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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中文的分類詞系統龐大複雜，而語言學家對於分類詞究竟是語意還
是語法成分爭論不已。過去主持人的研究發現「分類詞─名詞搭配
」除了語意歷程以外也包含了語法的處理(Chan, 2019)，但為何有
此語意、語法並存的處理歷程仍須進一步驗證。在此兩年期計畫裡
主持人與團隊進行兩個實驗：第一個實驗著重分類詞本身的特性
，操弄「分類詞─名詞搭配」裡名詞類別字（例如「馬路」的「路
」）的有無，從語言層面探討語意及語法處理並存的現象。結果顯
示，「類別字有無」的因子並不會決定分類詞─名詞搭配關係是語
意或是語法的處理。而第二個實驗則跳脫語言的層面，採用圖形探
討在辨識與某分類詞搭配的名詞所對應的物體時，是否會因為分類
詞系統的作用而產生不同的辨識歷程。結果發現雖然辨識圖形不需
要依賴分類詞─名詞的搭配關係，然而中文受試者卻還是在辨識時
受到此搭配關係影響，這與英語受試者是完全不同的表現。綜合實
驗一與實驗二的結果可以得知，分類詞系統已經不是單純屬於「語
言」的系統，而是在概念表徵的層次與其他的概念特徵緊緊相扣
，因此，當某個屬於此概念表徵的特徵被觸發（例如實驗一的分類
詞─名詞搭配關係或實驗二裡的視覺特徵），與此概念相關的分類
詞特性（包括語意與語法）也就會被自動觸發。

中文關鍵詞： 分類詞、分類詞─名詞搭配、語言相對論、概念表徵、事件相關腦
電位

英 文 摘 要 ： Classifiers form an important but intricate system in
Mandarin, and theoretical linguists have yet reached a
consensus regarding whether classifiers are semantic or
functional elements. The PI’s past research (Chan, 2019)
has revealed that both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processing
are involved in processing classifier-noun agreement;
however, why these two processes co-exist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two-year project thus aimed to examine
the co-existence through two experiments. The first
experiment manipulated the existence/absence of the “class
term” in a noun to see if it affected the agreement
processing of classifier-noun combination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existence/absence of a class term did not
differentially modulate the ERP response to the agreement
relationship, suggesting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processing might be induced irrespective of
the superficial structure of the noun in a classifier-noun
pairing. The second experiment was to find out whether
linguistic classifier-noun pairing could influence non-
linguistic picture recognition in speakers with different
native languag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though
classifier-noun agreement was not required to identify an
image, Mandarin speakers’ ERP response was still modulated
by the object’s classifier-noun pairing, while English
speakers failed to show such modulation. Taken together,
both experiments suggest that the classifier system is no



longer a system limited to language; instead, it is
intertwined within the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along
with other conceptual features, such as sensory and
functional features. Therefore, when a concept is activated
by linguistic information (as the classifier-pairing in
Experiment 1) or sensory information (as the images in
Experiment 2), the related features of classifiers are also
activated. Since the features of classifiers include both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ones (so that acceptable
classifier-noun agreement can be achieved in everyday
communication), we thus can observe both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processing with the ERP technique in previous
studies.

英文關鍵詞： classifiers, classifier-noun agreement, linguistic
relativity,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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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詞─名詞搭配」再探：分類詞特性與個人因素對於搭配關係之影響 

（期末報告） 

一、前言 

中文的分類詞（classifier）系統龐大、複雜，而理論語言學界對於分類詞與其後

名詞之間的搭配關係（以下簡稱「分類詞─名詞搭配」）究竟屬語意還是語法層面的處

理一直存有爭議（Cheng & Sybesma, 1999; 2005；Wu & Bodomo, 2009）。在電生理的

層次，過去的事件相關腦電位（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以下簡稱 ERP）實驗發現

「分類詞─名詞搭配」所涉及的是語意處理的歷程（Hsu, Tsai, Yang, & Chen, 2014; 

Qian & Garnsey, 2016; Y. Zhang et al., 2012; Zhou et al., 2010）；然而主持人實驗室的研

究成果則發現「分類詞─名詞搭配」除了語意歷程以外，也包含了語法的處理（Chan, 

2019）。為了進一步釐清為何會有此語意、語法並存的處理歷程，主持人在此兩年期計

畫進行兩個實驗：第一個實驗著重分類詞本身的特性，從分類詞─名詞搭配的關係做

進一步的操弄，直接從語言層面探討此語意及語法處理並存的現象；第二個實驗則跳

脫語言的形式，採用圖形來探討以中文為母語與以英文為母語的受試者，在辨識與某

分類詞搭配的名詞所對應的物體時，是否會因為分類詞系統的作用而產生不同的辨識

歷程。 

在進入正式報告之前，主持人要特別聲明，第一個實驗主要是由主持人的專任助

理林耿育負責，而第二個實驗則由主持人的碩士指導生胡世強負責。由於世強有完成

碩士論文之需求，因此第二個實驗的研究方法以及初步結果已於世強的碩士論文裡提

出。 

二、研究目的 

此兩年期計畫的兩個實驗皆以 ERP 為工具來觀察大腦裡與分類詞相關的處理

歷程。 

 

