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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是探討關於敘事的基本定義並說明敘事的功能與重要

性，接著分別就敘事巨結構、敘事微結構之分析以及幼兒敘事中巨結

構、微結構兩個層面之個別發展稍做整理，最後再回顧國內幼兒敘事

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敘事的定義、重要性與功能性 

壹、敘事的定義 

“narrative”一詞，國內通常譯成「敘事」、「敘說」、「敘事體」、「敘

述」或「說故事」。那到底什麼是「敘事」呢？首先，我們必須先回到

這個詞的本身來看，原來 narrative, narration, to narrative,等詞皆源自於

由梵文字源 gnâ（know）而來的拉丁字 gnãrus ( knowing, acquainted with, 

expert, skilful,等)與 narrõ（ relate, tell），同樣都具有「使人知道、熟悉」

的意思（引自White, 1980），由於敘說具有這樣的功能，因此可被用來

傳遞訊息、溝通情感、建構知識，並增加對彼此（說者和聽者）或對

所生存的世界之共同理解。 

敘說關於過去的事件，似乎是一種普遍的人類活動。對人來說，敘

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如同 White（1980）所說的：「敘說的衝動本

來就是一種天性。」若想說明一件事情是如何發生的，敘述乃是不可

避免的。它解決了「如何把知道（knowing）轉化為講述（telling）」的

問題（White, 1980, p.1），由此看來，敘事的確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

行為或本能。 

西方有一些著名的學者都因著不同的研究目的各自地為敘說下了

定義，Labov（1972）一開始探究的是個人生活經驗敘說的結構，故以

較狹義的解釋來定義敘事，他認為敘事是一種依照時間順序將過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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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真實經驗以口語方式的再呈現（p.359）。Polanyi（1985）則認為

敘事是言談（discourse）的一種，敘事者藉由時間的適當安排（不一定

按照時間先後順序）來陳述事件，而敘事內容不一定是過去的真實事

件。而另一位研究者Mishler（1995）則引述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47）對“narration”的定義：敘事是一種言談（discourse），用來陳述

一連串有關聯的事件。Engel（1995）也認為敘事是一些連續性經驗和

事件的報告，同時可以傳達一些意念，它可以是每天生活中發生的事，

也可以是想像出來的。由上述四者的定義中，我們約略可以明白「敘

事」所包含的必然是一連串相關的事件，但是這些事件是否必須按照

一定時間順序或者必須是過去的、真實發生過的事則視各人的研究焦

點不同而有所取捨了。 

綜合各家說法，我們可以知道，敘事是對於事件發生始末及其過程

的依序描述，其內容可包含真實發生的事、敘說者自己想像杜撰的情

節，或從書本閱讀或別人口述相傳的故事。而這樣的定義，讓我們能

大致區分出敘事的三種基本文類（genres）：腳本（scripts）、個人生活

經驗 （personal narratives）、想像故事 (stories)（Hudson & Shapiro, 

1991）。簡述如下： 

（一） 腳本：是對事件中會發生的一般組織架構所做的說明。如：

去餐廳吃飯的流程：先點餐、吃東西、付帳等。 

（二） 個人生活經驗：是對個人所經驗過之特定事件的陳述。如：

一次去餐廳吃飯把果汁打翻的事。 

（三） 想像故事：虛構出來的故事（包括自創的或重述的）。如：

在餐廳遇到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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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不同的文類可以不同的內容（訊息呈現方式的選擇）和

結構（敘說時的順序和風格）來劃分。而要能夠產出這些不同的文類，

更牽涉到不同認知和語言的能力。不過本研究中並未涉及文類之間的

比較和不同發展，故在此不多做討論。 

至於為什麼幼兒的個人生活經驗成為本研究的焦點文類呢？因為

在敘事的所有類型當中，有關個人經驗的敘說不但是最重要的（Engel, 

1995），也是最容易及最普遍的一種敘事形式（Hudson & Shapiro, 1991; 

Miller , 1994）。正因為個人經驗是幼兒最常使用的一種敘事形式，所以

相信從個人經驗敘事中，可以看見幼兒最佳的敘事能力。 

貳、敘事的功能與重要性 

 回顧過去的兒童語言發展研究，研究者大部分都把研究焦點集中在

語彙和句子層次的語法發展上，雖然研究語彙和句法的發展是有其不

可取代的重要性存在，但是近年來，我們愈來愈明白，語彙和句法的

研究僅是一個語言複雜的網絡中的其中兩種發展而已（Tager-Flusberg, 

1995）。更精確地說，當前對於語用及敘事的研究則能讓我們對於如何

成為一個有能力的語言使用者有更清楚及深刻的理解。以下從幾個面

向來說明研究敘事的重要性： 

一、 敘事能力與社會發展有關 

敘事是一種人類在時間中認識世界、社會和個人的基本方式（林文

寶，1990）。幼兒常藉著說故事，重整自己的經驗和透露自己對事物的

感覺和想法(Brunner, 1986; Engel, 1995; Nelson, 1986; 1989)。敘事也提

供了幼兒與他人分享經驗及溝通日常生活經驗的管道，使得幼兒與成

人（父母、照顧者或教師）及同儕能透過經驗之交流建立更深的情感

連結（Dunn, 1988; Eder, 1988; Enge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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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敘事能力與其他學業能力有相關 

