)的表徵，因此對於漢語有著

不同熟練度和母語背景的受試者們在處理不符合 NVN 表徵的主題句

時，就出現了不同的表現。︒｡ 

另⼀一個同樣對「漢語母語⼈人⼠士依賴有⽣生命性線索強於語序線索」

提出質疑的是 Angel Chan，Elena Lieven，and Michael Tomasello (2009)

的孩童實驗。︒｡此研究的實驗對象是以廣東語、︑､德⽂文和英⽂文作為母語的2、︑､

3、︑､4 歲孩童，使⽤用的材料是操弄了有⽣生命性的 AVI(有⽣生命性對⽐比與語

序線索⽅方向⼀一致：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VA(無有⽣生命性對⽐比，

語序為唯⼀一線索：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施事)、︑､IVA(有⽣生命性對⽐比線索

與語序衝突)。︒｡研究結果發現不到或⼀一半左右的兩歲廣東⼩小孩在無有⽣生

命性對⽐比線索 AVA 和 IVA(有⽣生命性對⽐比線索與語序衝突)中，會選擇

第⼀一名詞為施事(⾒見圖⼆二-1)，但其在 AVI(有⽣生命性對⽐比與語序線索⽅方向

⼀一致：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的選擇上，顯著地有較多孩⼦子選擇第

⼀一名詞作為受事者，代表在 IVA 和 AVA 還學不會的條件下，AVI 能有

顯著差異是靠有⽣生命性。︒｡三和四歲的三國籍⼩小孩在 IVA(有⽣生命性對⽐比

線索與語序衝突)的句型中，仍有接近⼋八成的孩⼦子會選擇第⼀一名詞作為

施事者(參⾒見圖⼆二-2、︑､⼆二-3)，代表其判斷依據所以依賴的線索應是語序

勝過於有⽣生命性。︒｡因此值得令⼈人好奇的是，⼈人類成⾧長學習的過程中從 2

歲的依賴有⽣生命性線索到 3、︑､4 歲的逐漸向語序靠攏，為何漢語母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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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長⼤大了之後⼜又再度回到語序強於有⽣生命性的狀況？畢竟從 Chan et 

al.(2009)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儘管漢語母語兒童⽐比起英⽂文母語兒童，受

到有⽣生命性線索的影響更⼤大更久，但是基於在有⽣生命性線索和語序衝

突的 IVA 的句型下對第⼀一名詞接近⼋八成的選擇，Li et al. (1993)提出的

「漢語母語⼈人⼠士有⽣生命性依賴有⽣生命性線索強於語序線索」說法是值

得商確的。︒｡ 

 

圖 二-1 兩歲兒童對於及物句的第一名詞選擇比例 

(資料來源：cha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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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3 四歲兒童對於及物句的第一名詞選擇比例 

(資料來源：chan et al.(2009)。) 

圖 二-2 三歲兒童對於及物句的第一名詞選擇比例 

(資料來源：chan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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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看有⽣生命性在漢語簡單句中已有的研究成果。︒｡Markus Philipp ，

Ina Bornkessel-Schlesewsky ，Walter Bisang ，Matthias Schlesewsky (2008)以

ERP 作為研究⼯工具，實驗材料部分則是操弄把字句和被字句中的兩個論元的

有⽣生命性(AA、︑､AI、︑､IA、︑､II)。︒｡⾏行為數據顯⽰示有⽣生命性對⽐比(AI、︑､IA)的句⼦子的正

確率會⽐比無有⽣生命性對⽐比(AA、︑､II)⾼高，反應時間也會⽐比較短。︒｡⽽而 ERP 的結果

呈現的是漢語母語者不會覺得第⼀一個論元必須要是施事者，原因是當受試者

處理到第⼀一個論元時，如果此論元是無⽣生命的，受試者並不會出現代表感覺

異常的 N400 反應，⽽而且在處理被字句時，也不⽐比把字句有較⼤大的處理消耗，

不過當無⽣生命施事者出現在被動句時，受試者有較⼤大的Ｎ400 反應，即較⼤大

的消耗，意思是施事者的無⽣生命性(I)對被動句的影響⼒力⼤大於把字句。︒｡總的來

說，此研究發現漢語母語者不將論元屬性以其線性位置做排列，所以對於有

⽣生命性在漢語中扮演的⾓角⾊色，並不將其視為判斷單⼀一論元的語意⾓角⾊色依據，

⽽而是視為表達論元間階層關係的線索。︒｡但實際上，此篇的⾏行為數據和 ERP

是相互⽭矛盾的，即⾏行為結果發現有⽣生命性會促進被動句的理解，代表 AI 被

動句應該要⽐比 AA 被動句好理解，但是 ERP 結果卻顯⽰示無⽣生命施事者出現在

被動句時，會造成較⼤大的消耗，即 AI 被動句實則⽐比 AA 被動句要難理解。︒｡ 這

可能的原因可由 Philipp et al. (2008)發現的漢語被動句特性解釋，若無⽣生命受

事者出現在被動句的第⼀一個名詞，就會有 N400 的反應，代表在中⽂文裡的被

動句的第⼀一論元是負向的受到描述事件的影響，即中⽂文被動句的第⼀一論元的

⾓角⾊色是經驗者(experiencer)。︒｡因此有⽣生命性線索雖然可以促進被動句理解，但

是漢語被動句的特⾊色使得其在理解上還是會有較⼤大的⼼心理資源消耗。︒｡ 

上述研究皆是操控有⽣生命性和句型，以了解受試者在語義及句法線索的

偏好，Andrews, G., Ogden, J. E., & Halford, G. S. (2017) 則是操控與有⽣生命性

⼀一樣屬於語義線索的合理性，來探究其與語法線索，究竟在語⾔言使⽤用者的語

句處理過程中孰重孰輕。︒｡此研究檢視了⼈人們對合理及不合理的的主詞與受詞

關係⼦子句的理解，且這些句型可再分為有介系詞⽚片語和沒有介系詞⽚片語的。︒｡

(材料可參看表格⼆二-9) 。︒｡再來，這些句⼦子⼀一共是被分為四組：⼀一致合理，代

表後⾯面出現的簡單句與前⾯面關係⼦子句意義⼀一致且是合理狀況、︑､⼀一致不合理，

代表後⾯面出現的簡單句與前⾯面關係⼦子句意義⼀一致但是是不合理狀況、︑､不⼀一致

合理，代表後⾯面出現的簡單句與前⾯面關係⼦子句意義不⼀一致且但是是合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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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不⼀一致不合理，代表後⾯面出現的簡單句與前⾯面關係⼦子句意義不⼀一致且是不

合理狀況。︒｡其中會造成語義及語法線索衝突的是⼀一致不合理和不⼀一致合理，

也是此研究觀察的重點。︒｡ 

 

 

 

 

句型 句子 探測語句 語料類

型 
受詞 The student that the professor despised 

graded the essay. 
教授鄙視的那個學生給作文打分數 

The essay was 
graded by the 
student. 
作文分數是那個學

生打的 

一致 
不合理 

主詞 The professor despised the student that 
graded the essay. 
教授鄙視的那個學生給作文打分數 

受詞 The waitress that the customer criticised 
the chef to owned the restaurant. 

The waitress owned 
the restaurant. 

句型 句子 探測語句 語料

類型 
受詞 The banker that the teacher instructed 

enjoyed the meal. 
老師教過的那個銀行家享受那頓餐 

The teacher instructed 
the banker. 
老師教過那個銀行家 

一致 
合理 

主詞 The teacher instructed the banker that 
enjoyed the meal. 
老師教過的那個銀行家享受那頓餐 

受詞 The art dealer that the detective warned 
the buyer about sold fakes. 
偵探警告過買家的那個藝術仲介商賣

假貨 

The buyer was warned 
about the art dealer. 
買家被警告過那個藝

術仲介商賣假貨 
主詞 The detective warned the buyer about 

the art dealer that sold fakes. 
偵探警告過買家的那個藝術仲介商賣

假貨 

表二-9 一致合理之主詞及受詞關係子句和探測問句舉例 

(資料來源：Andrews, G., Ogden, J. E., & Halford, G. S. (2017) 。) 

表二-10 一致不合理之主詞及受詞關係子句和探測問句舉例 

(資料來源：Andrews, G., Ogden, J. E., & Halford, G. S.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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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跟廚師抱怨的那個女士擁有那家

餐廳 
女侍擁有那家餐廳 

主詞 The customer criticised the chef to the 
waitress that owned the restaurant 
顧客跟廚師抱怨的那個女士擁有那家

餐廳 
 

 

 

句型 句子 探測語句 語料類

型 
受詞 The doctor that the lawyer visited 

drafted the contract. 
律師拜訪的那個醫師打了那份合約的

草稿 

The lawyer drafted 
the contract. 
律師制定草稿 

不一致 
合理 

主詞 The lawyer visited the doctor that 
drafted the contract. 
律師拜訪的那個醫師打了那份合約的

草稿 
受詞 The father that the girl transferred the 

funds to travelled overseas. 
女孩轉入資金的那個父親出國了 

The father 
transferred the funds. 
父親轉入資金 

主詞 The girl transferred the funds to the 
father that travelled overseas. 
女孩轉入資金的那個父親出國了 

 

 

 

 

句型 句子 探測語句 語料類

型 
受詞 The detective that the barber respected 

investigated the crime. 
理髮師尊敬的那個偵探調查那項犯罪 

The barber respected 
investigated the 
crime 
理髮師調查那項犯

罪 

不一致 
不合理 

主詞 The barber respected the detective that 
investigated the crime. 

表二-11 不一致合理之主詞及受詞關係子句和探測問句舉例 

(資料來源：Andrews, G., Ogden, J. E., & Halford, G. S. (2017) 。) 

表二-12 不一致不合理之主詞及受詞關係子句和探測問句舉例 

(資料來源：Andrews, G., Ogden, J. E., & Halford, G. S.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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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髮師尊敬的那個偵探調查那項犯罪 
受詞 The governor that the lobbyist sent the 

businessman to signed the legislation. 
說客送去給傷人的那個管轄者簽署了

法條 

The legislation was 
signed by the 
lobbyist. 
法條是說客簽署的 

主詞 The lobbyist sent the businessman to the 
governor that signed the legislation. 
說客送去給傷人的那個管轄者簽署了

法條 

實驗進⾏行的⽅方式是，受試者會先看到⼀一個主詞或受詞關係⼦子句，然

後再看到⼀一個根據前句簡化後的簡單句，受試者要判斷能不能接受這個

句⼦子，這個判斷⽬目的在於觀察受試者究竟是以句法正確解讀了關係⼦子句，

還是是以語義合不合理理解語句。︒｡在線索衝突的兩組句⼦子中，若在⼀一致

不合理的狀況下受試者回答能夠接受，則其是透過語法在思考的，因為

不合理的語句並不會影響其做出拒絕的決定；⽽而若是在不⼀一致合理的狀

況下，受試者回答了接受則其是透過語義在思考的，因為簡單句的內容

和關係⼦子句的意義並不相同，但卻是合理的句⼦子，因此可說受試者是受

到合理性影響才做出接受的決定。︒｡所以，如果⼀一致條件下的句⼦子的接受

率⾼高於不⼀一致句⼦子的話，代表受試者更加依賴語法線索；⽽而合理句⾼高於

不合理句的接受率則暗⽰示他們更依賴的是語義線索。︒｡實驗結果顯⽰示，⽐比

起句法較簡單的主詞關係⼦子句和沒有介系詞⽚片語的句⼦子，在句法較複雜

的受詞關係⼦子句和有介系詞⽚片語的句⼦子下，受試者是更加依賴語義合理

性，⽽而較少依賴語法分析。︒｡再來，理解的精確度和對於其回答的⾃自信，

在語法分析和語義合理產⽣生衝突的狀況下是更為低落的，⽽而這個效果在

句法⽐比較複雜的句⼦子中才有顯著性，句法較簡單的句⼦子則沒有這個顯著

性。︒｡ 

綜上所述，本結討論了漢語母語者語句處理的相關研究，也從中

看到了許多值得後⼈人再延伸研究的部分。︒｡⾸首先，在理解漢語的特性後，

發現漢語被動句尤其有其特性，因為漢語和英語的被動句在語序上相

當不同(Xiao，R.，McEnery，T.，& Qian，Y., 2006)，漢語是「受事＋

被＋施事＋動詞」(O bei SV)，英語則是「受事＋動詞＋by＋施事」(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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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除了語序外，兩者不同處還在於其句法標記，「被」可以引介

出動詞及施事者，但「by」只能引介出施事者，且再省略施事者的狀

況下，「by」會消失，「被」則不會消失，可以說「被」在漢語中是

效度相當強的線索，所以這樣強烈的語法線索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質

疑過往⽂文獻中指出的「中⽂文是⼀一語義線索強於語法線索的語⾔言」。︒｡再

來，關於漢語使⽤用者在句法和語義線索的依賴程度研究，20 世紀末的

研究成果多認為⽐比起句法線索，有⽣生命性的線索是更⼤大程度被依賴的

(Miao , 1981、︑､Miao，Chen，and Ying, 1986、︑､Li et al., 1993)，⽽而他們的

素材和語⾔言組合多侷限於英語-漢語母語者以及有⽣生命性和語序變相的

操弄。︒｡時間來到 21 世紀後的現在，語⾔言組合是更多了，如 Hsu(to appear)

和 Chen＆ Hsu(2017)採⽤用了西班⽛牙語、︑､英語和⽇日語的母語者對其漢語

語句處理的研究，操弄的變項和實驗設計也增加了假動詞，及控制有

⽣生命性使其不具⽣生命性對⽐比(Chen＆ Hsu, 2017)。︒｡然⽽而 Ferreira(2003)和

Andrews et al. (2017)所呈現的實驗結果讓我們看到在討論語義及句法

處理的重要性問題時，還有⼀一個有價值的變項可以操弄，即合理性。︒｡

舉例⽽而⾔言，「玩具絆倒了妹妹」，如果僅僅只考慮語序或有⽣生命性兩

個因素，⽽而假定漢語是有⽣生命性為主要語⾔言線索的語⾔言，則漢語母語

者真的會把這個句⼦子理解成「妹妹絆倒了玩具」？答案應是否定的。︒｡

也就是說 IA 的狀況並不⼀一定只會是不合理的，也有可能是合理的，反

之亦然，因此合理性及有⽣生命性的交互作⽤用對於釐清語意⾓角⾊色和結構

是有必要的。︒｡因此，在漢語具有與其他拉丁系語⾔言不同的特殊性下，

這些不同確有可能造成不同語⾔言的母語者不同的語⾔言處理策略，⽽而過

往研究所少提及的「合理性」究竟與「語序」和「有⽣生命性」⼜又是如

何互動的，這些都是本⽂文將探討的。︒｡以下說明本研究基於上述⽂文獻少

有提及之處，⽽而得出之研究⽅方向。︒｡ 

第三節 本研究之特殊性 

上⼀一節討論的是漢語母語者對漢語簡單句的處理， ⽽而其他母語的

漢語學習者如何處理漢語簡單句的研究則較少，或者說⼤大多數關於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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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習者的研究是以英語母語者作為研究對象，較少有其他語⾔言的母

語者，如西班⽛牙語、︑､俄語和法語等等。︒｡因此本研究在這節要說明的便

是本研究選擇西班⽛牙母語者作為受試者與先前研究不同之處。︒｡ 

一、西班牙語之語言特性 

本研究的第⼀一個特點是選擇西班⽛牙語母語者作為受試者，研究其

對於漢語簡單句的處理策略，並瞭解其習得的狀況。︒｡選擇西班⽛牙語作

為研究對象的原因，除了漢語較缺乏此類母語受試者外，在研究中

(Hernandez, Bates &Avila, 1994; Kail & Charvillat, 1988)，西班⽛牙語母語

者也跟中⽂文母語者相似，被認為其對語⾔言的理解與判斷，⽐比起語法線

索，更多是使⽤用語義線索。︒｡不過就跟漢語的研究⼀一樣，西班⽛牙語也是

擁有⼀一定程度的嚴格句法限制，因此對西班⽛牙語有如此的理解策略假

設有值得存疑的地⽅方，以下說明西語的部分句法限制： 

1. ⼀一致性(agreement)限制： 

西班⽛牙語在性別、︑､數量及⼈人稱上都有嚴格的⼀一致性要求。︒｡如例(7)的

"fusila"就是配合"La mujer"的單數沒有"s"、︑､以"a"結尾的陰性動詞。︒｡ 

2. 介詞標記： 

西班⽛牙語中有⼀一相當強的句法標記"a"(Li et al, 1993)，可以標記直接受

事，尤其當受事是⼈人或動物。︒｡(⾒見例句 7)“a”標記出"el hombre"(男⼈人)4的

受事⾓角⾊色，指出動詞"fusila"(擊斃)的⽅方向是朝向"el hombre"(男⼈人) 

(7) La mujer fusila al hombre.  

(那個⼥女⼈人擊斃了那個男⼈人)。︒｡ 

3. ⾮非典型語序： 

西班⽛牙語中”NNV”的第⼆二個 N 必須⽤用代詞表⽰示，⽽而此代詞表現必定為

受事者(⾒見例句 8) 

(8) Estos libros, Juan los leyó ayer.(這些書，約翰它們讀了昨天) 

(這些書，約翰昨天讀過了)。︒｡ 

4.被動句： 

                                                
4 介詞 "a" 和 冠詞 "el"一起出現時會合併成 "al"。 

 



語義及句法對西班⽛牙語及中⽂文母語⼈人⼠士在中⽂文理解的影響 

 38 

本研究使⽤用的句型之⼀一是被動句，西班⽛牙語裡有被動概念，但其在句

法上的表現與中⽂文相當不同，因此有必要說明西班⽛牙語裡的被動概念

是如何表達。︒｡西語裡的被動句有兩種表現形式(⾒見例句 9、︑､10)，主要的

區別在於說話者是否清楚施事者，清楚與不清楚間的句法形式差異甚

⼤大，因此西班⽛牙⼈人在被動句的處理上，對於施事者的意識是相當強烈

的，因為若不是這樣，則會產出語法錯誤的句⼦子。︒｡除此之外，兩者的

差別還有頻率與出現的語境，前者較常被廣泛運⽤用在⼀一般⽣生活環境中，

⽽而後者則常被⽤用在書⾯面語或新聞媒體等較正式的語境下。︒｡ 

 

(9)當施事者很清楚時，「受事者＋Ser (be 動詞)+過去分詞＋施事者」 

Este libro es leído por todos mi agos. 

這本書被讀我所有的朋友 

(這本書被我所有的朋友讀過) 

 

(10) 當施事者不清楚時，「Se(句法標記)+第三⼈人稱及物動詞＋無⽣生命

受事」，⼜又稱「無⼈人稱被動」 

Se agrava la relación Ruso-Turquía .  