第一個實驗藉由操弄語言本身的分類詞─名詞搭配，探討語意、語法處理並存

的可能原因。主持人的先前研究指出（Chan, 2019），孩童在學習分類詞時，由於分

類詞已無太多的語意存在（虛化），因此可能必須仰賴名詞本身的詞彙或語意訊息

來建立分類詞與名詞之間的搭配關係，而這也可能造就了中文裡分類詞─名詞搭配

會同時引發語意、語法的原因。而這種對於名詞本身的詞彙訊息的倚賴，如同西方

語言（如西班牙語、荷蘭語）裡名詞的語法性別（grammatical gender）一樣，具有

一定的武斷性（arbitrariness）。而此實驗所要探討的，便是這種「名詞本身的詞彙

訊息」是否會影響「分類詞─名詞搭配」的處理。前人的研究曾指出詞彙訊息裡的

「類別字」（class term）似乎控制著分類詞的搭配使用（Delancey, 1986; H. Zhang, 

2007）。類別字的作用在於讓不同的詞得以透過其所包含的類別字，而可以被囊括

在同一個分類類別（taxonomic category）裡。在中文裡，類別字通常是一個詞綴；

例如，「彈」這個詞綴將許多具有爆破特性的物件組成一個類別（例如原子彈、手

榴彈、炸彈、砲彈等）。有趣的是，同屬一個分類類別的詞所搭配的分類詞，會受

到此分類類別共享的類別字所主導。例如，「彈」原本是指像「彈珠」等小而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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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因此是與分類詞「顆」搭配。之後，雖然有「原子彈」、「手榴彈」等非小

而圓的物件出現，但由於「彈」這個類別字會主導同屬此類別之眾多名詞所搭配的

分類詞，因此這些後來產生的名詞還是沿用「顆」為分類詞。因此，如果想要進一

步探討分類詞─名詞搭配為何有語意、語法處理並存的現象，就有必要對於類別字

與分類詞之間的搭配關係做深入研究。因此，第一個實驗，便是在探討「帶有類別

字」以及「不帶類別字」的名詞─分類詞搭配，是否涉及不同的處理歷程。 

 

第二個實驗探討在不使用語言的情形下，相較於以英文為母語的受試者而言，

中文母語者對於物體的視覺感知是否會受分類詞使用影響。而我們使用的是特異刺

激典範（oddball paradigm），也就是讓受試者看一連串的圖形，但中間會有數個圖

形在某些特性上與其他大部分的圖形不同，而通常大腦對於這樣的圖形會有特別的

反應。我們所操弄的圖形差異，便是根據分類詞的分類，創造出維度內違反（within-

dimension deviant）與維度間違反（between-dimension deviant）的情形，探討中文受

試者是否對於這樣的違反會有不同於以英文為母語者的特別反應。 

 

三、研究方法與結果 

以下分別就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研究方法及結果描述之。 

<實驗一> 

 實驗目的 

探討「帶有類別字」以及「不帶類別字」的分類詞─名詞搭配是否涉及不同的處

理歷程。 

 受試者 

我們招募了 26 位以中文為母語的受試者。所有受試者皆為天生右撇子，且視力正

常或矯正後正常，未曾接受過神經外科手術，也未曾有神經外科病史。實驗計畫經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中心核准。實驗支付受試者每小時新台幣 150元的受試者費。 

 實驗材料 

本實驗為 2 X 2 的實驗設計，操弄兩個因子：（1）類別字有無（有 vs.無）與（2） 

分類詞─名詞搭配合理度（合法 vs.不合法）；共分成四個情境：（1）名詞有類別字之合

法搭配、（2）名詞無類別字之合法搭配、（3）名詞有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4）名詞無

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 

在此實驗裡，分類詞─名詞搭配是否具合法性取決於是否用正確的分類詞─名詞搭

配（例如：「七道刀疤」為合法組合；「兩匹彩虹」為不合法組合）。而名詞是否包含分

類字取決於是否有超過三個以上的名詞都用相同的字來組成一個分類類別。例如「彈」

這個詞綴出現在三個以上的名詞裡（如：炸彈、原子彈、砲彈、子彈），因此「彈」是

分類字，而「砲彈」就歸屬於「名詞有類別字」的情境。相反的，「虹」這個詞綴除了

「彩虹」、「霓虹」之外，似乎沒有其他常見的用法，因此「彩虹」就歸在「名詞無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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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情境裡。 

在中文裡，分類詞的數量並不如其他開放性詞類（open class）豐富（例如動詞、名

詞等）。基於此限制，本實驗在設計上，採用「分類詞重覆、名詞不重覆」的方式來收

集實驗刺激。先找出分類詞與名詞的配對，然後再分配一至九的數詞於每組分類詞名詞

搭配。 

在分類詞方面，我們主要參考「國語日報量詞典」（Huang et al., 1997）與「中研院

語料庫─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Huang, 2009）的內容，輔以實驗室人工校正而產生。

