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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探討詞彙學習的類型以及閱讀中的詞彙習得有關的理論與研

究，包括伴隨性詞彙學習、閱讀中的詞彙習得的相關因素與知識類型，詞彙

處理策略的理論，及前人研究的回顧。 

 

     

詞彙學習(/習得) 

 

 

主體性詞彙學習                   伴隨性詞彙學習 

 

 

課堂上的詞彙學習                 對話    廣播   電視 …… 

 

【圖 2-1：詞彙學習的情境】 

 

如上圖 2-1 提到，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詞彙學習類型主要有兩種：第一種

為主體性學習（intentional learning），簡言之，是一種直接的學習（direct 

learning）；另外一個為伴隨性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簡單而言，是一種

間接的學習（indirect learning）（Wesche & Paribakht, 1999），這兩者的性質

不同，敘述如下。 

主體性詞彙學習是以“記憶以及學習詞彙知識＂為目的（Hultsijn, 

2001）的詞彙學習，就是按照詞義（word meaning）進行詞形（word forms）

的記憶活動（Hultsijn, 1996）。課堂上的詞彙學習就是屬於主體性詞彙學習，

因此有時候將其情境（ intentional setting）叫做教學情境（ instructional 

setting）。在主體性學習的情境下，學習者的注意力（attention）都放在詞彙

本身。 

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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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gy & Anderson（1984）的調查指出，英語為母語的美國高中生平均

詞彙量為 25,000 到 50,000，這麼多的詞彙量並非都是有意識地學會的

（Hulstijn, 2001）。既然如此，他們那麼多的詞彙是從哪裡學來的呢？答案

是，大部分的詞彙都是透過伴隨性詞彙學習從語境中學會的。 

 

2.1 閱讀中的伴隨性詞彙學習 

不管是第一語言還是第二語言，大部分的詞彙是通過伴隨性學習習得

的，這是詞彙學習的主要方式（Vanniarajan, 1997）。那麼，伴隨性學習跟主

體性學習有什麼不同呢？有何特徵呢？這些問題在以下麵一一探討。 

 

2.1.1 伴隨性詞彙學習（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Hultsijn（1996）提到伴隨性學習的兩個定義。狹義的定義為：學習者

無意識中的學習，等於隱性知識（implicit knowledge），因此不知道何時形

成，是很難分析的。除了以上的定義以外，基本上很多研究中的伴隨性詞彙

學習所指的是廣義“語境中的學習（learning from context）＂。伴隨性學習

就是在某個活動的語境中，去理解所聽或所讀的內容時所自然發生的學習。

因此，於伴隨性詞彙學習的情境下，學習者的注意力不是集中於詞彙學習本

身，而是集中於其他活動內容（Paribakht & Wesche, 1999）。伴隨性詞彙學

習的目的非為學習詞彙，而為一個主動的語言從事，如對話、觀看電影及電

視、閱讀等活動（Vanniarajan, 1997）。  

伴隨性學習是在聆聽或閱讀等活動當中，在理解其內容的過程中將新詞

知識“附帶＂學習，因此可以說不是有意記憶其訊息，而是偶然性的學習

（accidental learning）（Hultsijn, 1996）。伴隨性學習又可以用“副產品

（by-product）＂形容。這種詞彙學習是沒有特地學習或記憶其詞彙之意圖，

而是其他活動的副產品（the by-product of any activity）（Hultsijn, 2001; 

Diakidoy, 1993, cited in Rott,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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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不管第一語言還是第二語言，大部分的詞彙習得以及發展都是在

語言活動當中，去理解其意思時所發生的（Wesche & Paribakht, 1999）。也

可以說，主體性學習是以語言為焦點（“Language-focused”）的學習；伴隨

性學習是以訊息為焦點（“Message-focused”）的學習（Nation, 2001）。但兩

者之間很難界定明顯的差異，很多學者提到很多定義，但目前為止伴隨性詞

彙學習的定義還是很難確定的（Huckin & Coady, 1999）。 

伴隨性學習在語言學習的初級階段是不會發生的，因為他們還沒完成習

得其語言的核心詞彙（core-vocabulary）。以英文為例，大部分的學者都同意，

在伴隨性學習發生之前，必須先具備三千個視覺性詞彙（sight vocabulary）
1或最高頻率詞彙（most-frequent, common words）。因為伴隨性學習是其他

活動的副產品，此時至少需要儲存基本詞彙（a large stock of “core 

lexemes”）。一般而言，在第二語言學習的語境下，核心詞彙的詞形及核心

意義都是透過實際教學（explicit instruction）獲得的。接著，學習者自己開

始用伴隨性的方法學習更多詞彙。所以伴隨性學習可以說是學了起初的幾千

個最常用詞之後，學習者自己獨立進行詞彙發展的主要方法（Huckin & 

Coady, 1999），也就是自習詞彙的方法。 

 

