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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內容初探
鄒啟蓉
臺北市立大學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
副教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被最多兒童習得的早期詞彙
類型及內容。研究者使用幼兒版的「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請領有醫院
診斷證明的學齡前自閉症兒童家長勾選兒童的表達性詞彙。本研究資料及分析
來自兩個小的研究：研究一採縱貫性研究設計，探討 30 位自閉症兒童前後六個
月的詞彙發展；研究二採橫斷性設計，將 51 位詞彙總量在 200 以內的自閉症兒
童，依詞彙總數分為 50 以內、100 以內及 200 以內三組，並分析各組的詞彙類
型與內容。本研究有以下發現：一、在詞彙總量 50 以內時，占比最高的四大類
詞彙分別是具體名詞、動詞、人稱及遊戲與日常活動等，顯示此四類詞彙是最
早習得的詞彙類型。二、詞彙總量在 50 以內、100 以內或 200 以內之各組，廣
義名詞的總數皆比動詞多，且兩者有顯著差異，顯示名詞優先是此三個詞彙區
間皆有的發展現象。三、整體而言，四大類詞彙發展速度呈現名詞發展速度最
快，其次是動詞，然後是修飾詞，而功能詞是最慢發展的詞彙類別，此四大類
別詞彙習得先後順序與文獻中一般兒童類似。四、自閉症最早習得的詞彙與台
灣一般兒童的最初詞彙有部分雷同。五、自閉症兒童的具體名詞和人稱詞彙在
初期詞彙的習得比例上可能與一般兒童有差異。上述研究結果顯示，自閉症兒
童詞彙學習的趨勢及內容與一般兒童有相似處，但也顯現出一些獨特的學習現
象，值得後續探討，並做為實務介入參考。

關鍵詞：自閉症、詞彙發展、語言發展

* 本文作者通訊方式 (tsou4626@ms13.hinet.net)。
** 致謝 : 研究者感謝所有協助此研究的家長及機構與學校老師。本研究經費部分
承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號：NSC 97-2410-H-154-001）。

•30•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緒論

過去對自閉症兒童詞彙的研究，多聚
焦於探討詞彙學習所需要的非語言溝通及社

語言是人際互動、文化學習與自我省察

會認知能力基礎，對於自閉症詞彙發展趨勢

的重要工具，而「詞彙」可說是語言學習歷

的研究較有限。目前少數研究將自閉症和同

程最顯著的首要里程碑。探討嬰幼兒詞彙的

樣詞彙量的普通或其他障礙類別配對組兒童

研究主題很多，其中對兒童早期詞彙習得內

比較，顯示其詞彙發展雖然有遲緩的現象，

容及發展趨勢的探討，是了解兒童學習詞彙

但是各語意類別詞彙發展的整體趨勢沒有顯

所需要的內、外在條件的基礎，也是評量與

著差異，且動詞或修飾詞也能被習得（Ellis

介入的重要參考。

Weismer et al., 2011; Peralejo, 2008; Rescorla

跨國的兒童詞彙發展研究發現，兒童早

& Safyer, 2013; Tager-Flusberg et al., 1990）。

期詞彙學習具有共通的型態，但也呈現個別

但是，這些研究也指出心理動詞、顏色、數

語言及文化的殊異性。現有對歐美國家兒童

字、字母或電視人物等的學習可能會顯現出

的研究發現，最早出現的詞彙以擬聲詞、打

差異，並反映出其社會認知、訊息處理、興

招呼、人稱及遊戲或日常例行活動等為主，

趣喜好或感官知覺等的獨特性。

但接著具體名詞、動詞及形容詞等會逐漸增

詞彙發展研究能了解環境或個人影響

多，且具體名詞的學習速度會快於動詞及形

因素，對於理論建立及實務皆有重要性，例

容詞等謂語詞彙，而顯現出名詞優先（noun

如名詞優先現象顯示早期詞彙受感官知覺線

bias） 的 現 象（Gentner, 1982）。 在 詞 彙

索影響較大，大多數名詞因為所指涉的物

累 積 至 一 定 程 度 時， 功 能 詞 彙（functional

體具有形狀較固定、容易切割及具象性等優

words，如代名詞、連接詞、介係詞等）才

勢，因此才有名詞比動詞習得快速的現象

會出現並緩慢增加（Bates et al., 1994; Caselli

（Gentner, 1982; Gentner & Boroditsky, 2001;

et al., 1995）。上述歐美國家兒童詞彙發展

Ｍ aguire, Hirsh-Pasek, & Golinkoff, 2006）。

型態，是否適用於不同語言文化的兒童也有

上述理論探討的習得因素也可運用在教學

爭論。為探討華語兒童詞彙發展，近來國內

設計上。有鑑於臺灣自閉症詞彙發展研究

外已累積若干研究結果（劉惠美、林郡儀，

大多聚焦在社會認知能力和語言發展的關

2017； 劉 惠 美、 陳 昱 君，2015； 錡 寶 香，

係（ 吳 進 欽、 姜 忠 信、 虞 燕 婷，2010； 鄒

2002；Hao et al., 2015; Ma, Golinkoff, Hirsh-

啟 蓉，2015；Chiang, Soong, Lin, & Rogers,

Pasek, McDonough, & Tardif, 2009; Tardif,

2008），較少探討詞彙習得發展及內容，因

1996, 2006; Tardif et al., 2008）。 目 前 認 為

此，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以下四個問題：一、

說普通話的北京兒童、說粵語的香港兒童及

自閉症兒童最早發展的詞彙類型有哪些？

臺灣兒童的詞彙發展，其整體趨勢大多仍類

二、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是否顯現名詞優先

似說英語兒童，但是動詞的發展速度、動詞

的現象？三、名詞、動詞、修飾詞及功能詞

占各階段整體詞彙比例以及人稱在初期詞彙

的發展速度是否有差異？四、自閉症兒童最

比例等，仍可能受語言結構及文化差異的影

早習得的詞彙內容有哪些？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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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中 1,803 位 8 個月至 30 個月間的嬰幼兒詞
彙發展型態，結果發現：1. 普通名詞在詞彙
總量 200 個以內時，呈現快速增長的現象，

一、一般發展兒童早期詞彙學習發展
（一）歐美嬰幼兒詞彙發展內容與趨勢

在詞彙總量約 200 個左右時，其成長逐漸減
緩，而整體呈現出先快後慢的倒 U 字型發展
趨勢；2. 謂語詞彙（動詞及修飾詞）呈現緩

探討兒童初期詞彙類別及發展變化，

慢直線型的發展，發展最快速的期間是當總

是兒童詞彙發展的重要議題，在研究方法

詞彙量在 100 至 400 個之間時；3. 功能詞是

上，有的使用自然情境語言樣本或是請家長

直到詞彙總量至 400 個左右時，才呈現較快

記錄等方式蒐集資料，但是，為了快速蒐

速直線式的發展。Bates 等人認為，其研究顯

集大量資料並做跨國比較，許多研究使用

示普通名詞、謂語詞彙與功能詞的發展型態

Fenson 等人（1994）發展的由家長勾選的詞

及速度是不同的。

彙調查表，此調查表近期改稱為 MacArthur-

Wehberg 等人（2007）針對說丹麥語的

Bates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ies

182 位嬰幼兒，從八個月開始運用 CDI 進行

（Fenson et al., 2007）， 並 常 通 稱 為 the

縱貫性追蹤研究。他們發現，丹麥的嬰幼兒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ies

最早會說的詞彙類型包括社交用語（如 hi、

（CDIs 或 CDI， 以 下 簡 稱 CDI） 及 其 各 種

bye-bye、yes、no、thank you 等）、音效或

語 言 的 改 編 版 本 做 研 究 工 具（Law & Roy,

擬 聲 詞（sound effects and animal sounds）

2008）。

與遊戲及例行活動名稱等。若是以所有幼兒

Nelson（1973）運用家長日誌針對 18 位

最初詞彙所占比例來比較，擬聲詞占的比例

幼兒詞彙發展進行研究，她發現幼兒最早會

最高（所有嬰幼兒只有一個詞彙時，超過

說的前 10 個詞彙中，普通名詞占比最高，

50% 是音效或擬聲詞），然後是常玩遊戲與

其次依序是稱謂（人或動物的稱謂）、動詞、

日常活動的名稱（所有嬰幼兒只有一個詞彙

修飾詞、社交互動用語及功能詞。詞彙由 10

時，超過 25% 是此類詞彙），再其次則是

個發展到 50 個的過程中，人稱的比例大幅

人稱與普通名詞。接下來的階段，普通名詞

下降，普通名詞的比例逐漸提高，例如在詞

快速發展，而音效與擬聲與遊戲及日常活動

彙總量是 41-50 個階段，普通名詞占總詞彙

詞彙占的比例逐漸下降，動詞及修飾詞等大

數比例為 62%，稱謂占 9%，動詞也為 9%。

概是在 50 個詞彙量後開始明顯增長，但是

Caselli 等人（1995）針對說英語及義大利語

直到嬰幼兒平均詞彙數達 100 個左右時，最

幼兒所做的研究也顯示，最早出現的詞彙有

多的詞彙類型仍是名詞（比例超過 50%）。

人稱、擬聲詞、例行活動詞彙等，接下來則

Wehberg 等人將最初的 100 個詞彙，依其在

是一般普通名詞的大幅增加。動詞詞彙在初

幼兒不同詞彙量的發展階段區分為三類：

期 10 個詞彙中的比例約僅是 1% 左右，在幼

1. 出現比例一直很穩定的詞彙，包括如社交

兒詞彙數達 50 個左右時，動詞的比例仍占

詞彙與經常使用的音效與擬聲詞；2. 出現

10% 以下，形容詞出現的比例也較少，而文

比例最初很高但逐漸下降的詞彙，包括如遊

法詞彙的出現在前 50 個詞彙中的比例更低。

戲與日常活動名稱及某些較少用的音效詞；

Bates 等人（1994）探討英文版 CDI 常

3. 出現頻率逐漸增多的詞彙，包括如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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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人的稱呼等。他們認為這樣的結果顯示

