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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研究有鑑於臺灣學界對高齡人口語言發展的歷程與相關因素所知甚少，

然而語言發展的退程其實正如語言發展的進程，牽涉許多複雜的因素，是一個

值得關切的議題。新竹客家地區的失語症患者多數是以客語為母語之年長者，

且大多未受過義務教育或非慣用北京話，而導致無法接受以北京話設計的失語

症評量。目前國內常使用的失語症測驗，即西方失語症測驗（Western Aphasia

Battery），已有北京話、閩南語、四縣腔客語三個語言的版本。依照過去的研

究與調查，新竹縣市使用客語的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其中海陸腔的比例（百

分之九十）遠大於其他腔調。因此，本研究之目的是編譯一套適合海陸腔客語

使用者的失語症測驗，協助臨床醫事人員診斷失語症患者，以避免因為受測者

接受語言測驗來判斷其是否為失語症患者時，缺乏了一個信度、效度俱佳的測

驗。本計畫借助徐肇謙（2009）四縣腔版本的西方失語症測驗，完成海陸腔版

本的失語症測驗編製，以利於新竹縣市境內的失語症患者有一套檢測的標準。

 關鍵詞：西方失語症測驗、海陸腔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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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語言能力是人類異於其他動物的重要特質之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時時刻刻都需要藉由語言來與他人溝通或表達自身情緒。早期語言發展的研究

多側重於探討語言發展的進程，而較少關注於語言發展的退程。然臺灣已於

2011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高齡人口的語言發展問題與兒童及青

壯年的發展相較，有其根本上的差異，但至今臺灣學界對高齡人口語言發展的

歷程與相關因素卻所知甚少。語言發展的退程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關切的議題，

因為人一但失去了語言能力，便等同於和外界隔絕，而對其生活帶來極大的不

便。

失語症（aphasia）不是一項單一的疾病，而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損傷後常

見的多重障礙。比如，腦溢血、頭部外傷、腦腫瘤、腦退化性疾病（如阿茲海

默症、帕金森氏症），以及腦部感染等因素都有可能導致失語症。由於腦部受

損使得其處理語言的能力喪失或受損，就會使患者原本具備的語言能力喪失或

削弱，並且有可能展現在語言理解或表達兩個不同的面向。每一位失語症的患

者，在他們各自的語言表現上都有他們特有的長處與缺陷。因此，適當的語言

評量工具能讓臨床醫事工作者對患者的狀況做快速且正確的診斷，評估其語言

能力喪失的嚴重程度，而進一步規劃後續相關的治療目標及方法以協助患者。

失語症雖然在各個年齡層皆有可能出現，但主要出現在五十五歲到七十五

歲的老年族群居多（Davis，1983），且就性別上男性多於女性（徐道昌、吳香

梅、鍾玉梅，1997）。我國政府自 1968年起開始實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因此

只要是 1956年前出生的人，依照時間推算就僅僅接受過國小六年的義務教育。

他 們若礙於經濟壓力 或 是 其 他 因 素 而 未 能繼續升學 ，則其 接 受 北 京 話

（Mandarin）教育的時間僅有六年。然而，臺灣目前針對失語症患者的相關語

言能力評估主要仍以北京話進行，因而設計或翻譯了相關的失語症測驗。雖然

部分年長者也能夠聽懂北京話，但既然是失語症的評估測驗就應當採取患者最

熟稔的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進行。是故，臨床醫事工作者在檢測患者語言

能力的過程中，當以使用患者的第一語言為最優先考量。換句話說，所有以客

語為母語的失語症患者，於語言能力評估時應當採用客語的評量測驗，因為在

接受語言評估檢測時，患者第一語言的反應將更能夠確切的展現出患者的語言

能力。

國內現今使用的失語症評估測驗，最早有北京話與閩南語兩個語言的版本。

在眾多的失語症測驗當中，西方失語症測驗（Western Aphasia Battery，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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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B）是最常被語言治療人員用來評估失語症患者的一套工具（Benson ＆

Ardila，1996）。因此，徐肇謙（2009）為苗栗縣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客語使

用者，編製了四縣腔客語版的西方失語症測驗。依照過去幾次客家委員會進行

的客語使用狀況調查，新竹縣市使用客語的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其中海陸腔

的使用比例達百分之九十，遠大於其他腔調。是故，新竹客家地區的失語症患

者應多數是以海陸腔客語為母語的長者，他們大多未受過義務教育或非慣用北

京話，而導致他們無法接受北京話版本的失語症評量。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就

是編譯一套適合海陸腔客語使用者的失語症評估測驗，協助新竹地區的臨床醫

事人員在診斷以海陸腔客語為母語的失語症患時，能避免因為受測者第一語言

的緣故，而缺乏一個可靠的評估測驗。因此，本計畫借助徐肇謙（2009）四縣

腔客語版本的西方失語症測驗，完成海陸腔客語版本的失語症測驗編製，以利

於為新竹縣市境內的失語症患者建立一套語言能力評估檢測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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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語言評量的參照架構建基於心理語言學、發展心理學、語言障礙等領域的

理論與方法學。國外發展的失語症標準化測驗依年代排序如下：Schuell於 1965

年 編 製 了明尼蘇達 失 語 症 測 驗 （Minnesota  Test  for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Aphasia，簡稱 MTDDA），Porch 於 1967年編製了波契溝通能力測驗（Porch

