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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阿茲海默症患者病情進入晚期，語言能力將近乎全失，而如何能與外界溝通成了

其一大問題；不過即使是重度患者，在其他語言能力皆幾乎完全喪失之下，也仍然殘存

著言語理解之能力；雖然也並非毫無受損，但如果能對其能力加以探討，將能幫助其照

顧者找到與患者溝通的方式，進而讓阿茲海默症之患者的聲音能被世界所聽見。然而國

內對於阿茲海默症患者在語句中的理解能力研究之數量，和國外研究相比仍顯不足，因

此本文將以三個實驗對中文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理解能力作探討：1.以聆聽句子判斷論旨

角色知識違反和符合的句子之方式，探討患者對於論旨角色知識的掌握能力 2.使患者

聆聽句子判斷正確與不正確的「把」字句，以討論患者在把字句的理解能力 3.將中文

的「正...著」和「了」分別表示現在進行與完成的時態之句型，以句子配圖的方式，

要求患者判斷相符與不相符的搭配，藉此討論患者對句子中時態的掌握和區辨能力；本

文將以此三個實驗歸納出阿茲海默症患者言語理解之特點，也將與國外類似研究進行比

較並分析其中差異。期待本文能夠補充學界對中文阿茲海默症患者語言理解能力之發現，

也期待能協助其照顧者在閱讀本文以後，能更加了解其理解障礙，而給予患者更為適切

的照顧。 

 

 

關鍵字：阿茲海默症、老人失智症、言語理解、論旨角色知識、把字句、著字句、了字   

        句、中文複雜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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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簡稱 AD)，是大腦皮質萎縮伴隨著與記憶有關的神

經迴路受到破壞(Bartus, Dean, Beer,&Lippa, 1982；Braak, 1991)，造成患者身心功能衰退

的疾病，例如記憶、語言、空間概念和分析能力逐漸失去，尤其當病情愈趨嚴重時，患

者情緒會變得更加不穩、易怒，人格與道德觀念也會隨之改變(邱浩彰, 徐榮隆, 林文勝, 

2001)，這些種種症狀再加上因為患者消逝的語言能力，使他們難以與外界溝通，也常

常使得照顧者感到挫敗而對其放棄照顧(巫採微 1995)。然而，縱使患者具有語言障礙，

其實也並非是全面性的缺損，藉由過去的文獻可以知道：阿茲海默症所導致的語言障礙

會隨著病情惡化而加重：起初患者大致只會發生偶爾的找詞困難，以至於在說話時不如

正常人順暢而產生不規律的停頓；但當患者病情經過中期進入晚期，其書寫與閱讀能力

會幾近於零，說話時也只能產出簡單的辭彙甚至於單字，其表達能力近乎於啞(Tanner, 

2003 ; Zandi& Ham, 2012)，所以病人在這時期所殘存最多的語言能力只剩下對言語的理

解，不過這理解能力也並非是完好無缺，所以本文決定對 AD 患者溝通能力的研究範圍

縮小至語句的理解能力做探討，以掌握患者的理解能力與困難點而為其照顧者找到與之

溝通的方法，讓罹上阿茲海默症的病人的聲音還能被世界聽見，也能幫助醫療團隊對患

者進行適當的語言治療。 

目前，也已有許多學者對此阿茲海默症的語言理解能力做研究，例如：Rochon et 

al.(1994) Grossman,、 Trullen & Mondrego Pardo (1996) 、Grossman, Mickanin, Robinson, & 

D’Esposito (1996)(1997)、Waters, Rochon, Caplan (1998)、 Price & Grossman(2005)。他們

發現阿茲海默症患者難以處理句中動詞對於論旨角色(thematic role)的限制；每個動詞都

對於其「及物性」(transitivity) 與句中「論旨角色的知識」(thematic role knowledge)賦

予訊息和限制，而論旨角色的知識即是說明了在句中「誰可以對什麼人事物做何事」

(“Who can do what to whom”)，是被動詞廣泛地從語意與概念的方面所限制(Price,& 

Grossman, 2005)，而對於罹上阿茲海默症的患者即會喪失這樣的知識，例如 “The 

[police/fire] listen closely from behind.”一題，對於患者並非容易，並非能輕易地處理

“listen”此一動詞限制了主語必須為有生命之條件的知識；除此之外，患者在具有多重命

題的句子同樣會產生困難，例如以連詞連接兩個動作的句子(The dog followed the lion 

and pulled the dog)，或者為從屬子句(The horse kicked the elephant that touched the 

dog.)…..等等，不過他們發現患者在被動句(The elephant was pushed by the cow.)、分裂句

(It was the dog that the horse passed.)、以及帶有與格之句子(The elephant pull the dog to 

the horse.)皆不會造成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理解障礙，所以國外許多學者皆認為阿茲海默

症患者的理解能力並不會受到句子的複雜程度所影響，能適當地理解含有一個命題的所

有複雜句。 

反觀國內，雖然有許多學者對於阿茲海默症患者進行了許多研究，然而他們多致力

於尋找其病因和治療方法，或是對他們記憶喪失的狀況做研究，例如：張嘉麟(2015)；

趙建剛、顧艷秋、蔡景宏、奚明德(2010)；王雅齡、花茂棽、張文能、盧成憲(2007)等

人；不過針對於患者的語言能力，就極少有深入的研究，就連同樣是以中文為官方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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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大陸對此的研究也寥寥無幾。然而中文與英文之間存有許多差異，如果將國外對

英語患者的研究完全套用於中文患者身上，可能有一些中文患者才具有的其他障礙即會

被忽略，或是中文患者沒有的困難，卻被同樣看待而使對其的評估治療不夠準確。 

本文將對阿茲海默症患者進行聽句子做論旨角色知識的測驗，以印證是否中文患者

與對英語患者的研究結果相同，同樣會表現出理解困難；然而除此之外，如前文所述，

中文與英語存在許多差異，例如中文獨特的「把」字句型並不見於英文之中，且具有許

多語法特徵，至今其語法的使用規則在國內仍是眾說紛紜沒有一定論，而難以向華語學

習者解釋其中文法，所以本文也欲探討 AD 患者在理解如此複雜困難的句型時，表現是

否也仍不脫於過去英文研究的論點：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理解能力皆不會受任何單一命題

的複雜句型影響；而此一論點也將在最後一個「時態辨別」的理解實驗做不同層面的探

討，因為中文和英文句子中對於時態的表現方法十分不同：中文的時態表現並不如英文

是以加入詞綴(例如：-ing, -ed)的方法表現，而是在句中加入單字詞彙以表達各種時態(例

如：了、過、正)，所以本文將以中文中表達完成式的「了」字句和現在進行式的「正…

著」之句型對 AD 患者做其中的時態辨別測驗，以探討 AD 患者是否真的能在單一命題

的句子中完全理解語意，包含了對於時態的理解。 

雖然每個患者的臨床表現皆不完全相同，所以研究的結果可能無法總結說明所有阿

茲海默症患者的理解能力，不過儘管如此，在每一位患者身上研究出沒發現過的理解缺

陷，都能增加我們對於此病症的掌握，幫助找出與患者達成良好溝通方法和對其適當的

治療方式。 

 

文獻探討 

一、阿茲海默症介紹及病症之綜述 

    就如在緒論中提到，阿茲海默症是大腦皮質萎縮伴隨著與記憶有關的神經迴路受到

破壞，這種破壞會造成大腦皮質細胞、多種神經傳導物質(尤其是乙醯膽素)形態上的改

變(Bartus, Dean, Beer,&Lippa, 1982；Braak, 1991)，一種是在細胞外形成澱粉樣斑塊

(amyloid plaque)，又稱老人斑(senile plaque)，另一種則是神經纖維糾結(Neurofibrillary 

Tangle)。這些種種器質性的不正常衰變現象，最早是主要出現在海馬迴(Hippocampus)

和前腦基底核(Basal Forebrain)，而後逐漸也發生於額葉(邱浩彰、徐榮隆、林文勝，2001; 

Bayles, 2003)造成患者許多認知能力下降，包括記憶、語言、時間與地點方向感和判斷

與解決問題的障礙(邱浩彰, 徐榮隆, 林文勝, 2001)。除了行為問題之外,還有可能出現不

正常的行為表達、無法溝通，具有攻擊性、自制力不足以及情緒障礙，甚至是人格的變

化，常會使得照顧者和整個家庭精神造成相當大的負荷(巫採微 1995)。 

 

二、阿茲海默症患者語言能力喪失之成因和臨床表現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會隨著時間加劇病情的疾病，所以包括患者的語言能力也會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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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當一個人後天因某腦區受損或病變，造成語言能力如聽、說、讀、寫部分能力喪

失的狀況，我們稱之為失語症(aphasia) (徐道昌、吳香梅、鍾玉梅， 1978 )，然而阿茲

海默症的失語症狀與一般的失語症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一般的失語症，如 Broca、