首先，我們從國語日報量詞典裡挑出 82 個一般量詞，然後透過中研院語料庫─中文詞

彙特性素描系統以及人工校正，選出了 40 個分類詞，並選用 240 個名詞與其做搭配：

每個分類詞搭配 4個「有類別字名詞」（一道─刀疤/傷疤/試題/命題）與 2個「無類別字

名詞」（一道─彩虹/光芒）。我們將這些詞放入問卷請受試者判斷這些名詞的「具體度」

（此類問卷只有名詞出現）以及這些分類詞─名詞搭配的「熟悉度」（此類問卷出現分類

詞─名詞的搭配組合）。而除了以問卷控制具體度以及熟悉度，我們也利用中研院語料庫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採用 gigaword2all 語料庫為參考來源）查詢每個名詞相對應

的詞頻。 

為了嚴格控制名詞詞頻、名詞具體度以及分類詞名詞搭配熟悉程度，我們以 paired 

T-test 檢驗正式實驗的素材。我們檢定名詞在有 vs.無類別字的兩個情境間，是否詞頻、

具體度以及分類詞─名詞搭配熟悉度都有控制好。經過篩選後，我們最後選擇了 31 個

分類詞與 124個名詞進入正式實驗。而統計結果也顯示，在所選定的素材裡，這兩類名

詞在這幾個面向都無顯著差異（詞頻：t（61）=-1.362, p=.178；具體度：t（61）=.509, 

p=.613；搭配熟悉度：t（61）=1.438, p=.156）。而為了避免受試者於實驗過程中發現實

驗目的，我們也加入了和正式實驗的實驗素材相同數目（124 筆）的 fillers，減少受試

者在做實驗的過程中發現實驗目的而影響實驗結果的機率。最後的實驗刺激總共有 248

個，其中一半為不合理的組合，一半為合理的組合；而實驗刺激與 fillers 的合理與不合

理組合都各佔一半。請見表 1之實驗材料示例。 

     表 1：實驗一材料示例（粗體字為類別字） 

 名詞有類別字 名詞無類別字 

合法搭配 一條馬路 四條河川 

非合法搭配 三條酒精 七條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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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程序 

實驗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神經語言學實驗室進行。受試者在簽署完通過實驗倫理委

員會審查之實驗同意書以及完成實驗前問卷調查後，戴上鑲有32個電極之電極帽（Quik-

Cap, Compumedics Neuromedical Supplies, NC, USA），並進入隔音效果良好的屏蔽室。

受試者依照指示坐在電腦前，並保持與電腦螢幕的距離約 1公尺。實驗人員提醒受試者

在實驗刺激出現時，盡量不要眨眼或亂動，以確保實驗進行時不會出現干擾腦波結果的

眼動訊號。接著受試者依照實驗人員與電腦螢幕上的指示進行練習以熟悉正式實驗流程。 

在資料收集方面，神經電位資料是由 Neuroscan 所製造之 40 導放大器（NuAmps, 

Neuroscan, Inc., Australia）加上電極帽來收集。訊號在 DC 到 100 Hz間過濾，且以 1000Hz

的取樣率數位化。所有的神經電位資料會以左右耳後的乳突骨（mastoids）所量測到的

平均電位差為參考點。此外，每一顆電極的電阻都會控制在 5 kΩ以下。實驗進行時，

受試者左眼的上下方以及雙眼的眼角都會各放置一顆電極來偵測眨眼及眼動。整個實驗

過程約一個小時。 

正式實驗一開始，螢幕上會出現一個持續時間為 500毫秒的凝視點「+」，此凝視點

用以提醒受試者即將有實驗刺激出現。接著，螢幕上會出現一組數詞（例如：一條），

持續時間為 600毫秒，隨後會有 200毫秒的空白畫面。空白畫面結束後會出現一個名詞

（例如：馬路），呈現時間為 600 毫秒，此時受試者需判斷所出現的兩組實驗刺激的組

合（例如：一條馬路）是否合法。名詞消失後，會有個 400毫秒的空白，然後會出現「？」

提醒受試者根據其判斷按下反應盒上的反應鍵。從凝視點出現至受試者按鍵反應為一個

嘗試（trial），每個嘗試之間，我們以 jittered 的方式設定了 1200毫秒左右的間隔時間並

以空白畫面呈現。受試者的按鍵反應在不同人之間會平均分配至左右手，確保實驗結果

不會受到慣用手的影響。此外，實驗刺激也以對抗平衡（counter balance）的方式處理，

因此，名詞皆會在「合法搭配」與「不合法搭配」的兩種情境裡出現，而每位受試者只

會看到每個名詞一次。實驗流程圖請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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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實驗一流程圖 

 資料分析 

我們以 EEGLAB（Delorme和Makeig 2004）與 ERPLAB Toolbox（Lopez-

Calderon & Luck, 2014）於MATLAB（Math-Works 2005）分析所收集到的 EEG資料。

首先我們以手動的方式將受到過度肌肉活動影響而受干擾的訊號丟棄。接著，我們將

資料以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IIR） Butterworth high-pass filter （half-amplitude 

cutoff = 0.1 Hz, slope = 12 dB/octave）過濾，再以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的程序校正被眼動、眨眼或其他非生理活動所影響的訊號。我們接著將校正

