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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 

【研討會名稱】「閱讀與大腦一生的可塑性」學術研討會 

【舉辦日期、時間】110 年 3 月 12 日 09:40 至 17:20 

                  110 年 3 月 13 日 08:40 至 12:30 

【舉辦地點】國立中正大學 文學院155演講廳／144國際會議廳 

【指導單位】國立中正大學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March 12, 2021, Friday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155 演講廳 

9:50 開幕式 國立中正大學 馮展華校長 致詞 

10:05 

| 

11:15 

主持人：戴浩一教授（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主題演講Ⅰ Keynote SpeechⅠ 

曾志朗院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新雙腦說：論認知神經科學在老化研究的另類思考 A Brand New Two-Brain 

Theory of Cognitive Functions: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tudy of Ageing. 

11:20 

| 

12:30 

主持人：蔡素娟教授（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主題演講Ⅱ Keynote SpeechⅡ 

洪蘭講座教授（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從大腦看幼年環境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in Brain 

Development. 

 

March 12, 2021, Friday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144 國際會議廳 

14:30 
| 

16:10 

主持人：吳嫻教授（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李俊仁副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閱讀障礙研究的語言差異-漢字與拼音文字系統面臨的挑戰 Research on 

Dyslexia: Challenges in the Context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王馨敏副教授（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早期閱讀及其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Reading in Early Childhood and Its Impact on Chil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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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遠博士後研究員（中正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戴浩一教授（中

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華語兒童複雜句式分類系統建置與閱讀發展 Complex Syntax Isn’t Just for Big 

Kids: A Usage-Based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Multiclausal Structures along the 

Language-Literacy Continuum. 

16:40 
| 

17:50 

主持人：李俊仁教授，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蔡素娟教授（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陳欣進副教授（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以 fNIRS 探討聽常與聽障手語使用者漢字辨識中的語音處理歷程 A fNIRS 

Study of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i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by Hearing and Deaf 

Signers. 

麥傑教授（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漢字的語法規則：理論與應用 The Grammar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March 13, 2021, Saturday 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144 國際會議廳 

08:5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 

| 

10:10 

主持人：王馨敏副教授（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黃植懋教授（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認知儲備與健康高齡大腦 Harnessing Cognitive Reserve to Keep the Aging Brain Sharp. 

黃緒文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翻譯與語言學系）(視訊) 

高齡大腦及語言認知 Adaptiv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mechanisms in older adulthood. 

10:20 

| 

11:30 

主持人：曾玉村教授（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陳欣進副教授（中正大學心理學系）／曾玉村教授（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從字詞與推論能力預測學童的閱讀理解表現：人工智慧與迴歸模式的比較 

Predicting children's reading comprehension by using word and inference abilities: A comparison 

of AI and regression approaches. 

吳嫻教授（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統計學習能力和閱讀之關聯：來自認知神經科學的證據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stical learning and reading: Evidence from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1:35 

| 

12:20 

綜合座談 General Discussion 

主持人：戴浩一教授（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2:2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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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費執行率 

請填妥以下欄位，如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九十，請另以文字詳述原因 

核定金額【 50,000 】元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38,336 】元 

經費執行率【 76.67 】%（會議實際使用金額 ÷ 核定金額 ＝ 經費執行率） 

本次研討會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50,000 元整，可申報項目為演

講費、出席(主持)費、交通費、印刷費、餐費與雜支費(影印)，部份經費項目未

達 90%，說明如下： 

一、出席(主持)費部份，申請 6,000 元，實支 4,500 元，因陽明交通大學黃植懋 

老師原訂擔任 3/13 第二場主持人，因故無法擔任主持工作，故未支領主持 

費。 

二、交通費部份，申請 11,740 元，實支 5,196 元，因演講人曾志朗院士及洪蘭講 

    座教授因年事已高且身體有恙，需較舒適之座位，改搭乘高鐵商務艙，不符 

    報帳規定，故未申報交通費。陽明交通大學黃植懋老師未擔任主持人職務， 

    未申報交通費。台師大李俊仁老師搭乘台鐵來回，實支費用低於原訂經費。 

    與會學人的行程安排有個別變因，惟申請時為求周全，仍需以定價全額估 

    算，在會後申報則以實際狀況實報實銷，謹此敘明。 

三、會場布條及布置費用申請 4,500 元，因配合廠商定稿及製作時限，改由合辦 

    單位中正大學高齡跨域創新研究中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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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期效益達成狀況 

請勾選以下欄位，並另以文字詳述達成狀況及其原因 

■全部達成□部分達成□全部未達成 

※預期效益請依原送審之申請件所述內容進行評估 

    本次研討會規劃兩場專題演講與九篇論文之發表均順利完成。縱觀發表之成

果確實探討了從兒童到中高齡者，其閱讀學習過程中對於漢語識字、閱讀理解、

閱讀障礙歷程及相關的認知神經機制，並提出語言治療及補救教學的可能途徑，

是目前全球化、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如何轉譯應用（ translational 

applications）的目標導向研究的成果發表。這些研究成果是國內針對語言認

知、閱讀與理解進行全人類發展歷程綜合研究的成果展現。經由中正大學、中央

研究院、台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陽明交通大學等語言、閱讀學習與認知腦神

經科學團隊的共同合作，未來可持續與美國、歐盟、英國等地的心理學、語言學、

教育學與學習科學等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進行跨國比較研究。藉由推動跨國研

究、邀請國際重量級學者來訪，以及與國際研究機構建立長期合作，共同以人類

腦科學相關議題的研究發表國際研究機構合作研究論文，包括語言處理、閱讀發

展與障礙等，將可增強台灣在語言認知、閱讀與理解的國際研究合作能量，進一

步提高國際學術的能見度。 

 