Wernicke 失語症患者，皆是腦部的某語言區受損，而直接影響到該區的語言功能，例如

Broca 失語症是腦中主要負責語言表達的布洛卡區(broca’s area)受損造成其表達障礙；而

Wernicke 失語症是腦中主要負責語言理解的韋尼克區(Wernicke area)受損造成了理解障

礙(曾進興，1996)，雖然兩個語言區的功能並非如此分離，但其語言障礙的表徵與受損

之處皆是非常直接關聯的；反觀阿茲海默症，他們的失語症狀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記憶，

是由於腦中掌管著記憶功能的海馬迴和前腦基底核受損，導致其記憶容量、注意力還有

接收訊息與提取知識以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繼而造成其溝通障礙(Bayles, 2003)；相較

來說，阿茲海默症語言障礙的成因並非如此單純直接，所以造成的失語症狀也會複雜許

多，且較為全面，例如在病發初期出現的找詞困難、一再複述自己敘述過的內容、難以

一次理解多句成篇的故事、以及對於幽默、諷刺、推論等等關於語言中表面意義以外成

分的敏感度降低；而當病情處於晚期，則書寫和閱讀能力最終會完全喪失，且只能說出

簡單詞彙，除此之外，還會出現語句的音調錯誤、無意識地模仿他人言語、語速快而不

具溝通效用地胡言亂語(Tanner, 2003 ; Zandi& Ham, 2012)，是隨著病情的惡化，在說、讀、

寫各方面的能力皆會出現不同階段性不同程度的損害。 

 

三、阿茲海默症在語句中理解障礙之研究文獻探討 

上文，本文大致敘述了 AD 患者在語言能力上的各種障礙，而其中可以發現：當患

者的病情到了晚期時，將會無法成句說話，也無法閱讀和書寫，然而，患者的聽力並不

會有所損傷，理解能力也並不會全失，所以這是患者一直到病情晚期唯一能與外界溝通

的能力；不過雖然患者的理解能力並不會完全喪失，也並非能完全理解。所以，掌握阿

茲海默症在語句中的理解能力，找出其中困難點，可以幫助照顧著找到與患者溝通的方

式，使患者不會被排除於整個社會之外；然而，國內對於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研究，多是

注重罹病的原因和治療的藥物及方法，或是供心理學家研究其認知缺陷，例如：張嘉麟

(2015)；趙建剛、顧艷秋、蔡景宏、奚明德(2010)；王雅齡、花茂棽、張文能、盧成憲(2007)

等人，不過針對於患者的語言能力，就極少有深入的研究，實在仍有很大的空間探討關

於其語言理解的障礙，就連同樣是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中國大陸也極少對此做研究，縱

使王荫华和王健(1999)曾探討過三位不同 AD 程度的患者之語言障礙，但此實驗是綜合

性地分別記錄三者的語言特徵，並在整理分析過後，發現早期病人的語言能力在各方面

(理解、書面、命名、複誦)都有輕微障礙，而後逐漸隨發病時間趨向 Wernicke 失語症，

即為口語表達流暢，但語言理解能力在患者病情愈嚴重的同時也愈降低；在此研究中，

並沒有側重於阿茲海默症的理解能力，只是概括說明患者出現語言障礙的臨床表徵，而

無法具體了解其患者理解能力的困難點，以幫助照顧者與之溝通或語言治療師對其的語

言治療；所以在接下來的文章，本文將探討在過去國外的研究中所發現到 AD 患者存有

的各理解障礙，進而探討中文 AD 患者在理解能力上可能存在的困難。本文將對於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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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語句中不同層面的理解能力依序分段討論，分別為：論旨角色知識的掌握能力、

對各複雜句的理解能力，以及辨別語句所表達的不同時態之能力。 

 

三-1、論旨角色知識的掌握能力 

「論旨角色知識」(thematic role knowledge)，在本文的緒論提及過，是指句中動詞

對從事動作者的主語，或接受動作的賓語所在語意上的限制條件知識(Price,& Grossman, 

2005)，例如 “The door is singing.” 一句即是違反論旨角色知識的句子，因為“sing”一動

詞，就賦予了主語必須為有生命且能說話之限制訊息；而除了限制主語的例子，也有動

詞對賓語限制的例子，以中文舉例： “我握著一首歌。”一句也違反了論旨角色知識，

因為「握」一動詞限制了承接其動作的賓語必須為實體之條件，而「一首歌」不為實體

之物；從此兩個句子可以發現，當句子違反了論旨角色知識，整個句子即失去語意

(meaning)，所以一般正常成人多能快速察覺其錯誤：然而 Grossman, Mickanin, Robinson, 

& D’ Esposito (1996)(1997)曾在使 AD 患者聽句子判斷對錯的任務中，發現罹患阿茲海默

症患者對於違反論旨角色知識的句子，難以發現其錯誤，而對 AD 患者的理解障礙研究

埋下新的種子。之後，Price & Grossman(2005)又對阿茲海默症患者做了關於「論旨角色

知識」的測驗：在此實驗中，施測者先請患者聽一目標字(target word)，接著播放一個

句子請患者在聽見前面聽到的目標字時立即按下電腦的空白鍵，而這些實驗句子其中包

含論旨角色知識違背的句子，例如 ‚Rocks emerge between clouds on clear……‛(目標字

為 ‚clear” )，與相同數量之沒有違背論旨角色知識的正確句子(Stars emerge between 

clouds on clear……)，另外在這兩種句子中，各含有目標字直接在動詞之後的句子，以及

目標字延後四個音節以上出現的句子1。在這實驗中，作為控制組的正常老年人，在不

符合論旨角色知識的句子中，由於他們需要花更多時間理解錯誤句子的語意，所以反應

皆會較慢，尤其當目標字緊接於和主語不符合條件規則的動詞後時，正常人的反應尤其

會比在目標字延後出現的句子之下來得緩慢；然而，AD 患者在不符合論旨角色的句子

中，不僅沒有如控制組需要花更多時間反應；且當目標字緊接於錯誤句子的動詞後，AD

患者也沒受到太多的影響，所以 Price 與 Grossman 認為阿茲海默症患者在語句中，對

於論旨角色知識違背的察覺能力已明顯不如正常人敏銳；不過本文欲探討中文患者和英

文患者之差別：是否中文患者對於論旨角色知識的掌握能力，同樣皆會有相同的理解障

礙。 

   

                                                      
1
此實驗在每一個句子都包含了四類：以論旨角色知識違反的有無，以及目標字是否延遲出現作為分類依

據，例如：第一類句子為符合論旨角色知識，且目標字緊接於動詞之後 ex.The turtles crawl through dry grass 

toward……，目標字為 ‚through‛；第二類句子為符合論旨角色知識，且目標字延遲出現於動詞之後

四個音節以上 ex.The turtles crawl through dry grass toward…..，目標字為 ‚toward‛；第三類句子為不符

合論旨角色知識，且目標字緊接於動詞之後，ex.The birds crawl through dry grass toward……，關鍵詞為 

‚through‛; 第四類句子為不符合論旨角色知識，且關鍵詞延遲出現於動詞之後四個音節以上，ex.The 

birds crawl through dry grass toward……，關鍵詞為 ‚toward‛。四種句子由於句子皆相似，所以分別會

在不同天進行測試，避免受試者產生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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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對各複雜句的理解能力 

關於過去對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理解能力研究，除了發現患者對「論旨角色知識」的

掌握能力缺損以外，在 Waters, Caplan 與 Rochon(1998)的實驗中，更提出了兩項對於

AD 患者理解能力的論點。他們請 AD 患者看一段 8 秒的影片，在這 8 秒之中，同時播

放 2 秒的句子，請患者判斷句子的語意與影片是否符合，正確答 “yes”，錯誤則答 “no”。

而在這些句子中，包含了九種不同簡單至複雜的句型，包含： 

 

1.一般主動句(Active)，例如：The lion kicked the elephant. 

2.連接另一個名詞或名詞片語的一般主動句(Active Conjoined Theme)例如： 

The pig chased the lion and the cow. 

3.含有與格句子(Dative)2，例如：The elephant pulled the dog to the horse. 

4.省略動作執行者的被動式(Truncated Passive)，例如：The pig was touched. 

5.一般被動句(Passive)，例如：The elephant was pushed by the cow.  

6.強調受詞之分裂句(Cleft Object)，例如：It was the dog that the horse passed.  

7.原為受詞的先行詞作為主詞的關係子句(Object Subject)，例如：The horse  

kicked the elephant that touched the dog.  

8.原為主詞的先行詞作為受詞的關係子句(Subject Object)，例如：The dog that  

the pig followed touched the horse. 

9.連接兩個句子之句型(Conjoined)，例如：The elephant followed the lion and  

pulled the dog. 

