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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進行測驗、訪談觀察 15 位不同程度的日籍漢語學習者，在閱

讀當中的伴隨性詞彙學習的情形，尤其是對陌生詞處理及其理解。 

正式施測於 2006 年 3 月 28 日至 4 月 13 日，在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研究所內完成。整個施測流程及施測時間在表 3-1 敘述，測驗工具包

括以下七種。  

【表 3-1：施測流程】 

步驟 內容 時間 施測工具 

問卷 基本資料填寫  基本資料問卷  

CPT 華語文能力測驗 

於施測前一周內在家裡

填寫完成  CPT 試卷  

 

閱讀 

 

文本閱讀 

 

 

約 20-30 分鐘 

 

 

 有聲思考文本（簡繁）

 實驗題材（簡繁） 

 陌生詞定義示範本 

 錄音機 

測驗 翻譯測驗 約 10-20 分鐘  翻譯測驗試卷 

訪談 訪談  約 10-15 分鐘   錄音機 

 

 

3.1 受試對象 

本測試正式受試者共計十五位，皆為漢語為第二語言的日籍學習者，目

前居住台灣生活的日籍學生及社會人士。男性有 5 位，女性有 10 位。依據

不同背景（目前是否在語言中心學中文），分成兩組：中高級組、優級組。

中高級受試者共有 7位（S1～7），均為目前在台灣語言中心學習中文的學習

者（含交換學生）。優級受試者共有 8位（S8～15），均不再學習中文語言課

程，6 位為研究生，2 位為社會人士。施測前一週進行基本資料的填寫與華

語文能力測驗，以便瞭解受試者的詞彙以及閱讀能力。請看圖 3-1，明顯地

看出兩組之間平均分數的差異：中高級受試者的 CPT 初中等成績平均 77 分，

高等成績平均 63 分；優級受試者的 CPT 初中等成績平均 90 分；高等成績平

均 7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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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CPT 初中等及高等測驗 兩組的平均分數】 

 

 填寫基本資料（問卷調查） 

進行基本資料的問卷調查，以便理解他們學習中文的背景。 

 華語文能力測驗（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CPT）1 

此次使用的考卷為 CPT 線上模擬考的考卷，特別針對【閱讀部分】、【詞

彙部分】進行初中等的綜合考試（共有 50 題，一題 2 分，滿分 100 分）

以及高等考試（共有 25 題，一題 4分，滿分 100 分）。 

 

如上一章提到，伴隨性詞彙學習，是詞彙量到了某個階段之後，才能開

始發生的，因此較難測出程度太初級的學習者之伴隨性學習。基於以上的理

由，這次的研究對象排除初級階段的漢語學習者。 

本研究的受試者國籍限定於日籍學生，此理由首先為母語背景的統一。

另外一個理由為想要瞭解日籍學習者，學習漢語詞彙時的特點以及困難。因

為中日語之間有大量的同形詞，想要瞭解同形詞在他們的漢語詞彙學習上的

作用如何。 

 

                                                  
1
 華語文能力測驗（CPT）為於台灣地區用於測試外籍中文學習者的語言程度之測驗。 



日籍漢語學習者在閱讀中的伴隨性詞彙學習初探 
 

 28

3.2 測試材料 

本測試當中採用一種測試材料：原文（請見附錄一），內容為如下： 

本次所使用的閱讀原文，按照以下標準挑選2：主題內容（具有普遍性）、

難度（至少中級學習者讀懂的內容、可能的陌生詞之數量3等）、每篇的長度

大約六百至八百個字左右。本次測驗的正式題材共有一篇，主題叫做〈離家

出走〉，選自侯文詠著《侯文詠極短片》其中的一篇，字數為 1165 字，678

個詞。為了避免受試者的閱讀習慣影響閱讀過程，測試題材以及有聲思考演

練所用的文本同時提供簡、繁體字版各一份。 

 

