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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持續型」與「晚發型」識字困難

學童早期區辨效能之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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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心..

亞洲大學幼教系副教授

嘉義大學幼教系副教授( 103 年 8 月起)

近年來，有許多研究提出學前識字相關認知技能對一年級中文識字困難學童

的區辨效能，但亦有研究發現，有些識字困難學童的發生時間約在習字後的二至

三年，故稱之為「晚發型 J (late-emerging) 識字困難學章。因此，本研究縱貫分

析學前到小學二年級識字發展相關資料 (N二64) ，以探究早期識字相關技能與其後

識字發展的關係，並分析「持續型 J (persistent) 及「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之早

期識字相關技能的差異，進而檢測早期車要識字技能區辨二年級識字困難學宜之

效能。結果顯示，學前注音解碼以及快速自動唸名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 與學童一至;年級識字顯著相闕，聲韻覺識則隨著識字經驗的增加而愈見

重要，視覺記憶的重要性則僅在習字之初。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在所有變項

中，僅注音解碼及 RAN 達顯著差異，組間比較顯示， I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之

注音解喝及 RAN 顯著低於正常學童 I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注音解碼及 RAN

則介於「持續型」與識字正常學童之間'iF!並未顯著低於正常學童。區辨分析結

果則顯示，早期識字、注音解碼及 RAN 之組合具最佳區辨效能，分類總正確率達

71.9% '其中又以早期識字的區辨效能最倖，亦能有效避免嚴重的假陰型錯誤。一

般而泣， I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識字問題較為嚴重，而此等指標對「持續型」

識字困難學童的區辨效能相常穩定，但對「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區辨效能則

較弱。若將「持續型」與「晚發型」兩組合併，本組指標可預測全數「持續型」

識字困難學童及 80%的「晚發型」識字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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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困難早期預測指標的研究，在早期發

現、診斷以及設計高品質閱讀教學課程上，提

供重要的基礎。識字是閱讀理解的必要能力之

一，而學童早期的識字困難，對其成長中的識

字本身與閱讀理解有長期不良的影響(宣崇慧

等， 2012 ; Go月h & Turner, 1986; Hsuan,

2010)。研究發現，學童的識字量會從國小一

年級至國中三年級逐年成長，但低識字量學童

的識字量成長，在整個學齡階段年級間的差異

較一般識字量學生少，且到了國小五年級以後

的成長更有限(王瓊珠、洪儷瑜、陳秀芬，

2007 )。可見，在一年級、甚或更早的時間

點，及時發現識字困難學童的任務顯得非常重

要。因此，近期國內外均有以初學識字幼童為

對象，探究中文識字困難早期預測指標效能之

研究(宣崇慧等， 2012 ; McBride-Chang et aI.,

2011; Wong, McBride-Chang, Lam, Chan, Lam,

& Doo, 2012) 。由於大班下學期距離幼兒正式

學習閱讀的時間最接近，故亦有研究支持大班

下學期的預測效度高於大班上學期( O'Connor

& Jenkins, 1999) 。因此，目前中文學前識字困

難預測指標的研究，多以大班下學期的識字相

關認知能力來預測國小一年級下學期的閱讀表

現(宣崇慧等， 2012 ; McBride-Chang et 祉，

2011; Wong et 祉， 2012) ，以檢驗大班階段識字

困難預測指標對識字習得困難學童的預測效

A ....
1'J 5 。

在學前大班的識字困難有效預測指標中，

預測效果最高者為早期識字本身(宣崇慧等，

2012) ，而快速自動唸名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 則為最具預測效能的識字相關

認知技能(宣崇慧等， 2012; McBride-Chang et

址， 2011; Wong et 泣， 2012) 。此外，宣崇慧等

人 (2012 )的研究亦發現，注音符號的認讀與

拼讀(注音解碼)亦為顯著預測指標。 Wong

等人 (2012 )以香港幼兒為對象進行研究，結

果指出幼兒唸讀英文字母名稱的能力為顯著預

測指標。宣崇慧等人與 Wong 等人的研究發現

相當類似，因為不論是唸讀注音符號或英文字

母名稱，均是測量視覺符號對應口語發音的能

力，此種能力對學前幼兒來說，均屬於字形到

字音的學習能力 (McBride-Chang & Ho,

2005 )。此外，從認知歷程來看，形音連結主

要建立在視知覺與聽知覺能力，對字形與字音

在不同表徵單位上的覺識、切割 (segment)

與記憶表現，因此，中文部件記憶(宣崇慧

等， 2012) 與不同單位的聲韻覺識能力( Ho

& Bryant, 1997; Huang & Hanley, 1997;

McBride-Chang & Ho, 2005; Shu, Pen, &

McBride-Chang, 2008; Siok & Fletcher, 2001) ,

在識字發展的早期習得歷哩上也有顯著預測效

果。尤其，絕大多數的畫灣兒童是先在讀寫萌

發階段接觸環境中常見的文字，再於學前或國

小一年級學習注音符號系統，並透過注音符號

來分析與表徵中文聲韻，進而才進入大量國字

發音與字形配對的學習階段。因此，對臺灣兒

童來說，除了 RAN 與注音解碼以外，早期聲

韻覺識與視覺記憶也有可能為重要探測的指標

能力。

雖然多數閱讀困難者在早期即出現閱讀習

得困難，但亦有部分閱讀困難者是在二年級

(Compton, Fuchs, Fuchs, Elleman, & Gilbert,

2008; Lip徊， Lesaux, & Siegel, 2006)至四年級

(Catts, Compton, Tomblin, & Bridges, 2012;

Chall, 1983; Compton et aI., 2008) 不等的時

間，才顯現出閱讀困難的問題，其問題包括識

字及閱讀理解。由此可見，如果預測指標研究

僅將預測的效標時間點放在國小一年級(宣崇

慧等， 2012; McBride-Chang et 泣， 2泊01叫I; WO叩n

et a扎1.， 2012)' 有可能會因為學童一年級的識字

表現尚未完全穩定，而漏失了這群較晚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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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字困難的學童。基於這個考量，研究者繼續

追蹤宣崇慧 (20 I0)以及宣崇慧等人 (2012)

研究之參與學童至國小二年級，並分析這群學

童自幼兒學前至國小二年級的識字能力。結果

發現，有部分學童的識字能力在國小一至二年

級階段並不穩定。在宣崇慧等人的研究中，有

37 名國小一年級識字困難學童( z<-I ) ，其

中，僅 15 人 (40.54%) 在國小二年級下學期

仍持續落後於 z<﹒ l 的範國;將近一半( 18

人，占 48.65% )的幼兒，在普通教育情境

下，識字能力在國小二年級結束前即回到了正

常的水準'有四人在第三年自然流失。另外，

宣崇慧指出，有 14 名學童到國小二年級下學

期才出現識字困難 (z<-I ) ，平均 Z 分數亦由

國小一年級下學期時的-.28 (最高 z= 船，最低

z=-.86 )降至國小二年級下學期時的-1.3 1 (最

高 z=- 1.04 '最低 z=- 1.70) 。這表示，二年級識

字困難學童中有部分是持續處於落後的情況，

此即本研究所探究之「持續型 J (persistent)