 

最後結果發現：AD 患者在上述的 1 到 6 句型正確率皆與控制組相似，但 7 到 9 之

句型的正確率卻明顯差於控制組，然而，此造成患者之理解表現明顯低落的三種句型，

即是包含了兩個命題(proposition)，也就是包含了兩個陳述內容，所以 Waters, Caplan 與 

Rochon(1998)認為患者難以處理多重命題的句子；而這發現如果跟上段關於患者對於論

旨角色知識的困難一起看，可以發現皆與患者受損的記憶有關：由於患者腦中的記憶功

能受損，所以難以從腦中提取句子中所提到動詞中該有的論旨角色之知識，就如同

Bayle(2003)所述：由於阿茲海默症患者記憶的缺陷，所以他們對於需要提取語言中的概

念與意義之工作，並非能如正常人處理得快速且得當；也由於他們記憶容量的減少，無

法維持住所有語句的內容訊息，而對於具有兩個命題的語句產生理解困難，因此本文藉

此推論：凡對於理解能力可能牽涉到記憶的語句，對於阿茲海默症皆是困難的，  

                                                      
2
 Šarid(2008)解釋有兩種類型的與格(Dative Case)，一為典型(Prototypical)的一類，也就是當主詞使受詞在

具體或暗喻上的移動位置時，此與格的角色會間接被此動作影響而接受受詞，例如：They gave the letter to 

Ivan.一句，Ivan 即為與格；在漢語中，錢乃榮主編的《現代漢語概論》也舉出含與格的例子：「張老師教

我們數學。」、「稱他黑大個兒。」，此兩例子即也屬於Šarid 所說的此典型一類(前句是將數學能力轉移於

「我們」身上；後句則是將「黑大個兒」的暱稱轉移到「他」身上)；而文中實驗裡的句子為Šarid 解釋的

另一類：表達空間(Spatial)之類型，此類的與格是表示句子中動作的方向，同樣與對詞產生間接關係。例

如：I am walking toward Ivan.，此時 “Ivan”即為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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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實驗中，除了發現患者難以處理多重命題的複雜句以外，此實驗還顯示出了另

一項發現，那就是 1 到 6 的句型，在這些僅有一個命題的各種類句型，患者的表現與控

制組幾乎沒有差別，所以此實驗也提出了只要句子僅含有一個命題，患者即不會受到句

子的複雜程度所影響的論點。而關於這個論點也一再地被許多的實驗證實(Rochon et al, 

2000；Waters,& Caplan, 2002)，而 Taher Zandi和Richard J. Ham(2012) 也在《New Directions 

in Understanding Dementia and Alzheimer’s Disease》一書中，也直接下結論提到阿茲海

默症患者能夠處理單一句子的問題(single- sentence question)(此指的應為單一命題)，且

能在進行語言理解時良好地處理複雜的語法規則。                                                                                                                                                          

然而，如果就直接結論為所有的阿茲海默症患者對於任何複雜句型皆能完好的理解，

尚且言之過早，尤其在還沒有探討如此獨特於印歐語系語言的漢語時，並不能如此輕易

地將國外英語研究的結果直接套用於以中文為母語的阿茲海默症患者身上；舉例來說，

中文裡的「把」字句即是十分特別的複雜句型，雖然「把」字句型，僅僅是在句子中多

加了「把」字，但卻隱藏著許多規則，是在印歐語系語言中也沒有相似的句型存在。朱

慶明(民 94)就曾分析過此句型，他寫道：  

 

   「在“把”字句中，主語通過動作對動作的對象即“把”的賓語產生某種影響 

，這個影響，可能是使對方移動位置，也可能是使對方發生某種變化等。」 

 

且他將把字句分成兩種類型： 

1. 可以轉換為普通的動詞謂語句。例如：「快把他叫來」→「快叫他來。」； 

「你把衣服洗乾淨了沒有?」→「你洗乾淨衣服了沒有。」 

2. 特殊的把字句，不能轉換成普通的句子。這種把字句是在動詞之後加上 

「在」「到」、「給」、「成」等介詞即介詞的賓語，形式非常固定，不能轉換 

成普通的句子。例如：「請把本子放在桌子上。」、「他們已經把車子開到樓 

下來了。」 

並整理出把字句的規則如下： 

1. 把字句的動詞應該要為動作動詞。非動作動詞如：是、有、像、屬於、存 

在；贊成、希望、覺得、相信、主張、同意、要求；看見、聽見、聞見、 

感覺； 

上、下、進、出、回、過、起、到一般都不能使用於把字句中。 

2. 否定副詞置於「把」字之前。「不」、「沒」、「未」、「別」、「不要」等否定副 

詞應該置於「把」字之前，而非在於動詞之前，例如：「你別再把衣服弄髒 

了阿!」、「你不要把問題說得這麼嚴重。」 

3. 能願動詞置於把字之前。「想」、「要」、「必須」、「得」、「應該」、「可以」、 

「能」等能願副詞應該「把」字之前，而非動詞之前，例如：「我想把事情 

全告訴你。」、「你可以把信直接寄給他。」 

4. 時間詞應該置於「把」之前。按照漢語的語法要求，時間詞作狀語可以在 

主語之前，也可以在主語之後，謂語之前，而在「把」字句中，表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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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語一般要放在「把」字前面，主語之後，例如：「你現在把他們都請出 

去」、「我希望三天以內把這些書看完。」 

5. 把字句的動詞必須要有後續成分。後續成分包括賓語、補語等，也可以重 

複動詞，或動詞後加「了」一字，例如：「我們應該把作業做完。」、「你們 

把麵包都吃了?」、「請你把衣服洗洗。」、「請把帽子給我。」 

  

從上述來看，「把」字句的句法確實十分複雜，含有許多隱藏的規則，包括句子結

構的變換，與使用其句型的時機等，就連國內現今對「把」字句規則與使用的研究也尚

未定論，例如于嵐(2008)對把字句的類型更是以其補語表達的內容分為 17 類，包含位

移型把字句、確認型把字句、使成行把字句……等等，本文即不多詳加解釋，然而這可

以顯示出把字句的複雜性，是就連以中文為母語者都很難為之分門別類、並定義完善規

則的句型，而當然對於國外學習華語者也非常難掌握恰當，例如「他吃完飯了」或是「他

把飯吃完了」在英語裡都僅有 “He ate the meal.”一句能表達；另外，在使學習華語者翻

譯 “Xiao Wang 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一句時，多數也只能翻為「小王放書在桌子上」，

而非「小王把書放在桌子上」。(于嵐，2008) ，因此他們在語言交際的場合也很少使用

把字句(李寧、王小珊，2001；劉頌浩，2003)，所以此即證明了「把字句」的特殊性，

且是與英語差異甚大以致於華語學習者難以掌握。所以回到阿茲海默症的理解能力上討

論，雖然國外英語學者大多皆認為患者的理解表現並不會受到句子的複雜程度影響，但

是否這結論也包含了如此特殊複雜的「把」字句型，本文仍欲加以實驗探討。 

 

三-3辨別語句所表達的不同時態之能力 

最後本文要討論的是關於 AD 患者對於時態的掌握，關於對時態的區辨，國外也比

較少做研究，不過以色列國的 Kavé & Levy (2003)曾為此做過實驗：他們設計了 48 個希

伯來文的句子，其中包含了四類： 

 

1. 時態變化3與表示過去時態詞句4一致的句子，例如：Ha-nexed BiQeR etmol. 

 (The grandson visited yesterday.) 

2. 時態變化與表示過去時態詞句不一致的句子，例如：Ha-nexd-a te-VaQeR  

Etmol. (The granddaughter will visit yesterday.) 

3. 時態變化與表示未來時態詞句一致的句子，例如：Ha-nexad-im ye-VaQR-u  

maxar. (The grandsons will visit tomorrow.) 

4. 時態變化與表示未來時態詞句不一致的句子，例如：Ha-nexad-ot BiQR-u  

Maxar. (the granddaughters visited tomorrow) 

 

                                                      
3
 此實驗僅測驗未來式與過去式，而其變化分別如同英語的 will+原型 V、V-ed，而此實驗由於是希伯來

文，變化非常複雜所以本文暫不說明，但仍是具有規律之變化。 
4
 表示過去時態詞句(temporal expression)，指的是句中直接表示時間的詞彙，而在此實驗中僅以 “etmol”、 

“maxar”(如同英文中的 “yesterday”、 “tomorrow”)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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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48 個句子以機器播放，以聲音的方式呈現給 AD 患者，再要求患者判斷句子的

對錯；而最後實驗結果顯示出阿茲海默症患者對於此項測驗並沒有困難，而提出患者能

正確掌握句子時態的論點，此時也應證了上文提到之英語研究中的論點：當句子只要為

一個命題，AD 患者的理解能力皆不會受到句子的複雜程度所影響，就連希伯來文 AD

患者在時態上的理解能力也不例外。 

然而本文仍想討論中文患者在時態上的理解能力，因為關於中文獨特於其他語言之

處，當然不只有「把」字句等複雜句型的差異，時態的表現也和許多語言不同，在許多

語言中(此指印歐語系與希伯來文)，時態變化都是以加詞綴表示，例如英文過去式是在

詞尾加上「-ed」；在現在進行式是以「beV + Ving」做變化；不過在漢語中，各個成分

移動自由，往往是以意治形，並沒有嚴格的句式結構和形態變化，其中表達時態的也幾

乎都是以虛詞表示 (錢乃榮等人，2007)，而本文認為此種時態的表現方式，可能也需

要採取不同的理解策略，進而影響到 AD 患者的理解表現。在多種時態中，本文決定先

以中文中的「了」字句與「正…著」句型作探討，因為雖然這兩種句型在表達時態時，

皆可以分別作為英文的完成式和現在進行式作理解，然而，困難的是「了」與「著」兩

字都還有多重的語意，就如朱慶明(民 94)整理道：「了」除了可以為表示為動作事件已

完成或發生外(ex.他吃了一個麵包。)，也可以表示為事情發生的情況(ex.他把飯吃完了。、

他進去商店了。)、事情發生的變化(ex.他不去長城了。)，與表示動作的結果(ex.你找到

大衣了?)；「著」也除了可以表示動作進行中之外(ex.他們在看著電影呢)，也可以表示事

物的存在(ex.牆上掛著一幅畫。)，與伴隨的動作與狀態(ex.他喜歡躺著看書、他紅著臉

說 ‚不客氣‛。)。所以 AD 患者在理解這兩種句型時，必須先判斷此「著」與「了」

在語境裡所扮演的功能，決定是否其表示的為不同時態，才能再進行分辨理解；所以本

文欲探討是否 AD 患者同樣能處理此有另一層難度的句型，並且先以此兩句型的時態作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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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在前文中，本文整理了過去的文獻，可以看出學界對中文的阿茲海默症患者在語句

