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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記憶與創造力解析資優生的句法理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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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是通往學習的敲門磚，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資優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採用具有漢語特殊性的偏導語
句（花園路徑句）來探討句法處理的運作，並釐清工作記憶與創造力在背後扮演的角色。研究一邀請資優生與一般
生閱讀偏導語句的材料，瞭解兩組受試者的理解能力是否有差異。為了探究讀者在偏導語句的表現是否和其工作記
憶廣度及創造力有關，我們測量參與者的工作記憶廣度（研究二），並且施以威廉斯創造力測驗的「創造性思考活
動」量表（研究三）。研究一發現，資優生的閱讀理解表現顯著地優於一般生，而且偏導句比起對照句更能區別資
優生與一般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研究二發現，具有高工作記憶廣度的資優生在偏導句上表現較好，表示工作記憶廣
度可能是影響讀者處理漢語偏導語句的心智運作因素。研究三發現，偏導句理解與創造力的「獨創性」有顯著的相
關，顯示創造力的成分也反映在偏導句的處理歷程中。偏導句的理解分別與工作記憶和創造力有相關，但工作記憶
與創造力之間相關不顯著。本研究發現資優生和一般生在句法處理上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其背後有兩個獨立的重要
因素─工作記憶與創造力，可為資優生的語文能力提供進一步的解析。
關鍵詞：工作記憶、花園路徑句、句法、創造力、資優生
優質的人才是國家最可貴的資源，是社會進步
力量的核心，也是各界追求卓越創新的首要條件（教
育部，2006）。因此，資優教育即成為世界各國教育
的重要一環。資優生除了有高智商之外，還有其他許
多不同於一般學生的特質（例如：Clark, 2006; Sak,
2004; Silverman, 1990; Tuttle & Becker, 1980）。郭靜
姿（2000）認為資優生的特質可以由認知、情意及
生理三方面來看。在認知特質方面，具有學習快、記
憶強、觀察微、善理解、知識豐、思想奇、疑問多、
策略靈。在情意的特質上，有理想多、期望高、自信
強、要完美、喜冒險、易堅持、樂獨立、少順從。在
生理方面，有精力旺、作息繁、感覺銳、風格異的特

質。由於資優生的特質不同於一般學生，因此資優教
育應該提供資優學生符合 其 學習需求的適性 化課程
與正向學習經驗， 來 維持或提升學習 的動機，期望
能激發資優 生 積極投入擅長領 域的熱忱（侯雅齡 ，
2010）。資優教育可以透過因材施教，提供能力分組
或區分性的課程讓資優學生學習。此外，若能由認知
心理學的角度出發，考量資優生學習歷程可能涉及的
心智運作成分，給予相對的訓練與學習，更可以幫助
資優生適性的發展。
本研究利用具有漢語特性的句法材料「花園路徑
句」（garden-path sentences）來檢驗資優生的閱讀能
力。所謂「花園路徑句」乃為句法歧義句型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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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後面段落詳述。本研究為了強調「花園路徑句」
在心智運作的過程中，原來讀者會因文字編排而偏導
到某一種偏好結構，因此在本文中將以「偏導句」來
指稱「花園路徑句」，以與後述的實驗設計中控制組
的句子「對照句」相呼應。研究重點放在偏導句所具
有的漢語特殊性，並從心智運作歷程的角度，來探討
工作記憶及創造力在資優生閱讀理解上所扮 演的 角
色。

（一）資優生的閱讀能力
閱讀是一種相當複雜且動態的心智活動，過程
包含知覺、語言、認知甚至是動作等不同的歷程（胡
永崇，2008）。閱讀歷程涉及多種層次的心理運作，
Mayer（1987／林清山譯，1990）將閱讀概略分為解
碼、字義聯合、段落理解、文意評價4個心理運作的
層次。讀者在閱讀歷程中，需將字解碼與定義，並且
聯合單字的意義來瞭解整句，進一步瞭解段落與段落
間所包含的主旨、原因和結果，瞭解數個段落共同架
構的結論。讀者閱讀時，還要能對文章的邏輯證明、
真實性與價值判斷有所評斷，才能達到閱讀理解。心
理學家目前認為可由交互模式（interactive model）來
瞭解閱讀理解的心理歷程（柯華葳，1993；Reutzel &
Cooter, 1996）。所謂的交互模式包含由上而下（topdown）及由下而上（bottom-up）兩個歷程交互運作，
前者重視讀者的語文背景知識，後者強調讀者對文字
的 解 碼能力。這表示閱讀不僅是單向 由文章獲得意
義，更具備讀者主動理解、建構文章的積極意涵。
本研究主要探討資優生的閱讀能力，有興趣於閱
讀者本身的認知特性對於閱讀理解的影響。由於閱讀
理解的過程涉及複雜的思考，讀者本身的很多特性都
會影響閱讀理解。例如，智力很早即被證實是影響閱
讀理解的因素之一。張春興與郭生玉（1973）探討兒
童語文習慣的複雜度對於聯對學習（paired learning）
及學後保留關係（retention）的影響。他們發現語文
複雜度與兒童的智力相關高：兒童的語言複雜度越高
者，其達到預定標準所需練習的次數較少，而其長期
記憶量則越多。李明堂（1988）探討學童閱讀方法與
語文學習保留關係，他發現語文學習情形與保留量皆
受到智力因素的影響。因此，智力的高低影響學生的
閱讀能力。除了智力，資優生在其他的閱讀理解的歷
程也優於一般學生。Reis等人（2004）統整多位學者
的觀點，整理資優生在閱讀上的特質，例如，能夠從
閱讀歷程中找到樂趣；早期即開始閱讀；閱讀水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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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同年級；具有優秀的訊息處理能力；能夠保留大量
的訊息以利 檢索；能 自動將 先前經驗與所讀的訊息
進行統整； 能察覺概 念間不 尋常的關係 並統整 。再
者，資優生 的認知能 力，如 注意力、工作記憶等，
也可能與一般學生不同（例如：Desco et al., 2011;
Lee, 2006; O’Boyle et al., 2005; Prescott, Gavrilescu,
Cunnington, O’Boyle, & Egan, 2010）。先前研究結
果表示資優生閱讀能力比較好，直接的因素當然是語
言知識的差異，而語言的表現也可能涉及背後的認知
處理歷程，例如，智力、後設認知能力、工作記憶、
注意力、甚至創造力等。因此，本研究目的是從認知
處理歷程的角度，來釐清資優生與一般生的閱讀能力
差異（尤其是具漢語特性的偏導句）是否與工作記憶
及創造力有關。
國內現行的資優生篩選方式採用多元化的篩選
標準，主要以智力測驗為主，輔以專長的成就測驗，
並且加入教師推薦（教育部，2006）。然而，許多現
行的語文測驗是翻譯或修改自國外的測驗而來，無論
是詞義、類比、改錯等測驗，都侷限於「詞彙」的層
次，對於句子層次的測驗，尤其是將漢語語法特性考
慮進來的測驗，始終付諸闕如。由於閱讀能力是一個
最基本的工具能力，是任何一個領域的敲門磚。一個
真正的閱讀理解測驗應該能夠測量出學生對該語言的
敏感度，即學生對該語言正確使用的掌握程度、能夠
區辨出辭彙和語言結構之間些微的差異、以及這些線
索所蘊含的情境上的不同。本研究採用的閱讀材料來
自漢語句法規則而衍生的偏導語句。我們藉由偏導語
句來探討閱讀理解在句子層次的心智運作，希望能釐
清可能的心智運作成分─工作記憶及創造力與資優
生閱讀能力的關係，可以作為未來發展測驗的基礎。