過後的資料與實驗刺激（例如「一條馬路」裡的「馬路」）同步，取 1200 毫秒為波段

（epoch）（實驗刺激前 200毫秒加上實驗刺激出現後 1000毫秒），並且以實驗刺激前

的 200毫秒的訊號做為 baseline correction 的基礎。最後資料依照不同的實驗情境平均

以求得 ERPs，然後以帶通濾波器（band-pass filter）在 0.01與 30 Hz（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12 dB/oct）之間過濾。 

統計分析選取 9個代表電極（F3、C3、P3、FZ、CZ、PZ、F4、C4、P4），分別進

行中線（midline，包含 FZ、CZ、PZ）與偏側分析（lateral analysis，包含 F3、C3、P3、

F4、C4、P4）。我們取 350-500 毫秒（LAN/N400）、600-800 毫秒（P600）與 800-1000

毫秒三個時間窗的平均振幅進行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中線分析的部分為 3因子分析，

包含（1）類別字有無（有 vs.無）、（2）搭配合理度（合法 vs.不合法）及（3）電極（前、

中、後）；偏側分析的部分為 4 因子分析：（1）類別字有無（有 vs.無）、（2）搭配合法

性（合法 vs.不合法）、（3）前後分布（前、中、後）及（4）腦區（左 vs.右）。當違反

Mauchly球型檢定時，p 值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事後分析採配對 t 檢定，若有

多重比較的問題，則使用 Bonferroni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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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圖 2 是 26 位受試者對於四個實驗情境（名詞有類別字之合法搭配、名詞無類別字

之合法搭配、名詞有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名詞無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的腦波反應。 

 

圖 2：實驗一 26位受試者對於四個實驗情境的腦波圖 

從圖 2可以清楚發現，受試者在面對不合法的情境時，大腦的反應都比在面對合

法情境時來得強，而這個反應在 350-500毫秒時特別明顯，可以看到遍布全腦的負向

波。而在大腦中間偏左的區域，似乎可以看到 600-800毫秒左右非合法搭配引發 P600

的出現；而在 800-1000 毫秒之間，「名詞無類別字之合法搭配」在大腦右前方似乎也

引發了一個正向波。為了更清楚顯示對於此不合法情境的腦波反應是否因類別字有無

而有所差異，我們將腦波的型態以圖 3顯示： 

名詞有類別字之合法搭配

名詞無類別字之合法搭配

名詞有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

名詞無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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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實驗一不合法效應（incongruity effect）分別在類別字有（上排）無（下排）

的型態 

 

由圖 3 可以得知，不管有沒有包含類別字，相較於合法的情境，不合法的情境皆

引起強烈的負向波，但這樣的型態在 600毫秒以後似乎在類別字有無的面向上有了更

大的差異：在「無類別字」的反應裡，似乎在大腦右前方產生強烈的負向波，而「有

類別字」的情境裡，則是在大腦前端產生負向波。 

為了進一步探討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否能得到統計上的支持，我們將 350-500以及

600-800以及 800-1000 毫秒的腦波資料做統計分析，請見表 2統計分析。 

統計結果顯示，「不合法性」雖然在 350-500 以及 600-800毫秒有顯著的效果，但

並未與「類別字有無」有交互作用。但到了 800-1000毫秒的時間差，則有顯著的交互

作用。更細部來看：在 350-500毫秒間在中線分析呈現合法性的主效果，也在偏測分

析呈現搭配合理度 x 前後分布 x 腦區的交互作用。事後分析顯示，相較於合法的情

境，不合法的情境引發除了大腦左前方之外廣泛的負向波（亦即左前腦在合法及不合

法的情況下都是一樣的強度）。而在 600-800 毫秒間，偏測分析發現合法性 x 腦區有交

互作用。事後分析顯示，在左腦非合法的情況比合法的情況引發更正向的波（P600）；

而右腦則沒有這個發現。最後，在 800-1000毫秒間，「類別字有無」與「搭配合理

度」首度出現接近顯著水準的交互作用，而事後分析顯示，無類別字在合法的情境下

引發了一個正向波，其他三個情境則是引發負向波。而「搭配合理度」在此時間窗也

是與「前後分布」及「腦區」有交互作用。事後分析顯示，大腦右前方在不合法的搭

配下會有較強的負向波。 

名詞有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 -名詞有類別字之合法搭配

名詞無類別字之非合法搭配 -名詞無類別字之合法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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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看，實驗一發現不合法的分類詞─名詞搭配會在 350-500毫秒之間引發分

布廣泛的負向波。此廣泛的負向波與主持人之前實驗的結果（Chan, 2019）相似，支

持了主持人認為分類詞─名詞搭配會牽涉語法及語意處理的說法。而實驗一也進一步

顯示，類別字的有無並不會在這個階段造成處理的差異，顯示語法及語意的歷程有可

能在處理搭配關係時一起出現。到了 600-800 毫秒的時間窗，不合法的情境會在左腦

引發 P600，代表無論是有無類別字的存在，分類詞─名詞搭配的不合法性可能都會引

起再次分析（reanalysis）的語法歷程，再次支持 Chan  2019 對於分類詞─名詞搭配

應會有語法歷程的說法。雖然 800毫秒之前都沒有類別字的效果，但在 800-1000毫秒

時，類別字的效果出現了：在合法的情境下，無類別字比有類別字引發更強的正向

波。這可能顯示，在概念處理的晚期，無類別字的分類詞在合理搭配之後引發了其他

的語言或概念歷程，而這在有類別字的情況裡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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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實驗一統計分析：Midline Analysis = 中線分析；Lateral Analysis = 偏側分析; 

Class =類別字有無（有 vs.無）；Congruity = 搭配合理度（合法 vs.不合法）；Electrode 

=電極（前、中、後）; Region = 前後分布（前、中、後）; Hemisphere = 腦區（左 vs.