理解的研究數量明顯落差於對國外對其之研究，而本文也向讀者說明了中文與其他語言

(印歐語系和希伯來文)在其根本語言上的不同之處，以說明研究中文患者之必要，而本

文即是要通過在中文AD患者身上實驗，以驗證國外AD患者在語句理解上的研究結果，

進而找出並分析結果的差異，同時補充學界對阿茲海默症掌握。 

而，而期待患者將會推翻此論點，並且發現其理解能力仍是會被語句的複雜程度所

影響。 

 

實驗一.A：論旨角色知識限制 

 

在本文實驗一中，即將驗證中文 AD 患者對論旨角色知識的掌握能力，是否與國外

研究結果一致：也有此理解缺陷，並且即將進一步分析其中對論旨角色知識的理解困難

之處。 

 

參與對象 

受試者是一名 AD 患者作為實驗組和一名健康者作為控制組參與實驗。兩者為求對

照，所以性別、年紀和教育程度皆相似：AD 患者年齡 60 歲，健康者年齡 65 歲；AD

患者教育程度和健康者教育程度皆為國小畢業，性別也同樣為女性，而其中 AD 患者的

阿茲海默症是經由台北馬偕醫院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診斷，現今已經被診斷為重度

患者，除此之外，經過台北馬偕醫院的診斷，患者沒有罹患其他神經疾病和任何病毒感

染以另外影響其智力和認知能力，但目前有服用藥物已穩定自身情緒；控制組健康者，

則沒有任何精神疾病和服用任何精神藥物。本文實驗都是在受試者同意之下(AD 患者則

是已經過監護人同意)參與本研究。 

參與對象的個人資料統整如下： 

 

 性別 年紀 教育程度 

AD患者 女 60 國小畢業 

正常控制組 女 65 國小畢業 

                   表(一) 參與實驗對象之個人資料對照 

 

而使參與對象在性別、年紀以及教育程度都相似(如上表)，是為求實驗結果不受其

他條件影響，而能更準確地使結果的差異只限制於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有無。 

實驗材料 

總共有 20 句句子，完全正確的句子有 10 句，而錯誤的句子也有 10 句，而將正確

句子與錯誤句子的數量刻意設計為各半的比例，目的是避免受試者在作答多次同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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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產生預期心理，而在沒有經過思考即猜測答案。在此 10 句中，錯誤的類型分為三

類：一. 主詞與動詞搭配錯誤：意即句子中的主語在論旨角色知識中，違反了動詞對其

的限制，例如：「這些報紙響起了鈴聲」一句，其「響」之動詞就賦予了主語必須為可

發出聲音之物之條件，例如可以說「電話響了」，因為電話會發出鈴聲，而「這些報紙」

即不具有此條件，為無法發出聲音之物。二. 動詞與賓語搭配錯誤：指句子中的賓語在

論旨角色知識中，違反了動詞對其的限制，例如：「爸爸在讀麵包」一句，其「讀」一

動詞即限制了其賓語必須要具有可讀之文字，所以可以說「爸爸在讀報紙」，但並不能

說「爸爸在讀麵包」，因為「麵包」不具有含文字之條件。三.動詞與補語搭配錯誤：則

為句子中的補語違反了動詞對其的限制，例如「他坐在大海上」一句，其「坐」限制了

其後加的地方補語必須為實體可坐之地，例如可以說「坐在椅子上」，然而「大海上」

指的是海面上，為液體不可坐之地，其違反了論旨角色知識。具體所有錯誤句子與其所

屬種類整理如下：  

 一.主詞與動詞搭配錯誤 二.動詞與賓語搭配錯誤 三.動詞與補語搭配錯誤 

      

角 

色 

知 

識 

違 

反 

論 

旨  

Ex. 

1.「這些報紙響起了鈴聲」 

2.「那瓶牛奶在聊天」 

3.「這件外套滑倒了」 

4.「他的母親在天空飛行」 

5.「她的皮膚滾了」 

Ex. 

1.「爸爸在讀麵包」 

2..「那個年輕人聽見了香

菸」 

3.「我遇到了直升機」 

Ex. 

1.「他坐在大海上」 

2.「這隻鯨魚游在樹上」 

                    表(二) 實驗材料之錯誤分類 

 

之所以將動詞的錯誤搭配進一步以不同詞性作為分類，是由於本文想進一步探究不

同詞性與動詞的不同搭配對於患者，是否有不同的難易度；就如前文提到：「論旨角色

知識」是句中動詞對於不同論旨角色(主語、賓語、補語等等)的不同限制，然而每個動

詞謂語句必定會出現主詞和動詞(不一定有作為賓語的受詞或作為補語的副詞)，甚至許

多句子只要有主詞和動詞就能成句，例如：「花謝了。」、「他離開了。」，但沒有只有動

詞和受詞或和副詞的句子，也就是說：動詞和不同詞性的詞彙所搭配的句子頻率，是有

所不同的，不過此頻率是否和患者的理解表現相關，本文欲加以探討而做此分類。 

另外，所有的 20 句句子不照分類，以隨機方式排列。所有的句子都設計為現在時態，

且由於 Rochen et al.(1994)發現 AD 患者難以理解具有兩個以上命題的句子，所以每一題

句子皆短(控制在 6 至 10 字)，且只有一個命題，以不增加其他變因，單純測試受試者是

否在理解語句的過程中，能正確提取論旨角色知識，且能分辨正確與錯誤句子之間的差

異。  

 

實驗方法 

    請受試者聽 20 句句子，每一句都是經由試測者唸讀，受試者在聽完每一句即被要

求判斷對錯。在實驗過程中，不限制受試者時間，且在受試者沒有聽清楚或忘記題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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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求施測者再重複問題，以讓受試者有足夠時間思考，不受環境噪音和自身記憶的

限制影響理解能力，但在患者需要較長的反應時間或要求施測者時，施測者會作記於其

上， 因為可以同時反映出題目對於患者的各理解難度。 

 

實驗結果預測： 

在前文的文獻探討部分提及了 Grossman, Mickanin, Robinson, & D’Esposito 

(1996)(1997)以及 Price & Grossman(2005)曾在 AD 患者身上做對於選擇性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查找的測驗，他們皆發現患者的在此的理解能力已有缺損，而無法如正常人

一般迅速地將詞彙與其選擇性限制作連結，然而雖然本實驗是以中文句子做研究，與國

外研究有不同之處，但由於此任務可能牽涉至記憶，而記憶的缺損是阿茲海默症無論國

家、語言，皆有的特徵，所以本文同樣預期中文阿茲海默症患者在本文實驗中，表現也

會受到記憶缺損的影響而不如控制組；不過本文預測患者在實驗材料屬第一類：主詞和

動詞搭配錯誤的句子，會因為使用頻率較高較為熟悉，其論旨角色知識也會比較穩固，

而較容易答對，能較輕易地發現其中錯誤。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在實驗一的論旨角色知識的提取實驗中，AD 患者在 20 題中錯誤題數 5 題，正確題

數 15 題=正確率為 75%；65 歲正常老年控制組則是在 20 題中錯誤題數為 0，正確題數

20=正確率為 100%。在 AD 患者出現錯誤的題目中，兩題為正確句子而患者認為有誤，

三題為錯誤句子而患者並未發現 

    進一步分析，以下是患者回答錯誤的句子 

 

正確的句子患者認為錯誤                       錯誤的句子患者認為正確                  

1.那名警察追著犯人 

2.這個杯子裝滿了熱咖啡 

1.我遇到了直升機  

2.這件外套滑倒了 

3.他坐在大海上 

                           表(三) 患者答錯之句子 

 