識字困難者:至於另一部分到三年級才出現顯

著落後的學童，則為本研究所關注之「晚發

型 J (late-emerging) 識字困難學童。

「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很有可能就是較

嚴重的識字習得困難者，這些學童不論在識字

能力本身或識字相關認知問題上，均在學前或

入學之初就明顯落後於一般幼兒(Catts et 泣，

2012; Compton et a!. , 2008; Lipka et aI., 2006 )。

「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之學前語言與其他閱

讀相關認知能力雖較一般幼兒差，但又優於

「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 (Catts et 泣， 2012;

Compton et 泣， 2008; Lipka et aI., 2006) 。過去

研究以語言及識字相關預測指標來區辨「晚發

型」閱讀困難學童，其區辨效果不盡理想

(Catts et aI., 2012; Compton et 泣， 2008) ，這也

許是由於上述研究的早期指標(學前或一年

級)與所預測的閱讀年齡(四年級到八年級)

之間的差距過大，且期間也沒有觀察這些指

標能力的逐年發展狀況所致 (Catts et 泣，

2012) 0 Lipka 等人 (2006 )比較「持續型」與

「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於學前到小四的識字

相關認知技能，結果發現， I晚發型」識字困

難學童的聲韻及速度處理能力在識字困難發生

的前一年(三年級)才開始落後。這表示，早

期預測變項的探測點不應與所預測的閱讀年齡

差距過大。就中文而言，目前多數的中文早期

預測指標研究僅探究到國小一年級，在研究者

所搜尋到的相關文獻中，尚無發現有研究針對

「晚發型」中文閱讀困難進行探究者。因此，

本研究從學前到國小二年級持續觀察一群「持

續型 J (學前至國小一年級的識字 Z 分數持續

落後於-I 者)及「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識

字 Z 分數直到國小二年級才開始低於-I 者)的

識字發展情形。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以聲韻覺識、

注音解碼、視覺記憶以及 RAN 等能力，做為

學前識字困難預測指標，並以縱貫學前到國小

二年級的觀察資料進行分析，主要目的有三:

一、探究學前閱讀相關認知技能在低年級學童

識字發展歷程上的重要性;二、探究國小二年

級「持續型」及「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識字

相關認知技能的早期發展情形:三、檢測此等

指標有效區辨出國小三年級「持續型」及「晚

發型」識字困難學童之成效。

文獻探究

一、識字困難預測指標效能之研究

識字發展研究顯示，兒童認讀中文字的發

展過程，起始於單純依賴文字視覺線索的早期

讀寫萌發階段，再逐漸掌握文字的形音連結規

則，並有效率地擴充認字量 (Chan & Nunes,

1998; Ehri, 1995; Ho, Yau, & Au, 2003) 。除此

之外，若要充分符合正式閱讀情境需求，則必

須要對每個認識的字都能快速且自動化地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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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否則亦會發生閱讀困難(陳淑麗、曾世

杰， 2005 )。因此，在認字的歷程中，需要不

斷地處理文字中的字形與字音表徵，且又要達

到自動化的水准。由於在見童習得認字能力的

歷程中，有可能因其視覺處理、聲韻處理或速

度處理等認知能力發生問題，而影響其進行

形、音連結的識字學習表現，因此，已有許多

研究縱貫學前到學齡，探究聲韻處理、速度或

視覺等重要技能，對入學後的識字預測效能

(宣崇慧， 2010 ;曾問杰、簡淑真、張媛婷、

周蘭芳、連芸{寺， 2005 ; Ho & Bryant, 1997;

McBride-Chang & Ho, 2005) ，或是探究上述重

要學前指標，對學齡識字困難學童的區辨效果

(宣崇慧等， 2012 ; McBride-Chang et aI., 20 II;

Wong et 泣， 2012 )。

(一)以早期中文譴字相聞報能預測其值識字

能力的研究

許多研究以閱讀相關重要技能做為早期預

測指標，以檢視諸等技能對其後識字發展的預

測效果(宣崇慧、盧台華， 2006 ;張毓仁、曾

世杰， 2008 ; Huang & Hanley, 1997) ，而縱貫

正式習字前到習字後的探究，則可排除識字本

身與相關認知技能在發展與學習歷程中的交互

影響，故更符合其做為預測指標的功能(宣崇

慧， 2010 ;曾世杰等，凹的; Ho & Bryant,

1997; McBride-Chang & Ho, 2005) 。過去預測

研究顯示，幼見習字前的視覺空間能力( Ho

& Bryant, 1997) 、韻尾覺識 (Ho & Bryant,

1997 )、音節刪除 (McBride-Chang & Ho,

2005 )以及 RAN (宣崇慧， 2010 ;曾世杰

等， 2005) 等學前技能，能有效地預測正式習

字後的識字表現。此外，直接唸讀不同字形符

號的能力(如香港幼見唸讀英文字母或畫灣幼

兒唸讀與拼讀注音符號) ，亦顯示其重要的學

前預測技能(宣崇慧， 20 I0 ; McBride-Chang

& Ho, 2005) 。上述研究中， Ho 和 Bryant

( 1997)的研究主要探究三歲幼童的早期視覺

處理與韻尾及聲調覺識能力，對四歲、五歲以

及七歲幼童識字的預測效果。其結果顯示，在

控制年紀、非語文智力以及母親教育程度後，

早期的視覺能力只預測到五歲的識字能力，而

七歲的識字能力則以韻尾及聲調覺識做為早期

最佳預測變項。 McBride-Chang 和 Ho

( 2005 )比較口語短期記憶、音節刪除、圖片

與數字 RAN 以及唸讀英文字母等能力，在幼

童歲階段預測其四歲時的識字能力。在控制

幼童年齡與口語詞彙知識後，階層迴歸分析結

果顯示，音節刪除與 RAN 對識字的預測效果

高於口語短期記憶，但當字母唸讀能力亦加入

迴歸模式後，則只有音節刪除與字母唸讀起識

字能力的有效預測指標。曾世杰等人( 2005 )

為期四年的研究，探討 RAN (學前大班)、聲

調與注音唸讀(國小一年級)對國小二、三年

級閱讀能力的預測效果，其結果顯示，在控制

語文智商後，學前數字 RAN 能有效預測國小

二、三、四年級的識字能力。宣崇慧 (2010 )

持續追蹤 269 名學前大班學罩之聲韻處理(聲

調覺識與音節刪除)、注音解碼(唸讀注音符

號與注音符號拼讀)、 RAN 以及視覺記憶能

力，對國小一年級結束時學童識字能力的預測

效果。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早期識

字及非語文智力後，僅 RAN 以及注音解碼等

變項能獨立預測國小一年級 F學期的識字能

力。

綜合上述研究，上述認知變項對識字的預

測效果會依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視覺能力屬

於較早階段(三至四歲)的重要認知技能，此

時期的學童多半處於閱讀萌發階段，學童開始

習字後，識字相關重要認知技能則以 RAN 、

注音解碼以及音節或聲調覺識較為重要。對於

臺灣學童而言， RAN 與符號解碼(注音或英

文字母)則為不同研究重複驗證為重要的變

項，即使更嚴謹地控制了早期識字的自動迴歸

效果或其他重要變項，其結果亦然，故屬於較



三年級「持續型」與「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早期區辨效能之檢測 · 65 .