    本次研討會第二個達成的效益是對國內閱讀障礙的介入研究。漢語的閱讀理

解和西方拼音式文字的方式並不相同，我們如能瞭解漢語閱讀與理解的認知神經

歷程與機制，彙整並轉化為實踐的知識，將可用於服務台灣的兒童、青少年乃至

中高齡者。具體相關措施包括了發展閱讀理解的評量與診斷工具、找出有閱讀障

礙問題（包含失讀症、聽損與聽障）的對象與原因、客觀評估其語文訓練、閱讀

理解等認知活動狀況，以發展閱讀與補救教學方案改善學習困境。 

 

    本次研討會第三個達成之效益為聾人的閱讀歷程研究，我國目前對於閱讀障

礙的研究，也較少觸及聽損或聾人。聽障者的閱讀理解表現與聽力正常者明顯不

同，有時省略原因、有時省略結果，但聽障者的閱讀理解不在文字解碼上產生問

題，而是在高階的語意脈絡理解的部分。透過漢語識字、閱讀理解、閱讀障礙歷

程及相關的認知神經機制之研究，不僅能在學理上更清楚中文閱讀運作歷程及相

關神經機制，也能從聽障者的語言理解、閱讀障礙的研究中，提供華語教學、或

華語補教教學上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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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情形及參與狀況（須含參與人數） 

3/12  Keynote SpeechⅠ（專題演講 1） 

主持人：戴浩一教授 

演講人：曾志朗院士 

演講主題：新雙腦說：論認知神經科學在老化研究的另類思考 

參與人數：80 人 

摘記人員：劉世凱 

演講摘要： 

「問世間，智為何物？」是心理科學的大哉問！從行為表現的向度，智就是

知覺和解決問題的速度，慧就是達標準確和恰到好處的美感。認知神經科學針對

人類完成上述行為的認知功能，探討大腦神經的結構及其通路的組合和運作方

式，希望藉由「腦—心—情」的結合方式，了解人類智慧在生物演化的性質和其

逐步改變的過程，同時也提供線索，讓心理科學家能夠建立以證據為基礎的認知

發展和認知老化的理論。 

 

在這次的演講中，講者從上述的「腦—心—情」的理論觀點，檢視傳統「一

頭兩制」的認知功能側化的現象，並從「全腦」的觀點，檢討其涵蓋面不完整也

不夠深入的缺失。並且很嚴肅的指出來，過去這 100 多年來的兩腦論述，都把重

點放在大腦皮質，完全忽略了小腦的神經組合和激發互動的方式，在高階認知作

業上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小腦研究（涵蓋腦傷病人及正常人的腦神經造影的觀

察），都指出來小腦不是只有在運動和身體平衡上居重要角色，它也實質參與了

高階認知（注意、記憶、語言、決策等）活動和社會情緒調控的種種生活作業。

但到目前為止，腦科學家仍然無法界定小腦在全腦活動中和大腦的競合關係！人

類小腦的體積只有大腦的十分之一，但擁有的神經細胞數（1010 億）卻是大腦

全部神經細胞數總和（210 億~250 億）的四至五倍，而且在結構上也更為細微精

緻！如果人類智慧向上提升的演進規律是解題準確度和達標速度的增強，才能應

付越來越複雜和變化越來越快的環境，那小腦的功能不再只是神經數量的增多而

已，而是在根本的運作上發生質變，成為大腦從事認知作業時的監控系統。即人

類在從事學習或解決問題的作業時，先在大腦成立外在世界的內在模式，以及完

成作業的程式和施行步驟。在簡單的例行作業上，大腦只要將輸入的訊息和內在

的模式相比較，依序進行學習和解題的工作，若有不符合，則自我修正內在模式

以符合外在世界，完成學習和解題的作業就可以了，小腦的參與就不是很必要；

但是學習的內容或問題的複雜度增加，作業的分工和資源的分配也隨之而變得更

需要精算和增加各個局部整合的監控，小腦就建立了複雜作業的監控和管理的系

統，扮演大腦作業的鷹架，使大腦可以專心、分心、選擇性注意，和注意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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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而產生創見和創新。換句話說，大腦是工程的執行者，而小腦則扮演著工

程「專案營建管理顧問」（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CM）的角色！ 

 

    這是個全新的雙腦說，要把傳統的「左右腦分野」的雙腦說，納入「大小腦

合一」的新雙腦說！在這次的研討會中，檢視了最近在小腦的科學研究，提出證

據來支持這個新雙腦說。重視小腦的功能，對嬰幼兒的認知發展，會有新的看法；

當然在高齡的老化研究，也會產生新的認知測量方式，補救以往只重視大腦卻忽

略小腦功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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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Keynote SpeechⅡ（專題演講 2） 

主持人：蔡素娟教授 

演講人：洪蘭講座教授 

演講主題：從大腦看幼年環境的重要性 

參與人數：80 人 

摘記人員：黃柏禎 

演講摘要： 

    大腦神經的連接受到環境和基因的影響，零到兩歲是大腦神經迴路大量發展

的時後，因此這個期間的環境非常重要。尤其童年的記憶是內隱記憶－他直接儲

存在神經連接的突觸上，即使將來得了失憶症，童年的創傷仍然會繼續存在，影

響其人的人格發展與人際關係。同卵雙胞胎的哥哥和弟弟，在家庭裡遭遇不同的

對待時，從童年的飲食營養到父母的態度，都會對其人生造成深遠影響，從而使

得哥哥和弟弟最終的人生成就大相逕庭。 

 