Index of Communicative Ability，簡稱PICA），Goodglass 與 Kaplan 於 1972 年編製

了 波 士 頓 失 語 症 測 驗 （ 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Examination ， 簡 稱

BDAE），Prescott 於 1978年編製了 Revised Token Test （簡稱RTT），Kertesz於

1982 年編製了西方失語症測驗（Western Aphasia Battery ，簡稱WAB），Helm-

Estabrooks 於 1992 年編製了 Aphasia Diagnostic Profile（簡稱 ADP）。不同的測驗

所要達成的目標以及測驗方式都有所不同。

在臺灣的醫療院所，尚無統一的語言能力評量法。失語症之評量過去多採

用自行編譯且未具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之測驗。直到 1994年，李淑娥、呂

菁菁、鍾玉梅、廖秋玫與徐道昌翻譯修訂了波士頓失語症測驗中文版。同年，

曾志朗與呂菁菁翻譯了波士頓失語症測驗台灣閩南語版。之後，鍾玉梅、李淑

娥與張妙鄉於 1998年編製了簡明失語症測驗。徐肇謙於 2009 年翻譯編製了四縣

腔客語版的西方失語症測驗。

儘管失語症的評估有許多不同的標準化測驗，本研究之所以選擇西方失語

症測驗來進行編譯，主要原因如下：（一）依照 Benson ＆ Ardila（1996）的研

究，在眾多的失語症測驗當中，西方失語症測驗是最常被語言治療人員用來檢

測失語症患者語言能力的一套工具；（二）西方失語症測驗所需的測驗時間

（約為一小時）較其他標準化測驗所需的測驗時間（長達三到四個小時）短；

（三）徐肇謙（2009）已經編製了具備信度與效度的四縣腔客語版的西方失語

症測驗。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選擇以西方失語症測驗作為編譯海陸腔客語失

語症標準化測驗的參考版本。

西方失語症測驗是在 1974年由 Andrew Kertesz於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根據波士頓失語症測驗所編製出的一套失語症測驗，

他參考了許多早期的語言治療或是失語症分類的研究而完成了這項新的測驗。

完整的西方失語症測驗是在 1982 年完成並正式出版，現今它被醫學及臨床醫療

機構廣泛地運用於失語症患者的診斷。整個測驗分成四個部份進行，其中包含：

聽語理解（auditory verbal comprehension）、口說表達（spoken expression）、閱

讀及寫作（reading and writing），以及非口語技巧（nonverbal skills）。

囿於以客語為母語的年長者大多只接受過六年的國民教育，且目前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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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書寫仍未普及，因此徐肇謙（2009）編譯的西方失語症測驗四縣腔客語版

僅包含聽語理解及口說表達兩方面。該版本的測驗內容設計共有五個大題，包

含：（一）基本資料填寫，包含年齡、性別、使用語言、慣用手、教育程度等

相關資料。（二）自發性言語（spontaneous speech），主要檢視受試者的詞彙能

力多寡、語法和語音的正確度與否。題目包含七個問句，皆為日常生活中常見

的語句，其中第七題請患者描述圖片中所發生的事情。計分方式為第一至第六

小題每題兩分，第七小題八分，滿分共二十分。（三）聽語理解能力（auditory

verbal comprehension）是測驗受試者對於以聽覺所呈現之語言的瞭解程度。共有

三個大題，滿分為兩百分。其中，是非問答共計二十題，一題三分，共計六十

分；視聽辨認總計有六十個實體或是圖片讓受試者進行辨認，一題一分，滿分

六十分；連續指令共計有十一小題，每小題的分數依問題的複雜程度而不同，

所有題目總共八十分。（四）複誦（repetition），是讓受試者跟著施測者複誦一

遍相同的詞彙（包含單音節與雙音節詞）或語句，總計有十五題。每小題的分

數隨著問題的困難度而有所不同，滿分一百分。（五）命名（naming） 是最常

用來區辨失語症患的測驗題型，因多數的失語症患者存在命名困難的障礙。當

中題型包含了四類題目：物體命名（object naming）二十題，總計六十分；語詞

流暢度（word fluency）總分二十分、句子完成（sentence completion）五題，滿

分十分；回答問題（response speech）五題，每題兩分，共計十分。總括來說，

西方失語症測驗四縣腔客語版總計有九個分項，內容包含：病患資料、自發性

語言、是非問題、視聽辨認、連續指令動作、複誦、物體命名、語詞流暢度、

句子完成，以及回答問題。所有測驗題目同時使用漢字和臺灣客語通用拼音方

案書寫，而內容導向重視本土化。特別是句子完成的部分，內容取材自多數臺

灣客語族群人士所了解而常常使用的俚語或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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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海陸腔客語的失語症評量測驗之題目設計，主要參照西方失語症測驗英文