為穩定的預測指標。

(二)早期預測指標對譴字困難者的區辦如能

預測指標效能分析的另一種方法，是以回

j朔的方式，分析上述重要學前閱讀預測變項，

對於識字困難學童的區辨效能。由於此類型的

分析取向，可更具體地提供早期識字重要預測

指標對識字困難學童的有效區辨率，以及其在

假陰與假陽上的錯誤率，故可讓吾人了解每一

項重要指標在區辨早期識字困難上的重要性與

可能的缺失，更具有實用的價值。因此，在縱

貫性預測研究成果的累積下，近期國內外均已

有研究綜合上述重要預測費項，以歸納出具有

重要區辨效能的變項組合(買崇慧等， 2012 ;

McBride-Chang et a l.可 2011; Wong et al 門

2012) c

宣崇慧等人 (2012 )的兩年期縱貫研究，

從學前大班下學期(以下簡稱「大班下 J) 到

國小一年級下學期(以下簡稱 I ~-F J) ，持續

觀察 269 名幼兒的識字、聲韻處理(聲調覺識

與音節刪除)、視覺記憶、RAN (包含數字、

注音、顏色與物件等刺激)與注音解碼(唸讀

注音符號、注音拼讀與注音拼讀流暢性)的發

展關係'並以區辨分析來檢驗此等變項的區辨

效能。宣崇慧等人先從這269 名幼兒中，篩選

出 37 名一下識字困難學童(z<-I )以及 50 名

識字正常學童 (0<z<0.5 )。首先，由於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識字岡難學童學前的視

覺記憶、所有的 RAN 以及所有的注音解碼均

顯著低於識字正常學童，但在聲韻處理之聲調

與音節覺識上，兩組學童並沒有顯著落差。故

進一步以視覺記憶、 RAN (所有 RAN 分項 Z

分數的總合)與注音解碼(三分項 Z 分數的總

和)進行區辨分析。結果顯示，此三雙頃均達

到最佳預測效能 30 (Pedhazl汀， 1982) 的標

準。合併這三個預測指標得出，正確區辨識字

困難學童的效能為 70.3% '但仍有 29.7%的識

字困難學童無法被區辨出來(假陰性) ，且另

有 14%的識字正常學童被誤認為有識字困難

(假陽性)。雖然如此，當此三個變項組合加

上早期識字變項後，可使整體正確預測效能提

升至 93.1% '識字岡難的正確預測率則增加到

100% '且假陰性的錯誤率降為 o c 此結果顯

示， RAN 、注音解碼、視覺記憶屆學前篩選識

字困難高危險學童的重要認知指標，而早期識

字本身則在正確發現識字困難學童及降低假陰

性錯誤上居重要地位。

McBride-Chang 等人( 2011 )探究七歲閱

讀困難高危險群學童在五歲時的識字相關技能

表現，包括視覺空間關係、音節刪除、聲調覺

識、唸讀英文字母、數字 RAN' 以及詞素覺

識。研究者先篩選 47 名五歲的閱讀困難高危

險群幼兒，篩選依據為:\.家庭中有閱讀障

礙兄姊的幼兒，以及 2. 各項心理語言相關技

能表現明顯低落的幼兒。當這群幼兒七歲時，

再以香港學習障礙診斷測驗進行診斷，結果發

現，其中有 26 名被診斷為識字障礙幼兒，另

外 21 名為正常識字幼兒。研究者再依據學童

的年齡、性別、母親學力以及非語文智力為配

對，另選出 47 名閱讀正常幼兒為對照。組間

比較結果顯示，控制組幼兒僅在識字本身與

RAN 兩雙項顯著優於另外兩組閱讀困難高危

險幼兒。

Wong 等人( 2012)所檢驗的學前閱讀相

關重要認知技能與 McBride-Chang 等人

(2011 )的相同，且又加入家族遺傳與性別兩

個因素進行邏輯式迴歸分析，以探究預測識字

困難學童的最佳組合變項。 Wong 等人先篩選

62 名家族成員有閱讀障礙的幼兒以及 52 名由

醫院鑑定為語言相關能力落後的幼兒(共 114

名) ，做為五歲閱讀困難高危險群幼兒，並於

兩年後以香港學習障礙診斷測驗對此等幼兒進

行閱讀障礙診斷，結果區分出 57 名識字障礙

幼兒與 57 名識字正常幼見。其邏輯式迴歸分

析結果顯示，兩種最佳預測變項組合中，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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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 與識字本身組合和宣崇慧等人 (2012 )