右） 

Source dfs 350-500  600-800  800-

1000 

 

  F P F P F P 

Midline Analysis        

Class  1,25 .16 .70 1.38 .25 .05 .83 

Congruity 1,25 19.84 <.0005 .00 1.00 1.07 .31 

Class x Congruity 1,25 .71 .41 .92 .35 5.70 .03 

Class x Electrode 2,50 1.72 .19 .70 .46 .99 .36 

Congruity x Electrode 2,50 .50 .55 1.03 .37 2.88 .09 

Class x Congruity x 

Electrode 

2,50 .19 .76 .45 .56 .35 .61 

        

Lateral Analysis        

Class 1,25 .84 .37 .03 .86 .70 .41 

Congruity 1,25 10.57 <.005 1.24 .28 .00 1.00 

Class x Congruity 1,25 .99 .33 .80 .38 3.61 .07 

Class x Region 2,50 1.99 .15 1.95 .15 3.05 .06 

Congruity x Region  2,50 .67 .46 .11 .85 1.31 .28 

Class x Hemisphere 1,25 .00 1.00 .02 .89 .20 .66 

Congruity x 

Hemisphere 

1,25 1.51 .23 23.88 <.0001 13.20 <.005 

Class x Congruity X 

Region 

2,50 .30 .74 .04 .96 .27 .76 

Class x Congruity x 

Hemisphere 

1,25 .97 .33 .43 .52 1.10 .30 

Class x Region X 

Hemisphere 

2,50 .46 .64 1.76 .18 1.71 .19 

Congruity x Region x 

Hemisphere 

2,50 3.10 .054 2.47 .10 4.09 <.05 

Class x Congruity X 

Region x Hemisphere 

2,50 1.88 .070 1.17 .32 1.8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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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 

 實驗目的 

探討在辨識與某分類詞搭配的名詞所對應的物體時，分類詞系統是否會影響辨識

歷程。 

 受試者 

我們招募了 28位受試者，包含 14位中文母語者（8位女性，20-26 歲，平均年齡

22.86 + 2.07 歲）與 14位英文母語者（10位女性，20-32歲，平均年齡 24.64 + 4.38

歲）。所有受試者皆為天生右撇子，且視力正常或矯正後正常，未曾接受過神經外科手

術，也未曾有神經外科病史。考量到雙語程度會影響語言使用者的感知，兩組受試者

無論母語背景皆非同時雙語者（simultaneous bilingual），也無高程度的雙語能力。受試

者雙語能力具體篩選標準如下：（1）不曾通過任何外語的中級標準化能力檢定（如：

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CEFR B1／全民英檢中高級 GEPT中級／托福 TOEFL 42 分／

多益 TOEIC 550 分／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基礎級／漢語水平考試 HSK四級等）；

（2）根據受試者自述無法流利地使用任何外語。此外，中文母語者必須為台灣土生土

長，且未曾於國外生活超過一年。實驗計畫經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中心核准。

實驗支付受試者每小時新台幣 150元的受試者費。 

 實驗材料 

本實驗採用特異刺激典範（oddball paradigm）呈現圖像刺激。實驗操弄兩項與分類

詞分類標準相關之變因：維度（dimension，一維與二維）與異常類別（deviancy type，

維度內違反與維度間違反），得到四個實驗條件：（1）1W：一維標準刺激與維度內特異

刺激；（2）1B：一維標準刺激與維度間特異刺激；（3）2W：二維標準刺激與維度內特

異刺激；（4）2B：二維標準刺激與維度間特異刺激（見表 3）。其中，同維度的標準刺

激搭配同一個分類詞，特異刺激則使用另一個不同的分類詞，而特異刺激可與標準刺激

維度一致（維度內違反）或不一致（維度間違反）。例如，在實驗條件 2W 中，標準刺

激與特異刺激各自搭配分類詞「張」與「片」，使用分類詞不同但皆屬二維，故特異刺

激為「維度內」特異刺激；使用在實驗條件 2B中的特異刺激則搭配一維分類詞「條」，

「條」與二維分類詞「張」維度不一致，故 2B的特異刺激為「維度間」特異刺激。重

要的是，維度間特異刺激是由另一維度的標準刺激選出（例如：1B 的特異刺激是二維

條件中的標準刺激），使用概念相同但視覺不同的物體照片（例如：兩種不同的沙發），

這樣的設計可用以檢驗物體感知是否會受到前置條件中與相同分類詞搭配的標準刺激

所影響。 

整個實驗由 4個有 360個實驗刺激的區塊組成（共 1440個刺激）。標準刺激為四種

重複出現、使用相同分類詞的物體照片（出現概率 80%），特異刺激為一種使用不同於

標準刺激分類詞的物品照片（出現概率 15%），另外，還有一種貓的照片作為目標刺激

（出現概率 5%），轉移受試者對標準刺激與特異刺激的注意力，同時確保受試者在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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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時保持專注。實驗設計了兩組同維度的標準刺激，讓同樣的標準刺激不會於同維度