被破壞關係⼟土⽿耳其-俄羅斯關係 

(⼟土⽿耳其-俄羅斯關係被破壞) 

 

5.西語的競爭模型⽂文獻研究 

如第⼆二章⽂文獻回顧提到的 Morett and MacWhinney (2013) 研究，以西班

⽛牙語-英語的雙語⼈人⼠士如何判讀論旨⾓角⾊色，以及其語⾔言遷移的影響現象

作為研究⽬目的。︒｡研究者將受試者分為兩組：英語母語-西語⼆二語的低熟

練度、︑､英語母語-西語⼆二語的⾼高熟練度者。︒｡在實驗材料(⾒見表⼆二-4)上則是

採兩語⾔言的平⾏行架構與⾮非平⾏行架構，即既⽐比較兩語⾔言共享的線索，也

⽐比較兩語⾔言不共享的線索，在兩語⾔言共有的線索中，⼀一共有語序(NVN、︑､

NNV、︑､VNN)、︑､名詞-動詞⼀一致性(第⼀一名詞、︑､第⼆二名詞、︑､皆無)和有⽣生命

性(AA、︑､AI、︑､IA)，英語獨有線索則是語序(NVN、︑､NNV、︑､VNN)、︑､第⼀一

名詞格位(無標記名詞、︑､主格、︑､受格)、︑､第⼆二名詞格位(無標記名詞、︑､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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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格)，西語獨有線索有語序(NVN、︑､NNV、︑､VNN)、︑､有⽣生命性 (AA、︑､

AI、︑､IA)和受事前標記''a"。︒｡實驗結果發現，英⽂文母語者依熟練度不同，

在西語線索的依賴上主要有三個不同的表現。︒｡⾸首先，西語程度越⾼高者，

越會依賴有⽣生命性線索來判斷哪個名詞為施事者。︒｡再來，西語程度越

⾼高的英語母語⼈人⼠士，也越會使⽤用 VSO 的語序。︒｡最後，不管⾼高低西語程

度的英語母語者，皆⾮非常依賴受事前標記“ａ”線索。︒｡上述結果部分⽀支持

競爭模型理論，因為競爭模型假設⼆二語學習者⼀一開始會使⽤用母語策略，

但隨著熟練度提⾼高，就會使⽤用⼆二語的策略來理解⼆二語，且熟練度⾼高者

在⾮非規範句型的反應時間還會較⾧長，因為會使⽤用優勢線索以外，如⼀一

致性和有⽣生命性等線索。︒｡ 

從上述特性可看出西班⽛牙語和中⽂文的句法規則都是有相當程度的

限制，以及兩者之間的異同。︒｡ 

相同處有⼆二： 

1. 中⽂文「把」和西⽂文"a"相似—兩者皆標記第⼀一名詞為施事、︑､第⼆二名詞

為受事，且皆為 NVN 語序。︒｡ 

2. 中⽂文被動句則與相⽐比頻率較⾼高的第⼀一種被動句相似—兩者第⼀一名詞

皆為受事、︑､第⼆二名詞皆為施事。︒｡ 

不同處也有⼆二： 

1. 中⽂文「把」和西⽂文"a"雖然語序相似，但是兩者在語意上實然有落差，

「把」帶有「處置義」，"a"則是指出動詞的⽅方向，如例(7)a 指出 fusila(擊

斃)的⽅方向是朝向 el hombre(那個男⼈人)。︒｡ 

2. 兩語⾔言在有施事者的⾧長被動句中表現相似，在短被字句則不盡相同，

⼀一是中⽂文短被動句語序有「被＋施事＋動詞＋受事」(NVN)和「受事＋

被＋動詞」(NV)，西⽂文的短被則只有「Se(句法標記)+動詞＋受事」(VN)。︒｡ 

綜上所述，本節種種的西語句法特性和上⼀一節中的中⽂文句法規則

都⾜足以使我們對於⽂文獻中(Hernandez，Bates & Avila，1994; Kail & 

Charvillat，1988; Chan，Lieven，& Tomasello， 2009; Laura M. Morett， 

2012; Li，P.，Bates，E.，& MacWhinney，B. 1993) 指出西班⽛牙語及中

⽂文母語⼈人⼠士以語義為主要語⾔言判斷線索的研究產⽣生質疑，即在中⽂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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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中，都存在出現頻率、︑､可信度和效度都相當⾼高的句法規則，

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懷疑中⽂文和西⽂文是以句法做為主要語⾔言判

斷線索，⽽而⾮非語義。︒｡ 

二、合法句材料 

除了選擇西語受試者以外，本研究使⽤用的材料也與過去相關研究

不同，例如 Laura M. Morett(2013)指出中⽂文是語義為主要線索的語⾔言，

其使⽤用的材料允許不合法句，然⽽而本研究將會在此做出調整，因為根

據 Gibson(1992)指出，⼈人們在理解合法句和不合法句時，會採不同的語

⾔言處理機制，所以若是想知道語義及句法對受試者理解的影響，則應

該將刺激材料控制⼀一致，即合法句。︒｡ 

三、新增合理性變因 

再來，為了將合理性的因素那進來，本研究參考 Ferreira(2003)的

材料，將句⼦子分為稍微可逆、︑､不可逆和可逆合理，原因是這樣的分類

⽅方式牽動的變項⽐比較單純，僅有合理性、︑､有⽣生命性，以及動詞前後三

類變項，如此⼀一來就不涉及太細微主觀的變動，⼜又可以幫助研究⽬目的

的判斷，即受試者在不合理的狀況下判斷正確，代表其依語序判斷受

事者和施事者，且判斷語⾔言的主要線索是句法層⾯面；若是在不合理句

的情況下判斷錯誤，代表其依主詞和動詞的語義特徵判斷施事者受事

者，且判斷語⾔言的主要線索是語義層⾯面的。︒｡但本研究⽐比起 Ferreira(2003)

的四項分類(AA 合理、︑､AA 不合理、︑､AI 合理、︑､IA 不合理)還多出了兩項

分類 (AI 不合理及 IA 合理)。︒｡原因如上述，如「玩具絆倒了妹妹」這

樣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的句⼦子，實際上可以是合理的，並不是只

要是無⽣生命論元出現在句⾸首就⼀一定是不合理或錯誤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1 

四、語言遷移觀察  

最後，本研究也希望可以更加了解第⼆二語⾔言學習中語⾔言遷移的現

象。︒｡Morett et al. (2013) 指出當學習者的熟練度提升，即母語與⽬目標語

的熟練度接近達平衡，其對兩語⾔言的共同線索及⽬目表與語⾔言所特有的

語⾔言線索會增加。︒｡例如，西語學習的英⽂文母語者會隨熟練度提升，⽽而

更加依賴西⽂文中的前置詞線索 el bloquea a ellos (他打了他們)。︒｡因此為

探究西語母語者是否也會隨程度提升⽽而加倍依賴漢語特有的語⾔言線索，

本研究的實驗材料也設計為具兩語⾔言共同線索的 SVO 句型和漢語所獨

有的把字句和被字句。︒｡冀望從中可看出前向遷移 (forward transfer) 的

效果是否存在於西語母語的漢語學習者上，即程度越⾼高的西班⽛牙母語

者在把字句和被字句回答的正確率及反應時間是否會顯著地⾼高於初級

者。︒｡ 

綜上所述，本研究操弄的變項有「句型」、︑､「有⽣生命性」和「合

理性」，句型部分有三，⼀一是中⽂文及西班⽛牙⽂文共有的結構 SVO 句，另

外兩份則是中⽂文有⽽而西班⽛牙⽂文沒有的結構－把字句和被字句。︒｡有⽣生命

性操弄的則有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AA)、︑､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

事 (AI)和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IA)。︒｡合理性則有助於判斷⼈人們的

選擇(Andrews et al., 2017)，受試者若在不合理的狀況下(AAIP、︑､AIIP、︑､

IAIP)判斷正確，代表其依語序判斷受事者和施事者，且判斷語⾔言的主

要線索是句法層⾯面；若是在不合理句的情況下判斷錯誤，代表不合理

影響了受試者的判斷，即其依語義特性判斷施事者受事者，則其依賴

語義勝過句法線索。︒｡ 

第四節 本研究各個理論的主要預測     

本⽂文的研究⽬目的、︑､假設及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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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構及改善過往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可再調整的地⽅方，如使⽤用合法句、︑､

增加「合理性」變項、︑､區分兩語⾔言共有結構及個別語⾔言特有之結構。︒｡  

2. ⽐比較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與中⽂文母語⼈人⼠士的中⽂文處理策略與過往假說

之異同，以競爭理論、︑､淺層結構假說、︑､夠⽤用就好理論和擴展論元依賴

模型。︒｡ 

3. ⽐比較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與中⽂文母語⼈人⼠士處理中⽂文之差異，如答題正

確率與反應時間差異 

4. ⽐比較初級和中⾼高級程度的西語母語者的漢語處理策略異同 

二、研究問題 

1. 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與中⽂文母語⼈人⼠士在處理中⽂文上有何差異？ 

2. 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與中⽂文母語⼈人⼠士的中⽂文處理策略與過往假說有何

異同？ 

3. 西語和中⽂文母語⼈人⼠士在答題正確率與反應時間的表現上有何差異？ 

4. 初級和中⾼高級程度的西語母語者在漢語處理策略上有何異同？ 

三、研究假設 

 本⼩小節將預測西班⽛牙母語及中⽂文母語⼈人⼠士在漢語語句處理的表現，以

及其在個別理論：淺層結構假說、︑､夠⽤用就好表徵、︑､競爭模型和擴展論

元依賴模型的符應情形。︒｡ 

西班⽛牙語母語⼈人⼠士和中⽂文母語⼈人⼠士表現的預測如下： 

1. 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與中⽂文母語⼈人⼠士在處理中⽂文上差異相近，皆會以

句法作為優先處理之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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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與中⽂文母語⼈人⼠士的中⽂文處理策略與過往假說有不

同表現 

3. 西語和中⽂文母語⼈人⼠士在答題正確率與反應時間的表現上有差異 

以下是各理論—淺層結構假說、︑､夠⽤用就好表徵、︑､競爭模型和擴展論元

依賴模型之個別預測： 

(1) 淺層結構假說 shallow representation (C and F，2006)： 

⼆二語學習者(西班⽛牙母語者)：有語意線索(有⽣生命性對⽐比或合理)的題⽬目

答得⽐比無語意線索的題⽬目要好要快，如 AI、︑､IA 會⽐比 AA 的正確率⾼高，

反應時間短。︒｡且任⼀一句法結構答題表現皆差不多，即句法不影響其答

題。︒｡ 

母語者(漢語母語者)：不同句法結構(SVO、︑､把、︑､被)會影響其反應時間

和答題正確率。︒｡ 

(2) 夠⽤用就好表徵 good enough(Ferreira 2003)： 

母語者(漢語母語者)：規範句 NVN 句型表現得⽐比逆轉 NVN 要好，即

SVO 和把字句，在無論任何狀況下，都不受「⽣生命性」、︑､「合理性」

等語意成分⼲干擾，答題正確率都⽐比被字句要⾼高，反應時間也較短。︒｡但

逆轉 NVN 則會受合理性影響，表⽰示在不合理情況下的被字句會顯著地

表現⽐比合理情況下差。︒｡ 

(3) 競爭模型 competition model (MacWhinney，Bates，and Kligel，1984) 

         中⽂文和西⽂文母語受試者應不會如競爭模型的相關研究(Chan， Lieven， & 

Tomasello， 2009; Laura M. Morett， 2012)指出，以語意線索作為優先的語

句處理策略，本研究預測在語序與有⽣生命性競爭的情形下，語序應會在語句

處理中佔優勢地位，即中⽂文母語受試者的語句處理線索會是「語序」強

過於「有⽣生命性」，西⽂文也是「語序」強過於「有⽣生命性」。︒｡ 

 



語義及句法對西班⽛牙語及中⽂文母語⼈人⼠士在中⽂文理解的影響 

 44 

          語⾔言遷移⽅方⾯面，低和⾼高熟練度者的語⾔言線索依賴程度會不相同，

⾼高熟練度者會⽐比低熟練度者更加依賴中⽂文特有線索，⽽而使其邁向母語

者程度，⽽而低熟練度者的依賴情形則會介在單語和⼆二語⾼高熟練度者之

間。︒｡ 

(4) 擴展論元依賴模型 extended Argument Dependency Model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2008) 

          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第⼀一階段的⼯工作是選擇句⼦子結構模板(van 

Valin & LaPolla，1997)，根據簡化結構原則，⼈人們會傾向選擇結構較為

主要的那個語序，如 NP-V (SV)。︒｡第⼆二階段受試者會同時計算有⽣生命性

線索和句法線索，若發現有誤，則返回第⼀一階段重改語序模板，此時

反應時間就會因此增加。︒｡⽽而根據優化原則，⼈人們在⽣生命性線索的計算

傾向選擇有⽣生命之論元作為施事者，即在及物事件中，⽐比起無⽣生命論

元，有⽣生命論元是施事者的那個解讀會佔優勢。︒｡⽽而在第三階段考慮合

理性因素後，依據合理的狀況不同會產⽣生不同的處理流程，若當受試

者發現這是⼀一個合理的狀況，他卻無法確定答案時，例如缺乏線索提

⽰示時，就會重回第⼀一和第⼆二階段去尋找線索，最終才形成⼀一最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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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受試者 
          本實驗有兩組受試者，⼀一組為 50 位中⽂文母語者，另⼀一組為 48 位以西班⽛牙語

為母語的中⽂文學習者，共計 98 位受試者。︒｡ 

一、 中文母語者 

          50 位中⽂文母語者(33 位⼥女性、︑､27 位男性，年齡範圍從 19 到 44 歲，平均 27

歲，標準差 4.24)參與了本實驗。︒｡兩位受試者在經過極端值驗算(以中位數、︑､四分

位數概念算出內圍外圍)後被剔除，統計的最後樣本數為 48 ⼈人。︒｡50 位受試者是透

過兩⼤大台灣⼈人⼝口使⽤用的社群平台：臉書以及批踢踢實業坊招募⽽而來。︒｡所有受試者

在實驗開始前需填寫參考語⾔言程度調查問卷(Kilborn, 1987)改編⽽而成的線上表單，

為了尋找母語較未受到英語影響的中⽂文母語受試者，因此在語⾔言表單設計中包含

了英⽂文能⼒力的⾃自評及外語能⼒力級別的⾃自述，有 45 ⼈人表⽰示其英語能⼒力僅有初中級

⽔水準。︒｡依問卷設計，初級⽔水準表⽰示⼤大致聽得懂，但不太會說，中級⽔水準是能進⾏行

⽇日常⽣生活會話，⾼高級⽔水準則是能以⽬目標語進⾏行學術討論。︒｡ 

二、 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中文學習者 

            48 位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中⽂文學習者(22 位⼥女性、︑､26 位男性，年齡範圍從

18 到 65 歲，平均 29 歲，標準差 5.36)參與了本實驗。︒｡2/3 的受試者是正在臺灣師

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就讀之學⽣生，其餘 1/3 則分別有正在台⼤大、︑､政⼤大及輔⼤大語⾔言

中⼼心或⼤大學部、︑､碩⼠士班就讀之西班⽛牙母語者。︒｡此組別的所有受試者皆是 18 歲以

後才開始學習中⽂文。︒｡實驗開始前，受試者需填寫⼀一份語⾔言程度調查問卷，題⽬目包

含家族中是否有中⽂文母語者及中⽂文能⼒力級別說明等。︒｡此問卷結果顯⽰示受試對象有

14 位初級中⽂文程度者，及 36 位中⾼高級中⽂文程度者。︒｡中級中⽂文程度者定義為學過

被動式或通過 HSK 3.4/TOCFL A2.B1，⾼高級中⽂文程度定義為通過 HSK 5/ TOCFL 

B2 以上；若無能⼒力檢定則以現階段學習或曾使⽤用過之中⽂文教科書判斷，學習介

於當代中⽂文 3 第⼗十課⾄至當代中⽂文 4 為初級，學習超過當代中⽂文 5 或⽂文⾔言⽂文等設為

⾼高級；視聽華語 3.4 為中級，5 為⾼高級；若兩本教科書皆無使⽤用過，則由施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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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短訪談其漢語學習經歷，如是否在台灣讀⼤大學或在海外就讀漢語系等，及請受

試者⾃自評其漢語能⼒力，以此兩種⽅方式同時判斷其漢語程度。︒｡ 

第二節 實驗材料 
          材料的原始設計⼀一共有三份，每份各有 192 句，⼀一份是中⽂文及西班⽛牙⽂文共有

的結構 SVO 句，操弄的變項在動詞是有無動詞特徵，例如跑有動詞特徵，因為

此動詞代表做這動作必須有腳；壓沒有動詞特徵，因為此動詞的動作只需有形體

即可，不需其它特徵。︒｡名詞操弄的變項則有兩個，⼀一個如前是有無動詞特徵，另

⼀一個則是有無⽣生命性。︒｡另⼀一份則是中⽂文有⽽而西班⽛牙⽂文沒有的結構－把字句和被字

句，其操弄的變項則與共有結構相同。︒｡⽽而這些句⼦子所使⽤用的詞彙都是從華語⼋八千

詞中挑選得來的。︒｡例⼦子可參⾒見表格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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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材料在經 50 位中⽂文母語者以 1 到 7 分判斷合理性後，發現研究者預

想的合理與不合理狀況跟受試者不⼀一致，因此得出原始研究設計不可⾏行。︒｡然⽽而提

出此研究設計是為了最後分析受試者對於施事者和受事者的選擇，在合理與不合

理的狀況下分別是怎麼樣操作的，所以重新調整研究設計。︒｡原始材料設計除了與

預期合理性不符外，受試者回答的標準差也過⼤大，究其原因，可能與設計變項過

於細微有關，意思是變項設計為有特徵的動詞與名詞的互相搭配，這樣的變動對

於受試者⽽而⾔言可能過於細微，甚⾄至對於這樣變動的判定是相當的主觀。︒｡ 

表三-1 原始實驗材料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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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過去的研究(Laura M. Morett， 2012)指出中⽂文是語義為主要線索

的語⾔言，其使⽤用的材料允許不合法句，然⽽而本研究將會在此做出調整，因為根據

Gibson(1992)指出，⼈人們在理解合法句和不合法句時，會採不同的語⾔言處理機制，

所以若是想知道語義及句法對受試者理解的影響，則應該將刺激材料控制⼀一致，

即合法句。︒｡ 

          除了句法上的合法性之外，本研究將進⼀一步控制語義上的合理性作為操縱變

因，即控制主詞與動詞的語義特徵搭配，創造出合理與不合理的句⼦子，以期透過

此操縱變因的控制得到之受試者回答，判斷受試者對語⾔言使⽤用的主要線索究竟是

語義層⾯面還是句法層⾯面。︒｡ 

         名詞操弄的變項則有兩個，⼀一個如前是有無動詞特徵，另⼀一個則是有無⽣生命

性。︒｡另⼀一份則是中⽂文有⽽而西班⽛牙⽂文沒有的結構－把字句和被字句。︒｡操弄的變項則

與共有結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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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為改善上述問題，本研究參考了 Ferreira(2003)的材料，將句⼦子分為稍微

