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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詞彙判斷作業測量英語書面詞彙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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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篇論文旨在探討藉由詞彙判斷作業做為英語為外語者英語書面詞彙能力測
量指標的有效性。在此研究中，一方面採取傳統上測量詞彙能力的詞彙翻譯作業，
做為詞彙能力測量的指標，另一方面，採用詞彙判斷作業，請受試者勾選所呈現的
英文詞是屬於真詞或假詞。研究結果發現，兩種作業成就分別與受試者的各項大型
英語測驗成績達到統計顯著相關，顯示這兩種作業都能反應出受試者一般性的英語
能力。更重要的，兩種作業間也達顯著相關，顯示紙筆詞彙判斷作業可以視為測量
詞彙能力的指標之一。紙筆詞彙判斷作業具有施測時間短，無須人工判斷計分的優
點，可以做為網路或電腦施測的英語詞彙能力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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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DT for EFL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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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whether lexical decision task can b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English vocabulary knowledge of EFL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Two tasks were used in the research. One was a traditional
vocabulary measurement task, in which subjects were asked to translate the English
words into Chinese. The other was an English lexical decision task, in which subjects
were asked to distinguish words from pseudowords. The performances in the two task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and each one was also correlated with the English scores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s and the scores of an NCU-administered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English vocabulary knowledge of an EFL learner can be
measured by lexical decision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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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臺灣追求國際化趨勢，英語
學習逐漸成為一股銳不可當的潮流，家
長們無不關心兒女的英語教育，擔心子
女落後在起跑點，於是乎雙語、全美語
幼稚園已經成為幼兒教育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而不管是否有足夠的教育資源，
執政者也往往將英語教育視為施政重
點，不斷地將學習英語的起始年齡往下
延伸，希望能夠加強學童的英語能力。
雙語學習，可以指稱的語言情境
歧異性相當大，不同情境下，研究結論
是否能夠互用，需要非常謹慎地考量其
研究之間的研究假設是否相同、語言環
境是否相同、實證資料是否支持等種種
因素（張葶葶、洪蘭、李俊仁，
2005 ）。在這篇論文中所討論的雙語情
境指的是臺灣學生學習英語的時空環
境：基本上是優勢語言（通用華語、閩
南語或客語）與第二語言（英語）並不
可互相溝通，沒有共同的詞彙和發音，
書寫系統完全相異，且在第二語言的觸
接環境有限的狀況下，筆者希望探討在
這樣的語言環境下，如何測量一個人的
英語能力，或者，更精準的說，書面的
英語詞彙能力。測驗所測量的是書面語
而不是口語，測量的是詞彙能力，而非
測量發音正確性（腔調）或語法。討論
外語/第二語言學習時，釐清所討論的
語言領域，屬於語意（詞彙）、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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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調）或語法（文法）是極為重要的
事，因為不同的語言領域，其發展型態
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張葶葶等人，
2005 ）。當然，不同語言領域的英語能
力之間可能產生高相關，因此，使用某
一單一領域指標並無法完全獨立於其它
領域，即便如此，這並不違背需要釐清
討論語言領域的呼聲。
討論第二語言的學習時，需詳加
考慮第二語言的語言環境、語言領域，
以及其基本假設⎯⎯如移民美國的華人
學英語與臺灣人在臺灣學英語的異同。
同時，這些情境及條件也是在討論英語
學習為母語與英語學習為外語時需要注
意的議題。
由於以英語為母語的研究指標，
不必然能套用在英語為外國語的研究指
標中，因此，在研究臺灣人的英語學習
時，必然要發展適用的英語能力指標。
此篇論文的目的，正是基於這樣的精神
來發展測驗。
對於母語並非英語，但以英語成
為學習語言的學習者，一般稱為 ESL
（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或是
EFL （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
ESL指的是以英語為第二學習語言，但
長期身處於英語社會的學習者，如華裔
美人；EFL則是指以英語為第二學習語
言，但身處於其優勢語言環境異於英語
的學習者，如臺灣學生。在以ESL或是
EFL為對象，探討英語學習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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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重點自然是如何能讓學習者學好英
文，而這議題最基本的指標就是英語能
力的定義。英語能力無庸置疑是個多向
度的概念架構，基於此篇論文討論的主
題是書面的英語詞彙能力，因此，文獻
回顧的部分僅僅討論英語書面詞彙的測
量。