3、1；9 及 3；0 時的詞彙使用。Kauschke 與

嬰幼兒最早期的詞彙通常是情境較固定的用

Hofmeister 發 現， 幼 兒 在 1；1 及 1；3 時，

語（例如社交用語或是表達疼痛的 ouch 等

占比例最高的是關係詞彙（relational words，

詞），接著才進入到真正的象徵與指示使用

乃表達物件狀態或關係的詞彙，如 up、on、

的階段。

there、gone 等）及人際互動詞彙（personal-

O’Toole 與 Fletcher（2012） 針 對 21

social words， 如 hi、thanks、yes、no）， 且

位愛爾蘭語（Irish）嬰幼兒，每隔六個月施

他們的使用頻率（tokens）及類型（types）

測 CDI 一次，直至 3 歲，並將結果與美國、

也 比 名 詞 高。Kauschke 等 人 認 為， 其 研 究

義大利、丹麥、希伯來語及西班牙語等國的

的意義在於發現詞彙最早期發展階段時，嬰

嬰幼兒在同樣詞彙量下的各類詞彙比例做比

幼兒實際使用關係詞彙與人際互動詞彙的類

較。他們發現，愛爾蘭語嬰幼兒詞彙量小於

型及總次數皆比名詞高，因此，他們認為其

50 個時，社交互動詞彙（social words，在該

研究結果不支持初期詞彙主要以名詞為主的

研究中包括音效與擬聲詞、例行活動、遊戲

剛性說法（strong noun bias）。但是，由於

及人稱等語意類別之詞彙）的占比最高，但

在 Kauschke 與 Hofmeister 的研究中，動詞發

是此類社交互動詞彙隨即就快速下降。嬰幼

展速度仍比名詞緩慢，因此其研究結果仍與

兒詞彙量在 50-600 個間時，在各階段的詞

初期詞彙主要以名詞為主的柔性說法（weak

彙仍是以名詞占最大比例，而謂語詞彙（包

version of noun bias）符合。

括動詞與修飾詞）則逐漸增加，功能詞所占

綜合上述歐美地區研究可知，嬰幼兒詞

的 比 例 不 高， 呈 緩 慢 的 成 長。O’Toole 與

彙發展有一些共通性：1. 嬰幼兒最初發展的

Fletcher 發現，愛爾蘭語的嬰幼兒詞彙發展

詞彙類型有跨語言的相似性，且主要是音效

整體趨勢大致與其他國家類似，但是仍有差

與擬聲詞、社交互動用語、遊戲與日常活動

異，包括名詞在詞彙量 300 以上時的總占比

名稱及人稱等；2. 各類型詞彙發展速度不同，

較英語兒童少、動詞習得速度比較慢及功能

在上述最初類型的詞彙發展後，普通名詞會

詞成長的速度比英語兒童快速等。O’Toole

快速增長，動詞、形容詞等詞彙增加的速度

與 Fletcher 認為，上述現象與該語言各類詞

比名詞慢，功能詞是最後才增長的詞彙類型；

彙的構詞複雜性、語意特性、在語句中的位

3. 跨國詞彙發展研究顯示，名詞和動詞或其

置顯著性及成人輸入頻率等有關，例如愛爾

他謂語詞彙發展的速度有差異性，顯現名詞

蘭語的名詞語尾有較複雜的變化、其動詞出

優先的現象。雖然各國嬰幼兒詞彙發展趨勢

現的位置並不常在語句中的顯著位置，而其

具有共通性，但是仍會受語言及文化特性的

功能詞中的介系詞的語意較豐富等均會造成

影響，這些特性包括如各類詞彙構詞的複雜

兒童詞彙發展的差異。

度、詞彙在語句中的位置、詞彙的語意豐富

上述數個跨國詞彙研究大多運用調查表

性及各類詞彙在親子互動中的出現頻率差異

請家長勾選孩子的詞彙發展，但也有些研究

等，因而不同詞彙在各語言中的發展速度會

是運用自然語言樣本來進行探討。Kauschke

有差異，例如愛爾蘭語的名詞優先現象就不

與 Hofmeister（2002）針對說德語的 32 位幼

如英語兒童顯著，而其功能詞的發展也比較

兒，運用自然遊戲語言樣本，分析在 1；1、1；

迅速。

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內容初探

（二）華語嬰幼兒詞彙發展內容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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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結果也同樣顯示，雖然說英語及華語幼

上述歐美國家語言發展的共通性中，最

兒的名詞詞彙數量皆比動詞多，但是說英語

常被提到的普遍現象是普通名詞在詞彙發展

幼兒的名詞與動詞數量差異遠比說華語的差

的速度比動詞快速。例如 Gentner（1982）在

異要來得大。Tardif 等人認為，這樣的結果

分析六種不同語言的兒童詞彙發展資料後，

顯示說華語幼兒的名詞優先現象是比說英語

認為跨語言的資料顯示，名詞的增長速度比

幼兒較不明顯的。有鑑於樣本數較小，且結

動詞快速，這樣的現象被稱為「名詞優先」。

論主要依據自然語言樣本資料（Tardif, 1996;

這樣的現象和嬰幼兒對物體的概念及名詞語

Tardif et al., 1999），Tardif（2006） 進 一 步

意特性有密切關聯，因為普通名詞表徵的物

運用在北京及香港各約 1,600 位嬰幼兒在中

體概念在知覺上有具體、可切割且可獨立等

文 CDI 的常模資料，分析在此兩地區嬰幼兒

特性，較容易被嬰幼兒習得概念並和詞彙做

詞彙組成，並和文獻中英語 CDI 常模樣本比

對 應（Gentner, 1982; Gentner & Boroditsky,

較。Tardif 發現，無論在任何詞彙總量區間，

2001）。反之，動作或事件的表現型態差異

說普通話或說粵語嬰幼兒的名詞占總詞彙量

大且具有瞬時性，不同的語言如何分割事件

的比例皆比說英語的兒童少。Tardif 認為，

並形諸語言的差異性也大，因此兒童要將動

華語嬰幼兒名詞在詞彙總量約 21-50 個時會

作或事件的概念和動詞對應是比較困難的。

開始比動詞多，但是其動詞習得的速度與占

Gentner 認為，名詞優先具有普世性，且其

總詞彙的比例仍與說英語的不同，這可能與

主要原因與名詞概念及語意較容易被學習有

華語強調動詞的使用並與其輸入的頻率、語

關。Gentner 的理論引發許多跨語言的探究，

句中的位置及動詞的語意特殊性等有關。

由於華語動詞能獨立存在，且句子中的名詞

Tardif 等人（2008）為進一步探討不同

可因語境被省略，因此動詞可能被兒童聽到

語言文化對詞彙學習的影響，比較說普通話

的次數比名詞多，所以研究經常聚焦在華語

的北京幼兒、說粵語的香港幼兒和說英語的

兒童詞彙發展是否也呈現名詞優先的現象。

美國幼兒的最初詞彙發展。他們發現說華語

Tardif（1996）採用自然語言樣本分析

幼兒和說英語幼兒在詞彙發展上的差異，包

10 位說華語北京幼兒的動名詞比例，發現說

括：1. 說普通話及說粵語的華人幼兒說動詞

華語幼兒自然語言樣本中的動詞出現總次數

的機率，無論在 0-3 個或 4-6 個或 7-10 個詞

（tokens）及相異動詞的詞彙數（types）皆

彙階段，皆高於說英語的幼兒，而且說普通

比名詞多，這樣的現象與文獻中對說英語兒

話的動詞類別（types）是說英語的兩倍之多，

童 的 探 究 結 果 不 同。Tardif、Gelman 與 Xu

顯示華語幼兒學習動詞的速度和說英語幼兒

（1999）合併採用自然樣本、家長調查表及

有差異。2. 說英語嬰兒最常說的 20 個詞彙

家長紀錄等方式比較 24 位說英語及 24 位說

中，僅有三個與人有關的名詞，但有四個與

華語幼兒的詞彙表現，結果顯示，在自然情

動物有關的名詞及三個與動物有關的聲音，

境語言樣本中，雖然說英語及華語的幼兒皆

可是說粵語與說普通話的幼兒則分別有八個

使用較多的名詞，但是，說英語兒童的名詞

及九個與人有關的名詞，而沒有任何動物詞

與動詞數量差異較大，說華語幼兒的名詞與

彙。不過，除上述差異外，這三個地區幼兒

動詞數量差異較小。該研究中運用家長調查

的詞彙發展也有相似處，例如除了與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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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外，各類詞彙中占比例最高的次分類

