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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牙牙學語(Canonical Babbling)是人類發展語言過程的重要歷程碑，又為發

出有意義字詞前之音節的概念形成。但嬰兒在尚未習得成人語音或擁有音節概

念前，就已能透過非音節之前語言聲音(Precanonical sounds)來表達各式需求與

探索社交情境。究竟嬰兒在發出牙牙學語之前，為何有各式各樣的發聲種類，

其發聲目的在學界仍無定論。過去有學者認為嬰兒發聲是為了社交或社會需

求，以便與照顧者互動，且提高照顧者對自身需求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有學

者認為嬰兒是因內在動機驅使而主動探索口腔機轉及自娛娛人。本研究探討嬰

兒發聲量是在何種情境下之出現率最高，以及具音節概念之牙牙學語是否與非

音節之前語言聲音在不同情境下的出現率有相同分布。本研究以單一個案作為

受試者，比較該個案在七個月及十一個月時的非音節發聲量與牙牙學語比例，

探討年齡、情境、非音節發聲量、牙牙學語比例此四種因素的交互影響，進而

了解嬰兒的發聲動機及牙牙學語與前語言之關聯。 

 

 

關鍵字：牙牙學語、語言發展、嬰兒語音、發聲動機、前語言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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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則為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及

研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年來育兒手冊、孩子教養等書籍提倡多和嬰兒互動有益孩子發展，各式

各樣的教具及學說紛紛推陳出新。但是這些偏後天論的說法是否真正有益於嬰

兒的語言發展？又嬰兒語言發展若不是後天主導，那麼後天與先天的比重是誰

重誰輕？本研究以此為出發點，欲用單一個案設計來探討及了解照顧者對幼兒

的互動是否對於語言發展佔有不可取代之地位，而嬰兒發聲單純只是為了社交

亦或有其他內源性的動機？ 

    牙牙學語(Canonical Babbling)是人類發展語言過程的重要歷程碑，又為發

出有意義字詞前之音節的概念形成，對於尚未習得成人語音的嬰兒而言更是表

達需求與探索世界的工具。根據 Oller(2000)，牙牙學語需滿足以下三者條件：

1)含有完全共鳴母音，例如/i、a、u/等。2)含有至少一個子音(但非/w、h、y/三

子音)。3)子音與母音共振峰之間有快速轉折帶。舉例而言，常聽到幼兒所說的

/baba/與/dada/等語音即為牙牙學語或具有音節概念的語音。 

    在牙牙學語出現以前，嬰兒以非音節聲音(precanonical sounds)作為與他人

溝通的媒介，因此也被認為是大人言語及牙牙學語之前身，也是嬰兒在尚未習

得成人語音或擁有音節概念前(月齡小於六個月)之主要發聲類別，其常見種類

包含高音尖聲(squeals)、沙啞喉音(growls)、類母音(vocants)等。 

    嬰兒利用發聲來影響與照顧者的互動，最早在華語嬰兒四個月大即可觀察

到(張雅茹，2021；Franklin et al., 2014)，表達社交需求，也透過發聲來感知世

界(Long et al., 2020a)。先前研究即有學者透過在實驗室中設置不同社交情境(例

如：照顧者與嬰兒互動、照顧者在旁但不與嬰兒互動、照顧者與研究者訪談)來

檢視照顧者與嬰兒的互動程度是否影響嬰兒發聲(Iyer et al., 2016)；而亦有學者

從照顧者與嬰兒互動程度著手，探討嬰兒的發聲動機(Long et al., 2020a, 

2020b)。許多學者多半認為嬰兒發聲主要是為了社交目的，但內在動機論在近

幾年來日漸萌芽。本研究欲藉由自然情境觀察下所錄製的嬰兒語音來探討嬰兒

發聲量與情境動機之關聯性，若是嬰兒在社交情境比非社交情境中發聲量較

高，則可推知嬰兒發聲之動機較具社交性，若反之，則可推知嬰兒發聲之動機

為內源性。而嬰兒牙牙學語與大人語音之關聯性較強，而前語言聲音與大人語

音之關聯性較弱，是否嬰兒牙牙學語會與大人語音類似，在社交情境中的出現

率較非社交情境中的出現率較高，而前語言聲音則反之？ 

    在 Long et al. (2020a)將非音節聲音編碼成社交性非音節聲音(social 

Protophones，例如：和照顧者互動與模仿)與內源性非音節聲音(endogenous 

Protophones，例如獨自玩語音)，並於此研究結果中發現在研究者所設置的兩個

情境中，內源性發聲皆遠多於社交性發聲，其研究結果支持嬰幼兒出生後的發

聲動機多半來自自我本身，而非來自社交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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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不同社交情境會影響嬰兒發聲外，亦有其他影響發聲量的因素，年齡