在這實驗中，顯示出了三個關於阿茲海默症的句子理解缺陷特徵： 

一. 能大致明白句子中詞彙的語意，但對於語意相似的詞彙之界線變得模糊 

    這在「我遇到了直升機」與「這件外套滑倒了」的錯誤可以發現。此兩句如果

將其修正為正確，應分別為「我看見了直升機。」和「這件外套滑掉了」；而將正

確與錯誤的句子相比較，可以發現其中差異十分細微：前者為「遇到」和「看見」

之差異，兩者皆有「見到」之語意，但「遇到」有被動地、沒有預期地讓「看見」

之事情發生，例如「我遇到了我的老朋友。」、「他去百貨公司，剛好遇到大拍賣。」，

所以遇到後面所接之受詞，可以為人或事，但不可以為無生命之「物」，因為無生

命之「物」並不會主動動作或主動發生變化，使人被動「遇見」，所以應為主動地

「看見」，而非遇見；而另外一組的差異為「滑倒」、「滑掉」之分別，兩者皆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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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而真正的差異在其中的補語：「倒」與「掉」，依照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解釋：「倒」為「人或豎立的物體因本身或外來因素而橫躺下來。」；而「掉」

為「落下」，所以在相比較之下，「外套」既不為人，也不為豎立的物體，而不能接

「滑倒」之詞，該為表示因「滑」而落下之「滑掉」之詞。反觀來說，如「這些報

紙響起了鈴聲」、「那瓶牛奶在聊天」等其他違反論旨角色之句子，其錯誤就較為明

顯(並沒有語意相似的詞彙，能在代換以後而將其修正)。所以 AD 患者對於詞彙的

語意理解能大致掌握，但並非毫無受損，其對於詞彙語意的組成成分(即義素)的掌

握能力會逐漸喪失，以致於難以分辨語意相似的詞彙之界線。 

二. 動詞和賓語或與補語的搭配比動詞與主語搭配更為困難於患者 

這在上表患者答錯的「他坐在大海上」一句可以有所解釋，這是屬於實驗材料

第三類的句子，雖然屬於此類的另外一句(那隻鯨魚游在樹上)答對，但患者在答這

一類題型與第二類題型，例如：「爸爸在讀麵包」、「那個年輕人聽見了香菸」，反應

時間都明顯比第一類還要慢許多，甚至幾乎每一句屬於二三類的句子都要求施測者

重複。以下為患者回答正確但反應時間較長的句子： 

 

1.「爸爸在讀麵包」 

2.「那個年輕人聽見了香菸」 

3.「這隻鯨魚游在樹上」 

 

而如果將患者在每一類型錯誤句子回答的表現(包括反應時間)加以整理，可得： 

           圖(一)患者在各類型之論旨角色知識違反之句子的理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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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可知，患者在第一類──主語和動詞搭配錯誤的句子，對患者來說最無

困難，幾乎皆能快速地發現其中錯誤(其中回答錯誤的唯一一題即是上文提到過關於

近似義的區辨)；然而，第二與第三類動詞和賓語、補語的搭配錯誤，每一題對 AD

患者來說皆為困難，不是回答錯誤，即為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判斷，所以 AD 患者對

於動詞對主語的搭配錯誤比對賓語和補語的錯誤還要敏感得多，然而這結果也符合

前文的實驗預測，的確患者在論旨角色知識中，較為熟悉動詞對主語的限制，而這

樣的推論可能也適用於一般正常人，可能一般正常人皆對於主語和動詞的搭配之掌

握最好；此外，這實驗結果還有受到一個因素影響：在第一類句子的「這些報紙響

起了鈴聲」一句，當我們聽到報紙「響起」，就會馬上發現錯誤，即使句子尚未聽

完也不可能判斷為正確；然而，如果像是第二類的句子：「爸爸在讀麵包」，我們會

在聽完整句至「麵包」才會發現錯誤，而再無法理解時回想句子前面出現過的詞彙，

確實有可能需要較多時間，但患者在二三類型句子思考所需要的時間，遠多於一般

人也是不可否認；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以中文為母語者之成人，大多都對主語和

動詞的搭配最為熟悉，然而因為患者在此論旨角色知識受損，才能更明顯地發現。 

三. 對可逆句與被動句有理解困難 

 

    上文表(三)左列兩個句子： 

 

                 1.那名警察追著犯人 

                 2.這個杯子裝滿了熱咖啡 

 

    此兩句是屬於正確但患者卻判斷為非，而在加以分析過後，發現「那名警察追

著犯人 」 是 20 題中唯一的可逆句，也就是就算句子倒過來成「犯人追著警察」

一句也可以為正確；而「這個杯子裝滿了咖啡」一句雖然不算是嚴格明顯的被動句，

如「我的車子被撞了」有「被」字，但「這個杯子裝滿了咖啡」的語意仍是有被動

意義：杯子並不是主動裝咖啡，而是「被」人以咖啡裝滿杯子，的確較為複雜。雖

然這兩句並不是當初設計測驗的本意，並沒有多加小心地放入了可逆句與被動句，

但也因此發現患者在此兩種句型的理解狀況與英文研究相差甚異，許多學者在英文

AD 患者身上實驗以後認為可逆句、被動句，並不會對他們造成理解障礙，然而本

實驗在此  

中文 AD 患者身上卻有相反的結果，不過因為可逆句與被動句只有各放一句，所以 

證據不足以證實，不過也代表了未來在中文 AD 患者身上，對於可逆句與被動句的  

理解，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間。 

 

整體來說，雖然中文阿茲海默症患者和英文患者一樣，在論旨角色的語意限制之掌

握表現皆明顯地比一般人差，不過在本文研究的個案身上，即使已經是重度患者，錯誤

題數也僅有 5 題，並不如英語研究的結果所述地差勁(在國外研究中，即使是主詞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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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搭配錯誤，AD 患者也一樣有理解困難)。因此，本次實驗顯示出中文阿茲海默症患

者對於論旨角色知識相較於英語患者較能掌握。 

 

實驗一.B：論旨角色語意限制 

 

與第一次實驗相隔二個月，本文再次以同一實驗材料對患者進行第二次實驗，以為

了追蹤患者在實驗一表現的狀況，是否理解能力會隨著發病時間下降，抑或是有所進步，

而將再進一步探究進步與退步側重的句型種類。與第一回實驗相隔 2 個月的時間。 

 

 

參與對象 

同第一回的 AD 患者，但此次僅欲對照第一回實驗的結果，是與患者自身狀況做對

比，所以並無控制組的參與 

 

實驗材料 

同第一回實驗，並無做任何變更。一樣分為三種類型的句子： 

一.主詞與動詞搭配錯誤。例如：「這些報紙響起了鈴聲。」 

二.動詞與賓語搭配錯誤。例如「那個年輕人聽見了香菸。」 

三.動詞與補語搭配錯誤。例如「他坐在大海上。」 

 

實驗方式 

同第一回實驗。 

 

實驗預測 

 此為實驗一的第二回實驗，其中第一回與第二回時間相隔了近二個月的時間，所以

本文預期患者的表現結果會受到發病時間的影響，所以預測患者將會再經過兩個月以後，

對於論旨角色的知識又會喪失一些，而使得其在此實驗的表現將不如第一回來得好；而

其中，由於第一回實驗的結果得出：患者不容易掌握近似義界線，以及其對主語和動詞

在論旨角色知識上的限制搭配最為熟悉，所以預期患者在第二回實驗中「這件外套滑倒

了。」和「我遇到了直升機。」兩句仍然無法理解以外，還預期患者在這段時間中的改

變，有可能由於其在動詞對補語和賓語的限制知識，原本就不比動詞對主語搭配的限制

知識來得穩固，所以使得錯誤率的提高會集中於第二類型動詞與賓語搭配錯誤之題目。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在 20 題中，正確題數為 19，錯誤題數為 1 題。從原本的正確率為 75%提升至 95%。

本文整理出了此次(第二回)實驗患者答錯、正確但反應時間較長的句子，以及其所屬類

型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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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但反應較長的句子 答錯的句子 

2.我遇到了直升機  

3.那瓶牛奶在聊天  

4.那個年輕人聽見了香菸 

1.這件外套滑倒了  

                    表(四) 錯誤與反應較長之句子 

 
                圖(二) 患者在各類型錯誤句子中的答題表現 

 

整理本次的實驗結果並且比較了第一回實驗一的實驗結果後，顯示出了兩個現象： 

一.練習效應(Practice Effect)能幫助阿茲海默症患者的理解能力 

在上回此實驗結束並沒有告訴患者正確答案與答錯的句子，然而患者二個月後

的第二次表現卻是進步，且依據上表，左列與右列的題目皆是設計為「錯」的題目，

也就是說，正確的句子患者不需要長時間反應思考，也不再認為是錯誤，而這即印

證了所謂的「練習效應」(Practice Effect)，根據 Jean L. Turner(2014)所謂的「練習效

應」，即是指：當同樣的測驗，在以相同的形式上，要求受試者作答不只一次時，

通常後者的表現皆會較好，因為在患者作答之前出現過的題目時，其實早就在第一

次就經過了「練習」。所以縱使第一回實驗並沒有告訴患者答案，但由於患者已經

作答過思考過，導致在第二回實驗中，患者表現明顯較好。而這樣的現象，顯示出

縱使阿茲海默症患者在記憶上有缺陷，以讓患者並無法記得自己做過同樣的測驗，

但其實在他們腦中仍有在持續運作認知的功能，且進行儲存學習過的知識與記憶，

才讓「練習效應」也能在此患者發生作用，而這更同時代表著患者可以靠重複的練

習來學習新事物，所以「練習效應」可以作為對 AD 患者進行語言治療的一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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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近義詞的差異界線仍然是最難掌握 