詞彙量的說英語兒童比較，動詞在各詞彙總

幾乎雷同，例如，在普通名詞方面，三種語

量發展階段的比例有比較高的現象；5. 功能

言幼兒最常說的均是可具體操作物品的名稱

詞是所有詞彙類別中最慢發展的；6. 分析嬰

與動物名稱；在動詞方面，最常說的是動作

幼兒最初習得的前 50 個詞彙內容，最早被

詞彙，最常見的修飾詞是狀態形容詞或副

習得的前 10 個詞彙中有七個人稱、兩個動

詞，而在其他類方面則是以例行活動名稱占

物及一個遊戲與日常活動用語（「不」），

多數。若進一步將說英語、粵話及普通話的

人稱在前 10 個詞彙的比例比英語及義大利

幼兒最常習得的 20 個詞彙做比較，發現其

語的兒童高。Hao 等人的研究顯示，華語兒

中有六個詞彙是共同的，而說普通話及廣東

童的詞彙發展有其獨特性，包含人稱在最初

話的幼兒最常習得的 20 個詞彙中更有 13 個

期詞彙的占比、動詞在早期比說英語兒童快

是共同的。Tardif 等人（2008）的研究顯示，

速發展及謂語詞彙在各階段的總占比皆較英

華語及英語幼兒在最初詞彙發展階段，名詞

語兒童高等現象，但是 Hao 等人認為，華語

及動詞的比例及人稱或動物的詞彙數量有差

幼兒詞彙發展仍然呈現出與英語兒童同樣的

異，顯示詞彙學習受語言文化的影響，且差

名詞優先現象，因為除了在詞彙 10 個以內

異在詞彙最初發展的階段即已顯現。但是，

的階段外，動詞的占比仍是低於普通名詞，

Tardif 等人也認為，由於在同樣語意類別中

而若是把人名或稱謂也列為名詞，則華語兒

的詞彙有跨語言的特性，例如最早出現的名

童的名詞優先現象更為明顯。

詞大多是人或具體物體名稱，這顯示詞彙學
習也受跨語言的認知特性影響。

Imai 等人（2008）進一步採取實驗研究
方法，比較學漢語、日語及英語的 3 歲及 5

為進一步釐清說普通話華人兒童的詞彙

歲幼兒學習新名詞與新動詞的能力。他們發

發展趨勢與內容，Hao 等人（2015）運用橫

現，學漢語的幼兒在學習名詞及類化名詞的

斷設計，針對 928 位中國大陸北京地區的嬰

能力比學習動詞或類化動詞的能力佳，並認

幼兒，請家長填寫一份與 CDI 類似的詞彙

為這個跨語言的實驗研究證明，對於漢語兒

調查表。他們發現，說普通話的北京幼兒詞

童，名詞的學習仍比動詞容易。Imai 等人認

彙發展有以下現象：1. 在 1-5 個詞彙階段，

為，詞彙學習受幼兒認知概念及環境中句子

嬰幼兒 80% 的詞彙為社交互動類詞彙（含

及詞彙結構的影響，但是在幼兒早期的詞彙

人稱及遊戲與日常活動名稱），而普通名詞

學習中，幼兒本身的認知概念仍然是影響較

約佔 10.56%。2. 在詞彙 6-10 個階段，社交

大的因素。

互動類詞彙的占比仍最高，但普通名詞占比

針對臺灣學華語嬰幼兒的研究，錡寶香

由 10.56% 增加至 16.24%。在詞彙約近 20 個

（2002）對 45 位一般幼兒做縱貫性研究。

左右階段，普通名詞的比例開始大幅增加，

她發現，當幼兒只有一個詞彙時，人名或人

而逐漸超過社交互動類詞彙。3. 謂詞詞彙在

的稱謂，尤其是「爸爸、媽媽」占最大多數。

詞彙總量在 5 個以內或 10 個以內時，均與

幼兒詞彙在五個時，人的稱謂仍占最多數，

人物以外的普通名詞無太大差異，但在詞彙

其次則是動物、玩具與食物等詞彙，而動作

10 個以上後，雖然謂語詞彙呈現直線成長趨

詞彙及例行活動用語也包含在內。幼兒詞彙

勢，但占總詞彙比例仍低於名詞；4. 與同樣

在 10 個時，人名與稱謂仍占最多，其次是

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內容初探

動物、食物，而動詞的占比則排第四高。當
幼兒詞彙為 50 個時，名詞的比例仍比動詞
高，名詞中出現最多的依次是人名與稱謂、
動物、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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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xman et al., 2013）。

二、自閉症兒童早期詞彙發展內容與
趨勢

劉惠美與陳昱君（2015）使用臺灣版的

國外對自閉症兒童的詞彙學習也正在起

「華語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劉惠美、曹

步，Tager-Flusberg 等 人（1990）、Williams

峰銘，2010a），探討 16-36 個月間的嬰幼兒

（1993）、Peralejo（2008） 及 Rescorla 與

詞彙發展。他們發現，普通名詞在不同詞彙

Safyer（2013）皆發現，自閉症兒童的詞彙

總量發展階段所占比例皆最高，並顯示名詞

發展較慢，但是其早期詞彙的類型與發展型

比動詞更快速發展的現象。在最早被習得的

態與一般幼兒有許多相似處。

前 50 個詞彙（以該年齡層有 50% 的人通過

Tager-Flusberg 等 人（1990） 針 對 六 位

的詞彙數做計算，該研究中為 19 個月大的幼

年齡在 3-9 歲的自閉症幼兒做為期 15-22 個

兒）中，共有 22 個普通名詞、11 個指稱人

月的追蹤，他們採用語言樣本分析詞彙及

物的詞彙、8 個動作語彙、7 個遊戲與日常

語法表現。在詞彙方面，他們發現六位個案

活動、1 個形容詞或修飾語及 1 個戶外用品

的詞彙在追蹤階段有四位有進步，但在速度

與自然現象名稱。整體來說，前 50 個被習

上有很大的個別差異。此外，他們也發現隨

得的詞彙，依語意類別排列依序是：11 個人

著 平 均 語 句 長 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物名稱、8 個身體部位、8 個動作詞彙、7 個

MLU）的增加，名詞詞彙的比例會降低，而

遊戲與日常活動、4 個動物、4 個食物飲料、

動詞與語法詞彙的比例會提高，此一發展現

3 個衣物、1 個交通工具、1 個玩具、1 個生

象與一般幼兒詞彙發展型態類似。

活用品、1 個修飾詞及 1 個戶外用品與自然

Charman、Drew、Baird 與 Baird（2003）

現象的詞彙，而封閉詞及時間詞皆不在前 50

使用 CDI-infant 版，針對 134 位包含多個年

個被習得的詞彙中。

齡層的學前自閉症兒童探討其詞彙發展及影

綜合上述華語兒童的研究，雖然受華

響因素。他們發現，自閉症兒童的名詞、動

語語言及文化獨特性的影響，華語兒童動

詞與功能詞的發展型態與文獻中的一般兒童

詞發展速度或占總詞彙比例和說英語兒童

很類似，而且自閉症兒童在多個語意類別的

不 同（Tardif, 1996, 2006; Tardif et al., 2008;

詞彙理解及表達內容上與一般兒童沒有太大

Tardif et al., 1999），但是大型調查（Hao et

差異。

al., 2015; Tardif, 2006）及實驗研究（Imai et

Williams（1993）追蹤一位自閉症幼兒

al., 2008）仍顯現出華語詞彙發展仍有名詞

從 3 歲 3 個月至 4 歲間的詞彙發展，他請家

優先的現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罷了。研究

長採用日誌方式記錄，並發現名詞仍是其早

詞彙發展的學者根據現有資料，認為詞彙發

期詞彙占比例最高的詞彙類型，例如其初期

展確實受不同語言結構影響，但名詞優先的

25 個詞彙中有 48% 是名詞，而在 100 個詞

普遍性也顯現出詞彙學習，尤其是早期詞彙

彙時名詞占比是 75%。其最早習得的 50 個

學習會受到概念習得難易與否等跨語言共通

詞彙與一般嬰幼兒似有不同，包含有 10 個

性的影響（Imai et al., 2008; Tardif et al., 2008;

顏色名稱與 7 個數字詞。

•36•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Peralejo（2008）對 49 位自閉症兒童的

是語言發展遲緩組的詞彙數和語言複雜度呈

詞彙發展持續追蹤三年，她使用 CDI 作為追

顯著相關，自閉症組的則接近相關但未達顯

蹤的工具，並將這 49 位自閉症兒童在四個資

著。Ellis Weismer 等人認為其研究顯示，就

料蒐集點的詞彙平均總量與一般幼兒 CDI 的

早期詞彙數皆在 100 左右的自閉症組與語言

常模做比較。結果發現，自閉症兒童的詞彙

發展遲緩組兒童比較，其語意類別並無顯著

發展雖然較緩慢，但是發展的歷程卻與一般

差異，且在心理動詞及語言複雜度上也皆無

幼兒有以下類似之處：1. 自閉症兒童在各個

顯著差異，但是此研究受限於詞彙量僅在

資料蒐集點的名詞與謂語詞彙的比例，與詞

100 個左右的兩組兒童，長期發展的異同仍

彙總量相近的一般幼兒類似；2. 當控制所有

待後續研究。

其他變項後，自閉症組在第一個時間點所蒐

Rescorla 與 Safyer（2013） 探 討 67 位

集的謂語詞彙數，是唯一能預測第二個階段

年 齡 在 1；6 至 5；11 歲 間 的 自 閉 症 兒 童

平均語句長度（MLU）的預測變項；3. 兩組

在 家 長 填 寫 的 表 達 性 詞 彙 量 表 Language

兒童學習謂語類型的發展順序大多類似。但

Development Survey 上的學習情形，並和同

是，兩組兒童在謂語發展順序上仍有若干差

樣年齡範圍的一般兒童做比較。他們發現，

異，包括：（1）認知與情感類動詞在自閉症

兩組兒童在五大類詞彙（普通名詞、人稱、

兒童上較晚發展；（2）引起感覺或狀態變

動詞、形容詞及功能詞）及 14 類語意範疇

化之動詞在自閉症兒童發展較早（如 listen、

詞彙上的平均詞彙數有顯著差異，顯示整體

look、watch、hurt 等 ）；（3） 數 量 詞 在 自

而言，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較緩慢。比較詞

閉症兒童上較早發展。Peralejo（2008）認為

彙總數在 50 個以內的普通與自閉症組兒童

其研究顯示自閉症的詞彙學習歷程與一般幼

的詞彙，其在各大類詞彙（普通名詞、人稱、

兒有許多類似處，顯示其詞彙學習可能受類

動詞、功能詞及形容詞等）的詞彙總數比例

似的認知心理原則影響。

沒有顯著差異，且普通與自閉症兒童最常被

Ellis Weismer 等人（2011）運用 CDI 比

習得的詞彙類別是食物、動作詞彙、身體部

較表達性詞彙配對（詞彙數平均分別為 108

位、人稱及其他。進一步分析最常被 67 位

及 105 左右）的自閉症組，以及語言發展遲

自閉症個案習得的前 57 個詞彙，其中 41 個

緩組兒童的詞彙語意分布及語法複雜度表

（72%）也是詞彙總數在 50 個以下自閉症兒

現。去除兩組兒童此階段較少出現的四類詞

童最常使用的詞彙，且有 35 個詞彙（61%）

彙（疑問詞、助動詞、連接詞及時間詞），

是詞彙量在 50 個以內的一般兒童最常使用

Ellis Weismer 等 人 發 現 兩 組 兒 童 在 其 餘 18

的詞彙。上述現象顯示自閉症兒童最常習得

項語意類別上的詞彙習得數沒有顯著差異，

的詞彙有一定的穩定性，且與一般兒童很類

此外，在心理動詞方面，在進一步控制非語

似。除了上述習得的相似性外，Rescorla 與

言認知的差異後，兩組兒童也無顯著差異。

Safyer 也發現「數字」、「電視人物」及「字

Ellis Weismer 等 人 進 一 步 以 CDI 上 的 語 言

母」此三類詞彙和「廁所」（potty）、「鞦

表達複雜度量表評量兩組兒童的語法表現，

韆」（swing）及「溜滑梯」（slide）這三個

發現兩組的語言複雜度無顯著差異，且非語

特定詞彙，出現在自閉症兒童最常習得的前

言認知能力和語言複雜度間無顯著相關，但

57 個詞彙之中，但卻不是一般兒童最常習得

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內容初探

的前 57 個詞彙中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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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SD = 4.05 個月）。研究者使用「華語