貳、測量英語書面詞彙
能力

「書面詞彙能力」基本上也是一
種接受型的詞彙能力。讀者接觸到一詞
彙後，便對於該詞彙進行認知處理。書
面詞彙能力要如何測量，牽涉到對於詞
彙的認知處理程度或向度。以英語為母
語者為例，對其多數人而言，能唸出書
面詞彙，獲得詞彙語音，就能夠觸接到
原有的口語心理詞彙，進而進行語意的
認知處理。因此，基於這些假設，在閱
讀發展的研究中，字詞辨識（ word
identification ）等同於以口語唸出詞
彙，而不管其意義。以唸出字詞音做為
閱讀能力的指標，例如：給不同詞頻的
真詞，以及符合拼音規則的假詞
（pseudoword），要求受測者唸出詞音
（Snow, Burns, & Griffin, 1998）。
對英語為母語者而言，由於具備
母語一定程度詞彙知識（語音、構詞以
及語意），若能唸出一個詞的詞音，就
能自然、不費力地對一詞彙訊息進行比
較完整的提取；在閱讀理解的過程中，

也能有效率的應用相關訊息進行句子的
理解。因此，以唸出詞音做為書面詞彙
能力指標，甚至為閱讀能力指標，有其
合理的邏輯推論，實徵證據也確實支持
測量詞彙能力的結果與閱讀理解有高相
關（ Read, 1997）。不過，對於英語為
外國語的學習者來說，學習者並未具備
龐大而完整的心理詞彙，對多數人而
言，甚至是書面詞彙比口語詞彙還要豐
富（讀比聽、說能力好），因此，以詞
彙唸音做為詞彙能力指標，甚至做為閱
讀能力指標是值得存疑的。在討論相關
問題時，除了需要對其可能作用機制有
一定的鋪陳外，亦必須有實證證據支撐
論述。
儘管英語為母語，以及英語為外
語的受試者在語言背景上相當不同，但
唸出詞音也不必然不能當成詞彙指標。
因為不同的作用機制可能使同一變項在
不同受試者身上產生相同方向的影響，
於是，在不論作用機制，只論相關或是
預測的研究中依然能夠採用。能夠唸出
詞音，對於以英語為外語的學習者來
說，可能是一個記憶的線索，雖然作用
機制可能與母語為英語者不同，但還是
可能做為預測閱讀能力或詞彙能力的指
標。不過，對英語為非母語的學習者來
說，以詞彙唸音做為指標，存在執行層
面上的困難。一個主要原因是，母語的
聲韻結構會深深地影響對於英語為第二
語言之學習者其第二語言的知覺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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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man, 1996），同時，這影響難以
透過教育或一般生活經驗的方式改變，
如日本人難以分出英語中[r]跟[l]就是個
明顯的例子。在此情形下，如何判定正
確的讀音，會有相當大的困難。這對於
測驗的信、效度是很大的挑戰。因此，
以書面詞彙唸音的方式評定詞彙能力，
除了可能在理論上有問題外，在EFL研
究的實際執行面上，困難度也較高。基
於上述考量，探討EFL的詞彙能力，所
用的指標，多是直接測量受試者能不能
夠瞭解詞義。
Read （ 2000 ）提出四種常被用來
測量EFL書面詞彙能力的作業：

一、 多重選擇（multiplechoice items）

這種測驗形式是把句子中的某個
詞空下，讓受試者由提供的選項中選出
適合填入該空格的詞，題型類似臺灣大
學聯考中常見的文義詞彙測驗。這種作
業方式在一般英語能力測驗中十分常
is used to eat
見，例題諸如：A
with. 受測者必須由 (A)plow (B)fork
(C)hammer (D)needle 四個選項中選出
正確答案(B)，這種作業方式不僅可以
測得受試者是否瞭解目標詞與上下文間
的關係，在計分上也相當客觀。然而，
這類題型建構相當不易，而且以提供選
項的方式，可能產生受試者其實不知道
答案，卻憑藉對其他干擾選項使用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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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提高答對率的可能性，例如：在前
述的例題中，受測者可能並不瞭解
「fork」的意義，卻因為知道「plow」
是用來種田的、「hammer」是用來釘釘
子的、「 needle 」是用來縫衣服的；所
以，剩下的「fork」很有可能就是用來
吃東西的，而選出正確的答案，在這樣
的情況下受測者即便不瞭解真正目標詞
彙的意義也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
使用多重選擇作業者，如托福測
驗（ 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 ），其中的詞彙及閱
讀理解都使用類似的題型。 TOEFL 是
現今世界上最廣為使用的英語測驗之
一，自發展至今已有50年的歷史，50年
來經多次改版，1998年起，已逐漸改向
全面電腦化測驗，其中的閱讀能力測驗
仍保有其多重選擇的題型特徵。