即為其中之一，有學者提及從六個月開始，嬰兒已知以發聲量來修補及改變與

照顧者的互動(Franklin et al., 2014)；此外，嬰兒在五至十個月時進入牙牙學語

期(the Canonical Babbling stage) ，為習得與成人語音更接近的發聲模式(Oller, 

2000)，嬰兒在此階段建立了更成熟的發聲類型，為日後語音形式及語意的連結

奠定基礎，進而習得第一詞彙(First Word)或語句(sentences)。根據先前文獻指

出，牙牙學語的起始時間早晚為早期發展型障礙疾病的重要指標之一(Eilers & 

Oller, 1994)，由此可知，牙牙學語對嬰兒發展極具影響力。 

文化亦是影響嬰兒發聲的因素，對於牙牙學語的習得更為重要，有學者提

及因為母語的音節結構相異，例如中文比英文的音節結構簡單許多，是否影響

中文母語嬰兒在牙牙學語習得的速度會較英文母語嬰兒來得快，是否也進而影

響嬰兒在不同社交情境下的牙牙學語比例(Canonical Babbling Ratios, CBRs)？ 

Lee et al. (2018)的結果顯示牙牙學語比例與年齡、語言背景、及情境有複雜的交

互作用，而非單一因素導致單一結果。 

        縱觀現今已有之文獻，雖然研究不同情境下的嬰兒發聲情形與探討嬰兒發

聲目的者眾多，但至今仍眾說紛紜，尚無定論。且又因多數研究皆是以實驗室

錄音作為嬰兒語音採集方式，為較結構式的控制情境，難以真實呈現嬰兒發聲

與社交情境，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自然環境錄音之方式，深入了解嬰兒的真

實發聲情況。 

        除了和先前研究相同使用不同社交環境、發聲量、年齡作為變項外，本研

究加入 CBRs作為第四個研究變項，誠如先前所提及，CBRs為嬰兒語言發展重

要里程碑，對於嬰兒而言是更為成熟的發聲模式，故欲透過本研究，探討

CBRs 多寡是否和社交情境相關，進一步了解嬰兒偏好在何種情況下使用較成熟

的發聲類型。 

        最後，多數先前研究皆為外語習得之嬰兒為主要個案，華語習得之嬰兒研

究幾乎從缺，因語言及文化亦是影響嬰兒發聲與語言發展的重要因素，故欲透

過此研究，觀測並分析華語嬰兒的發聲量、CBRs及其發聲目的，為國內華語嬰

兒研究添增一筆證據與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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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欲探討牙牙學語比例(Canonical Babbling Ratios, CBRs)多寡是否

和社交情境相關，進一步了解華語嬰兒偏好在何種情境下使用較成熟之發

聲類型。 

 

二、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歸納出以下三項問題： 

 

1. 兩年齡組的非音節發聲量(precanonical sounds)與牙牙學語發聲量之比

較。 

a. 七個月的非音節發聲量是否多於十一個月的非音節發聲量？ 

b. 十一個月的牙牙學語發聲量是否高於七個月的牙牙學語發聲量？ 

 

2. 兩年齡組在照顧者與嬰兒互動、照顧者在旁與他人談話、嬰兒獨自一

人等三種情境下，何者非音節發聲之發聲量最高？ 

 

3. 兩年齡組在三種情境下的牙牙學語發聲比例分別為何？嬰兒在何種情

境下之牙牙學語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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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牙牙學語(Canonical Babbling)之於嬰兒語言發展的重要性 
 

        嬰兒一出生即開始發出許多不同的聲音(infant vocalization)並在語音萌發期

佔有極為重要的角色，自出生起，除了打嗝、打噴嚏等生理性聲音(Vegetative 

sounds)和與哭聲等情緒相關的固定信號(Fixed signals)外，嬰兒初始音

(Protophones)出現，嬰兒透過使用不同類型的語音(例如：類母音、高音尖聲、

沙啞喉音)來表達社交需求與探索世界，而在嬰兒五至十個月時，進入牙牙學語

期(Canonical stage)，已能說出具有子音與母音的音節，往成人語音進一步發展 

(Oller, 2000) 。除此之外，先前亦有多篇文獻研究 Canonical Babbling 起始時間

與發展障礙疾病是否有關，例如：在 Eilers 與 Oller (1994)的研究中提及聾嬰的

牙牙學語期起始晚，甚至有個案到兩歲都還未進入牙牙學語期。而亦有學者研

究牙牙學語比例(Canonical Babbling Ratios, CBRs)和自閉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等社交溝通缺陷疾病的相關性(Long et al., 2020b)。由先前眾多文獻可

知，牙牙學語是嬰兒進入第一單詞前的里程碑，對於嬰兒語言發展極其重要。 

 