的條件中重複呈現。整體來說，維度間特異刺激出現的區塊必定有一到二個維度間特異

刺激相當於標準刺激的前置區塊。實驗刺激共有四種組合，兩組標準刺激與兩種異常類

別於四種組合中對抗平衡（實驗條件範例組合請見表；實驗刺激數據請見表 4）。 

表 3. 實驗二範例組合：1W = 一維標準刺激與維度內特異刺激；1B = 一維標準

刺激與維度間特異刺激；2W = 二維標準刺激與維度內特異刺激；2B = 二維標準

刺激與維度間特異刺激 

條件／

區塊 
維度 異常種類 

標準刺激

（80%） 

特異刺激

（15%） 

目標刺激

（5%） 

1W 
一維 

維度內違反 條 枝 貓 

1B 維度間違反 條 張 貓 

2W 
二維 

維度內違反 張 片 貓 

2B 維度間違反 張 條 貓 

 

表 4. 實驗二實驗刺激數據 

 標準刺激

（80%） 

維度內（間）特

異刺激 （15%） 

目標刺激 

（5%） 

合計 

（100

%） 

每區塊實驗刺激數 288 54 18 360 

每維度實驗刺激數 576 108 36 720 

實驗刺激總數 1152 216 72 1440 

每區塊實驗刺激類型數 4 1 1  

每維度實驗刺激類型數 8 2 1  

每區塊每種實驗刺激頻率 72 54 18  

實驗材料使用灰階實物照片，其主要來源為 Brodeur等人（2010）與 Brodeur，Guérard 

和 Bouras（2014）創建之 the Bank of Standardized Stimuli（BOSS）圖片資料庫。若此資

料庫無某一物體概念適合的照片，則從其它資源取得並修改使用（如 Konkle等人 2010

及 CardFactory.co.uk）。為確立相片呈現之物體名稱，以及分類詞搭配與實驗設計相符，

有 25位未參加腦波實驗的中文母語者參與實驗材料前測。前測受試者須對 40張物體圖

片命名（21 張正式刺激相片與 19 張干擾相片）。前測結果顯示正式刺激皆有一致的命

名與分類詞搭配（一致性標準為百分之 80以上）。 

 實驗程序 

實驗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神經語言學實驗室進行。受試者參與實驗前須簽署受試者

知情同意書並填寫個人資料問卷。戴上電極帽的受試者坐在離電腦螢幕 90 至 100 公

分的距離，實驗刺激於螢幕中央呈現，與視角對向約 5度（物體面積約 10平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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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實驗開始前有一分鐘的練習階段，讓受試者熟悉實驗刺激呈現與任務。練習階段

呈現的刺激皆不會出現在正式實驗中，也不與任何實驗操弄的分類詞搭配。實驗區塊

（block）順序隨機；實驗刺激呈現順序偽隨機，讓每個區塊的起始至少有 8個標準刺

激之後才出現特異刺激與目標刺激，也不會有兩個特異刺激連續出現的情形。每個區

塊以一位於螢幕中心的定位十字開始，呈現時間 1000毫秒，接著呈現相片刺激，每張

照片呈現 350毫秒，刺激間隔由 400、450、500、550與 600毫秒中隨機挑選間隔時間

（平均 500毫秒）。受試者須在察覺目標刺激（貓）的當下，用最快的速度以右手或左

手食指（受試者間平衡對抗）按下搖桿（羅技 F310遊戲控制器）上的按鍵。受試者在

整個實驗過程中亦須於心中默念「dadadadada….」，將受試者受有意識命名物體的影響

減到最小。受試者於區塊間可休息。特異典範實驗結束後，受試者須完成似前測設計

與目的之後測（有幾個物體稍低於百分之 80 的標準）。圖 4為一區塊的刺激呈現示意

圖。 

 

圖 4. 實驗二區塊範例 

 資料分析 

原始腦電波資料以 EEGLAB（Delorme 和 Makeig 2004）及 ERPLAB Toolbox 

（Delorme & Makeig, 2004）於MATLAB（Math-Works 2005）處理。首先，利用 EEGLAB

載入連續腦電波資料，並執行 EEG Channel Operations 將四個單極眼動電極（VEOU、

VEOL、HEOL、HEOR）轉換為兩個雙極眼動資料（VEOG為垂直眼動，HEOG為水

平眼動）。接著將腦電波資料透過 Infinite Impulse Response （IIR） filter功能過濾，

高通濾波器數值設於 0.1 赫茲、12 dB/oct。在執行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