當今敘事研究之所以備受重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敘事能

力和其他學業能力的相關，一般說來，具有語言發展困難的孩子在其

他學業成就上也比較容易出現問題。而敘事能力和語言能力之間的關

係特別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研究指出，學齡前幼兒的敘述能力和其日

後的語文能力有密切的關係，學齡前敘述能力強的幼兒，在小學階段

的語文能力表現也比較強（張鑑如、章菁，2002；黃秀文、沈添鉦；

2003）。美國知名的幼兒語言發展專家 Snow（1991）提出一個很重要

的觀念，她認為要清楚有條理的敘述一個故事，需要具備去脈絡語言

的能力(decontextualized language skills)。去脈絡語言的能力表現在幼兒

可獨立、不必依靠當場之情境敘述故事，而且對聽者所不瞭解之事物

能做清楚之指涉與說明，這種能力正是閱讀和寫作時所需要的語文能

力 (引自張鑑如、章菁，1992)。 

三、 敘事能力是一種具有生態效度且語言鑑別度敏銳的工具 

敘事是具有生態效度的（ecological validity）評量，因為幼兒每天

都在練習敘事，敘事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一部份，也是

他們最熟悉的言談形式。所以要引出幼兒的敘事加以研究其實是最自

然而又最容易的（Paul & Smith, 1993）。再者，產出一段敘事必須超越

語彙和句子的層次，同時整合、組織許多複雜的語言能力，包括：選

擇適當的詞彙表達概念、將詞彙依照語法規則結合在一起形成句子，

也需考慮敘說內容的組織、架構（如：有條不紊地安排敘說的內容、

交代清楚角色、事件背景或前因後果等）（錡寶香，2003）。除了評估

範圍較廣、層次較高之外，敘事分析還可以測到一般標準化測驗所測

量不到的訊息。從幼兒所表現的敘事能力可看到他在發展上的許多問

題，因此測試敘事能力已成為近年來篩檢幼兒語言障礙或其他障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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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重要工具(Hemphill et al., 1994; Liles, Duffy, Merritt, & Purcell, 1995; 

Paul & Smith, 1993)。 

以上提到的幾點，都提醒了我們敘事對人類的重要性，敘事融入在

我們的生活之中，就像是呼吸一樣自然，透過敘事，人們不僅能表達

個人內心感受、想法與經驗並與他人溝通，使我們瞭解這個世界，同

時也傳遞了文化與社會價值觀，它更是衡量幼兒認知及語言能力的一

項重要指標，而這也正是本研究動機萌發的起點。 

第二節　 幼兒敘事分析 

基本上，敘事語料可以從兩個層次來分析，分別是：（1）巨結構層

次：整體、一般命題（2）微結構層次：局部、特定命題。以下就針對

這兩個層次的分析加以說明： 

壹、巨結構分析（macrostructure analysis） 

就像數股結合的強力鎖鍊，敘事依靠特定的結構把它們維繫在一

起，使描述的各個面向連結起來而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Riessman, 

1993），結構使得敘事具有連貫性。如果沒有結構，一段敘事將會是鬆

散的、不連貫的，甚至是難以理解的。那麼，「敘事具有一定結構」，

這樣的說法到底開始於何時呢？在《詩論》(Poetics)一書中，Aristotle

曾說過，一個敘事有起始、中段和結束（引自 Riessman, 1993）。從那

時候起到現在，對敘事而言，學者們都同意，就算沒有其他的部分，

次序（sequence）是不可少的，這也正好呼應了之前我們對於敘事的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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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研究中最常見巨結構角度的分析取向有下列幾種： 

一、 高潮分析（High Point Analysis） 

有關個人經驗的敘事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早開始於社會語言

學家 Labov 和 Waletzky（1967）對成人敘事結構的研究，他們主張敘

事具有形式上的特徵，而且每一個部分都有其功能。他們並且認為從

一般口說的個人經驗中最能夠理解敘說的功能、找出最基本的敘事結

構（p.3）。Labov（1972）認為一段敘事是圍繞著「高潮」（high point）

所構成的。一個完整形式 （fully formed）的個人生活經驗敘事包括六

個共同的元素（圖 2-2）：  

（一） 摘要（abstract） 

摘要通常出現在敘事的開端，總結敘事的內容或引起聽者的注意

力。如：以「有一次我摔斷了我的腿」或「你猜我怎麼了？」做為故

事的開始。 

（二） 背景介紹（orientation） 

提供了背景和情境訊息，包括：事件中的人、時、地、物。如：「我

家的客廳裡有一架鋼琴。」 

（三） 複雜化行動（complicating action） 

這是構成一段敘事所不可缺少的部份（敘事的主要架構），指的是

將情節慢慢導入「高潮」或包含評價的一連串事件。 

（四） 評價（evaluation） 

行動的重要性和意義及敘事者對於所說之事的觀點和看法。如：

「打針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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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題解決（resolution） 

告訴聽者最後發生了什麼事。Labov （1967）將問題解決視為在

評價之後所出現的事件，可以化解故事中的高潮行動或危機。 

（六） 終結語（coda） 

出現在敘事的尾聲，用以結束故事並將聽者帶回現實中。如：「講

完了。」 

 

 

 

 

 

 

 

 

 

 