版和徐肇謙（2009）的四縣腔客語版，以臺灣地區海陸腔客語作為評量中題目

所使用的語言。測驗中試題文字及語句的書寫來源乃是依據教育部國語推行委

員會客家語組所編之《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客家委員會所建置之

《臺灣客語詞彙資料庫》，以及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所出版的《客語詞

庫》，題目設計的內容以日常生活中常用之用語、單詞及俗諺語為主，分成聽

語理解（auditory verbal comprehension）和口說表達（spoken expression）兩項語

言能力進行。

首先，本研究透過網路線上查詢《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將徐

肇謙（2009）的西方失語症測驗四縣腔客語版，轉譯成海陸腔客語版之初稿。

圖 1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客家語組所編之《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

之後，利用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透過臺北市和新北市客語教師

的人際關係相互引介下，類似滾雪球般從一個問卷受訪者推薦找到下一個問卷

受訪者，逐漸累積到本研究原設定的二十名受訪調查樣本足夠為止。藉由客語

教師的專業協助，完成西方失語症測驗海陸腔客語版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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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滾雪球抽樣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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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陸腔與四縣腔客語版西方失語症測驗之比較

本研究所轉譯之西方失語症測驗海陸腔客語版其內容架構與徐肇謙

（2009）的四縣腔客語版完全相同，內容以本土化的題目為主，但其計分方式

則與西方失語症測驗英文原版相同。兩不同腔調的客語版本與英文原版在內容

架構上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英文原版另包含視覺理解測驗、閱讀能力測驗和書寫

及建構能力測驗，其中評量失語症患者的閱讀、寫作、結構、空間及計算等能

力 ， 而 兩種 客 語 版僅評估失 語 症 患 者 的 聽語理解 （ auditory  verbal

comprehension）及口說能力表達（spoken expression）。

在拼音系統的使用上，本研究採用教育部於 2012 年修訂公告的客家語拼音

方案，有別於徐肇謙（2009）所採用的臺灣客語通用拼音方案。兩拼音系統間

的差異在於客家語拼音方案將通用拼音中特有的 zi、ci、si修改為 j、q、x，而

轉與漢語拼音一致。此外，客家語拼音方案不使用通用拼音方案中的 -p、-t、-

k，而是用-b、-d、-g 標示入聲韻尾。

在漢字的使用上，本研究依據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客家語組所編的《臺

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修正了徐肇謙（2009）四縣腔客語版的幾處用

字。兩客語版本差異之處，條列如下表:

海陸腔客語版 四縣腔客語版

你 汝

安「到」 安「都」

哪 奈

�� 厓

「弓」蕉 「芎」蕉

「棟」指 「中」指

紮 紥

挼 捼

打「拚」 打「拼」

狗「嫲」蛇 狗「嬤」蛇

奓 喋

貓「子」 貓「仔」

貓「嫲」 貓「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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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臼」 心「舅」

此外，因海陸腔客語和四縣腔客語在詞彙上有所差異，茲表列本研究所用

詞彙與徐肇謙（2009）版本不同之處如下:

海陸腔客語版 四縣腔客語版

位vui33 所在 so31 cai55

名 miang55 名仔 miang11 e31

戴 dai11 歇 het2

這位 lia24  vui33 這位仔 ia31 vi55 e31

冷天 lang53 tien53 寒天 hon11 tien24

狗 gieu24 狗仔 gieu31 e11

球 kiu55 球仔 kiu11 e11

箸 chu33 筷仔 kuai55 e31

耳空 ngi24 kung53 耳公 ngi31 gung24

鼻空 pi33 kung53 鼻公 pi55 gung24

筆 bid5 筆仔 bit2 e55

樹椏 shu33 a53 樹枝 su55 gi24

湯匙 tong53 shi55 調羹仔 tiau11 gang24 e31

時錶 shi55 biau24 手錶仔 su31 beu31 e31

草 co24 草仔 co 31  e11

禮拜 li53 bai11 星期 sen24  ki11

為了讓海陸腔客語版將來能適用於不同年齡層的失語症患者，本研究額外

增列了幾個原本徐肇謙（2009）四縣腔客語版本中未收錄的詞彙供施測者未來

做選擇。增列之詞彙如下表:

海陸腔客語版 四縣腔客語版

病院 piang33 rhan11 醫院 i24 ien55

綠色 liug2 sed5 青色 ciang24 set2

草紙 co24  zhi24 衛生紙 vi55 sen24 zii31

為了落實性別平等並使譯文忠於西方失語症測驗英文原版，本研究轉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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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語理解能力測驗第二部分的是非問答，有部分不同於徐肇謙（2009）的四縣

腔版本。英文版、海陸腔客語版與四縣腔客語版之差異對照如下表:

題號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海陸腔客語版 四縣腔客語版

7. Are you a man/woman? 你係毋係細倈人/細妹人？

ngi55 he11 m55 he11 

se11 lai11 ngin55/se11 moi11 

ngin55

厓係毋係細妹仔？

ngai11 he55 m11 he55

se55 moi55 e31

9. Am I a man/woman? ��係毋係細倈人/細妹人？

ngai55 he11 m55 he11

se11 lai11 ngin55/se11 moi11

ngin55

汝係毋係醫生？

n11 he55 m11 he55 i24 

sen24

為了達成客語標準化的程序（特別是書面語的規範統一），本研究依據教

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客家語組所編的《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修正了

命名測驗第三大題的語句完成測驗。與徐肇謙（2009）四縣腔客語版之差異，

表列如下:

題號 海陸腔客語版 四縣腔客語版

2. （牙子）膣（牙子）奓，㧡水

淋 _____（河壩）

nga11 zii53 nga11 da11，kai53 shui24 

lim55 _____（ho55 ba11）

(孒牙)膣毋(孒牙)喋，㧡水淋 _____

（河壩）

nga55 zii24 m11 nga55 da55， kai24 sui31

lim11 _____（ho11 ba55）

5. 爺娘想子長江水，子想爺娘 ___

__（擔竿長）

rha55 ngiong55 siong24 zii24 chong55

gong53 shui24 ， zii24 siong24 rha55

ngiong55 _____ （ dam11 gon53

chong55）

爺娘惜子長江水，子想爺娘 _____

（擔竿長）

ia11  ngiong11  siak2  zii31  cong11 gong24 

sui31，zii31  siong31  ia11  ngiong11 

_____（dam55  gon24  con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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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語

本研究在蒐集二十名問卷受訪者意見後，完成西方失語症測驗的海陸腔客

語版本編製。本研究原計畫納入十名失語症患者參與問卷調查，但因為我國

《個人資料保護法》明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

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雖然學術研究機構可基於醫療、衛生

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蒐集敏感性個人資料，但資料

須經過處理後使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而依據《客家委員會獎助

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獎助項目，並未包含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服務費

用，而無從透過人類研究倫理審查，進一步確保研究過程中參與問卷調查者之

敏感性個人資料於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希望未來人類研究倫理審

查服務費用能納入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的獎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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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海陸腔客語版西方失語症測驗評量

(Hailu Hakka Version of WAB)
I. 基本資料 gi53 bun24 zii53 liau33

姓名 siang11 miang55：

年齡 ngien55 lin55：     時生月日 shi55 sang53 ngied2 ngid5：

住址 chu33 zhi24： 電話號碼 tien33 fa11 ho33 ma53：

語言 ngi53 ngien55： 性別 sin11 ped2：

病歷號碼 piang33 lid2 ho33 ma53：

慣用手：

寫字 sia24 sii33（左，右）    丟東西 diu53 dung53 si53（左，右） 

拿剪刀 na53 zien24 do53（左，右） 畫圖 vag2 tu55（左，右）

拿箸 na53 chu33（左，右）    拿牙搓仔 na53 nga55 co11 er55（左，右）

教育程度 gau11 rhug2 chang55 tu33：

行業 hong55 ngiab2：

診斷：

徵侯：偏癱（左，右），（嚴重、中度、輕度、已恢復）

偏盲（左，右），吞嚥困難（嚴重、中度、輕度、無）

知覺障礙（左，右），（嚴重、中度、輕度、無）

Imaging 檢查資料：

EEG：

CT scan：

MRI：

手術日期： 術式：

評估日期： 檢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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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自發性言語

以下列問題詢問患者，記錄患者所說的話於紙上並同時錄音。必要時可用其他

類似的問題來提問。流利度與內容適切度依下列評分表記分。

A. 問題

1. 你今晡日好無？

ngi55 gim53 bu53 ngid5 ho24 mo55

2. 你有來過這位無？

ngi55 rhiu53 loi55 go11 lia24 vui33 mo55

3. 你安到麼个名？

ngi55 on53 do11 ma24 gai11 miang55

4. 你戴到哪位？

ngi55 dai11 do11 nai33 vui33

5. 你食麼个頭路？（現在或中風之前）

ngi55 shid2 ma24 gai11 teu55 lu33

6. 請問你做麼个會來這位做檢查呢？

ciang24 mun11 ngi55 zo11 ma24 gai11 voi24 loi55 do11 lia24 vui33 zo11 

giam24 ca55 no11

7. 看圖片說話（分佢看圖）：請你講看到麼个？（鼓勵患者盡量攞圖片

中所有个東西講出來。）

ciang24 ngi55 gong24 kon11 do11 ma24 gai11

                             得分：                 ／總分 20

a. 回答問題之內容

1 沒有任何回答

2 回答不完整，例如只回答姓或是名

3 答對其中任何一題。

4 答對其中任何二題。

5 答對其中任何三題。

6 答對前六題中的三題，且對圖片有少許說明。

7 答對前六題中的四題,且對圖片有少許說明。

8 答對前六題中的四題,且至少能講出圖片中六件事物。

9 答對前六題的的五題,且對圖片中的情境做不完整的描述,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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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語音錯亂,只要能分辨出來都無妨。

10前六題全對,且圖片中的情境,包括人、事、物及動作幾乎能完

整表達(至少十樣),偶而出現迂迴累贅的陳述。

11 前六題全對,且能用正常長度與難度的句子;完整表達圖片中的

情境。

b. 流暢度、語法結構與錯亂語 

0 完全無反應

1 無意義的發音

2 發音具有語言的意義

3 偶而出現正確的字

4 說話出現電報語般的句子

5 一次能講幾個字,中度流利

6 說話大部分已能成句

7 說話流利,但不易聽懂

8 說話流利,但一再重覆相同的話 

9 說話流利,但用詞稍有困難

10 說話流利,且用語亦無困難

a、b 兩項滿分各 10 分，合起來滿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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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聽語理解能力