可逆、︑､不可逆和可逆合理，原因是這樣的分類⽅方式牽動的變項⽐比較單純，僅有合

理性、︑､有⽣生命性，以及動詞前後三類變項，如此⼀一來就不涉及太細微主觀的變動，

⼜又可以幫助研究⽬目的的判斷，即受試者在不合理的狀況下判斷正確，代表其依語

序判斷受事者和施事者，且判斷語⾔言的主要線索是句法層⾯面；若是在不合理句的

情況下判斷錯誤，代表其依主詞和動詞的語義特徵判斷施事者受事者，且判斷語

⾔言的主要線索是語義層⾯面的。︒｡然⽽而本研究之整理⽅方式與 Ferreira(2003)有不同之處：

Ferreira(2003) 稍微可逆的句⼦子，無論是合理或不合理的句⼦子都僅有有⽣生命性的名

表三-2 本實驗材料與 Ferreira(2003)實驗材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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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而已，⽽而本研究則新增合理句是有⽣生命名詞是第⼀一名詞、︑､無⽣生命名詞是第⼆二名

詞，不合理句則是第⼀一名詞是無⽣生命名詞、︑､第⼆二名詞是有⽣生命名詞。︒｡不可逆句⼦子

中 Ferreira(2003)僅有合理句是有⽣生命名詞是第⼀一名詞、︑､無⽣生命名詞是第⼆二名詞，

⽽而本研究則新稱兩組，分別為合理句的第⼀一名詞和第⼆二名詞皆為有⽣生命性名詞，

及合理句的第⼀一名詞是無⽣生命名詞、︑､第⼆二名詞是有⽣生命名詞；最後是可逆合理這

組，Ferreira(2003) 僅有合理句的第⼀一名詞和第⼆二名詞皆為有⽣生命性名詞的組合，

本研究則新增三組，⼀一是兩句互換名詞位置皆合理的狀況下，⼀一句的第⼀一名詞是

無⽣生命名詞、︑､第⼆二名詞是有⽣生命名詞，另⼀一句的第⼀一名詞是有⽣生命名詞、︑､第⼆二名

詞是無⽣生命名詞；⼆二是兩句皆為不合理的狀況下，兩句的第⼀一名詞和第⼆二名詞皆

為有⽣生命性名詞；三是兩句皆為不合理的狀況下，⼀一句的第⼀一名詞是無⽣生命名詞、︑､

第⼆二名詞是有⽣生命名詞，另⼀一句的第⼀一名詞是有⽣生命名詞、︑､第⼆二名詞是無⽣生命名

詞。︒｡可參⾒見表格三-2。︒｡圈起來的組別是 Ferreira(2003)沒有，本研究新增的組別。︒｡

但在變更後也可⾒見本研究的句⼦子數並不平衡，因此必須要新增句⼦子，尤其在僅有

⼋八句的第⼀一名詞為無⽣生命性、︑､第⼆二名詞為有⽣生命性的合理句部份。︒｡經第⼀一次

norming 後，本實驗增補句⼦子後每⼀一類型句⼦子皆有 24 句，第⼀一名詞無⽣生、︑､第⼆二名

詞有⽣生、︑､無理的句⼦子則有 27 句。︒｡(⾒見表格三-5) 

表三-3  Ferreira (2003)的句子類型及句子數 

AA, 合理 24 
AA, 不合理 24 
AI, 合理 24 
AI, 不合理 0 
IA, 合理 0 
IA, 不合理 27 

 

表三-4  本研究第一次 norming 結果整理出之句子類型及句子數 

AA, 合理 23 
AA, 不合理 23 
AI, 合理 12 
AI, 不合理 23 
IA, 合理 8 
IA, 不合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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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 增補後的完整實驗材料句 

AA, 合理 24 
AA, 不合理 24 
AI, 合理 24 
AI, 不合理 0 
IA, 合理 0 
IA, 不合理 27 

 

          最後，本實驗的三份句⼦子(SVO 句、︑､把字句、︑､被字句)每份 192 句，合起來共

有 576 句，混淆受試者的 filler 句則有 192 句，綜合起來共 768 句。︒｡實驗時將所有

句⼦子分成 6 個表單，⼀一個表單裡有 24 句共有結構句、︑､24 句把字句、︑､24 句被字句

和 32 句 filler 句。︒｡每個受試者總共會看到的句⼦子是，共有結構句 48 句、︑､中⽂文特

有句「把」和「被」擇⼀一 48 句和 filler 句 96 句，看到的順序則是隨機，為求達

到平衡的句⼦子安排，施事、︑､受事各在左邊和右邊的次數⼀一致，且沒有規律。︒｡AVI、︑､

AVA、︑､IVA 和合理不合理的情境出現的順序也是隨機。︒｡舉例⽽而⾔言，⼀一個受試者總

共會做到 6 組共有結構句⼦子、︑､6 組特有結構句⼦子及穿差⽬目標句各組間的 filler 句，

⼀一組句⼦子的數量是 8 句，各組出現的順序則以其有⽣生性(animacy)和合理性

(plausibility)的排列組合隨機產⽣生。︒｡如具有⽣生性的主詞、︑､具有⽣生性的受詞、︑､句型為

共有結構，且為合理句為第⼀一組(AA,plausible)，第⼆二組則有可能是不具有⽣生性的

主詞，搭上具有⽣生性的受詞，句型為把字句，且為不合理句(IA, Implausible)，以

此類推。︒｡ 

表三-6 本實驗材料舉例 

有生命

性 

合理

性 

ＳＶＯ 把字句 被字句 

有生對

有生 

不 

合理 

蒼蠅吃掉了青蛙 蒼蠅把青蛙吃掉了 青蛙被蒼蠅吃掉了 

有生對

有生 

合理 青蛙吃掉了蒼蠅  青蛙把蒼蠅吃掉了 蒼蠅被青蛙吃掉了 

有生對

無生 

不 

合理 

小英刺傷了玫瑰花 小英把玫瑰花刺傷

了 

玫瑰花被小英刺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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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對

無生 

合理 工人蓋好了城堡  工人把城堡蓋好了 城堡被工人蓋好了 

無生對

有生 

不 

合理 

城堡蓋好了工人  城堡把工人蓋好了 城堡被工人蓋好了 

無生對

有生 

合理 玫瑰花刺傷了小英  玫瑰花把小英刺傷

了  

小英被玫瑰花刺傷

了 

 

第三節 實驗流程 
一、中文母語者 

          受試者坐在⼀一台電腦前⾯面，同時看到螢幕上顯⽰示操作的指⽰示，及聽到實驗者

的⼝口述說明。︒｡⾸首先，受試者將先同時聽到和看到⼀一個句⼦子出現在畫⾯面中央，接著

此句⼦子將移到畫⾯面下⽅方，上⽅方將新增⼀一問題，在此兩句⼦子中間是⼀一個⼩小型的⼗十字。︒｡

(⾒見圖三-1)受試者的任務是從下⽅方句⼦子中找出答案回答問題，即答案會出現在句

⼦子的前段、︑､中間或後段，判斷前中後的依據是以⼗十字為標準，若答案出現在句⼦子

前段(⼗十字左側)，則受試者應按鍵盤 f，若答案出現在句⼦子中間(⼗十字正下⽅方)，則

受試者應按空⽩白鍵，若答案出現在句⼦子後段，則受試者應按 j 鍵。︒｡說明完畢，將

讓受試者練習 10 題，以題⽬目直接熟悉實驗操作，⼗十題練習題不包含在正式題⽬目

中。︒｡如有需要，受試者可練習⾄至完全準備好，再進⾏行正式實驗。︒｡正式實驗中，受

試者可⾃自由調配速度，整個實驗含軟硬體處理共計 40 分鐘。︒｡此實驗是以 e-prime

軟體完成，記錄受試者的回答以及反應時間。︒｡受試者將會作答 192 題，其中⽬目標

句問句⼀一半是「誰是做動作的？」、︑､「誰是接受動作的？」，平衡施事及受事判

斷。︒｡ 

 

二、 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中文學習者 

         西班⽛牙母語的受試者與中⽂文母語者的實驗操作不同處有⼆二，⼀一是實驗前填答

的語⾔言程度問卷不同(⾒見本章前段說明)，⼆二是語⾔言程度調查後，實驗者會向西語

母語者介紹 50 個實驗中使⽤用、︑､較具難度的詞彙，(⾒見圖三-2)⽬目的是為增加西語者

作答的流暢性。︒｡介紹完畢後，會在受試者同意的情況下，開始練習題，接下來的

程序，西班⽛牙語受試者與中⽂文母語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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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 受試者看到的實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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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 西語母語者實驗前的詞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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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闡論中⽂文母語者處理中⽂文的統計結果。︒｡第⼆二節，闡

論西⽂文母語者處理中⽂文的統計結果，第三節，⽐比較中⽂文及西⽂文母語者的主要

研究結果。︒｡本章將會呈現實驗後得到的結果，並搭配淺層結構假說、︑､夠⽤用就

好表徵、︑､競爭模型和擴展論元依賴假說作為理論依據，來探討中⽂文母語者及

西班⽛牙語者在中⽂文理解上的情況。︒｡ 

第一節 中文母語者處理中文 

          基於上述理論，本研究欲了解的有三個⾯面向：⼀一、︑､是否中⽂文母語受試者會

如競爭模型的相關研究(Chan， Lieven， & Tomasello， 2009; Laura M. Morett， 

2012)指出，以語意線索為主的語⾔言，即使在語序與有⽣生命性競爭的情形下，有

⽣生命性依然保持其最重要的地位。︒｡⼆二、︑､中⽂文母語受試者是否會如 C&F 的淺層

表徵(shallow representation)假說認為，在⾯面對不同的句法結構時，會影響其反

應時間和答題正確率，例如⾯面對較單純的 SVO 句時的反應時間會⽐比被字句的

要短，還是無論是把字句、︑､SVO 句還是被字句，受試者的正確率和反應時間皆

無顯著差異。︒｡三、︑､Ferreira (2003)的夠⽤用就好表徵(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則

指出 NVN 要表現得⽐比逆轉 NVN 表徵要好，本實驗觀察的是 SVO 句和把字句

在任何狀況下是否都⽐比被字句要好？和逆轉 NVN 表徵是否受合理性影響，即

被字句的不合理會顯著的表現較差？四、︑､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第⼀一階段，

根據簡化結構原則，結構較為主要的那個語序會佔優勢，因此受試者的

SVO 句和把字句是否答得⽐比被字句要好？第⼆二階段受試者會同時計算有

⽣生命性線索和句法線索，若發現有誤，則返回第⼀一階段重改語序模板，

⽽而在第三階段考慮合理性因素後，也可以重回第⼆二階段重新計算，最終

才形成⼀一最後解讀，因此語序較不主要的被字句和不合理的狀況是否影

響受試者的表現？  

 本節將分開探討受試者答案及其反應時間。︒｡ 

一、受試者答題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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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四-1 呈現的是中⽂文母語者在⾯面對不同的合理性(合理 P、︑､不合理 IP)、︑､句

型(SVO 基本句、︑､被字句 E、︑､把字句 B)和有⽣生命性(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AA、︑､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 AI、︑､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IA)變項時的答

題正確率以及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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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台灣人反應時間及正確率 

  台灣人   

  反應時間(mm) 正確率 

主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2530 0.97 

主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1725 0.99 

主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2215 0.95 

主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1905 1.00 

主動句/有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1933 1.00 

主動句/有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1674 0.99 

被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2601 0.95 

被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2511 0.96 

被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2158 0.97 

被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2572 0.97 

被動句/有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2364 0.96 

被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2458 0.97 

把字句/無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2555 0.97 

把字句/無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2150 0.99 

把字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1971 0.97 

把字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2291 0.97 

把字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2040 0.99 

把字句/有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196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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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格四-⼀一可以看出中⽂文母語受試者在⾯面對不同變項操弄時，達到百分百

正確率的是 SVO 基本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SAIIP)，

及 SVO 基本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SAAP)。︒｡接近百分

百的 99%正確率則有 SVO 基本句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

料(SIAIP)、︑､SVO基本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SAAIP)、︑､

把字句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BIAIP)、︑､把字句中有⽣生命

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BAAP)、︑､把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且不合理的材料(BAAIP)。︒｡受試者答題正確率達 97%的材料則有 SVO 基本句

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SIAP)、︑､被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

⽣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EAIP)、︑､被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不合理

的材料(EAIIP)、︑､被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EAAIP)、︑､

把字句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BIAP)、︑､把字句中有⽣生命施

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BAIP)、︑､把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

不合理的材料(BAIIP)。︒｡⽽而較低的正確率材料(96%或 95%正確率)則有，SVO

基本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SAIP)、︑､被字句中無⽣生命施

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EIAP)、︑､被字句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

不合理的材料(EIAIP)、︑､被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

(EAAP)。︒｡ 

 以羅吉斯混合模型(logit mixed model)分析受試者答案選擇是否受「⽣生命性」、︑､

「句型」和「合理性」三個操弄變項影響，並將「⽣生命性」、︑､「句型」和「合

理性」設為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受試者」、︑､「題⽬目」設為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 

 漢語母語者在所有因⼦子及其交互作⽤用操弄下，顯著性 P 值均⼤大於 0.05，未達

顯著⽔水準，表⽰示受試者在回答問題時，不受題⽬目中「⽣生命性」、︑､「句型」或

「合理性」的影響，各題正確率無顯著差異，接受「⽣生命性、︑､合理性、︑､句型

及其交互作⽤用對受試者的回答正確率無顯著影響」的虛無假設。︒｡(⾒見附錄表格) 

二、受試者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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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變數從「答對或答錯」的類別變項變成「反應時間」的連續變數時，使⽤用

⼀一般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不再執⾏行 logistic modeling，⽽而是

執 ⾏行 混 合 效 應 三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three-way ANOVA with mixed effect 

modeling)，將「⽣生命性」、︑､「句型」和「合理性」設為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

「受試者」設為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分析有⽣生命性、︑､合理性和句型對

漢語母語者的反應時間之效果，結果如表四-3，各細格描述統計如表四-3。︒｡

結果發現：「句型」對中⽂文母語者的有顯著效果，F (2, 348) =3.507，p= 0.031 

< 0.05，達顯著⽔水準，推翻「句型對受試者反應時間無顯著影響」的虛無假

設。︒｡Tukey HSD 事後⽐比較(⾒見表四-4)顯⽰示：SVO 句(M=14.02, SD=1362.24)顯著

地⼩小於被字句(M=2444, SD=1473)(p=0.026<0.05)，可⾒見被字句的反應時間⼤大

於 SVO 句。︒｡ 

表四-2 各細格描述統計 

 

 

生命性 

 

合理  不合理 

n M (SD)  n M (SD) 

把
字
句 

AA 50 2039.90 
(1259.313) 

 50 1959.57 
(1221.423) 

AI 50 2291.23 
(1627.661) 

 50 1970.86 
(1145.541) 

IA 50 2555.07 
(1850.277) 

 50 2149.75 
(1505.496) 

Ｓ
Ｖ
Ｏ 

AA 26 1933.15 
(954.540) 

 26 1759.9 
(874.741) 

AI 26 2214.85 
(1638.420) 

 26 1904.87 
(1418.757) 

IA 26 2529.72 
(1978.636) 

 26 1725.15 
(851.849) 

被
字
句 

AA 24 2364.34 
(1284.500) 

 24 2458.06 
(1543.532) 

AI 24 2158.40 
(1375.110) 

 24 2572.10 
(1601.269) 

IA 24 2601.49 
(1552.378) 

 

 24 2510.79 
(15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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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 句型、有生命性、合理性對漢語母語人士影響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句型 14539136.112 2 7269568.056 3.507 .031 .012 
生命性 6162497.255 2 3081248.627 1.486 .227 .005 
合理性 4681792.593 1 4681792.593 2.258 .133 .004 

句型*生命性 1331771.689 4 332942.922 .161 .958 .001 
句型*合理性 6514776.174 2 3257388.087 1.571 .209 .005 
生命性*合理性 4127028.819 2 2063514.410 .995 .370 .003 

句型*生命性*合理性 2033416.944 4 508354.236 .245 .913 .002 
誤差 1206468465.016 348 18.66    
總和 8563.32 359     

 

三、中文母語者的主要研究結果 

上述中⽂文母語者處理中⽂文的實驗結果對於本節初提出之問題，回答如下： 

1. 是否中⽂文母語受試者會如競爭模型的相關研究指出，以語意線索為主的語

⾔言，即使在語序與有⽣生命性競爭的情形下，有⽣生命性依然保持其最重要的地

位？ 

 因為受試者答案中沒有任何⼀一個變數的正確率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有⽣生命性、︑､

合理性和句型對母語者的答案選擇並不造成影響。︒｡但若以反應時間來看，被

字句確實要⽐比 SVO 句花上更⾧長的時間，⽽而其他語意線索(合理性、︑､⽣生命性)都

表四-4 句型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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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顯著影響受試者判斷，可推測中⽂文母語者在處理中⽂文時可能更加依賴句法

作為語⾔言線索。︒｡ 

2. 中⽂文母語受試者是否會如 C&F 的淺層表徵(shallow representation)假說認

為，在⾯面對母語的不同句法結構時，會影響其反應時間？ 

  本研究之反應時間結果⽀支持此假說，受試者在回答被字句時的反應時間確實

都顯著地久於把字句和 SVO 句。︒｡ 

3. Ferreira (2003)的夠⽤用就好表徵(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指出 NVN 要表

現得⽐比逆轉 NVN 表徵要好，中⽂文母語受試者是否在任何狀況下回答 SVO 句

和把字句，都⽐比被字句要好？和逆轉 NVN 表徵是否受合理性影響，即被字

句的不合理會顯著的表現較差？ 

  以受試者回答的正確率⽽而⾔言，因為任何⼀一變項及其交互作⽤用都沒有達到顯著

⽔水準，所以 SVO 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正確率並無顯著不同，同理，因為

合理性並不顯著，所以被字句在不合理和合理的情況下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然⽽而以反應時間⽽而⾔言，被字句的反應時間卻顯著的較 SVO 句要久，代表中

⽂文母語者在處理逆轉 NVN 句型⽐比正向 NVN 要久。︒｡ 

4. 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根據簡化結構原則，語⾔言中結構較為主要的那個語

序會佔優勢，因此中⽂文母語者的 SVO 句和把字句是否答得⽐比被字句要好？

⽽而根據優化解讀原則，即在及物事件中，較之無⽣生命論元，有⽣生命論元是施

事者的那個解讀會佔優勢，因此中⽂文母語者的 SVO 和把字句的 AI 和 AA，

以及被字句 IA 的正確率是否會⽐比 SVO 和把字句的 IA 和被字句的 AI 要好？ 

  因為正確率無⼀一變項顯著，看不出合理性、︑､⽣生命性和句型對中⽂文母語者造成的影

響。︒｡但是就反應時間⽽而⾔言，被字句的反應時間⾧長於 SVO 句代表其有可能符合簡化

結構原則，選擇中⽂文中主要的 SV 語序作為第⼀一模板，⽽而造成此結果。︒｡ 

第二節 西文母語者處理中文 

  近似於中⽂文母語者，基於上述理論，本研究欲了解的有三個⾯面向：⼀一、︑､是否

西⽂文母語受試者在處理中⽂文時，會使⽤用和中⽂文母語者相同的語⾔言線索？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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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如競爭模型⽂文獻指出，西⽂文母語者會以語意線索為主理解語⾔言，即使在語