有了這些結構，敘事者可以從基本經驗裡建構出一個故事。Labov

和Waletzky（1967）進一步提出敘說有兩項不同的功能，即指稱 

（reference）和評價（evaluation）。「指稱」（背景介紹），旨在提供聽

者訊息，屬於客觀事件的描述，如：說明事件中的人、時、地、物（事

件在哪裡發生的？何時發生？發生了什麼？）。而「評價」（敘說觀點）

則在向聽者闡明事件對敘述者的意義。其中，兩位研究者最重視的是

複雜化行動

背景介紹 終結語

問題解決

圖 2-2  Labov的敘事結構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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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的部分，他們主張，個人經驗敘事若沒有評價的部分，不但

缺乏重要性與意義，而且可能會令人無法理解（p. 28）。 

不過像這樣完整的敘事結構，在六歲以下幼兒所敘述的生活經驗中

一般是看不到的，由於其語言發展的限制，幼兒的敘事結構往往較不

完整、較簡略而缺乏過程之具體細節 (Ervin-tripp & Mitchell-Kernan, 

1977 ; Peterson & McCabe, 1983)。 

承續 Labov和Waletzky（1967）的發現，Peterson與McCabe（1983） 

和McCabe（1996）以 4到 9歲的白人兒童為對象，開始研究幼兒的個

人經驗敘事結構，並且還從研究中歸結出了六層幼兒敘事發展的結構

模式，分別是： 

(一) 兩個事件的敘事（two-event narrative） 

大約在三歲半的時候，幼兒在敘事中會結合兩個事件，稱為兩個事

件的敘事。 

(二) 跳躍式敘事（leap-frog narrative） 

在跳躍式的敘事中，幼兒會從一個事件跳到另一個事件，並且忽略

可使聽者進行推論的主要事件，四歲的幼兒常產出此種敘事。 

(三) 內容貧乏的敘事（impoverished narrative） 

內容貧乏的敘事由很少的或一再重複的句子組成，而且沒有高潮

點。這樣的敘事在四歲幼兒身上也是常見的。 

(四)  流水帳式敘事（chronological narrative） 

流水帳式的敘事包含一連串按時間順序講述的事件，其中沒有任何

的評價和高潮點。和其他年齡層相比，四歲的幼兒是比較常出現這樣

的敘事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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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無結尾敘事（end-at-high-point narrative） 

無結尾的敘事以高潮做為結束，而沒有所謂的問題解決。這樣的敘

事在五歲和六歲幼兒中是很普遍的。 

(六) 典型敘事（classic narrative） 

一個典型的敘事就是一個結構完整的敘事，它具有清楚的背景介

紹，告訴聽者事件中的人、事、時、地、物，組織一個高潮，將焦點

置於評價之上，並且有問題解決。六歲以上的幼兒與成人通常都能講

述這種典型的敘事。 

二、 敘事層次分析（narrative level analysis） 

Applebee（1978）敘事層次分析（narrative level analysis）以發展階

段來說明敘事表現隨著年齡而不同，主要是用來評估二至五歲幼兒的

想像故事結構，Applebee（1978）認為幼兒主要以兩種策略來組織敘事：

集中（centering）與串連（chaining），「集中」指的是，以事物本質的

相似性和互補性為基礎，加以連結而形成一個故事核心，即，敘事內

容圍著中心事件發展。「串連」則是指事件發生遵循時間或邏輯順序。 

大部分兩歲的幼兒，都是藉由「集中」來組織故事。半數以上的三

歲兒童則同時能以「集中」和「串連」來進行他們的故事。到了五歲

左右，則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兒童都能熟練地使用兩種策略了（Owen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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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ee（1978）認為上述兩種敘事組織策略，使得學前幼兒的口

語敘說能力依循著六個基本的階段發展，簡述如下： 

（一） 堆砌（heaps） 

針對一個刺激（問話或圖片），隨機且零碎地描述一些並不相關的

事件。如：有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一個爸爸和一個媽媽、一個房子、

一些椅子和食物。 

（二） 順序（associative sequences） 

　針對某一個主題，將一些屬性相類似的描述放在一起，事件與事

件之間沒有可供辨別的因果關係。如：我吃了一個漢堡，媽媽也吃了

一個漢堡，爸爸也吃了一個漢堡。 

（三） 早期的敘事（primitive temporal narratives） 

指能圍繞一個具體的核心組織一些相關（互相補充）的事件。

如：一個小女孩拉著她的媽媽，她媽媽很生氣然後她就哭了，小女孩

把媽媽給的餅乾弄丟了，媽媽又生氣了，她又再拉著媽媽，媽媽又生

氣了。 

（四） 無焦點的串聯（unfocused temporal chains）： 

此為串連的第一個層次。事件之間有直接相關，但是將故事連結

的屬性會隨著主角或事件的改變而轉換，導致故事重點流失，而且事

件發生的場景也是模糊的。如：有一隻野貓。然後一隻馬來了。他們

打了一架，然後野貓死掉了。馬也離開了。然後馬遇見了另一匹母馬，

然後他們住在一起。然後另一隻野貓來了，牠是野貓的爸爸，牠把馬

爸爸殺了，然後和野貓媽媽一起把馬帶回家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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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焦點的串聯（focused temporal or causal chains）： 