二、 不同情境對嬰兒牙牙學語比例與發聲量之影響 
 

        回溯數十年前即有學者觀察到嬰兒在不同情境下，發聲量有所差異。在

Jones 與 Moss (1971)的研究中，文獻提到嬰兒獨處時的發聲量高於和照顧者互

動時的發聲量，而在 Delack (1976)的研究中也顯示嬰兒獨自一人時的發聲量高

於照顧者和嬰兒互動情境，而照顧者和嬰兒互動時的發聲量又高於嬰兒和陌生

人互動之情境。 

        現今學者以觀察不同情境下嬰兒發聲量為主題，探討照顧者和嬰兒間的互

動程度是否會影響嬰兒的發聲。Iyer et al. (2016)在實驗室中分別設置照顧者與

嬰兒互動(Interaction)、照顧者在附近但不與嬰兒互動(Seperate)、嬰兒在旁，照

顧者和研究者進行訪談(Alone-like)等三個情境，並觀測這些情境在三個年齡組

(2~5.5 個月、5.5~7.5 個月、7.5~11 個月)發聲量之差別，學者假定照顧者與嬰兒

互動情境中的發聲量高於照顧者在附近但不與嬰兒互動，而照顧者不與嬰兒互

動情境中的發聲量又高於照顧者與研究者訪談之情境，但實際研究數據卻不符

合假說，在此研究中，三個年齡組在照顧者與研究者訪談情境下的發聲量皆最

低，但是在照顧者在附近但不與嬰兒互動的情境下，發聲量皆是最高，對於一

般所認知的：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時，嬰兒應有最高發聲量之說法矛盾，對於嬰

兒究竟在何種環境下偏好發聲產生疑問。 

        而 Lee et al. (2018)的研究也是分為三個情境：照顧者和嬰兒互動(Infant-

Directed Speech, IDS)、照顧者與他人談話(Adult-Directed Speech, ADS)、嬰兒獨

自一人(Alone)進行，但與 Iyer et al. (2016)的實驗室錄音情境不同，此篇文獻是

採用自然環境錄音作為音檔採集方式，並分成兩個年齡組進行錄音(6 個月、 11

個月)，此外，此研究並非單以發聲量多寡進行分析，而是以 CBRs 作為結果變

項，學者假定兩年齡組的 CBRs皆是 IDS情境大於 ADS 情境，而 ADS 情境又

大於 Alone 情境，但經由研究結果可發現在兩個年齡組中，後者假說成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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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情境的 CBRs皆大於 Alone 情境，但並無顯著差異，而前者假說並不成

立，只有 11 個月中文母語的受試者符合，其餘皆是 ADS情境下的 CBRs大於

IDS情境下的 CBRs。從此研究結果，作者推論嬰兒之所以在 ADS情境下提高

CBRs 是為了引發父母的言語互動，此外，根據研究結果，6 個月應該是父母最

頻繁使用 IDS情境的時期，但是受試者此時期在其他兩情境下的 CBRs 都比

IDS情境下高，故作者也推論嬰兒傾向在非 IDS情境牙牙學語。 

        比較 Iyer et al. (2016)和 Lee et al. (2018)兩篇文獻，兩者研究結果皆顯示照

顧者和嬰兒互動時的發聲量和 CBRs 皆不是最高，嬰兒發聲僅僅只是為了社交

嗎？還是為了其他目的？本研究之前導研究以音檔編碼者問卷(n=25)進行情境

分類，兩位編碼者之百分比一致性達 0.76，故參照前導研究所提供之證據，本

研究亦欲以 1) 照顧者與嬰兒互動、2) 照顧者在旁與他人談話及 3)嬰兒獨自一

人等三種情境作為情境問卷之分類選項，深入探討嬰兒發聲之目的。 

 