根據圖(二)，AD 患者仍在第一類型主語語動詞搭配之句子中出現錯誤，然而其

仍為「這件外套滑倒了。」一句，也就是說：患者再經過「練習效應」以後，仍然

無法區辨「滑倒」與「滑掉」之間的差異，而屬於語義上細微之錯誤的另一句「我

遇到了直升機。」在表(四)中也可發現，患者仍是需要花較長時間作答；因此，就

算同一測驗再做一次，在患者身上顯示出了練習效應，使得錯誤題數減少，但其對

於近義詞的差異界線仍然是最難掌握。 

 

實驗二.A：把字句的理解 

 

實驗二是以獨特的中文「把」字句做討論，探討 AD 患者在複雜結構下句型的理解

狀況，是否會和國外研究所得出的結果相同：只要句子僅有一個命題，不論是什麼樣複

雜的句子，AD 患者都能夠正確理解。 

 

參與對象 

同實驗一。 

 

實驗材料 

總共有 20 句句子，每一句都有「把」字的出現，但有 10 句符合規則(例如：他把

腳上的鞋子脫下了)、10 句不符合規則(例如：他已經把睡了一整晚)，但正確與不正確

句子並沒有順序之分。由於對一個句型的理解和掌握，即包含了其使用時機以及句式上

的規範，因此本文欲探討患者在此兩方面的理解能力是否會有所不同，而在不符合規則

的句子裡又分為三種類型：一.句子中的組成順序錯誤。此類型之句子是將正確地把字

句各個成分位置改變，例如「這次颱風把吹斷了許多樹」，正確應為「這次颱風把許多

樹吹斷了」。二.不完整的把字句。此類型型句子是移除句子中的必要成分，例如「這場

火災把很多人死了」，正確應為「這場火災把很多人燒死了」，不能缺少為謂語的「燒」

一字。三不該出現「把」的把字句。此類型的設計是在完整正確的句子中多加「把」字，

成沒有任何功能之詞，以測試患者是否能在理解「把」字的功能，而發現在此類句子中

為不該出現之累贅，例如「他已經把睡了一整晚」，不該有「把」字的出現，而「他已

經睡了一整晚」才是正確的句子。其中第一和第二類是專對句式上的掌握作探討；而第

三類即是專對使用時機；不過句式上的規範，也包括了「句子中各個成分該有的順序」，

和「句子中必要的成分」，因此又分別以第一和第二類作區分討論。 

整理如下： 

一.句子中的組成順序錯誤 二.不完整的把字句 三.不該出現「把」的把字句。 

Ex. 

我把書本夾了資料。 

Ex. 

這場火災把很多人死了。 

Ex. 

他已經把睡了一整晚。 

                        表(五)錯誤把字句材料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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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把字句測試實驗需要受試了解語句的內容，再判斷此「把」字句是否符合規範，

所以如同實驗一：每一句都為現在式簡單句、句子皆短、且只有一個命題。 

 

實驗方法 

請受試者聽 20 句句子，每一句都是經由施測者念讀，受試者在聽完每一句即被要

求判斷對錯 ，且實驗過程中，不限制受試者時間，也可以要求施測者重複問題。 

 

實驗預測 

由於國內沒有對 AD 患者做過把字句的理解測驗，所以本文僅能從國外反覆實驗的

結果推論；由於國外已多次對患者進行複雜句的測驗，包括分裂句、被動句、帶有與格

句子、以及連接另一個名詞或名詞片語的一般主動句等等，實驗結果皆顯示 AD 患者能

正確理解，不受句子的複雜程度影響，所以本文同樣也預測患者能完全正確地理解把字

句，對於實驗材料中不同類型之「把」字句的錯誤，也皆能察覺。 

 

實驗結果與討論 

    實驗二把字句理解測驗，AD 患者的表現比控制組還好。AD 患者在 20 題中錯誤題

數為 1 題，正確題數為為 19 題=正確率為 95%；相對來說，正常控制組錯誤題數為 5

題，正確題數為 15 題=正確率為 75%。AD 患者出現錯誤的句子為正確的把字句型誤判

為錯；而控制組則是在 4 句錯誤的句子誤判為正確，以及 1 句為正確的譬喻修辭句子(秋

天把葉子染成了紅色)，則判斷為錯。 

    而從此實驗結果可以推論出兩項對於阿茲海默症患者對於把字句理解能力的表

現： 

一. 患者對於把字句的語法規則的掌握能力的保留幾乎仍完好無受損 

     患者在第一類──組成順序錯誤的句子和第二類──不完整的把字句皆能快  

   速且正確地發現錯誤，此即說明了 AD 患者能掌握其語序，也知道其中的必要成， 

   說明了患者對於把字句的使用規則的掌握仍十分熟習，如一般正常人。  

二. 患者對於把字句的使用時機的掌握能力受損 

此實驗中，患者唯一出現錯誤為第三類──不該出現「把」的把字句， 

既不是語序的錯誤，也並非是句子組成成分不足，而為使用時機的錯誤；「他已經

把睡了一整晚」一句，患者無法錯誤，顯示出患者對於何時該使用「把」字句的問

題產生了困難，並不知道「一整晚」為無法使其改變之事物，不能使用「把」字句
5。 

三. 可能以刪減文字作為理解策略 

在第三類患者答錯的句子「他把睡了一整晚」中，除了使用時機的錯誤之外，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之特徵：即「把」字可以直接省略而成正確的句子──「他睡了

                                                      
5
 參照參考文獻中朱慶明(94)對把字句使用時機的說明：「在‚把‛字句中，主語通過動作對動作的對象

即‚把‛的賓語產生某種影響，這個影響，可能是使對方移動位置，也可能是使對方發生某種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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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晚」；因此，本文推論患者是在不確定「把」字是否能存在於此句之時，發現

能在直接忽略以後而為正確，所以當 AD 患者在進行言語的理解時，可能會以「刪

減文字」作為理解策略。 

然而在此實驗中控制組錯得題數卻比患者多，控制組錯的題型都在第二類型，例如：

「他忘記把雨傘還了」，雖然正確答案原本設定為「他忘記把雨傘拿去還」，或應該要在

「還」的後面加上「給」某人才正確；不過這種錯誤似乎過於細微，就連一般人也很容

易直接忽略，另外，在此實驗只有一題屬於第三類型，就算 AD 患者出現錯誤，也不足

以分析結果，所以為了讓實驗結果更為準確，在後文有再經過重新設計得出結果而再進

一步分析。 

 

實驗二.B：把字句的理解 

 

在實驗二.A 實驗中，發現實驗材料屬於第二類的：不完整把字句，因為設計不夠周

全而出現許多疑義，例如：「我把雨傘還了。」雖然最正確應該要為「我把雨傘還給+(人)」

或是「我把雨傘拿去還了」，然而現今許多人在生活中的確會省略許多字詞，而使第二

類的句子多有爭議，其也是造成在第一回實驗裡控制組錯了 5 題的主要原因，所以決定

重新調整實驗材料，將其把字句的錯誤修正為更加絕對，且依據實驗二.A 的實驗結果，

將其題目更側重於「把」字句使用時機、把字句的語序以及 AD 患者忽略字詞的理解策

略作探討，而再進行第二回實驗二.B 的實驗。 

 

參與對象 

同第一回的實驗二，患者與控制組皆無所變更。 

 

實驗材料 

    此次實驗材料也有 20 句句子，同樣每一句都有「把」字的出現，10 句符合規則、

10 句不符合規則，正確與不正確句子並沒有順序之分。而在不符合規則的句子裡重新

細分為四種類型：一. 不該使用「把」字的句型，且無法直接忽略「把」字成至正確句

子。「把」字有致使之意，也就是使某物做某個動作或改變其狀態，所以關於感受的動

詞不可以使用「把」字，例如：「我把這隻狗喜歡。」、「我把花香聞了。」即為非，或

是動詞無法改變承接動作之賓語的狀態也不可以使用把字句，例如：「他把一間大房子

有。」、「他把電梯搭上樓」，且上述這些句子順序也是錯亂，無法直接省略「把」字句

成正確的句子。二. 把字句順序錯亂，且無法直接忽略「把」字成正確的句子。此類型

是指本身為把字句，但句子組成的順序已被打亂，例如：「媽媽整理得把房間成乾淨一

句」，原句為「媽媽把房間整理得很乾淨」，前句已將順序打亂，且即使直接略過「把」

字也仍然為錯誤的句子。三. 不該使用「把」字的句型，但可以忽略成正確句子。意即

不屬於「把」字句的句子，多了「把」字成累贅，但可以藉由省略「把」字成為正確的

句子，例如：「他把睡了一整晚」可以藉由省略「把」字，成為沒有「致使」之意的正

確語句(他睡了一整晚)。四.把字句型順序錯亂，但可以忽略「把」字成另外的正確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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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颱風把吹斷了許多樹」一句，雖然原句應為：「這次颱風把許多樹吹斷了」，

但前句在省略「把」字以後，仍然可以成為正確的句子(這次颱風吹斷了許多樹)。而此

分類設計即是在經過第一回實驗以後，決定對於把字句的使用時機、語序以及理解策略

進一步作探討。 

而所有實驗材料類型整理如下： 

 

 本身即不可為把字句型  順序錯亂的把字句型            

無法直接省

略「把」字成

正確句子。 

一. 不該使用「把」字的句型，

且無法直接忽略「把」字

成至正確句子 

Ex. 