序與有⽣生命性競爭的情形下，有⽣生命性依然保持其最重要的地位。︒｡⼆二、︑､西⽂文

母語中⽂文外語受試者是否會如 C&F 的淺層表徵(shallow representation)假說

認為，在有語意線索(如有⽣生命性和合理性線索)的題⽬目答得⽐比無語意線索的

要好要快，且任⼀一句法結構答題表現皆差不多。︒｡三、︑､Ferreira (2003)的夠⽤用就

好表徵(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雖是對母語者進⾏行的實驗，然⽽而本實驗也

將觀察外語學習者使否⽀支持其研究結果，即 SVO 句和把字句在任何狀況下

是否都⽐比被字句要好，和逆轉 NVN 表徵是否受合理性影響，即被字句的不

合理會顯著的表現較差。︒｡四、︑､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根據簡化結構原則，結

構較為主要的那個語序會佔優勢，因此外語學習者的 SVO 句和把字句是否

答得⽐比被字句要好？⽽而根據優化解讀原則，即在及物事件中，較之無⽣生命論

元，有⽣生命論元是施事者的那個解讀會佔優勢，因此 SVO 和把字句的 AI 和

AA，以及被字句的 IA 的正確率是否會⽐比 SVO 和把字句的 IA 和被字句的 AI

要好？ 

 本節將分開探討受試者答案及其反應時間。︒｡ 

一、受試者答題正確率 

 表格⼆二呈現的是西班⽛牙⽂文母語的中⽂文學習者在⾯面對不同的中⽂文句⼦子，且在操

弄其合理性(合理 P、︑､不合理 IP)、︑､句型(SVO 基本句、︑､被字句 E、︑､把字句 B)

和有⽣生命性(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AA、︑､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 AI、︑､無

⽣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IA)變項時的答題正確率以及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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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5 西班牙人反應時間及正確率 

  西班⽛牙⼈人 
 

  反應時間(mm) 正確率 

主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10170 0.82 

主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6285 0.83 

主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7604 0.80 

主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6551 0.80 

主動句/有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6984 0.84 

主動句/有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5051 0.81 

被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5256 0.89 

被動句/無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7656 0.86 

被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4357 0.89 

被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5622 0.88 

被動句/有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4994 0.89 

被動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4185 0.88 

把字句/無生命對有生命/合理 7022 0.86 

把字句/無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7145 0.86 

把字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5684 0.86 

把字句/有生命對無生命/不合理 5658 0.90 

把字句/有生命對無生命/合理 6028 0.90 

把字句/有生命對有生命/不合理 480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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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5 呈現出西班⽛牙⽂文母語的中⽂文學習者在處理中⽂文時且⾯面對不同變項操

弄時的答題正確率：⾼高過九成的有三項且皆為把字句，⼀一共是把字句中有⽣生

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BAIIP, 90%)、︑､把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

⽣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BAAP, 90%)和把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

不合理的材料(BAAIP, 93%)。︒｡接近九成的則有九項：被字句中無⽣生命施事對

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EIAP, 89%)、︑､被字句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

不合理的材料(EIAIP, 86%)、︑､被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

料(EAIP, 89%)、︑､被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EAIIP, 

88%)、︑､被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EAAP, 89%)、︑､被字

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EAAIP, 88%)、︑､把字句中無⽣生

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BIAP, 86%)、︑､把字句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

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BIAIP, 86%)、︑､把字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合

理的材料(BAIP, 86%)。︒｡其餘的則是 8 成左右的答題正確率：SVO 基本句中有

⽣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SAIIP, 80%)、︑､SVO 基本句中有⽣生命

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合理的材料(SAAP, 84%)、︑､ SVO 基本句中無⽣生命施事對

有⽣生命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SIAIP,83%)、︑､SVO 基本句中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

受事且不合理的材料(SAAIP, 81%)、︑､SVO 基本句中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且合理的材料(SIAP,82%)、︑､SVO 基本句中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合理的

材料(SAIP, 80%)。︒｡ 

  同樣以羅吉斯混合模型(logit mixed model)，將「⽣生命性」、︑､「句型」和「合

理性」設為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受試者」、︑､「題⽬目」設為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分析受試者答案選擇是否受「⽣生命性」、︑､「句型」、︑､「合理性」和

「熟練度」四個操弄變項影響。︒｡結果請⾒見下表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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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6 西文母語者處理中文的 LLM 結果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中⾼高級比初級                               2.4680     1.3463   1.833 0.066773 .       

AI 比 AA:SVO 比把字句                       2.4303     1.2573   1.933 0.053244 .       

AI 比 AA:被字句比把字句                    2.2303     1.2572   1.774 0.076060 .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                      -2.0934     1.2456  -1.681 0.092831 .     

IA 比 AI                                  -3.0719     1.1177  -2.749  0.00599 **  

AA 比 AI                                  -2.6882     1.1557  -2.326  0.02002 *    

AA 比 AI:把字句比 SVO                      2.4607     1.2622   1.950  0.05123 .      

AA 比 AI:中⾼高級比初級                      2.1695     1.2527   1.732  0.08330 .   

Signif. codes:  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從上表四-6 可知，有兩變項「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有⽣生命施事對無

⽣生命受事(AI)」(p<0.005)、︑､「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有⽣生命施事對無

⽣生命受事(AI)」(p<0.02)達到顯著⽔水準。︒｡前者顯著的意思是在其他因素維持相

同下，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相較於有⽣生命施

事對無⽣生命受事(AI)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0.046 倍。︒｡所以如果有⽣生命

施事對無⽣生命受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100%，那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

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4.63%，答對的機率⽐比較低，這個降低的機率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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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同理，後者指的是在其他因素維持相同下，有⽣生命施事

對有⽣生命受事(AA)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相較於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0.068 倍。︒｡所以如果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100%，那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的受試者答對的

機率是 6.80%，答對的機率⽐比較低，這個降低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除了上述兩個達顯著差異的變項外，還有六個變項呈現邊際顯著(.01<p<.05)，

雖說邊際顯著的結果在「顯著性決斷」的邏輯之下應不被報告的，但是邊際

顯著仍可以告訴我們⼀一些趨勢和可能性。︒｡⾸首先，在其他因素維持相同下，⾼高

級學習者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相較於初級學習者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它的 11.79 倍。︒｡所以如果初級學習者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那⾼高級學習

者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8.99%，答對的機率⽐比較⾼高，這個提⾼高的機率達到

統計上的邊際顯著。︒｡再來，在其他因素維持相同下，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

事(AI)且基本句型 SVO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相較於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

事(AA)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11.36 倍。︒｡所以如果有⽣生命

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那有⽣生命施事對

無⽣生命受事且基本句型 SVO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6.81%，答對的機率⽐比

較⾼高，這個提⾼高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邊際顯著。︒｡與其相似的，在其他因素維

持相同下，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且被字句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相

較於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93.02 倍。︒｡所以如果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

是1%，那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被字句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93.02%，

答對的機率⽐比較⾼高，這個提⾼高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邊際顯著。︒｡在程度與有⽣生

命性條件的⽐比較上，在其他因素維持相同下，⾼高級學習者且有⽣生命施事對無

⽣生命受事(AI)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相較於初級學習者且有⽣生命施事對有⽣生

命受事(AA)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0.12 倍。︒｡所以如果初級學習者且有

⽣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100%，那⾼高級學習者且有⽣生

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12.32%，答對的機率⽐比較低，這

個降低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邊際顯著。︒｡在其他因素維持相同下，有⽣生命施事

對有⽣生命受事(AA)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相較於有⽣生命施事對無

⽣生命受事(AI)且基本句型 SVO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11.71 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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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基本句型 SVO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

那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8.56%，答對

的機率⽐比較⾼高，這個提⾼高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邊際顯著差異。︒｡最後，在其他

因素維持相同下，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且初級學習者的受試者答對

的機率，相較於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且⾼高級學習者的受試者答對的

機率，是它的 8.75 倍。︒｡所以如果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高級學習者的受

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那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初級學習者的受試者

答對的機率是 43.77%，答對的機率⽐比較⾼高，這個提⾼高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邊

際顯著差異。︒｡ 

 

圖四-1 西班牙母語者正確率的交互作用 

 

二、反應時間 

 當變數從「答對或答錯」的類別變項變成「反應時間」的連續變數時，使⽤用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不再執⾏行 logistic modeling，⽽而是執⾏行混合效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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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變異數分析(three-way ANOVA with mixed effect modeling)，將「⽣生命性」、︑､

「句型」和「合理性」設為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受試者」、︑､「題⽬目」

設為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分析有⽣生命性、︑､合理性和句型對西班⽛牙母語

⼈人⼠士的反應時間之效果，結果如表四-8，各細格描述統計如表四-7。︒｡結果發

現：(1)「⽣生命性」對西班⽛牙母語⼈人⼠士的反應時間有顯著效果，F (2, 546) =3.615，

p= 0.028 < 0.05，達顯著⽔水準，推翻「⽣生命性對西班⽛牙語母語者反應時間無顯

著影響」。︒｡Tukey HSD 事後⽐比較(⾒見表四-9)顯⽰示：IA(M=7203, SD=9043)顯著

地⼤大於 AA(M=6056, SD=5531)(p=0.028<0.05)，可⾒見 IA 的反應時間⾧長於 AA。︒｡

(2)⼆二因⼦子交互作⽤用分析顯⽰示：「合理性*句型」在西班⽛牙母語者的反應時間

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F (2, 546) =3.157，p= 0.043 < 0.05，達顯著⽔水準，推翻

「合理性與句型對西班⽛牙語母語者反應時間無顯著影響」。︒｡由於「合理性*

句型」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進⾏行單純主效果(simple main effect) 檢定，結

果如表四-10。︒｡西班⽛牙母語者在回答 SVO 句時，合理性有顯著單純主效果，F 

(2, 546) =4.22，p= 0.04 < 0.05；SVO 合理( M = 8252.65, SD = 9637.50)，⼤大於

SVO 不合理( M = 5962.36, SD = 3612.91)。︒｡西班⽛牙母語者在回答合理的句⼦子時，

句型有顯著單純主效果，F (2, 546) =4.78，p= 0.008 < 0.01；SVO 合理( M = 

8252.65, SD = 9637.50)，⼤大於把字句合理( M = 6244.65 SD =4127.89)，，⼤大於

被字句合理( M = 4868.86, SD = 37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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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7 西班牙母語者各細格描述統計 

 

 

生命性 

 

合理  不合理 

n M (SD)  n M (SD) 

把
字
句 

AA 47 6028.14 
(3741.646) 

 47 4801.16 
(2648.457) 

AI 47 5684.20 
(3356.37) 

 47 5657.92 
(4658.090) 

IA 47 7021.60 
(5060.495) 

 47 7145.01 
(10162.039) 

Ｓ
Ｖ
Ｏ 

AA 23 6983.74 
(4748.873) 

 23 5051.49 
(2067.403) 

AI 23 7604.13 
(5001.450) 

 23 6550.58 
(4943.266) 

IA 23 10170.09 
(15282.509) 

 23 6285.00 
(3209.057) 

被
字
句 

AA 24 4993.59 
(4555.105) 

 24 4185.15 
(2580.130) 

AI 24 4356.73 
(3286.139) 

 24 7655.52 
(12199.501) 

IA 24 5256.28 
(3360.353) 

 24 7655.52 
(12199.501) 

 

表四-8 句型、有生命性、合理性對西語母語人士影響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句型 157651055.136 2 78825527.568 1.836 .160 .007 
生命性 310391487.808 2 155195743.904 3.615 .028 .013 
合理性 15158555.653 1 15158555.653 .353 .553 .001 

句型*生命性 29096737.042 4 7274184.261 .169 .954 .001 
句型*合理性 271006153.668 2 135503076.834 3.157 .043 .011 
生命性*合理性 90658778.360 2 45329389.180 1.056 .349 .004 

句型*生命性*合理性 104062487.991 4 26015621.998 .606 .658 .004 
誤差 23438585898.864 546 42927813.002    
總和 8563.32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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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 「句型×合理性」在語句理解反應時間上之單純主效果分析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合理      
at 把字句 9999728.01  1 9999728.01  0.23  0.6295  0.0004  
at SVO 180968329.34  1 180968329  4.22  0.0405  0.0077  
at 被字句 95633534.98  1 95633534  2.23  0.1361  0.0041  

句型      
at 合理 410373086.97  2 205186543.4 4.78  0.0088  0.0172  

at 不合理 20629985.74  2 10314992.87  0.24  0.7865  0.0009  
誤差 23438585898.864 546 42927813.002    

表四-9 生命性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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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2 西班牙母語者句型和合理性之反應時間交互作用 

三、西文母語者的主要研究結果 

 上述西⽂文母語者處理中⽂文的實驗結果對於本節初提出之問題，回答如

下： 

1.是否如競爭模型⽂文獻指出，西⽂文母語者會以語意線索為主理解語⾔言，即

使在語序與有⽣生命性或合理性競爭的情形下，有⽣生命性或合理性依然會

勝出？ 

  本研究在正確率及反應時間上都顯⽰示，西⽂文母語者會以語意線索為主理

解語⾔言。︒｡因為從正確率結果來看，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比起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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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的答對率是具顯著性的⾼高、︑､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

受事(AI)⽐比起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的答對率也是具顯著性的⾼高，

⽽而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是有⽣生命性操弄下效度最⾼高的語⾔言線索，

⽽而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則不具有⽣生命性提⽰示，無⽣生命施事對有

⽣生命受事(IA)則是效度遠低於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的有⽣生命性語

⾔言線索。︒｡再來，以反應時間⽽而⾔言，學習者在處理中⽂文時，在⾯面對有⽣生命

性線索-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時，要⽐比⾯面對不帶有⽣生命性提⽰示的

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要久，代表其會優先考慮有⽣生命性線索，

⽽而在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中並無此線索，因此求助於其他線索，

相反的，正因為西語學習者會優先選擇有⽣生命性提⽰示的線索，因此遇到

違反預期的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狀況時，就會花更久的時間處理。︒｡

⾄至於受試者對有⽣生命性提⽰示的線索預期為何是較能接受 AI 勝過 IA，則

可⾒見於 Dowty(1991:572, (27,28))對施事者和受試者的理型特性歸納-施事

者的理型特性有五：(1) 在事件中具意志⼒力(2)具感知⼒力(3)致使其他參與者

的事件或狀態改變(4)能移動 (尤其是跟其他參與者之間的位置) (5) 獨⽴立

存在於由動詞命名的事件中；受事者的理型特性也有五：(1) 經歷狀態改

變(2)遞增的主題(3)受另⼀一參與者的因果影響(4)相對於另⼀一個參與者是靜

⽌止的(5)不獨⽴立存在於事件中，或完全不存在。︒｡由上述特性可知，有⽣生命

性的名詞會⽐比無⽣生命性的名詞要更接近施事者的⾓角⾊色，反之，無⽣生命性

受試者更接近的事受試者的⾓角⾊色，這說明了為什麼 IA ⽐比起 AI 較違反受

試者對⾓角⾊色的預期。︒｡ 

  另外，合理性也對西班⽛牙母語者的反應時間形成顯著影響，⾯面對合理句

時，他們在處理 SVO 句的時間，久於把字句，久於被字句，⽽而且在 SVO

句時，合理的句⼦子會⽐比不合理的句⼦子花上更多時間。︒｡這使我們不能輕易

排除句型對西班⽛牙母語者造成的影響，因此仍無法斷⾔言實驗發現可否全

然⽀支持或反對競爭模型，後續討論請⾒見第五章。︒｡ 

2. 西 ⽂文 母 語 中 ⽂文 外 語 受 試 者 是 否 如 C&F 的 淺 層 表 徵 (shallow 

representation)假說認為，在有語意線索(如有⽣生命性和合理性線索)的題⽬目

答得⽐比無語意線索的要好要快，且在回答任⼀一句法結構時，答題表現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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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僅部分⽀支持此假說，⽀支持的原因同上，效度最⾼高的 AI 線索正確

率都⾼高於 IA 和 AA，代表有⽣生命性對⽐比線索確實幫助受試者有效提升其

正確率。︒｡然⽽而不⽀支持的地⽅方在於，具有⽣生命性線索的 IA ⽐比 AA 在反應上

需要花費更⾧長的處理時間，代表有⽣生命性對⽐比並不是其唯⼀一的處理策略。︒｡

且在不同句型正確率並無顯著差異的前提下，⾯面對合理句時，他們在處

理 SVO 句的時間，久於把字句，久於被字句，代表有句法線索的句⼦子反

⽽而被受試者有效運⽤用，減少反應時間。︒｡還有，在 SVO 句時，合理的句⼦子

會⽐比不合理的句⼦子花上更多時間，代表在沒有任何語義線索的 SVO 句時，

合理性才會對其判斷有較顯著的影響。︒｡ 

3. 外語學習者的表現是否⽀支持 Ferreira (2003)的夠⽤用就好表徵(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的研究結果，即 SVO 句和把字句在任何狀況下是

否都⽐比被字句要好，和逆轉 NVN 表徵是否受合理性影響，即被字句的不 

合理會顯著的表現較差？ 

  此結果可以部分同意「夠⽤用就好表徵」，即同意學習者會在有⽣生命性上

使⽤用夠⽤用就好表徵，但是句型和逆轉 NVN 的變項卻也沒有顯著得較低。︒｡

另外，在不同句型正確率並無顯著差異的前提下，⾯面對合理句時，他們

在處理 SVO 句的時間，久於把字句，久於被字句，被字句最快的結果代

表他們並不會優先使⽤用 NVN 捷思法。︒｡還有，在 SVO 句時，合理的句⼦子

會⽐比不合理的句⼦子花上更多時間，代表在沒有任何語法標記時，他們也

不會使⽤用 NVN 捷思法處理語句，⽽而是選擇以合理性判斷，且合理的狀況

下，他們會去思考更多可能。︒｡ 

4. 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第⼀一階段，根據簡化結構原則，結構較為主要

的那個語序會佔優勢，因此外語學習者的 SVO 句和把字句是否答得⽐比被

字句要好？第⼆二階段受試者會同時計算有⽣生命性線索和句法線索，若發

現有誤，則返回第⼀一階段重改語序模板，且根據優化原則，⼈人們傾向選

擇有⽣生命之論元作為施事者，⽽而在第三階段考慮合理性因素後，也可以

重回第⼆二階段重新計算，最終才形成⼀一最後解讀，因此語序較不主要的

被字句和不合理的狀況是否影響受試者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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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正確率結果來看，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比起無⽣生命施事對有