三、 嬰兒的發聲動機 
 

        嬰兒的發聲動機是造成其在不同情境下發聲量差異的重要因素，近來有許

多學者研究嬰兒發聲目的為何，部分學者假設嬰兒發聲是為了社交需求，然

而，亦有學者提出嬰兒發聲是為了探索世界，並以聲音滿足自身需求，因此，

嬰兒發聲的目的究竟為何，至今仍眾說紛紜。 

        從 Iyer et al. (2016)的研究結果可知照顧者在附近但不與嬰兒互動情境下的

發聲量大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之情境，作者即推論嬰兒在缺乏口語刺激時也會

有內源性發聲(Endogenous vocalizations)，而這可能是為了練習或是探索世界。 

        近來最新的研究，Long et al. (2020a)以探討嬰兒發聲動機為主軸，和先前

其他文獻相似，一樣在不同情境設定進行觀測，此文獻將觀測情境縮減成兩

個，分別是照顧者與嬰兒互動及嬰兒在旁，照顧者與研究者進行訪談，並分為

三個年齡組(3 個月、6 個月、10 個月)進行實驗室語音錄製，學者假設在照顧者

與嬰兒互動情境中，嬰兒有較多的社交性導向發聲(Socially-directed 

vocalizations)，而在訪談情境下，嬰兒的發聲多以內源性導向(Endogenous 

vocalizations)為主，但實際數據卻和假說不同，研究者不論是使用意圖功能

(illocution funtions)亦或是眼神方向(gaze direction)進行編碼，在所觀測的兩種情

境下，內源性導向的發聲皆大於社交性發聲，即使是在和照顧者互動階段，嬰

兒使用的內源性發聲亦是社交性發聲的 2 倍，而在訪談階段，嬰兒使用的內源

性發聲更高達社交性發聲的 4 倍，在所錄製語音的三個年齡組中皆是如此。從

此研究結果，作者推論嬰兒會透過感覺和運動的探索，來學習語音系統的範圍

及容量，此外，內源性發聲也提供原始語音材料，讓嬰兒可以進行初始會話，

和照顧者互動。由以上文獻可知， 內源動機是嬰兒很重要的發聲目的，嬰兒並

不是被動的學習者，而是會自己感知世界，語音則是其探索世界的工具。  

        雖然近來內源動機為發聲目的之說法漸漸萌芽，亦有一些學者支持原本的

社交動機理論。從經典的靜止臉實驗中即可了解社交之於嬰兒發聲的重要性，

Delgado et al. (2002)的靜止臉實驗結果即提及嬰兒在母嬰凝視與靜止臉階段的發

聲有顯著不同，而 Goldstein 與 Bornstein (2009)亦以五個月大的嬰兒為實驗對

象，而此研究和其他靜止臉實驗不同，和嬰兒互動者並不是照顧者，而是陌生

成人，從此研究結果可知嬰兒在靜止臉時期的發聲量最高，且和基線期有顯著

差異，對於此結果，作者推論五個月的嬰兒已知發聲可以引發他人行為，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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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是有價值的，故期待照顧者，甚至是陌生成人，可以回應他們。此外，

Bloom et al. (1987)以輪替(Turn Taking)對於三個月大嬰兒發聲影響作為研究主

軸，此研究結果呈現輪替能改變嬰兒發聲品質，當成人維持輪替行為，嬰兒的

非類言語聲音(Non speech-like sound，即生理性聲音與和情緒相關的固定信號)

比例下降，而類言語聲音(Speech-like sound)提高，作者推論輪替能促進嬰兒嘗

試模仿成人口語回應中的言語特徵。 

而在社交缺陷相關疾病方面，亦有學者探討社交障礙高風險族群的發聲

動機是否不同，在 Long et al. (2020b)的研究中即以自閉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為主題，分析自閉症高風險者和低風險者的發聲動機。學者在自然情

境進行嬰兒語音錄製，並由轉錄者判斷嬰兒語音屬於輪替(Turn Taking)與獨自

玩語音(Vocal Play)的程度，觀測三個年齡組(7.5 個月、9.5 個月、12 個月)的

CBRs 是否因為年齡和情境而有差異，學者根據社交動機理論(The Social 

Motivation Theory)設定研究假設，其中兩個假設為：(一)低風險者在高輪替情況

下的 CBRs 大於低輪替情況，而高風險者並無此現象。(二) 高風險者在高 Vocal 

Play 情況下的 CBRs大於低 Vocal Play情況，而低風險者並無此現象。但實際

研究結果和此兩個假設有落差，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高風險或是低風險組，在

有輪替和高 Vocal Play 情況下的 CBRs皆較高。故根據此研究結果，學者原先

認為自閉症風險高低會影響嬰兒 CBRs 的說法並不成立，故學者推論，社交動

機對於嬰兒發聲是根深蒂固的，就算是對於有社交溝通能力缺陷的嬰兒也是如

此。從這些資料得知，社交動機對於嬰兒發聲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四、 影響嬰兒發聲的其他因素 
 

        除了動機會影響發聲外，亦有其他因素會影響嬰兒發聲。年齡即是影響發

聲的因素之一，根據 Delgado et al. (2002)的靜止臉實驗得知，六個月嬰兒在母

嬰凝視與靜止臉期間的發聲有顯著不同，此時期嬰兒對於照顧者的互動模式最

為敏感；而在另一篇文獻中也提及自六個月開始，嬰兒開始認知到發聲是有社

交價值的，進而以改變發聲量來修補並影響與照顧者間的互動(Franklin et al., 

2014)。此外，嬰兒在 5~10 個月時進入牙牙學語期(Oller, 2000)，而在 Nathani et 

al.(2006)的長期觀察研究也指出隨著嬰兒年齡增長，嬰兒的類言語語句(Speech-

like utterances)漸增，而非類言語語句(Non speech-like utterances)則日益減少，

由此可知，隨著嬰兒成長，嬰兒的語音會隨之改變型態。 

         也有學者提出文化會影響嬰兒發聲，在 Lee et al. (2018)的研究中以文化為

一研究變項，研究 6 個月和 11 個月的中文母語嬰兒之 CBRs是否會多於英文母

語嬰兒，作者原先假設中文因音節結構較簡單，故嬰兒較易習得牙牙學語，最

終研究結果呈現雖然在此兩年齡組中，中文母語者的 CBRs較英文母語者多，

但並無顯著差異。由此研究結果可知，文化對嬰兒發聲具一定影響力，但更深

入的影響範圍需要更多證據來佐證。 

        此外，在何種環境下進行語音錄製也會造成發聲量差異，有學者推論在自

然情境下嬰兒的發聲量少於在實驗室裡的發聲量，這可能因為在實驗室裡錄音

時，照顧者知道正被錄影與錄音且實驗目的是觀測嬰兒語音發展，故盡力使用

以嬰兒為導向語言(Infant-Directied Speech)以提升嬰兒發聲，和嬰兒互動所造成

的(Long et al., 2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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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研究進行方向 
 