對於自閉症兒童詞彙學習內容及發展的

嬰幼兒溝通發展量表」（劉惠美、曹峰銘，

研究仍在起步，根據國外多個研究顯示，有

2010a）嬰兒版與幼兒版合併的詞彙表，請家

些自閉症兒童的詞彙有發展遲緩現象，但是

長勾選表達性詞彙，首次填答的表達性詞彙

自閉症和一般兒童詞彙習得的共通性頗多，

平均數為 115.67 個詞彙（SD = 123.52），六

例如一樣表現出名詞優先的現象、最常被自

個月後再一次填答的平均則為 218.30（SD =

閉症兒童習得的前 50 個詞彙的語意類別和

182.49），詞彙於兩次相隔半年的平均增加

一般兒童很類似、自閉症兒童實際習得的詞

數為 102.63（SD = 107.19）。本研究一即是

彙內容和一般兒童有相當重疊性等。但是，

針對這 30 位個案在前後相距六個月的兩次

過去研究也顯示，自閉症兒童對於如數字、

施測資料做詞彙發展型態的分析。

顏色、電視人物或某些活動名稱可能比同樣

（二）研究二

詞彙量的一般兒童有更高比例的習得率。此

共有 51 位研究對象，其中包含研究一

外，自閉症兒童對於認知與情感等心理狀態

的 30 位個案。由於研究一的個案都有兩次施

詞彙的學習，可能較一般兒童緩慢。

測資料，研究者只選其中一次最能讓各詞彙

目前國內尚缺乏自閉症早期詞彙發展

區間人數不會過少的資料，例如 51-100 個詞

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欲探討自閉症早期詞彙

彙量的人數很少，若有某個案的兩次資料，

發展的類型及內容與名詞優先等現象，並與

其中一次資料屬於 51-100 個詞彙量，就會選

一般兒童及國外自閉症兒童的習得文獻做比

擇此次資料，另外再加入 21 位詞彙總量在

較，以探討說華語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的特

200 以內的自閉症個案，因此這 51 位個案的

性。

資料皆為來自獨立個體的資料。所有 51 位個
案皆有醫院自閉症診斷證明，這 51 位兒童

研究問題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資料分別來自於 30 位及 51 位兒
童，說明如下：
（一）研究一

的平均年齡是 52.08 個月（SD = 13.32 個月），
共有 43 位男生、8 位女生，其中 49 位父親
的學歷在大學以上，母親則全部皆具大學以
上學歷。

二、研究工具
研 究 一 及 研 究 二 皆 使 用「 華 語 嬰 幼

有 30 位經醫院診斷為自閉症的兒童參

兒 溝 通 發 展 量 表 」（Mandarin-Chinese

與，在這 30 位兒童中，僅一位為女孩，其餘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Taiwan,

皆為男孩。30 位個案平均生理年齡為 45.97

MCDI-T)（ 劉 惠 美、 曹 峰 銘，2010a） 蒐 集

個月（SD = 10.90 個月），父親與母親有三

資 料。MCDI-T 乃 改 編 自 國 外 CDI 的 詞 彙

分之二以上皆為專科以上學歷。這 30 位兒

調查表，此工具由主要照顧者填寫，能快

童曾參與另一研究案，所測得在嬰幼兒綜合

速評量嬰幼兒的詞彙及語言發展。過去的

發展測驗（王天苗，2004）中之「認知能力」

研究顯示，CDI 適合用來探討長期詞彙發展

分測驗所得的認知發展年齡分數平均為 22.36

趨勢及不同詞彙比例變化情形（Robin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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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vis,1999）。此工具包含「嬰兒版」（適

彙的區別，將 MCDI-T 的詞彙重組為廣義名

用 8-16 個月嬰幼兒）與幼兒版（適用 16-36

詞及廣義非名詞兩個大類。過往文獻在探討

個月嬰幼兒），此兩版本皆建有可供研究

名詞優先現象時，有些學者主張應對名詞做

使 用 的 信、 效 度 資 料（ 劉 惠 美、 曹 峰 銘，
2010a，2010b）。本研究中表達性詞彙的評

更精細的分類，並考量人稱在華語詞彙上的

量，乃是使用 MCDI-T 幼兒版上共計 696 個

et al., 2008），或認為不同名詞的發展型態不

詞彙請家長勾選孩子的習得情形。

同（Bates et al., 1994; Caselli et al., 1995），

獨特性（Tardif, 1996; Tardif et al., 1999; Tardif

研究一中的 30 位兒童因參與另一項研

因此本研究把廣義名詞再分為具體名詞、

究，於家長帶兒童來施測時，研究者以書面

人稱及非具體名詞三類，以便於必要時可做

及口頭方式說明填答 MCDI-T 的注意事項，

不同組合的分析。在廣義非名詞方面，則區

例如：仿說不能認定為能表達，但是，如果

分為五大類詞彙，包括遊戲與日常活動、動

構音不正確、使用疊字詞或自創但可辨認出

詞、修飾詞、時間詞及功能詞等，目前的理

的詞彙仍列計為具有該詞彙等原則。研究二

論認為動詞、修飾詞或功能詞的學習需要較

加入的 21 位兒童，則由研究者向各單位教

多的語言知識，因此和廣義名詞的學習不

師說明後，請教師以口頭方式跟家長解釋研

同（Gentner & Boroditsky, 2001; Waxman &

究者撰寫的填答注意事項後，再請家長勾選

Lidz, 2006）。以下進一步說明各分類包含的

調查表。

詞彙內容：

三、資料分析
研究一與研究二皆使用同樣的資料分析
做法，說明如下。
（一）詞彙分類

1. 廣義名詞：如上所述，過去研究顯示
名詞在發展上可進一步區分，因此本研究將
廣義名詞區分為具體名詞、人稱和非具體名
詞三大類。各類別詳如以下說明。
2. 具體名詞：此一類別主要是 MCDI-T

過去對兒童詞彙發展或是跨語言的詞

上第一至第八類名詞之總和（MCDI-T 上的

彙發展比較，主要探討的議題乃是動詞與名

動物、身體部位、交通工具、食物與飲料、

詞發展的差異或名詞優先的現象，因為此現

衣物、玩具、生活用品及傢俱與室內空間等

象可探討詞彙學習是否主要受普遍性的認知

八大類詞彙的總和），主要是嬰幼兒日常接

概念影響，或是主要受特殊性的語言結構及

觸且可觸摸的有實體的物體名稱。

文化差異影響。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自閉症兒

3. 人稱：研究者將 MCDI-T 第 12 項「人

童詞彙發展趨勢，並與現有文獻做比較，因

物或代名詞」中的人物名稱歸為此一大項，

此在詞彙分類上參考歐美國家針對兒童早期

但將其中的代名詞，包括如我、你、他及別

詞 彙 內 容 的 分 類（Bates et al., 1994; Caselli

人與大家等共 14 個人稱代名詞，另歸類為

et al., 1995; Kauschke & Hofmeister, 2002;

「代名詞」之類別中，以區別人稱或稱謂詞

Wehberg et al., 2007）及華人嬰幼兒詞彙研

與代名詞在詞彙習得上的差異性，這也是過

究的詞彙分類（譚霞靈、愛爾蘭、張致祥、

去詞彙發展研究的慣用做法。

梁衛蘭，2008；Hao et al., 2015; Tardif, 2006;

4. 非具體名詞：參考 Bates 等人（1994）、

Tardif et al., 2008），並聚焦在名詞和其他詞

Caselli 等人（1995）及 Wehberg 等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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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做法，將 MCDI-T 中第 9 類「戶外物品與

立歸類，以區別此類詞彙與功能詞的不同。

自然現象」及第 10 類之「戶外場所」歸納為

10. 功能詞彙：功能詞通常是語言中具

「非具體名詞」，因過去研究顯示，此兩類

有結構性功能的詞彙，其音韻、語意及語法

詞彙的習得與發展和具體名詞及人稱不同。

的特徵皆與實詞不同。此部分共五個次類

5. 廣義非名詞：參考過去研究做法，將

別，分述如下：

「廣義名詞」之外的詞彙歸類為「廣義非名

（1）代名詞：研究者參考英文版 CDI

詞」，在本研究中，「廣義非名詞」區分為

及大陸普通話版（譚霞靈等人，2008），將

遊戲與日常活動、動詞、修飾詞、時間詞及

MCDI-T 中原歸屬於第 12 大項中的人稱代名

功能詞等五大類，詳見下面第 6 至第 10 項

詞 14 個（ 如「 我、 我 們 」 等 ） 及 MCDI-T

說明。

中第 18 大項「指示與數量詞」中的 4 個指

6. 遊戲與日常：此一類別是 MCDI-T 上
第 11 大項「遊戲與日常活動」中的詞彙，涵

示代名詞（這個、那個、這些、那些）合併
為代名詞，共計有 18 個。

蓋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及禮貌用語及嬰幼兒常

（2）介系詞與位置：原 MCDI-T 中共

從事的遊戲與日常活動等詞彙 ( 以下在表格

有 24 個介系詞與位置詞，在本研究中將其

中簡稱為遊戲與日常 )。

中兩個複合動詞「走開」及「過來」改列為

7. 動詞：嬰幼兒詞彙發展研究對於動詞
的界定與分類傾向使用語法的界定，而非僅

動詞，共有 22 個介系詞與位置 ( 以下在表格
中簡稱為介系詞 )。

是語意的判斷，因此動詞可指「在語法上能

（3）數量詞：MCDI-T 中的「指示與數

作謂語且在語意上表達人物在時空間關係或

量」詞彙原本有 14 個，研究者將其中「還有」

變化過程的詞彙」（Tomasello, 1995）。原

及「也有／也是」改列為動詞，並將四個指

本 MCDI-T 上第 15 大項的「動作詞彙」有

示代名詞改列為代名詞，剩下共八個純粹的

96 個，依上述原則，刪除原列為動詞的「快

數量詞。

點」、「好了」（這兩個改列為修飾詞），
再加上「走開」及「過來」（此兩個詞彙原
本列為「介系詞及位置」）及「還有」和「也
有／也是」（此兩個詞彙原本列在「指示與
數量詞彙」），因此動詞總共有 98 個。
8. 修 飾 詞： 原 本 MCDI-T 上 的 第 17 大
類「形容詞或修飾詞彙」有 70 個詞彙，但