（二）漢語的特殊性
語言有生理及心理的基礎，同時是歷史文化的產
物。漢語的特殊性可以從3個S來說明：口語、文字、
句法（Speech, Script, & Syntax）（曾志朗，1989）。
其中，漢語在句法上的特性包括：漢語的動詞沒有時
態、沒有時貌變化，沒有詞尾變化、名詞沒 有單複
數變化、也沒有性別或其他格位變化。沒有這些詞
形變化，漢語句子中也就沒有主語─ 動詞一致性
（agreement）的線索。因此，單從句法線索來看，漢
語的句子結構似乎較為鬆散。雖然表面上看似鬆散，
但有其不同於印歐語言的策略，可達到溝通的目的。
再者，相較英文，漢語的詞類界限並沒有明顯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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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漢語句子中的主詞、受詞常常省略，不僅使用
代詞，還常有「零代詞」的現象。這和英語中，即使
主詞不明確也要補上「虛主詞」的嚴格規範有很大的
差異。然而，在漢語中，主受詞省略和零代詞現象之
所以不會影響到使用者的語言理解，主要的原因是篇
章語法提供 使用者 理解的脈絡 。另外 ，漢語還有 詞
序上的特殊性。Greenberg（1963）提出依照簡單直
述句的主詞（subject）、及物動詞（verb）、和賓語
（object）的詞序來做語言分類的主張，可將語言分為
VSO，SVO，和SOV三大類。英語是SVO語言，名詞
的修飾語是後位修飾（修飾名詞的關係子句置於名詞
的後位），日語是SOV，採用前位修飾。漢語不符合
Greenberg（1963）的主張：漢語直述句的詞序是SVO
語言，關係子句卻採用前位修飾。當我們必須找出名詞
和修飾它的關係子句中的對應關係時，漢語「詞序線
索」的變異性使得某些句子產生處理上的困難（Lin &
Bever, 2011）。本研究採用的閱讀材料中，由於漢語詞
序線索的變異性，形成漢語特有的偏導語句的句型，
預期將造成讀者理解困難，我們認為這不僅涉及句法
規則的運作，也可能涉及工作記憶的負荷問題。
上述的漢語的特殊性也見於兒童語言發展的研究
上，鄭玲宜（1985）針對兒童詞序的探討，發現5、6歲
兒童對於詞序的依賴程度遠遠超過成人，這點和英文的
測驗結果大為不同。可能是在漢語中，基本句子的詞序
知識是兒童語言重要的發展任務，當這些知識具備之
後，兒童才進一步學習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改變詞序、
彈性地配合語用（pragmetics），所以成年後才會大大
降低對詞序的依賴性。張欣戊（1984）探討兒童的複雜
句型理解，發現雖然使用英語的4歲兒童已經可以瞭解
英語的關係子句，然而台灣兒童在學齡前幾乎完全無法
理解「咬貓的小狗踢大象」的句子。即使到了六年級，
學童對於「象被咬貓的小狗踢」一類的句子還有理解的
困難。從句法的結構看來，兒童對於這種句子的理解困
難可能與句子具有複雜的結構有關。因此，從不同的發
展時程來瞭解漢語特殊性對於漢語使用者的影響是重要
的。由於偏導語句的理解偏重句法的處理，其理解難度
相對困難，本研究將研究對象界定在國中生，在句子層
次的閱讀理解能力的處理為何。

（三）漢語句法歧義語句
句法歧義句（syntactic ambiguous sentence）是探
討句法運作歷程的重要材料（Frazier, 1983）。在句子
理解過程中，理解者將逐步出現的詞項納入暫時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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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表徵中，所謂的句法歧義指的是，某個句子在關鍵
的詞項上可以分析為兩種或兩種以上句法結構，並導
致不同的句子意義。本研究所採用的偏導語句即為句
法歧義句的一種。以Chomsky（1957）書中的例子來
說明何謂句法歧義：
1. John knew the boy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1A) John knew the boy that is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1B) John knew that the boy is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仔細檢視句子1，可以產生兩種不同的意義，這
兩種意義實際上源於兩種不同句子結構，也就是句子
(1A)與(1B)省略that而來，Chomsky稱為Homonimity。
就閱 讀者的理解歷程來看，讀者需要由相同的表面
形式衍生出兩種不同的結構分析，因而導致不同的
理解。這種歧義並不 是導因於同音詞或多義詞，而
是句法或結構造成，因此稱為句法歧義句。由於 句
子歧義維持到全句結束，又稱為全句歧義（global
ambiguity）。另外，相對於全句歧義，有些句子的歧
義並不維持到句末，在句子結束前的某個詞項的線索
即足以確認句子的結構，從這個關鍵詞項開始，讀者
對於此句即形成單一的正確理解。由於這種歧義只限
於局部，因此稱為局部歧義（local ambiguity），文獻
中為它取了一個隱喻式的名稱—「花園路徑句」，
即本研究所使用的「偏導句」。英文裡著名的例句如
下：
2. 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fell.
“the horse raced”的句法結構有二種可能的分
析（如圖1），(2A)為簡單主動句（simple active
sentence），或分析為(2B)省略關係詞的關係子句
（reduced relative clause），而關鍵詞“fell”的出現，確
定了句子必須分析為(2B)的結構才正確。
此偏導現象是由於句法上的模稜兩可所引起的，
句子最初的幾個詞項的不同組合會形成不同的句法結
構（都合乎句法規則）。對閱讀者而言，在進行初始
分析（initial parsing）時，會依序把讀到的詞彙合併到
逐步形成的句子結構中。然而，當閱讀者讀到某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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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IP = 屈折詞組（inﬂectional phrase）
CP = 補語詞組（complement phrase）
NP = 名詞組（noun phrase）
VP = 動詞組（verb phrase）
Det = 定詞（determiner）
N = 名詞（noun）
V = 動詞（verb）
C = 補語連詞（complementizer）
Oi = 虛詞（null operator ）

圖1：英語局部句法歧義句的結構分析範例
彙卻發現無法併入偏好的結構時，必須重新分析（reanalysis）才能達到正確的理解，因而導致句義理解
的困難或者需花費更多的時間，這就是所謂的偏導效
應。Frazier（1983）分析偏導效應，他認為閱讀時讀
者進行句法分析，主要是依據最小依附原則（minimal
attachment principle, MA）及最晚封閉原則（late
closure principle, LC）來決定偏好的結構。最小依附
原則指的是當新的詞項併入詞組時，在合句法的結構
中，採用節點最少的句法結構；最晚封閉原則是盡可
能將新的詞項併入正在處理的子句或詞組。
所謂的偏導現象雖然普遍存在於各種語言，隨著
各種語言本身的詞組規則的變化，在不同的語言裡，
這種句法局部歧義的現象會出現在不 同的句型（結
構）中，因此會反映出該語言的特殊性。我們以漢語
的實例（Lee, 2006）來說明偏導語句的現象，請看下
面的例句：
(3A) 為了環保運動 必須募款
(3B) 為了環保運動 必須深化
我們可以發現句子(3A)與(3B)兩句前面的詞項