       本研究欲採單一個案研究與斷層觀察法（七個月大與十一個月大）進行，

預計納入一位嬰兒及其母親作為個案。欲採樣之年齡則參考先前文獻，以已進

入牙牙學語期與認知到發聲能修復社交互動的七個月和最接近第一單詞發展的

十一個月為受試年齡，於此兩月齡進行家中自然環境錄音(LENA home 

recordings)，一個月預計錄製四次，一次大約十小時。而後在研究室進行錄音檔

之分析，透過自編的編碼者問卷衡量互動情境中的變項來歸納出三種互動情

境：1) 照顧者與嬰兒互動、2) 照顧者在旁與他人談話及 3)嬰兒獨自一人。以

及編碼計算出嬰兒的非音節發聲量與 CBRs來進行綜合討論，了解年齡、情

境、非音節發聲量、CBRs 此四種因素的相互關係。進一步探討嬰兒的發聲動

機，嬰兒發聲究竟僅是為了社交需求，亦或是為了滿足自我與探索世界。 

 

 

 

 

第三章  研究方法及步驟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招收滿七個月之嬰兒，共一名，招收對象之條件須符合： 

(1) 出生時無任何特殊疾病，足月生產，且通過新生兒聽檢者。 

(2) 家中主要使用語言為華語，父母雙方皆為本國籍之人士。 

(3) 受試者將在受試前進行第二次聽力檢查，且須通過，為聽力正常之嬰

兒。 

1-2. 錄音程序 

        在開始進行錄音前，受試嬰兒應進行第二次嬰兒聽檢，以耳聲傳射檢查

(Otoacoustic emission, OAE)與鼓室圖檢查(Tympanometry)施測，兩項皆通過且

確認無聽力相關問題後，成為本研究受試對象，方能進入全天家庭錄音階段。 

本研究使用 LENA(Language ENvironment Analysis)錄音機作為音檔採集之

工具，此錄音機大小為 3-3/8 ⅹ 2-3/16 ⅹ 1/2 英吋，重量輕於兩盎司(Ford et al., 

2008)，可放在小背心以供嬰兒配戴，最多可錄製十六小時。 

主要研究者將錄音機與小背心交給個案照顧者，並請個案照顧者將錄音機

放在小背心以讓受試嬰兒配戴，進行全天家庭錄音，錄音時長為十小時或錄至

錄音機電量耗盡為止，在受試者七個月與十一個月時各進行四次錄製。 

1-3. 音檔編碼者 

共有四位編碼者參與編碼作業。一位負責進行非音節發聲量之編碼，使用

語句(utterance)為單位(Lynch et al., 1995)；其餘兩位負責進行 CBRs 之編碼，使

用音節(syllable)為單位；最後一位則負責進行音檔情境之編碼。所有編碼者皆

須符合以下條件： 

(1) 須為母語為華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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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聽力正常，且無聽力損失相關病史者。 

(3) 須為語言治療相關背景，且修習過嬰幼兒發展或語言發展等相關課程

者。 

1-4. 編碼者訓練 

此研究四位編碼者皆接受具有十年以上編碼經驗編碼者(即為本研究之指導

教授)提供之訓練。以下將分為非音節發聲量編碼、CBRs 編碼及情境編碼說

明： 

(1) 非音節發聲量編碼：以一個語句(utterance)為單位進行編碼，且排除打

嗝、打噴嚏等生理性聲音(Vegetative sounds)和哭聲等情緒相關的固定

信號(Fixed signals)。非音節發聲量編碼者將進行一次兩小時之訓練，

以聆聽兩份嬰兒五分鐘音檔並劃出嬰兒發聲語句為主，並使用 Praat 語

音學軟體進行分析(Boersma, 2002)。 

(2) CBRs編碼以音節(syllable)為單位，並以 Oller(2000)的 CB 定義為操作

定義，規則如下： 

a. 含有完全共鳴母音，例如 i、a、u 等。 

b. 含有至少一個子音(但非 w、h、y 三子音)。 

c. 子音與母音共振峰轉折快。 

被轉錄為 CB 者須符合以上三個條件，符合兩個條件者則編碼為

MB(Marginal Babbling)，只符合一項者則編碼為 NCB(Non-Canonical 

Babbling)。CBRs編碼者將進行為期三個月、一週一次的訓練，每次

訓練作業以聆聽一百個嬰兒語音且分類出 CB 為主，並使用 Praat 語音

學軟體進行分析。兩位 CB 編碼者的編碼相關性之 KAPPA 值必須達

到 0.6，方可進行正式音檔轉錄。 

(3) 情境編碼：以自編問卷進行情境編碼，編碼者皆須接受為期一個月、

一週一次的訓練，每次訓練作業以聆聽兩份五分鐘嬰兒錄音音檔並填

寫情境問卷為主。 

(4) 音檔挑選 

    為避免所分析之音檔發聲量甚少而無法進行編碼，因此選取當月錄音

次數一半的音檔，即從四卷中取兩卷音檔，再從此兩卷音檔中挑選嬰兒發

聲量最高的十一個五分鐘進行音檔編碼及分析，選取音檔方式以 LENA 軟

體進行，透過 LENA 軟體自動計算小孩發聲量(Child Vocalization, CH)的數

值依序挑選出嬰兒發聲量最多之檔案。 

1-5. 編碼程序 

在開始編碼前，為避免編碼者對音檔產生既定印象，本研究作者將檔案置

換檔名後再交由編碼者進行編碼程序，非音節發聲量編碼優先進行，非音節發

聲量編碼完成後再交由 CBRs編碼者和情境編碼者進行轉錄。其中，CBRs編碼

者在每一五分鐘音檔轉錄完成後進行雙方共識討論，且計算此五分鐘音檔之

CBRs，若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則尋求第三位編碼者(即為本研究之指導教授)意