2.1.2. 閱讀中的伴隨性詞彙學習之性質 

一般而言，伴隨性詞彙學習常跟“在語境中的詞彙學習＂（Learning 

vocabulary from context） 一起討論（Nation, 2001）。所謂的“在語境中的

詞彙學習＂是透過閱讀、對話等活動的語境（context）伴隨性地學習詞彙。

Nagy & Herman（1987）等很多學者特別指出，大部分的詞彙成長，是從閱

讀當中發生的。 

Nagy, Anderson & Herman（1987）指出，英語為母語者的小孩子，從小

學三年級至中學畢業的那段時間，他們的閱讀詞彙每年增長三千個詞，到中

學畢業時他們的詞彙量平均到達四萬個詞。母語者為何在這麼短的期間能夠

                                                  
1 視覺性詞彙（sight vocabulary）是，看的時候至少可理解其意思，但並不會實際使用的

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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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這麼多的詞彙呢？研究發現，他們的詞彙量只有很小的部分可歸功於直

接的詞彙教學，大部分都從語境中偶然學到的。值得注意的是，每年增加的

三分之一以上是從閱讀中學來的。這不僅是第一語言的例子，Krashen（1989）

也指出，第二語言的詞彙大多也是從閱讀中獲得的。超越常用基本詞彙之習

得後，尤其是程度越高級的學習者，將書寫文本當作主要輸入來源（Wesche 

& Paribakht, 1999）。因此，閱讀中的伴隨性詞彙學習是最簡單、最單純，也

是促進詞彙學習最有效的辦法（Nagy & Herman, 1987）。 

一般而言，一次的閱讀過程中，發生少量的伴隨性詞彙學習。學習者透

過對文本內容的理解，會伴隨性地獲得少量的新詞知識。若學習者閱讀大量

的可懂性文本，就可以增加其知識。（Nation, 2001) 如此，很多學者提到“泛

讀＂（extensive reading）對詞彙學習的有用性。泛讀是跟精讀（intensive 

reading）不同的閱讀活動，重點放在文本的內容，而非語言形式，這兩者也

跟不同性質的注意力有關。 

 

2.1.3. 伴隨性學習中的注意力（attention） 

伴隨性學習當中的注意力（attention），跟主體性學習中的注意力之間

有明顯的差異。伴隨性學習並非完全不將注意力放在詞彙本身上，而只是注

意力的性質不同而已，因為學習者發覺新詞以及新規則時，通常至少需要一

些注意力（a degree of consciousness）才能學會（Schmidt, 1993 cited in 

Huckin&Coady, 1997; Ellis, 1994）。 

主體性學習的目的為詞彙本身的學習，因此將焦點放在語言形式

（linguistic form）上，此時所用的注意力性質接近“集中的注意力＂（focal 

attention）；伴隨性學習的目的是以其他語言活動為主，因此將注意力放在語

言詞意（linguistic meaning）上，也就是在傳達內容（message content）上，

但同時也會將“附帶的注意力＂ （peripheral attention）放在語言形式上。

（Ellis, 1994） 因此，可以說主體性學習主要是與“集中的注意力＂有關的

“attended learning＂；在伴隨性學習的情境下，學到的詞彙主要與學習

者的“附帶的注意力＂有關，此時它的“集中的注意力＂不在詞彙上，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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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地方（Wesche & Paribakht, 1999)。由上可知，伴隨性學習非完全不需

要注意力，而只是注意力的性質跟一般學習稍微不同而已。 

一般而言，注意力跟目的(purpose)、任務需求（task demands）之間有

關聯（Huckin & Coady, 1997)。學習者將注意力放在什麼樣的地方，得看是

做什麼樣的任務。因此在詞彙學習上可以說，看什麼樣的任務，結果學習者

習得的詞彙有所不同。不同任務及目的而為的伴隨性學習，它的注意力當然

不在詞彙上。 

以下表 2-1 為上述的兩種詞彙學習的方式整理進行比較的，由下可知，

伴隨性詞彙學習與主體性詞彙學習在五種方面(語境、目的、意識、注意力、

學習態度)有不同的部分。 

 

【表 2-1：主體性及伴隨性詞彙學習的比較】 

 主體性詞彙學習 伴隨性詞彙學習 

語境 主要為課堂上的詞彙教學。 

以詞彙為主要進行的活動。 

其他語言活動，如：對話、觀看

電影及電視、閱讀等。 

目的 傾向於詞彙本身的學習。 

以記憶與學習詞彙知識為目的。

以 語 言 為 焦 點

(“Language-focused”)的學習。 

目的為其他語言活動，但伴隨性

地學習在活動中所出現的詞彙。

以 訊 息 為 焦 點

(“Message-focused”)的學習。 

意識 對自己所學習的詞彙傾向於有意

識地學習。 

從狹義來看，是一種下意識的學

習。對自己所學習的詞彙傾向於

接近下意識地學習。 

注意力 學習時對詞彙的主要注意力性質

傾向於“集中的注意力＂(focal 
attention)。 

學習時對詞彙的主要注意力性質

傾 向 於 “ 附 帶 的 注 意 力 ＂

(peripheral attention)。 

學習態度 主動有意識的學習 偶 然 性 的 學 習 (accidental 
learning) 

 

2.1.4. 在閱讀語境中獲得的知識類型 

伴隨性地學習詞彙時，所獲得的知識類型有兩個特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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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境知識與定義知識   