二、 詞彙配對（matching of
words）

提供一些詞彙或是定義，由受測
者選出與測驗題目意義相同的。例如：
受 測 者 必 須 由 (A)clever (B)mild
(C)silly (D)frank 中選出「 foolish 」的
同義詞。這類題型的編製相較於多重選
擇容易，也有計分客觀的優點，亦仍有
干擾選項影響正確選項的特性。這種作
業方式相較於多重選擇作業，其缺點在
於僅能獲得受測者是否瞭解目標詞與其
同義詞間連結的訊息，無法得知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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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夠將目標詞正確的使用在句子
中。
詞彙配對的作業常出現在測量詞
彙 能 力 的 測 驗 中 。 例 如 ： Nation
（1990）按照「詞頻」將詞彙分為五個
階段水平，測量EFL/ESL學習者詞彙能
力，這五個階段是依照使用頻率分成使
用頻率最高的2,000詞、3,000詞、5,000
詞、大學用詞（university word level）
及1萬個詞等五級，以發展出詞彙階段
測驗（vocabulary levels test）。每階段
的測驗中僅包含由該階段詞庫中隨機挑
選出的36個詞及從這36個詞彙中選出設
定的18個定義，受測者必須由詞彙中選
出符合定義者。Nation認為這種作業實
際上同時測量了36個詞彙的概念，因為
受測者必須同時檢視每一個提供的詞才
能夠進行正確的判斷。例題如：
1 apply
2 elect

2

choose by voting

3 jump

5

become like water

4 manufacture

4

make

5 melt
6 threaten

這種使用詞頻做為依據，將詞彙
分級的方式究竟是否確實具有效度？為
了檢驗此問題， Read （ 1988 ）針對 81
位接受為期三個月英語教育課程的學
生，將五階段的測驗各施測一次，結果

發現愈高階的詞彙分數確實愈低，顯示
其分類具有一定依據。

三、 詞彙翻譯（supplying an
L1 equivalent）

以母語寫下目標語言詞彙的翻
譯。例如寫出「rhyme」的中文意義，
這種作業方式省去了干擾項，因而免去
了誘答選項影響作答所造成的缺失，在
建構上又比詞彙配對更加簡易。然而，
詞彙翻譯測驗有幾項缺點：第一，缺少
受測者是否能正確使用目標詞彙能力的
訊息。第二，計分的信效度。受測者以
母語寫下目標詞彙的意義往往千奇百
怪 ， 例 如 ， 將 「 rhyme 」 答 為 「 旋
律」，要如何計算正確性及維持評分的
一致性都是很大的挑戰，這樣的測驗形
式，同時增加了計分上人力的需求。

四、 自行檢核（checklist
tests）

將所有詞彙列出，直接請受測者
勾選自己認識的詞。自行檢核是最簡單
的作業方式，既沒有干擾項也無需人工
計分；在測量上更是簡便，也容易進行
大量施測，其最大的缺點就在於這種作
業方式完全依賴受試者自行檢核，無法
確定這個作業的有效性，有可能受測者
其實是在與其他詞彙混淆的情況下勾選
出某些詞（Read, 2000）。
在研究EFL閱讀的研究中，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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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不同認知變項對於英語學習的影
響，如何定義閱讀能力是最基本的問
題。要測量英語能力，能使用的測驗工
具相當多，上自 TOEFL 、 GRE 、國內
的全民英檢、大學入學考試用的學科能
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下至規模較小
的一般校內英語測驗都能達到測試的目
的。雖說這些測驗信度及效度都相當穩
定，但仍存在有下述的一些問題：1.這
些測驗動輒花費數小時的時間；2.上述
測驗分數所反應的能力相當複雜，除了
英語閱讀能力外，尚包括一般知識、推
論能力及測驗技巧，這對於研究閱讀歷
程的議題並不是適合的能力指標；3.受
試者必須接受過這些大型測驗才能成為
受試者，此條件會嚴重地限制受試者的
遴選；4.不同測驗或是同測驗但不同年
度，其測驗成就如何轉換成同一量尺，
也是一大難題。由於存在著上述這些難
題，發展一個能相互比較且於短時間內
就能獲得詞彙指標的測驗，對於研究英
語學習是必要的工作。參酌 Read 對英
語詞彙測量方式的回顧，本篇論文筆者
改進可快速測量詞彙之自我檢核方式，
選擇了詞彙判斷作業（lexical decision
task, LDT）。
早在 1890 年，自行檢核作業就被
使用來測量英語為母語者的詞彙量
（ Read, 2000），然而，此作業是由受
試者自行評斷認識哪些詞，受試者自我
認定判定標準會影響結果，因此，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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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測量英語詞彙能力的測驗並不理
想。Anderson與Freebody（1983）曾經
使用相同的方式，但在刺激字詞中穿插
高達40%的假詞，以校正受試者反應的
偏誤。假詞是將真詞按發音規則替換部
分字母，形成與真詞非常相似，但並不
存在的詞。之後這類型的測驗也陸續被
使用在第二語言學習的研究中，Meara
與Buxton（1987）以這種題型發展出一
套是非測驗（yes/no test），內含60%的
真詞及40％的假詞，用以測量英語非母
語受試對象的英語詞彙能力，並出版了
兩套正式測驗，分別是歐洲詞彙測驗
（ Eurocentres Vocabulary Size Test,
EVST）及EFL詞彙測驗（EFL Vocabulary Test; 引自 Beeckmans, Eyckmans,
Janssens, Dufranne, & Van de Velde,