（4）疑問詞：本研究沿用 MCDI-T 上
所有疑問詞，共有 13 個。
（5）連接詞：本研究沿用 MCDI-T 上
所有連接詞，共有 8 個。
11. 詞彙總數：乃是上述廣義名詞與廣
義非名詞的總計。
（二）資料處理分析

將原本列在動詞中的「快點」及「好了」及

所有上述詞彙依各分類輸入 SPSS 18.0

原本列在時間詞中的「完了」改列為修飾詞，

統計軟體中，做描述或推論統計考驗，以便

因此修飾詞共有 73 個。

看出發展特性與趨勢。

9. 時間詞：時間詞在過去的研究中，不
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做法，例如 Wehberg 等

研究結果

人（2007）將之歸納為「功能詞彙」，但是
如 Caselli 等人（1995）則認為此類詞彙很難

本研究有四個研究目的，除運用研究一

歸類，而將之獨立列為一類，本研究將之獨

30 位自閉症兒童半年縱貫性學習結果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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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研究目的希望探討最早期的發展現象，因

發展速度差異，針對這三個研究目的，有以

此將研究二中 51 位兒童區分為詞彙總量在

下兩個資料分析結果：

1-50 個、51-100 個及 101-200 個等三個區間

（一）自閉症兒童相隔六個月的詞彙發展變化

進行分析，以看出各區間或跨區間的共有現

表一為研究一中 30 位個案間隔六個月
前後的詞彙發展表現，由表一可知，個案

象。

一、最早發展的詞彙類型、名詞優先現
象及四大類詞彙的發展速度差異

在前後六個月施測時的詞彙總數平均分別
是 115.67 及 218.30， 所 有 個 案 的 詞 彙 量 平
均 增 加 了 102.63 個 詞 彙（M = 102.63, SD =

本研究目的一、二、三擬探討最早發展

107.19）。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雙尾檢定）

的詞彙類型、名詞優先現象及四大類詞彙的

比較第一次與第二次各類詞彙的平均總數，

表一

間隔六個月不同類別詞彙總數統計（N = 30）
相依樣本 t 檢定

p

218.30（182.49）

5.24

.000

83.37（85.53）

151.10（119.48）

5.17

.000

70.97（72.33）

125.77（97.91）

5.08

.000

人稱

5.40（7.29）

10.73（10.07）

5.05

.000

非具體名詞

7.00（8.46）

14.60（13.86）

4.70

.000

戶外自然

5.00（5.63）

9.53（8.92）

4.24

.000

戶外場所

2.00（3.42）

5.07（5.46）

4.78

.000

廣義非名詞

32.3（40.36）

67.2（69.16）

4.44

.000

遊戲與日常

6.83（7.48）

11.80（10.63）

4.59

.000

動詞

13.77（16.55）

29.03（27.50）

4.76

.000

修飾詞

8.47（12.47）

17.13（20.19）

4.13

.000

時間詞

0.33（0.71）

1.50（2.35）

3.19

.003

功能詞

2.90（5.15）

7.73（11.28）

3.03

.005

介系詞

0.87（2.01）

2.77（4.78）

2.73

.011

數量詞

0.70（1.44）

1.47（2.10）

2.80

.009

疑問詞

0.53（1.07）

1.40（2.49）

2.30

.029

代名詞

0.77（1.36）

1.93（2.49）

3.62

.001

連接詞

0.03（0.18）

0.17（0.46）

1.68

.103

第一次施測

第二次施測

M（SD）

M（SD）

詞彙總數

115.67（123.52）

廣義名詞
具體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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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 p < .01 為顯著水準，發現僅有功能詞中

第二次施測時的詞彙平均總量分別是 115.67

的「介系詞與位置」、「疑問詞」及「連接

及 218.30，因此表一中大多數類別的資料無

詞」在兩個時間點沒有顯著差異，其他所有

法作為推測最早期發展的依據。但是，因

詞彙類型的兩個時間點的前後施測差距皆達

為功能詞彙在兩次施測中的總數分別皆僅有

顯著。

2.90 及 7.73，且功能詞彙中有三個次類別在

由於表一中 30 位自閉症兒童第一次及
表二

兩次施測中皆沒有顯著差異，可知功能詞彙

各類詞彙在詞彙總量不同階段的習得表現（N = 51）

詞彙

1-50

51-100

101-200

總數

（N=20）

（N=9）

（N=22）

M

SD

M

SD

M

SD

詞彙總數

23.50

16.63

74.78

18.43

160.18

34.44

廣義名詞

14.60

12.56

56.56

16.94

123.27

31.48

具體名詞

10.60

10.64

46.00

17.75

106.45

29.66

動物

2.05

2.84

7.78

5.67

23.64

10.68

身體

1.10

1.86

5.67

4.21

11.18

4.23

交通

0.65

1.14

2.56

2.07

6.50

4.46

食物飲料

3.55

3.90

14.67

9.91

29.09

6.33

衣物

0.90

1.33

4.33

2.06

6.86

4.31

玩具

1.15

1.66

3.11

1.76

7.45

3.31

生活用品

0.90

2.32

5.89

3.48

16.05

10.79

家具

0.30

0.80

2.00

1.94

5.68

4.05

非具體名詞

0.55

0.99

4.67

3.32

9.00

3.40

戶外自然

0.35

0.67

3.44

2.40

6.36

2.95

戶外場所

0.20

0.70

1.22

1.20

2.64

1.84

人稱

3.45

2.14

5.89

4.65

7.82

3.91

廣義非名詞

8.90

7.21

18.22

7.00

36.91

15.24

遊戲與日常

2.10

2.22

4.67

2.96

9.18

4.56

動詞

4.75

3.99

8.78

2.99

15.86

8.48

修飾詞

1.20

1.70

2.44

2.13

8.50

6.32

時間詞

0.05

0.22

0.56

0.88

0.36

0.49

功能詞

0.80

1.40

1.78

2.05

3.00

3.72

介系詞

0.20

0.52

0.44

0.73

1.27

2.21

數量詞

0.05

0.22

0.56

0.88

0.59

0.59

疑問詞

0.20

0.70

0.11

0.33

0.23

0.53

代名詞

0.35

0.59

0.67

0.87

0.86

1.42

連接詞

0.00

0.00

0.00

0.00

0.0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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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發展最慢的詞彙類別，而不同的功能詞彙

研究者使用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在兩次施測時的詞彙總數顯現出同樣的習得

（one way repeated-measures ANOVA）， 針

多寡型態，由詞彙數最多到最少分別是介系

對表二中三組兒童四大類詞彙（名詞、動詞、

詞及位置詞、代名詞、數量詞、疑問詞及連

修飾詞與功能詞）的數量做比較，其中名詞

接詞。

分別以廣義名詞及具體名詞和其他三類詞彙

（二）名詞、動詞、修飾詞及功能詞在詞彙

做比較。此外，為探討學華語自閉症兒童在

總量不同階段的習得差異

名詞學習上的獨特性，也針對三種類型的名

過去詞彙發展研究在探討詞彙發展趨勢

詞（具體名詞、人稱及非具體名詞）做比較。

時，常依據研究目的及樣本分布特性做不同

針對詞彙在 50 個以內的 20 位兒童，使

詞彙區間切割，最常見的包括 1-50 個、51-

用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類詞

100 個或 101-200 個等（劉惠美、陳昱君，

彙的習得差異，結果如下：1. 兒童在廣義名

2015；錡寶香，2002；Bates et al., 1994; Hao

詞、動詞、修飾詞及功能詞的詞彙學習有顯

et al., 2015）。本研究依此慣例及本研究樣本

著 差 異（F（3,57）= 21.48, p = 0.00, ηp2 =

分布情形，將研究二中 51 位自閉症兒童依

.53），事後比較顯示廣義名詞＞動詞＞修

其詞彙總數分為三組，詞彙在 1-50 個的個案

飾詞和功能詞，但是修飾詞和功能詞間沒有

有 20 位，51-100 個的 9 位，101-200 個的有

差異。2. 兒童在具體名詞、動詞、修飾詞及

22 位。表二顯示此三組兒童的各類型詞彙的

功能詞的詞彙學習有顯著差異（F（3,57） =

平均數及標準差，其中詞彙量在 51-100 個的

14.37, p = 0.00, ηp2 = .43），事後比較顯示

人數雖較少，但因三組的整體資料，仍具有

具體名詞＞修飾詞和功能詞，且動詞 > 修飾

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上的參考價值，因此一

詞和功能詞，但是具體名詞和動詞間沒有差

併呈現。

異，且修飾詞和功能詞間也沒有差異。3. 兒

由表二可知，此三階段的自閉症兒童的

童在具體名詞、非具體名詞和人名的詞彙

廣義名詞數均比廣義非名詞數多，在三個階

學習量有顯著差異（F（2,38） = 16.19, p =

段占總詞彙的比例分別是 62.13%、75.64%

.001, ηp2 = .46），事後比較顯示具體名詞＞

及 76.96%。除此之外，也可看出當詞彙總量

人名＞非具體名詞。

是 50 個以內及 100 個以內時，兒童主要習得

針對詞彙在 51-100 個以內的九位兒童，

的廣義名詞是具體名詞和人稱，非具體名詞

使用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類

有較晚發展的現象。在廣義非名詞方面，三

詞彙的習得差異。結果如下：1. 兒童在廣義

個階段皆主要是動詞和「遊戲與日常活動」

名詞、動詞、修飾詞及功能詞的詞彙學習有

此兩類詞彙較多，修飾詞在 50 個以內或 100

顯 著 差 異（F（3,24） = 85.87, p = 0.00,ηp2

個以內的數量皆很少，即使詞彙是 101-200

= .92），事後比較顯示廣義名詞＞動詞＞修

個這組中的平均也僅為 8.50 個。此外，從表

飾詞和功能詞，但是修飾詞和功能詞間沒有

二也可看出功能詞整體而言是最慢發展的詞

差異。2. 兒童在具體名詞、動詞、修飾詞及

彙類型，在三個階段的平均數分別是 0.80、

功能詞的詞彙學習有顯著差異（F（3,24）

1.78 及 3.0，其中發展較快的是「介系詞及

= 48.20, p = 0.00, ηp2 = .86），事後比較顯

位置」、數量詞和代名詞。

示具體名詞＞動詞＞修飾詞和功能詞，但是

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內容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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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詞和功能詞間沒有差異。3. 兒童在具體