見。此外，情境編碼者則使用自編情境判斷問卷(如下表一)進行情境歸納。所

有編碼作業完成轉錄後皆匯集給本研究主要實驗者進行檔案統整與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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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情境判斷問卷 

題

號 
問題 

 

1 
在此音檔中，何種情境

占多數？ 

1)照顧者與

嬰兒互動 

2) 照顧者與他

人談話 

3)嬰兒獨自

一人 

 

1-6. 資料統整與分析 

編碼皆完成後，分別計算各五分鐘音檔之非音節發聲量、CBRs，並依據情

境判斷問卷結果來分類情境。將非音節發聲量、CBRs 與情境編碼之結果配對，

了解在兩年齡組各個情境下的非音節發聲量及其 CBRs，並且比較兩年齡組的

非音節發聲量及 CBRs 的差別，此外，進一步探討兩年齡組各在何種情境下之

非音節發聲量及 CBRs 最高，並計算所得數據是否達到統計顯著性。 

 

 

2. 研究步驟 

2-1. 研究流程

 

 

 

 

 

 

個案進行錄音 

進行非音節發聲量編碼 

進行 CBRs 編碼 進行情境編碼 

資料統計與分析 

研究結果統整與撰寫 

音檔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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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分為三節，將針對先前所述之三項研究問題進行結果描述與分析。 

 

 

第一節  兩年齡非音節發聲量與牙牙學語比例之比較 
 

一、 兩年齡非音節發聲量之差別 
 

    在受試者七個月及十一個月時分別進行四次錄音，並從每年齡的四次

錄音中挑選出發聲量最高的 11 個五分鐘音檔進行分析，共有 22 份音檔進

入轉錄編碼及資料整理流程。 

    以下圖(一)為受試者在兩年齡中非音節發聲量(precanonical sounds)之

趨勢圖，錄音卷數 1~11 卷為個案七個月大之音檔，而 12~22 卷為十一個月

大之音檔。表(二)則為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 Test)分析兩年

齡非音節發聲量之結果。 

    由圖(一)可觀察，在嬰兒十一個月時非音節發聲量呈現下降之趨勢，

但與七個月時的發聲數量並無明顯差別。而由表(二)統計分析結果可知，

受試嬰兒在十一個月時的平均非音節發聲量仍高於七個月時之平均非音節

發聲量，但兩者間並無顯著差異。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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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兩年齡非音節發聲量分析結果 

 平均數 變異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七個月 62.36 789.25 -0.26 10 -0.18 0.859 

十一個月 65.09 1166.69 

 

二、 兩年齡牙牙學語比例之比較 
 

    與非音節發聲量分析方式相似，同樣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 Test)分進行分析。以下圖(二)為受試者在兩年齡中牙牙學語比例

(Canonical Babbling Ratios, CBRs)之趨勢圖，錄音卷數 1~11 卷為個案七個

月大之音檔，而 12~22 卷為十一個月大之音檔。表(三)則為使用成對樣本 t

檢定(Paired Sample t Test)分析兩年齡牙牙學語比例之結果。 

    由圖(二)可觀察，嬰兒在七個月大時牙牙學語比例較低，而隨著年齡

增加，進入十一個月時其牙牙學語比例上升，兩年齡牙牙學語數量在趨勢

上有明顯差別。而由表(三)統計分析結果可知，受試嬰兒在十一個月時的

平均牙牙學語比例高於七個月時之平均牙牙學語比例，十一個月時的牙牙

學語比例達 0.17，而七個月時僅有 0.06，但兩者間仍呈現無顯著差異

(p=0.058)，但接近統計顯著 p=0.05。 

 

圖(二) 

 
 

 

表(三) 兩年齡牙牙學語比例分析結果 

 平均數 變異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七個月 0.06 0.003 -0.58 10 -2.14 0.058 

十一個月 0.17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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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兩年齡組於不同情境下非音節發聲量之比較 
 

一、 七個月組於不同情境下之非音節發聲量多寡 
 

    從受試者七個月的所有音檔中共挑出十一份音檔進入編碼及分析，並

由情境編碼者將音檔進行情境分類，共分為 1)照顧者與嬰兒互動 2)照顧者

與他人談話 3)嬰兒獨自一人等三種情境。其中，此十一份音檔中有兩份為

1)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四份為 2)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而另五份為

3)嬰兒獨自一人情境。 

    以下圖(三)為受試者在七個月時於不同情境下之非音節發聲量

(Precanonical sounds)比較圖，表(四)至表(六)則為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分析不同情境下非音節發聲量之結果。 

    由圖(三)可觀察，個案於七個月時在不同情境中的非音節發聲量確實

不同，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非音節發聲量大於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而

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非音節發聲量又大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但

透過表(四)至表(六)可知，非音節發聲量在此三種情境間並無顯著差異。 

 