）。 其 中 ， EVST 和 Anderson 與
Freebody（1983）的測驗內容相似，但
EVST 是以電腦進行施測，且施測時告
知受測者有部分刺激是假詞，以電腦呈
現詞彙詢問受測者。
是非測驗題型十分類似傳統認知
心理學在探討字詞辨識時所使用的詞彙
判斷作業，不同之處在於是非測驗是請
受測者自己選出認識的詞，詞彙判斷作
業則為圈選是否為真假詞。在是非測驗
中，假詞的作用是避免受試者因胡亂圈
選，而造成高估其詞彙能力。詞彙判斷
作業，則需要受試者對字詞的心理詞彙
（mental lexicon），包括語音、構詞規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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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詞的語法特性、詞彙意義有一定程
度的再認（ recognition ）或具熟悉感
（familiarity），以進行詞彙判斷。以詞
彙判斷作業做為測量指標有幾個好處：
第一，可以用信號偵測理論（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SDT）進行校正，分
離出感覺因素及判斷因素。由於測驗題
目與作答結果共有四種形式，分別是正
確辨識真詞（ hit ）、正確拒絕假詞
（ correct rejection ）、沒有辨識真詞
（miss）及誤認假詞（false alarm），因
此，可以利用信號偵測理論對測驗分數
進行校正，同時還能估計受試者的敏感
度及判斷標準。第二，可於短時間內施
行大量的題目。第三，相對於多重選擇
而言，比較不受到誘答選項、受試者策
略選擇及受試者測驗技巧的影響。
此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討論驗證詞
彙判斷作業是否可以做成書面詞彙能力
的指標；雖然已經有一些論文討論詞彙
的測量（Nation, 1990; Read, 2000），但
在臺灣，這個議題卻鮮少有人討論。此
研究同時檢驗詞彙翻譯及詞彙判斷作業
二者對於評量書面詞彙能力的效果。儘
管過去的文獻將詞彙翻譯作業視為測量
英文詞彙能力的指標（ Read, 2000），
但在臺灣卻沒有任何的實證資料，因
此，筆者也無法直接將詞彙翻譯作業視
為最終的效標。為了驗證研究中兩種作
業的效度，將兩種作業與受試者的各項
大型測驗之英語成績做相關的統計，以

檢驗是否能用此測驗預測受試者的「英
語閱讀能力」。這樣的循環論證是所有
同類型研究所面臨的共通問題，那就是
沒有最終的效度指標，只能以指標間相
關的方式來表示其效度。但是，如果詞
彙翻譯及詞彙判斷作業都能與一般大型
測驗之間達到顯著相關，不僅表示兩種
測驗可以測量英語能力，更重要者在於
這指標可以在比較單純的向度上相互比
較。
這個研究採用兩種作業，第一種
作業是傳統的詞彙翻譯作業，直接呈現
英語的詞，請受試者寫下中文翻譯。第
二個作業是詞彙判定作業，請受試者以
自行勾選的方式，判斷刺激的詞性，哪
些屬於真詞，哪些屬於假詞。在詞彙判
定作業中，使用一半的真詞和一半的假
詞，請受試者判斷哪些是真詞哪些是假
詞，為去除猜測因素，使用校正後的正
確率做為分析的分數。由於詞彙翻譯作
業為傳統上用來測量詞彙的指標
（ Read, 2000），因此，筆者認為兩者
的相關程度，可以反應出詞彙判斷作業
能否做為詞彙能力的測量指標。

參、研究方法
一、受試者

本研究有212位受試者，全部為中
央大學大學部一年級學生。僅蒐集一年
級學生的資料，主要是考量較方便取得
相關大型英語測驗成績。中央大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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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生除特殊情形外，一般皆必須參與
校內英語檢測，以進行三個分級的英語
教學；受試者中，有33名屬於高級班，
93 名屬於中級班， 84 名屬於初級班。
212位受試者中，僅155位曾參與大考中
心舉辦之指定科目考試，11位未參加學
科能力測驗，有2位受試者因故無法取
得其校內檢測成績；因此，在後續的分
析中，具校內英語檢測成績者有 210
位，有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者為201位，
有指定科目考試成績者為155位。