之前先手動去除極端雜訊。ICA計算處理後，移除眼動及身體動作所造成的雜訊成分。

若單一電極受雜訊嚴重影響，則在成份移除後執行電極插值（channel interpolation）。

上述步驟完成後導入事件清單以分類腦電波資料，時間段設置為刺激起始前 100 毫秒

至刺激起始後 600毫秒。基線數據修正區間為刺激起始負 100至 0毫秒。同維度的標

準刺激腦電位資料一起平均，不同實驗條件的特異刺激腦電位資料則分開平均。參考

自動化雜訊辨識功能─moving window peak-to-peak amplitude和 step-like artifacts─的

結果，每個時間段的資料在目測判斷後手動移除受干擾的資料。整體資料拒絕率為

8.45%。經平均得到的個人腦電位資料以 30 Hz、12 dB/oct 的低通濾波器過濾。最後將

每位受試者的腦電位資料作大平均，得到每個實驗條件的腦電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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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電位資料統計分析選取中線的電極（FZ、CZ、PZ）為代表，而依據前人的研究，

我們只聚焦在分析 P2 平均振幅效果（150-250 ms）（如 Gratton，Evans 和 Federmeier 

2009；Luck 和 Hillyard 1994），並採取四因子變異數分析，包括受試者內因子：刺激類

型（標準刺激、維度內特異刺激、維度間特異刺激）、維度（一維、二維）、前後分布

（前、中、後）與受試者間因子：語言（中文、英文）。當違反 Mauchly球型檢定時，

p值使用 Greenhouse-Geisser 校正。事後分析採配對 t 檢定，若有多重比較的問題，則

使用 Bonferroni 校正。 

 實驗結果與討論 

圖 5是兩組受試者對於（1）標準刺激與（2）維度內違反刺激的腦波反應。 

 

圖 5. 實驗二不同母語受試者對於標準刺激與維度內違反刺激的腦波圖 

由圖 5 可以發現，中文受試者與英文受試者對於實驗刺激的反應似乎不太一樣：前

者是在 200 毫秒左右出現正向波，而後者則是以負向波為主，而後者出現的時間也比前

者晚。若更仔細檢視標準刺激與維度內違反刺激的差異的話，會發現在大腦前半部的部

分，中文受試者對於維度內違反的刺激似乎比標準刺激有更強烈的 P2 反應；但英文受

試者對於這兩個不同刺激的反應似乎沒有太大的差異。 

 

 

中文：標準刺激

英文：標準刺激

中文：維度內違反

英文：維度內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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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圖 6 則是兩組受試者對於（1）標準刺激與（2）維度間違反刺激的腦波反應。 

 

圖 6. 實驗二不同母語受試者對於標準刺激與維度間違反刺激的腦波圖 

與圖 5 類似，在圖 6 也可以發現中文受試者與英文受試者對於實驗刺激的反應似

乎不太一樣：前者是出現正向波，而後者則是以負向波為主。但與圖 5 不太相同的，

就是圖 6 正向波的時間窗並非 P2 出現的時間，而且正向波與負向波出現的時間沒有

明顯先後的差異。而更進一步看標準刺激與維度間違反刺激的差異的話，則會發現違

反刺激的腦波反應似乎比標準刺激更強烈一些，但並沒有圖 5來得明顯。 

為了更清楚地看出不同母語受試者在 P2的差異，我們在圖 7將維度間違反與維度

內違反在 150-250 毫秒之間的效果呈現出來。圖 7 可以清楚發現，相較於處理標準刺

激的腦波，中文受試者在維度間違反的情形下有強烈的 P2效果出現，但英文受試者並

沒有這樣的腦波型態。而維度間違反也似乎沒有 P2效果。 

為了進一步探討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否能得到統計上的支持，我們將 150-250 毫秒

的腦波資料做統計分析，請見表 5統計分析 

中文：標準刺激

英文：標準刺激

中文：維度間違反

英文：維度間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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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實驗二異常類別之效果在 150-250 毫秒的型態 

表 5：實驗二 P2 效果（150-250 毫秒）統計分析：Language = 語言（中文、英文）; 

Stimulus Type = 刺激類型（標準刺激、維度內特異刺激、維度間特異刺激）; 

Dimension = 維度（一維、二維）; Anteriority = 前後分布（前、中、後） 

 dfs F p 

Main effect    

Language 1 0.56 0.46 

Stimulus Type 2 23.81 <.0001 

Dimension 1 0.58 0.45 

Anteriority 2 28.30 <.0001 

2-way interaction    

Language × Stimulus Type 2 5.86 <.01 

Language × Dimension 1 2.28 0.14 

Language × Anteriority 2 1.24 0.28 

Stimulus Type × Dimension 2 1.05 0.35 

Stimulus Type × Anteriority 4 7.35 <.005 

Dimension × Anteriority 2 7.85 <.01 

3-way interaction    

Language × Stimulus Type × Dimension 2 0.75 0.47 

Language × Stimulus Type × Anteriority 4 0.49 0.59 

Language × Dimension × Anteriority 2 0.08 0.82 

4-way interaction    

Language × Stimulus Type × Dimension × Anteriority 4 2.01 0.14 

μV
維度間違反維度內違反

中文受試者

英文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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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結果顯示，「語言」與「刺激類型」確實有交互作用。事後分析發現，中文受