 

圖(三) 

 

 

 

 

 

 

 

 

 

 

 

 

 

 

 

 

 

      表(四)七個月時互動及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53.5 112.5 4 -0.164 0.877 

與他人談話 58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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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七個月時互動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53.5 112.5 5 -0.714 0.507 

寶寶獨自一人 69.4 857.3 

 

 

表(六)七個月照顧者與他人談話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比較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與他人談話 58 1290 7 -0.526 0.615 

寶寶獨自一人 69.4 857.3 

 

 

 

二、 十一個月組於不同情境下之非音節發聲量比較 
 

    與七個月組之音檔選取方式相同，從十一個月組所有音檔中共挑出十

一份音檔進入編碼及分析，並由情境編碼者將音檔進行情境分類。其中，

此十一份音檔中有兩份為 1)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兩份為 2)照顧者與他

人談話情境，而其餘七份則為 3)嬰兒獨自一人情境。 

    以下圖(四)為個案在十一個月時於不同情境下之非音節發聲量

(Precanonical sounds)比較圖，表(七)至表(九)則為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分析不同情境下非音節發聲量之結果。 

    由圖(四)可觀察，受試者於十一個月時在不同情境中的非音節發聲量

有明顯差異，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非音節發聲量大於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

境，而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非音節發聲量又大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

境，和七個月組所得之結果相似。而透過表(七)至表(九)可知，非音節發聲

量在嬰兒獨自一人及照顧者與寶寶互動此兩情境間具顯著差異(p<0.05)，但

其餘情境間則呈現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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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七)十一個月時互動及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25 338 2 -0.9 0.463 

與他人談話 39.5 180.5 

 

 

表(八)十一個月時互動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25 338 7 -2.896 *0.023 

寶寶獨自一人 83.86 693.1 

 

 

表(九)十一個月照顧者與他人談話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比較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與他人談話 39.5 180.5 7 -2.221 0.061 

寶寶獨自一人 83.86 693.1 

 

 

 

 

 

第三節 兩年齡組於不同情境下牙牙學語比例之比較 
 

一、 七個月組於不同情境下之牙牙學語比例多寡 
 

    與非音節發聲量情境編碼方式相同，從受試者七個月的所有音檔中共

挑出十一份音檔進入編碼及分析，並由情境編碼者將音檔進行情境分類，

共分為 1)照顧者與嬰兒互動 2)照顧者與他人談話 3)嬰兒獨自一人等三種情

境。其中，此十一份音檔中有兩份為 1)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四份為 2)

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而另五份為 3)嬰兒獨自一人情境。 

    以下圖(五)為受試者在七個月時於不同情境下之牙牙學語比例

(Canonical Babbling Ratios, CBRs)比較圖，表(十)至表(十二)則為使用獨立

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分析不同情境下牙牙學語比例之結

果。 

    由圖(五)可知，個案於七個月時在不同情境中的牙牙學語比例明顯不

同，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牙牙學語比例大於嬰兒獨自一人情境，而嬰

兒獨自一人情境之牙牙學語比例又大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但透過表

(十)至表(十二)可知，牙牙學語比例在此三種情境間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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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表(十)七個月時互動及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0.03 0.0002 4 -1.132 0.321 

與他人談話 0.08 0.0034 

 

 

表(十一)七個月時互動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0.03 0.0002 5 -0.678 0.528 

寶寶獨自一人 0.07 0.0049 

 

 

                表(十二)七個月照顧者與他人談話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比較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與他人談話 0.08 0.0034 7 0.318 0.76 

寶寶獨自一人 0.07 0.0049 

 

 

二、 十一個月組於不同情境下之牙牙學語比例之比較 
 

與七個月組之音檔選取方式相同，從十一個月組所有音檔中共挑出十

一份音檔進入編碼及分析，並由情境編碼者將音檔進行情境分類。其中，

此十一份音檔中有兩份為 1)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兩份為 2)照顧者與他

人談話情境，而其餘七份則為 3)嬰兒獨自一人情境。 

    以下圖(六)為受試者在七個月時於不同情境下之牙牙學語比例

(Canonical Babbling Ratios, CBRs)比較圖，表(十三)至表(十五)則為使用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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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分析不同情境下牙牙學語比例之結

果。 

由圖(六)可觀察，受試者於十一個月時在不同情境中的牙牙學語比例

有差異，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牙牙學語比例大於嬰兒獨自一人情境，

而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牙牙學語比例又大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和七

個月組所得之結果相似。但透過表(十三)至表(十五)之統計結果可知，牙牙

學語比例在此三種情境間並無顯著差異。 

圖(六) 

 

 

               表(十三)十一個月時互動及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0.12 0.0242 2 -0.998 0.424 

與他人談話 0.27 0.0181 

 

 

               表(十四)十一個月時互動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比較分析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互動 0.12 0.0242 7 -0.375 0.719 

寶寶獨自一人 0.16 0.0138 

 

 

               表(十五)十一個月照顧者與他人談話及嬰兒獨自一人情境比較 

 平均數 變異數 自由度 t 統計 p 值 

與他人談話 0.27 0.0181 7 1.122 0.299 

寶寶獨自一人 0.16 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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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研究以單一個案為受試者，探討在不同年齡及相異社交情境下嬰兒非音