的預測組合相當接近。兩者相較，雖然宣崇慧

等人的組合變項較多(注音解碼、 RAN 、視覺

記憶以及早期識字) ，容易導致篩選工作較繁

複，但其整體正確預測率則高出 Wong 等人許

多 (93.1 % YS. 72.8%) 。不過， Wong 等人研究

的優勢是，提出另一個預測變項組合之選擇，

包含了唸英文字母、數字 RAN 與性別(正確

預測率為 76.3%) ，故使用者可針對完全沒有

識字經驗的五歲幼兒來使用。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三個研究均發現識字

困難學童早期的 RAN 與識字本身就有顯著的

落後，宣崇慧等人( 2012 )與 Wong 等人

(2012 )的研究更進一步提供早期預測指標組

合，這兩個研究所提供的組合亦均包含 RAN

與早期識字。但由於臺灣與香港學童正式學習

識字的歐始時間(臺灣六歲;香港三歲)與識

字學習管道不同(臺灣先學習注音符號才正式

學習識字;香港直接認字並開始學習英文) ,

因而使得臺灣大班幼兒在識字表現上可能仍處

於較依賴視覺記憶技能的早期階段。為此，宣

崇慧等人的預測指標組合還包含了視覺記憶與

注音符號唸讀與拼讀;而 Wong 等人的預測指

標能力則包含了唸讀英文字母。值得注意的

是， McBride-Chang 等人 (2011 )與 Wong 等

人的研究均發現，不論以家族基因或早期心理

語言相關技能做預測，都會有將近一半的早期

閱讀困難高危險群幼兒發生假陽性的錯誤診

斷，且 McBride-Chang 等人與 Wong 等人的研

究均只追蹤閱讀困難高危險群，故無法反映出

更嚴重的假陰性錯誤的問題。但相對地，宣崇

慧等人的研究由於是長期追蹤一群閱讀困難高

危險學童及閱讀正常學童，故能夠分別從閱讀

困難正確診斷以及假陰或假陽錯誤診斷等不同

面向來分析。此外，這三個研究均僅分析到小

一，此時期學童的閱讀發展穩定性仍不足，未

來研究值得繼續探討早期閱讀困難指標對較高

年級閱讀困難學童的預測效果。

二、「持續型」與「晚發型」識字困

難的發展現象

識字困難一定會在閱讀學習之初就發生

嗎?過去研究者透過縱貫研究，長期觀察學前

到國小以後閱讀發展的資料顯示，部分學生的

閱讀困難，並非發生在早期學習閱讀之初，而

是在其正式學習閱讀的兩、三年之後 (Catts et

aI., 2012; Compton et a!. , 2008; Lipka et a1 叫

2006)。此外，此等發生時間不同之閱讀困難

的學童，其長期識字發展呈不同曲線( Lipka

et a!. , 2006) ，且其早期語言及識字相關重要認

知技能表現亦低於識字發展正常幼兒 (Catts et

aI., 2012; Lipka et 訓， 2006) 。以下將進一步探

究持續型及晚發型閱讀困難幼兒之閱讀發展的

相關論文。

(一) r 持續型」與「晚蠶型」閱讀困難學童

於學前到中學的讀字發展曲線觀察

Compton 等人 (2008 )從非常大的樣本中

(N=783) ，以識字流暢度及字母RAN 並佐以

班級教師意見，於學童剛入小一第一個學期

內，篩選每班識字能力後面三分之一的學童，

同時，測量學童閱讀相關心理語言技能，再於

小一、小二以及小四結束前，追蹤測量此等學

童的識字、識字流暢性與段落理解能力。其結

果發現，識字或段落理解能力低於85%的人數

逐年增加，表示閱讀困難的問題有可能隨著閱

讀的發展而逐年浮現。本研究資料顯示，發生

的時間以小二到小四之間的增加情況更為明

顯。

Lipka 等人 (2006)凹溯 22 位小四識字能

力低於百分等級 25 的學量，其於學前大班到

小四識字與識字相關認知能力。從這22 位學

童五年來的識字表現來分析，可區分為「持續

型 J (七人， 3 1.8%) 、「邊緣型 J (七人，

31.8% )以及「晚發型 J (八人， 36.4%)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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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識字困難類型。該研究將上述三組不同額型

識字困難學童的長期閱讀與認知發展情形與另

外 22 位識字正常對照組學童做比較，結果發

現， 1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識字能力，在

五個觀察年段中持續處於低落位置(百分等級

均低於 15) ; 1 邊緣型」識字困難學童則是在

學前到小一有較明顯的成長，但從小三以後，

其識字能力便一直處於百分等級別的臨界位

置 1 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識字相對位置

則是在學前到小二都一路上升(百分等級分別

為 44.12 、 54.13 、 62.25) ，但從小二到小四的

相對位置便開始一路滑落至百分等級 25 之下

(小二、小三、小四百分等級分別為 62.鈞、

46.3 7 、 2 1. 13 )。其中， 1 邊緣型」與「持續

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識字能力，均在學前階段

就顯著低落於一般學章，但二者不同的是，

「邊緣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識字能力在學前到

小一期間會有顯著成長，但於小二到小四均處

於識字困難邊緣位置(百分等級 20 上下) ，可

﹒是，其國小階段的識字表現仍優於「持續型」

識字困難學章。「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識

字表現，則是直至小二到小四間才逐年滑落至

與「邊緣型」識字困難學童相近的識字程度。

22 位對照組學童的識字百分等級則是從學前

(2 1.42 )到小一( 58.88 )顯著提升後，於小

二到小四一路維持穩定狀態(百分等級分別為

61.53 、 62.25 、 59.24 )。

Catts 等人( 2012)以長達九年的縱貫研

究資料，分析 493 名學生從小二、小四、八年

級，乃至於十年級的閱讀發展(包括識字與閱

讀理解)分額變化，參與學章中，半數學生有

早期語言或非語言認知缺陷 (0=247) ，另外一

半則無語言或相關認知缺陷 (0=246 )。參與學

童的識字或閱讀理解表現，如有其中一項低於

一個標準差以下者，即被歸為閱讀困難組，其

餘則為閱讀正常組。研究結果發現，在該研究

的取樣中，共可分為正常組、識字困難組、理

解困難組，以及識字與理解皆困難組等四種頡

型 o 若再以不同年段來看，識字岡難組學生所

占的比例從小二到小四有明顯增加，有 16.8%

為「持續型」閱讀困難學章，有 13.4%的學童

是在小四以後才由閱讀正常組轉移至閱讀困難

組 (I 晚發型」閱讀困難學童) ，其中，有

4.8% 轉變為識字困難、 7.0%~ 理解困難、

1.6%~識字理解均困難，且絕大多數的轉移時

間點都發生在小四。

雖然上述三個研究取樣時間僅有在小二至

小四階段重疊，但由於三個研究資料均是縱貫

性的，故綜合上述研究分析結果，能歸納出以

F發現:1.識字困難的情況並不一定僅始於

學習閱讀之初，至少有 36%之識字困難學童屬

於「晚發型 J '發生時間主要介於小二至小

四; 2. 1 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之閱讀表現

早在學前大班階段就已經出現明顯落後，且其

閱讀問題直到十年級都還持續存在; 3. 識字

正常學童於學前到小一的識字表現仍不穩定，

這或許是受到幼兒習字早晚或語文字接觸經驗

豐富與否等其他因素之影響，但一般學童進了

一年級，並接受正規的閱讀教育後，其識字量

在小一就可以逐步提升。由上述研究可知，識

字困難早期診斷與介入工作，應在學前到小四

之間持續進行， 1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最慢

可在學前大班即被發現，而「晚發型」或「邊

緣型」識字困難學童落後的起始點，很可能是

在小二以後。只是，由於上述三個研究均是以

英文使用者為對象，中、英文形音對應與表徵

的特質並不同，故使用中文之學童是否會有

「晚發型」識字困難的現象?以及晚發型之現

象會在何時出現?均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二)早期語字困難預測指標對不同讀字困難

類型的區辦妞果

過去探究「晚發型」識字困難的研究，亦

會同時觀察此群體學生的早期閱讀相關認知技

能以及語言能力，以期提早預測此種晚發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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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困難情形。 Lipka 等人( 2006 )對針對