1. 我把這隻狗喜歡。 

2. 我把花香聞了。 

3. 他把電梯搭上樓。 

4. 他把我的老朋友遇到 

5.他把一間大房子有 

二. 把字句型順序錯亂，且無法直

接忽略「把」字成正確句子  

Ex. 

1. 媽媽整理得把房間成乾淨 

2. 花瓶他把摔破了 

可以在省略

「把」字成為

正確句子。 

 

三. 不該使用「把」字的句型，

但可以忽略成正確句子 

Ex. 

1. 他把睡了一整晚 

四.把字句型順序錯亂，但可以忽

略「把」字成另外的正確句子。 

   Ex. 

1. 這次颱風把吹斷了許多樹 

2. 他把告訴了我他的秘密。 

                    表(六)錯誤把字句材料之分類(第二回) 

 

實驗預測 

在第一回實驗得出：患者對於語序語法的掌握十分健全，但對於其使用時機不太能

夠掌握，所以此回實驗決定多加測試患者對把字句使用時機的題目，此外，也多增加了

忽略把字句可成正確句子的題目，以應證在第一回實驗中發現到其刪減文字的理解策略。

因此，本文預測：患者在第二類型語序錯亂的句子最能找出錯誤，而在第一類型使用時

機不當的把字句會出現障礙；最後在第三和第四類型應為可以忽略「把」字而成為正確

的句子，本文預測患者也容易答錯，會將錯誤的句子直接在忽略以後理解為正確。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在第二回的實驗二中，控制組在 20題中正確題數 20，錯誤題數為 0=答對率為 1.00；

AD 患者則在此 20 題中正確題數 16，錯誤題數為 4=答對率為 80%。此數據代表了本次

重新設計的數據爭議性減少，而使得控制組皆能完全答對，此外，AD 患者也從原本的

答對率 95%減少成 80%，顯示出在阿茲海默症患者對於把字句的理解，仍有隱藏的缺損

存在。 

    患者出現的錯誤，以及正確但反應時間較長的句子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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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但反應時間較長 答錯的句子 

第一類型 

不該使用「把」字的句

型，且無法直接忽略

「把」字成至正確句子 

1. 我把花香聞了。 

2. 我把這隻狗喜歡。 

3. 我把電梯搭上樓。 

4. 我把我的老朋友遇到。 

1. 他把一間房子有 

第二類型 

把字句型順序錯亂，且

無法直接忽略「把」字

成正確句子 

 

無 

 

無 

第三類型 

不該使用「把」字的句

型，但可以忽略成正確

句子 

 

無 

1.  他把睡了一整晚 

第四類型 

把字句型順序錯亂，但

可以忽略「把」字成另

外的正確句子。 

 

無 

1. 這次颱風把吹斷了許多

樹 

2. 他把告訴了我他的秘密 

原本即為正確之句子 1. 月亮把大海變得閃閃發

亮。 

2. 他把腳上的鞋子脫下了。 

 

無 

       表(七) 患者錯誤以及正確但反應時間較長的句子和各所屬之類型 

 

         圖(三).患者在各類型錯誤把字句的答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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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第二回的實驗結果，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發現患者對於把字句的理解特

徵： 

一.能掌握把字句的語序 

根據圖(三)顯示：在第二類──順序錯誤且不能忽略把字句成正確句子的「把」字

句，也就是：「花瓶他把摔破了。」、「媽媽整理得把房間成乾淨。」的句子，患者皆可

以馬上判別為錯，不需要長時間反應。這在第一回實驗中也是同樣的結果，可見患者對

於把字句的語中該有的順序掌握十分清楚。 

二.對於「把」字句的限制和使用時機的掌握能力受損 

在表(七)、圖(三)中，可以發現雖然患者在第一類的句子，雖然大部分皆答對，但

正常人皆能在短時間內發現錯誤，而 AD 患者明顯比一般人需要花更多時間去判斷，也

答錯了一題，這代表了患者雖然能夠掌握把字句該有的語序，但對於把字句隱藏的條件

和使用時機，已不再像正常人一般熟悉。這時與英語研究比較，國外學者認為英語 AD

患者的理解能力並不會因為句子的複雜度影響(除了含有兩個以上的命題除外)，然而在

這實驗中，可以發現中文 AD 患者對於把字句的理解並不是毫無受損，只是他們受損的

部分是在於其隱藏的條件，而這可以在中文語句裡顯示得更為清楚，因為在英文中，即

使是複雜句，規則都十分明確嚴謹，複雜句的困難點多只在複雜的語序並不是單純的

S+V+O 的句型，例如被動式中“I was kissed by the boy.”此句的困難存在於聽者必須明白

後者(the boy)才是施加動作者；另一個例子是英文中的分裂句(cleft sentence)：It was the 

dog that the horse passed.，此句也是為了「強調」而改變了語句的順序；然而中文的把

字句的困難不只在於語序的複雜，其使用時機的規則也同為複雜之處，所以這個實驗結

果是補充說明了國外學者對於 AD 患者的研究：並不是患者不受句型的複雜程度所影響，

而是當句型的複雜程度僅限語句形式上的改變，患者的理解是不受影響。 

三.患者會使用省略語句的方式來解決理解困難 

根據表(七)可以發現患者答錯的題目，除了在第一類型的一題以外，其他答錯之句

子全在第三與第四類，而再看到圖(三)，可以所有第三與第四類之句患者皆答錯；所以

此結果更進一步驗證了第一回實驗提出的此論點，說明當 AD 患者遇到理解困難時，會

直接省略語句中的辭彙，而以自己認為正確的句子做理解，並非將其判斷為非，而這種

理解特徵即很容易使 AD 患者在與人溝通時造成誤會，例如當一個語句中的否定詞(不、

沒有)被省略時，即會呈現相反的語意。 

 

 

實驗三.現在進行式與完成式的時態判別 

     

    此實驗與實驗二同樣是為了應證「當句子僅有一個命題時，患者的理解能力不會受

到句式的複雜程度所影響」之國外研究論點。上文的實驗二是以中文中具有特別語法規

則的把字句做驗證；然而，語句的複雜，除了在句式上，也包括了語句中時態的表現 

，雖然國外研究也對此做過研究Kavé & Levy (2003)，其患者也沒有產生理解困難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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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文仍想探討中文患者之表現，所以決定以「正…著」和「了」分別表示現在進行式

與完成式不同時態之句型對 AD 患者進行理解測驗，進而探究中文患者對於時態的掌握

和區辨能力，是否能得出與國外不同的結果。 

 

參與對象 

同上 

 

實驗材料 

    10 張圖片，每一張圖片皆搭配一個句子，句子不符合圖片內容以及句子與圖片相

符的各 5 題，而 10 個句子中有完成式(以「了」字句)和現在進行式(正…著的句型)也各

5 句，如下： 

 

 正確 不正確 

現

在

進

行

式 

 

1.他們正唱著歌 

 

2.小孩正出生著 

完

成

式 

       

3.男孩吹出了好大的氣球 

          

4.女孩吃了兩球冰淇淋 

                          表(八)時態辨別實驗材料 

 

上表的第 1、3 句是與圖片內容相符合的句子，第 2 句則與圖片內容不符，因為圖

中顯示的母親與孩子已經完成下車動作，並不是正在進行，所以不該為「母親於孩子正

下車著」；而第 4 句也同為與圖片內容不符的句子，因為在第四個句子中的「了」是表

示事件完成之意，但圖中的「兩球冰淇淋」並還沒有被女孩吃下，而是正在進行吃兩球

冰淇淋的動作，所以第 4 句與圖的搭配也不為正確。 

    此實驗三的實驗材料與實驗一和實驗二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並非是聽句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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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對錯，而是以句子搭配圖片做判斷，而其方式改變的原因在於此實驗欲測試的是時態

的辨別，並不是對句法結構的掌握，所以要求在文法上皆必須該為正確的句子，使患者

無法直接從句子判斷對錯，例如上表的第 4 句「女孩吃了兩球冰淇淋」一句是文法正確

的句子，必須搭配上圖片才能判斷為非；然而在 5 個與圖不符的題目中，設計有 2 題是

屬於可以從句子本身的的錯誤直接判斷為非，而不需要依靠圖片，例如上表中的第 2

句：「小孩正出生著」。(雖然此句傳達的內容仍有可能在現實上發生，但機率不高，因

為「出生」通常是指極短時間裡發生的事，「出生」一詞通常是搭配「了」的完成式句

子，而非使用現在進行式。)，而設計 2 題這類型的題目，是為了探討患者理解障礙是

在於句法結構，還是在於語法點傳達的意義(例如明白「了」是表示完成之意)。 

 