「為了環保運動」完全一樣，如圖2所示，在句法結構
上可以分析成(3A)與(3B)兩種結構樹，根據MA與LC
原則，閱讀者對這兩個句子的前面部分應該會形成相
同的詞組結構，也就是(3A)的介詞詞組的受詞（object
of PP adjunct）作為偏好的結構。然而，這幾個詞也可
以形成(3B)的主要子句主詞（subject of main clause）
的結構。對閱讀者而言，真正可以決定正確理解的關
鍵詞是句子(3A)的「募款」和句子(3B)的「深化」。
在本例中，這個句子結構確認的過程動用到漢語特有
的「零代詞」規則，由於(3A)的「募款」需要有生命
的主詞，特別是「某人」，雖然主詞沒有出現，卻可
以理解成主詞省略的零代詞，其動詞「募款」仍舊可
以成功的併入讀者偏好的結構。另一方面，「深化」
卻需要無生命的名詞作為主詞，不能以「零代詞」替
代，所以讀者不能將其併入偏好的句法結構（例如，
3A），必須重新分析，找到一個合於句法結構的主
詞。正確的分析就是把「環保運動」四個字重新斷詞
成為「環保」和「運動」，而且拿「運動」作為「深
化」的主詞，於是「運動」變成主要子句的主詞，整
個句子才能合於漢語的句法。面對句子(3B)，閱讀者必
須經由這些分析，才能夠從偏好結構中重新回頭，達
成語句的正確理解，我們把這種句型稱為偏導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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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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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IP = 屈折詞組（inﬂectional phrase）
PP = 介詞詞組（prepositional phrase）
NP = 名詞組（noun phrase）
VP = 動詞組（verb phrase）
Det = 定詞（determiner）
N = 名詞（noun）
V = 動詞（verb）

圖2：漢語局部句法歧義句的結構分析範例
儘管句法結構歧義是跨語言的共通現象，但各
語言的句法規則不盡相同，形成的偏導句型自然也不
同。Lee（2006）找到6種結構不同的漢語偏導語句並
加以分析，這些句型都是由於漢語的句法規則和印歐
語系不同而產生，形成漢語特有的偏導句型。本研究
將採用Lee（2006）的句型為基礎，作為研究材料，以
檢驗受試者的句法和斷句能力。

（四）工作記憶與閱讀能力
閱讀行為不只處理語文知識本身，也涉及其他
心智運作，Just與Carpenter（1992）就認為閱讀和讀
者的工作記憶有關。Baddeley與Hitch（1974）使用
「工作記憶」代表一個同時處理及儲存的暫時記憶系
統。他們認為工作記憶系統主宰著人類的訊息處理歷
程，容量 有限，能同時處理和儲存訊息，並且 能夠
從長期記憶提取必要的訊息，或把訊息轉錄至長期
記憶。Baddeley的多成分工作記憶模式包含4種成分
（Baddeley, 2000, 2003）：1. 語音迴路：處理及儲存
語文、聽覺訊息；2. 視覺空間素描簿：處理及儲存視
覺、空間、動覺訊息；3. 中央執行器：整合語音迴
路、視覺空間素描簿與情節緩衝器等附屬部件的重要
成分，也負責注意力控制；4. 情節緩衝器：運作基本
的語言和空間訊息，並受中央執行器所控制，提供語
音迴路與視覺空間素描簿連結長期記憶的管道。
Daneman與Carpenter（1980）承續Baddeley與
Hitch（1974）的理論，認為工作記憶的角色不只專

門儲存部分處理的訊息，還提供一個非常具有彈性的
訊 息運作的資源，以 進行文字、數學等 符號運算。
Daneman與Carpanter（1980）主張由於閱讀者的工作
記憶的容量有限，因此處理和儲存兩種運作就存在著
消長的特性。Just與Carpenter（1992）在一篇回顧性的
文獻中提出理解的容量理論（capacity theory），認為
工作記憶容量的高低會影響閱讀歷程的運作。意即，
當工作記憶必須處理較多要求的作業時，困難的作業
增加工作記憶的負荷量，使得原來可以被工作記憶儲
存及維持的其他訊息，在此時便可能損失。所以，低
工作記憶能力的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要花較多的工
作記憶的資源來處理運作，因而便只剩下較少的資源
和能力去儲存及保留訊息；相反地，一個好的閱讀
者，能夠有效率的處理訊息，因此剩下較多的資源，
可以用來儲存或保留其他訊息。
由於句法的處理過程，讀者必須將依序出現的
詞彙轉換成階層式的句法結構。而在這種過程中，閱
讀者需要短暫儲存先前的詞彙表徵與句法結構表徵，
才能繼續進行下一步驟的處理。這種同時儲存表徵並
進行下一步處理的過程，反映出工作記憶的特性，亦
即「同時處理和儲存的暫時記憶系統」應該是進行句
法處理過程所必須的運作系統，而且是能力有限的系
統（Baddeley & Hitch, 1974）。King與Just（1991）
是第一篇發現工作記憶能力高低與句法處理有關的文
章。他們採用句子4的受詞關係子句（object-relative
clause）為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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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senator that the reporter attacked
admitted the error.

物」，即為創造力。依據Guilford（1959, 1967）的多
元智慧理論，創造力是資優生的重要能力，特別是表
現在擴散性思考上。

結果發現，相對於高工作記憶能力的讀者，低
工作記憶能力者的反應時間較慢，而且正確率較低。
King與Just認為，讀者在面對受詞關係子句的處理
時，必須針對單一詞彙（reporter）分派兩個句法角色
（主詞與受詞），因此需要較多工作記憶的能力才能
處理。然而，若讀者具有高工作記憶能力，是否閱讀
理解的處理就必定快又正確？這在文獻上仍有爭議。
MacDonald、Just及Carpenter（1992）即提出反向的
證據。他們發現具高工作記憶能力的讀者對於句法層
次模稜兩可的句子處理得比低能力讀者要慢。Long
與Prat（2008）採用在句法層次上模稜兩可的句子，
也發現與MacDonald等人（1992）類似的結果，高工
作記憶能力的讀者處理得比低工作記憶的讀者要慢。
MacDonald等人（1992）認為是因為高能力的讀者在
能真正理解句子前，有足夠的能力維持住模稜兩可的
多重解釋，因為衝突或矛盾而導致反應時間比低能力
者要慢。

（五）創造力與偏導語句

另一方面，Mednick（1962）提出遠距聯想（remote
association）假說，他採用連結理論的觀點，從知識
表徵的角度切入，認為遠距 聯想是創造歷程中最重
要的心智運作。Mednick（1962）對創造思考的定義
是：「為了達成某些需求或實用上的目的，而將某些
概念聯想在一起的能力。當概念之間的距離越遠，則
所產生的解答或歷程越富有創意。但前提是，所產生
的解答或歷程必須是有用或符合需求的才能稱之為創
意」。他指出歷史上許多重要的科學或藝術發現是透
過遠距聯想來達成，例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數學
家龐加萊（Poincaré）與超現實派的藝術家安德勒．
普魯東（André Breton）都提到在其理論或作品產生
時，將不同的實體或概念結合在一起的過程。概念和
其他概念間的連結強度會隨兩者間的語義關聯程度而
改變，概念間的語義關聯程度越小，其間的連結強度
也越小，兩概念的距離也越遠，導致概念的表徵具有
不同的連結層級（associative hierarchy）。Mednick
（1962）進一步指出低創意者的連結層級為陡峭型
態，個體對刺激的傳統反應強又快速，對其他反應的
連結強度劇降；高創意者的連結層級為緩降型態，雖
然也 對傳統反應有較強的連結，但強度不如低創意
者，對於其他反應的連結則呈現緩慢遞減的變化，連
結強度始終比低創意者強。他認為連結層級的型態差
異會影響創意想法的產出，相連結的兩個元素間如果
原來的關係較遠，則組成新關係時則愈富創意，此時
的遠距聯想才能真正區別創造力的表現。