「持續型」、「邊緣型」以及「晚發型」識字困

難學童唸假字以及單字閱讀流暢性與一般識字

能力者做比較，以觀察不同額型識字困難學童

之不同識字認知技能以及語言能力，在學前、

小一、小二乃至於小四的發展情形。其結果指

出， 1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之聲韻解碼在每

一年的表現均顯著低於其他組別;而「邊緣

型」識字困難學童之主要弱點則在於流暢性的

問題，尤其在小二與小四，此類型學童的單，字

唸讀速度表現與「持續型」閱讀困難學童沒有

差異，整體來看， 1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屬

於較為典型的識字與拼宇困難者，此類型學生

從開始學習閱讀之初，就因為解碼及解碼速度

的缺陷，而導致識字習得的障礙，而「邊緣

型」識字落後學童僅有流暢性的問題，由於其

識字認知缺陷並非全面性的，故其閱讀發展表

現比「持續型」識字落後學童稍佳，但仍較一

般發展學童差。「晚發型」識字落後學童的主

要弱點亦是解碼與單字唸讀速度，不同的是，

其主要落後時間點發生在小三及小四。

Catts 等人( 2012 )分析「持續型」及

「晚發型」識字及/或理解困難以及正常閱讀

學童，學前 10 項語言理解及識字相關認知技

能(包括接受性口語詞彙量、表達性口語詞彙

量、文法組合、文法理解、句子仿說、敘事理

解、敘事回憶、音節/音素刪除、認讀字母以

及非語文智力)之優、弱勢表現，研究者以

99.92%為信賴區間，單項技能 Z 值高於 16 者

為優勢、低於-.16 者為弱勢。結果發現， 1持

續型」識字及理解困難學童的各項語言及閱讀

認知技能均處於弱勢，而「晚發型」識字及閱

讀理解困難學童及「晚發型」理解困難學童的

弱勢語言及認知技能表現亦分別多達九個及八

個，弱勢的程度與「持續型」識字及理解困難

學童相近，但其認讀字母能力卻分別達到中上

(0<z<.16 )及優勢 (z>.16) 的程度。而「晚

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早期各項語言及認知技

能的弱勢表現則較不若另外兩類型的晚發型閱

讀困難學童嚴重，此類型的學童僅在文法理

解、句子仿說以及音節/音素刪除等三項能力

上處於弱勢，其餘均接近或達平均標準，其

中，接受性詞彙量與敘事回憶兩項能力甚至達

到優勢的水準。這有可能與該研究所測量的早

期語言理解能力(八項)遠多於識字相關認知

技巧(認讀字母與音節/音素刪除)有關。雖

然本研究資料可觀察出不同閱讀困難類型學童

早期語言理解及識字相關認知技能之優、弱

勢，但研究資料顯示，此等早期技能僅能較有

效區辨正常 (67.0%)與持續型 (85.9%)的閱

讀困難學童，對於晚發型(15.1%)識字困難

學童的區辨效能則較差。

Compton 等人 (2008)的研究也試圖找出

「晚發型」閱讀困難個案的早期指標。研究者

以小一和小二的識字、識字流暢性以及段落理

解，做為判斷「晚發型」閱讀困難的變項，結

果發現，不論有無加入流暢性變項(I識字與

段落理解」潛在模式或「識字、識字流暢，性與

段落理解」潛在模式)，小一或小二的潛在模

式對小四「持續型」或「晚發型」閱讀困難的

正確預測率都高達.90 以上。進而以不同模式

分類F均為「晚發型」閱讀困難學童(五位)

為分析對象，觀察這五位學童在小一剛入學時

的各項語言及閱讀相關認知技能(音素覺識、

音素解碼流暢性、聽覺理解、口語詞彙表達、

數字 RAN 、序列數字記憶、語文智能以及非

語文智能)的最高、最低與平均Z 分數的分布

情形，以找出五位學童表現最差的變項(最

高、最低與平均Z 分數均低於0)' 做為「晚發

型」閱讀困難的早期預測指標。結果發現，

「晚發型」閱讀困難學童在音素覺識、音素解

碼流暢性以及聽覺理解等三項能力的表現較其

他問儕差，然而，當研究者檢驗所有參與者此

三項指標能力之表現時發現，此三項能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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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項能力表現較差，並不見得會成為「晚

發型」閱讀困難學童，可見此二玉項能力並無法

做為有效的「晚發型」閱讀困難學童的預測指

標。

綜合而言， 1晚發型」閱讀困難者部分的

早期語言與識字相關認知技能表現明顯落後於

一般讀者，其中，又以伴隨理解困難學童的問

題較為嚴重，但「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各

項認知技能表現則又優於「持續型」閱讀困難

學童。雖然「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聲韻及

流暢性表現，在識字困難發生的前一年出現了

明顯落後的跡象，但就目前研究資料來看，仍

無法找出能有效區辨「晚發型」閱讀困難學童

的早期預測指標 C 這或許與所預測的時間差距

甚大(以學前或一年級預測四年級以後)有

關。此外，研究參與者在一段學習時間裡的識

字表現，也有可能受其他外在環境因素所影

響，例如:因家庭或教學環境不良，而缺乏足

夠的閱讀經驗、認字練習活動與閱讀動機不

足，或早期直接且密集的語文教學突然中 It.或

正常化等，使其閱讀能力更容易因閱讀難度的

增加而明顯滑落( Catts et 訓， 2012; Compton et

a!. , 2008 )。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資料縱貫學前大班至小包括不

同閱讀能力學童學前大班、一下及二下的識字

表現，以及其大班時的識字相關認知技能(聲

韻覺識、注音解碼、視覺記憶、 RAN) 與非語

文智力。研究者以向溯的方式，比較小斗不同

識字發展類型學童(正常、「持續型」與「晚

發型」識字困難)之學前識字相關認知技能，

並以區辨函數分析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

ysis) 探討學前有顯著組間差異的識字相關認

知技能組合，對小二不同識字發展類型學童的

區辨效果。

由於本研究觀察的年齡介於學前大班到小

二，在此學習階段，真正因早期識字相關認知

缺陷而導致識字障礙的學童，仍有可能因語文

課程難度與識字負荷量較低，而能透過語彙或

記憶等其他能力來彌補，使其落後程度未與閱

讀正常學童明顯拉開，而造成假陰的錯誤分

類。因此，本研究以較寬鬆的 z<-I 為切截點

來篩選，並稱其為識字「困難 J '而非以識字

「障礙」稱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乃延續宣崇慧 (2010) 的觀察

(學前到小一)至小二。第一年以中部八所公

私立幼兒園隨機選取 338 名滿六歲六個月的幼

兒，並測量其閱讀與識字相關認知能力，測量

時間點為 2008 年 5 月至 6 月;第二年此等幼

兒升上小一，研究團隊繼續到校追蹤到其中的

269 名學章(流失率為 18 .48%) ，於 2008 年 9

月(學童正式習字前)進行第一次識字能力測

量，並於該學年結束前( 2009 年 5 月至 6

月) ，再到校進行第二次閱讀及識字相關認知

能力測量。本研究於二下結束前( 2010 年 4

月至 6 月)繼續到校追蹤測量學童的閱讀表

現，此年度共有 230 名學童繼續參與，其中有

39 名學童因搬家、家長不 IciJ;當以及學校不同

志等l朴素而流失，流失率為 16.96% 。宣崇慧

等人( 2012 )曾經從第二年的 269 名小一學童

中，選取 37 名識字困難組學章( z<. I)與 50

名( 0<z<0.5 )識字正常組學童，以區辨分析

探討學前識字相關認知技能對小一識字困難學

童的區辨效能。

本研究進一步根據學童二下的中文年級識

字測驗分數，選取 15 名小一和小三 Z 分數持

續落後於-I 者( 1 持續型 J) ; 14 名小二 Z 分數

才落後於-I 者('晚發型 J) ;以及 35 名小二 Z

分數介於 0 與 0.5 者(正常組) ，共篩選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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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此三組學童於正式習字前、一下以及二下 ([-1三-2.叭， p=.30) ， 其餘兩兩配對比較結果均

的識字分數整理於表一。逐年單因子變異數分 達顯著差異 (ps<.OOI )。另外，線性模式重複

析結果顯示，此三組學童於正式習字前，F(2 , 量數檢驗結果顯示，持續兩年識字困難組學童

的)=36.35 ， p<.OOI 、於一下時， F(2 , 63)=136.48, 及識字正常組學童的識字能力均逐年進步

p<.OOI ' 以及於二下時， F(2，的 )=237.的， (ps<.OOI) , I 晚發型」識字困難組學童各年

p<.OOI ' 識字分數均達顯著差異，而 Turkey 事 段的識字表現雖達顯著水準，但 Turkey 事後

後配對比較結果中，僅「持續型」與「晚發 配對比較結果卻顯示，一上到一下雖有顯著進

型」識字困難學童之二下識字表現無顯著差異 步 (1-1=-15.14 ， p=.002) ， 然一下到二下則顯著

表 「持續型」、「晚發型」讀字困難學童與藹字正常學童各年級聲字典學前各項預測變

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持續型 晚發型 識字正常 Ff直

事後比較
認知變項 (n=15 ) (n=14 ) (n=35 ) (2, 63 )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標準差