以一個主角為中心，串連他所經驗的一連串「冒險」事件，但是並

沒有一個抽象的真實概念（意義並不清楚）。如：大衛他走進一個森林，

看到了一座湖。然後他進入水中，游到了湖的另一邊，進入另一座森

林。那座森林是印地安人所建造的。印地安人來了，把大衛抓住。然

後他被綁住了。是印地安人把他綁住的。 

（六） 真正的敘事（true narratives）： 

圍繞著一個核心（高潮點）建構而成，故事不但有清楚的主題，而

且也可能具有某種道德意涵，故事網絡中除了具體的因果關係之外還

包含了一些抽象的連結關係，故事中每一個事件都緊緊相扣，形成一

段情節完整的故事。 

根據 Kemper（1984）的研究指出，兩歲幼兒的敘事大部分都是屬

於階段一（堆砌）和階段二（順序），到了五歲左右，大半的幼兒就都

已經發展到了階段五（有焦點的串聯）和階段六（真正的敘事）了。 

三、 故事文法分析（story grammar analysis） 

故事文法分析通常用來分析想像故事的結構，它被視為是一種認知

架構（Mandler & Johson, 1977; Stein & Glenn, 1979），研究者認為每一

篇故事都能以一組可以定義故事內在結構的規則說出來，而這些規則

就是故事結構。根據 Stein及 Glenn（1979）的定義，故事結構的元素

如下： 

（一） 故事背景（setting） 

介紹敘事內容中的人物、時間、地點，以利閱聽者瞭解故事發展

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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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發事件（initiating events） 

可能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或事件，會引發主角想要達成某個目標

或改變某些狀態。 

（三） 內在的感受/反應（internal responses） 

主角對「引發事件」情意上的反應或認知，會促成主角開始行動。 

（四） 行動計畫（plan） 

指為達成嘗試所擬定之策略（有時候可能是內在感受/回應的一

部份）。  

（五） 嘗試解決問題或達成某個目標（attempts） 

指主角為了達成目標或解決問題所採取的行動。 

（六） 嘗試之後的結果（consequences） 

主角是否已解決問題或達成目標的情況，也有可能是自然發生的

事件，嘗試的過程中可能伴隨好幾個結果。 

（七） 回應（reaction） 

主角對於結果的反應狀況（情感或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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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著上述故事結構元素，許多研究者共同找出了兒童敘事能力發

展的基本階段，如下： 

表 2-2  故事文法分析發展階段 

故事結構層次 發展年齡 特徵 

階段一 
系列描述 

descriptive sequence 
學前 

描述主角、環境和慣性的動作，未包

含因果關係 

階段二 
系列動作 

action Sequence 
學前 

照時間順序列出動作，但未包含因果

關係 

階段三 
系列反應 

reactive Sequence 
學前 

包括一連串的行動，每個動作間都有

相關，但是不是計畫性的，也沒有目

標導向。 

階段四 
簡短的情節 

abbreviated Episode 
約 6歲 

提供了主角的目標或意圖，但是未說

明欲達成目標的計畫，即，目標是不

明確的。 

不完整的情節 

incomplete Episode 

能描述計畫，但會漏掉幾個基本的故

事結構元素，如：引發事件、嘗試或

結果。 

完整的情節 

complete Episode 

包含主角的目標和計畫，且故事中至

少會有引發事件、嘗試及後果。 
階段五 

多元的情節 

multiple Episode 

約 7、8
歲 

系列反應及簡短情節的串聯，或是不

完整與完整情節的結合。 

 

圖表引自 Hughes, McCillivray & Schimde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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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微結構分析（microstructure analysis） 

一個好的敘事不只是要包含必要的巨結構元素而已，能夠連接結構

之間的意義，進而使聽者得以理解整段敘事才是更重要的，而一段敘

事可被聽者理解或解釋的程度就是敘事的連貫程度（Edmondson, 

1981）。因此，連貫成為評價文本質量的重要標準，於是也就愈來愈受

到重視。 形成連貫的條件有很多，大致可分為外部和內部因素，影響

連貫性的外部因素包括：社會文化因素與心理認知因素，而凝聚則是

文本連貫的內在條件（張德祿、劉汝山，2003）。而本研究所欲分析的

敘事微結構也正是建立於幼兒之敘事文本之中。 

對於文本的連貫，已有許多著名學者研究探討過，特別是在凝聚與

連貫的關係方面，其中，大多以對凝聚這種顯性（具體可見）的標準

討論為主。在英語中，連貫與凝聚都來自同一個字根“cohere”，其意思

是黏合、凝聚、一致、緊湊、前後一致等。凝聚是文本的有形網路，

是表層的、字面上的、客觀的，連貫則指的是文本中語意的關聯，存

在於文本的底層，它是文本的無形網路，是深層的、語義上的、主觀

的（胡壯麟，1994）。簡而言之，連貫性可以說是表面文本結構下概念

和意義的組成和連接。而凝聚所討論的範圍則關注於文本呈現出來的

表面結構如何彼此串連，例如文本中間是如何運用適當的連接詞或副

詞來串連句子，或者是在文法層次上，句子和句子之間是如何靠著同

樣的主詞，以及類似的句法結構來串連彼此。 

Halliday 與 Hasan在兩人的共同著作《Cohesion in English》一書

中深入地探討了凝聚性的問題，他們認為文本與句子或子句的關係不

在於篇幅的長短，而在於凝聚；句子能不能構建一段文本，主要的因

素取決於句子內和句子外的凝聚關係，每一個凝聚點稱為「凝聚結」

（cohesion ties）（Halliday & Hasan , 1976）。「凝聚結」為文本的連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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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系統的描述，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凝聚結，才有可能分析文本。根