在語境中學習詞彙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知識性質比一般的詞彙學習更豐

富。學習者知道一個定義知識並不難，使用詞表（word list）或辭典即可。

但只瞭解其詞彙的核心意義（a fixed core of meanings for a word），對詞彙的

使用而言是不夠的。掌握一個詞的句法功能、與其他詞的搭配關係、褒貶色

彩、語體等，都必須依靠具體的語境。如上提到，僅一次的接觸頂多只能獲

得詞形與詞義的知識，而不能學會所有的詞彙知識。但若能在語境中重複接

觸，即可形成其詞彙的“extended mapping＂，慢慢累積這些訊息，即能完

成一個詞彙知識系統。如此，已語境化（contextualized）的知識，比一對一

的翻譯搭配，還提供其詞彙更豐富的詞義與使用。語境中的詞彙學習，不僅

可學到“定義知識＂（definition meaning）還可以獲得“語境知識＂（context 

meaning）。（江新, 1998） 

     

 接收性知識與產出性知識 

Paribakht & Wesche（1997; 1999）及 Knight（1994）的研究指出，透過

閱讀獲得的知識只是對文本或詞彙正確的“理解＂而已，因此從閱讀中的伴

隨性學習獲得的詞彙知識，尤其是第一次的接觸所得到的，一般而言大多是

接收性知識（receptive knowledge）2。這不是說在閱讀中完全不能吸收產出

性知識（productive knowledge），只是詞彙知識本來就是從接收性發展至產

出性的，在閱讀的情境中，雖可記憶新詞的詞形以及詞義，但因為很多學習

者都不會被要求某個程度（可理解文本意思的範圍內）以上的輸入處理

（input processing），因此很難超越接收性知識的範圍。如此，為了使其詞

彙知識發展為產出性知識，要看接觸的次數增加其詞彙知識，也跟其他因素

有關。 

 

                                                  
2
 接收性詞彙知識指認識但尚不能自由運用的詞彙知識，一般只知道其最基本或最核心的

意義(戴曼純, 2000)。接收性詞彙所指的是，在一個受試者的詞彙庫裡具有該知識的詞

彙。詞彙都是從接收性知識發展到產出性知識(不僅理解其意義，還能自由運用的詞彙)，

形成一個連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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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影響閱讀中伴隨性詞彙學習的因素 

由於泛讀對詞彙習得的幫助，很多學者與教師都重視泛讀。那麼，只要

進行大量的泛讀就可以擴大學習者的詞彙量嗎？並非如此。僅是單純的泛讀

是不會自然產生習得的，因為如上所述，伴隨性學習是具有偶然性、非常不

穩定的。在閱讀中，不同學習者注意到不同的詞彙，為了理解陌生詞做出不

同的處理，使用的策略也不同，因此無法預測學習者在閱讀中學習哪一個詞

彙，也不知學習到什麼樣的程度。因此，閱讀中的詞彙學習之結果亦不能事

先預測。伴隨性學習的學習過程又緩慢、又有誤導，因此 Sternberg（1987)

批評伴隨性學習不能說是最快、最有效的詞彙學習方法。那麼，什麼條件可

引起成功的伴隨性詞彙學習？什麼條件可能導致失敗？ 

閱讀者（學習者）有意識的進行陌生詞義的推測時，閱讀才對詞彙習得

有用，也會產生詞彙發展。由此可知，推測策略在詞彙習得上的重要性。但

不是只要推測即可，推測的對象需要線索（cues），這才是對推測有幫助的

（Sternberg, 1987; Lee&VanPatten, 1995, cited in Rott, 1999）。在語言語境中

存在著各種詞彙習得的線索，語境在詞彙習得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再者，

線索的“量＂（number of relevant clues）跟“質＂（explicitness of relevant 

clues）都要並重。線索不僅越多越容易推測，越明確越容易推測。Beck, 

McKeown & McCaslin（1983, cited in Vanniarajan, 1997）提到並非所有的語

境都是同樣有幫助的，根據語境線索是否有幫助，有以下四種連續面的性質： 

(1) misdirective context  ---引導誤解的語境 

(2) nondirective contexts ---對理解沒有幫助的語境 

(3) general directive contexts ---透過此語境可猜測一般的詞義，但還

不夠精確 

(4) directive contexts    ---引導準確詞義的語境 

其中只有語境(4)直接能引導學習者至正確的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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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語言有關的線索即語言線索（linguistic clues），按照範圍可分成詞內