⽣生命受事(IA)的答對率是具顯著性的⾼高、︑､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比

起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的答對率也是具顯著性的⾼高，代表有⽣生

命論元作為施事者的解讀確實較受到學習者的青睞，且受事者為無⽣生命

論元也符合優化原則的定義，因此 IA ⽐比 AA 需要更多時間處理。︒｡ 

  反應時間部分⽽而⾔言，合理性對西班⽛牙母語者有顯著效果，⼀一是⾯面對合理

句時，他們在處理 SVO 句的時間，久於把字句，久於被字句，代表被字

句在第⼀一階段的模板設⽴立及第⼆二階段的句法處理應無障礙，⽽而且在 SVO

句時，合理的句⼦子會⽐比不合理的句⼦子花上更多時間，代表第三階段的合

理性處理，若是在沒有其他句法線索的時候，合理句會⽐比不合理句更花

時間，或許是因為不合理句就有不合理可以作為判斷依據。︒｡承上，此研

究發現與本⽂文預測不同，可進⼀一步討論本結果是否仍吻合此模型之假

設。︒｡ 

第三節 中文及西文母語者的主要研究結果比較 

一、受試者答題正確率 

以羅吉斯混合模型(logit mixed model)，將「⽣生命性」、︑､「句型」、︑､「合

理性」和「語⾔言程度」設為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受試者」、︑､「題⽬目」

設為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分析受試者答案選擇是否受「⽣生命性」、︑､

「句型」、︑､「合理性」和「語⾔言程度」四個操弄變項影響。︒｡結果請⾒見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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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1   漢語母語、西班牙中高級和初級漢語程度者之 LLM 結果 

 

 

 

 從上表可知，「中⾼高級⽐比初級:SVO ⽐比把字句」(p<0.005)，意思是在其

他因素維持相同下，中⾼高級且回答基本句型 SVO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

相較於初級且回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17.26 倍。︒｡所

以如果中⾼高級且回答基本句型 SVO 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5%，那中⾼高

級且基本句型 SVO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86.32%，答對的機率⽐比較⾼高，

這個提⾼高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除了上述達顯著差異的變項外，

還有兩個變項呈現邊際顯著(.01<p<.05)，雖說邊際顯著的結果在「顯著

性決斷」的邏輯之下應不被報告的，但是邊際顯著仍可以告訴我們⼀一

些趨勢和可能性。︒｡⾸首先，在其他因素維持相同下，中⾼高級且回答有⽣生

命施事無⽣生命受事(AI)的受試者的答對機率，相較於初級且⾯面對有⽣生命

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的 21.76 倍。︒｡所以如果

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把字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3%，那有

⽣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基本句型 SVO 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65.29698%，答對的機率⽐比較⾼高，這個提⾼高的機率達到統計上的邊際顯

著。︒｡再來，在其他因素維持相同下，中⾼高級且回答有⽣生命施事無⽣生命

                             

(Intercept) 

Estimate Std.Er z value Pr(>|z|) 

** 3.88E+00 1.27E+00 3.051 0.00228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 -2.73E+00 1.66E+00 -1.646 0.09986 . 

中⾼高級比初級:SVO 比把字句 -3.88E+00 1.66E+00 -2.338 0.0194 *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SVO

比把字句 3.82E+00 1.99E+00 1.921 0.054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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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事(AI)且⾯面對 SVO 句型的受試者的答對機率，相較於初級且⾯面對有

⽣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和把字句句型的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它

的 68.45776 倍。︒｡所以如果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且把字句型的受試

者答對的機率是 1%，那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且基本句型 SVO 的

受試者答對的機率是 68.45776%，答對的機率⽐比較⾼高，這個提⾼高的機率

達到統計上的邊際顯著。︒｡ 

 

圖四-2 三組受試者交互作用圖 

二、反應時間 

  當變數從「答對或答錯」的類別變項變成「反應時間」的連續變數時，使⽤用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不再執⾏行 logistic modeling，⽽而是執⾏行混合效應四

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 with mixed effect modeling)，將「⽣生命性」、︑､「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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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合理性」和「語⾔言程度」設為固定效應(fixed effects)，「受試者」、︑､

「題⽬目」設為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s)，⽤用以⽐比較在有⽣生命性、︑､合理性、︑､句

型和語⾔言程度三個變數不同分組下，反應時間是否存在統計上顯著差異。︒｡ 

  下表四-13 顯⽰示：(1)「語⾔言程度」對反應時間的⾧長短有顯著效果，F(2, 

1146)=71.538，p<.001，達顯著⽔水準，推翻「語⾔言程度對受試者反應時間無顯

著影響」的假設。︒｡Tukey HSD(⾒見表格四-14)事後⽐比較顯⽰示西班⽛牙漢語初級者

(M=6914.38, SD=4151.98) 的 反 應 時 間 顯 著 地 ⾧長 於 西 班 ⽛牙 漢 語 中 ⾼高 級 者

(M=5841.97, SD=7563.44) ， 也 顯 著 地 ⾧長 於 漢 語 母 語 者 (M=2190.07, 

SD=1444.40)(2)三因⼦子交互作⽤用分析顯⽰示：「語⾔言程度*合理性*句型」在反應

時間上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F(4, 1146)=3.074 的顯著性 P 值為 0.016 < 0.05，

達顯著⽔水準，推翻「句型、︑､合理性與語⾔言程度對受試者反應時間無顯著影響」

的假設。︒｡句型、︑､合理性與語⾔言程度交互作⽤用圖如圖四-3、︑､四-4、︑､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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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3 生命性、句型、合理性和語言程度對反應時間之 ANOVA 

 

依變數:   反應時間   

來源 ⾃自由度 F 顯著性 

句型 

有⽣生命性 

合理性 

語⾔言程度 

2 

2 

1 

2 

1.095 

4.723 

0.847 

71.538 

.335 

.009 

.358 

.000 

句型 * 語⾔言程度 4 .828 .507 

有⽣生命性 * 語⾔言程度 4 1.962 .098 

合理性 * 語⾔言程度 2 1.061 .347 

句型*有⽣生命性*語⾔言程度 8 .354 .944 

句型*合理性*語⾔言程度 4 3.074 .016 

有⽣生命性*合理性*語⾔言程度 4 .333 .856 

句型*有⽣生命性*合理性*語⾔言

程度 
8 .887 .527 

誤差 1110   

總計 1164   

a. R 平⽅方 = .203（調整的 R 平⽅方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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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4 語言程度事後比較 

依變數:   反應時間   

 

(I) 語

⾔言 程

度 

(J) 語

⾔言 程

度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Tukey 

HSD 

初級 中 ⾼高

級 
411.811305 .025 106.04607 

2038.8869

1 

母語 
382.582478 .000 

3826.4852

9 

5622.1403

1 

中 ⾼高

級 

初級 
411.811305 .025 

-2038.8869

1 

-106.0460

7 

母語 
309.602348 .000 

2925.2853

2 

4378.4073

0 

母語 初級 
382.582478 .000 

-5622.1403

1 

-3826.485

29 

中 ⾼高

級 
309.602348 .000 

-4378.4073

0 

-2925.28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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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 西班牙漢語初級者之合理＊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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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 西班牙漢語中高級者之合理＊句型 

 進⼀一步進⾏行單純交互作⽤用檢定，結果如表四-15 對漢語初級和漢語母語者來

說，句型*合理性沒有顯著單純交互作⽤用效果。︒｡對漢語中⾼高級來說，句型*合

理性有顯著單純交互作⽤用效果，F(4,1146)=2.86，p=0.0224<.05。︒｡ 

由於句型*合理性有顯著單純交互作⽤用，進⼀一步進⾏行單純單純主要效果

(simple simple main effect)，結果如表四-16 和表四-17。︒｡對回答合理題且為中

⾼高級的受試者⽽而⾔言，句型有顯著單純單純主效果(⾒見表四-17)，F(2,1146)= 11.07，

p=0.0000<0.001；合理中⾼高級 SVO 句(M=9464, SD=3962)⼤大於合理中⾼高級把字

句(M=5714, SD=16680)，⼤大於合理中⾼高級被字句(M=4828, SD=3808)。︒｡對回答

SVO 句且為中⾼高級的受試者⽽而⾔言，合理性有顯著單純單純主效果(⾒見表四-16)，

F(2,1146)= 6.64，p=0.0076<0.001；合理中⾼高級 SVO 句(M=9464, SD=16680)⼤大

於不合理中⾼高級 SVO 句(M=4213, SD=2274)。︒｡對回答不合理句的中⾼高級受試

者，句型沒有顯著單純單純主效果，F(2,1146)= 2.39，p=o.o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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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5 句型、合理性、語言程度在反應時間上之「單純交互作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句型×合理性       
at 漢語初 -2924417  4 73 3.36 0.75 0.0118 
at 漢中高 2493611  4 623402 2.86 0.0224 0.0099 
at 漢母語 8092213  4 202305 0.09 0.9847 0.0003 
誤差 6493.86 348 18.66    

 

表四-16 合理性下，語言程度和句型之「單純單純主效果」分析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2 
合理性  
at 初級 

    
 

 

at把字句 4517721  2 225886  1.04  0.3550  0.0018  
at SVO 2376061  2 118803  0.55  0.5799  0.0010  

at被字句 1512424  2 756212  3.47  0.0314  0.0060  
合理性  
at 中高級 

    
 

 

at把字句 872784.3  2 436392  0.02  0.9802  0.0000  
at SVO 2895165  2 144758  6.64  0.0076  0.0115  

at被字句 8601683  2 430084  1.97  0.1394  0.0034  
合理性  
at 母語 

    
 

 

at把字句 5427116.  2 271355  0.12  0.8829  0.0002  
at SVO 7177620.  2 358881  0.16  0.8482  0.0003  

at被字句 695576.0  2 347788  0.02  0.9842  0.0000  
誤差 6493.86 348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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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7 句型下，語言程度和合理性之「單純單純主效果」分析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ηp
2 

句型  
at 合理  

    
  

at 初級 3966250  2 198312  0.91  0.4028  0.0016  

at 中高級 4826264  2 241313  11.07  0.0000  0.0190  

at 母語 832884.0  2 416442  0.02  0.9811  0.0000  

句型  
at 不合理  

    
  

at初級 7833084  2 391654  1.80  0.1662  0.0031  

at 中高級 1043398  2 521699  2.39  0.0917  0.0042  

at母語 2047008  2 102350  0.47  0.6253  0.0008  

 

承上，以下說明本研究結果對研究問題的回答 

⼀一、︑､是否中⽂文母語受試者會如競爭模型的相關研究(Chan， Lieven， & Tomasello， 

2009; Laura M. Morett， 2012)指出，以語意線索為主的語⾔言，即使在語序與

有⽣生命性競爭的情形下，有⽣生命性依然保持其最重要的地位。︒｡且是否西⽂文母

語受試者在處理中⽂文時，會使⽤用和中⽂文母語者相同的語⾔言線索？及是否如競

爭模型⽂文獻指出，西⽂文母語者會以語意線索為主理解語⾔言，即使在語序與有

⽣生命性競爭的情形下，有⽣生命性依然保持其最重要的地位？ 

  西語和中⽂文母語⼈人⼠士在答題正確率與反應時間的表現上有差異。︒｡這個現象尤

其表現在反應時間上，漢語初級程度的西班⽛牙⼈人明顯花了最多的時間在回答

各項問題，⽽而漢語母語者則顯著地花最少時間。︒｡在個別分析漢語母語和西班

⽛牙語母語者時，可看到中⽂文母語者僅在句型的反應時間上有顯著，即被字句

處理得⽐比把字句和 SVO 句都要久，顯⽰示中⽂文母語者在⾯面對有⽣生命性線索和

合理性等語意線索時，並不受影響。︒｡⽽而在個別分析西班⽛牙語母語者時，他們

在處理中⽂文時，無論在正確率還是反應時間上，顯著的數值都出現在具有⽣生

命性線索的變項上，例如 AI 線索正確率都⾼高於 IA 和 AA，IA 變項處理得⽐比

AA 變項要久。︒｡在合併分析三程度組(漢語母語、︑､中⾼高級、︑､初級)時，西班⽛牙中

⾼高級程度者則是顯著地⽐比起另外兩組受到句型和合理性因素影響，即在合理

狀況下，處理 SVO 句的時間⽐比把字句⾧長，處理把字句的時間則⼜又⽐比被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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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及在處理 SVO 句時，合理句的處理時間會⽐比不合理句的處理時間要

⾧長。︒｡ 

 因此，以競爭模型的觀點⽽而⾔言，本研究結果顯⽰示中⽂文母語⼈人⼠士與過往⽂文獻

(Chan, Lieven, & Tomasello， 2009; Laura M. Morett， 2012; Li, P., Bates, E., & 

MacWhinney, B. 1993)認為的以語意線索為重不同，本研究發現中⽂文母語者在

處理中⽂文時可能更加依賴句法作為語⾔言線索。︒｡⾄至於西⽂文母語者的研究結果則

或許與過往⽂文獻相同，因為在個別分析兩語⾔言時，正確率及反應時間數據都

顯⽰示，西⽂文母語者會以語意線索為主理解中⽂文，即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

(AI)⽐比起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的答對率是具顯著性的⾼高、︑､有⽣生命施事

對無⽣生命受事(AI)⽐比起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的答對率也是具顯著性

的⾼高。︒｡但是在合併三組分析時，合理性和句型都會影響中⾼高級程度的受試者

判斷，因此難以斷⾔言西班⽛牙⼈人依賴的線索究竟是⽣生命性、︑､合理性還是句型，

但⾄至少可以初步排出合理性這個因素，原因如下：⾸首先，為什麼在合理的狀

況下，簡單的 SVO 句花的時間卻⽐比逆轉 NVN 的被字句要⾧長？可能的答案為

其依賴的並⾮非是合理性，⽽而是句型的提⽰示標記如把和被，再說中⾼高級受試者

在缺少任何句型特殊標記提⽰示的狀況下，處理合理句時花的時間⽐比不合理句

花的時間也顯著地要久的這個現象也可以作為這個猜測的證據。︒｡但儘管排除

掉對合理性的依賴，仍無法確認西班⽛牙⼈人究竟會優先使⽤用⽣生命性還是句型作

為線索，因此在下⼀一章，將會進⼀一步討論這個現象。︒｡ 

⼆二、︑､中⽂文母語受試者是否會如 C&F的淺層表徵(shallow representation)假說認為，

在⾯面對不同的句法結構時，會影響其反應時間和答題正確率，例如⾯面對較單

純的 SVO 句時的正確率會⽐比被字句的正確率要⾼高，還是無論是把字句、︑､SVO

句還是被字句，受試者的正確率和反應時間皆無顯著差異？⽽而西⽂文母語者理

解中⽂文時是否會如 C&F 的淺層表徵(shallow representation)假說認為，在有語

意線索(如有⽣生命性和合理性線索)的題⽬目答得⽐比無語意線索的要好要快，且

任⼀一句法結構答題表現皆差不多？ 

  以 C&F 的淺層表徵(shallow representation)假說⽽而⾔言，個別分析下的中⽂文母

語者反應時間結果⽀支持此假說，因為受試者在回答被字句時的反應時間確實

都顯著地久於把字句和 SVO 句。︒｡⽽而個別分析下的西班⽛牙母語在本研究僅部

分⽀支持此假說，⽀支持的原因是僅有有⽣生命性線索變項達顯著，例如效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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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I 線索正確率都⾼高於 IA 和 AA，句法變數及其交互作⽤用則不顯著，不⽀支

持的地⽅方在於，具有⽣生命性線索的 IA ⽐比 AA 在反應上卻需要花費更⾧長的處理

時間。︒｡然⽽而在三組受試者合併分析中，漢語中⾼高級的學習者則是與淺層表徵

假說相異，⾸首先，這組受試者顯著地受到句型的影響，不同的句法結構會影

響他們的反應時間；再來其在不合理的題⽬目，花的時間也⽐比合理的題⽬目要短，

⽽而在合理及不合理的題⽬目中，正確率則是兩者無顯著差異。︒｡ 

三、︑､Ferreira (2003)的夠⽤用就好表徵(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則指出母語者的

NVN 要表現得⽐比逆轉 NVN 表徵要好，本實驗觀察的是 SVO 句和把字句在

任何狀況下是否都⽐比被字句要好？和逆轉 NVN 表徵是否受合理性影響，即

被字句的不合理會顯著的表現較差？ 

  除了母語者外，外語學習者是否也⽀支持這個研究結果，即 SVO 句和把字句

在任何狀況下是否都⽐比被字句要好，和逆轉 NVN 表徵是否受合理性影響，

即被字句的不合理會顯著的表現較差？ 

 站在 Ferreira (2003)的夠⽤用就好表徵(good enough representation)的觀點，個別

分析之中⽂文母語受試者回答的反應時間顯⽰示，被字句的反應時間卻顯著的較

把字句和ＳＶＯ句要久，但在這三類句型都仍是簡單句的結構下，受試者卻

因為句型⽽而花了較久的時間處理，代表其並不是單純由語意處理中⽂文，由此

可說明並無法⽀支持「夠⽤用就好表徵」。︒｡⽽而個別分析下的西班⽛牙⽂文母語者僅部

分⽀支持此理論，因為在有⽣生命性線索且符合預期的 AI 條件下，受試者在 SVO

句和被字句的回答正確率都要⾼高於沒有⽣生命性線索(AA)把字句的正確率，即

同意學習者會在有⽣生命性上使⽤用夠⽤用就好表徵，但是句型和逆轉 NVN 卻也

不如 Ferreira (2003)所說會影響受試者的判斷。︒｡在三組的合併分析中，合理情

況下，漢語中⾼高級學習者在處理不同句型並不如 Ferreira (2003)所預測，逆轉

NVN 的被字句正確率⽐比較差反應時間⽐比較慢，本研究反⽽而發現被字句的處

理時間是短於把字句和 SVO 句的，正確率上則無顯著差異。︒｡ 

四、︑､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第⼀一階段，根據簡化結構原則，結構較為主要的那個

語序會佔優勢，因此母語受試者的 SVO 句和把字句是否會⽐比被字句答得要

好？外語學習者若視其對漢語結構的理解與掌握，初級與中⾼高級者表現應有

落差，中⾼高級者應較接近母語者表現？第⼆二階段受試者會同時計算有⽣生命性

線索和句法線索，若發現有誤，則返回第⼀一階段重改語序模板，且根據優化

 



語義及句法對西班⽛牙語及中⽂文母語⼈人⼠士在中⽂文理解的影響 

 86 

解讀原則，受試者會優先選擇有⽣生命性之論元作為施事者，⽽而在第三階段考

慮合理性因素後，也可以重回第⼆二階段重新計算，最終才形成⼀一最後解讀，

因此母語者和中⾼高級西班⽛牙學習者在回答語序較不主要的被字句和不合理

句時，應會表現得較差？ 

  在正確率無差異的狀況下，母語受試者的 SVO 句和把字句確實解讀得⽐比被

字句要快。︒｡西班⽛牙語者則和漢語者有不同的表現，⾸首先是反應時間確實是母

語者快於中⾼高級者快於初級者；再來是在合理句的狀況下，西班⽛牙母語者，

尤其是中⾼高級者在合理句的反應時間，SVO 句久於把字句久於被字句，且在

SVO 句的狀況下，合理句⽐比不合理句還要花時間處理。︒｡上述情況代表學習者

在回答被字句和不合理句時確實會受到影響，但是這不代表其不符合此模型

的假設，原因容下章再述。︒｡ 

  綜上所述，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與中⽂文母語⼈人⼠士在處理中⽂文上表現相異，中⽂文