除了工作記憶之外，創造力也可能是另一影響閱
讀者處理偏導語句的因素。何謂創造力？研究者一般
皆同意創造力主要包含新奇性（novelty），以及適切
性（appropriateness）或實用性（usefulness）。從認知
歷程的觀點，主要的理論包括擴散性思考（Guilford,
1956）與連結論（Mednick, 1962）。Guilford（1956）
提出的「智能結構模型」（intellect-structure model），
認為創造力是由擴散性思考所產生，意即針對一個開
放性的問題產生許多不同反應的能力。他假設能產生
愈多不同的反應，得出不尋常反應的機會就愈大，創
意 就愈高。他以「思考運作」、「內容」、與「產
物」三方面來描述人類的認知活動，他指出擴散性思
考 屬於「思考運作」模式的一種，運用發散性思考
運 作、及運作的「內容」所形成 的所有形式的「產

目前研究者評定擴散性思考的方式是測量詞彙
概念間的關聯性（Eysenck, 1995），詞彙間的距離愈
遠、關聯性愈低，愈有可能產生創意性想法。這種以
知識或概念表徵間的遠近來測量創造力的方式， 符
合概念在語義組織中的表徵方式（Collins & Loftus,
1975; Collins & Quillian, 1969），並且反映出Guilford
（1956）的擴散性思考與Mednick（1962）的遠距聯想
等概念間的聯想機制。本研究進一步假設，這樣的聯
想歷程不僅表現在具體的語義和概念的聯想上，而且
也會表現在抽象的句法概念的聯想上。偏導語句的理
解特性是理解者先形成偏好的句法結構，當關鍵詞無
法併入該結構，則必須從錯誤的句法分析回頭，重新
分析出正確的句法結構（較複雜但正確）。此種歷程
牽涉到兩種不同句型之間的聯想歷程。我們假設擴散

從文獻看起來，工作記憶能力的效果究竟是助益
或者干擾仍有所爭議，但不可否認地，閱讀者在面對
複雜句法的閱讀處理歷程時，其工作記憶廣度必然在
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的目的也在於瞭解資優
生與一般生在工作記憶能力上的差異，並進而探討此
差異是否會影響其閱讀漢語偏導語句的行為表現。

解析資優生的句法理解歷程

性思考或遠距聯想是一種廣泛的能力，不只侷限在語
義概念系統上，也可能與不同句型間的聯想有關。因
此，我們假設偏導語句的理解應該和創造力有關。
綜合上述的文獻回顧，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資優
生對具有漢語特殊性的偏導語句的閱讀運作。在研究
一中，先分別邀請資優生與一般生閱讀偏導語句的材
料，瞭解兩組受試者對偏導語句的理解能力是否有差
異。研究二及研究三則是為了釐清資優生在偏導語句
的表現是否和工作記憶與創造力有關，因此，我們測
量資優生與一般生的工作記憶廣度（working memory
span）（研究二），並且給資優生與一般生施以威
廉斯創造力 測驗的 「創造性思 考活動 」量表（研 究
三），以期探討資優生與一般生在偏導語句的表現和
他們的工作記憶廣度、創造力的關係。

研究一：偏導語句理解作業
本研究以漢語的偏導語句及其控制句為閱讀材
料，讓資優生與一般生先行閱讀，爾後進行理解測驗
來檢驗參與者理解偏導語句的能力。

（一）研究方法
1. 參與者
本研究共有191位受試者參與，都是就讀於台北
市的國中二年級學生。其中，資優生有96人，一般生
有95人。資優生的篩選標準按照教育部《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教育部，2006）所定義之
「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在語文、數學、社會科
學或自然科學等學術領域，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
傑出表現者。其經鑑定後符合下列規定標準：前述任
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
或百分等級97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
觀察推薦，以及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
傑出等之具體資料。參與本研究之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學生，係指經過台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委員會鑑定，就讀國中並接受資優教育服務之學生。
根據學校提供的資料，參與本研究的96位資優生中有
20位為語文資優生，30位科學資優生，另46位並未細
分資優專長類別。
2. 研究材料
由於漢語的句法結構與規則和印歐語系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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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偏導語句也和英文不同，我們以Lee（2006）所找
出的6種漢語偏導句句型為基礎，按照句型結構另行造
句，以便形成足夠的研究材料。閱讀材料包含目標句
與填充句（fillers），目標句共有36個句子，又分為偏
導句與對照句兩種各18句。依據句法的局部歧義的理
解歷程，每個偏導句和它的對照句在關鍵詞之前的內
容完全相同，以便誘發相同的偏好結構分析，然而兩
個句型的關鍵詞將導致不同的處理。在偏導句中的關
鍵詞無法融入偏好結構，使得受試者必須重新進行句
法分析，直到找到可以併入關鍵詞的正確句法結構；
而對照句中的關鍵詞則符合偏好結構的分析，不需重
新分析。有關各類型偏導語句的句法分析原則請參閱
Lee（2006）。
閱讀卷的編製原則是將偏導句和對照句分別放入
A、B二版本的閱讀卷中，以避免兩種句型間的比較衍
生出其他答題策略。偏導句版本（A卷）的編制，將18
個偏導句的閱讀材料隨機分派到6份閱讀卷，每份閱讀
卷各有3個偏導句，另加入7個填充句，使得每份閱讀
卷包含10個句子。每份閱讀卷的填充句皆不同，以避
免閱讀者在6個版本的閱讀卷中重複讀到相同的句子。
在對照句版本（B卷）方面，以18句的對照句取代A卷
的偏導句，而其他填充句則保持相同。因此，研究一
的閱讀材料共有6份含偏導句的A及6份含對照句的B
卷，兩種閱讀卷的差別只是目標句不同，而其他的填
充句完全相同。在每份閱讀卷中，目標句安插在第2、
4、7句。所有閱讀材料呈現的方式皆為以紙本呈現。
偏導句與對照句的材料請見附錄一。
理解測驗的編製原則，配合每份閱讀卷皆有一份
理解測驗，其目的是為了確認受試者是否理解閱讀卷
所提供的訊息，特別是能夠測出目標句所形成的結構
表徵。Kintsch（1988）的建構整合理解模式，他們發
現受試者在閱讀理解後，將文本（句子或篇章）轉換
成命題表徵（propositions）而保存在記憶系統中，文
本的表面形式在處理完畢後只短暫保留後即流失。本
研究的作業涉及兩個部分：各個句子的理解歷程與理
解後的記憶表徵，然後才能在理解測驗中正確作答。
研究中的理解歷程二種句型的句法處理，對照句只形
成偏好結構，而偏導句則會先形成偏好結構，其後在
解歧關鍵詞出現時，可能成功再分析為非偏好的正確
結構，否則將維持偏好但不正確的結構。理解測驗的
題目即針對這兩種可能的結構表徵來設計。以附錄二
第二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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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就關閉了。

間應該可讓受試者讀完位於第2、4、7句的目標句。

(5B)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就離開了。

閱讀卷（A、B卷）閱讀完畢，隨即施測相對應
的理解測驗（A’、B’卷），理解測驗不限時間。依此
程序，含偏導句的閱讀卷（A卷）與含對照句的閱讀
卷（B卷）分兩次且不同時間施測，A、B兩種閱讀卷
的施測至少間隔1至2個星期，以避免先前閱讀材料的
記憶干擾研究的結果。在一次的施測中共進行6份閱
讀卷，與相對應的理解測驗卷，整個過程歷時約50分
鐘。我們分別對資優班與普通班施測，組內的施測皆
採用平衡設計。

