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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The Sentence Selection Task 

貓咪故事的主角： 

貓媽媽           貓弟弟          貓爺爺 

                       

 

圖一 

 

1. Subject in embedded clauses 

  情境 (Context)：貓爺爺生病了。小朋友，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 (1) (小猴說) 他說他想吃魚。 

                              (2) (小兔說) 他說想吃魚。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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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情境 (Context)：貓媽媽和貓弟弟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在造船。 

                             (2) (小兔說) 在造船。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3. O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情境 (Context)：貓媽媽和貓弟弟想去抓魚！你知道為什麼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海裡有很多魚，所以他們想去抓魚。 

                            (2) (小兔說) 海裡有很多魚，所以他們想去抓。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圖三 

 

4. 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non-referential) 

  情境 (Context)：小朋友，你看這張圖，天氣怎麼樣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它出太陽了。 

                             (2) (小兔說) 出太陽了。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5. Filler 

  情境 (Context)：小朋友，海裡有好多好多魚喔！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水桶裡有魚嗎? 

                             (2) (小兔說) 水桶裡有嗎?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6. Subject in embedded clauses (non-referential) 

  情境 (Context)：小朋友，你看這張圖，貓媽媽想天氣怎麼樣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貓媽媽想：「它出太陽了。」 

                             (2) (小兔說) 貓媽媽想：「出太陽了。」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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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情境 (Context)：海上有好多魚，貓媽媽和貓弟弟要去海上做什麼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 (1) (小猴說) 他們去抓魚了。 

                              (2) (小兔說) 他們去抓了。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圖四 

 

8. Su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情境 (Context)：天氣越來越熱了。他們怎麼了？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小猴說) 他們抓不到魚，所以他們很難過。 

                            (2) (小兔說) 他們抓不到魚，所以很難過。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比較好？小猴還是小兔？ 

 

圖五 

 

9. 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情境 (Context)：他們在船上一直抓不到魚，你知道他們怎麼辦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划船去別的地方了。 

                             (2) (小兔說) 他們划去別的地方了。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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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Object in embedded clauses 

  情境 (Context)：他們為什麼要划到別的地方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想：別的地方可能有魚，他們  

                                        就可以抓到魚。 

                             (2) (小兔說) 他們想：別的地方可能有魚，他們  

                                        就可以抓到。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圖六 

 

11. O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情境 (Context)：他們划船到新的地方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新的地方有很多魚，所以他們就抓  

                                       了很多魚。 

                            (2) (小兔說) 新的地方有很多魚，所以他們就抓  

                                       了很多。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12. Filler 

  情境 (Context)：你看一下貓媽媽的臉，她怎麼了？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問) 貓媽媽抓到魚了，她很開心。 

                             (2) (小兔問) 貓媽媽抓到魚了，很開心。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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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13. 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情境 (Context)：到了晚上，月亮出來了。你知道他們怎麼了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迷路了。 

                             (2) (小兔說) 迷路了。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圖八 

 

14. 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non-referential) 

  情境 (Context)：你看這張圖喔！天氣怎麼樣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它下雨了  

                             (2) (小兔說) 下雨了。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15. 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情境 (Context)：貓媽媽和貓弟弟看了看船上的魚，又摸摸他們的肚子。你知    

                 道他們想做什麼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想吃魚了。  

                             (2) (小兔說) 他們想吃了。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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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u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non-referential) 

 

情境 (Context)：小朋友，你看這張圖，貓媽媽和貓弟弟覺得冷，你知道天氣

怎麼了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因為它下雨了，貓媽媽和貓弟弟覺 

得冷。 

                            (2) (小兔說) 因為下雨了，貓媽媽和貓弟弟覺得

冷。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圖九 

 

17. Su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情境 (Context)：貓媽媽和貓弟弟吃了好多水桶裡的魚，你知道為什麼嗎？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因為他們肚子很餓，他們吃了很多    

                                      魚。  

                            (2) (小兔說) 因為他們肚子很餓，他們吃了很多。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18. Filler 

情境 (Context)：月亮在做什麼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月亮在看貓媽媽和貓弟弟吃魚。 