二、實驗設備

本實驗為紙筆測驗，在課堂中以
團體施測的方式進行。

三、實驗刺激

為了挑選具有分辨詞彙能力的測
驗題目，此研究事先進行了一個旨在蒐
集刺激的前置研究。
研究方法為：以 88 位沒有參與正
式實驗之中央大學學生為受試者，進行
紙筆測驗。測驗內容為對所選定的刺激
詞直接寫下其中文意義。實驗刺激是
300 個英文名詞，選自劉毅（ 2003 ）所
編高中常用7000字資料，該資料是教育
部公告高中生需學會的 7,000 個英文
詞。選用標準為以最常見的名詞為原
則，詞的長度為3～8個字母，且去除任
何有變化形式的詞。計分方式以人工批
改每位受試者所寫的各英文單詞之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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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正確與否。試題鑑別度計算方式是
將各題中高分組答對人數的百分比減去
低分組答對人數的百分比，相減後得到
的數值即為試題鑑別度。高低分組設定
方式為：位於整體測驗分數前50%者設
定為高分組，後50%者則為低分組。再
以試題鑑別度最高的100個詞來做為正
式實驗中的刺激材料。
正式實驗的兩種作業各有100題。
詞彙翻譯測驗的刺激則是以實驗前的問
卷為依據，挑選出鑑別度最高的100個
詞。詞彙判斷作業為50個真詞及50個假
詞。真詞是從前置實驗中挑選出鑑別度
最高的50個詞，假詞的建構方式則以另
一套遠東圖書公司所出版的教育部公告
7,000 字為依據，由於這 7,000 字被分為
四個等級，筆者於是逐個找出與前置實
驗所挑選鑑別度最高之50個真詞相同等
級且相同字母長度的其它詞，將這些詞
以隨機方式替換其中一個字母，替換原
則為子音以子音取代，母音也同樣以母
音取代。如此原則下新產生的詞，在去
除掉確實存在的真詞、發音不規則，以
及與真詞差異太大的詞後，形成了50個
長度同樣分布在 3 ～ 8 個字母數中的假
詞。本研究所使用的刺激，見附錄一、
附錄二。

四、實驗程序

實驗是利用課堂中進行團體施
測，在主試者說明後，由受試者自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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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測驗卷。測驗卷內容共有兩個部分。
先進行詞彙判斷測驗，受試者需判斷每
個詞是否為英文中的真詞，若是就在
「是」的格子內打勾，若不是則在
「否」的格子內打勾。第二個部分才是
傳統的詞彙翻譯測驗，受試者必須寫下
每個詞的中文意義。由於部分測驗題目
是相同的，於是在測驗過程中，要求受
試者需先完成第一部分的詞彙測驗後，
才進行第二部分的詞彙翻譯測驗，並且

完成詞彙判斷作業後，不可以再更改答
案。完整的實驗約需20~30分鐘完成。

肆、結果

第一部分的詞彙判斷測驗，為去
除猜測因素及反應偏好造成的影響，每
一位受試者的分數都以 Grier 的校正公
式 （ Huibregtse, Admiraal, & Meara,
2002）進行校正後，再進行統計分析，
公式如下：

1 + 真詞正確率 − 假詞錯誤率）
校正後得分＝0.5＋（真詞正確率 −4假詞錯誤率）（
× 真詞正確率（1 − 假詞錯誤率）

利用此校正公式將分數進行校
正，例如：某位受試者在作答時將所有
刺激勾選為真詞，所得到的分數就會是
0.5 （真詞正確率為 0.5 ，假詞錯誤率也
為0.5，兩者相減為零），顯示受試者是
完全依賴猜測進行作答。此公式僅適用
於真詞正確率大於或等於假詞錯誤率；
若真詞正確率小於假詞錯誤率，表示受
試者的表現低於隨機猜測，該受試者的
資料將不予計算。
為避免計分者之主觀因素影響詞
彙翻譯測驗的正確性，筆者隨機抽取20
份試卷，由兩位計分者分別評定分數，
並進行評分者信度檢定，結果兩者相關
達到顯著（r = .997，p < .01），顯示計
分者主觀因素對資料並未造成太大的影
響。

研究結果發現，詞彙判斷與詞彙
翻譯兩項作業分數的相關係數達統計顯
著性（r = .793，p < .01）。
將受試者測驗結果按中央大學校
內的英語能力分級檢定分組，各組的詞
彙判斷測驗及詞彙翻譯測驗成績見表
1 。資料顯示，在詞彙判斷測驗方面，
初級班、中級班及高級班經過校正後的
分數分別為.76、.83、.84；以能力分級
為受試者間變項，以詞彙判斷作業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能
=
力分級主要效果達到顯著（ F
21.706，p < .01），事後比較結果顯示
初級班與中級班成績差異達到顯著（t
= -5.577，p < .01），初級班與高級班達
到顯著（t = -4.719，p < .01），中級班
與高級班則未達到顯著（t = -0.920，
( 2 , 2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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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分級學生在詞彙判斷作業以及詞彙翻譯的表現
校內分級
初級班N＝84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中級班N＝93 標準差
高級班N＝33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總平均N＝210 標準差