識字(一上) 3.60 3.09 27.29 2 1.74 44.06 15.66 36.35*** 「持 J < '晚 J < '正」

識字(一下) 16.47 6.14 42 .43 14.36 59.86 6.08 136.48*** 「持 J < '晚 J < 'i[ J

識字(二下) 23.73 11.00 26.64 5.57 65.71 6.09 237.63*** 「持 J < 'i[ J 晚」

< 'If一」

聲韻覺識

音節刪除 10.40 3.29 9.50 3.57 11.23 1.1 7 2.62

聲調覺識 4.67 3.31 4.71 3.20 6.20 3.09 。.80

注音解噶

唸注音符號 27.33 14.59 33 .43 6.78 35.71 2.37 5.97** 「持 J < '正」

i主音拼讀 9.20 7.76 13.14 4.47 15.03 2.44 8.34** 「持 J<'Jl:: J

注音拼讀流暢性 10.40 10.82 16.29 8.63 18.83 8.35 4.57* 「持 J < '正」

視覺記憶、 32.60 3.14 34.21 4.23 34.51 3.01 1.77

RAN

數字 53.33 19.86 4 1.07 14.37 35.57 7.95 9.76*** 「持 J > '正」 「持」

> '晚」

i幸存 79.60 36.50 49.79 9.08 48.54 11.91 13 .47*** 「持 J > '正」 「持」

> '晚」

顏色 82.00 33.87 59.14 18.77 60.89 14.55 5.91 ** 「持 J > '正」 「持」

> '晚」

物件 85.27 26.85 65.79 14.79 59.00 9.82 13.65*** 「持 J>' i[ J 「持」

> '晚」

41'語文智力 15.60 5.30 19.43 5.11 17.34 4.89 2.10

父親社經指數 74.71 4.86 75.19 5.69 74.30 5.56 0.13

母親社經指數 70.35 4.21 71. 17 5.15 72.70 4.48 1.52

註，持 J 持續型識字困難組，晚 J 晚發型識字困難組，正 J 識字正常組。

*p<.05, **p<.OI , ***p<.O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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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 0-J=15.79 ， p=.oon ' 導致其一上及二F

的識字分數無顯著差異(I-J=肘， p=.93) 。綜合

上述結果顯示，除了識字陡降的發生時期(介

於小一至小二)與英文兒童(介於小二至小

四)不同外，本研究與英文「晚發型」識字困

難組學童的識字發展曲線相當雷同，因此，本

研究所篩選之「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在概念

上具有其代表性o

三、研究工具

(一)話字相關認知技能測臨

1.聲韻覺識測驗

本研究聲韻覺識測驗由「音節刪除測驗」

與「聲調覺識測驗」所組成，測量學前幼兒中

文音節操弄與聲調覺識能力。兩測驗之指導語

及正式施測部分均於事先錄製，並在一間安靜

的教室，以個別方式進行。施測者全程監控幼

兒的專注力，當幼兒聽不清楚時，施測者會將

該內容再撥放一次。

「音節刪除測驗」是由施測者先撥放一組

雙音節假音，請幼兒注意聽並在聽完後只唸出

第二個音節。「聲調覺識測驗」是讓幼兒先注

意聽三個音節的熟悉詞彙(如電視機)，並配

合呈現與該詞彙對應的圖片，再請幼兒從中找

出/唸出聲調與其他兩者不同者(即:機;其

中電、視兩音節的聲調均為第四聲，只有機的

聲調為第一聲)。兩個測驗各包含兩個練習題

及 12 個正式題，答對一題得l 分，滿分均為

12 分。「音節刪除測驗」與「聲調覺識測驗」

間隔三個月之重測信度分別為73 與 .65 (ps

<.001 )。

2.注音解碼測驗

本測驗參考曾世杰 (2006 )聲韻覺識測驗

之注音符號分測驗，以注音符號為材料，編製

「唸讀注音符號」、「注音拼讀」與「注音拼讀

流暢，性」等三個分測驗，來測量幼兒的符號學

習與解碼能力。「唸讀注音符號」是將 37 個注

音符號隨機排列在一張A4紙上，讓幼兒大聲

朗讀每一個符號，唸對一個得 l 分，總分 37

分。「注音拼讀」測驗包含 18 個以注音符號所

呈現的假音(前 12 個為雙拼，後 6 個屆三

拼) ，這 18 個注音符號假音以 6 列 X3 行的方

式排列在一張A4紙上，幼兒由左而右拼出每

一個假音音節，唸對一個得 l 分，滿分 18

分。「注音拼讀流暢性」則是在限時一分鐘

內，請幼兒快速讀出排列在 A4 紙上的注音符

號假音。本分測驗共包含 54 個注音符號假音

( 30 個二拼、 24 個三拼) ，以 6 列 X9 行的方

式排列，二拼與三拼假音每列交替出現，幼兒

由左而右唸出每一個音，每唸完一列二拼音，

即接著唸一列三拼音。每唸對一個假音得 l

分，最高分為 54 分。

3.視覺記憶測驗

視覺記憶測驗主要用於測量幼兒中文字形

特徵的視覺記憶能力，測驗材料是採用黃沛榮

(2001 )所整理的中文罕用部件(如「夕」或

「非 J) ，此等部件具有中文部件的視覺特 i獸，

但可避免幼兒早期識字經驗造成的干擾。施測

時，施測者與幼兒單獨在一間安靜的教室，施

測者將半張A4大小的題本呈現於幼兒面前，

先以練習題引導幼兒如何進行。當幼兒理解後，

施測者即將題本翻頁，並呈現測試題第一題的

刺激目標兩個(如夕與4-) ，停留五秒鐘後，

再翻到第二頁空白隔頁(避免幼兒從紙張背面

看到刺激目標) ，隨即翻第三頁的四個反應選

項(如夕、王、非與 r) ，請幼兒指出剛才看到

的兩個部件，施測者迅速在記分紙上圈出幼兒

所指的部件。題本中，每個目標部件與選項部

件均以 word 系統 72 號大小規格呈現。本測驗

共含有兩個練習題及 16 個測試題，前八題是

兩個刺激目標配對四個反應選項;後八題則是

三個刺激目標配對六個反應選項。每指對一個

刺激目標得 l 分，滿分為 40 分。測驗三個月

間隔的重測信度為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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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AN 測驗

本研究測量幼兒在數字、注音、顏色及物

件圓形等四種不同刺激 t的快速自動化唸讀反

應，施測題本屆林彥同( 2001 )所編製 O 題本

中，每一種刺激內容均包含幼兒所熟悉的五種

變化材料(數字: I 、 2 、 3 、 4 、 5 ;注音:

才、勻、門、么、勿;顏色:黃、黑、白、

藍、紅:物件圓形:f.、鬥、碗、樹、豬) ,

每種刺激的每五個變化材料隨機排列形成

組，並以 2 組 X5 行的方式隨機呈現於一張

A4 紙1::'共四張測試紙。施liMU峙，主試者將

測試紙放在幼兒桌前，先確定幼兒對各項刺激

都已熟悉，再要求幼兒以最快的速度將測試紙

1-.的項目由左而右唸出，施測者以碼錶計時，

以記錄缸-項甘唸完所花的時間。本測驗各分

項之複本信度介於.80~.95 之間。

(二)講字測驗

本研究使用中文年級認字測驗(黃秀霜，

2001) ，測量學童在一上、-T及二 F的識字

量。本測驗內含200 個中文字，以由簡而難的

方式呈現。測試者採個測方式進行施測，請幼

見/學童由左而右清楚地唸出每一個字，若幼

兒/學童不會唸的字，則請其跳過唸下一個

字 O 計分方式是根據答題的順序，每唸對一個

字得 l 分，若連續 20 個字未得分，則停止計

分。本測驗各年級重測信度介於81~肘。

(三)控制變項測驗工具

!AI'語文智力測驗

非語文智力使用魏氏幼兒智力量表(陳榮

華、陳心怡， 2003 )之矩陣推理分測驗，矩陣

推理測量是將一個正方形切割成四個矩陣，其

中，四個矩陣中的圖案之間會形成某種非語文

關聯或規則，施測者以個別方式進行施測，先

讓幼兒觀察矩陣中三個小格的組合特徵與規

則，再請幼兒由矩陣下方的五個選項中，推斷

並選出最可能出現於第四個小格的圖形。過程

中，幼兒判斷其中三個圖案之間的關聯與規

則，並選出第四個相關圖案的能力，即為本研

究所指之非語文推理能力。

2父母親社經指數

本研究中之父母親社經指數取自於父母親

在「新職業聲望與社經地位量表」所圈選的職

業，以該表格所列之社經地位指數，經線性轉

換公式 I( 新職業社輕地位指數 55) X 3 J 換

算耐得(黃毅志， 200日)。此畫畫表是以臺灣本

t化職業分類t~背祟， Jt指標建立考是不同階

層變項(如I教育程度、工作收入等)而建立，

社透過線性轉換來增加社經指數間的區辨效

jJ 0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學的識字及相關

認知技能，對小二「持續型」及「晚發型」閱

讀凶難學童的區辨效能，故研究資料將先呈現

各變項間的矩陣相關，以回答研究問題

(一)。再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找出組間達

顯著差異的變項，做為區辨分析的預測變項，

並根據分析結果回答研究問題(三)。進而，

根據區辨分析的結果，先選擇特徵值

( eigenvalue) 達顯著的預測變項;並根據三

組變異中心( centroids) 以及整體額別分析的

結果，探討不同組別的區辨效果;再參照結構

矩陣系數與各變項刪除後的類別分析結果，檢

視每一個預測變項的區辨效果，以回答研究問

題(~. )。

二、歷年講字能力與學前各項識字

相關認知技能及非語文智力之

相關

表二為三組學童( N=64 )歷年識字能力

與學前閱讀相關重要認知技能間的矩陣相關。

結果顯示，各年段識字能力間的相關度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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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介於.62~.80) ，表示即便此一取樣中有 14

位「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之識字發展曲線較

不一致，但整體而言，從發展順序來看，前一

階段識字能力對其後識字發展相當重要。聲韻

覺識(音節刪除與聲調覺識)與歷年識字間的

相關則逐年升高，從一上、一下的不顯著相關

到二下達到.05 的相關水準;相對地，視覺記

憶與識字間的相關則逐年降低，直到三下由過

去的.05 顯著水準降至不顯著。上述結果與過

去研究結果一致，均指出視覺相關能力(宣崇

慧等， 2012 ; Ho & Bryant, 1997) 與聲韻覺識

能力(曾世杰等， 2005 ; Ho & Bryant, 1997;

Huang & Hanley, 1997; McBride-Chang & Ho,

2005; Shu et 泣， 2008; Siok & Fletcher, 2001 )在

中文早期識字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本研究

進一步延伸過去發現，視、聽知覺兩面向能力

的重要性在發展歷程上的差異。早期，剛開始

接觸與學習文字符號的幼兒，會隨著在不同情

境重複接觸文字的經驗，逐漸認識中文字的筆

劃特徵'並形成對這些常見部件或字的視覺記

憶，以及其在文字中的空間關係，例如:發現

「狗」、「吃」、「谷」等字裡面，都有「口」這

個字 (Ho & Bryant, 1997; Ho et aI., 2003 )。然

而，上述早期認字能力需建立在良好的視知覺

基礎上。隨著識字量的增加，學童逐漸建立中

文字的字形組合規則概念，並利用字形規則分

解、組合不同字形，以連結字的形、音、義訊

息(如連用聲旁及部首部件的表音及表義功能

來認字) ，如此，可以較有效率的方式習得更

多的生字。而要達到此等識字技巧，除了早期

對文字部件的視覺記憶外，學童對每個部件或

字所對應的聲韻表徵關係'也應相當清晰。這

表二 講字能力與學前各項閱讀困難預測指標之相關 (N=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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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足以解釋，何以在本研究中，視覺記憶在剛

開始學習識字階段相當重要;而識字與聲韻覺

識的相闕，則是隨著年級的增加而愈來愈高。

本研究亦發現，各項注音解碼(唸注音符

號、注音拼讀、注音拼讀流暢性)及 RAN

(數字、注音、顏色、物件)與歷年識字間均

達中度以上的相關 (ps<.OOl ) ，且三項注音解

碼與四項比先N 之個別內在矩陣相關均相當高

( r 分別介於.56~.74 與62~.82) ，表示本研

究所測量之早期注音解碼及 RAN 為識字發展

的重要預測變項，且兩變項所內含分測驗之內

部一致性相當高。此外，除了早期注音拼讀

外，識字與非語文智力間的相關並不顯著，而

控制非語文智力後，早期注音拼讀與歷年識字

的淨相關仍維持在37~.53 之間，表示學前到

低年級的識字發展與本研究所探究的識字相關

認知技能有關，但與幼兒非語文智力的關係則

有限。在臺灣，絕大部分學齡兒童在一上的前

10 週，都學習透過注音符號系統來表徵文字

聲韻，對小一與小三學童來說，不論是在課

本、課外讀物或學校考試等各方面，都相當依

賴注音符號來輔助識字，因此，不同符號在形

音連結的正確性與流暢性，對學前大班幼兒與

低年級學童識字發展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技

"'"、自己。

三、三組學童學前講字相關認知技

能之差異情形

為探討「持續型」及「晚發型」識字困難

學童之早期識字相關認知特質，並找出適合的

預測變項進行區辨函數分析，本研究以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學童在各項閱讀相關認知

變項的差異性，結果如表一。由表一可知，三

組學童在注音解碼(唸注音符號、注音拼讀與

注音拼讀流暢|生)與 RAN (數字、注音、顏

色與物件圖形)的各分項均達顯著差異，在聲

韻覺識各變項(音節刪除與聲調覺識)、視覺

記憶、非語文智力以及父母親社經指數則均無

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將早期注音解碼及

RAN 納入區辨函數分析的預測變項。此外，

甚於中文識字發展具有所謂「貧者愈貧，富者

愈富」之特性(王瓊珠等， 2007; Stanovich,

1986) ，且近期許多研究也發現正式習字前的

早期識字能力為區辨其後識字困難學童的重要

指標(宣崇慧等，2012; Compton et 泣， 2008;

Lipka et 祉， 2006; Wong et aI., 2012) ，故值得將

早期識字亦納入區辨函數中進行探究。雖然以

相同測驗所測得之早期識字量來預測同一群學

童其後的識字量組別，在邏輯推論上可能堅生

「循環論證」的問題，但本研究從實務面來考

量，並以過去研究豈有基礎複製及延展其研究發

現(宣崇慧等， 2012; Compton et aI., 2008;