母語⼈人⼠士在處理中⽂文時，傾向使⽤用句法為線索，西班⽛牙母語⼈人⼠士的處理線索

則仍不太清楚。︒｡第五章將接續說明符合研究假設的原因，及不符合的原因，

並討論統計結果中超出與原本研究問題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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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  
第一節 研究摘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漢語母語⼈人⼠士及西班⽛牙語母語⼈人⼠士處理漢語語句的情形。︒｡漢

語的語序變異空間雖⼤大，但被字句的句法標記效度相當⾼高(Xiao et al., 2006)，⼜又西

班⽛牙語中對性別、︑､數量及⼈人稱上的嚴格⼀一致性句法限制，使得⽂文獻中得出「中⽂文

和西班⽛牙語都是依賴有⽣生命性線索多過於句法線索」的研究結果有了繼續研究的

可能性(Miao , 1981、︑､Miao，Chen，and Ying, 1986、︑､Li et al., 1993、︑､Chan，Lieven，

& Tomasello， 2009; Laura M. Morett， 2012)。︒｡因此本研究操弄了「句型」、︑､「有

⽣生命性」和「合理性」三個變項，為了避免合法性也成為變項⼲干擾判斷(Gibson, 

1992)，句型變項分為三類，⼀一是中⽂文及西班⽛牙⽂文共有的結構「主詞＋動詞＋受詞」

SVO 句，另外兩類則是中⽂文有⽽而西班⽛牙⽂文沒有的結構－ＮＮＶ「主詞＋介詞把

＋受詞＋動詞」把字句和「受詞＋介詞被＋主詞＋動詞」被字句；有⽣生命性變項

的操弄則有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AA)、︑､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 (AI)和無

⽣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 (IA)。︒｡過往⽂文獻時常將⾮非論元理型的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

受事 (IA)視作不合理(Dowty, 1991:572, (27,28))，但如「鬧鐘吵醒了媽媽」⼀一句屬

合理句，因此需要更細緻的合理性分析，再者合理性有助於研究者判斷⼈人們的選

擇(Andrews et al., 2017)，受試者若在不合理的狀況下(AAIP、︑､AIIP、︑､IAIP)判斷正

確，代表其依語序判斷受事者和施事者，且判斷語⾔言的主要線索是句法層⾯面；若

是在不合理句的情況下判斷錯誤，代表不合理影響了受試者的判斷，即其依語義

特性判斷施事者受事者，則其依賴語義勝過句法線索。︒｡ 

           研究結果發現漢語母語者在被動句狀況下，反應時間顯著地久於把字句和

SVO 句。︒｡⾄至於西語母語者，在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的答題正確率顯著地

⾼高於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和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在反應時間

上，西語母語者在反應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的時間久於有⽣生命施事對有

⽣生命受事(AA)。︒｡若是⽐比較漢語母語者和不同程度的漢語學習者的語句處理情形，

在句型和有⽣生命性變項上，中⾼高級程度的漢語學習者的正確率是⾼高過於初級的受

試者。︒｡反應時間上，不同的漢語熟練度確實在反應時間上有顯著差異(初級程度

久於中⾼高級久於母語程度)。︒｡中⾼高級的學習者在合理的情況下，SVO 句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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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長於把字句，⽽而把字句⼜又是⾧長於被字句的。︒｡另外，中⾼高級受試者在合理情

況下處理 SVO 句的時間也久於不合理狀況下的 SVO 句。︒｡ 

 下節將接續分別討論各實驗結果形成之原因。︒｡ 

 
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論 
 本節將分別討論各實驗結果形成之原因，以及其與四個語句處理理論：淺層結構

假說、︑､夠⽤用就好假說、︑､競爭模型假說及擴展論元依賴假說之符應狀況。︒｡ 

 
 一、 漢語母語者語句理解狀況 

本研究發現漢語母語者的回答正確率中，並無任何變項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代表操弄的句型、︑､合理性和有⽣生命性線索都不影響漢語母語受試者選擇答案。︒｡不

過就反應時間⽽而⾔言，在回答被動句時，他們的反應時間是顯著地久於把字句和

SVO 句，代表句型以外的線索對他們的語句處理不造成影響，⽽而相反的，不同

句型卻會影響他們的語句處理，尤其在解讀被字句上會遭遇困難。︒｡以下就四個理

論模型討論此⼀一發現： 

1. 競爭模型假說：  

  競爭模型(MacWhinney et al., 1984)認為⼀一個句⼦子的理解與詮釋是建⽴立在組成

成分的語⾔言線索上(linguistic cues)，如語序、︑､構詞、︑､語意特徵等，說話者會根

據語句表層的提⽰示來瞭解句⼦子的意思與功能。︒｡他們指出母語⼈人⼠士在處理簡單

句時會運⽤用環境中的語⾔言線索，即以環境中語句出現的頻率、︑､有⽣生命性對⽐比

等語意訊息來理解語句。︒｡過往研究中指出漢語母語者的語⾔言線索順序是被動

標記「被」(Li et al., 1993)勝過有⽣生命性(Miao, 1981、︑､Miao et al., 1986)勝過語

序，即在語序與有⽣生命性等線索競爭的情形下，「被」標記或有⽣生命性線索

會勝出成為漢語母語者解讀語句的依據。︒｡ 

  因此，就競爭模型的⾓角度⽽而⾔言，本研究發現確實有⼀一語⾔言線索在漢語母語者

的語句處理中勝出，然⽽而此語⾔言線索既⾮非過往研究指出的有⽣生命性線索，也

⾮非被動標記「被」，⽽而是語序。︒｡原因是⽐比起「被」提⽰示的「被」字後接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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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漢語母語者更加偏好標準句 NVN 中「施事者-受事者」的排序，因此被

字句中「受事者-施事者」的排序才會使得漢語母語者花上更久的時間處理。︒｡ 

2. 淺層結構假說： 

  淺層結構假說(Clahsen and Felser , 2006)認為母語使⽤用者總是以完整細緻且

深層的句法表徵來理解語句。︒｡過往研究中指出(Papadopoulou et al., 2003、︑､

Marinis et al., 2005) 母語⼈人⼠士在處理句法依存句和歧義句等複雜句時可以優

先妥善運⽤用句法線索，並輔以語義等相關訊息處理語句。︒｡ 

  因此，就淺層結構假說的⾓角度⽽而⾔言，漢語母語者在相較複雜的被動句的「正

確率」與相較單純的標準句 SVO 句相⽐比並無差別(Clahsen, H., Hadler, M., & 

Weyerts, H., 2004) ，代表其在複雜的句型下，儘管花費較多的時間和認知資

源成本處理，仍舊可以正確解讀句⼦子，這與句法依存句研究中(Gibson，1998) 

提到空隙-填充來源的依存會增加處理成本但還是能形成⼀一慣性的解讀的說

法⼀一致，即就算句型複雜了些，但母語者還是可以以完整且深層的結構表徵

正確地處理語句。︒｡本實驗中的漢語母語者在處理較複雜句型的被字句的反應

時間會久於把字句和 SVO 句，但此三種句型在正確率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吻合淺層結構假說對母語者的說法。︒｡不過 C&F 在其⽂文章末段也指出淺層結

構是⼈人類語⾔言處理系統中的⼀一項選擇 (an option available to the huma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system)，因為 Ferreira, Bailey, and Ferraro’s (2002)和

Sanford and Sturt’s (2002)等⼈人也都在母語⼈人⼠士的語句處理中發現淺層結構處

理的策略，因此母語⼈人⼠士不是只會使⽤用深層結構表徵的，⽽而且 C&F 強調淺

層結構假說的核⼼心意義在於「⽐比起母語者，⼆二語學習者更加受到淺層結構的

制約，⾮非常難以使⽤用句法資訊，只能依靠語意、︑､語⽤用等資訊來處理語句」。︒｡

綜上所述，單就漢語母語成⼈人的研究結果，並不⾜足以⽀支持 C&F 淺層結構假

說，必須要知道⼆二語者在語句處理的狀況如何才能下判斷，以下第⼆二⼩小節「西

班⽛牙母語者語句理解狀況」將會接續說明之。︒｡ 

3. 夠⽤用就好假說： 

  夠⽤用就好假說(Ferreira, 2003)指出母語成⼈人的語句處理⽅方式同時有深層的也

有淺層的(algorithmically and heuristically)，並認為成⼈人母語⼈人⼠士的 NVN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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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不受句⼦子頻率和合理性影響，但不合理狀況的句⼦子會在母語⼈人⼠士得使⽤用逆

轉 NVN 策略解讀時使誤解率提升。︒｡ 

  本實驗結果顯⽰示，以漢語母語⼈人⼠士回答的正確率⽽而⾔言，因為任何⼀一變項及其

交互作⽤用都沒有達到顯著⽔水準，所以確實符合假說中提出成⼈人母語⼈人⼠士的

NVN 策略不受句⼦子頻率和合理性影響。︒｡不過本研究中的漢語母語⼈人⼠士在不

合理狀況下需要使⽤用逆轉 NVN 策略的被動句上也沒有較⾼高的誤解率，但是

若以反應時間⽽而⾔言，被字句的反應時間卻顯著的較把字句和ＳＶＯ句要久，

代表其確實因為要使⽤用不習慣的逆轉 NVN，⽽而增加了反應時間，不過母語

⼈人⼠士反應被字句⽐比把字句的時間久，這也沒辦法⽀支持夠⽤用就好假說，因為反

應時間上，把字句還是⽐比 SVO 句要久，要把字句與 SVO 句反應時間相似才

不違反夠⽤用就好假說。︒｡⾄至於本研究之所以沒有出現 Ferreira(2003)中指出要在

「不合理」情況下才會出現的被動句⾼高誤解率，原因是其實驗材料對不合理

的控制並不夠完整，其直接假設所有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都是合理

的狀況，⽽而無⽣生命施事對於有⽣生命受事(IA)都是不合理的狀況，所以其不合

理的狀況與其說是不合理，反倒該說是無⽣生命施事對於有⽣生命受事(IA)的有

⽣生命性影響。︒｡⽽而本研究進⼀一步分類的無⽣生命施事對於有⽣生命受事(IA)有合理

和不合理狀況，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也有合理和不合理狀況，因此

本研究對合理性較完整的操控應可作為合理性對母語受試者無影響的較有

⼒力證據。︒｡總的來說，本研究無法⽀支持夠⽤用就好表徵中對母語成⼈人使⽤用 NVN

捷思法的看法，也不同意合理性會影響母語⼈人⼠士在採取逆轉 NVN 策略的解

讀。︒｡ 

4.擴展論元依賴假說 

  擴展論元依賴假說(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2008，2009)指出根據

簡化結構原則，⼈人們在理解語句時，名詞、︑､動詞等詞類句法信息在功能上優

先於語義和語境等訊息，且結構較為主要的那個語序會佔優勢。︒｡Philipp et al. 

(2008) 的研究探知了有⽣生命性在漢語母語者語句處理中扮演的⾓角⾊色，發現在

及物事件中，較之無⽣生命論元，有⽣生命論元是施事者的那個解讀會佔優勢。︒｡ 

  因此，就擴展論元依賴假說⽽而⾔言，母語受試者在被動句處理第⼀一階段，即選

擇句⼦子結構模板(van Valin & LaPolla，1997)上優先選擇了主要結構 NP-V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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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在第⼆二階段計算主要訊息時發現模板選擇失靈(mismatch with template,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2008)，所以在時間上花費得⽐比符合主要

結構的 SVO 句要久。︒｡⾄至於有⽣生命性在漢語母語⼈人⼠士語句處理上扮演的⾓角⾊色，

本研究結果並無法看出，因為本研究中的有⽣生命性變項並不在漢語母語⼈人⼠士

的回答正確率和反應時間上達到顯著，即從統計數據上，並無法看出有⽣生命

性選項對其產⽣生任何影響。︒｡⽽而這個與⽂文獻不同的原因應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別

有 關 ，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2008) 的 研 究 以 事 件 關 聯 電 位

(event-related)記錄受試者的反應，且其結果也是基於此線上(online)數據得出，

並⾮非由受試者最終的回答正確率或反應時間等線下(offline)的數據推論出，因

此答得正確或快慢與否並無法看出有⽣生命性在此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總⽽而⾔言

之，本實驗結果⽀支持擴展論元依賴假說中對於最簡結構原則的假設，但因實

驗⽅方法限制，並無法看出有⽣生命性在漢語母語⼈人⼠士語句處理上的細微表現。︒｡  

二、 西班牙語母語者之語句理解狀況 

  本研究結果發現，西語母語者在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的答題正確率

顯著地⾼高於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和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

在反應時間上，西語母語者在反應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的時間久於

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若是⽐比較漢語母語者和不同程度的漢語學習

者的語句處理情形，在句型和有⽣生命性變項上，中⾼高級程度的漢語學習者的

正確率是⾼高過於初級的受試者。︒｡反應時間上，不同的漢語熟練度確實在反應

時間上有顯著差異(初級程度久於中⾼高級久於母語程度)。︒｡中⾼高級的學習者在

合理的情況下，SVO 句所需要的時間是⾧長於把字句，⽽而把字句⼜又是⾧長於被字

句的。︒｡另外，中⾼高級受試者在合理情況下處理 SVO 句的時間也久於不合理

狀況下的 SVO 句。︒｡ 

1. 競爭模型： 

   競爭模型(MacWhinney et al., 1984)認為⼀一個句⼦子的理解與詮釋是建⽴立在組

成成分的語⾔言線索上(linguistic cues)，如語序、︑､構詞、︑､語意特徵等，說話者會

根據語句表層的提⽰示來瞭解句⼦子的意思與功能。︒｡過往⽂文獻(McDonald, 1987、︑､

MacWhinney, 1987; 2009 、︑､Morett and MacWhinney, 2013)指出⼆二語學習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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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語習得的初期過程中時常受到其第⼀一語⾔言線索的強度影響，即第⼀一語⾔言

的優勢線索會影響其第⼆二語⾔言的判讀，但第⼆二語⾔言的線索可信度和線索效度

會逐漸取代第⼀一語⾔言的處理策略，朝向⼀一個更近乎母語的熟練度表現。︒｡關於

西班⽛牙母語者學習漢語的研究(Chen and Hsu, 2017)則發現，中⾼高級的學習者

是優先以句法線索來處理語句，與過往認為西班⽛牙語母語者會優先處理有⽣生

命性線索的證據不同(Hernandez, Bates &Avila, 1994; Kail & Charvillat, 1988)，

在西班⽛牙語和漢語都有的主要結構 NVN 中都會將第⼀一個名詞當成施事者、︑､

第⼆二個名詞當成受事者，但在主題句 NNV 中，對第⼀一名詞或第⼆二名詞作為

施事無特別偏好。︒｡ 

  本研究結果顯⽰示，西語母語者在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的答題正確率

顯著地⾼高於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和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

在反應時間上，西語母語者在反應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的時間久於

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原因可從 Dowty(1991:572, (27,28))對施事者和

受試者的理型特性歸納中看出，施事者的理型特性有五：(1) 在事件中具意

志⼒力(2)具感知⼒力(3)致使其他參與者的事件或狀態改變(4)能移動 (尤其是跟

其他參與者之間的位置) (5) 獨⽴立存在於由動詞命名的事件中；受事者的理型

特性也有五：(1) 經歷狀態改變(2)遞增的主題(3)受另⼀一參與者的因果影響(4)

相對於另⼀一個參與者是靜⽌止的(5)不獨⽴立存在於事件中，或完全不存在。︒｡由上

述特性可知，有⽣生命性的名詞會⽐比無⽣生命性的名詞要更接近施事者的⾓角⾊色，

反之，無⽣生命性名詞更接近受事者的⾓角⾊色，這說明了為什麼 IA ⽐比起 AI 較違

反受試者對⾓角⾊色的預期。︒｡ 

  除了有⽣生命性以外，句法和合理性也對西班⽛牙語者的語句處理有顯著效果，

西班⽛牙母語者，尤其是中⾼高級學習者在合理的情況下，SVO 句所需要的時間

是⾧長於把字句，⽽而把字句⼜又是⾧長於被字句的。︒｡另外，中⾼高級受試者在合理情

況下處理 SVO 句的時間久於不合理狀況下的 SVO 句。︒｡「被」⽐比「把」學得

好、︑､「把」⼜又⽐比 SVO 學得好的原因有⼆二：⼀一是中西語被動句的⾼高度相似，

⼆二是同為句法標記的「把」和 "a"在意義上的不同。︒｡⾸首先，西班⽛牙母語者在

理解被動句時，對於施事者⾓角⾊色的意識強烈，因為在其語⾔言中施事者清楚與

否涉及句法變化，若沒搞清楚會犯下語法錯誤，並且兩語⾔言在有施事者的⾧長

被動句中表現相似，第⼀一名詞皆為受事、︑､第⼆二名詞皆為施事，所以中西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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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句在句法標記上和語序上都⾮非常相近。︒｡再來，「把」雖然與西⽂文"a"的標

