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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兒童口語溝通行為對兒童語言教育、社會技
能培養、社會性發展以及言語障礙孩童訓練等應
用需求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親子溝通行為會
影響到兒童之口語溝通行為發展，因此親子口語
溝通行為的關聯性及差異性分析對於兒童口語溝
通行為之訓練與教育極為重要。本研究利用本土
化之親子互動的口語溝通行為語料庫，運用統計
分析技術於孩童及母親之溝通傾向、言語行動、
言語變通類型的溝通行為分析，驗證母親口語溝
通行為模式對孩童語用表現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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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language
in context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concern with the role
of maternal input and scaffolding behavior on the
acquisition of pragmatic skill for the explanation of
acquisition biases. INCA version is suited to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ve acts in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The taxonomy allows the derivation of
three pragmatic coding systems. Results indicate that
high correlation was found in types of pragmatic
coding system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Besides, mothers communicative act impact on
children of the proportion of turned-utterance.
Keywords: oral communication, speech
interchange, pragmatic flexibility, I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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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孩童有習得語言的先天能力，然而語言習得
會受到後天的語言環境之影響[1]。而孩童口語溝
通行為可以從三個向度進行分析[2,3]：語言表達
的溝通傾向(interchange)、語言運用時所採用的言

語行動(speech act)與溝通傾向-言語行動組合而成
的言語變通(pragmatic flexibility)，本研究應用本
土化口語溝通行為語料庫於主要照顧者互動口語
溝通行為對兒童語用能力之關連性分析。
國內外針對孩童語言溝通行為的人們在母親
-孩童口語溝通行為上的研究皆認同孩童語用發
展受到母親言語運用的影嚮[4-8]。然而母親與孩
童雙方在溝通傾向上，各自具有一套使用的核心
類型，且因孩童年齡的不同，本身及與其互動的
母親經常使用的類型會有變化，只是母子雙方的
變動趨勢並不相同。
母親和孩童所使用的核心溝通傾向、言語行
動、言語變通類型既有相同之處卻又存在著差
異，他們同中有異的特點分別表現了母子互動中
母親和孩童不同的口語溝通行為特徵。另外，並
非所有已出現過的口語溝通行為類型都會不斷的
被使用，某些孩童早期出現的口語溝通行為類型
在較為年長的孩童族群中反而使用率會降低，應
是孩童學習到的類型項目數量逐年增加，因而可
以隨意交替使用[4-6]。
本研究藉由親子互動之母親與孩童的口語溝
通行為進一步分析交談雙方在溝通傾向與言語行
動使用上之關連性與差異。
三、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將藉由口語溝通行為語料庫作為分
析語料，整體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將依據兒童
與主要照顧者的溝通傾向、言語行動、言語變通
類型進行統計分析比較，觀察此關係與兒童之口
語參與程度之關連性分析，因此研究依序受測者
挑選、語言資料處理與數據統計分析詳細描述如
下:
1.受測者挑選:
以橫斷式(the cross-sectional method)的抽樣
方式，隨機選取志願參加互動溝通行為資料收集
的家長。兒童的年齡分布是 3.0 歲以上至 5.0 歲
以下，以每 12 個月為一組，每組有 4 對的親子對，
共計有 12 對的親子對。

2.語言資料處理:
由蒐錄到的母親及孩童互動時的對話音檔，
逐字轉寫成書面文字的電子文件，並進行口語溝
通行為標記，再進一步計數每一位說話者在三個
層面使用的類型項目數量、每一個類型項目被使
用的次數及言語參與程度
3.數據統計分析方法：
 單因子變異數分析(ANOVA)
分別考驗三組不同年齡階段的孩童(3、4、5
歲)或是母親，互動時之(1)言語參與程度、(2)溝通
傾向類型項目數量、(3)言語行動類型項目數量、
(4)言語變通類型項目數量平均數的差異顯著性。
 t 考驗(t-test)
分別考驗母親和孩童在(1)溝通傾向類型項目
數量、(2)言語行動類型項目數量、(3)言語變通類
型項目數量平均數的差異顯著性。分別考驗孩童
言語參與程度高、低兩群的母親使用的言語行動
類型比率平均數的差異顯著性。分別考驗言語參
與程度高、低兩群孩童，使用的言語行動類型比
率平均數的差異顯著性。
 皮爾遜積差相關法(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應用在考驗母親和孩童在溝通傾向類型項目
數量、言語行動類型項目數量及言語變通類型項
目數量相關性統計分析。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共收集12對的母子對話語料(男孩6位
及女孩6位)，總觀察時間14小時12分鐘，而全部
的對話句數為20704句，其中孩童有6556句，主要
照顧者則有14148句，由此可以觀察到，在孩子口
語發展階段，母子對話的主控權在主要照顧者身
上，多數為主要照顧者主導孩子的話題。
言語參與程度高與低孩童的母親在三種口語
溝通行為類型項目數量上並無顯著差異。如表一
所示兩群孩童在三種口語溝通行為類型項目數量

圖一、研究架構圖

表一、言語參與程度高、低兩群孩童及其母親口
語溝通行為類型項目數量比較

表二、母親使用之口語溝通行為類型使用比率
比較

表三、孩童使用之口語溝通行為類型使用比率
比較

上亦無顯著差異。
孩童言語參與程度高的母親較常與孩童進行
溝通意圖為NFW（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的討
論。言語行動方面使用較多贊同孩童意見表達的
AP(同意先前說話者表達的陳述)，及較少具直接
指導的RP(向聽者要求、提議、建議某種行動，所
建議的行動也可涉及說話者)。以上數據相較於孩
童言語參與程度低的母親，達顯著差異，如表二
所示。兩群母親使用言語變通類型的比率並無差
異。
言語參與程度高的孩童與母親相同，較常表
現的溝通意圖是NFW（商議想像情境中的活動）
的討論。兩群孩童在言語行動的表現不同，言語
參與程度低的孩童使用較多AN（對是非疑問句的
否定回答），及較多具直接拒絕的RD（拒絕執行
他人要求或建議的行為）；言語參與程度高的孩
童則使用較多的YQ（以是非疑問方式提問）。言
語變通類型的表現亦不同，言語參與程度低的孩
童表現出DJF:AA（討論當前關注的焦點對是非疑
問句的肯定回答）及DJF:SA（討論當前關注的焦
點透過陳述回答特殊疑問句）類型較多；言語參
與程度高的孩童則表現出較多NFW:ST（商議想像
情境中的活動做宣告性的陳述）。以上比較言語
參與程度高、低孩童的口語溝通行為類型使用比
率數據，達顯著差異，如表三所示。
五、結論
母親使用口語溝通行為類型的習慣對孩童口
語表達具影響力，但母親也會依據孩童的語用情
況作出相應的調整。言語參與程度高或低的孩
童，在三種口語溝通行為類型項目數量上無顯著
差異，表示具備相當的類型數量可供互動時使
用，母親分析結果相同。本研究利用較為客觀且
系統化的分類方式，量化分析親子互動的溝通行
為，以實際的數據呈現對話者彼此間的互動模
式，描述孩童及母親的語用特色，結果亦支持原
始假設，母親口語溝通行為模式對孩童語用表現
具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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