真詞正確率

詞彙判斷測驗
假詞正確率

校正後分數

詞彙翻譯
正確率

.85

.58

.76

.44

.10

.21

.09

.20

.91

.63

.83

.63

.07

.18

.07

.19

.94

.58

.84

.72

.06

.19

.05

.14

.89

.60

.81

.57

.09

.20

.08

.22

）。在詞彙翻譯作業方面，初級
班、中級班及高級班的分數分別
為.44、.63、.72。以能力分級為受試者
間變項，以詞彙翻譯作業為依變項，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能力分級主
要效果達到顯著（ F = 36.569 ， p
< .01），事後比較結果顯示初級班與中
級班成績差異達到顯著（t = -6.463，p
< .01），初級班與高級班達到顯著（t =
-7.420，p < .01），中級班與高級班亦達
到顯著（t = -3.154，p < .01）。
將實驗中的兩項測驗與受試者參
加中央大學校內英語能力測驗成績的原
始分數進行相關係數統計，結果校內英
語能力檢測分數與詞彙判斷測驗校正後
的 分 數 達 顯 著 相 關 （ r = .475 ， p
< .01），與詞彙翻譯作業的正確率也達
顯著（r = .608，p < .01）。同時，校內
英語檢測與詞彙判斷作業相關和校內英
語檢測與詞彙翻譯作業相關的差異達到
顯著（t = 5.525, p < 0.01）。
p > .05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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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央大學的校內英語檢測成
績之外，此研究另外取得212位受試者
入學時的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以及
指定科目考試中之英語科成績，分別將
這兩項英語成就測驗與此研究中使用的
兩項作業成績進行相關係數檢定，結果
顯示詞彙判斷作業與學科能力英語測驗
成績相關達顯著（r = .622，p < .01），
與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相關達顯著（ r
= .620，p < .01）；詞彙翻譯作業與學科
能力測驗成績相關達顯著（r = .730，p
< .01），與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相關同樣
達顯著（r = .727，p < .01）。兩項作業
與各項成績之間的相關係數見表2。
在詞彙判斷作業與三項英語成績
之間的相關之中，與校內英語檢測的相
關及與指定科目考試的相關接近顯著差
異（t = -1.95, p = .05），與指定科目考
試及與學科能力測驗的相關係數則未達
到顯著（t = -0.03, p > .05）；詞彙翻譯
作業與三項英語成績之間的相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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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兩項詞彙測驗與各項英語成績之間的各相關係數
詞彙判斷作業
詞彙翻譯作業

相關係數
p值
樣本數
相關係數
p值
樣本數

校內英語檢測

指定科目考試

學科能力測驗

0.475 **

0.620 **

0.622 **

<0.01

<0.01

<0.01

210

155

201

0.608 **

0.727 **

0.730 **

<0.01

<0.01

<0.01

210

155

201

**p < .01

與校內英語檢測的相關及與指定科目考
試的相關達到顯著差異（ t = -2.03, p
< .05），與指定科目考試及與學科能力
測驗的相關係數則未達到顯著（ t =
-0.06, p > .05）。

伍、綜合討論

研究中發現「詞彙判斷測驗」及
「詞彙翻譯作業」與中央大學的校內英
語測驗、大考中心所舉辦之學科能力測
驗及指定科目考試都達顯著的相關。研
究結果顯示，詞彙翻譯作業與各項大型
測驗的相關都非常高，統計上甚至出現
比詞彙判斷作業與各項大型測驗相關高
的情形，這顯示詞彙翻譯作業的確是一
個比詞彙判斷作業更為有效的英語能力
指標。
因為這些大型測驗的內容都包含
聽力、語法及閱讀等一般性英語能力的
子測驗，所囊括的英語能力指標不只限
於詞彙知識，還包含了其它部分，這也
顯示書面詞彙能力的確可以用來做為臺
灣學生EFL「英語閱讀能力」或是「英