及詞外線索。以下為 Paribakht & Wesche（1999）所提到的七種推測原則： 

 

a. 詞內線索（inter-linguistic clues） 

詞內線索為其詞彙本身具有的詞法線索，如：Paribakht & Wesche

（1999）共提到以下四種： 

1. Word morphology（構詞） 

學習者對目標語構詞的瞭解，如：字根、詞綴（如：-tion、-ly）、

或屈折語言的時貌標記（如：-ed）等。漢語的例子為表示名詞的

“子＂、 “老＂、“～性＂等。 

2. Homonymy（同形異義詞或同音異義詞） 

    利用同形或同音異義詞，透過書寫或語音形式的類似性，推測陌生

詞義。 

3. Word association（字詞聯想） 

           透過字詞的聯想來推測陌生詞。漢語聯想，以從字素聯想為多。 

4. Cognates（同源詞） 

      利用目標語跟其他語言之間的同源詞來推測目標語陌生詞。看學

習者所知道的其他外語知識（含母語）與目標語之間的關係，可以改

成兩種語言之間的同形詞，如：中日同形詞。 

使用這些線索就能很快地經由其陌生詞的形式使 L1 或 L2 的聯想

從詞彙庫裡啟動出來，但有效地使用此線索要看個人的語法知識

（Vanniarajan, 1997），以及詞彙本身的性質。 

 

尤其是第一語言的同源詞，在詞彙習得中扮演主要角色，母語中的

詞彙類似性會影響到學習目標語的容易性（Koda, 1997）。L1 裡本身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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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L2 借來的外來詞或同源詞，因為形式上較熟悉，就容易解讀目標語的

語音形式或語義，這叫做“有幫助的同源詞（true cognates）＂。然而，

其中也有些同源詞實際的語義在兩個語言中有所不同，容易使學習者混

淆，引起錯誤的情形，Ellis（1994）將它叫做“誤導的同源詞（false 

cognates）＂。為了將出現的同源詞分辨為有幫助的，還是誤導的（false），

需要認知的彈性（cognitive flexibility）以及後設認知的意識（metacognitive 

awareness）。 

 

b.詞外線索（extra-linguistic clues） 

詞外線索所指的是，存在於詞彙單位之外的語言線索。其中提到以

下三種詞外線索： 

1. Sentence-level grammar（對句子組成成分的知識） 

      學習者在處理新詞時，經常透過他們對句子組成成分的知識，

如：語序所表示的詞類等，來推測新詞意義。 

2. Punctuation（從文本的標點方式區分專有名詞或同類型的詞） 

      學習者利用文本的標點方式，區分專用名詞或同類型的詞。漢語

是無法用大寫標記專用名詞，但可用頓點表示同類型的詞。 

3. Discourse and text（篇章結構；上下文的語義） 

  學習者有時候從篇章結構、上下文的語義來推測新詞。 

 

Fraser（1999）指出詞外線索是推測時最常用的線索。但因此線索的

範圍比詞內線索還要廣泛，所以在使用上比詞內線索更耗時間。 

除了如上語言線索以外，Vanniarajan（1997)的研究還提到跟詞彙習得

有關的六種影響變數（moderating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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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陌生詞出現的頻率（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the unknown word） 

出現頻率較高的詞比頻率低的詞容易習得，學習深度也會越深

（Ellis, 1994）。由於閱讀中的伴隨性習得過程是非常緩慢、耗時的過

程，因此要靠重複的接觸（repeated exposures），才能提高學習效果與

發展。閱讀中的詞彙學習是建立在不太穩固的基礎上的，若對於某個

詞彙所獲得的少量知識，不立即由其他接觸來鞏固，獲得的知識可能

會消失（Nation, 2001）。那麼，成功的習得需要多少接觸呢？在伴隨性

情境下，對新詞的接觸至少需要六至十次左右3（Vanniarajan, 1997)。

伴隨性情境的詞彙學習是靠每次的接觸慢慢加強對其詞彙意義的理解

的。 

b. 上下文語境的多樣性（Variability of contexts in which multiple 

occurrences of the unknown word appear） 

出現的語境越不同，越可以提高有用線索的數量，結果成功推測詞彙

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Nagy & Hermann（1987）提到應該至少針對一個

詞彙讓學習者接觸不同四個語境，因為接觸同樣的語境不能使其詞彙的詞

彙知識豐富。  

c. 學習者認為該陌生詞是否重要（Importance of the unknown word to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is embedded） 

為了習得詞彙，不管在伴隨性情境還是主體性情境下，學習者至

少需要注意到其新詞的存在，因此錯過對新詞的注意（即忽略），或者

雖然注意到，但選擇忽略（即放棄）時，習得會失敗。為何沒注意到，

因為有些情況其陌生詞在文本內容的理解上不重要，因此不需要知道

意思（Nation, 2001)。由此可知，陌生詞對文本的理解越重要，學習者

越主動去推測，結果也提高推測成功的機會。 

 

                                                  
3
 Saragi, Nation&Meister(1978)的第一語言研究指示，十次左右的接觸即可獲得完整的理

解(full-acquisition)；Nation(1990)的調查指示的是，需要 5至 16 次。但每次的研究所受

到的變項有所不同，因此不得已有各研究之間的差異。完整習得的絕對的接觸次數是不

存在的(Huckin&Coad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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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周邊語境對陌生詞義的理解是否有幫助（ Helpfulness of the 

surrounding context 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the unknown word） 