這兩句的關鍵是「汽車旅館」，依照延遲封閉原
則（LC），偏好結構中會優先併為「汽車旅館」單一
個概念；到解歧關鍵詞「關閉」或「離開」，(5B)維
持「汽車旅館」單一個概念，(5A)則應該拆開為「汽
車」與「旅館」兩個概念，否則，「關閉」將缺少主
詞與受詞而無法形成正確的命題表徵。因此，在理解
測驗中，即設計如(5A’)與(5B’)的問題，來檢驗上述結
構衍生的命題表徵。
(5A’)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
(5B’)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
(5A’)的答案為「否」，如果受試者在(5A’)的問題
判斷為「是」，就表示該受試者並未正確理解(5A)的
句子，仍然維持偏好而不正確的結構表徵。
理解測驗的每一題測驗題目都分別針對閱讀卷中
的句子，因此每份理解測驗皆有10個測驗題目。針對
6份偏導句及6份對照句的閱讀卷，一共有12份理解測
驗。
3. 研究程序
研究一的測驗形式為邀請受試者在閱讀一些句
子後，進行相關的理解測驗，採團體施測。測驗開始
時，每位學生皆發給一份閱讀卷及一份理解測驗。研
究者給予指導語後，開始計時40秒內將一份閱讀卷內
的句子（共10個句子）閱讀完畢，然後做理解測驗。
閱讀時間40秒乃是依據前導研究而決定，以避免
受試者在施測時間內無法閱讀完目標句子。我們把檢
驗的焦點放在第2、4、7句的目標句上，假設給予的
閱讀時間太短，第7句應該會先因為無法讀完，而導致
正確率偏低，即關鍵的檢驗是「是否第7句的正確率明
顯低於第2、4句？」。前導研究中，我們先邀請5位
一般生進行閱讀卷的閱讀，找出適當的閱讀時間。爾
後，即以40秒做為閱讀卷的呈現時間，收集40位一般
生的閱讀資料，據此來檢驗第7句的正確率是否偏低？
結果發現，第2、4、7句的正確率雖有不同，但第7句
並不是最低的（第2句 = 72%，第4句 = 66%，第7句 =
76%；F(2, 78) = 7.99, p < .01）。因此，40秒的閱讀時

（二）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的資優生認定標準是依據教育部準
則，而由縣市政府與學校加以認定。資優生在資優鑑
定過程中可以分為語文資優或數理資優等類別，然
而，我們發 現三組資優生（語文資優生、 科學資優
生、未分類資優生）對目標句的理解正確率沒有差異
（F(2, 93) = 2.15, p > .1），語文資優生並未顯著優於
數理資優生或未分類資優生。因此，後續分析中，我
們將三組資優生的資料合併為資優生組。
此外，在前導研究中，我們利用40位一般生來
訂出40秒的閱讀時間，為了更謹慎確認目標句不至
於因位置順序而無法閱讀完畢的問題，正式研究中再
一次做確認的分析。結果同樣發現，最後呈現的目標
句（第7句）的正確率並非最低（第2句 = 80%，第4
句 = 73%，第7句 = 84%），且其差異達統計的顯著性
（F(2, 380) = 51.00, p < .001）。因此，可以確認正式
研究中，40秒是合理的的閱讀時間，足以讓受試者讀
完所有的目標句。
爾後，將資料依照受試者組（資優生與一般生）
及句子類型（偏導句與對照句）整理後，受試者的閱讀
理解表現如圖3。進行受試組(2) × 句型(2)的受試者間與
受試者內混合設計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資優生理
解閱讀材料的正確率高於非資優生（F(1, 189) = 53.73,
p < .001），表示對資優生而言，無論是哪一種句型的
閱讀材料，其閱讀理解的能力都比一般生來得好。另
一方面，受試者理解對照句的正確率也顯著高於偏導
句（F(1, 189) = 403.08, p < .001），表示相對於對照句
而言，偏導句的理解比較難，導致兩組受試者在偏導
句上的理解正確率都比對照句的理解要來得低。
由於受試組與句型的交互作用也達到顯著水準
（F(1, 189) = 7.24, p < .01），這表示因為受試者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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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我們認為後者除了與資優生的基礎閱讀能力較
好有關之外，還有其他認知能力的貢獻，這也後續研
究二與研究三企圖釐清的重點。

研究二：工作記憶廣度

圖3：資優生和一般生在目標句的表現
註：橫軸表示資優生與一般生的不同組別；縱軸表示兩組學生閱讀
不同句型句子的理解正確率。

句子處理歷程中，閱讀者除了必須具備該語言
所特有的知識以外，還需要仰賴工作記憶。句法分析
必須將表面的詞彙順序轉換成階層性的句法結構，而
這種過程需要短暫儲存先前閱讀材料的句法結構 表
徵，才能繼續進行下一個詞彙併入句法結構的處理。
因此，閱讀者的工作記憶廣度在處理偏導語句這種複
雜語法的句子時，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在研究
一發現漢語的偏導句可以有效區分資優生與一般生。
為了探究資優生在偏導句的優異表現是否與其工作記
憶廣度有關，因此研究二將個別測量資優生與一般生
的工作記憶廣度，並結合在研究一收集的資優生在偏
導句的理解表現，希望藉由工作記憶與偏導語句的測
量，來瞭解資優生的工作記憶廣度是否會影響其對於
偏導句的理解。

（一）研究方法
同，某一類的句型可能對某組受試者較為有利，我們
因此計算簡單主要效果（simple main effect）的分析，
結果發現，在偏導句中，資優生（74.8%）的表現顯著
的比一般生（63.2%）好（t(189) = -6.15, p < .001）；
在對照句中，資優生（91.3%）的表現也顯著的比一
般生（84.8%）好（t(189) = -5.74, p < .001）。另一
方面，資優生在對照句（91.3%）上的表現顯著的比
偏導句（74.8%）好（t(95) = -12.78, p < .001）；一
般生在對照句（84.8%）上的表現也顯著的比偏導句
（63.2%）好（t(94) = -15.52, p < .001）。由此看來，
無論偏導句或對造句，資優生都表現得比一般生好，
而此交互作用主要是顯現：資優生與一般生二者的差
異在偏導句中比在對照句中更大。
研 究 一 的 結 果 支 持我 們 的 研 究 假 設 ： 中 文 偏 導
語句的閱讀材料可以有效區分資優生與一般生。資優
生閱讀兩種目標句（偏導句與對照句）都比一般生要
好。現行的資優生認定準則同時包含學習成就與心智
能力，資優生在對照句上表現得比一般生好是可預期
的，可能反映出一般學習成就的差異。若更進一步從
句型與受試組的交互作用來看，則偏導句對資優生更
為有利，偏導句比對照句更能顯現資優生與一般生的

1. 參與者
本研究的受試者包含資優生49人，一般生46人，
共95人。這些學生是來自研究一部分的受試者，他們
在研究一時，已經接受過偏導語句的理解測量。資優
生的篩選標準如研究一所述。
2. 材料
研究材料共有70個彼此無關聯的漢語句，每個句
子的句末都有一個名詞，作為記憶對象。每個句子都
以36字形大小貼在23公分 × 4公分的卡片上，共有70張
卡片。
3. 實驗程序
實驗程序修改自Just與Carpenter（1992）。為了確
保工作記憶中處理與儲存的歷程同時進行，工作記憶
的測量採用個別施測。施測時間約為40分鐘。整個測
量中，記憶廣度由低到高共分為4種廣度（2、3、4、
5）。每種廣度都有五個嘗試。在不同廣度的每一個
實驗嘗試可能分別包含2、3、4或5個句子，以符合該
廣度的記憶需求。例如，在廣度2中，每個嘗試包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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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句子；在廣度3中，每個嘗試包含3個句子，以此類
推。施測時由低到高廣度進行測量，以廣度2為例，
實驗者先呈現第一張卡片，受試者必須大聲讀出卡片
上的句子，並記住句末的名詞，緊接著呈現第二張卡
片，受試者同樣念出句子並默記名詞，當受試者唸完
第二個句子，實驗者馬上提示：「請回憶！」，此時
受試者必須立即報告先前默記的兩個名詞，其餘廣度
依此類推。完成低廣度後測量後，進入下一廣度，直
到受試者在某一個廣度的5個嘗試完全答錯，則施測終
止在該廣度。
4. 計分方式
在每個廣度的5個嘗試中，受試者必須報告出該
嘗試的所有句末名詞，每答對一個嘗試便可以得到0.2
分，每個廣度有5個嘗試，滿分1分，5個廣度滿分為5
分。總分介於1 ~ 5分。