語能力」的指標。由於技術上的限制，
筆者無法取得大型測驗分項測驗的成
績，因此無法瞭解書面詞彙能力與聽
力、閱讀、詞彙之間的關係，只能以測
驗總分作為英語能力的指標。
詞彙翻譯測驗為傳統的書面詞彙
能力測量方式，實驗結果顯示，詞彙判
斷作業與詞彙翻譯作業達顯著相關，表
示詞彙判斷作業的確可以反應出詞彙翻
譯作業的成就，也就是書面詞彙能力成
就。
一個可能衍生的問題是兩種作業
使用一半相同的刺激，這兩種作業表現
的相關是可預期的。但這正是發展詞彙
判斷測驗的目的，在相同的題目下，以
不同形式的測驗方式，除了能達到傳統
測量方式的目的外，更重要的是，以詞
彙判斷作業進行測驗，沒有評分者主觀
判斷的問題，測驗的時間也大為縮減。
另一個在資料上產生相關的可能
原因是第三變項，譬如說「智力」，可
分別與兩個測驗方式所指稱的能力產生
相關。第三變項影響的可能性在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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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無法排除的，但智力成為混淆變項
的可能性應該很低；中央大學的學生必
須在全國大學入學測驗中達到相當成績
才可能入學，其智力或學習潛力，應該
都有一定的程度，不應該有非常大的分
野。
本實驗中的兩種作業與中央大學
的校內英語檢測、大考中心的學科能力
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三種成績的相關之
中，與校內英語檢測的相關皆顯著低於
或接近顯著地低於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
科目考試。大考中心所舉辦的測驗皆為
較大型且具備全國性常模的測驗，相關
係數高於中央大學校內的英語檢測有兩
個可能的原因，第一，由於大考中心的
測驗直接影響考生的升學，考生在準備
上往往較為慎重，在測驗時也較為周
密，因此測驗結果也較為穩定；反之，
校內的英語檢測不影響考生升學，僅用
於進行學生英語能力分班，考生在作答
上較為隨意的機率提高，因而測驗分數
也較不穩定。另一個可能性則是在測驗
編制上大考中心規模比中央大學稍大，
在網羅題目範圍及題型建構上比起中央
大學校內英語檢測來的完整。這些可能
性僅為依照資料推論而得，究竟是哪種
可能性造成三項成績間相關的差異仍須
進一步實徵證據支持。
研究中發現詞彙判斷作業與詞彙
翻譯作業達顯著相關，但詞彙判斷作業
究竟反應出詞彙何種的基本能力？一個

47

詞的心理詞彙（mental lexicon）包括詞
的意義、詞性（語法特性）、聲韻特性
（發音）及構詞規則特性（字母排
列）。詞彙判斷能力除了針對單一詞彙
的意義進行回憶提取（ recollection ）
外，也可能是因為對於心理詞彙的一般
語言學特性瞭解進行判斷。如果在詞彙
判斷作業中，答案為否的刺激是非詞
（ nonword ），也就是子音字母串，則
受試者可依照對於英語的構詞規則及聲
韻的瞭解直接拒絕非詞；但若答案為否
的刺激是假詞，則受試者必須針對假詞
進行拼音字母順序確認及意義的觸接而
進行判斷。在張葶葶（ 2005 ）的論文
中，發現臺灣大學生進行詞彙判斷時，
只要是真詞刺激，受試者的判斷時間隨
字母長度增加而增加，不管答案為否的
刺激是假詞或是非詞，但在拒絕的反應
中，非詞的拒絕反應並沒有隨字母增長
而增加，但假詞則呈現非常清楚的隨字
母長度而線性增加的情形。這顯示臺灣
學生在進行英文詞辨識時，遇到真詞時
需要逐一的將字母進行解碼（ decoding），而不是直接由字形接觸到意義，
否則反應時間不應隨字母數而增加。在
這個研究中，答案為否的刺激，所採用
的是假詞，因此合理的推估是受試者必
須針對每一個詞彙進行逐一字母的解碼
而進行判斷。在逐一解碼後，受試者可
能是基於比對心理詞彙的語音部分，或
是因為語音訊息提取詞義部分進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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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也因此，詞彙翻譯作業與詞彙判斷
作業兩種測驗所測量到的詞彙概念並不
盡然相同。於再認（recognition）記憶
的研究中，回憶提取及熟悉度是兩種不
同 的 歷 程 （ Tulving, 1985; Rugg,
Schloerscheidt, & Mark, 1998），詞彙翻
譯作業需要明確的回憶提取，但詞彙判
斷作業並不必然牽涉意義的回憶提取，
語音的回憶提取或是熟悉度亦可以成為
判斷的標準。然詞彙翻譯作業與詞彙判
斷作業兩者達到高相關，顯示這兩種作
業可能牽涉相同的認知架構或是反應出
相同的詞彙基本能力。
在這個研究中，發現以詞彙判斷
作業能夠相當程度地取代傳統的詞彙翻
譯測驗，做為英語書面詞彙的指標；同
時也發現詞彙能力與英語的綜合閱讀能
力之間，有一定的關聯性。由於詞彙判
斷作業施行測驗的時間短，並且不需要
人工計分，可以符合電腦或是網路線上
測量的需求，相關的證據提供在施測時
間及人力限制下，以英語詞彙判斷作業
做為測量英語書面詞彙成就及閱讀成就
的可能性。不過，由於詞彙判斷作業並
不是受試者針對某一詞彙的意義回憶提
取，並無法達成深層意義處理的目的，
僅能反應出一般詞彙能力的指標，而在
閱讀及口語溝通中，卻需要意義觸接的
深層處理，這是在使用上應該謹慎之
處。
在電腦跟網路的應用上，如果說