陌生詞周邊的語境要看它跟線索之間的距離。線索跟詞彙之間的

距離越近越好，Nation（2001)的 cloze tests 的結果指出，線索最好是在

有陌生詞的同一個句子裡存在。其他句子裡有的線索，有幫助的機率

為百分之十以下。  

e. 陌生詞在句子中的密度及比例（Density of unknown words） 

句子裡生詞所佔的比例越多，或每個陌生詞之間的距離越近時，

越難推測，也不會到達習得。成功的推測跟學習者的詞彙量（learner’s 

vocabulary size）有關，詞彙量越多，越能夠推測很多陌生詞。Holley 

（1973, cited in Nation, 1990）提到，推測時最好的陌生詞比例，是每

15 個詞中有一個陌生詞。他指出，若每十個詞當中有一個陌生詞時，

推測失敗的可能性較高。Liu & Nation（1985; cited in Nation, 2001)又指

出，推測時至少需要知道文本中詞彙的 95%（每二十個詞中有一個陌

生詞，或者每兩行有一個陌生詞）。更多的比例也許更好，如：98%（每

五十個詞有一個陌生詞）。總之，陌生詞的比例要少，即可以產生更好

的學習效果。 

f. 先備知識在線索使用上是否有幫助（Usefulness of previously known 

information in cue utilization） 

若學習者對主題有關的內容與基模（schema）有先備知識，推測

時將有幫助。因此其背景知識越豐富，越容易從上下文猜測生詞。此

知識是與篇章線索（dicourse / text hint）相關的，能提高推測的效果。

Paribakht & Wesche（1999）的框架也相同，除了以上七種詞內外線索

之外，還提到外在知識（world knowledge)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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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性詞彙學習時相關的因素 

 

                                   

                                         

                            

a.出現頻率                 

1. 構詞            1. 句子成分         b.上下文語境的多樣性       

2. 同形音異義詞    2. 標點符號         c.是否認為該詞重要         

3. 聯想字詞        3. 上下文           d.周邊語境是否有幫助       

4. 同源詞                              e.陌生詞在句子裡的密度     

f.先備知識是否有幫助 

                                    

【圖 2-2：參考 Paribakht & Wesche（1999）及 Vanniarajan（1997）的分類框架】 

 

以上伴隨性詞彙學習時相關的因素，Paribakht & Wesche(1999)提出的

七種推測原則與 Vanniarajan(1997)所提出的六種變項因素，可以整理成以上

圖 2-2。 

詞彙學習，尤其是學習者在閱讀中伴隨性地習得詞彙時，除了以上的因

素以外，內在因素（學習者本身的因素，如：認知等）也有影響。外在的因

素跟內在的因素之間產生互動時，將決定習得多少詞彙，能習得到何等程

度。每個因素都是如此不可或缺的，同時互相作用的。  

 

 

語言線索 其他影響變數 

詞  內 詞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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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伴隨性的詞彙處理策略（Lexical processing 
strategies） 

學習者學習語言時，會應用多種學習策略。他們所使用的策略是按照語

言活動而不同，溝通時所應用的策略叫做溝通策略；閱讀時所應用的策略叫

做閱讀策略。策略尤其是在詞彙學習領域中，學習者更傾向使用種種策略，

詞彙學習跟策略之間的關係比其他語言學習活動還密切（Schmitt, N. 

1997）。與詞彙有關的策略是“詞彙學習策略（Vocabulary learning 

strategies)＂，這是學習者為了學習詞彙所使用的策略，如：關鍵詞法、複

誦、翻譯、詞卡等策略。這些策略是比較廣泛的，不管是主體性學習還是伴

隨性學習，是學習詞彙時所用的策略。 

Fraser（1999）的文章“Lexical processing strategy use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through reading＂中特別提到閱讀時所用的三種“詞彙處理策略

（Lexical processing strategies）＂：推測策略（inference）、忽略策略（ignorance）

與諮詢策略（consultation）。這是學習者在伴隨性質的詞彙學習，尤其是在

閱讀中碰到陌生詞時所採取的三種主要策略。本文的研究重點非在一般的詞

彙學習策略，而集中於詞彙處理策略的應用上。策略應用有個人偏好以及差

異（Paribakht & Wesche, 1999）。有些人只用推測策略，有些人常用諮詢策

略，有些人常忽略陌生詞。甚至個人推測時所使用的知識，也有不同的分佈

以及類別。下麵逐一說明此三種策略。 

 

2.2.1.  推測策略（inference） 

推測為文本當中有的線索（cues）跟受試者個人知識的互動（Paribakht 

& Wesche, 1999），學習者應用已有的語言知識、常識以及先備知識，透過

線索對陌生詞自行設定假設，並且測試它的詞意過程（Ellis, 1994; Haastrup, 

1991）。推測策略是閱讀中處理陌生詞時最常用的策略4（Paribakht & Wesche, 

1999），因此對伴隨性詞彙學習的影響亦非常大。 

                                                  
4 他們的研究當中，結果受試者使用的策略中 80%以上都是推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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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測並非如此單純、有效的策略。推測策略的使用很耗時間，