A. 是非問題

向患者簡單說明你將詢問他一些問題，他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就可以。如果他無法以口語或肢體表達「是」或「不是」，可以教導他用

閉眼來表達「是」。必須反覆說明到患者瞭解為止。必要時在測驗中還可

以重複說明。請患者避免用點頭來答覆問題。如果患者自行改正，以改正

過的最後答案評分，每答對一題給 3 分。如果患者的答覆，不是很清楚或

模稜兩可，重新再問一次，若還是這樣則評為 0 分。

1. 你係姓「徐」無？（「毋係」為正確答案）・・・・・・・・・・（    ）

ngi55 he11 siang11 ci55 mo55

2. 你係毋係姓「陳」？（「毋係」為正確答案）・・・・・・・・・（    ）

ngi55 he11 m55 he11 siang11 chin55

3. 你係毋係姓「  」？（患者个姓）？（「係」為正確答案）・・・・（    ）

ngi55 he11 m55 he11 siang11 「  」

4. 你係毋係戴到台中？（「毋係」為正確答案）・・・・・・・・・（    ）

ngi55 he11 m55 he11 dai11 do11 toi55 zhung53

5. 你係毋係戴到「 」（患者居住个城市）？（「係」為正確答案）・・（

 ）

ngi55 he11 m55 he11 dai11 do11 「  」

6. 你係毋係戴到高雄？（「毋係」為正確答案）・・・・・・・・・（    ）

ngi55 he11 m55 he11 dai11 do11 go53 hiung55

7. 你係毋係細倈人/細妹人？（「係」為正確答案）・・・・・・・・・（

 ）

ngi55 he11 m55 he11 se11 lai11 ngin55/se11 moi11 ngin55

8. ��係毋係警察？（「毋係」為正確答案）・・・・・・・・・・・（    ）

ngai55 he11 m55 he11 gin11 cad5

9. ��係毋係細倈人/細妹人？（「係」為正確答案）・・・・・・・・・（

 ）

ngai55 he11 m55 he11 se11 lai11 ngin55/se11 moi11 ngin55

10. 這房間个電火係毋係有著？（「係」為正確答案）・・・・・・・（    ）

lia24 fong55 gien53 gai11 tien33 fo24 he11 m55 he11 it24 cho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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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這隻房間个門係毋係關等？（「係」為正確答案）・・・・・・・（    ）

lia24 zhag5 fong55 gien53 gai11 mun55 he11 m55 he11 guan53 den24 

12. 這位係毋係百貨公司？（「毋係」為正確答案）・・・・・・・・・・（

）

lia24 vui33 he11 m55 he11 bag5 fo11 gung53 sii53

13. 這位係毋係醫院/病院？（「係」為正確答案）・・・・・・・・・・（

 ）

lia24 vui33 he11 m55 he11 rhi53 rhan11／piang33 rhan11

14. ��這下係毋係著睡衫？（「毋係」為正確答案）・・・・・・・・（    ）

ngai55 lia24 ha33 he11 m55 he11 zhog5 shoi33 sam53

15. 蝦公煮熟係毋係會變到紅色？（「係」為正確答案・・・・・・・（    ）

ha55 gung53 zhu24 shug2 he11 m55 he11 voi33 bien11 do11 fung55 sed5

16. 秋天過忒係毋係冷天？（「係」為正確答案）・・・・・・・・・（    ）

ciu53 tien53 go11 ted5 he11 m55 he11 lang53 tien53

17. 食弓蕉係毋係愛先剝皮？（「係」為正確答案）・・・・・・・・（    ）

shid2 giung53 ziau53 he11 m55 he11 oi11 sen53 bog5 pi55

18. 係毋係在熱天過舊曆年？（「毋係」為正確答案）・・・・・・・（    ）

he11 m55 he11 cai33 ngied2 tien53 go11 kiu33 lag2 ngien55

19. 狗係毋係比蟻公較大隻？（「係」為正確答案）・・・・・・・・（    ）

gieu24 he11 m55 he11 bi24 ngie11 gung53 ha11 tai33 zhag5

20. 洗衫粉係毋係用來洗頭那毛个？（「毋係」為正確答案・・・・・（    ）

se24 sam53 fun24 he11 m55 he11 rhung33 lo55 se24 teu55 na55 mo53 gai11

                                       得分：            ／總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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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視聽辨認

請患者指認隨意放置之實物或圖片上的東西，圖形、文字、數字、顏

色等，亦請患者指出表中所列各種傢俱、身體部位、手指、左右辨向等。

圖片應置於患者正前方或偏盲者之視野內，然後以「請你指一指…...」或

「……在那裡？」為口令開始施測。正確者每一項給 1 分，錯誤為 0 分。

同時指認兩樣時亦是 0 分，但如果患者能夠及時修正，仍可給分。在七項

左右辨向測驗中，必須同時正確指出左右及身體部位時才能得分。如果施

測房間中無表中傢俱，可利用其他現有的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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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 圖片 形狀 字體 數字