據他們的觀點，似乎若沒有凝聚結，就無法使文本變得連貫。 

而Halliday和Hasan兩位學者也指出凝聚性之中可能出現的語法上

的關係包括：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指涉（reference）、代替

（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連接關係（conjunction）這五個部份，

而這五個部分的功能都是在協助建立文本中凝聚的機制，幫助讀者發

展意義連貫的可能性。 

以下則針對這五種語法上呈現出來的銜接機制作說明： 

（一） 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 

語彙銜接比較複雜，這其實是一個語彙選擇的概念（vocabulary 

selection），達成銜接的兩個詞語間具有直接的語義關聯，語彙的連接

可以有很多種，例如重複相同的字詞，通常是為了在認知上加強篇章

中的關鍵字詞和新語詞。它也有可能是用同義字詞（synonymy）來連

接，例如「犬」代替「狗」，或者是用一個上層歸類（superordinate）

的字詞來代替，例如：動物代替鳥。總之，語彙的連接特別注重文章

中的語詞，而最終目的則在於達到篇章的連貫。 

（二） 指涉（reference） 

所謂的指涉就是在篇章中一個項目的意義要靠另一個項目來解釋

的現象，Halliday和 Hasan（1976）認為，言談中的指涉關係能夠傳

達言談內的某種訊息。最常見的形式，就是代名詞與其先行詞的組

合，例如：姊姊在玩洋娃娃的時候，爸爸叫她去寫功課，後面的「她」

（代名詞）就是在指涉之前的先行詞（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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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替（substitution） 

這和指涉有些類似，因為兩者都有著以一個東西指稱另一個東西的

特性，不過，代替的關係比較是文字層次的，例如以一個字詞代替另

一個字詞，例如以名詞「一個人」來代替常用的代名詞「他」或「她」，

來指稱文本中提到的人物。 

（四） 省略（ellipsis） 

篇章中的省略是指那些上下文比較清楚，沒有必要說出來、寫出來

的字、詞、或句子。省略的目的是為了篇章的緊湊和連貫。假設閱聽

者自己可以連接篇章意義時，就可以省略。前提是篇章中必須提供足

夠的線索，讓閱聽者判斷；而進行省略時，文章的主題和重要用詞也

要保持一致。通常在意義連貫，或文章結構重複時才可以省略。例如：

「媽媽給了我兩個麵包，我吃了一個。」在例句中，省略了「麵包」

這個語詞，但是，閱聽者仍然可以明白小孩所指的是就是那一個「麵

包」。 

（五） 連接關係（conjunction） 

連接關係在篇章佔有重要地位，連接成分可以把兩個或多個句子，

或者將段落連接起來，並且協助連接上下文的邏輯關係。而連接關係

通常透過連接副詞，例如：和、與、可是、雖然，或是介係詞片語來

達成銜接。連接關係不像是前面提到的指涉或代替，代表著和前面的

文本產生連接關係，反而是預先假設篇章的後面會出現可以和前面相

連結的部分，因為指涉或代替通常是為了延續篇章中一直出現的主詞

或重要語詞，但是像是連接副詞等連接關係的建立則假設篇章的後面

可能會出現一些有連結性的關係，例如「可是」、「卻」就代表著文本

後面會出現一些意義相對或相反關係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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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者一致認為連貫結構是測量語言能力的最佳指標（Liles et 

al., 1995; Paull et al., 1993），雖然大家對於影響文本連貫的因素有不同

看法，但不同研究所使用的評估方式和定義皆是大同小異，大多是由

Halliday和 Hasan（1976）所提出的五個凝聚種類發展而來。國內學者

錡寶香也曾使用他們的分析方式曾針對國小三和六年級學童的敘事文

本進行篇章凝聚及篇章結構之研究，結果發現學童的語言能力、故事

結構和篇章凝聚之間具有顯著相關。這樣的結果，使我對於年齡更小

的幼兒在敘事文本凝聚性之發展情形充滿了好奇，所以本研究也會試

著以這樣的方式來評估幼兒敘事文本，希望對幼兒的凝聚策略有更進

一步之認識。 

第三節　 幼兒敘事中巨結構與微結構之發展 

壹、幼兒個人經驗之敘事巨結構發展 

在故事的所有類型當中，有關個人經驗的故事是最重要的（Engel, 

1995）。研究指出，個人經驗是最容易也最普遍的一種敘事形式（Hudson 

& Shapiro, 1991; Miller , 1994），發展心理學家 Preece（1987）選了三個

小孩，錄下他們在十八個月裡每天上下學途中說的話。在她區分出來

的十四種不同類型的敘事當中，有關個人的經驗敘事是最多的，佔了

兒童敘事的百分之七十。 

根據以前所做的關於幼兒敘事發展的研究，孩子會隨著年齡的增長

而成為能力更佳的敘事者（McCabe & Peterson, 1991）。而個人經驗敘

事的結構發展開始得很早，幼兒 24∼36個月大時，在與成人的對話之

間，孩子就開始會提到一些關於過去事件的回憶（Fivush, Gray, & 

Fromhoff, 1987；Hudson, 1990；Lucariello & Nelson, 1987；McCabe & 

Peterson；Sach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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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以分析個人生活經驗文類為主的敘事結構研究，都是以