常因此而減慢閱讀處理的速度，甚至有時會導致誤解及失敗。為了應對這些

推測的限制，需要一些知識，如推測時主要應用上一節提到的詞內線索及詞

外線索。因此，推測時需要能應對這些線索的語言知識，以及好的閱讀策略；

好的推測者能利用各種線索來確認詞彙的意思。除此之外，推測還受到影響

變數（moderating variables)的影響，推測是這些因素條件都齊了之後才有

效。如此，推測策略的使用是很複雜的過程。 

 

推測某個詞彙時常有以下四種情況（其中 1-3 為引用自 Nation, 2001）： 

1. 推測成功，且習得其部分知識 

推測到詞彙某個程度的正確語義，並且至少能學到其詞彙的部份

知識。此情況在文本中的 5-10%的詞彙上發生。（Nation, 2001) 

2. 推測成功，但沒有習得 

推測到詞彙某個程度的正確語義，但沒有學到。因為理解跟習得

之間還有一段距離，在上下文中推測的確對理解有幫助，但不見得對

學習有幫助。有時，文本中的線索太容易，或者學習者對文本內容太

熟悉，不需要認得那個詞彙也可以理解文章的意思時，由於不太注意

到該詞，反而不產生習得。如此，“理解一個詞彙＂跟“學習一個詞

彙＂是完全不同的事情，理解是學習時不可或缺的條件，但不是充分

的條件（Paribakht & Wesche, 1997; 1999 ;Ellis, 1994)。因此推測的成功

不一定都會轉換成習得。 

3. 推測錯誤 

進行推測時，受到引導誤解語境（misdirective context）的影響，

而發生誤導且推錯其詞彙的語義。誤導的推測即對習得沒有效果

（Fraser, 1999），有時由於這些推測的失敗，為了配合其錯誤的推測還

會導致重新解讀語法的上下文關聯，常有的情形是，熟悉的詞形（或

音）誤導至熟悉但不正確的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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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放棄推測 

    有時學習者想要用推測策略進行理解，卻難以理解的情形，是因

為線索太少或受到對理解沒有幫助的語境（nondirective contexts)之影

響，無法解讀，結果放棄推測。此情形亦與誤導同樣，因為詞的形義

之間沒有正確的連接，對習得沒有效果。 

 

2.2.2.  忽略策略（ignorance） 

在閱讀中碰到陌生詞時，學習者不一定採用推測、諮詢等積極的策略，

有些詞彙會被忽略。Cobb & Maera（1998）指出，學習者在每五個陌生詞中，

只對一個詞彙學習到某個程度的詞彙知識，其他都被忽略。如此，學習者在

閱讀中採用忽略策略的機率並不低。 

然而，忽略策略並非只因為消極的理由而發生的。略過的主要理由為

進行其任務（如閱讀理解）時該詞彙並不重要或不相關。如此，忽略與任務

之間有密切的關係，端看任務的性質，略過的詞彙以及注意到的詞彙將有所

不同，任務的不同會影響學習者所習得的詞彙。學習者使用忽略策略的傾向

為，若其詞彙對理解文本上沒有太大的影響，或為後續的任務上不重要的資

訊，此時不用特地將注意力放在該詞彙上，所以會忽略它（Huckin & Coady, 

1997）。忽略策略的使用，是為了將注意力能集中於其他更重要的詞，而略

過其詞彙（Gass, 1999)。但若因為忽略其詞彙，而無法理解重點影響任務之

進行，這就是使用忽略策略的負面效果。  

基本上，沒有注意到其詞彙（no attention）即不會發生習得（no 

acquisition）。並非所有的陌生詞都被注意到，雖進入輸入（input）階段，但

真正內化（internalization）的訊息是極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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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諮詢策略（consultation） 

諮詢策略可分成詢問（人）及查詢（字詞典），在此尤其是指查詢辭典

的功能。諮詢策略跟推測策略最大的不同是，推測策略為學習者主動從事的

過程。因為要將語義從語境中推測出來（Meaning to be inferred），在推測中

獲得的知識是以其詞彙的語境知識為主；諮詢策略是透過辭典等工具提供語

義（Meaning Given）的過程。在辭典上所查到的知識是以其詞彙的定義為

主。只是，若該詞彙有幾個定義時，還要跟文本上的語境對應，找出最好的

定義，因此在閱讀中這兩種策略的使用都可以跟語境互動。 

很多L1研究比較了辭典定義跟語境中推測（Cristm Robert, 1981; Crist & 

Petrone, 1977; Gipe Joan, 1978, cited in Knight, 1994），很多結果指出推測策

略的優勢，但研究結果各有不同。然而，至少很多研究者都同意，定義確定

的方法（諮詢）跟語境確定的方法（推測）的搭配是比單獨使用任何策略更

有效的方法。（Stahl & Fairbanks, cited in Knight, 1994） 再者，Fraser（1999）

與 Knight（1994)等研究也指出，記憶效果最好的也是這兩者的搭配使用，

尤其是先推測再諮詢時，記憶效果是最好的。  

Fraser（1999）的研究結果指出，雖然諮詢策略比推測策略更容易，但

受試者諮詢策略是使用量沒那麼多，因此就是選擇性為主（selective basis）

的。也許，因為諮詢策略比推測還耗時，比推測還耗 41-44%的時間，會幹

擾閱讀理解的過程（Knight, 1994)，因此不是學習者最常用的策略。 

 