於 1-50 個之間，該組詞彙平均為 23.50（SD

名詞、非具體名詞和人名的詞彙學習量有顯

= 16.63），此 20 位兒童共習得 198 個不同

2

著 差 異（F（2,16） = 39.52, p = .00, ηp =

的詞彙，表三列出被習得的詞彙及習得該詞

.83），事後比較顯示具體名詞＞人名，且具

彙人次（詞彙後面的括號為習得該詞彙的人

體名詞＞非具體名詞，但是人名和非具體名

次），因具體名詞數較多，因此僅列出被至

詞間沒有顯著差異。

少二人習得的具體名詞，其餘類別則全數列

針 對 詞 彙 在 101-200 個 以 內 的 22 位 兒

出所習得的詞彙。由表三可知，被習得的「廣

童，使用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

義名詞」共有 129 個，其中「具體名詞」共

各類詞彙的習得差異。結果如下：1. 兒童在

有 104 個，「非具體名詞」（包含「戶外物

廣義名詞、動詞、修飾詞及功能詞的詞彙學

品與自然現象」及「戶外場所」兩類）有 9

習有顯著差異（F（3,63） = 250.93, p = 0.00,

個，而人稱有 16 個。「廣義非名詞」總數

2

ηp = .92），事後比較顯示廣義名詞＞動

有 69 個，包括 31 個「動詞」、16 個修飾詞、

詞＞修飾詞＞功能詞。2. 兒童在具體名詞、

12 個「遊戲與日常活動」、1 個時間詞和 9

動詞、修飾詞及功能詞的詞彙學習量有顯著

個功能詞。

2

差 異（F（3,63） = 196.60, p = 0.00, ηp =

再分析各次類別詞彙的多樣性，廣義名

.90），事後比較顯示具體名詞＞動詞＞修

詞中總共有 129 個不同的詞彙被習得，其中

飾 詞 ＞ 功 能 詞。3. 兒 童 在 具 體 名 詞、 非 具

以「食物／飲料」、「動物」、「人稱」及

體名詞和人名的詞彙學習量有顯著差異（F

「生活用品」有最多樣的詞彙被習得，分別

2

（2,42） = 244.88, p = .00, ηp = .92），事後

是 32、23、16 與 14 個不同的詞彙被此組兒

比較顯示具體名詞＞人名，且具體名詞 > 非

童習得。此外，「非具體名詞」（包含「戶

具體名詞，但是人名和非具體名詞間沒有顯

外物品與自然現象」及「戶外場所」兩類）

著差異。

被習得的詞彙較少，分別是 6 個及 3 個。在

二、自閉症兒童最早習得的詞彙內容

「廣義非名詞」方面，「動詞」、「修飾詞」
及「遊戲與日常活動」分別有 31、16 及 12

本研究目的四擬探討自閉症兒童最早習

個不同詞彙被此組兒童習得，而「時間詞」

得的詞彙內容，有鑑於過去研究常以不同詞

則僅有 1 個詞彙被 1 人習得。「廣義非名詞」

彙區間中被最多數人習得的詞彙當作是最早

中，「功能詞」在此階段只有 9 個不同詞彙

習得的詞彙，因本研究中詞彙總量在 51-100

被習得，分別是屬於「代名詞」的「我、這

個間的人數較少，因此不針對此區間進行分

個、我的」、「介系詞與位置」的「在這裡、

析。本節呈現詞彙總量在 50 個以內及 200 個

在那裡」、「疑問詞」的「咦、什麼、呢」

以內所有個案習得的詞彙內容及各詞彙習得

及「數量詞」的「一個」，連接詞則在此階

的人次，最後運用詞彙總數在 200 個以內所

段無任何詞彙被習得。

有 51 位個案分析被最多人習得的詞彙內容。

研究者分析詞彙總量在 50 個以內時，被

（一）詞彙總量 50 個以內的詞彙內容及人

最多兒童習得的前 20 個詞彙，詳見表四。詞

次分析
本研究中共有 20 位個案的詞彙總數介

彙總量在 1-50 個的 20 位兒童共習得 198 個
不同的詞彙，因有些詞彙習得人次相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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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50 以內所有個案習得的詞彙及習得該詞彙的人次（N = 20）

詞彙類別
詞彙總數
廣義名詞
具體名詞
動物

詞數
198
129
104
23

習得詞彙（習得人次）

身體部位

10

（眼睛、耳朵、嘴巴）（4）、（鼻子）（3）、（頭）（2）及其他 5

5
32

個詞彙
汽車（6）、飛機（3）、公車（2）及其他 2 個詞彙
餅乾（8)、（牛奶、麵、香蕉、糖果）（5）、（麵包、冰淇淋、湯、

魚（5）、小狗（4）、（小貓、馬）（3）、（鴨子、雞、兔子、企鵝、
猴子、烏龜、斑馬）（2）及其他 12 個詞彙

交通工具
食物飲料

玉米）（3）、（肉、蛋、蘋果、蛋糕、養樂多、巧克力、薯條、漢堡）
衣物

9

（2）及其他 15 個詞彙
鞋子（6）、襪子（3）、（衣物、帽子）（2）及其他 5 個詞彙

玩具

7

球（7）、泡泡（6）、書（4）、（筆、拼圖）（2）及其他 2 個詞彙

生活用品

14

（電話、杯子、牙刷、湯匙）（2）及其他 10 個詞彙

傢具

4

（椅子、桌子）（2）及其他 2 個詞彙

非具體名詞

9

戶外自然

6

花（2）、（下雨、溜滑梯、星星、紅綠燈、葉子）（1）

戶外場所

3

家（2）、（7-11、遊樂園名）（1）

人稱

16

媽媽（16）、爸爸（15）、自己的名字（5）、（奶奶、爺爺、阿姨、
弟弟）（4）、（姊姊、妹妹、外婆、老師）（3）、（哥哥、姑姑、

廣義非名詞
遊戲與日常

69
12

動詞

31

小寶寶、外公、小朋友）（1）
再見（11）、謝謝（7）、（哈囉、上廁所）（4）、（睡覺、吃飯、刷牙）
（3）、（洗澡、對不起）（2）、（換尿布、拍拍手、晚安）（1）
要（10）、（抱、吃）（9）、不要（8）、打開（6）、（是 / 對 / 好）
（5）、（打、來、跳、給）（4）、（去、拿）（3）、（坐、喝、玩、關、
丟、幫忙、不是／不對／不好）（2）、（走／散步、洗、拍 < 手 >、

修飾詞

16

時間詞

1

看、不可以／不行、跌倒、搖、按、壓、想、過來、還有）（1）
好熱（4）、（好痛）（3）、（好棒、好香、好餓）（2）、（好燙、
害怕的、暗暗的、好漂亮、好吃的、紅色的、大的、生氣的、好累、
冰冰的、快點（1）
等一下（1）

功能詞
介系詞

2

在這裡（3）、在那裡（1）

數量詞

1

一個（1）

疑問詞

3

咦（2）、（什麼、呢）（1）

代名詞

3

我（4）、這個（2）、我的（1）

連接詞

0

無任何個案習得此類詞彙

註：（）內數字代表習得該詞彙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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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四呈現被最多人次習得的前 20 個詞彙實

得 540 個不同的詞彙，表五列出各類詞彙最

際上有 21 個，這些詞彙分別屬於「人稱」、

常被習得的詞彙內容與人次，其中廣義名詞

「遊戲與日常活動」、「動詞」及「具體名詞」

因習得的詞彙數較多，僅列出被至少 21 人

等語意類別。依照習得人次排序如下：媽媽、

習得的詞彙，其餘類別則增列詞彙以呈現更

爸爸、再見、要、抱、吃、不要、餅乾、謝謝、

多被較多人習得的詞彙內容。此外，時間詞

球、打開、泡泡、汽車、鞋子、自己的名字、

與五類功能詞彙則呈現被所有個案習得的詞

是／對／好、牛奶、麵、香蕉、糖果、魚等。

彙。

（二）詞彙總量 200 個以內的詞彙內容及人

此 51 位個案習得的詞彙共有 540 個，
其中廣義名詞 353 個，廣義非名詞 187 個。

次分析
研究二共有 51 位自閉症兒童，其詞彙

就各次類別來看，廣義名詞中具體名詞共

總量皆在 200 個以內，包含 20 位詞彙在 1-50

287 個、人稱 28 個及非具體名詞 38 個。具

個以內的個案（M = 23.50; SD = 16.63）、9

體名詞中，與詞彙在 50 個以內的個案相同，

位詞彙在 51-100 個的個案（M = 74.78；SD

最多樣的詞彙類別仍是「食物／飲料」、「動

= 18.43）及 22 位詞彙在 101-200 間的個案（M

物」及「生活用品」。非具體名詞共有 38

= 160.18；SD = 34.44）。 這 51 位 個 案 共 習

個詞彙被習得，「戶外場所」與「自然與戶

表四

詞彙總量在 50 個以內及 200 個以內被最多人習得的前 20 個詞彙
1-50（N = 20）

詞彙總量
人稱

媽 媽（16）、 爸 爸（15）、 自 己

1-200（N = 51）
媽媽（43）、爸爸（41）

的名字（5）
遊戲與日常活動

再見（11）、謝謝（7）

再見（38）、謝謝（31）

動詞

要（10）、 抱（9）、 吃（9）、
不 要（8）、 打 開（6）、 是 ／ 對
／好（5）

抱（36）、 吃（33）、 不 要

餅乾（8）、牛奶（5）、麵（5）、

餅乾（35）、香蕉（31）、牛

香蕉（5）、糖果（5）

奶（29）、 麵（29）、 麵 包

食物

（30）、要（29）

（29）、水（27）、飯（27）
玩具

球（7）、泡泡（6）

球（35）

交通工具

汽車（6）

汽車（33）、飛機（27）、

衣物

鞋子（6）

鞋子（34）、褲子（27）

動物

魚（5）

小狗（30）、小貓（30）、魚
（29）

身體部位

耳朵（29）、鼻子（27）

註：1. 本表列出各詞彙總量內被最多個案習得的前 20 個詞彙；但因有些詞彙人次相同，故各組皆超過 20 個詞彙。2.（）
內數字代表習得該詞彙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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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200 個以內所有個案習得的詞彙及習得該詞彙的人次（N = 51）