 人類的大腦在胚胎時期就開始發展，每一分鐘長 25 萬個神經細胞。到出生

時，大腦已有一千億個腦神經細胞。接著大腦就開始不斷進行突觸的發生與修

剪，用進廢退，以達到最經濟效益的生存。大腦的發展曲線，最早發展完成的是

運動感覺皮質，約兩歲左右；接著是頂葉和顳葉皮質，大約八歲左右；最後才是

前額葉皮質，要到十六歲以後才逐漸發展完成。 

 

➢ 安全感與情緒的管理與控制 

 人類大腦額葉的發展約在六個月大開始啟動，這是認知功能的開始，一歲逐

漸掌握邊緣系統的控制權。所以小孩子到一歲以後，就會開始有主見，不會總受

大人左右了。第二個開始發展的是頂葉和顳葉。大腦發展曲線，最晚發展的是大

腦前額葉。小孩大約在兩個月的時候不認生，六個月大開始認生了，是因為前額

葉開始發展了。前額葉掌管情緒的管理與控制，穩定地回應孩子的需求，給予充

分的安全感，對於孩子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尤其幼年的學習與記憶是內隱的，

而內隱記憶(implicit memory)儲存在神經連接的突觸上。這樣的特性使得幼年

時期的回憶會保存在海馬迴當中，即使因為意外失憶了，仍然不會失去幼年時期

的內隱記憶。因此 0-2歲不僅是大腦大幅發展的階段，更奠定了一個人未來的行

為能力基礎。這也是為何育嬰假是規定在孩子 0-2歲時，父母可以請育嬰假。因

為這個時期至為關鍵，影響人的一生。 

 

 所以在孩子的幼年期，安全感的滿足非常重要。孩子最大的恐懼是沒人愛，

被拒絕是他們最害怕的地獄，因此安全感是幼兒第一要被滿足的需求。研究調查

也顯示受虐兒生活在恐懼中，長大往往也會同樣成為施虐者。在猴子的動物實驗

中，小猴子即使是肚子餓要喝奶，也不願意離開絨布機器人假裝的猴子媽媽。在

老鼠的動物實驗中，老鼠窩被在黑暗空間裡，一個角落有音樂，一個角落無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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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強光出現時，老鼠會立刻往有音樂的角落跑去。這是因為音樂提供了安全

感，減輕焦慮。可見幼年成長環境的重要性。 

 

➢ 學習與自我實現 

 嬰兒在出生前，大腦就有一千億個神經元，隨著探索會促使神經連接，長出

新的神經連結。而人類大腦是能夠自我管理的，這是演化的結果，為了節省大腦

的耗能，大腦不停的在修剪不需要的神經細胞，而修剪的原則正是有跟別人連接

過的留下來，沒有連結的修剪掉。因此，幼兒時期的經驗非常重要，它會決定神

經元的去留。關於大腦神經的研究，我們在動物實驗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況，

把猴子的中指切掉之後，沒有中指的觸覺與動作訊息的輸入，久了之後，大腦關

於中指的各種控制神經元就消失了，正所謂用進廢退。 

 

 此外，大腦也是個有限的資源，只有三磅重，佔體重的 2%，卻用掉 20%的資

源。它無法隨時注意所有的刺激，因此一天當中有 60%的行為是習慣化了的行

為。所以習慣的養成非常重要。養成習慣之後，讓一連串的行為形成自動化模組，

無須動腦才能減少大腦的資源，減少大腦的負擔。綜上所述，可知大腦的功能是

可以轉變的。大腦產生觀念，觀念引導行為，行為產生結果，結果改變大腦。大

腦的功能是可以轉變的，透過不斷的學習，使大腦的神經迴路改變和強化，每個

人都能做到自我實現(Self fulfi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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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Session 1 場次一 

主持人：吳嫻教授 

參與人數：70 人 

 

（1）Session 1 場次一之 1 

發表人：李俊仁副教授 

主題：閱讀障礙研究的語言差異─漢字與拼音文字系統面臨的挑戰 

摘記人員：黃柏禎 

演講摘要： 

 目前在台灣國中小的特教服務的對象裡，約有 1.7%的學習障礙學生，而其

中，應該有 80%以上是讀、寫上出現問題，根據美國教育部的資料，則約有 5-6%

的學生是學習障礙。讀寫障礙是學習障礙學生裡的多數讀寫障礙指稱的是智力正

常、有一般的求學歷程，但卻在一般人可以容易習得的識字、寫字能力上出現顯

著的困難。根據 Chall 的閱讀發展階段，在小四以前是學著讀(Learn to read)，

小四以後才是讀著學(Read to learn)。成熟的閱讀能力，來自於語言理解和字

詞辨識的整合，其中語言理解包含詞彙 (vocabulary)、語言推理(verbal 

reasoning)和書面語言知識(literacy knowledge)；字詞辨識則包含了音韻覺知

(phonological awareness) 、 字 詞 解 碼 (decoding) 和 視 覺 辨 識 (sight 

recognition)。而閱讀發展的運作模式則是先口語，後閱讀。這是因為口語更接

近於先天的表達能力，而閱讀則更傾向是後天的培養而成的。 

 