Labov（1967; 1972）所定義之六種結構元素為起點，Umiler-Sebeok

（1979）稍微修改 Labov的敘事架構（增加了「引子」introductions一

項）來研究三至五歲的幼兒在自然情境中的對話，研究發現年齡與六

種結構元素的數量、種類和排列順序以及敘事長度有相關。三歲幼兒

的敘事較短，除了「複雜化行動」之外，僅會再多包含一種其他元素

（大多是「引子」），而四歲孩子的敘事中，除了「複雜化行動」之外，

通常都會有「引子」與「背景介紹」，也許還有一些會包括「摘要」與

「問題解決」，而「評價」的部分則是比較少的。到了五歲，幼兒的敘

事有了重要的改變，不但「摘要」和「背景介紹」普遍可見，「評價」

和「問題解決」也愈來愈多。 

Peterson與McCabe (1983) 也將高潮分析應用於四到九歲白人幼兒

的生活經驗敘事，研究中除了計算結構元素的次數，也更進一步地探

討了每個年齡層在各種結構元素中所佔的比例，結果顯示：每個年齡

層的幼兒所產出的個人敘事中都會包含「複雜化行動」，但是比例會隨

年齡降低。相反地，「問題解決」的比例卻隨年齡而增高。而在「背景

介紹」方面是沒有差異的，幾乎所有的年齡層都提供了足夠的背景訊

息，至於「評價」和「附屬」也並沒有出現顯著的年齡差異。基本上，

Peterson與McCabe（1983）和 Umiler-Sebeok（1979）的研究結果是一

致的，唯一的不同處在於「引子」和「摘要」的使用，在 Peterson 與

McCabe的研究中，直到八歲，孩子才會較常使用這兩種元素，推測這

大概是因為情境（自然情境 vs.實驗情境）不同所產生的影響。 

有鑑於大部分研究之對象皆為以說英文為母語的白人幼兒，

Minami (1996) 以二十名四至五歲，以日文為母語的日本幼兒為對象，

探討他們在敘事結構發展上的變化。研究者將結構元素修改為「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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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背景介紹」、「評價」、「引述」(reported speech) 與「附屬」

五類，結果指出，和四歲的幼兒相比，五歲的孩子會使用和成人較為

相似的「評價」方式，亦即，從五歲開始，孩子的敘事中包含有較多

的「評價」和較少的「動作」，這樣的敘說形式是比較類似成人的。至

於其他方面（「附屬」、「引述」、「背景介紹」）則未發現顯著差異。 

由上述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敘事結構的基本元素在二歲（孩子

與成人在會話中共同參與建構）就已出現了。三、四歲的孩子則已經

能獨立敘事關於過往的經驗。隨著發展的進程，孩子的敘事長度會變

得比較長，同時，敘事的連貫性也較強（Peterson & McCabe, 1991）。

所有年齡的孩子在敘事個人故事時都會包含複雜化行動，但是對於問

題解決的部份則在 4∼5 歲之間增加（Peterson & McCabe, 1983；

Umiker-Sebeok, 1979）。 

用評價來製造高潮是個人敘事的特點。二歲的孩子就有此能力了

（Miller & Sperry, 1988）。然而，小小孩在敘事時所含的「指稱訊息」

（即，事件行動和背景訊息）比「評價訊息」還要多，而評價則大部

分都是以非口語的方式呈現（Umiker-Sebeok, 1979）。學齡前幼兒也會

在敘事中包含背景介紹，而此類訊息的量和變化會隨著年齡而增加

（Hasslett, 1986；Kernan, 1977；Peterson & McCabe, 1983；Preece, 

1987；Umiker-Sebeok, 1979）。總之，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開始會使

用更細緻的背景介紹和評價（種類與出現次數都比較多）來進行敘事

（Peterson & McCabe, 1983; Umiker-Sebeok, 1977）。 

另一方面，敘事是一種處於社會文化中的活動，透過對敘事結構的

跨文化比較，我們可以對不同文化中的敘事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國外

學者從敘事結構的角度切入，發現不同文化背景孩子的生活經驗敘

事，所呈現出來的敘事結構比重是不同的，如：針對六至十歲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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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各種結構元素所佔的比例是差不多的，並不

像白人幼兒敘說中以「複雜化行動」佔最高比例（Champion, Seymour & 

Camarata, 1995；McCabe, 1996），綜觀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孩子個人經

驗的敘說，同時能反應他們的年齡與文化，因此，我們也許可以推論

台灣幼兒的敘事結構和國外的幼兒也可能有所差異，這正待我們更進

一步的證實。 

貳、幼兒敘事之微結構發展 

 一開始探討在言談中之凝聚結使用的研究大都是以成人為研究對

象，直到近二十年來幼兒的凝聚結使用才逐漸受到關注。研究指出，

學齡幼兒很早就開始理解並且會在敘事中使用一些凝聚策略，而這些

策略的使用在他們五歲到十歲間會變得較為熟練，例如：較小的孩子

會傾向使用同一種凝聚策略（如：指涉），但是較大的孩子就比較不會

依賴特定的凝聚結使用，然而，凝聚結的使用對幼兒來說並非是簡單

的事，即使到了十歲，他們都還未必能完全精熟所有的凝聚策略

（Johnson & Johnson, 1985; McCutchen & Perfetti, 1982; Pellegrini, 1984; 