球 杯仔 四角形 水 5

kiu55 bui53 er55 si11 gog5 hin55 shui24 ng24

杯仔 球 五角形 門 61

bui53 er55 kiu55 ng24 gog5 hin55 mun55 liug5 shib2 rhid5

牙搓仔 尺 圓形 日 500

nga55 co11 er55 chag5 rhan55 hin55 ngid5 ng24 bag5

箸 剪刀 箭頭 口 1867

chu33 zien24 do53 zien11 teu55 kieu24
rhid5 cien53 bad5 bag5

liug5 shib2 cid5

尺 牙搓仔 十字 車 32

chag5 nga55 co11 er55 shib2 sii33 cha53 sam53 shib2 ngi33

剪刀 箸 三角形 女 5000

zien24 do53 chu33 sam53 gog5 hin55 ng24 ng24 cien53

色目 家具 身體部位 手指 左--右

sed5 mug5 ga53 ki33 shin53 ti24pu33 vui33 shiu24 zhi24 zo24 rhiu33

藍色 牆 下頷 手指公 右片析个手掌

lam55 sed5 ciong55 ha53 ngam53
shiu24 zhi24

gung53

rhiu33 pien24 sag5 gai11 shiu24

zhong24

白色 凳仔 肚屎 無名指 左手

pag2 sed5 den11 er55 du24 shi24 mo55 miang55

zhi24
zo24 shiu24

紅色 桌仔 頸根 拈食指 左片析个耳空

fung55 sed5 zog5 er55 giang24 gin53
ngiam53 shid2

zhi24

zo24 pien24 sag5 gai11 ngi24

kung53 

綠/青色 電火 牙齒 棟指 右片析个目眉毛

liug2/ciang53

sed5
tien33 fo24 nga55 chi24 dung11 zhi24 

rhiu33 pien24 sag5 gai11 mug5

mi55 mo53

黃色 門 嘴脣 手指尾 右片析个目珠

vong55 sed5 mun55 zhoi11 shun55 shiu24 zhi24 mui53
rhiu33 pien24 sag5 gai11 mug5

zu53

烏色 天蓬 鼻空 左角 右片析个膝頭

vu53 sed5
tien53

pung55
pi33 kung53 zo24 gog5 rhiu33 pien24 sag5 gai11 cid5 teu55



C、連續指令

患者依指令動作正確，可按下表所列分項得分，如果患者要求重複說明，

或看來患者不甚瞭解，可重複指令，但必須整句唸出。施測前在桌上預先放

置筆、梳子、剪刀和書於患者前面，告訴他「這是筆、這是梳子、這是剪刀、

這是書。我要你請你用這些東西做動作，請你注意聽。可以開始了無？」

「 lia24 he11 bid5 、 lia24 he11 so53 er55 、 lia24 he11 zien24 do53 、 lia24 he11

shu53 。 ngai55 oi11 ciang24 ngi55 rhung33 lia24 deu53 dung53 si53 zo11 tung33

zog5，ciang24 ngi55 zhu11 rhi11 tang53。zo11 ded5 koi53 shi24 le53 mo55？」

如果患者好像沒有領會意思，可以指著梳子或筆作示範，然後再開始施測。

指令      得分

1. 摎手擎起來⋯⋯⋯⋯⋯⋯⋯⋯⋯⋯⋯⋯⋯⋯⋯⋯⋯⋯⋯⋯⋯⋯⋯⋯⋯⋯
⋯⋯2

lau53 shiu24 kia55 hi24 loi55

2. 摎目珠眨起來⋯⋯⋯⋯⋯⋯⋯⋯⋯⋯⋯⋯⋯⋯⋯⋯⋯⋯⋯⋯⋯⋯⋯⋯⋯
⋯⋯2

lau53 mug5 zu53 shab5 hi24 loi55

3. 請你指凳仔⋯⋯⋯⋯⋯⋯⋯⋯⋯⋯⋯⋯⋯⋯⋯⋯⋯⋯⋯⋯⋯⋯⋯⋯⋯⋯
⋯⋯2

ciang24 ngi55 zhi24 den11 er55

4. 請你 指天蓬，摎 指門⋯⋯⋯⋯⋯⋯⋯⋯⋯⋯⋯⋯⋯⋯⋯⋯⋯⋯⋯⋯⋯
4(2，2)

ciang24 ngi55 zhi24 tien  53   pung  55  ，lau53 zhi  24   mun  55  

5. 請你 指筆 摎 剪刀⋯⋯⋯⋯⋯⋯⋯⋯⋯⋯⋯⋯⋯⋯⋯⋯⋯⋯⋯⋯⋯⋯⋯
4(2，2)

ciang24 ngi55 zhi  24   bid  5   lau53 zien  24   do  53  

6. 請你 用筆 指梳仔⋯⋯⋯⋯⋯⋯⋯⋯⋯⋯⋯⋯⋯⋯⋯⋯⋯⋯⋯⋯⋯⋯⋯⋯
8(4，4)

ciang24 ngi55 rhung  33   bid  5   zhi  24   so  53   er  55  

7. 請你 摎筆 放到剪刀摎梳仔个中央⋯⋯⋯⋯⋯⋯⋯⋯⋯⋯⋯⋯⋯⋯⋯⋯
8(4，4)

ciang24 ngi55 lau  53   bid  5   biong  11   do  11   zien  24   do  53   lau  53   so  53   er  55   gai  11   dung  53  