實驗預測 

由於國內同樣尚未對 AD 患者做時態辨別的測驗，因此本文只能從國外研究文獻來

預測。在上文的「參考文獻」中提到：國外許多學者皆認為 AD 患者的理解能力並不會

受到語句複雜度所影響，甚至是 Kavé & Levy (2003)在希伯來文的 AD 患者身上做未來式

和過去式的分辨測驗，也並無推翻此論點；然而，在理解中文表時態的「正…著」和「了」

句型必須先從上下文判斷語境，理解此「著」與「了」表示的為不同時態，才能進一步

進行區辨，所以需要更多的認知推論，因此本文預測中文 AD 患者也會在此實驗顯示出

與英語患者不同的理解表現，進而觀察到其他尚未被發現的理解缺陷。 

 

實驗結果與討論 

控制組正確題數為 10=答對率為 100%；AD 患者正確題數為 7 題，錯誤題數為 3 題

=答對率為 70%。而結果顯示，患者無法辨別「正…著」與「了」字的時態，這實驗結

果將以三張圖表說明，為患者錯誤的題目： 

 

         

 

 

披薩正在烤箱裡烤著。 

(答案為錯，因為披薩尚未被放入或是

已完成。患者認為正確) 

 

             

 

 

女孩吃了兩球冰淇淋。 

(答案為錯，因為女孩是正在吃。患者

認為正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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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落葉掃乾淨了。 

(答案為錯，因為尚未掃乾淨。患者認

為正確 

                      表(九)患者無法找出錯誤之題目 

 

從上表發現，所有患者錯誤的題目，句子與圖皆為錯誤搭配，且不分句子為現在進行式

(「正…著」之句子，或是完成式(「了」之句子) 

再者，從實驗結果看其他兩題圖文不符，而患者卻答對的題目，如下表： 

     

 

 

小孩正出生著。 

(答案為錯，因為已出生。患者也認為

錯) 

    

 

 

母親與孩子正下車著。 

答案為錯，因為已下車。患者也認為錯) 

                     表(十)患者能找出錯誤之題目 

     

表中以上兩題，雖然患者皆有發現錯誤，但此種錯誤，即是在實驗材料中刻意設計

的兩題：句子本身有錯誤的句子。所以從此實驗三的結果，可以發現無法分辨中文句型

中在「正..著」與「了」所傳遞的不同時態，但對於句子本身該有的順序結構，掌握仍

然十分清楚，這說明了 AD 患者對於語言形式上的語法仍是相當清楚，但對於語句中的

時態意義就難以掌握，而之所以在其他研究中(此指的是印歐語系和希伯來文)難以被證

實出來，即是因為英文各個時態都能在句子形式上表現，例如過去式是字尾加 ed，現

在進行式是字尾加上 ing 等等；中文的語法卻是由詞彙的語意來暗示語法，也因此，本

文實驗並不是推翻國外研究之論點，而是對其補充說明：並不是所有 AD 患者皆能分辨

出所有語言的不同時態，而是當時態意義直接在句式上表現才能被完好理解。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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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與結論 

    當阿茲海默症一發生，除了患者，照顧者也是艱辛，因為無法達成良好的溝通，或

是患者人格上種種的改變，讓照顧者在身心都是相當大的負擔，照顧者後來換上憂鬱症

是不計其數，彼此發生衝突的事情也不為稀奇，然而，如果患者擁有太多負面情緒，堆

積了層層的心理壓力，會加速其認知功能的衰退，加速其病情的惡化，所以如果患者與

照顧者能達到良好的溝通，能和諧的相處，雙方即都是獲益者，而本文即在一位重度阿

茲海默症患者身上做研究，探討其在溝通時的理解能力，期許讀者在閱讀完本論文以後

能更加理解患者的困難，而去試著體諒，並且在明白患者的理解困難以後，改變與其溝

通的方式。 

    而在一連串的實驗後，結果顯示出中文 AD 患者在進行語句的理解時，能大致明白

句子中各詞彙的語意，也能掌握各種複雜句型的組成順序結構，但對於詞彙語意上的各

組成成分、句子中隱含的語法條件規則以及中文裡不同時態的掌握能力已逐漸受損，所

以回過頭對照過去的英語研究，患者對於句子中論旨角色條件限制的掌握較差，並非是

對所有的論旨角色知識都具同樣程度的受損，其對主語和動詞的搭配限制就較為熟悉，

且當錯誤搭配與正確搭配之間語意越相似，就患者才越難以察覺錯誤；另外，患者的理

解能力並非不受所有只有一個命題的複雜句影響，而是只有當語法規則能在語句形式上

表現的時候。如果中文阿茲海默症患者在處理譬如中文含有許多隱藏的語法點的句子時，

例如本文實驗中的「把」字句即含有許多隱含的使用條件，或是本文實驗三中僅能根據

單一詞彙來理解和區辯不同時態時，其理解表現就不會如此理想。然而，在中文裡其實

還有許多與英語不同的文法句型值得被探討，期許國內未來能增加對於患者溝通困難上

多做研究。 

    另外，在第一回與第二回的實驗中發現了「練習效應」在實驗中的阿茲海默症患者

身上發生了正面效益，使得患者的理解能力更加進步的結果，可以作為對 AD 患者作語

言治療的參考，甚至不只侷限於語言上的治療，或許對於其認知與記憶功能的穩固有很

大的幫助，然此並不是本次研究主要探討的範圍，但仍不可被忽略，也期許其他學者能

在此多做研究，找到不同對於阿茲海默症患者良好的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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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實驗之完整題目 

 

實驗一.A、實驗一.B 

(論旨角色知識違反) 

1. 他的母親在天空飛行。 

2. 這些報紙響起了鈴聲。 

3. 他坐在大海上。 

4. 他的皮膚滾了。 

5. 我遇到了直升機。 

6. 爸爸在讀麵包。 

7. 這隻鯨魚游在樹上。 

8. 那瓶牛奶在聊天。 

9. 那個年輕人聽見了香菸。 

10. 這件外套滑倒了。 

(符合論旨角色知識) 

11. 這本書舊了 

12. 那位女人剪了頭髮。 

13. 那位小男孩臉紅了。 

14. 那名警察追著犯人。 

15. 這隻蝴蝶在採花蜜。 

16. 星星在夜裡閃爍著。 

17. 這條藍線歪了。 

18. 這個杯子裝滿了熱咖啡。 

19. 他的姐姐在開車。 

20. 這顆水餃包了玉米。 

 

實驗二.A 

(錯誤把字句) 

1. 這場火災把很多人死了。 

2. 他忘記把雨傘還了。 

3. 他把汗水淋溼了衣服。 

4. 我把書本夾了資料。 

5. 這次颱風把吹斷了許多樹。 

6. 花瓶他把摔破了。 

7. 媽媽整理得把房間成乾淨。 

8. 她把衣櫥的那件洋裝穿了。 

9. 她的秘密把偷偷告訴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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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已經把睡了一整晚。 

(正確把字句) 

11. 他把腳上的鞋子脫下了。 

12. 這隻小鳥把飼料全都吃完了。 

13. 他把這封信寄了出去。 

14. 月亮把大海變得閃閃發亮。 

15. 他把鑰匙放在鞋櫃上。 

16. 爺爺把吃不完的麵包分給大家。 

17. 電視的聲音把嬰兒吵醒了。 

18. 他把這個罪過怪到我身上。 

19. 太陽把小男孩的臉曬得紅通通的。 

20. 我把杯子裡的咖啡喝完了。 

 

實驗二.B 

(錯誤把字句) 

1.  我把這隻狗喜歡。 

2.  我把花香聞了。 

3.  他把電梯搭上樓。 

4.  我把我的老朋友遇到。 

5.  他把一間大房子有。 

6.  這次颱風把吹斷了許多樹。 

7.  花瓶他把摔破了。 

8.  他把告訴了我他的秘密。 

9.  他把睡了一整晚。 

10. 媽媽整理得把房間成乾淨。 

(正確把字句) 

11. 他把腳上的鞋子脫下了。 

12. 這隻小鳥把飼料全都吃完了。 

13. 他把這封信寄了出去。 

14. 月亮把大海變得閃閃發亮。 

15. 他把鑰匙放在鞋櫃上。 

16. 爺爺把吃不完的麵包分給大家。 

17. 電視的聲音把嬰兒吵醒了。 

18. 他把這個罪過怪到我身上。 

19. 太陽把小男孩的臉曬得紅通通的。 

20. 我把杯子裡的咖啡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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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三 

(圖片與句子不符) 

1. 

      

 

2. 

 

 

 

 

 

 

 

3. 

  
4. 

 

披薩正在烤箱裡烤著。 

小孩正出生著。 

女孩吃了兩球冰淇淋。 

他將落葉掃乾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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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片與句子相符) 

6. 

  

7. 

  

8. 

 

 

他正彈著鋼琴。 

他把皮球丟了出去。 

母親和孩子正下車著。 

他們正唱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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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男孩吹出了好大的汽球。 

她種的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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