Stenning & Mitchell, 1985）。 

回顧針對學前幼兒所做的凝聚策略研究，大都將焦點集中在連接詞

與代名詞指涉之上而忽略了其他，這些研究指出三至五歲的幼兒就能

展現出使用代名詞指涉和連接關係的能力（Dore, 1985; Pellegrini, 

1984），甚至連兩歲的孩子都可以使用此兩種策略（Bennett-Kastor, 

1983,1986）。Dore（1985）的研究中也發現三歲的孩子使用省略及詞彙

銜接的證據。 

而 Peterson與 Dodsworth（1991）為了更進一步瞭解幼兒的凝聚策

略發展，對十名幼兒進行十八個月的長期追蹤（兩歲到三歲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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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使用的凝聚結正是 Halliday和 Hasan（1986）的分類。結果顯示，

凝聚結的數量會隨著幼兒的年齡和他們所產出的平均語句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MLU）而增加。且大部分的凝聚結策略孩子都曾使

用，不過其中以指涉、連接詞和詞彙銜接的出現最為頻繁。至於國內，

全面探討幼兒敘事凝聚的研究並不多，有待本研究做進一步的分析與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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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幼兒敘事相關研究 

近年來，國內與兒童相關的語言研究漸增，然而，其中幼兒敘說能

力發展的研究相對來說則是較少的，茲將國內敘說的相關研究整理於

下： 

研究者 研究對象與目的 
敘事文類 

（蒐集方式）
分析向度 研究結果 

對

象 

幼稚園中班

幼兒 3人 

（4~5歲） 
林麗卿 

(2000) 
目

的 

探討敘事體

在幼兒發展

與學習中扮

演的功能 

綜合文類  

（自發） 

教室各角落 

1.敘事體使用情境

2.敘事體功能 

 

 

1. 幼兒敘事體出現的情境之
共通性為： 

教師主導性低，幼兒互動性高

時、情境中有較豐富刺激時、

幼兒敘事體被延伸時 

2. 敘事體在幼兒的認知與社
會發展上都具有功能 

對

象 
4~7歲兒童 

48人 

 

 

 

張若雯

(2001) 

目

的 

探討兒童敘

述個人經驗

時所表現出

的敘事結構

及評價技巧 

個人經驗   

（誘發） 

以主題訪談 

1.敘事結構 

2.評價方式 

1. 隨著年齡增長，兒童的敘事
長度會增加。 

2. 敘事結構元素的比例會隨
著年齡而變化，敘述主要情節

的比例下降，而評價則增多。

2. 隨著年齡的增加，評價的數
量和種類都增加，品質也提

升。 

3. 不同的評價方式有學習的
先後次序。 

 

對

象 
3~13 歲幼兒
40人 

 

黃佳蓉 

(2001) 

目

的 

探討兒童敘

事評論能力

之發展情況 

想 像 故 事

（誘發） 

包含一個故

事的四張 

無字圖卡 

1.敘事結構 

2.評論方式 

1. 年齡的增長，影響敘事評論
能力極為顯著 

2. 兒童的敘事長度及複雜
度，在 3~7 歲中增加；8~13
歲兒童的敘事長度未有明顯

增加，但敘事結構較完整。 
3. 隨著年齡越大，敘事評論的
品質越佳，越能突顯故事的主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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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對象與目的 
敘事文類 

（蒐集方式）
分析向度 研究結果 

對

象 

15名幼兒 

長期縱貫研

究（3 歲、7
歲） 張鑑如 

章菁 

(2002) 
目

的 

探討幼兒三

歲與七歲時

的敘述能力

及語文能力

發展之間的

關係 

個人經驗 
（誘發） 

以主題訪談

1.敘事結構 

2.敘述觀點 

3.敘述順序 

1. 幼兒在七歲時的故事結構
較完整，用來表達敘述觀點和

敘述順序的語彙和方法也更

趨多元。 

2. 幼兒在三歲和七歲時的敘
述能力之表現與七歲時的多

種語文能力均有顯著相關。 

對

象 

幼 稚 園 大

班、小學二、

四、六年級兒

童 60人 
 

 

黃秀文 

沈添鉦 

(2003) 

 
目

的 

探討不同年

級、不同語文

程度兒童在

敘事內容與

結構上的表

現情形 

想像故事 
（誘發） 

1.重述故事 

2.兩張包含
16張連環小
圖片的圖 

 

1. 敘事內容 

2. 敘事結構 

1. 兒童的敘事結構與內容隨
著年齡的增加而進步，尤其以

二、四年級間的差異最大。 

2. 語文程度較佳的兒童敘事
表現也較優，甚至優於較高年

級之語文程度不佳的兒童。 

 

對

象 

小三與小六

學童。 

低閱讀能力

61 人，一般
學童 65人 

 

錡寶香

(2003) 