記功能相似，皆標記第⼀一名詞為施事、︑､第⼆二名詞為受事，但是兩者的意義是

有差異的，「把」帶有「處置義」，代表對標記的受事做了什麼(鄧守信., 2003)，

然⽽而"a"則是指出動詞的⽅方向，不必然帶有處置的意義，如例(7) "a"指出

"fusila" (擊斃)的⽅方向是朝向 el hombre (那個男⼈人)。︒｡承上，“a”對於西班⽛牙⼈人來

說是⼀一⾼高效度的句法標記，所以⽐比起什麼線索都沒有的 SVO 句，西班⽛牙⼈人

都能意識到句法標記「把」和「被」的提⽰示⽽而縮短反應時間，⽽而「被」⽐比「把」

學得好是因為中西語的被動句相似性⾼高，「把」字意義則在西語中找不到對

應，使得西班⽛牙母語者在習得上仍會遭遇困難，因此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語⾔言

遷移的現象，如 Morret& Macwhinney(2013)指出，出現在當⼆二語學習者之母

語與⼆二語能⼒力逐漸平衡後，會增加對跨語⾔言共同線索及⼆二語獨有線索的依賴，

在本實驗中表現在中⾼高級母語者對共有線索被字句和⼆二語獨有把字句的依

賴都多於初級者，這也呼應了反應時間的另⼀一個發現：不同的漢語熟練度確

實在反應時間上有顯著差異(初級程度久於中⾼高級久於母語程度)。︒｡這證明了

學習者的熟練度越⾼高，對於第⼆二語⾔言線索的運⽤用就會更有意識，因為對初學

者⽽而⾔言，除了其需要花更多時間辨識漢字以外，可能也要將中⽂文的句型和有

⽣生命性套進西班⽛牙語思考，因此儘管這三個句型及論旨⾓角⾊色特性都在西語中

有⾼高低不⼀一的相似性，但⽐比起看到「把」就能直接想到後⾯面標記的是受事，

看到「被」就知道標記是施事的中⾼高級程度，⾃自然是初級要花上更多時間處

理。︒｡因此究竟西語中⾼高級⼈人⼠士是學會中⽂文的「被」跟「把」，還是依靠母語

的幫忙⽽而理解「被」跟「把」？這個問題還有賴後續研究針對標記詞如中⽂文

「把」或是西班⽛牙語「a」、︑､英語「to」等跨語⾔言的對應來探知，單就本實驗

僅針對中⽂文⽽而無使⽤用西語作為實驗材料，並無法清楚探知中⽂文及母語⼈人⼠士對

於標記詞的依賴程度。︒｡例如，根據 McDonald (1987)對英語和荷語母語者的研

究，並未發現此兩語⾔言者對於標記詞的依賴，因此後續研究可增加對標記詞

無強烈偏好的語⾔言，觀察其母語者對於中⽂文標記詞的偏好，若同樣對標記詞

展現⾼高度偏好，則標記詞就極可能是中⽂文效度極⾼高的線索，⽽而西班⽛牙⼈人是因

為學習中⽂文⽽而學會此線索的可能性也增加。︒｡ 

  然⽽而，⽣生命性、︑､合理性和句型三者都對西班⽛牙母語者有顯著效果，是否有任

何⼀一個線索扮演的⾓角⾊色優於其它？合理句情況下，SVO ⽐比把字句和被字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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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時間⾧長，代表若不受到違反世界知識的⼲干擾(即合理性)，「被字標記」的

提⽰示是強於「把字標記加上語序」強於「僅有語序」提⽰示的，不同於 Lie et 

al.(1993)的漢語母語受試者對漢語簡單句的語⾔言提⽰示順序：被動標記「被」>

有⽣生命性>語序>受詞標記「把」>不定標記「⼀一」。︒｡再來，僅有語序提⽰示的

SVO 句，不受到違反世界知識⼲干擾的合理句會⽐比有違反世界知識⼲干擾的不合

理句要難處理，代表違反世界知識反⽽而是會加速西班⽛牙母語者的理解，但若

是與「被字標記」或「把字標記」⼀一起競爭，則不合理所能帶來的效果則⼜又

不復存在(把字句和被字句在不合理句下並不顯著)。︒｡因此作為語⾔言線索,對西

班⽛牙母語者⽽而⾔言，應是「語法標記」勝過「合理性」。︒｡⾄至於與有⽣生命性的⽐比

較，在有⽣生命性與另外兩者沒有交互作⽤用的情況下是難以⽐比較的，但是若以

競爭模型中的語⾔言遷移假設，則在三組分析中顯⽰示中⾼高級是最顯著受到句型

及合理性影響，則在針對西班⽛牙語母語者的分析中，有⽣生命性的顯著或許是

因為初級者的表現。︒｡ 

  綜上所述，漢語母語者依賴的是句法線索，⽽而西班⽛牙母語者對漢語句法線索

的依賴，隨著學習者的熟練度提升，會從有⽣生命性線索逐漸向與漢語母語者

相近的句法線索轉移，因此符合本研究對競爭模型的預測。︒｡ 

2. 淺層結構假說： 

  淺層結構假說(Clahsen and Felser , 2006)認為⼆二語學習者可以妥善運⽤用語意

或語⽤用線索來理解語句，但當這樣的線索消失，獨存句法線索時，要正確理

解語句就會對外語學習者造成困難。︒｡ 

  本實驗對於西班⽛牙母語者處理漢語語句的分析和 C&F 的看法部分⼀一致，即

有⽣生命性線索在學習者初期，確實⽐比起句法線索，在不管是回答正確率上，

或是反應時間上都顯著地對西班⽛牙母語者的漢語判斷造成影響，⽽而不⼀一致之

處在於獨存句法線索時，西班⽛牙受試者們的回答正確率或反應時間並沒有顯

著地降低，如被動句的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合理句。︒｡這個現象的原

因也⼀一樣可以從語⾔言遷移的⾓角度切⼊入，雖然有⽣生命性是西班⽛牙語母語⼈人⼠士初

期在漢語語句處理中較為依賴的策略，但隨著程度提升，他們還是能夠依靠

西班⽛牙語裡有的句法線索處理能⼒力來理解中⽂文語句。︒｡另外，在漢語及西班⽛牙

語的三組分析中發現，中⾼高級的學習者在回答被字句時的反應時間顯著地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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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把字句短於 SVO 句，代表其不只較依賴句法訊息，也可推論其對於結構

越複雜的句⼦子越能掌握，因此與淺層結構假說認為的外語學習者僅能依靠詞

彙語意訊息來處理語句不⼀一致。︒｡整合上⼀一⼩小節「漢語母語者理解狀況」的淺

層結構假說發現，本研究無法⽀支持 C&F 的淺層結構假說，因為漢語母語者

會以淺層結構運算，⽽而⼆二語學習者卻也擁有以句法作為語句處理策略的能⼒力。︒｡

然⽽而更清楚的證據得依賴後續研究增加複雜句材料使研究者能更加確定受

試者們在深層結構運算的表現。︒｡ 

3. 夠⽤用就好假說： 

  夠⽤用就好假說(Ferreira, 2003)指出⼈人們的語句處理⽅方式同時有深層的也有淺

層的(algorithmically and heuristically)，並認為其 NVN 策略應不受句⼦子頻率

和合理性影響，但不合理狀況的句⼦子會在他們得使⽤用逆轉 NVN 策略解讀時

使誤解率提升。︒｡ 

  從漢語及西班⽛牙語母語者的⽐比較分析中顯⽰示，在漢語母語及中⾼高級學習者正

確率無顯著差異的前提下，中⾼高級在合理句的狀況下，回答被字句時的反應

時間顯著地短於把字句久於 SVO 句，這代表⽐比起 NVN 捷思法的運⽤用，中⾼高

級學習者更加依賴的是句法標記，因為被字句屬逆轉 NVN 結構，且其有強

韌的句法標記「被」提⽰示後接施事者。︒｡在三組的合併分析中，合理情況下，

漢語中⾼高級學習者在處理不同句型並不如 Ferreira (2003)所預測，逆轉 NVN

的被字句正確率⽐比較差反應時間⽐比較慢，本研究反⽽而發現被字句的處理時間

是短於把字句和 SVO 句的，正確率上則無顯著差異。︒｡綜上所述，本研究的

西班⽛牙語母語者的語句處理策略不⽀支持夠⽤用就好表徵。︒｡ 

4. 擴展的論元依賴假說 

  擴展論元依賴假說(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 2008，2009)指出根據

簡化結構原則，⼈人們在理解語句時，名詞、︑､動詞等詞類句法信息在功能上優

先於語義和語境等訊息，且結構較為主要的那個語序會佔優勢。︒｡⽽而根據優化

解讀的原則，在及物事件中，⽐比起無⽣生命論元，有⽣生命論元是施事者的那個

解讀會佔優勢。︒｡合理性則是會影響受試者判斷，使其重回前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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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單獨分析西班⽛牙語母語的表現，本研究發現其表現與擴優化解讀原則⼀一致，

即有⽣生命施事對無⽣生命受事(AI)的答題正確率顯著地⾼高於無⽣生命施事對有⽣生

命受事(IA)和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在反應時間上，西語母語者在

反應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的時間久於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

也就是有⽣生命論元作為施事者的解讀會佔優勢，這也充分地解釋了在有⽣生命

線索作為強勢線索的狀況下，為什麼有⽣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AA)這個不存

在有⽣生命性對⽐比提⽰示狀況會⽐比具有⽣生命對⽐比的無⽣生命施事對有⽣生命受事(IA)

的反應時間要少。︒｡ 

⽽而在三組不同程度者的分析結果中有⼀一值得探討的現象，即中⾼高級受試者在

合理情況下處理 SVO 句的時間是久於不合理狀況下的 SVO 句。︒｡這個現象可

⽤用擴展論元依賴假說的第三階段說明，此階段的處理過程之⼀一叫「全⾯面映射」

(generalised mapping)，它的⼯工作勢將第⼆二階段所得到的結果與其他訊息(如語

意上的普世價值、︑､世界性知識) 整合起來。︒｡⽽而根據 Andrews et al. (2017)對於

合理性的定義，即跟世界知識的吻合度，若不吻合為不合理，吻合則為合理。︒｡

因此本實驗結果之所以會在合理的情況下處理基本 SVO 句要久於不合理的

SVO 句，即是因為當中⾼高級的西語受試者在第三階段發現這個句⼦子根本不符

合世界知識時，他就會直接進到最後⼀一個步驟「最終解釋」(wellformedness)，

形成解讀。︒｡但是合理的狀況不同，當受試者發現這是⼀一個合理的狀況，他卻

無法確定答案時，他就會想要重回第⼀一和第⼆二階段去尋找線索，但是在 SVO

句的狀況下，他卻無法找到他依賴的句法標記，因此所花的整體時間才會久，

這也是為什麼把字句和被字句沒有在不合理及合理的狀況下並無顯著差

異。︒｡ 

⾄至於不同熟練度有不同的反應時間表現(初級者反應時間⾧長於中⾼高級⾧長於⾼高

級)但母語及中⾼高級學習者的正確率卻無顯著差異，和中⾼高級的學習者在合理

的情況下，SVO 句所需要的時間⾧長於把字句⾧長於被字句的兩項結果，也可⽤用

此模型解釋：如上述 SVO 句、︑､把字句和被字句的結構在西班⽛牙語中都是存

在的結構，都可以根據簡化結構原則，在第⼀一階段就選定適當的結構，如 SVO

句在第⼀一步閱讀第⼀一名詞和動詞就選擇建⽴立「SV」的模板，⼜又或者是在第⼀一

步閱讀第⼀一名詞和被，選擇建⽴立「O 被ＳV」的模板，因此正確率在對這些

線索有掌握度的中⾼高級和母語程度者就無差異，但學習者和母語者的表現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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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反應在反應時間上，即熟練度越低，在選擇模板上就更需花時間，且值得

注意的是，在西語中，不僅句法標記是強勢的線索，且中西語的被動句相似

性極⾼高，因此在第⼀一語⾔言遷移的影響下，中⾼高級學習者在「被」上所花的時

間最少，但中⾼高級學習者⽐比起初級學習者，在「把」的處理⽐比 SVO 快，也

顯⽰示了熟練度的成⾧長可以使中⾼高級學習者更加掌握第⼆二語⾔言的線索。︒｡綜上所

述，本研究之西班⽛牙語母語者表現符合擴展論元依賴假說。︒｡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限制在於實驗材料的設計，有時難以與眾多理論做對應，

以下說明： 

 第⼀一，本研究的結果雖然都能以 Bornkessel-Schlesewsky&Schlesewsky(2008)提出的

擴展論元依賴模型說明，但是實際上本研究與其有很⼤大的研究⽅方法上的差別，其

以事件關聯電位(event-related)記錄受試者的線上反應，⽽而本研究則是由受試者最

終的回答正確率或反應時間等線下(offline)的數據進⾏行推論，因此許多變因更細

微更即時的反應，本研究無法獲悉。︒｡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若能不只進⾏行⾏行為實驗，

⽽而能增加線上的研究⽅方法，則可以看到更多有⽣生命性線索或句法線索在⼈人們語句

處理過程的變化和反應。︒｡ 

 第⼆二，本實驗雖是做西班⽛牙語和漢語的組合，並且以兩語⾔言類型學上的異同來解

釋研究結果，包含語⾔言遷移的效果及句法顯著性問題。︒｡然⽽而本⽂文實則沒有對西語

者進⾏行以西語為實驗的材料，並無法確定西班⽛牙母語者對於西語中"a"的依賴是

否真如過往⽂文獻中所⾔言(Morret et al., 2013)，是⼀一⾼高強度的線索。︒｡因此若⾏行有餘⼒力，

建議後續研究要再以西語為材料以釐清此問題。︒｡ 

第三，本實驗對於究竟西語中⾼高級⼈人⼠士是學會中⽂文的「被」跟「把」，還是依靠

母語的幫忙⽽而理解「被」跟「把」這個問題無法清楚回答。︒｡因為單針對中⽂文⽽而無

使⽤用西語或其他依賴別的線索的語⾔言作為實驗材料，無法清楚探知中⽂文及西語母

語⼈人⼠士對於標記詞的依賴程度究竟是從何⽽而來。︒｡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針對標記

詞的跨語⾔言對照，如中⽂文「把」或是西班⽛牙語「a」、︑､英語「to」探知，透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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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標記詞無強烈偏好的語⾔言，觀察其母語者對於中⽂文標記詞的偏好，若同樣對標

記詞展現⾼高度偏好，則標記詞就極可能是中⽂文效度極⾼高的線索，⽽而西班⽛牙⼈人是因

為學習中⽂文⽽而學會此線索的可能性也增加。︒｡ 

 
第四節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結果如下： 

 ⾸首先，本⽂文不⽀支持 C&F 的淺層結構假說，因為⼆二語學習者在獨存句法線索的狀

況下仍舊可以正確地理解語句。︒｡再來，本⽂文不⽀支持夠⽤用就好假說，因為漢語母語

在違反 NVN 捷思法的被動句狀況下，反應時間顯著地久於可使⽤用正向 NVN 捷

思法策略的把字句和 SVO 句，不過把字句與 SVO 句反應時間也並不相似，因此

違反夠⽤用就好假說。︒｡代表其以 NVN 捷思法進⾏行語句處理；但中⾼高級的學習者不

⽀支持此假說，因為他們在合理句的狀況下，回答逆轉 NVN 被字句時的反應時間

顯著地短於把字句並短於 SVO 句，這代表⽐比起 NVN 捷思法的運⽤用，中⾼高級學習

者更加依賴的是句法標記。︒｡第三，本研究結果⽀支持競爭模型，兩語⾔言者都會運⽤用

不管是其母語或是⼆二語中效度強的線索，如中⽂文母語⼈人⼠士在理解中⽂文時會傾向依

賴效度最⾼高的句法線索，西班⽛牙語受試者則在初期程度時較依賴⽣生命性線索，但

隨著學習者的熟練度提升，他們對於句法線索的依賴也會升⾼高，符合競爭模型中

對⼆二語習得者的假設。︒｡最後，擴展論元依賴假說指出，語句處理策略可分三階段，

階段間可以反覆來回，即使先設定⼀一句法模板，也可根據閱讀到的標記或線索再

修正，最後階段的合理性計算則是視合理狀況，選擇是否重回第⼀一、︑､⼆二階段尋找

線索，解釋了本實驗發現西班⽛牙受試者在合理的 SVO 句中找不到可依賴的線索，

因此會回前兩階段重新計算，但在不合理 SVO 句則可以合理性判斷，⽽而使得前

者⽐比後者更花時間處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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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西班牙受試者語言背景調查表 

Conociendo cómo los hablantes nativos de chino 
comprenden el mandarín a través de un método 
sencillo. 
¡Hola! ¡Gracias por asistir a este experimento! 

Esta investigacíon está diseñada por una estudiante de la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l 

Master'' Enseñanza del chino como segunda lengua" con el fin de comparar y evaluar las 

diferencias de comprensión de frases del idioma mandarín entre las personas nativas en español 

y las personas nativas en chino. 

¿Existe alguna diferencia? Si es así, ¿podría la persona hispanoparlante llegar a comprender 

frases en chino como un hablante nativo? 

Este experimento consta de dos partes. 

Una primera parte que se compone de: 

1. Instrucción del vocabulario incluido en el experimento. 

2. Fase inicial de prueba. 

Una segunda parte en la que usted tendrá que: 

1. Leer las frases incluídas en el experimento. 

2. Pulsar los botones para responder a las preguntas que aparecerán en pantalla. 

Como participante, usted recibirá 300NT$ en efectivo tras completar el experimento. Es 

necesario la presentación de su certificado de residencia taiwanes o pasaporte para poder 

entregarle la compensacion económica. 

Su información será tratada con la máxima rigurosidad y de una manera confidencial, no siendo 

utilizada para ningun otro propósito. 

Muchas gracias por colaborar con el estudio que estoy llevando a cabo. 

Saludos cordiales; 

Irene Ch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Department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Lugar: NTNU������  (General Building) 9F Room 901(near 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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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ombre * 

2. Género * 

��� 

hombre 

mujer 

otros 

3. Nacionalidad * 

4. Lengua nativa * 

5. ¿Sus padres o familiares hablan chino mandarín o alg'un dialecto chino ( Ej. Chino 

cantonés)? * 

��� 

si 

no 

6. Año de nacimiento * 

��� 

1946-1955 

1956-1965 

1976-1985 

1986-1995 

1996-2000 

7. ¿Qué otras lenguas puede usted hablar? * 

Inglés 

Alemán 

Italiano 

Francés 

Coreano 

Japonés 

��� 

8. ¿Ha participado en alguna prueba de certificación de chino? (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Chinese certification test? e.g. HSK, TOP, TOCFL) * 

��� 

si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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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n caso afirmativo, ?cuál es el examen y la 

certificación adquirida ? 

10. ¿Ha participado alguna vez en otro examen de certificación de otra idioma?(Have you 

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other language certification test?) * 

��� 

si 

no 

11. En caso afirmativo, ?cuál es el examen y la 

certificación adquirida? 