 從閱讀發展與閱讀障礙的瓶頸假說(bottleneck hypothesis)來看學齡兒童

的閱讀障礙，學著讀的小朋友發生障礙時，主要發生在字詞解碼(decoding)的過

程。在英文閱讀的過程中，解碼、字詞辨識的意義在於心理詞彙和意義的連結，

只要得到發音就能得到它的意義。然而中文閱讀在此會發生的問題在於漢字的同

音字太多，以致心理詞彙和意義的連結過程更為曲折。 

 

 歸納中港台學童閱讀學習進程的當前研究成果：國小一年級需要學習基本的

部件辨識(by rote learning)，且形聲字不超過一半。但二年級的學習超過七成

都是形聲字了。到了三年級，約可以辨識達 2100 個字。此外，在臺灣以及中國

都使用標音符號輔助教學；而香港在傳統教學上純粹靠 look- and-say的方式進

行，並不使用標音系統輔助漢字學習。在閱讀障礙的相關研究成果，則顯示了讀

寫障礙者有聲韻覺識缺陷的不到一半，且聲韻覺識的介入教學，只在香港成功

過，效果並不顯著。相關研究皆顯示了漢字的聲韻覺識與識字相關度低於英文，

而中文視覺記憶能力的權重比英文更高。在尚未完成漢字結構化的解碼能力時，

中文的視覺化複雜性比英文高得多。也因此，其聲韻結構的複雜性以及其作用力

道會比英文低，所以識讀中文需要依靠 rote learning的單位會比英文多，包含

獨體字、部首、聲旁、部件，這也意味著 visual-verbal paired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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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重會更多。由此可知，識字的發音規則化的學習，對於讀寫障礙並不構成明

顯的阻礙，但對於部件以及不規則字的學習，反而成為罩門。 

 

 認知神經科學對於讀寫障礙在教育現場的主要貢獻在於早期篩檢，以及介入

的有效性。基於中文以及英文的字素詞素對應差異，拼音文字的研究成果是否能

在中文裡重複驗證，以及相關的介入的教學介入是否能在中文裡產生同樣的效

果，這，都是尚待解決的研究課題。 

 

（2）Session 1 場次一之 2 

發表人：王馨敏副教授 

主題：早期閱讀及其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摘記人員：黃柏禎 

演講摘要： 

    這場研討會發表內容主要是報告一個三年期的介入與追蹤研究結果。這個計

畫旨在從認知科學觀點進行醫療體系推動非都會區的幼兒早期親子共讀屆物成

效的長期追蹤評估研究。 

 

 嬰幼兒從一月大開始會出現早期發聲，三個月大開始出現喃語，12 個月開

始發出第一個字，18 個月左右開始進入詞彙成長爆炸期，直到四歲左右初具成

人言談的能力。在幼兒的語言發展進程中，早期的口語輸入量對後續語言發展扮

演至為關鍵的角色。因此，這個計畫試圖透過實驗設計檢視早期親子共讀介入對

於家庭閱讀環境品質、親子共讀行為與態度以及幼兒語言發展之長期成效。 

 

 參與之受試者為居住於大宜蘭地區的 66 組 6 月齡親子對，以隨機方式分派

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實驗組（又稱 ROR組）於幼兒 6個月大、9個月大、12個月

大、18個月大以及 24 個月大時接受共 5次的對話式親子共讀訓練課程，控制組

（又稱贈書組）則僅獲得一本適齡童書，沒有給予額外的訓練課程。此外，每組

家長皆於每次家訪介入時，填寫家庭環境以及嬰幼兒語言能力發展問卷，並錄製

其與幼兒共讀影片 5分鐘，後續進行共讀情境中的親職口語產出質量分析（平均

語句長度、總詞彙數、不同詞彙數、詞彙多樣性），研究結果期待能夠進一步釐

清早期親子共讀對於幼兒發展之長期影響性。 

 

 實驗所欲觀察的語言學習成效包括以下項目：溝通意圖、理解性詞彙、表達

性詞彙…等。在家長使用的總詞彙數方面，實驗組的家長略高於控制組。在語言

表達複雜度方面，實驗組和對照組沒有顯著差異，但在六月齡幼兒的家長使用詞

彙有出現較明顯的差異。此外，實驗也發現親子互動玩玩具時，家長使用的詞彙

量會比較大。就目前所收集到的資料來看，介入對家庭閱讀環境品質、親子共讀

行為與態度以及幼兒語言發展的效果並不特別顯著。推測可能原因在於樣本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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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收案地點集中在宜蘭、羅東的工商都會區，參與計畫的家庭背景普遍較好，

父母教育程度也都擁有大學以上學歷，本身較具主動獲取資源的條件，其閱讀培

養環境已類同介入所給予的輔助，故使介入的影響成效有限。 

 

（3）Session 1 場次一之 3 

發表人：梁思遠博士後研究員、戴浩一教授 

主題：華語兒童複雜句式分類系統建置與閱讀發展 

摘記人員：劉世凱 

演講摘要： 

本研究聚焦於探討華語兒童複雜句法發展，建置一個以「運用為本」，反映

兒童認知與功能用途的複雜句式分類架構，以釐清語障與語常兒童在關鍵語言及

讀寫發展軌跡之異同，並指引實證本位的教學方案及早期介入。 

 

複雜句法萌發於兒童開始使用雙詞組合數月之後，在學齡前快速發展，且進

入學齡階段後受文本及學識語言(academic language)影響，類型更趨多元、複雜

(Arndt & Schuele, 2013)。複雜句式的理解與表達對於兒童讀寫發展（尤其閱讀理

解）影響深遠，與兒童社交發展及學業成就高度相關(Uccelli et al., 2015)。然而，

學齡階段早期的讀寫教學多著重於識字以及詞彙發展，少有能將口語理解與閱讀

理解連貫的教學設計。 

 