詞彙判斷測驗的方式是一個堪用的詞彙
測量方式，則筆者就有可能據以發展出
一個可以偵測受試者詞彙水平的測試，
電腦可以根據讀者的詞彙水平，進一步
提供適合其詞彙量的文章材料進行教學
訓練，或是能夠依據輸入的文章，計算
出讀者有多少詞彙是不認識的，據以判
斷是否適合讀者閱讀。

陸、研究的限制

一、由於受限於筆者能接觸到的
受試對象的影響，筆者僅能利用中央大
學大一學生進行測量，並蒐集相關大型
測驗的英語成就資料。相較於全國的大
一學生，中央大學學生的英文程度，有
相當的同質性，因此，在資料上，雖然
達到顯著相關，但變異解釋量還是有
限。若能夠接觸不同英語程度的受測
者，應當能夠增加變異解釋量。同時，
如果有相當數量並具有大型常模測驗分
數的受試者，且其大型常模測驗分數之
歧異性大，則有可能利用詞彙判斷作業
推估大型常模測驗的成績。
二、此詞彙判斷測驗的題目，其
有效性限於英文程度較雷同之學生樣
本，題目的挑選是經過一定的條件與限
制，對不同能力的人來說，每一個測驗
題目所能夠提供的訊息量是不同的，因
此，此一測驗題目，並不能適用於所有
程度的學生。雖然說應用同樣的選題方
法，應能夠達到相似程度的推估效果，

以詞彙判斷作業測量英語書面詞彙成就

但是，這個論證需要實證證據支持。

柒、結語

本研究顯示兩個重要訊息：第
一，詞彙測驗，特別是詞彙翻譯測驗，
可以用來做為測量英語能力的指標。在
此研究中，詞彙翻譯測驗與不同大型測
驗呈現達統計顯著的高相關。第二，詞
彙判斷作業，儘管其推估一個受試者詞
彙能力之效力不如詞彙翻譯作業，但仍
可以做為詞彙測量的作業。其計分容
易，施測時間短的特性，適合使用於網
路或電腦平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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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驗中詞彙判斷作業所使用的刺激
真詞

alphabet
basement
bowl
brush
carrot
chess
coat
curtain
drum
flavor
fork
frog
gate
goat
grape
hammer
lamb
metal
onion
organ
pocket
region
soap
throat
wheel

假詞

birthnay
boopcase
hurn
coble
prayon
evint
coft
loopard
foon
hirror
geft
jard
hust
nain
nevel
insort
lapy
kitch
pinda
phane
riason
socret
sdin
murkey
diaty

假詞字源

birthday
bookcase
burn
cable
crayon
event
cost
leopard
fool
horror
gift
hard
host
nail
novel
import
lazy
pitch
panda
phone
reason
secret
skin
turkey
diary

真詞

award
bean
breeze
calendar
charm
clown
cotton
disk
flag
flood
fortune
garage
glove
goose
grass
hen
melon
miracle
opera
pepper
rat
snack
spoon
whale
zone

假詞

prake
beek
zullet
dirictor
druss
clith
dustom
dite
flot
fotus
gricery
fusure
hork
gless
sreen
sut
plote
pancape
prike
pitlow
rup
snain
stimp
warth
wrup

假詞字源
brake
beef
bullet
director
dress
cloth
custom
dive
flow
focus
grocery
future
horn
glass
green
nut
plate
pancake
prize
pillow
run
snail
stamp
worth
wrap

以詞彙判斷作業測量英語書面詞彙成就

附錄二 實驗中詞彙翻譯作業所使用的刺激
alcohol
award
bowl
bug
captain
chess
coin
curtain
drum
flag
fork
gate
grape
lamb
metal
muscle
nose
pack
plant
puppy
rhythm
skirt
steak
tongue
wing

alphabet
basement
breath
bull
carrot
clown
cotton
decade
enemy
flavor
fortune
glove
grass
lip
miracle
nail
onion
peanut
pocket
rat
sheep
snack
storm
vase
worm

audience
bean
breeze
button
castle
coach
couch
disk
envelope
flight
frog
goat
hammer
liquid
monster
neck
opera
pepper
pool
region
shell
soap
temple
whale
yard

author
bottle
brush
calendar
charm
coat
cream
drug
farm
flood
garage
goose
hen
melon
mud
net
organ
plane
pork
religion
ship
spoon
throat
whee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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