目

的 

探究語言能

力與篇章凝

聚之關係 

想像故事  
（誘發） 

紅氣球流浪

記圖卡故事

書（32頁）

敘事凝聚程度 

1. 低閱讀能力的兒童對敘文
篇章凝聚的掌控較差。 

2. 語言能力的優劣與敘事篇
章凝聚之間具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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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對象與目的 
敘事文類 

（蒐集方式）
分析向度 研究結果 

對

象 

小三與小六

學童。 

低閱讀能力

61 人，一般
學童 65人 

錡寶香 

(2004) 

目

的 

分析兒童敘

事產品中的

故事結構特

徵，並探討語

言能力、敘文

篇章凝聚掌

控力與故事

結構之關係 

想 像 故 事

（誘發） 

紅氣球流浪

記圖卡故事

書（32頁）

敘事凝聚程度 

敘事結構 

1. 低閱讀能力學童對故事結
構的掌控能力較差。 

2. 篇章凝聚與學童的故事結
構能力有顯著的相關。 

3. 口語理解能力只與低閱讀
能力學童的故事結構掌控能

力有相關。 

對

象 

幼稚園大班

幼 兒 (5;2 ~ 
6;9 )18 人；
36個文本 

蔡敏玲 

(2005) 

目

的 

探究幼兒園

兒童個人經

驗敘說之內

容、風格與意

義 

個人經驗  

  

自然情境 

（假日分享

時段） 

 

1.幼兒獨立敘說或
在互動中敘說 

2.敘說長度 

3.表面內容 

4.敘說者自覺的展
現 

5.敘說結構 

6.敘說風格 

 

1. 三種假日內容 

2. 六種敘說風格 

3. 四項跨越風格的敘說主題 

 

對

象 

幼稚園中大

班幼兒 (5~6
歲)11人；154
個文本 

莊琬琦 

(2006) 

目

的 

比較幼兒於

不同情境說

的故事在結

構上展現的

特質並探討

幼兒敘說故

事時的情境

脈絡對敘說

的影響 

綜合文類 
（自發） 

教室各角落

1.敘說情境 

2.敘說故事選擇 

3.敘說時間長度 

4.敘說結構 

1. 幼兒對情境的體認、物理性
情境和社會性情境中的細節

都影響了敘說文本的結構。 

2. 在具有明確目的的活動情
境中, 幼兒多選擇敘說子部分
功能明確的故事。 

3. 在沒有活動規則限制的情
境下，幼兒多依照自己的偏

好，選擇自己擅長的敘說類型

來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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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對象與目的 
敘事文類 

（蒐集方式）
分析向度 研究結果 

對

象 

學齡前兒童

12人 

縱貫研究 

3個時間點 

(5;5、5;8、
5;11) 

 Sah 

(2006) 

目

的 

探討漢語學

齡前兒童敘

事中評論語

言的發展 

個人經驗 

想像故事 

(無字圖畫：
Frog, where 
are you?) 

（誘發） 

評論語言的種量與

方式 

1. 量的方面，隨兒童年齡成
長，其評論語言使用的總量與

多樣性均呈增加的趨勢。 

2. 質的方面，兒童使用評論語
言有三項變化： 

a. 兒童的敘事由針對圖片中
單項事物的靜態描述，進展到

對事件的動態敘事。 

b. 由於「心智語言」的驅策
力，敘事由源於當下場景進展

到源自整體故事主軸。 

c. 兒童的敘事由早期僅針對
單一事件之處理，進展至能掌

握相關事件間的關係脈絡。 

 

對

象 

特定型語障

兒與一般學

童各 6位(8;0 
~ 9;5) 

Tsai 

(2006) 

目

的 

探討學齡期

語障兒童的

敘事能力，進

而跟一般兒

童比較 

個 人 經 驗

（誘發） 

主題訪談 

 

1.敘事結構 

2.敘述觀點 

3.敘述順序 

 

1. 語障兒童的敘事中人物指
稱較混亂、較少用連接詞來連

貫句子、也較少發現他們對事

件的態度及評論。 

2. 六位語障兒童的敘事能力
具有明顯的個別差異。 

 

上述表格中，每個研究者的研究重點和面向都不甚相同，蒐集的文

類概分為個人生活經驗敘事和想像故事兩種。蒐集語料方式大致亦可

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進入自然情境中實地蒐集幼兒的自發性敘事，一

類是以半結構的方式誘發出孩子的敘事，誘發的方式包括讓孩子看圖

說故事、要求孩子重述故事或準備一些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話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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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孩子的生活經驗。其中，因為能快速且大量的蒐集可供比較分析的

語料，故以誘發敘事的方式最為常用。 

研究中，有些強調幼兒敘說的情境的影響、有些著重敘事和語文能

力的關係，還有些將重點聚焦在幼兒的敘事結構或敘事中的評論語

言，縱覽之後，我發現關注三、四、五歲兒童敘說結構與能力發展者

並不多見，不但大多將關注面向放置於巨結構的分析之上（缺乏微觀

語言面向之分析），且研究樣本的人數普遍為少數，如此比較不容易將

某一個年齡層的一般幼兒的發展特色與能力做一清楚描述或評估，

故，本研究試圖以較多的研究樣本並搭配較為全面的分析方式，來呈

現一般台灣三、四、五歲幼兒在敘說生活經驗上所展現的敘事結構並

評估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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