節發聲量及牙牙學語比例，進一步了解華語嬰兒偏好在何種情境下使用較成熟

之發聲類型。 

    在不同年齡組間，個案非音節發聲量與牙牙學語比例皆有差異。本研究結

果顯示，於非音節發聲量方面，雖嬰兒十一個月時非音節發聲量呈現下降之趨

勢，但平均數量仍大於七個月組，這與本研究原先假設的七個月組非音節發聲

量應大於十一個月組非音節發聲量不符。推估是因為兩年齡組整體發聲量總數

不同所致，在十一個月組，受試者的整體平均發聲量為 99.09，而七個月組則為

85.18，十一個月組之整體發聲量大於七個月組，故造成了此組的非音節發聲量

及牙牙學語比例皆較高。而在牙牙學語比例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在十一

個月時之牙牙學語比例高於七個月組，與 Lee et al. (2018)的研究結果相似，根

據 Lee et al. (2018)，可知十一個月大嬰兒之牙牙學語比例大於六個月大嬰兒，

而在 Oller(2000) 中亦提到隨著年齡增加，嬰兒語言越接近大人語音的形式(即

發聲形式越多音節結構)，十一個月齡已接近第一單詞之發展，此時期嬰兒偏好

使用更複雜與進階的語音形式進行溝通與社交互動。 

    不同社交情境也是影響嬰兒發聲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過去學者們多支持嬰

兒發聲是為了社交，但近期有學者提出相異的看法，在 Long et al. (2020a)即提

及內源動機是嬰兒很重要的發聲目的，嬰兒傾向使用發聲來探索世界與學習語

言。本研究分別探討兩年齡組非音節發聲量與牙牙學語比例兩項目與三種社交

情境(照顧者與嬰兒互動、照顧者與他人談話、嬰兒獨自一人)之相互作用與關

聯。 

    首先，在非音節發聲量與社交情境關聯性方面，研究受試者在七個月齡及

十一個月齡時結果相似，非音節發聲量皆是嬰兒獨自一人情境高於照顧者與他

人談話情境，而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又高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此結果

與先前 Iyer et al. (2016) 的研究結論有些許出入，在 Iyer et al. (2016) 提到在照

顧者在旁但不與嬰兒互動情境中之整體發聲量高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而

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之整體發聲量又高於嬰兒獨自一人情境。對於兩者研究

結果的不同之處，推論有兩大原因：一是因在 Iyer et al. (2016)研究中是以整體

發聲量作為研究變項，而本研究是單以非音節發聲量作為研究變項，故在研究

結果呈現上才有如此差異；二則是因為本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下進行錄音，三情

境的錄音次數較難控制，嬰兒獨自一人情境之錄音次數大於其餘兩情境，而

Iyer et al. (2016)則是在實驗室中進行錄音，三情境的錄音次數相同，無錄音數

量上的差異。以上此兩原因皆是影響在不同情境下非音節發聲量多寡之因素，

但整體而言，無論是在先前 Iyer et al. (2016)中或是在本研究中都可發現比起照

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嬰兒更傾向在非社交情境中發聲，進而支持了 Long et al. 

(2020a) 的內源性動機假說，嬰兒在缺乏口語刺激仍會透過發聲來探索世界。 

  相異的社交情境亦會影響了嬰兒的牙牙學語比例。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試嬰

兒在七個月齡時及十一個月齡時在不同社交情境下的牙牙學語比例表現相似，

皆是照顧者與他人談話情境高於嬰兒獨自一人情境，而嬰兒獨自一人情境又高

於照顧者與嬰兒互動情境，此結果和 Lee et al. (2018) 的研究結論相似，在自然

情境下，不論是在七個月齡或是十一個月齡時，嬰兒都更傾向在非互動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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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複雜的語音型態。 

    綜合上列所述，在年齡方面，嬰兒隨著年齡遞增，習得的語音種類漸多，

語音豐富度增加，更趨近於成人語音型態。而在不同社交情境方面，無論以非

音節發聲量或牙牙學語比例作為研究變項，非互動情境之發聲量及牙牙學語比

例皆高於互動情境，間接支持了近代學者們所提出的內源性發聲動機假說，嬰

兒不只是被動習得語言，更是主動的學習者，透過自身發聲來探索更高階的語

音型態，也以發聲來探索及感知世界。 

 

 

 

 

 

第六章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以單一一位個案進行語音發展觀察及研究，受試者人數不足，此

外，因是在自然情境下進行音檔採集，故各情境錄音次數不均，嬰兒獨自一人

錄音次數大於其餘情境，對研究結果造成一定的影響。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擴

大受試者數量，深入了解多數嬰兒在相異年齡及不同社交情境下的發聲表現，

而在情境錄音次數控管方面，除需盡量平均三情境的錄音次數外，也可在實驗

室中進行三種情境的錄音，進而比較在自然情境錄音下嬰兒發聲表現與實驗室

錄音下的表現有何差別，深入探討華語嬰兒的語音型態及發聲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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