2.2.4. 詞彙處理策略的學習效果 

詞 彙 處 理 策 略 的 使 用 效 果 可 分 成 兩 種 ： 第 一 種 為 “ 理 解

（comprehension）＂；第二種為“記憶（retention）＂。 

1. 理解 

詞彙處理策略是否有效果，先要看當場處理詞彙時，能否運用策略解讀

出陌生詞在文本中適合的語意，並理解該詞彙的意思。對詞意理解的效果可

以分成以下三種（Fraser,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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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法理解（no comprehension） 

用其策略無法理解陌生詞彙的意思，或者誤解為別的意思。 

(2) 部分理解（partial comprehension） 

用其策略得到陌生詞彙的部分理解。雖然他們所確定的意思落

了一部分，但從語境中可以瞭解一般的意思。 

(3) 完全理解（full comprehension） 

用其策略可以確定陌生詞彙正確的意思。 

2. 記憶 

除了理解詞義之外，還要將獲得的知識長久保持。詞彙處理策略是否有

效，再來要看處理其詞彙之後能否在適當的語境，想起它的書寫形式（word 

form）、語義（semantics）、及其他詞彙知識（other lexical information)，就

是詞彙記憶。如上提到，伴隨性學習的詞彙成長是透過緩慢的過程，一步一

步的累積而形成的。因此在這累積過程中，詞彙記憶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那麼，對詞彙記憶重要的因素是什麼呢？Hultsijn（2001）指出，為了

持續記憶，重要的是處理方法的性質以及豐富性。碰到新詞解讀時若有某種

困難，該詞以後較容易被提取，因為確定意義時的困難留下了更明確的記

憶；在上下文中容易預料到的詞彙，雖然容易處理，但記憶的顯著性沒那麼

高（Nation, 2001）。這表示，學習者閱讀文本時，雖然他們對其內容具有足

夠的背景知識，他們較容易處理陌生詞，但對它留下的記憶並不深刻。這就

是“容易推測，但詞彙學習很差＂的情形。與此相反的，學習者太依賴上下

文解讀時，尤其是推測的過程較費力，但獲得的詞彙知識較多。（Fraser, 1999） 

如此，透過精巧的處理過程（elaborate processing），結果在其詞彙、詞義跟

已知之間形成某種聯想，而能提高對其詞彙的記憶效果，也能夠到達成功的

詞彙習得（Hultsij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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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種策略的使用（multiple-use；如：推測跟詢問兩個策略的搭

配使用）亦比單獨的使用可連接到更好的記憶5（Fraser, 1999）。Schouten-van 

Parreren（1989）的研究也指出到同樣的結果。Kelly（1990）還指出此方法

可以彌補錯誤推測的危險。使用推測策略時，尤其是以已有的 L1 聯想為基

礎的推測可以連結到更好的記憶（higher retention）6。若之前已認得的部份

熟悉詞，記憶效果比第一次接觸的詞還好7。如此，不同詞彙處理策略所具

有的記憶效果有所不同。 

 

2.3 前人研究的回顧 

本節介紹前人的兩種研究：Paribakht & Wesche（1999）的研究“Reading 

and Incidental L2 vocabulary learning＂與 Fraser（1999）的研究“Lexical 

processing strategy use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through reading＂。兩者均是英

語為第二語言（ESL）的閱讀中伴隨性詞彙學習的研究。 

 

2.3.1  Paribakht & Wesche（1999）的研究 

Paribakht & Wesche（1999），為了瞭解學習者在閱讀中碰到陌生詞時如

何處理（使用哪些策略、哪些知識原則），針對 10 位 ESL 中級學習者（母語

背景不一致）進行測試。測試開始的前幾週進行前測，認定陌生詞。讓受試

者閱讀跟正式測試文本同樣主題而不同內容的文本，此時讓受試者圈選他們

認為陌生的詞。正式測試時準備包含他們陌生詞的文本，進行兩種閱讀理解

任務：回答問題（a question task）以及摘要（a summary task），以便看出任

務的不同對陌生詞數量的影響（被忽略的機率）。進行任務時使用有聲思考

(think-aloud)收集受試者的語料，以便瞭解他們用哪一種處理策略，推測生

                                                  
5
 Fraser(1999)的研究結果指出，推測或諮詢策略單獨使用的記憶率（30%）幾乎一樣，但

這兩種策略的搭配使用的記憶達到 50%，明顯提高。 
6
用 L1-based word identification processes（如：L1 同類詞）推測時具有最高記憶率（50%）；

L2-based 為 39%；Sense-creation based 為 28%。 
7
“unfamiliar”的程度以及 retention 的機率：受試者對之前看過而無法想起的詞彙有很高

的記憶率，但完全沒有看過的詞彙，記憶率只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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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詞義時使用什麼樣的知識原則來處理他們的陌生詞。忽略策略不包含在策