詞彙類別
詞彙總數
廣義名詞
具體名詞
動物

詞數
540
353
287
54

習得詞彙（習得人次）

身體部位

28

眼睛（32）、耳朵（29）、嘴巴（28）、鼻子（27）、（頭、腳）（21）

交通工具
食物飲料

15
74

及其他 22 個詞彙
汽車（33）、飛機（27）及其他 13 個詞彙
餅乾（35）、香蕉（31）、（牛奶、麵、麵包）（29）、（水、飯）（27）、

（小狗、小貓）（30）、魚（29）、鴨子（22）、牛（21）及其他 49
個詞彙

（蘋果、糖果）（26）、葡萄（25）、（蛋、布丁、冰淇淋、玉米）
衣物
玩具

24
17

（23）、（草莓、蛋糕）（22）、西瓜（21）及其他 57 個詞彙
鞋子（34）、褲子（27）、襪子（25）及其他 21 個詞彙
球（35）、泡泡（27）、（氣球、書）（21）及其他 13 個詞彙

生活用品
傢俱

54
21

杯子（24）、牙刷（23）及其他 52 個詞彙
椅子（23）及其他 20 個詞彙

非具體名詞
戶外自然

38
22

溜滑梯（25）、花（24）、（下雨、月亮）（14）、（樹、雨傘）（13）

戶外場所

16

及其他 16 個詞彙
家（14）、（7-11、公園）（11）、學校（8）、醫院（6）及其他 11

人稱

28

個詞彙
媽媽（43）、爸爸（41）、自己的名字（23）、老師（22）及其他 24

廣義非名詞
遊戲與日常

187
28

動詞

74

個詞彙
再見（38）、謝謝（31）、上廁所（25）、睡覺（24）、吃飯（23）、
刷牙（20）及其他 22 個詞彙
抱（36）、吃（33）、不要（30）、（要）（29）、打開（25）、喝（20）、
是／對／好（17）、（拿、跳、幫忙、給）（15）、（走、坐）（14）、
（玩）（13）、（打、洗）（12）、（拍 < 手 >、不可以／不行）（11）

修飾詞

54

時間詞

4

及其他 56 個詞彙
好痛（18）、（好燙、好棒）（12）、圓的（10）、（藍色的、黑色的）
（9）、（好吃、紅色的、黃色的）（8）、（冰冰的、綠色的）（7）、
（害怕的、三角形的、白色的）（6）及其他 40 個詞彙
等一下（7）、開始（5）、（晚上、下次）（1）

功能詞
介系詞

9

在這裡（12）、在那裡（6）、（上面、下面）（4）、裡面（3）、（後

數量詞
疑問詞
代名詞

4
6
7

面、前面、外面）（2）、到……裡（1）
一個（12）、（沒半個／沒有）（4）、好多（2）、一半（1）
咦（3）、（什麼、哪裡）（2）、（怎麼辦、呢、為什麼）（1）
我（11）、這個（9）、（那個、我的）（4）、你（2）、（他、大家）

連接詞

1

（1）
和（1）

註：（）內數字代表習得該詞彙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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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物品」在此階段分別有 22 個及 16 個不同

以內時占比最大的前四類詞彙依序為具體名

的詞彙被習得。

詞、動詞、人稱及遊戲與日常活動名稱。此

廣義非名詞中，最多樣的詞彙是動詞有

外，本研究詞彙數在 51-100 個以內的個案有

74 個，其次是修飾詞 54 個及「遊戲與日常

9 位，占比最大的前四類詞彙依序為具體名

活動」28 個，時間詞仍只有 4 個，其中修飾

詞、動詞、人稱及遊戲與日常活動名稱及非

詞的多樣性比詞彙 50 個以內組增加許多。功

具體名詞，其中，遊戲與日常活動名稱和非

能詞方面，此組兒童共習得 27 個不同的功

具體名詞的平均詞彙總數相同。由上述資料

能詞，其中多樣性較多的是介系詞與位置、

可推論，具體名詞、動詞、人稱及遊戲與日

疑問詞與代名詞，至於連接詞則有一個「和」

常活動名稱等四大類詞彙應是自閉症兒童最

被 1 人習得。

早發展的詞彙類型。

由於被最多人習得的詞彙中，有些詞彙

Hao 等人（2015）對北京嬰幼兒的研究

習得人次相同，因此表四中所列出的是這 51

顯示，人稱及日常活動與遊戲名稱是詞彙總

位個案被最多人習得的前 25 個詞彙，這些

量在 25 個以內占比最高的詞彙類型，但是

詞彙都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個案習得該詞彙。

詞彙總量在 25 個以上時，具體名詞的數量會
超過人稱及日常活動與遊戲名稱。根據 Hao

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有四個研究目的，包括探討最早
習得的詞彙類型、名詞優先現象、四大類詞
彙發展速度差異，以及被最多人習得的早期
詞彙內容，研究討論將綜合上述研究結果，
並聚焦在與國內外一般兒童習得資料之比
較，以探討自閉症兒童詞彙習得的特性。
（一）自閉症兒童與一般發展兒童詞彙發展
的相似性

1. 自閉症兒童最早習得的詞彙類型與一般
兒童類似
詞彙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是了解嬰幼兒
最早期的詞彙內容及類型。為了解學華語兒
童早期詞彙的獨特性，Tardif 等人（2008）
及 Hao 等人（2015）皆特別聚焦在人稱詞彙、
具體名詞及動詞等三類詞彙在早期詞彙中的
占比。本研究詞彙總數在 50 個以內的個案
數共有 20 位，由表二可知，詞彙總量 50 個

等人（2015）的資料，說華語嬰幼兒的詞彙
數在 50 個以內時，最主要發展的是具體名
詞、人稱、動詞及遊戲與日常活動等四類詞
彙。劉惠美與陳昱君（2015）由詞彙習得年
齡分析臺灣嬰幼兒最早習得的前 50 個詞彙，
此前 50 個詞彙共包含六個語意類別，占比
最多的前四大類依次是普通名詞（即本研究
的具體名詞加上戶外場所詞彙，但是在其得
出的前 50 個早期詞彙中並沒有戶外場所詞
彙）、人物名稱、動詞及遊戲與日常活動，
而修飾詞和戶外用品與自然現象皆僅有一個
被列為最早習得的前 50 個詞彙。本研究發
現，具體名詞、動詞、人稱及遊戲與日常活
動名稱是詞彙總量在 50 個以內自閉症兒童
占比最高的四種類型詞彙，與 Hao 等人以及
劉惠美與陳昱君等大型華語一般嬰幼兒的研
究結果類似。

2. 自閉症兒童的詞彙學習也顯現名詞優先
現象
有關詞彙發展的重要爭議之一，是有關
名詞在初期詞彙中的比例與其習得意涵。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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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研究比較名詞與動詞數量時，有的使用廣

早期學習的影響及影響詞彙概念學習的知覺

義名詞做評判標準（Gentner, 1982; Gentner &

因素，例如形狀固定、容易切割及具象性等

Boroditsky, 2001），有的則會把人稱、專有

特徵，對於早期詞彙學習的重要性（Gentner,

名詞或非具體名詞等排除，而使用具體名詞

1982; Gentner & Boroditsky, 2001; Ma et al.,

與動詞做比較（Caselli et al., 1995; Goodman,

2009; Maguire et al., 2006）。

Dale, & Li, 2008; Hao et al., 2015; Tardif, 1996,

3. 名詞、動詞、修飾詞及功能詞的發展速
度與一般兒童呈現類似的趨勢
過去有關歐美語系兒童詞彙發展研究顯
示，四大類詞彙的發展速度呈現名詞＞動詞
＞修飾詞＞功能詞的現象（Bates et al., 1994;
Caselli et al., 1995; O’Toole & Fletcher, 2012;
Wehberg et al., 2007）。華語詞彙研究也顯現
類似的趨勢（劉惠美、陳昱君 , 2015；Hao et
al., 2015; Tardif, 2006）。表一呈現 30 位自閉
症兒童前後六個月的詞彙比較，其中僅功能
詞中的介系詞、疑問詞和連接詞等在兩個時
間點沒有顯著差異，顯示功能詞發展較其他
詞類緩慢。表二顯現詞彙總量不同區間內的
各類詞彙數量，使用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的結果，發現在三個詞彙區間，皆有廣
義名詞＞動詞＞修飾詞的現象。而且由於修
飾詞和功能詞在詞彙 50 個以內和 51-100 個
以內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詞彙 101-200 個
以內則修飾詞顯著多於功能詞，可見在詞彙
101-200 個階段，修飾詞的發展已超過功能
詞，由此可推論功能詞是發展最慢的詞類。
本研究發現四大類詞彙的發展速度不同，此
現象符合 Bates 等人（1994）發現四大類詞
彙的發展型態與先後快慢各自不同的現象，
可見自閉症兒童的詞彙學習受詞彙類型的影
響，而顯現出類似一般兒童的發展現象。

2006）。本研究二中，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結果顯示，詞彙總量 50 個以內、51100 個及 101-200 個之內的各組，廣義名詞
數量皆顯著多於動詞。若僅使用具體名詞做
比較，則在詞彙 50 個以內階段，具體名詞
和動詞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 51-100 個及
101-200 個階段，具體名詞數皆顯著多於動
詞。由上述研究結果推論，如使用廣義名詞
的界定，在詞彙 50 個以內階段，本研究自
閉症兒童仍呈現名詞優先的現象，如僅使用
具體名詞做比較，在詞彙 50 個以內，本研
究中的具體名詞與動詞沒有顯著差異，但是
具體名詞總數仍多於動詞。而在詞彙 50 個
以上到 200 個以內的階段，則無論是使用哪
種界定，名詞數都多於動詞。可見整體而言，
名詞的發展速度仍是快於動詞。
過去有學者認為華語動詞可獨立使用、
很多高頻動詞為單音節且具有較高的具象
性，認為華語兒童詞彙學習未必會呈現名
詞優先現象（Tardif, 1996, 2006; Tardif et al.,
1999）。但是，現有大型研究顯示除了在最
初詞彙總量 10 個以內外，在詞彙總量 10600 個間的說華語兒童，其名詞在詞彙總量
中的占比仍比動詞高（Hao et al., 2015）。國
外對自閉症兒童的研究（Ellis Weismer et al.,
2011; Peralejo, 2008; Rescola & Safyer, 2013;
Tager-Flusberg et al., 1990; Williams, 1993）也
顯現名詞優先的現象。綜合文獻與本研究結
果，研究者認為自閉症兒童詞彙習得有「名
詞優先」現象，顯示詞彙概念的難易對詞彙