ong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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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你 用梳仔 指剪刀⋯⋯⋯⋯⋯⋯⋯⋯⋯⋯⋯⋯⋯⋯⋯⋯⋯⋯⋯⋯⋯⋯⋯
8(4，4)

ciang24 ngi55 rhung  33   so  53   er  55   zhi  24   zien  24   do  53  

9. 請你   摎梳仔 放到剪刀摎筆个中央⋯⋯⋯⋯⋯⋯⋯⋯⋯⋯⋯⋯⋯⋯⋯⋯
8(4，4)

ciang24 ngi55  lau  53    so  53   er  55   biong  11   do  11   zien  24   do  53   lau  53   bid  5   gai  11   dung  53  

ong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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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請你 摎筆 放到書頂項，再過歸下仔拿分  ��  ⋯⋯⋯⋯⋯⋯⋯⋯⋯14(4，6，4)

ciang24 ngi55 lau  53   bid  5   biong  11   do  11   shu  53   dang  24   hong  33  ，  zai  11   go  11   gui  53  

ha  33   er  55   na  53   bun  53   ngai  55  

11. 請你  摎梳仔  放在筆个另外一片，再過摎書  貶過 來⋯⋯⋯
20(5，5，5，5)

ciang24 ngi55  lau  53    so  53   er  55   biong  11   cai  33    bid  5   gai  11   nang  11   ngoi  33   rhid  5  

pien  24  ，zai  11   go  11   lau  53   shu  53   bien  24   go  11   loi  55  

                                                                                 得分：       ／總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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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複誦

請患者跟著說出下列字、詞或語句，並記錄其反應。假如患者要求，

或者看來他沒有聽清楚，可以再重覆一次。假如患者重覆不完全，對每一

個可以聽懂的字給予 2 分，稍含糊不清或帶有鄉音，都算正確。如有字序

之錯誤或語音錯亂，每一處扣一分。

複誦下列字、詞、語句 得分

1. 米   2

mi24

2. 紮   2

zad5

3. 天   2

tien53

4. 挼      2

no55

5. 歕   2

pun55

6. 擲   2

deb5

7. 酸醋   4

son53 sii11

8. 眠床   4

min55 cong55

9. 家娘   4

ga53 ngiong55

10. 煞猛打拚   8

sad5 mang53 da24 biang11

11. 鼻流鼻串   8

pi33 lau55 pi33 cho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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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打卵就愛見黃   12

da24 lon24 ciu55 oi11 gien11 vong55

13. 歪嘴雞揀米食   12

vai53 zhoi11 gai53 gan24 mi24 shid2

14. 狗嫲蛇囥在樹椏下   16

gieu24 ma55 sha55 kong11 cai33 shu33 a53 ha33

15. 檢察官辦案係明察秋毫   20

giam24 cad5 gon53 pan33 on11 he11 min55 cad5 ciu53 ho55

                                        得分：        ／總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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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命名

A. 物體命名

將下列東西之圖片放置於患者之前面，請患者依序叫出它的名稱。假

如患者沒有反應，可以允許施測者帶頭起音（名稱的前半音）。每一題最

長 20秒。患者能夠說出正確的名稱（包括些微的咬音不準）給 3 分，有明

顯的語音錯亂給 2 分，如需施測者帶頭起音給 1 分，無法說出者 0 分。

東西（或圖片） 反應

得分

正確 語音錯亂 需帶頭起

音

1. 球 ⋯⋯⋯⋯⋯⋯ ⋯⋯⋯⋯ ⋯⋯⋯⋯ ⋯⋯⋯⋯（  ）

kiu55 

2. 杯仔⋯⋯⋯⋯⋯⋯ ⋯⋯⋯⋯ ⋯⋯⋯⋯ ⋯⋯⋯⋯（  ）

bui53 er55

3. 牙搓仔⋯⋯⋯⋯⋯ ⋯⋯⋯⋯ ⋯⋯⋯⋯ ⋯⋯⋯⋯（  ）

nga55 co11 er55

4. 鐵鎚⋯⋯⋯⋯⋯⋯ ⋯⋯⋯⋯ ⋯⋯⋯⋯ ⋯⋯⋯⋯（  ）

tied5 chui55

5. 鉛筆⋯⋯⋯⋯⋯⋯ ⋯⋯⋯⋯ ⋯⋯⋯⋯ ⋯⋯⋯⋯（  ）

rhan55 b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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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鎖匙⋯⋯⋯⋯⋯⋯ ⋯⋯⋯⋯ ⋯⋯⋯⋯ ⋯⋯⋯⋯（  ）

so24 shi55

7. 梳仔⋯⋯⋯⋯⋯⋯ ⋯⋯⋯⋯ ⋯⋯⋯⋯ ⋯⋯⋯⋯（  ）

so53 er55

8. 湯匙 ⋯⋯⋯⋯⋯ ⋯⋯⋯⋯ ⋯⋯⋯⋯ ⋯⋯⋯⋯（  ）

tong53 shi55

9. 索仔⋯⋯⋯⋯⋯⋯ ⋯⋯⋯⋯ ⋯⋯⋯⋯ ⋯⋯⋯⋯（  ）

sog5 er55

10.目鏡⋯⋯⋯⋯⋯⋯ ⋯⋯⋯⋯ ⋯⋯⋯⋯ ⋯⋯⋯⋯（  ）

mug5 giang11

11. 時錶⋯⋯⋯⋯⋯ ⋯⋯⋯⋯ ⋯⋯⋯⋯ ⋯⋯⋯⋯（  ）

shi55 biau24

12.箸⋯⋯⋯⋯⋯⋯ ⋯⋯⋯⋯ ⋯⋯⋯⋯ ⋯⋯⋯⋯（  ）

chu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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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衛生紙/草紙⋯⋯⋯⋯⋯ ⋯⋯⋯⋯ ⋯⋯⋯⋯⋯⋯⋯（  ）