（二）結果與討論
1. 資優生與一般生的工作記憶廣度
我們分別收集資優生與一般生的工作記憶廣度，
並進行差異性檢定。結果發現，資優 生的工作記憶
廣度平均為2.98，顯著地高於一般生的2.24（t(94) =
-5.88, p < .001）。我們發現資優生和一般生的工作記
憶廣度分配不同，一般生工作記憶得分在2.0以下有17
人（含2.0），資優生在2.0以下只有5人。
2. 工作記憶與閱讀理解
由於一般生的工作記憶分布範圍較小，無法依其
工作記憶能力分為高分組與低分組。再者，為了確立
工作記憶對於閱讀理解的影響，不受到一般生具有較
低的工作記憶廣度的混淆，以下我們只分析資優生的
工作記憶廣度與其理解偏導句表現的關係。
我們依照資優生工作記憶廣度的次數分配將資優
生分為高工作記憶（記憶廣度大於3.2，共21人，平均
3.71）與低工作記憶（記憶廣度小於2.6，共22人，平
均2.30）組，兩組資優生的工作記憶廣度有顯著差異
（t(41) = -13.09, p < .001）。爾後，我們進行工作記憶
廣度(2) × 句型(2)二因子混合設計的變異數分析。
結果如圖4所示，偏導句正確率低於對照句（F(1,
41) = 60.17, p < .001）；高工作記憶組的閱讀理解優於
低工作記憶組（F(1, 41) = 5.22, p < 0.05）。二階交互
作用未達到顯著水準（p > .05）。雖然，我們無法直

圖4：具不同工作記憶廣度的資優生在目標句的表現
註：橫軸表示資優生依工作記憶廣度區分的組別；縱軸表示兩組學
生閱讀不同句型句子的理解正確率。

接從一般生檢驗工作記憶的效果，然而從資優生的結
果，高工作記憶廣度的資優生（相對於低工作記憶廣
度組）在偏導句上表現較好的情況看來，工作記憶很
可能是影響讀者處理漢語偏導語句的運作因素。

研究三：資優、工作記憶、創造力成分
與偏導句理解的相關分析
本研究假設偏導句型的理解歷程除了句法知
識外 ，也涉及句法結構表徵間的聯想，因此可能 與
讀者的擴散性思考（Guilford, 1967）或遠距聯想
（Mednick, 1962）有關。我們認為：理解偏導句的
過程必須經歷偏好結構的形成、遇到關鍵詞項後重新
分析、找到較為複雜的正確結構。此歷程需要閱讀者
進行兩種句法的聯想。為了瞭解資優生對於偏導句理
解的優勢是否與其創造力有關，在研究三中，我們對
受試者施以「創造力評量組合」（Williams, 1980／
林幸台、王木榮譯，1994）中的「創造性思考活動」
量表，探討資優生在偏導語句的表現和其創造力的關
係。同時，我們也將先前兩個研究的資料合併，透過
相關分析來釐清資優、工作記憶、創造力成分與偏導
句理解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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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1. 參與者
本研究的受試者包含資優生50人，一般生45人。
這些學生是來自研究一部分的受試者。他們都已經接
受過研究一偏導語句的理解測量。資優生的篩選標準
請參閱研究一所述。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創造性思考活動」為材料，來自
於「創造力評量組合」（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Williams, 1980／林幸台、王木榮譯，1994），
共12題。此量表可評得流暢力、開放性、變通力、獨創
力、精密力、標題和總分7種分數。

與1的間距變項；創造力有6個成分資料，均為間距變
項。
1. 資優、工作記憶與偏導句理解的相關分析
由表1可以發現，資優與否和工作記憶廣度、偏導
句理解兩兩都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中工作記憶廣度和
偏導句有顯著的正相關（γ = .34, p < .001），表示工作
記憶廣度越大的受試者在閱讀偏導句時表現較好，較
不容易犯錯，這個結果呼應研究二的分析結果，顯示
工作記憶在偏導句理解中扮演重要角色。
表1

受試者資優與否、工作記憶廣度、與偏導句理解
表現的相關矩陣（N = 95）
資優組

3. 研究程序
測驗的實施依照測驗手冊記載的標準化程序，採
團體施測方式進行。受試者拿到題本後，先填寫封面
上的基本資料。然後由主試者說明作業方式：要求受
試者要在規定時間內，將已有的線條完成為有意義的
圖畫並加以命名（請參照創造力活動測驗指導手冊）
（Williams, 1980／林幸台、王木榮譯，1994）。經確
認所有受試者都明瞭作業方式後，開始翻頁作答，施
測時間限制為20分鐘。
4. 計分方式
計分方法依照測驗手冊上的注意要點逐項進行，
並參照台灣本地常模計分，詳細計分方式請參照創造
力思考活動測驗指導手冊（Williams, 1980／林幸台、
王木榮譯，1994）。本研究依照研究目的採用6項分
數，包括：流暢性、開放性、變通力、獨創性、精緻
性、以及標題（不含總分），配合先前的閱讀理解與
工作記憶廣度作綜合分析。創造力測驗的計分相當費
時，我們邀請兩位評定者共同評定學生在創造力測驗
上的表現，計分採用兩名評定者計分平均後的分數。

（二）結果與討論
為了瞭解學生在偏導句的理解、工作記憶廣度、
與創造力 的關係，我們將先前研究一、二的資 料合
併，以便進行綜合的相關分析。各變項的編碼方式如
下：資優與否以0與1類別編碼；工作記憶廣度介於1到
5的間距變項；偏導句的理解表現則為正確率，介於0

資優組
工作記憶

.52***

偏導句

.41***

***

工作記憶

偏導句

1
1
.34***

1

p < .001.

2. 資優、創造力成分與偏導句理解的相關分析
參考表2分析結果，受試者是否為資優生和創造力
的相關分析，除了精緻性未達顯著相關外，其他和流暢
性、開放性、變通力、獨創性、及標題力等成分都有
顯著相關（all p’s < .05），這結果和Williams（1980／
林幸台、王木榮譯，1994）的結果大致相符。
此外，偏導句理解和創造力中的獨創性成分有顯
著的相關（γ = .209, p < .05），偏導句理解和其他創
造力成分相關均未達顯著水準，這項發現肯定創造力
在偏導句理解過程扮演重要角色，並且與擴散性思考
（Guilford, 1967）或遠距聯想（Mednick, 1962）有
關，支持本研究從這幾個能力切入資優生的問題是正
確的。
創造力的6個成分之間的內部相關中，開放性與
其他的5個成分間皆有顯著相關（all p’s < .05），可
說是較為共通的能力。流暢性除了與開放性有顯著相
關（γ = .36, p < .001）之外，與其他成分都沒有達顯
著（all p’s > .05）。變通性與開放性（γ = - .23, p <
.05）、獨創力（γ = - .22, p < .05）、精緻性（γ = - .21,
p < .05）、標題力（γ = - .26, p < .01）有顯著相關。獨
創性與開放性（γ = .47, p < .001）、變通力（γ = - .22,
p < .05）及標題力（γ = .42, p < .001）有顯著相關（all
p’s < .05）。精緻性只和開放性（γ = .4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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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資優與否、偏導句理解表現與創造力成分間的相關矩陣（N = 95）
資優組

偏導句

流暢性

開放性

變通力

獨創性

精緻性

標題力

1

資優組

.39***

偏導句

1

流暢性

.25

*

.11

開放性

.21*

.08

變通力

- .24*

- .05

.44

獨創性

***

.14

精緻性

.25

標題力
*

許儷絹

1

*

.21
.05

*

- .06

.36***

1

.15

- .23*

.02
.07
.10

- .22*

***

- .21*

.47
.41

1

***

***

.41

- .26

**

1
.02

1

.42

***

.08

1

p < .05. **p < .01. ***p < .001.