略框架中，主要策略分類共有三種：提取8（retrieval）、諮詢9（appeal for 

assistance）、推測（inference)。進行任務時，若受試者沈默，施測者會主動

提醒受試者說話（使用此方法的原因，可能因為此研究沒進行訪談，而只用

有聲思考的結果觀察受試者所使用的策略）。此研究因為重點放在受試者使

用的策略種類，因此沒有設定評分方法測出策略效果。測試步驟如下： 

1. 認定陌生詞（閱讀中圈選陌生詞）--- 前測  

2. 進行閱讀題材, 進行兩種任務（使用有聲思考） 

研究結果發現，兩種任務當中，被忽略的陌生詞平均有 54%，受試者主

要使用的策略是推測策略（35%10），提取及諮詢僅有 11%。推測策略的使用

知識原則比例如下圖 2-3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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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Paribakht & Wesche（1999）研究中的推測策略使用原則比例】 

 

                                                  
8
 提取(retrieval)是，碰到陌生詞時，重複念出來，以便拖延處理時間從詞彙庫提取線索

知識。 
9 Paribakht & Wesche (1999)的研究，容許使用英英詞典查詢，也可以詢問。但被詢問的人

不能說答案，以便看出受試者的處理能力，只為了觀察受試者採取詢問策略（appeal for 
assistance）的可能性，而容許使用的。 
10
 Paribakht & Wesche (1999)的分類當中本來忽略策略不含在策略框架裡面，結果本來是

推測策略佔 80%；提取及諮詢佔 20%，但為了後面進行跟 Fraser(1999)及本研究之間的比

較，把忽略策略算在裡面，重新計算的比例：忽略佔 54%；推測佔 35%；提取及諮詢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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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Paribakht & Wesche（1999)的研究中，使用推測原則最多為

句子成分（35%)。從詞內外線索的分別來看，詞外線索使用佔 50%;詞內線

索使用佔 24%；其他11佔 27%，結果詞外線索的使用量偏多。  

 

2.3.2  Fraser（1999）的研究 

Fraser（1999）的研究目的主要為策略訓練與在閱讀中詞彙處理能力之

間的關係。進行一次的策略訓練（兩種）以及八次的閱讀測試（長期追蹤）

當中，觀察受試者的陌生詞處理能力在四個階段（進行策略訓練前、訓練 1

結束後、訓練 2結束後、最後的測試結束的一個月後）中的改變。此研究要

觀察的三種詞彙處理策略（lexical processing strategy）為如上提到的三種策

略：推測（inference）、諮詢（consultation）、忽略（ignorance)。受試者是

ESL 的 8 位中級學習者，不限國籍。   

研究方法採用有聲思考（使用目標語），讓受試者在閱讀中說出自己閱

讀及解讀陌生詞的過程（過程中容許使用詞典查詢），之後回答閱讀理解的

題目。再來讓受試者圈選在閱讀時陌生的詞之後，在後續訪談用回顧法針對

所圈選的陌生詞敘述如何處理。按照處理的結果（理解；comprehension），

評估三階段：完全正確、部分正確、不正確。每次的測試結束的一個禮拜後,

針對每個受試者共同圈選的 10 個陌生詞進行 VKS（a cued recall task），自我

評估他們對陌生詞的記憶效果（retention）。由此可知，Fraser（1999）的研

究重點在於策略訓練前後的受試者的能力變遷，並且還重視詞彙記憶

（retention）效果的部分。每次的閱讀測試步驟如下： 

1. 瀏覽閱讀理解題目 

2. 進行閱讀題材 

3. 回答閱讀理解題目 

4. 圈選在閱讀時認為陌生的詞彙 

5. 後續訪談 
                                                  
11
 Paribakht & Wesche (1999)的研究當中，其他分類包括先備知識(9%)及不知道(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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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後測（a cued recall task）---每次測試的一個禮拜後 

研究結果發現，兩種策略訓練之後，受試者的忽略策略使用量變少，並

且推測策略的推測結果，完全正確的比例變多。此外，在四個階段的三種策

略的平均使用量，推測佔 44%；忽略佔 24%；諮詢佔 29%，推測明顯地偏多。

並且，推測當中使用的線索比例：Sense creation（SC：從詞外創造詞義，等

於詞外線索）為 65%；Word identification（WI：從詞內摸索詞義，等於詞內

線索）為 35%。由此可知，Fraser（1999）的研究亦指出詞外線索的使用量

優勢。此外，從理解結果而言，諮詢測略的完全正確的比例 78%；推測策略

的完全正確的比例為 52%。諮詢策略的理解效果比推測策略還好得多，但受

試者的傾向還是多用推測策略。 

 

以上是英語為第二語言的伴隨性詞彙研究。第三章開始探討本研究的

研究方法，是漢語為第二語言的伴隨性詞彙研究。希望研究結果能夠看出這

兩種語言的伴隨性學習的差異。此外，由於論文篇幅以及討論內容的複雜

性，關於處理策略的效果，在此只討論理解效果，而不將記憶效果列入測試

及討論當中。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受試者的使用策略與理解效果之間的關係，

因此在測試當中，為了更能夠看出兩者之間的關係而統一條件，先不讓受試

者使用諮詢策略。然而，關於諮詢策略，將在後續的訪談當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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