3.3 測試步驟  

正式測試時，為了測出受試者的伴隨性詞彙學習，準備一篇文章進行

閱讀理解。測試內容分四個步驟：陌生詞的圈選、閱讀原文的有聲思考、

翻譯測驗、訪談。此測試的真正目的為，用有聲思考以及訪談時的回顧法

觀察受試者在閱讀行為當中所使用詞彙處理策略的情形。 

測試步驟開始前，首先和受試者進行測試目的及步驟的講解。此時，不

跟受試者說此次研究的真正目的，以便將受試者的注意力集中於文本的理解

上，而非詞彙本身上。關於後續的翻譯測驗，不事先跟受試者說明，以免其

訊息影響他們實驗時的認知。歷來的伴隨性學習的研究都是，受試者不會事

先受到後續測試的通知。這一點是在研究上跟主題性詞彙學習之間有所不同

的地方（Wesche & Paribakht, 1999; Hulstijn, 2001）。 

                                                  
2
首先挑選三篇候選文本，按照以上標準挑選最適合的一篇。先給跟受試者同樣程度的學

習者（各程度一位，共兩位）看三篇候選文本，讓他們把陌生詞圈出來（＝候選陌生詞），

當作前置作業。透過此方法可以預估兩組程度的學習者所可能選擇的陌生詞，也可以避

免測試時受試者完全沒有陌生詞的情形。 
3
 Liu & Nation(1985; in Nation, 2001)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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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進行推測。此三篇文本當中，因為候選

陌生詞太少，有可能正式實驗時出現沒有陌生詞的情形，因此依據此基準挑選侯選陌生

詞的數量最接近 95%的一篇，並且選出尤其是優級程度均至少圈出其數量一半以上的文

本，當作本研究的測試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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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陌生詞（unfamiliar word）的圈選 

    本測試中要觀察的是受試者在閱讀中處理陌生詞（unfamiliar word）的

情況。實際進行測試時，閱讀原文之前，先限定時間（4-5 分鐘）讓受試者

瀏覽文本，瀏覽的過程當中，要將自己陌生的詞彙圈出來。用如此的方法認

定的陌生詞，是受試者在本測試時才第一次接觸的，因此測試中可觀察真正

“fast-mapping＂時處理陌生詞的情形。此時不讓受試者仔細閱讀文本內

容，而只是透過瀏覽確定自己感到陌生的詞彙。為了統一定義，開始圈出之

前以示範文本解釋『陌生詞』的定義，之後讓受試者閱讀文本。關於『陌生

詞』的定義解釋，此次以示範文本中的三個詞為例，解釋圈選標準： 

1. 例：『望向4』 

知道“望＂與“向＂單獨的意思，但沒看過這兩個組合。 

2. 例：『歲月』 

在日語裡看過並用過，但一直以來不知道中文裡也會有這樣的詞彙。 

3. 例：『不悅』 

“不＂等於否定；“悅＂等於高興，從字面上可猜其詞義，但從來沒

看過這兩個組合。 

 

3.3.2. 閱讀原文的有聲思考 

目前很多研究均以有聲思考法（think aloud）來瞭解學習者在閱讀過程

當中的處理過程，如：學習者用哪一種處理策略（ lexical processing 

strategies），推測生詞時使用什麼樣的知識（knowledge resource）以及語境

線索（contextual cues）。甚至，可以瞭解略過哪一個詞彙。本研究也要用有

                                                  
4 筆者看示範文本時以為『望向』是一個詞彙，解釋陌生詞的定義時用此詞來解釋。後來

發現這是動詞『望』加助詞『向』，而根本不是一個詞。但這只是舉例說明陌生詞的定義，

因此沒有對受試者的理解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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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思考讓受試者報告他們閱讀時的認知過程。有聲思考，因為一般需要練

習，因此首先準備一篇文章，在測試開始前進行有聲思考的演練。此文本是

候選文本的其中一篇。選擇標準為，跟正式實驗的題材之程度差不多，長度

稍短，內容同樣為受試者熟悉。這次選的演練文本選自侯文詠著《侯文詠極

短片》其中的一篇〈找人〉，字數為 392 字。有聲思考時所用的語言不限第

一、二語言。以此方法可不受語言程度的限制，並且看出他們更詳細，更精

確的認知過程以及想法（Paribakht & Wesche, 1999）。 

圈選陌生詞之後，進行原文的閱讀有聲思考。在閱讀過程中，讓受試者

用有聲思考念出來閱讀時所處理詞彙的過程。為了看受試者最自然的處理過

程，不限閱讀時間。瀏覽過程沒發現，閱讀過程中才發現的陌生詞，也可以

圈出來。 

 