變通力（γ = - .21, p < .05）有關，標題力和開放性（γ =
.41, p < .001）、變通力（γ = - .26, p < .01）、獨創性
（γ = .42, p < .001）有關。根據Williams（1980／林幸
台、王木榮譯，1994）的指導手冊中，他們以2,283位
受試者所求得的內部相關，6種成分之間兩兩都存在顯
著的正相關，這和本研究中部分的成分間未達顯著不
盡相同，這樣的差異可能來自本研究的樣本數較小。
本研究也分析了工作記憶和創造力的6個成分間的
相關，發現工作記憶和任一個創造力成分都沒有達到
顯著相關，顯示二者雖然都和資優生有關，但是卻可
能是互相獨立的認知能力。

綜合討論
本研究以漢語的偏導句作為閱讀材料，希望透
過偏導句所具有的漢語特殊性，來檢驗資優生的閱讀
能力，並從工作記憶及創造力兩種心智運作成分來加
以分析，檢驗資優生處理偏導句所涉及的認知運作是
否與這兩種成分有關。我們在研究一發現：資優生對
於漢語偏導句的理解顯著地優於一般生，而且偏導句
比起對照句更能區別資優生與一般生的閱讀理解能
力。研究二發現，資優生的工作記憶廣度比一般生
高；具有高工作記憶廣度的資優生在偏導句上表現較
低工作記憶資優生好，表示工作記憶廣度的確是影響
讀者處理漢語偏導語句的心智運作因素。最後，研究
三發現，偏導句的理解與創造力的「獨創性」有顯著
相關，顯示漢語偏導句的處理可能需要讀者的獨創聯
想，才能啟動偏導句的句法重新分析，表示創造力的
成分也反映在漢語偏導句的處理歷程中。

我們的發現與文獻上對於資優生的瞭解一致，資
優生具有較好的閱讀理解的能力（例如：Borkowski &
Peck, 1986; Clark, 1997; Reis et al., 2004; Terman & Oden,
1947; Zabrucky & Ratner, 1992）。資優生具有較好的學
習與思考的能力（Bloom, 1982; Robinson, Roedell, &
Jackson, 1979），幫助他們在語言的領域上有較好的
學習，能夠在短時間內學會大量的詞彙（Borkowski &
Peck, 1986; Terman & Oden, 1947）。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解析資優生閱讀理解背後的認
知歷程：閱讀者在閱讀時，需要依序將句子中的詞彙填
入逐步形成的句法結構中，而這個句法結構的表徵會暫
存在工作記憶中。特別的是，偏導句的特性和一般句型
不同：閱讀者先形成偏好的句子結構表徵，當讀到某個
詞彙卻發現無法併入偏好的結構，此時啟動重新分析，
因而導致理解的困難或者需花費更多的時間（Frazier,
1983）。我們認為偏導句的重新分析必須在工作記憶中
進行，包括形成另一個合於句法的新結構。另一方面，
對照句因為句法結構確定，沒有歧義的結構發生，所以
相對於對照句而言，偏導句的理解比較難，導致閱讀者
在偏導句上的理解正確率都比對照句要來得低，這些歷
程對資優生或一般生都是如此。
更甚者，研究一發現資優生與一般生在對照句的
正確率雖然有差異，然而兩組受試者在偏導句上的差
異更大（資優生在偏導句上的表現較好），表示資優
生對於偏導句的理解的確比一般生要來得好。我們認
為資優生與一般生在對照句表現的差異可能反映了基
礎閱讀成就，而在偏導句上顯現更大的差異，則除了
閱讀成就外，還包括認知能力的貢獻。綜合研究二與
研究三的發現，可以得知工作記憶與創造力分別扮演
重要的角色。

解析資優生的句法理解歷程

在研究二發現，一般生與資優生的工作記憶廣度
分布不同，除了少數資優生與一般生在低工作記憶重
疊外，大部分的資優生則具有較高的工作記憶廣度。
有趣的是，研究二發現50個資優生即可看出其工作
記憶廣度的次數分配類似雙峰分配。意即，在資優生
中，若按照工作記憶廣度大小，可以看到資優生的族
群可以分為高與低工作記憶廣度兩群。我們把焦點放
在資優生的工作記憶廣度與其理解能力的關係，避免
非資優生具有低工作記憶廣度的混淆因素，結果發現
高廣度組的資優生（相較於低廣度組的資優生）在偏
導句上表現較好，確立工作記憶是影響理解偏導句的
重要因素。本研究資料與King與Just（1991）一致：相
對於高工作記憶能力的讀者，低工作記憶能力者在句
法的處理反應慢，而且正確率低。誠如我們的發現，
資優生在工作記憶廣度的雙峰分配，隱含部分資優生
的工作記憶廣度和一般生並無差異，當面對需要高工
作記憶需求的任務或問題解決時，即會顯現出高工作
記憶廣度的資優生的優勢。
由於人類的認知資源有限，工作記憶廣度是影
響閱讀理解的重要因素（例如：李 俊仁、柯華葳，
2007；Tzeng, 2002），尤其是在句法的處理更顯
得重要（Just & Carpenter, 1992; King & Just, 1991;
MacDonald et al., 1992; Pearlmutter & MacDonald,
1995）。具有低工作記憶廣度的讀者通常其閱讀理解
的能力也較低：無法在閱讀時根據文章形成要旨的推
論（Long, Oppy, & Seely, 1994, 1997）或無法敏感於文
章故事的矛盾處（Long & Chong, 2001）。許多心理計
量的研究指出，資優生通常具有高工作記憶廣度，相
關係數可達 .58到 .65（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2;
Conway, Cowan, Bunting, Therriault, & Minkoff, 2002;
Engle, Tuholski, Laughlin, & Conway, 1999）。這樣的
發現也獲得認知神經科學證據的支持─以腦照影工
具找到與行為相關的大腦活動證據（Gray, Chabris, &
Braver, 2003; Markowitsch & Kessler, 2000）。
讀者的閱讀能力不只表現在語義和概念聯想上，
也會表現在抽象的句法概念聯想上。研究三企圖從創
造力的觀點來看閱讀者處理偏導句的運作是否與其創
造性思考有關。Guilford（1956）認為創造力是由擴散
性思考所產生，如果個體能夠針對一個開放性的問題
產生許多不同反應，則其創意就愈高。獨創性的概念
是Guilford（1959, 1967）理論最重要的成分能力，表
示個體在某個作業的表現相較於其他人更有獨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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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研究三發現：「閱讀者對偏導句的理解與其創
造力的 獨創性成分有關、獨創成分與資優生與否有
關、資優與偏導句的處理也有關」，表示相對於一般
生，資優生在句法的處理上，尤其是複雜的句法（例
如，偏導句），可能與具有獨創的思考能力有關，需
要學生在不同的句法結構中進行聯想。意即，偏導語
句的理解歷程，需要類似於Guilford的擴散性思考與
Mednick的遠距聯想的能力。另一方面，工作記憶和
創造力的6個成分間都沒有達到顯著相關，顯示二者雖
然都和資優生有關，但是卻可能是互相獨立的認知能
力，單只有工作記憶或創造力都無法完整解釋資優生
在誤導語句的理解優勢。
自Guilford（1956）喚起研究者對於創造力議題
的重視 以來， 從各種面向探討創造力的議題不斷出
現，包括創意產品的特色（the product）、高創造力
表現者的個人特質因素（the person）、孕育創造力的
環境影響因素（the press），以及創造力的歷程（the
process）等等（亦即4P模型）（Rhodes, 1961）。創造
力及基本學習能力與各種領域的學習有密切關聯，許
多研究皆鼓勵發展各種教學或活動提升幼兒創造力及
基本學習能力（Deasy, 2002; Dodge, Colker, & Heroman,
2002; Heath & Wolf, 2005; Yoder, 2001）。因此，教育
者需盡早提供學童創造 性的課程， 以提升學生的創
造力及基本學習能力，亦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本研究的定位是解析資優生閱讀理解的認知歷
程，而非做為診斷式的篩選工具。然而，在確認閱讀
理解、工作記憶與創造力的關係後，漢語的偏導句型
的確有發展作為篩選資優生工具的潛力。我們認為工
作記憶與創造力是基本的心智能力，而語法知識則是
一種內化知識，是以基本心智能力為基礎，透過語言
使用的經驗，累積整合而成的一項衍生能力（emergent
ability）。本研究主要是利用單一能力的個別測驗來
釐清偏導句背後涉及的基本能力。然而，我們認為多
個基本能力的測量無法量測到這些能力協同運作的結
果，即衍生能力（本研究的語法能力）。這也是我們
認為偏導句測驗有其不可替代的主要原因。因此，按
照測驗的目的選擇基本能力的測量或衍生能力的測量
是不同的考量。另外，偏導語句符合本土語言特殊性
的考量，讀者除了漢語特有的語文知識，還需具備句
法和斷句的能力，偏導句理解測驗在實用上的推展是
值得進一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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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研究一的刺激材料