兒童複雜句法的發展，由下圖所顯示，可分為縱向成長與橫向成長

(Barako-Arndt & Schuele, 2013)。 

 

 

 

 

 

 

 

 

 

圖 兒童複雜句法發展 

 

講者的研究使用兒童語料交換系統(CHILDES TalkBank Database)進行橫跨

學齡前與學齡階段、連貫口語與書寫語中複雜句式使用的觀察研究，並探討兒童

認知系統的概念運作（如：時間順序與事件關聯；戴浩一，1985， 2011）如何

反映於形式句法結構的發展。講者示範說明如何將此認知功能句式分類架構運用

於語常與語障兒童的口語與書寫敘事語言樣本分析，未來方向希望可建立以下目

橫向成長： 

在現有的複雜句中，呈現豐

富的詞彙 

綜向成長： 

增添新的複雜句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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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1. 編制華語兒童複雜句式歸類之編碼手冊 

2. 探討評分者間信度 

3. 分析小一至小四的口語語料 

4. 分析國小課本課文中的句式組成及演變 

5. 發展結構化的言談語言誘發程序 

6. 與他國進行跨語言比較研究 

 

藉由以上目標，期望為華語研究者及臨床實務工作者在鑑別診斷學習困難與

教學設計上提供嶄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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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Session 2 場次二 

主持人：李俊仁副教授 

參與人數：75 人 

 

（1）Session 2 場次二之 1 

發表人：陳欣進副教授、蔡素娟教授 

主題：以 fNIRS 探討聽常與聽障手語使用者漢字辨識中的語音處理歷程 

摘記人員：劉世凱 

演講摘要： 

普遍語音原則主張所有語言的文字處理必然包含語音處理歷程的運作

（Perfetti, Zhang, & Berent, 1992; Perfetti & Zhang, 1995）。由於手語並非以語音

形式溝通的語言，手語成為驗證這個普遍語音假說的最佳語言類型。 

 

本研究參考並延伸曾世杰（1989, 1998）探討聽障者識字歷程的促發實驗程

序，並採用中文語義歸類作業探討語音處理歷程在中文辨識歷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作業中操弄四種目標字，分別為與類別（如動物）之正例（如蝶）形似（如

葉）、同音（如跌）、手語詞彙音韻參數相近（如雪）及無關控制（如酒）等促

發關係，藉以檢驗中文辨識歷程中是否涉入了字形、語音及手語詞彙音韻參數

之認知處理歷程。 

 

參與者包含聽人手語熟練者、聽人不諳手語者、聾人使用手語者及聾人不

諳手語者四組。透過比較四組不同參與者辨識中文時所涉入的不同認知處理歷

程，檢驗「聽/聾」與「會/不會手語」是否形塑不同文字辨識歷程。參與者與刺

激材料範例如下所示。 

聾人中文辨識認知神經歷程 

參與者 人數 備註 

1. 聽人一般組  3 不會手語 

2. 聽人手語組 3 皆為手語翻譯員 

3. 聾人手語組 5 日常生活使用手語溝通 

 

刺激材料 (中文音/中文形/手語參數/控制: 每組皆十題) 

範例 中文音干擾 中文形干擾 手語參數干擾 

羊 陽 主 怒 

樹 述 廚 住 

是: 共 40 個字 

否: 共 40 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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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進行語義歸類作業時，同時以功能性近紅外光腦血流分析（functional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技術測量參與者的腦血流變化，藉以探討相

對應的認知神經機制。本研究結果為這四組在語音處理歷程方面會有不同的現

象，行為資料分析如下: 

1. 三組皆出現形似干擾效果，反映中文文字的特性。 

2. 使用手語的二組傾向出現台灣手語手勢相似干擾效果。 

3. 語音效果在聽人組別，尤其是不會手語的聽人，較傾向出現。 

4. 大致複驗曾世杰教授（1989, 1998）的研究成果。 

5. 語言經驗多樣性與大腦可塑性的關聯性。 

 

（2）Session 2 場次二之 2 

發表人：麥傑教授 

主題：The Grammar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摘記人員：劉世凱 

演講摘要： 

能產力高的「漢字結構法」(包含可解讀的漢字字符)已經在過去的幾個世紀

以來不斷加快地產生新的漢字。而產生的方法多數是透過「字符結合」，將帶有

語義的「義符」及表示發音的「音符」結合而成。而這個「字符結合」的過程就

像構詞上的「詞綴法」一樣，將帶有縮小尺寸及抽象語義一類的字符放置特定的

位置，而這個過程也得到心理語言學實驗的證實，人們喜歡將這些縮小尺寸的字

符放置在漢字的左邊位置。字符在漢字中也可以重複擺放，而其限制就像是口語

及手語一樣受到語義及手形的限制。同樣的，實驗也證明了人們創造新的漢字時

會靈活應用這些字形的限制規律。 

 