3.3.3.  翻譯測驗 

閱讀結束後，馬上進行詞彙翻譯測驗，針對每位受試者的陌生詞讓受試

者進行翻譯，看閱讀當中陌生詞伴隨性學習的效果。由於第一次跟生詞的接

觸，如上提到，至少只要測出能理解其陌生詞的意思，尤其是能連結各詞的

詞形與詞義，即等於所使用的處理策略有效。按照在閱讀時的理解，讓他們

將每個陌生詞翻成母語，以便瞭解他們理解的程度。但他們在閱讀過程中所

略過的詞彙不用寫，放棄理解的詞彙也不用寫，以便瞭解他們忽略及放棄的

情形。出題方式採用詞表形式，只提供陌生詞單字（the isolated-words test），

而非提供語境。（關於範本，請見附錄三）透過此方法可看，他們用哪一種

策略或原則，用其策略能否理解陌生詞，使用策略與得到的詞彙學習效果之

間的關係。 

 

3.3.4.  訪談 

以圈選的陌生詞及翻譯測驗的結果為基礎，針對每位受試者的陌生詞，

用固定的流程進行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 format）。用同樣的順序詢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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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問題，如：每回都從以下問題開始：“你第一次看到 X（陌生詞）時你

做了什麼？你想了什麼？＂之後，看後面的回答，再用間接的方式問 LPS

使用有關的問題。除了測驗內容有關的問題之外，還針對他們平常的習慣進

行訪問。例如：若沒有限制（可詢問，也可以查詢辭典）的場合下，平常較

常選用的方式，什麼樣的詞彙用何方法學習等，讓受試者提出具體的例子。

透過訪談瞭解他們平常如何處理及自習詞彙。訪談時所使用的語言一律沒設

定限制。 

 

整個流程結束後，有聲思考及訪談內容的錄音打成逐字稿，再來評分翻

譯測驗的結果，並進行分析。 

 

3.4 研究方法之比較 

以上是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開始進行結果分析之前，先針對在 2.3 提到

的兩種 ESL 伴隨性詞彙學習研究與本研究進行比較。下列表 3-2 為三種研

究採用不同研究方法的比較。這三種伴隨性詞彙學習研究，雖然研究目的、

研究語言、受試者人數及程度有所不同，但研究方法都採用有聲思考，任務

都是閱讀理解，這兩方面而言，也值得比較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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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Paribakht & Wesche(1999)與 Fraser(1999),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比較】 

 Paribakht & Wesche 

(1999) 

Fraser 

(1999) 

本研究 

 

目的 

在閱讀中的伴隨性詞

彙學習研究，重點在

於策略使用的種類及

搭配。 

策略訓練對在閱讀中

使用詞彙處理策略能

力的研究。 

在閱讀中的伴隨性詞

彙學習研究，重點在

於 fast-mapping 的理解

效果。 

測試次數 1 次 8 次（開始前還進行 1

次的策略訓練） 

1 次 

受試者 10 位 8 位 15 位（中高級/優級）

語言 英語學習者（不限國

籍） 

英語學習者（不限國

籍） 

漢語學習者（限於日

籍） 

 

程度 中級 中級 中高級 / 優級 

 

陌生詞的

認定方式 

在正式測試的幾個禮

拜前，讓受試者閱讀

測試文本同樣內容的

文章，事先圈選。進

行分析的詞彙不限數

量。 

測試當天，閱讀後圈

選。針對每個受試者都

陌生的 10 個詞彙進行

分析。 

測試當天，閱讀之前

瀏覽文本時圈選。 

進行分析的詞彙不限

數量，因此每位受試

者的陌生詞量不同。 

研究方法  有聲思考(目標語)

 

 有聲思考(目標語)

 訪談 

 有聲思考(母語可)

 訪談 

 

 

策略效果 

評估方法 

沒有 

（研究重點在於受試

者的使用策略種類，

因此沒設評分方法特

別測出策略效果） 

針對每個受試者的陌

生詞用回顧法進行訪

談，把訪談結果用三分

法評估，但不會評分。

後測只針對共同陌生

的 10 個詞進行。 

針對每位受試者的所

有陌生詞進行翻譯測

驗，看測驗跟訪談結

果 進 行 評 分 （ 三 分

法），並且分析他們所

用 的 策 略 及 推 測 原

則。 

任務  閱讀回答問題 

 閱讀內容摘要 

 閱讀理解（回答問

題） 

 閱讀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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