                             (2) (小兔說) 月亮在看貓媽媽和貓弟弟。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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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19. 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情境 (Context)：你看這張圖，貓媽媽和貓弟弟在船上。他們在做什麼？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在划船。 

                             (2) (小兔說) 他們在划。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圖十一 

 

20. 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情境 (Context)：貓媽媽和貓弟弟要划船去哪裡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要划船去燈塔那裡。 

                             (2) (小兔說) 要划船去燈塔那裡。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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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21. Subject in embedded clauses 

情境 (Context)：他們回到了家裡，魚只剩一隻了。他們對貓爺爺說什麼呢？ 

選項 (Sentences for selection)：(1) (小猴說) 他們對貓爺爺說他可以吃魚。 

                           (2) (小兔說) 他們對貓爺爺說他可以吃。 

小朋友，你覺得誰說得比較好呢？小猴還是小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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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The Story-Retelling Task 

Story-retelling 

三隻小豬主角： 

  

「圖片」和「在電腦上播放示範說的故事」： 

Picture Scripts 

 

豬媽媽和三隻小豬住在一起。 

三隻小豬慢慢長大了。 

有一天，豬媽媽對三隻小豬說：1.他們

長大了，所以 φ 要出去蓋房子住。

Su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2. 三隻小豬就出去蓋 φ 了。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天氣很好。3. φ 出太陽。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non-referential) 

4. 豬大哥找到了很多稻草，所以他用

稻草蓋 φ。O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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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豬二哥用木頭蓋 φ。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6. 豬小弟說他用磚頭蓋 φ。Object in 

embedded clauses 

7. 他蓋 φ (蓋)得很辛苦。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8.豬小弟蓋好 φ 了。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有一天，大野狼來了。 

9.對豬大哥說：小豬小豬快開門！

Subject in matrix clauses 

10. 豬大哥不讓他進去，因為 φ 知道他

是大野狼。Subject in a adverbial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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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野狼想：φ 用力吹，房子就會倒。

Subject in embedded clauses 呼呼！大

野狼用力吹豬大哥的房子，房子就倒

了。 

 

 

豬大哥就跑到豬二哥的房子裡。木頭屋

很輕，大野狼輕輕推就推倒了。 

 

 

豬大哥和豬二哥跑到了豬小弟的房子

裡，他們很害怕。 

12. 這個時候 φ 下雨了。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non-referentail) 

13. 因為 φ 下雨了，大野狼被雨淋濕

了。Object in adverbial clauses 

(non-referentail) 

大野狼就說：「14. φ 下雨了！快開門。」 

可是三隻小豬都不開門。Subject in 

embedded clauses (Non-referentail) 

15. 大野狼推了推 φ，都推不動。O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大野狼就想說，該怎

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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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狼跑到了房子的煙囪上面。 

16. φ 想從那裡爬下去。Subject in a 

matrix clause  

 

 

三隻小豬已經用大鍋子煮好熱水。 大

野狼從煙囪跳下去，他就被燒死了。 

 

 

三隻小豬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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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The Experimenter’s Direction for the SR Task: 

The Sample of Story-telling 

―Youyitian, Xiaohongmao yao qu kan nai-nai. Ta zai lushang yudao yizhi Dayelang. 

Dayelang shuo, ―ni yao qu near?‖ Xiaohongmao huida, ―Nainai shengbing le, 

wo yao qu kan ta.‖ Dayelang xiang chidiao Xiaohongmao. Ta jiu xian dao 

Xiaohongmao de nainai jia, ba ta de nainai chidiao. Ranhou dayelang chuanshang 

nainai de shuiyi, zhuangcheng nainai tang zai chuangshang. Houlai Xiaohongmao 

laile, Dayelang jiu ba ta chidiao le.  

‗One day, the Red Hat would like to go to see Grandmother. She met Big Wolf on the 

road. Big Wolf said, ―Where are you going to?‖ Red Hat replied, ―Grandmother is 

sick, I have to go to see her.‖ Big Wolf wants to eat Red Hat. He arrived at 

Grandmother‘s home, ate Grandmother, and waited for Red Hat‘s arrival. The Big 

Wolf put on Grandmother's nightclothes and lay on the bed. When Red Hat came, the 

Big Wolf ate 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