以詞綴和重複的方式所形成的「字符結合」模式，其本身即是「漢字音韻學」

(character phonology，純粹視覺，如手語音韻學)的成分。字符結合模式可視為「漢

字韻律」(character prosody)的音步單位(metrical feet)。字符所組成的漢字也像音

步一樣具輕重二元性，而人們喜歡將字符的右側/底部放大 (如語音韻律的重

音)  ，而這些放大的字符即是漢字韻律的 “重音”。實驗證實，人們也會將「字

符結合」模式規律應用到新創的字。彎曲和上鈎的筆劃也是可預測的部份。實驗

結果再次顯示「字符結合」模式的規律反映了處理字形的心智活動歷程。再者，

語料庫為本的分析及動作控制研究顯示，漢字字符裡的筆劃結合規律類似口語的

音節組合限制或音節結構。 

 

漢字構詞學的知識對於閱讀的流利(如 Chen et al., 1996) 與書寫的流利 (如 

Chen & Cherng，2013)是重要的基礎；對於需仰賴更多字體訊息的聾人讀者來說

更是如此 (如 Thierfelder et al., 2020)。然而，就像口語和手語的詞彙，漢字構詞

學的高能產力意味著低詞頻的漢字是更規律的。為了要幫助學生學習這個高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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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漢字結構法，課程除了要包含比較常出現的漢字外，應該也要提供一些比較

不常見但有同樣結構的漢字 (Tollini，1994)。 

 

    就如口語和手語，漢字構詞裡的重要訊息亦來自漢字音韻。舉例來說，放大

的筆劃通常出現在部件(漢字組成成分)的右側或是底部，所以它能夠幫助標記部

件邊界。此種部件層次的規律性可能可以採用 Elman（1993）提出的「從小處著

手」訓練策略而獲得。甚至於可以將黏著部件的邊界特徵標記更明顯。另外，流

利的書寫有助於流利的閱讀 (Tan et al, 2005) ，但實際上，書寫者在書寫筆順方

面差異很大 (如 Katayama et al., 2009；Zhang 和 Cheung，2013)。因此，減少傳

統的筆順練習，並且著重在與漢字結構更相關的筆劃之間的關係，包括強調能提

高部件的筆劃組合通用原則，都可能是更加明智的選擇(van Sommers, 1984)。 

    講者在這場演講除了講述與檢視漢字語法的證據外，另外也針對教學方面提

出了一些見解，供目前及未來的教育人員，如華語教師及非漢字圈的學生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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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Session 3 場次三 

主持人：王馨敏副教授 

參與人數：55 人 

 

（1）Session 3 場次三之 1 

發表人：黃植懋副教授 

主題：認知儲備與健康高齡大腦 

摘記人員：黃柏禎 

演講摘要： 

 在 2002年 Park et al. 的橫斷式研究調查結果顯示，隨著年紀的增長，成

年個體在處理速度、工作記憶、長期記憶等面向都逐漸衰退，但是在語意知識方

面，卻是隨著年紀的增長而上升的。來自高齡醫學的臨床老化研究，提出「認知

儲備假說」來解釋早年有較多心智複雜活動的中老年人，較能抵禦大腦功能與心

智能力在罹病與傷後嚴重退化的現象。這些來自失智症與輕微認知障礙等高齡相

關神經退化疾病的證據，指出高齡者大腦與心智的衰退，可能與生活型態的複雜

度與心智鍛鍊的強度密切相關。認知儲備不只是一個保護因子，也是一個鷹架

（scaffolding），得以鞏固認知心理的健康（鷹架補償）。 

 

 為了檢驗教育程度相關差異是否可以完成鷹架補償的功能，本研究進行了三

個實驗。實驗一招募了上百位健康高齡長者，進行社區訪視，活動參與，醫學檢

查，調查結果顯示年紀越大，各項認知功能越低，顯見年記與認知功能呈負相關。

然而調查結果也同時顯示了受試者教育程度越高，各項認知功能也較高（正相

關），可見年紀並非影響認知功能的唯一因素，教育對於認知神經功能老化起了

顯著的調節功能。實驗二設計了認知測驗和認知學習任務，結合 fMRI 檢視大腦

認知功能的差異，結果顯示教育確會在老化過程中，協助大腦形成鷹架補償機

制。實驗三嘗試確認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對神經連結造成改變。受試者分別有年

輕組、高教育程度老年組和低教育程度老年組。實驗結果顯示高教育程度老年人

和年輕人在大腦神經的連結程度相當，低教育程度老年人則較低，可見教育程度

所提供的鷹架保護的確有效影響。 

 

 過去二十年，老年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證據發現：高齡化的大腦仍然能彈性

運用既有的神經認知資源，來適應內外環境的變化和因應不同的認知挑戰，顯示

出其動態的生物適應歷程。在運用腦造影技術、認知行為量測與神經心理評估的

跨領域高齡科學研究中，發現具有高度認知儲備的健康中高齡健康長者，除了較

佳的神經心理功能、情緒控制與心理滿意度外，在抑制能力與語言表達方面，其

大腦功能也比低度認知儲備健康老年人更加活躍。這一系列的研究結果，不但提

供了認知儲備假說的神經基礎，更指出擴充認知儲備能量將有助於維持大腦心智

健康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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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化學獎得獎者約翰古迪納夫(John B. Goodenough)在 2019 年獲獎

時，已是高齡 98 歲，他接受採訪在得獎感言中說起他獲獎的秘訣，就在於「活

得夠久，晚點退休」。古迪納夫是健康老化的最好例子。健康老化的過程中，我

們要如何提供不同的生活經驗、認知訓練、心智刺激，以幫助老年人維持其心智

與大腦的健康。 

 