1n.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就離開了。

11n. 當我考慮完會再通知你請你不必著急。

1g.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就關閉了。

11g. 當我考慮完整的計畫時請倒一杯咖啡給我。

2n. 大維想要研究電子字典的使用方法。

12n. 何大一發現雞尾酒療法後中國人總算揚眉吐氣。

2g. 大維想要研究電子字典是無法教他的。

12g. 何 大一發現雞尾酒 療法後輩之前就已 經開始使
用。

3n. 他們鑽研化學儀器已經把問題解決。
3g. 他們鑽研化學儀器已經被工友修好。
4n. 總經理喜歡喝法國葡萄酒的味道。
4g. 總經理喜歡喝法國葡萄酒的雇員。
5n. 緊急呼叫醫生來救瑪麗的作業程序是很重要的。
5g. 緊急呼叫醫生來救瑪麗的初生嬰兒是很重要的。
6n. 李四喜歡幫助弱小的貧民。
6g. 李四喜歡幫助弱小的英雄。
7n. 這幾個年輕人愛上明星的容貌。
7g. 這幾個年輕人愛上明星的當。
8n. 張三總是開保時捷的車子。

13n. 這個高速粒子射出前進入一個偏向電場。
13g. 這個高速粒子射出前進了一大段距離。
14n. 甲班同學上數學後才能解物理方程式。
14g. 甲班同學上數學後來的乙班同學上物理。
15n. 小朋友上廁所後才能到餐廳吃飯。
15g. 小朋友上廁所後來的小朋友也一起上。
16n. 李四發現一張金融卡掉了趕緊打電話向銀行申請
止付。
16g. 李四發現一張金融卡掉了的人可以找他拿。
17n. 張三寫了一篇小說登載雜誌上令人覺得很佩服。

8g. 張三總是開保時捷的玩笑。

17g. 張三寫了一篇小說登載雜誌上那篇散文不是他寫
的。

9n. 張三總是打李四的屁股。

18n. 李四過了30歲還沒有成家的打算。

9g. 張三總是打李四的主意。

18g. 李四過了30歲以上報考的只錄取他一個。

10n. 老師 想盡辦法組織好班的同學週末 晚會才有保
證。
10g. 老師想盡辦法組織好高年級的同學週末晚會才有
保證。
註：偏導句標示為g，對照句標示為n，全部共18對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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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一的閱讀卷與理解測驗卷

閱讀研究

問卷一（A式）

閱讀研究

問卷一（B式）

1.

硫酸跟鹽酸都是強酸相當危險不可拿來遊戲。

1.

硫酸跟鹽酸都是強酸相當危險不可拿來遊戲。

2.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就關閉了。

2.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就離開了。

3.

颱風只會在熱帶的海洋上產生。

3.

颱風只會在熱帶的海洋上產生。

4.

總經理喜歡喝法國葡萄酒的雇員。

4.

總經理喜歡喝法國葡萄酒的味道。

5.

大偉看起來不高但卻很帥所以很受歡迎。

5.

大偉看起來不高但卻很帥所以很受歡迎。

6.

婷婷看過卡通影片卻沒看過電影。

6.

婷婷看過卡通影片卻沒看過電影。

7.

這幾個年輕人愛上明星的當。

7.

這幾個年輕人愛上明星的容貌。

8.

植物在白天除了光合作用也不斷進行呼吸作用。

8.

植物在白天除了光合作用也不斷進行呼吸作用。

9.

鄭先生早就想出國旅遊可惜一直沒存夠錢。

9.

鄭先生早就想出國旅遊可惜一直沒存夠錢。

10. 鈴鈴會唱歌但不愛跳舞。

10. 鈴鈴會唱歌但不愛跳舞。

閱讀研究

閱讀研究

問卷一―理解測驗（A’）

問卷一―理解測驗（B’）

（ ）1. 不可把硫酸跟鹽酸拿來遊戲。

（ ）1. 不可把硫酸跟鹽酸拿來遊戲。

（ ）2.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旅館。

（ ）2. 我們送阿南上汽車。

（ ）3. 颱風在熱帶的海洋產生。

（ ）3. 颱風在熱帶的海洋產生。

（ ）4. 總經理喜歡喝法國葡萄酒。

（ ）4. 總經理喜歡在法國酒廠工作的僱員。

（ ）5. 大偉長得很帥。

（ ）5. 大偉長得很帥。

（ ）6. 婷婷看過電影卻沒看過卡通影片。

（ ）6. 婷婷看過電影卻沒看過卡通影片。

（ ）7. 這幾個年輕人愛上明星。

（ ）7. 這幾個年輕人愛上明星的歌聲。

（ ）8. 植物在白天也進行呼吸作用。

（ ）8. 植物在白天也進行呼吸作用。

（ ）9. 鄭先生很有錢常出國旅遊。

（ ）9. 鄭先生很有錢常出國旅遊。

（ ）10. 鈴鈴不愛跳舞。

（ ）10. 鈴鈴不愛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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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bilities are indispensable building blocks in all domains of learn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the sentence level with an emphasis on syntactic processes. The main purpose here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ading ability of gifted high school students by adopting a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of garden-path
sentences (GPS) (Study 1). To further decipher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syntactic processes, participants’ working
memory span (Study 2) and creativity (Study 3) were measured. Results revealed that, in Study 1, gifted students proved
to have an overall advantage over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dvantage shown by gifted students was
larger in GPS than in the control ones. In Study 2, gifted students with a high working memory span performed better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asks than those with a low working memory span. In Study 3, a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GPS correlated with both working memory span and creativity, respectively. However,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working memory span and creativity. In conclusion, our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gifted
students showed the advantage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at the sentence level. Both working memory and creativity
are important for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GPS, but their contributions are mutually independent.

Keywords: working memory, garden-path sentence, syntax, creativity, gif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