12. Correo electrónico * 

13. Teléfono móvil *����� 

14. Disponibilidad para participar en el experimento * 

二、實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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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VO句型為例 

無生命對有生命(IA) 

合理(P) 

繩子綁住了小黑馬 玫瑰花刺傷了小美 石頭壓住了紙 書櫃壓住了小朋友 

髮圈綁住了頭髮 烏雲遮住了太陽 竹籤刺傷了眼睛 刀子刺傷了路人 

捕獸夾夾住了兔子 鋁箔紙包住了烤肉 枕頭遮住了寶寶 玫瑰花刺傷了小狗 

門壓住了小青蛙 布包住了寶寶 鐵鍊綁住了魔術師 頭髮遮住了眼睛 

迴紋針夾住了白紙 縫衣針刺傷了睡美人 圍巾包住了脖子 媽媽遮住了布 

烤肉夾夾住了毛毛蟲 樹壓住了汽車 馬賽克遮住了字幕 電梯門夾住了手 

無生命對有生命(IA) 

不合理(IP) 

門抓傷了妹妹 門壓住了妹妹 電視機丟掉了毛毛蟲 水瓶踢走了黑蛇 

冰箱刺傷了小黑狗 紅酒瓶丟掉了毛毛蟲 冰箱碰傷了小美  

腳踏車堵住了小魚 冰箱刺傷了小美 蘋果樹抓傷了小青蛙 

大氣球綁住了弟弟 繩子拉住了弟弟 大氣球拉住了弟弟 杯子踩扁了老鼠 

水瓶踢走了小華 腳踏車踩扁了小魚 門抓傷了小青蛙 枕頭包住了小海豚 

杯子踩扁了小魚 紅酒瓶卡住了小嬰兒 電視機卡住了毛毛蟲  

冰箱碰傷了小黑狗 醫院踢走了黑蛇 石頭夾住了寄居蟹  

紅酒瓶丟掉了小嬰兒 電視機卡住了小嬰兒 

有生命對無生命(AI) 

合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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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抓傷了門 螃蟹夾住了石頭 姐姐壓住了門 李先生丟掉了紅酒瓶 

廚師打翻了食物 哥哥丟掉了舊書 媽媽丟掉了垃圾 弟弟戴上了帽子 

工人蓋好了城堡 醫生照好了 X光 布遮住了寶寶 哥哥拉住了繩子 

海盜埋好了寶藏 爸爸穿上了西裝 小狗埋好了骨頭 哥哥綁住了大氣球 

哥哥拉住了大氣球 猩猩踩扁了杯子 小明踢走了水瓶 妹妹打翻了水 

畫家畫好了圖 媽媽遮住了枕頭 醫生戴上了眼鏡 

有生命對無生命(AI) 

不合理(IP) 

小白馬綁住了繩子 毛毛蟲夾住了烤肉夾 小英刺傷了玫瑰花 

魚丟掉了丟球機 白蛇踢走了水瓶 小白狗刺傷了冰箱 

魚丟掉了紅酒瓶 李先生卡住了電視機 小英碰傷了冰箱 

大魚堵住了腳踏車 小英刺傷了冰箱 大蝸牛抓傷了蘋果樹 

小白狗刺傷了玫瑰花 大蝸牛壓住了門 媽媽包住了布 

大魚踩扁了腳踏車 大蝸牛抓傷了門 大海豚包住了枕頭 

大魚踩扁了杯子 小白狗碰傷了冰箱 白蛇踢走了醫院 小明踢走了球 

李先生卡住了紅酒瓶 魚卡住了電視機 

有生命對有生命(AA) 

合理(P) 

哥哥拉住了小黑馬 鳥吃掉了蟲 螃蟹夾住了毛毛蟲 姐姐壓住了小青蛙 

小英刺傷了小黑狗 白蛇擋住了黑蛇 哥哥綁住了弟弟 小明擋住了小華 

哥哥拉住了弟弟 妹妹抓傷了姐姐 妹妹壓住了姐姐 媽媽遮住了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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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踩扁了小魚 姐姐抓傷了小青蛙 哥哥綁住了小黑馬 姐姐抓傷了妹妹 

小英刺傷了小美 姐姐壓住了妹妹 黑蛇擋住了白蛇 弟弟綁住了哥哥 

小華擋住了小明 弟弟拉住了哥哥 小美刺傷了小英 李先生丟掉了毛毛蟲 

有生命對有生命(AA) 

不合理(IP) 

小白馬拉住了弟弟 蒼蠅吃掉了青蛙 大蝸牛抓傷了妹妹 

小白馬綁住了弟弟 魚丟掉了小嬰兒 猩猩堵住了小魚 

白蛇踢走了黑蛇 小白馬綁住了小黑馬 魚卡住了小嬰兒 

小青蛙抓傷了大蝸牛 寶寶遮住了媽媽 毛毛蟲夾住了寄居蟹 

大蝸牛壓住了妹妹 小白狗刺傷了小美 大魚踩扁了老鼠 

李先生卡住了毛毛蟲 大魚踩扁了小魚 大蝸牛抓傷了小青蛙  

小黑狗刺傷了小白狗 小黑馬綁住了小白馬 黑蛇踢走了白蛇 

小白狗刺傷了小黑狗 小魚踩扁了大魚 大魚堵住了老鼠 

三、中文母語者處理中文的 LLM結果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AI 比 AA                                   -14.386     66.307  -0.217    0.828 

IA 比 AA                                   -14.386     66.309  -0.217    0.828 

不合理比合理                              -14.386     66.308  -0.217    0.828 

SVO 比把字句                              -3.250    181.315  -0.018    0.986 

被字句比把字句                            -14.892     66.309  -0.225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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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14.386     66.316   0.217    0.828 

IA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14.386     66.316   0.217    0.828 

AI 比 AA:SVO 比把字句                       19.362    369.717   0.052    0.958 

IA 比 AA:SVO 比把字句                        2.631    181.317   0.015    0.988 

AI 比 AA:被字句比把字句                    14.386     66.316   0.217    0.828 

IA 比 AA:被字句比把字句                    13.536     66.316   0.204    0.838 

不合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16.895    260.102   0.065    0.948 

不合理比合理:被字句比把字句               14.386     66.318   0.217    0.828 

IA 比 AI                               -1.752e+01  6.830e+03  -0.003    0.998 

IA 比 AA                               -4.779e+00  6.901e+03  -0.001    0.999 

不合理比合理                           1.806e+01  6.679e+03   0.003    0.998 

被字句比 SVO                           -1.740e+01  6.830e+03  -0.003    0.998 

把字句比 SVO                           -1.690e+01  6.830e+03  -0.002    0.998 

IA 比 AI:不合理比合理                  -3.862e-05  2.509e+00   0.000    1.000 

AA 比 AI:不合理比合理                  -1.346e+01  4.324e+02  -0.031    0.975 

IA 比 AI:被字句比 SVO                   1.666e+01  6.830e+03   0.002    0.998 

AA 比 AI:被字句比 SVO                   4.779e+00  6.901e+03   0.001    0.999 

IA 比 AI:把字句比 SVO                   1.752e+01  6.830e+03   0.003    0.998 

AA 比 AI:把字句比 SVO                   1.824e+01  6.915e+03   0.003    0.998 

不合理比合理:被字句比 SVO             -4.606e+00  6.680e+03  -0.001    0.999 

不合理比合理:把字句比 SVO             -1.806e+01  6.679e+03  -0.003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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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文母語者處理中文的 LLM結果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z|)     

中⾼高級比初級                               2.4680     1.3463   1.833 0.066773 .   

AI 比 AA                                    0.2043     1.0402   0.196 0.844326     

IA 比 AA                                    -1.0703     0.9103  -1.176 0.239681     

不合理比合理                               0.3133     0.8649   0.362 0.717165     

SVO 比把字句                               -1.1919     0.9172  -1.299 0.193784     

被字句比把字句                            13.5007  2893.6384   0.005 0.996277     

AI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0.1652     0.9053  -0.182 0.855207     

IA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0.4755     0.7829  -0.607 0.543594     

AI 比 AA:SVO 比把字句                       2.4303     1.2573   1.933 0.053244 .   

IA 比 AA:SVO 比把字句                       0.6453     0.9834   0.656 0.511742     

AI 比 AA:被字句比把字句                    2.2303     1.2572   1.774 0.076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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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比 AA:被字句比把字句                    1.8108     1.2023   1.506 0.132044     

不合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0.6040     0.8547  -0.707 0.479793     

不合理比合理:被字句比把字句               0.3784     0.9078   0.417 0.676801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                      -2.0934     1.2456  -1.681 0.092831 .   

中⾼高級比初級:IA 比 AA                      -0.7361     1.1107  -0.663 0.507492     

中⾼高級比初級:不合理比合理                 -0.8199     0.8754  -0.937 0.348935     

中⾼高級比初級:SVO 比把字句                  0.3549     1.0301   0.345 0.730420     

中⾼高級比初級:被字句比把字句               -16.7809  2893.6385  -0.006 0.995373     

IA 比 AI                                  -3.0719     1.1177  -2.749  0.00599 **  

AA 比 AI                                  -2.6882     1.1557  -2.326  0.02002 *   

不合理比合理                              -0.4375     0.9361  -0.467  0.64022     

被字句比 SVO                              14.1859  2457.4011   0.006  0.99539     

把字句比 SVO                              -1.2699     1.1425  -1.112  0.26634     

中⾼高級比初級                               0.6922     1.5198   0.455  0.64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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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比 AI:不合理比合理                     -0.3359     0.8277  -0.406  0.68488     

AA 比 AI:不合理比合理                      0.1765     0.9077   0.194  0.84579     

IA 比 AI:被字句比 SVO                       1.3676     1.3917   0.983  0.32576     

AA 比 AI:被字句比 SVO                       0.1574     1.5474   0.102  0.91900     

IA 比 AI:把字句比 SVO                       1.8088     1.1467   1.577  0.11470     

AA 比 AI:把字句比 SVO                      2.4607     1.2622   1.950  0.05123 .   

不合理比合理:被字句比 SVO                  1.0016     1.1008   0.910  0.36288     

不合理比合理:把字句比 SVO                  0.6035     0.8561   0.705  0.48085     

IA 比 AI:中⾼高級比初級                      1.3712     1.0533   1.302  0.19298     

AA 比 AI:中⾼高級比初級                      2.1695     1.2527   1.732  0.08330 .   

不合理比合理:中⾼高級比初級                -0.8386     0.8776  -0.956  0.33929     

被字句比 SVO:中⾼高級比初級                -16.8302  2457.4010  -0.007  0.99454     

把字句比 SVO 句:中⾼高級比初級              -0.3271     1.0337  -0.316  0.75164 

Signif. codes:  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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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漢語母語、西班牙中高級和初級漢語程度者

之 LLM結果 

 

                             Estimate        Std.Er       z value      Pr(>|z|)   

 

(Intercept) 3.88E+00 1.27E+00 3.051 0.00228 ** 

中⾼高級比初級 2.09E+00 2.01E+00 1.038 0.29951   

漢母語比初級 1.90E+01 6.91E+03 0.003 0.99781   

初級:AI 比 AA 2.85E-01 1.64E+00 0.174 0.86211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 -2.73E+00 1.66E+00 -1.646 0.09986 . 

漢母語比初級:AI 比 AA -1.74E+01 6.91E+03 -0.002 0.998   

初級:IA 比 AA -2.10E+00 1.34E+00 -1.567 0.11721   

中⾼高級比初級:IA 比 AA -1.43E-01 1.97E+00 -0.073 0.94207   

漢母語比初級:IA 比 AA -1.74E+01 6.91E+03 -0.002 0.99799   

初級:不合理比合理 -7.64E-01 1.44E+00 -0.53 0.59639   

中⾼高級比初級:不合理比合理 -1.68E-02 1.99E+00 -0.008 0.99326   

漢母語比初級:不合理比合理 -1.74E+01 6.91E+03 -0.002 0.99799   

初級:不合理比合理 -1.54E+00 1.37E+00 -1.125 0.26061   

中⾼高級比初級:不合理比合理 1.73E+01 1.55E+04 0.001 0.99911   

漢母語比初級:不合理比合理 -1.79E-02 1.99E+04 0 1   

初級:SVO 比把字句 1.82E+01 6.34E+04 0 0.9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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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比初級:SVO 比把字句 -3.88E+00 1.66E+00 -2.338 0.0194 * 

漢母語比初級:SVO 比把字句 -1.78E+01 6.91E+03 -0.003 0.99795   

初級:AI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3.61E-01 2.09E+00 -0.173 0.86283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1.34E+00 2.36E+00 0.569 0.56952   

漢母語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1.74E+01 6.91E+03 0.002 0.998   

初級:IA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2.05E+00 1.86E+00 1.1 0.27118   

中⾼高級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3.37E+00 2.54E+00 -1.325 0.18506   

漢母語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1.74E+01 6.91E+03 0.002 0.99799   

初級:不合理比合理:SVO 比

把字句 2.15E-01 1.79E+00 0.12 0.90441   

中⾼高級比初級:不合理比合

理:SVO 比把字句 -1.98E+01 1.55E+04 -0.001 0.99898   

漢母語比初級:不合理比合

理:SVO 比把字句 1.80E+01 3.24E+04 0.001 0.99956   

初級:不合理比合理:被字句

比把字句 1.23E+00 1.02E+05 0 0.99999   

中⾼高級比初級:不合理比合

理:被字句比把字句 1.06E+00 2.27E+00 0.468 0.63941   

漢母語比初級:不合理比合

理:被字句比把字句 1.73E+01 6.91E+03 0.002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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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AI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2.04E+01 1.17E+04 0.002 0.99861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2.69E+00 2.17E+04 0 0.9999   

漢母語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1.93E+01 2.96E+04 0.001 0.99948   

初級:IA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1.05E+00 1.68E+00 0.625 0.53175   

中⾼高級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1.97E+01 1.55E+04 -0.001 0.99899   

漢母語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 -5.60E-01 1.99E+04 0 0.99998   

初級:AI 比 AA:SVO 比把字句 -5.56E+00 6.36E+04 0 0.99993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SVO

比把字句 3.82E+00 1.99E+00 1.921 0.05478 . 

漢母語比初級:AI 比 AA:SVO

比把字句 1.73E+01 6.91E+03 0.002 0.998   

初級:IA 比 AA:SVO 比把字句 -1.74E-01 6.66E+04 0 1   

中⾼高級比初級:IA 比 AA:SVO

比把字句 1.19E+00 2.25E+00 0.53 0.59591   

漢母語比初級:IA 比 AA:SVO

比把字句 1.65E+01 6.91E+03 0.002 0.9981   

初級:AI 比 AA:不合理比合

理:SVO 比把字句 -1.80E+01 1.17E+04 -0.002 0.99877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1.35E+00 2.17E+04 0 0.9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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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母語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1.98E+01 4.38E+04 0 0.99964   

初級:IA 比 AA:不合理比合理:

被字句比把字句 -1.52E+00 2.34E+00 -0.651 0.51494   

中⾼高級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被字句比把字句 2.31E+01 1.55E+04 0.002 0.99881   

漢母語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被字句比把字句 7.15E-01 3.47E+04 0 0.99998   

初級:AI 比 AA:不合理比合

理:SVO 比把字句 -3.83E+00 1.02E+05 0 0.99997   

中⾼高級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3.00E+00 2.83E+00 -1.06 0.28915   

漢母語比初級:AI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4.36E-01 9.89E+03 0 0.99996   

初級:IA 比 AA:不合理比合

理:SVO 比把字句 -8.65E-01 1.14E+05 0 0.99999   

中⾼高級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8.55E-01 2.94E+00 0.29 0.77147   

漢母語比初級:IA 比 AA:不合

理比合理:SVO 比把字句 -5.80E+00 6.92E+03 -0.001 0.99933   

漢母語比中⾼高級 2.88E-01 2.03E+04 0 1   

初級比中⾼高級 4.81E-02 1.51E+04 0 1   

中⾼高級:IA 比 AI -2.17E+01 1.15E+04 -0.002 0.998   

漢母語比中⾼高級:IA 比 AI -2.00E+01 1.67E+04 -0.001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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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比中⾼高級:IA 比 AI -1.83E+01 9.77E+03 -0.002 0.999   

中⾼高級:AA 比 AI -2.06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AA 比 AI -1.27E-01 2.29E+04 0 1   

初級比中⾼高級:AA 比 AI -1.50E-01 2.16E+04 0 1   

中⾼高級:不合理比合理 -1.87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不合理比合

理 -1.99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不合理比合理 -1.53E-01 2.16E+04 0 1   

中⾼高級:被字句比 SVO -1.01E+00 5.97E+04 0 1   

漢母語比中⾼高級:被字句比

SVO -2.01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被字句比 SVO -1.81E+01 9.77E+03 -0.002 0.999   

中⾼高級:把字句比 SVO -1.89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把字句比

SVO -2.02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把字句比 SVO -1.77E+01 9.77E+03 -0.002 0.999   

中⾼高級:IA 比 AI:不合理比合

理 1.86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IA 比 AI:不

合理比合理 1.99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IA 比 AI:不合

理比合理 1.92E+01 2.59E+04 0.001 0.999   

中⾼高級:AA 比 AI:不合理比合
1.81E+01 1.15E+04 0.002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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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漢母語比中⾼高級:AA 比 AI:不

合理比合理 9.03E-02 2.29E+04 0 1   

初級比中⾼高級:AA 比 AI:不合

理比合理 1.24E+00 4.40E+04 0 1   

中⾼高級:不合理比合理:被字

句比 SVO 1.36E+01 5.99E+04 0 1   

漢母語比中⾼高級:不合理比合

理:被字句比 SVO 1.93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不合理比合

理:被字句比 SVO 1.86E+01 2.40E+04 0.001 0.999   

中⾼高級:不合理比合理:把字

句比 SVO 1.76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不合理比合

理:把字句比 SVO 2.14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不合理比合

理:把字句比 SVO 1.44E-01 2.16E+04 0 1   

中⾼高級:IA 比 AI:被字句比

SVO 2.05E+01 6.78E+04 0 1   

漢母語比中⾼高級:IA 比 AI:被

字句比 SVO 1.98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IA 比 AI:被字

句比 SVO 1.74E+01 9.77E+03 0.002 0.999   

中⾼高級:AA 比 AI:被字句比
1.94E+01 6.75E+0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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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 

漢母語比中⾼高級:AA 比 AI:被

字句比 SVO -1.01E+00 2.29E+04 0 1   

初級比中⾼高級:AA 比 AI:被字

句比 SVO 1.59E-01 2.16E+04 0 1   

中⾼高級:IA 比 AI:把字句比

SVO 1.94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IA 比 AI:把

字句比 SVO 2.27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IA 比 AI:把字

句比 SVO 1.83E+01 9.77E+03 0.002 0.999   

中⾼高級:AA 比 AI:把字句比

SVO 2.06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AA 比 AI:把

字句比 SVO 2.84E+00 2.29E+04 0 1   

初級比中⾼高級:AA 比 AI:把字

句比 SVO 1.81E+01 2.35E+04 0.001 0.999   

中⾼高級:IA 比 AI:不合理比合

理:被字句比 SVO -2.20E+01 6.80E+04 0 1   

漢母語比中⾼高級:IA 比 AI:不

合理比合理:被字句比 SVO -2.07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IA 比 AI:不合

理比合理:被字句比 SVO -1.72E+01 3.35E+04 -0.001 1   

中⾼高級:AA 比 AI:不合理比合
-1.91E+01 6.77E+04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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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被字句比 SVO 

漢母語比中⾼高級:AA 比 AI:不

合理比合理:被字句比 SVO 1.58E+00 2.29E+04 0 1   

初級比中⾼高級:AA 比 AI:不合

理比合理:被字句比 SVO -1.97E+01 4.53E+04 0 1   

中⾼高級:IA 比 AI:不合理比合

理:把字句比 SVO -1.62E+01 1.15E+04 -0.001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IA 比 AI:不

合理比合理:把字句比 SVO -2.47E+01 1.67E+04 -0.001 0.999   

初級比中⾼高級:IA 比 AI:不合

理比合理:把字句比 SVO -1.92E+01 2.59E+04 -0.001 0.999   

中⾼高級:AA 比 AI:不合理比合

理:把字句比 SVO -1.80E+01 1.15E+04 -0.002 0.999   

漢母語比中⾼高級:AA 比 AI:不

合理比合理:把字句比 SVO -1.49E+00 2.29E+04 0 1   

初級比中⾼高級:AA 比 AI:不合

理比合理:把字句比 SVO -1.92E+01 4.50E+04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