（2）Session 3 場次三之 2 

發表人：黃緒文助理教授 

主題：高齡大腦及語言認知 

摘記人員：黃柏禎 

演講摘要： 

    全球社會正在邁向高齡化，老化伴隨著認知功能的下降，然而高齡者並未因

為年紀增長而出現語言能力的衰退。語言是人類社會互動和溝通的工具，而文字

又是人類的智慧結晶。究竟有哪些經驗會直接或間接促使高齡大腦有效率地理解

語言？心理社會的因素是否會影響語言處理的歷程？ 

 

 語言是溝通、情緒表達、思考、認同等的工具，包含理解和表達兩大方面。

在理解方面，需要專注能力，透過聽覺和視覺接受外在的訊息，然後把所接收的

訊息進行分析，包括分析詞意、語法結構、邏輯等關係。在這樣工作的過程中，

都非常需要工作記憶的能力，以保留和處理資料，促進我們的理解。在表達方面，

則需要有溝通動機、運用適當的詞彙、結構完整的語言以及合適的社交技巧，同

時也需要一定的工作記憶能力，以保留溝通過程中處理過的資料，確保溝通順暢。 

 

 在 Park et al（2002）關於認知老化的橫斷性研究，顯示了隨著年齡的增

長，包括工作速度、工作記憶、長期記憶等，都隨之降低。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

語言知識並不隨著年齡增長而衰退，反而隨之增長。 

 

 德國的 Froehlic 等人在 2018年研究了高齡者在字詞的處理速度、準確率，

以及大腦神經活動等面向，是否和年輕人有所差異。他們進行了四個測驗，分別

是字母辨識（Letter identification task）、詞彙判斷（Lexical decision 

task）、語音判斷（ phonological task）和語意類別判斷（ semantics 

categorization task）。行為資料顯示年輕人在所有的測驗項目上，速度都明顯

快於老年人。然而在正確率的部分，老年人判斷的正確率和年輕人其實不相上

下，甚至在語意方面的判斷，正確率顯著高於年輕人。可見高齡者雖然需要較長

時間進行判斷，正確率結果卻相差不大。 

 

 從 fMRI 的結果來看，這四項測驗在進行時，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大腦活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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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活化程度。整體來看，老年人和年輕人在進行測驗時所使用的大腦部位差異

不大，但隨著作業難度程度的增加，在詞彙判斷和語音判斷的測驗中，老年人會

需要活化更多大腦的部位，才能完成任務。此一結果也呼應了高齡者常出現的舌

尖現象(tip-of-tongue)。 

 

 從詞彙到語句的處理，高齡者和年輕人是否會出現差異？實驗一是

Semantic Processing: young adult。受試者任務是完成句子。腦電波結果顯示

了若詞彙的語意容易被整合，其 N400 較小，反之則較大。年輕人對詞彙語意整

合程度的區別是仔細且清楚的，而老年人則似乎無法明確區分程度的差別，只能

做出符合和不符合的二元判斷。 

 

 實驗進一步檢視高齡者和年輕人如何使用語句的語境(context)去進行判

斷。有些句子的限制性很高(high constraint)，聽完這些句子的前段，就可以

預測後面的詞彙。有些句子的限制性低(low constraint)，聽完句子的前段，不

容易預測後面的詞彙。腦電波圖顯示了 Frontal positivity 的修正過程

(revision process)：只有當句子提供了高限定性，使受試者出現了預測，而預

測又與詞彙不同時，才會出現需要重整(revision process)的現象。當語言處理

歷程複雜時，verbal fluency 能使高齡者有效地在情境當中預測後面會出現的

詞彙。高齡者在 High verbal fluency 的實驗中，出現了明顯的 Frontal 

positivity，在 Low verbal fluency 的實驗中，Frontal positivity 則不明顯。 

 

 在詞彙聯想實驗(Word association task)的結果中，多數高齡者在進行

word association 時是一連串複雜的認知歷程，其中 cognitive flexibility、

fluency、Executive control和 Working memory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過去認

為關於創意和發想時，只要是右腦的活動。然而在詞彙聯想實驗中，同樣需要進

行創意聯想的活動時，fMRI結果卻顯示主要是左腦的部分出現活化。 

 

 整體而言，語言與閱讀活動對高齡者確有對其認知功能影響。老化伴隨著多

種認知功能的缺損，但是心理語言學研究發現，語言能力似乎並不會隨著年齡增

長而衰退。這樣的發現說明了高齡化的大腦仍然可以有彈性地調整並運用有限的

資源，去適應外界的環境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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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Session 4 場次四 

主持人：曾玉村教授 

參與人數：55 人 

 

（1）Session 4 場次四之 1 

發表人：曾玉村教授、陳欣進副教授 

主題：從字詞與推論能力預測學童的閱讀理解表現：人工智慧與迴歸模式 

      的比較 

摘記人員：劉世凱 

演講摘要： 

學童在教育場域中學習各類知識的過程都仰賴閱讀文本並理解其中含意與

脈絡。若是閱讀理解出現困難，學童也將因為學習問題而難以適應現代社會。台

灣國小教育階段身心障礙人口中，約有三成為學習障礙兒童，也是所佔比例最高

的身心障礙類別。 

 

根據調查所示，109 年全台國小學習障礙生約有 16670 人，而其中理解障礙

兒童約佔其中八成，不論是在日常生活中與學習場域中閱讀都是重要的基本能

力，因此理解障礙兒童將導致他們在未來學習、生活上將遇到困難。 

講者提及閱讀障礙中又可分為三種不良的閱讀者（poor reader）： 

1. 僅識字辯識障礙 

2. 僅理解能力障礙 

3. 識字辯識和理解能力兩者障礙 

 