試者的 P2在維度內違反刺激 vs.標準刺激的比較裡有明顯差異，但英文受試者則無此現

象。有趣的是，無論是哪一種語言的受試者，維度間違反刺激 vs. 標準刺激的比較都沒

有差異（中文受試者： D（within-standard） = 1.57, p < .0001; D（between-standard） = 

-.27, p = .72; 英文受試者：D（within-standard） = .37, p = .48; D（between-standard） = 

-.37, p = .35）。 

實驗二顯示，分類詞─名詞搭配的方式確實會影響使用者圖形的辨識歷程：中文受

試者受到分類詞系統的影響而使圖形的辨識歷程受到影響，但英文受試者因為母語裡沒

有這樣的搭配則沒有受影響。然而這樣的影響在「維度內違反」的情境下很明顯，在「維

度間違反」卻沒有，卻是令人匪夷所思。在主持人與助理反覆思考之後，覺得有個可能

性，就是有些維度間違反的實驗刺激其實在之前的區塊裡是屬於標準刺激（雖然不是同

一張圖片），因此削弱了原本該有的效果。未來的研究將會就這個部分做釐清，希望能

除去這個干擾變項，讓分類詞的影響可以更清楚。 

四、綜合討論 

在過去主持人發現「分類詞─名詞搭配」除了語意歷程以外，也包含了語法的處

理（Chan, 2019），但為何有此語意、語法並存的處理歷程──是因為有的分類詞─名

詞搭配比較「具體」可以以語意處理，還是無論何種搭配都會同時有語意、語法的理

解歷程──則需進一步釐清。在此兩年期計畫主持人與團隊進行兩個實驗：第一個實

驗著重分類詞本身的特性，從「分類詞─名詞搭配」做進一步的操弄，直接從語言層

面探討此語意及語法處理並存的現象；第二個實驗則跳脫語言的層面，採用圖形來探

討以中文為母語與以英文為母語的受試者，在辨識與某分類詞搭配的名詞所對應的物

體時，是否會因為分類詞系統的作用而產生不同的辨識歷程。 

實驗一顯示，在控制了具體度的情況下，「類別字有無」的因子並不影響分類詞─

名詞搭配在 350-500及 600-800毫秒的處理，顯示語意及語法的處理可能在搭配關係

中都會同時出現。這表示，雖然「類別字有無」有可能是在新詞產生時或者孩童學習

時對於「分類詞─名詞搭配」的一個重要依據，但這項訊息並不會對於搭配關係的理

解造成差異，顯示受試者在經過多年的「訓練」之後已經可以忽略類別字有無的表面

現象而去快速處理搭配關係。但有趣的是，雖然在分類詞─名詞搭配的關係上類別字

有無沒有造成差異，但這並不表示大腦完全忽略類別字的存在，因為在 800-1000毫秒

時，合法的無類別字比有類別字引發更強的正向波，顯示類別的有無可能在概念的晚

期處理還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實驗二從非語言的角度探討分類詞─名詞搭配，發現雖然辨識圖形不會需要依

賴分類詞─名詞的搭配關係，然而中文受試者卻還是在辨識時受到此搭配關係影響─

─這與英語受試者是完全不同的表現。這表示分類詞系統已經不是單純屬於「語言」

的系統，而是在概念表徵（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的層次與其他的概念特徵

（conceptual features，例如 sensory features, functional features）緊緊相扣，因此，當某

個屬於此概念表徵的特徵被觸發（例如實驗二裡的視覺特徵），與此概念相關的分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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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也就會被觸發，因此就可以看到分類詞的效果。而這個概念表徵的說法也可以回

頭解釋實驗一：因為分類詞的特性同時與語法以及語意相關，因此在 350-500毫秒的

時候同時被激發，造成實驗一看到廣泛負向波（亦即 LAN與 N400 同時出現）的結

果。 

綜合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發現，在處理分類詞─名詞搭配時語意、語法有共存現

象，可能是因為每個搭配都會引發此兩種歷程，而非某些特定的搭配引發語意、某些

搭配引發語法的歷程。未來還需要更多實驗的佐證，來進一步檢測此假設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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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的主要成就在於學術層面。過去主持人的研究發現「分類詞─名詞搭配
」除了語意歷程以外，也包含了語法的處理，但為何有此語意、語法並存的處
理歷程仍須進一步驗證。在此兩年期計畫裡，主持人與團隊從語言以及非語言
兩個角度探索分類詞─名詞搭配關係，結果發現分類詞系統已經不是單純屬於
「語言」的系統，而是在概念表徵（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的層次與
其他的概念特徵（conceptual features）緊緊相扣，因此，當某個屬於此概
念表徵的特徵被觸發（無論是以語言或者圖形的方式），與此概念相關的分類
詞特性也就會被觸發。這個發現，不僅是對於理論語言學界裡具有爭議的分類
詞本質提出更進一步的證據，對於認知神經科學界裡概念表徵的探討也將有所
推進。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