vui33 sen53 zhi24／co24 zhi24

14.糖仔⋯⋯⋯⋯⋯⋯ ⋯⋯⋯⋯ ⋯⋯⋯⋯ ⋯⋯⋯⋯（  ）

tong55 er55

15.襪仔⋯⋯⋯⋯⋯⋯ ⋯⋯⋯⋯ ⋯⋯⋯⋯ ⋯⋯⋯⋯（  ）

mad5 er55

16.鏡仔 ⋯⋯⋯⋯⋯⋯ ⋯⋯⋯⋯ ⋯⋯⋯⋯ ⋯⋯⋯⋯（  ）

giang11 er55

17.報紙⋯⋯⋯⋯⋯⋯ ⋯⋯⋯⋯ ⋯⋯⋯⋯ ⋯⋯⋯⋯（  ）

bo11 zhi24

18.尺⋯⋯⋯⋯⋯⋯⋯ ⋯⋯⋯⋯ ⋯⋯⋯⋯ ⋯⋯⋯⋯（  ）

chag5

19.書⋯⋯⋯⋯⋯⋯⋯ ⋯⋯⋯⋯ ⋯⋯⋯⋯ ⋯⋯⋯⋯（  ）

shu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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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蠟燭⋯⋯⋯⋯⋯⋯ ⋯⋯⋯⋯ ⋯⋯⋯⋯ ⋯⋯⋯⋯（  ）

lab2 zhug5

                                         得分：      ／總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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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語詞流暢度

要求患者在一分鐘之內盡可能說出各種動物的名稱。患者或許會在三

十秒後才說出，假如患者出現遲疑時，可給一點提示，例如：

「屋下畜个動物像雞仔、鴨仔啦；或者係野生動物，像鷂婆啦。」

“vug5 ha53 hiug2 gai11 tung33 vud2 ciong11 gai  53   er  55  、 ab  5   er  55   la11； fed2 zha24

he11 rha53 sang53 tung33 vud2，cion11 rhau  33   po  55   la11”

每答出一種動物名稱得一分（舉例的動物不能算），出現語音錯亂仍可給分。

                                        得分：      ／總分 20

C、語句完成

施測材料：測驗用紙（共 2頁）

施測程序及記分：要求患者接續你的語句，例如：

「俗語說：雙雙對對，萬年____（富貴）」

「siug2 ngi53 gong24：sung53 sung53 dui11 dui11，van33 ngien55 ________（fu11 g

ui11）」。每答對一題得 2 分，出現語音錯亂得 1 分，對某些合理的不同答案可

以給分，例如「糖會 令人變肥」；但是像「草坪是 棕色的」就不能給分。

1. 半尷不 _____（尬）

ban11 gam53 bud5 _____（gai11）

2. （牙子）膣（牙子）奓，㧡水淋 _____（河壩）

nga11 zii53 nga11 da11，kai53 shui24 lim55 _____（ho55 ba11）

3. 學好三年，學壞 _____（三日）

hog2 ho24 sam53 ngien55，hog2 fai24 _____ （sam53 ngid5）

4. 捉貓子看貓嫲，討心臼 _____（看爺娘）

zug5 ngiau11 zii24 kon11 ngiau11 ma55，to24 sim53 kiu53 _____（kon11 rha55 ngiong
55）

5. 爺娘想子長江水，子想爺娘 _____（擔竿長）

rha55 ngiong55 siong24 zii24 chong55 gong53 shui24 ， zii24 siong24 rha55 ngiong55

_____（dam11 gon53 chong55）

D、回答問題

施測材料：測驗用紙（共 2頁）

施測程序及記分：詢問患者以下問題，若患者回答的內容合理得 2 分，出現語

音錯亂得 1 分。

1. 恩用麽个寫字？（筆、鋼筆、原子筆⋯）

en53 rhung33 ma24 gai11 sia24 sii33（bid5、gong11 bid5、ngien55 zii24 bid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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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草係麼个色？（青色）

co24 he11 ma24 gai11 sed5（ciang53 sed5）

3. 一禮拜有幾多日？（七日）

rhid5 li53 bai11 rhiu53 gi24 do53 ngid5（cid5 ngid5）

4. 護士在哪位做事？（醫院/病院）

fu33 sii33 cai33 nai33 vui33 zo11 she33（rhi53 rhan11／piang33 rhan11）

5. 麼个地方做得領錢？（銀行、郵局、ATM⋯）

ma24 gai11 ti33 fong53 zo11 ded5 liang53 cien55 （ ngiun55 hong55 、 rhiu55

kiug2、ATM⋯）

                                        得分：      ／總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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