4. 自閉症兒童早期習得的詞彙內容與一般
發展兒童有重疊性
就詞彙學習來說，值得關注的也包含究
竟哪些詞彙是嬰幼兒最早學習的詞彙。劉惠
美與陳昱君（2015）計算 MCDI-T 每個詞彙

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內容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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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年齡層的習得人次，例如某年齡層有超

韻特徵、語意特徵）或親子互動等對詞彙習

過 50% 的兒童能學習該詞彙，就將該年齡層

得 的 影 響（Gentner & Boroditsky, 2001; Imai

視為該詞彙的習得年齡，並以此計算出最早

et al., 2008; Tardif, 2006）。

被習得的前 50 個詞彙。本研究受限於研究樣

（二）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的獨特性

本，因此僅探討被最多自閉症兒童習得的前

1. 具體名詞發展速度與所占比例可能與一
般發展兒童有差異
表二顯示研究二 51 位自閉症兒童詞彙總
量在 50 個以內、51-100 個及 101-200 個等階
段各類詞彙習得的平均詞數。具體名詞在總
詞彙數 50 個以內、51-100 個及 101-200 個間
的比例分別是 45.11%、61.51% 及 66.46%，
而動詞分別是 20.21%、11.74% 及 9.90%，其
中具體名詞的占比與 Hao 等人（2015）及劉
惠美等人（2015）的研究結果相較，皆有較
高的現象。尤其，本研究使用工具與劉惠美
等人相同，但是其研究的普通名詞在三個階
段的占比均在略高於 30% 至略高於 50% 間
而已，而本研究中自閉症兒童的名詞優先現
象卻明顯高於該研究。由於動詞或其他詞彙
的學習需要更複雜的社會線索及語言知識，
因此自閉症兒童是否在動詞或其他類詞彙上
的學習可能較有困難而讓具體名詞的占比顯
得較高，值得後續探討。

20 個詞彙。表四乃詞彙在 50 個以內的 20 位
個案及研究二 51 位個案 ( 詞彙總量皆在 200
以內 ) 被最多人習得的前 20 個詞彙清單，由
於各階段被最多人習得的詞彙有重複，因此
總共有 30 個不同的詞彙，這些詞彙極有可能
是被多數自閉症兒童習得的早期詞彙。將本
研究表四中所列出的 30 個詞彙和劉惠美與
陳昱君所列出的前 50 個最早被習得的詞彙
做比較，其中有 22 個詞彙是相同的，這些
詞彙分別是：人稱的「爸爸、媽媽」、遊戲
與日常活動的「再見、謝謝」、動詞的「要、
抱、吃、不要、是／對好」、食物的「牛奶、
麵、水、飯」、玩具的「球」、交通工具的「汽
車」、衣物的「鞋子、褲子」、動物的「魚、
小狗、小貓」及身體部位的「耳朵、鼻子」
等。此外，錡寶香（2002）針對詞彙 50 個
以內兒童，分析最常被習得的各次類別詞彙
發現，最常被習得的人稱是「爸爸、媽媽」，
最常被習得的動詞是「抱、吃」，最常被習
得的食物名稱是「牛奶（奶奶）」，最常被
習得的玩具名稱是「球」，最常被習得的衣
物名稱是「鞋鞋、襪襪、褲褲」等，上述詞
彙除了「襪襪、褲褲」外，均被列入在表四
中詞彙總量在 50 個以內最常被自閉症兒童
學習的詞彙。上述研究結果顯示，被最多數
自閉症兒童習得的早期詞彙與一般兒童有相
似性。Tardif 等人（2008）針對北京與香港
一般兒童的研究顯示，各個詞彙次類別中實
際被習得的詞彙在類似的語言文化中會有相
似性，顯示同樣語言文化中的詞彙特徵（如
概念難易、句型中位置分布、輸入頻率、音

2. 名詞中各次類別如人稱或食物飲料名稱
等學習的差異
過去對華語兒童詞彙發展研究顯示，
華語兒童早期詞彙中人稱的比例比英語高，
表現出華語兒童詞彙學習的獨特性（Hao et
al., 2015; Tardif et al., 2008），因此本研究把
廣義名詞區分為具體名詞、人稱及非具體名
詞等三大類，以探討自閉症的的人稱詞彙發
展。錡寶香（2002）發現，一般幼兒詞彙總
量在 50 個以內時，占比最高的名詞是人稱、
動物與食物。劉惠美與陳昱君（2015）以詞
彙習得年齡分析最早被習得的前 50 個詞彙，
他們發現被一般兒童最早習得的前 50 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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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中，有 11 個指稱人物的詞彙，有 22 個普

此外，亦應將詞彙最初發展階段納入探討範

通名詞（包含 8 個身體部位、4 個動物詞彙、

圍，以更確切了解自閉症在最初發展階段的

4 個食物與飲料詞彙、3 個衣物類、1 個交通

詞彙組成及內容，尤其對於具體名詞與動詞

工具、1 個玩具及 1 個生活用品名），因此

數量比較、人稱占總詞彙的比例、食物飲料

就廣義名詞的語意類別來說，占比最高的依

玩具等具體需求詞彙在早期詞彙的占比等是

序是人物、身體部位、動物、食物與飲料、

否會與一般兒童有差異，皆是值得探討的議

衣物、交通工具、玩具及生活用品。本研究

題。此外，除使用家長調查表外，建議也採

表二顯示，在詞彙 50 個以內階段，詞彙數

用自然語言樣本或家長日誌及訪談等做法，

最高的廣義名詞類別依序為食物飲料、人稱

以探討其習得詞彙使用情形或和環境人際互

及動物等三個類別，再由表四中詞彙量在

動的關聯性等議題。

50 個以內被最多自閉症兒童習得的詞彙內
容分析，食物類的詞彙有 5 個，但是人稱僅

三、實務建議

有 3 個。過去歐美研究顯示，自閉症兒童習

本研究有以下實務建議：

得的詞彙和一般兒童有很多類似，但也有差

（一）本研究發現，自閉症兒童詞彙發

異（Charman et al., 2003; Rescorla & Safyer,

展有一定的軌跡可循，例如具體名詞、動詞、

2013; Williams, 1993），例如在顏色名稱、

人稱及遊戲與日常活動是最早發展的四種詞

數字、字母、電視人物名稱、戶外物品及心

彙類型。整體而言，自閉症兒童的詞彙發展

理動詞等。本研究發現，自閉症兒童的名詞

顯現出名詞優先的現象，且就四大類詞彙的

學習在名詞的各次類別上，如人稱或食物飲

發展速度來說，名詞＞動詞＞修飾詞＞功能

料等，也可能與一般兒童不同，值得後續探

詞。此外，自閉症各語意類別最常被習得的

討。

詞彙內容也與一般兒童有重疊性，上述這些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發展趨勢可供教學介入參考。
（二）由於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與

本研究一是同一組 30 位兒童相隔半年

一般兒童有諸多相似性，顯示自閉症兒童受

的比較，屬縱貫性研究，但追蹤時間較短。

類似學習法則的影響。教學者可應用文獻中

本研究二分析並比較詞彙總量在 50 個以內、

有關影響詞彙學習的因素進行教學設計，例

100 個以內及 200 個以內習得的詞彙類型及

如詞彙概念本身的難易、詞彙在句型中的分

內容，乃是橫斷性研究。但是各詞彙區間人

布位置、詞彙輸入頻率、詞彙音韻特質及語

數仍偏少，且詞彙總量在 51-100 個間的人數

言知識對於不同類型詞彙學習的影響和文化

較少，因此雖能運用重複量數單因子變異數

與人際互動等因素。

分析探討不同詞彙類型在各詞彙區間內的組

（三）本研究發現，自閉症兒童詞彙學

成差異，但無法跨階段比較不同詞彙類型在

習也可能具有獨特性，例如具體名詞在總詞

不同詞彙總量的組成比例差異，這些都是本

彙數的占比、食物及人稱此兩個名詞次類別

研究的限制。為探討自閉症詞彙發展趨勢，

的學習可能與一般兒童不同，顯現出自閉症

並與一般兒童做比較，未來研究可採縱貫性

的社會性或獨特興趣對詞彙學習的影響，也

研究或者使用更多人數樣本做橫斷性探討。

可作為個別化評量及教學設計參考。由於自

自閉症兒童詞彙發展趨勢及內容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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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症兒童的詞彙學習也受個別特質及環境因

language development children. Bulletin

素影響，建議評量與教學除運用標準化調查

of Special Education, 42(1), 27-50.】

表外，也要運用訪談、觀察或其他評量以了

doi:10.6172/BSE.2017.03.4201002

解個別兒童詞彙學習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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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xpressiv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Four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investigated: (1) What are the
types of words first acquired by children with autism? (2) Is “noun bias” still observed
in th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of these children? (3) Is there a significant rate differen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nouns, verbs, modifiers, and function words? (4) What are the
first words acquired by children with autism? Methods: The toddler version of the
Taiwan Mandarin-Chinese adaptat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ies
(MCDI-T) was employed as the main assessment tool. The research analysis was based
on data from two small studies. Study 1 involved 30 children with autism; the children
were tested twice, with a 6-month interval, and the average age of the 30 children was
45.97 months at the initial test. In study 2, the expressive vocabulary of 51 children with
autism was analyzed using the MCDI-T. The average age of the 51 children was 52.08
months. The vocabulary on the MCDI-T was regrouped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for each type of word.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the vocabulary was
regrouped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nominals (including concrete nouns, people’s names,
natural phenomena, and outdoor places) and nonnominals (including verbs, modifiers,
games and routines, time words, and function words). Of the 51 children, 20 had a total
vocabulary of between 1 and 50 words; 9, between 51 and 100 words; and 22, between
101 and 200 words. Results/Findings: The following major findings were obtained.
(1) When the total vocabulary was 50 words or fewer, the main four categories of
words were concrete nouns, verbs, people’s names, and games and routines. (2) The
number of general noun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umber of verbs w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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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 size was between 1-200, indicating that noun bias also occurs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3) Nouns were discovered to be acquired more quickly than verbs, verbs
more quickly than modifiers, and modifiers more quickly than function words. The order
of acquisition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words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normal children. (4)
The actual words first acquired in each semantic class were extremely similar to those
for children without autism, as demonstrated in other research conducted in Taiwan. (5)
The proportions of concrete nouns and people’s names in the total vocabulary may differ
from those of children without autism and are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the
future.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Th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ha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that of normal children. The findings can be
applied to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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