而學習障礙兒童中，又以閱讀障礙兒童佔最多數且最容易被忽略。因此，若

能建立有效的早期預測模式，將能在發展早期就篩檢出潛在閱讀理解困難學童，

將能及早投入有效的補救教學資源協助潛在閱讀障礙者。過去閱讀相關研究多採

用迴歸模式預測，如：發展性語言障礙（Alonzo et al., 2020）、發展性閱讀障礙

（Thompson et al., 2015; Wong et al., 2012，）、失讀症（Carroll et al., 2015）及閱

讀障礙（Puolakanaho et al., 2007）；又或者採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數模式預測，

如：發展性閱讀障礙（Flaugnacco et al., 2014）。但隨著近幾年軟硬體的進步以及

演算法的快速發展，人工智慧預測模式也有長足的進步。講者希望能透過建立以

類神經網路為基礎的人工智慧預測模式，在早期偵測閱讀理解障礙上，檢驗這類

模式是否較傳統迴歸模式有更好的預測力。 

 

透過深度學習工具分析學童較低年級識字與理解能力對於高年級閱讀理解

表現的預測能力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預測閱讀理解障礙上，類神經網路模式

較傳統迴歸模式有更好的表現，其資料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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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性 

Accuracy 

正確性 

Precision 

敏感性 

Sensitivity 

迴歸模式 Logistic Regression 88.7% 75.0% 54.5% 

類神經網路人工智慧模式 ANN 91.9% 87.5% 63.6% 

 

若未來能持續發展這類模式並穩定的更新資料庫內容，對於未來在閱讀障礙

兒童的提早發現與介入上，將有莫大助益。 

 

（2）Session 4 場次四之 2 

發表人：吳嫻教授 

主題：統計學習能力和閱讀之關聯：來自認知神經科學的證據 

摘記人員：劉世凱 

演講摘要： 

儘管世界上的不同文字系統各異其趣，但任何一個書面語言的學習者和使用

者都要面對透過形音轉換來獲取字義、透過語意及語法處理來理解語句等挑戰。 

 

目前語言研究的趨勢，是針對不同語言進行比較、分析，而不只是研究單種

語言，例如字形和字音的對應。當中講者提到有一份跨國研究比較了「由淺到深」

的語言，如下： 

 

易 

  

 

 

 

難 

 

其中西班牙文的字形和字音對應單位最小也最規則，每個字母發音很固定；

依序到了形音對應單位最大的中文，則是音旁與整字發音有關聯、但在規則之外

也常有例外。文獻指出請這四種語言的母語人士來閱讀，並記錄他們的大腦活化

區域，結果發現四種語言雖然很不一樣，但大腦需要活化的區域是大同小異。另

外，講者也提到想學好語言，左右腦需並用，推翻過去了圖像視覺文字靠右腦，

拼音文字靠左腦理論。文獻提到台灣、美國、以色列與西班牙等國家共 18 名研

究者組成跨國團隊，歷經 4 年研究發現，漢語、英語、希伯來語及西班牙語 4

種語言，其閱讀、聽音辨字皆靠左腦運作，推翻「中文學習靠右腦、英文學習靠

左腦」的傳統觀念。我們一般的印象中認為中文是「像圖畫般」的象形文字，與

拼音文字截然不同，但其實各個語言使用者主要都依賴左腦閱讀，右腦也都在閱

讀過程中扮演輔助的角色，只是右腦對中文閱讀的輔助更多一些。這些不同面向

語言 形與音關係 

西班牙文 對應單位最小，發音固定，較容易學 

英文 適中 

希伯來文 適中 

中文 對應單位最大，發音不固定與例外，最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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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算，背後有其規律性，而近來實徵研究證據也顯示：能有效擷取規則的統計

學習能力，和閱讀行為中的數個歷程有顯著相關。 

 

本論文也介紹來自腦電波、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等實驗的結果，說明對規則

敏感度的個別差異，和閱讀、語句理解等作業表現間的關聯，探討參與其中的神

經機制，並進一步呈現閱讀經驗對於統計學習能力可能產生的影響。由此可以推

論：如果有個人學習規則的能力特別好，是否學另一個語言的成效也比較好？講

者與團隊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以不同母語的外籍研究生為對象，測量他們的統計

學習能力（即規則學習的能力）與其他認知能力，再比較他們學習中文時的進步

程度。結果和預期相同，統計學習能力的確比智商、工作記憶等認知能力更能夠

有效預測中文學習進步的程度。比較能夠抓取規則的受試者，似乎能夠更快掌握

識讀中文字的要領。 

 

最後，講者希冀透過統計學習能力，以幫助釐清統計學習能力和閱讀歷程之

間的雙向影響，也藉此展現閱讀對於其他基本認知能力所帶來的調節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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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照片（須含各論文發表場次現場照片） 

 

 

開幕合照 

  

曾志朗院士專題演講 

 

曾志朗院士專題演講 

 

  

洪蘭講座教授專題演講 

 

洪蘭講座教授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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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1-1 -李俊仁副教授 

 

Session 1-2 -王馨敏副教授 

 

  

Session 1-4 -梁思遠博士後 

 

Session 1 -會後討論 

 

  

Session 2-1 -陳欣進副教授 

 

Session 2-2 -麥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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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3-1 -黃植懋副教授 

 

Session 3-2 -黃緒文助理教授 

 

  

Session 3 -會後討論 

 

Session 4-1 -曾玉村教授 

 

  

Session 4-2 -吳嫻教授 

 

Session 4 -會後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