Lipka et aI., 2006; Wong et 泣， 2012) ，將正式習

字前的早期識字能力納入學前區辨函數指標之

一，以檢測學前注音解碼、 RAN 及識字等三

項早期技能對小二識字困難學童的區辨效能。

Turkey 事後比較結果顯示，注音解碼各變

項都只有「持續型」識字困難組學童與識字正

常組學童達顯著差異 0-1 在唸注音符號、注

音拼讀與注音拼讀流暢性等三分項分別為

8.38 、 -5.38 與-8 .43 ， ps 三三 .01 ) , I 持續型」與

「晚發型」以及「晚發型」與「識字正常」組

間則未達顯著差異 (ps>.05) 。整體而言， I持

續型」識字困難學童的學前識字重要認知技能

顯著低於識字正常學童;而「晚發型」識字困

難組學童的早期注音解碼及比先N 介於「持續

型」識字困難學童與識字正常學童之間，此結

果與英文識字困難的研究發現一致 (Catts et

al 且， 2012; Compton et aI., 2008; Lipka et aI.,

2006 )。本研究亦與過去中文研究發現一致，

識字困難學童的早期 RAN 與符號認讀與拼讀

之形音連結能力，顯著低於識字正常學童(宣

崇慧等， 2012 ; McBride-Chang et aI., 20 II;

Wong et aI., 2012) 。然諸等中文研究中，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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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從學前縱貫至小二進行探究，並分別檢測

「持續型」及「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早期

認知特質。結果發現， RAN 各變項的顯著差

異均落在「持續型」與「晚發型」兩組(數

字、注音、顏色與物件圖形各分項 1-1 分別為

12.26 、 29.81 、 22.86 與 19.48 ， ps<.05) 以及

't寺續型」與正常組之間( 1-1 分別為 17.76 、

3 1.06 、 2 1. "與 26.27 ， ps<.OI ) , ，晚發型」與

正常組兩組組間之差異則均未達顯著水準

(ps>.05) 0 這似乎表示， ，持續型」識字困難

學童的 RAN 特別弱，但若更深入觀察統計資

料卻發現， ，持續型」識字困難組各項RAN 的

標準差數值都相當大，因此，有可能只有部分

「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的 RAN 相當弱，而

且該組中也有 RAN 正常但其他認知技能(如

注音解碼)缺陷類型的識字困難學童。

本研究亦發現， ，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

的聲韻覺識能力相對較弱，此結果與英文研究

相似( Catts et aI., 2012; Compton et aI., 2008 )。

例如: Catts 等人 (2012) 發現， ，晚發型」識

字困難的各項語言相關認知能力均處於中上至

優勢 (z>O) 位置，但音節/音素刪除則相對

弱勢 (z<-. I6) 。在本研究中，雖然「晚發型」

學童之注音解碼及 RAN 介於另外兩組之間，

但其聲韻覺識能力則與「持續型」識字困難組

相當接近，其中，音節刪除能力甚至比「持續

型」還差。本研究更發現， ，晚發型」學童的

視覺記憶相當接近識字正常組，且非語文智力

表現又相對優於「持續型」及正常識字兩組。

雖然「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認知弱勢情形

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綜合本研究

及國外研究資料可推論， ，晚發型」識字困難

學童在學習識字初期，即在相關認知技能上有

輕微落後的情形，此額學童早期可能是靠著較

優的視覺記憶與非語文智力，以及較輕微的識

字相關認知缺陷，使其在習字之初尚能維持一

定的識字量，但隨著需要學習的生字愈來愈

多，其較弱的相關認知技能愈不是以支持他們

發展出較複雜的認字技巧(如覺識、擷取並連

結文字中較小單位的形、音、義訊息) ，才導

致識字量突然滑落的現象。

觀察三組學童一上到二下的識字成長，三

組學童識字在學注音的 10 週前即達顯著差

異，其中， ，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與正常組

學童的識字量均隨著年級成長，但兩組間的差

距會逐漸拉大，此結果驗證了中文識字發展

「賞者愈貧，富者愈富」之特性(王瓊珠等，

2007 ; Stanovich, 1986) 。且本研究資料顯示，

此前後影響效應在正式學習認字前就已存在。

「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於一下至三下的識字

量不尋常減低的現象與英文研究相似 (Catts et

訓， 2012; Compton et aI., 2008; Lipka et 訓，

2006) ，可見，中文讀者也有「晚發型」識字

困難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晚發型」識字

困難學童一上時識字量的標準差遠高於其他兩

組，表示本組學童一上時的識字量變異相當大

(原始資料介於 l 至 64 分之間 'z 分數介於

I.I 6 至1. 11 之間) ，此時，學童的認字經驗多

來自家庭或幼兒園，雖然本研究中三組學童的

社經指數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但相似社經家庭

並不見得均重視幼兒認字的引導，且此時幼兒

均有二至四年不等的幼兒園經驗，目前各幼兒

園的語文課程與教材亦不相同，因此，學童一

上時的識字差異可能與其早期閱讀經驗不同有

關。進而觀察本組學童一上、一下至二下的識

字發展可發現，雖然多數較典型之「晚發型」

識字困難學童的識字發展曲線均是在一上至一

下顯著成長後在二下明顯滑落，但其中有少數

學童的識字發展卻不同:(一)有兩位學童一

上時的識字量高於 60 分 (z 分數接近 I ) ，之

後識字量卻逐漸降低; (二)另有四位學童一

上時的識字量僅介於個位數字，一下時雖明顯

進步，但到二下卻幾乎停滯或僅微量成長。這

也使得本組學童一下時的識字量的標準差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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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小，但此時整組標準差仍較其他兩組大，直

到二下，多數「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的識字

量呈負成長，這才使得標準差有 r更明顯的收

傲。此外，相關外在因素也有可能造成識字發

展上的個別差異，例如:學童可能因學前語文

經驗不足而影響入學後的識字成長(王瓊珠

等， 2007; Stanovich, 1986)' 或因入學後教學

品質不良、認字練習不夠或兒童本身閱讀動機

較弱 (Catts et a!. , 2012; Compton et a!. , 2008 ) ,

使得識字量累積在學習過程中發生低成長、停

滯或倒退的現象。

四、區辦函數分析

本研究依據單因于變異數分析的結果，以

j主音解碼、 RAN 及一上識字能力做為世辨凶

數分析的預測指標，並以-F至三 F識字的分

組結果做搞分類組別(持續型、晚發型與識字

正常等三組)。其中，注音解碼變項為唸j主音

符號、 j主音拼讀以及注音拼讀流暢性等三項分

數轉化為 Z 分數後的總和; RAN 則是數字、

注音、顏色與物件圖形 RAN 轉化為 Z 分數後

的總和;一上識字分數則是一上識字的 Z 分

數。類別分析是依照「持續型」、「晚發型」與

識字正常等三組人數的實際比例，設定先前機

率值( prior probabilities )依次

為.234 : .219 : .547 。同時，也採用原始樣本

分析 (original) 與交錯驗證( cross-validated)

推論的結果，其中，原始樣本是本研究三組學

童在預測變項下的原始分類樣貌，交錯驗證則

是由系統逐一觀察每一樣本去除後的區辨函數

變化，以檢驗本區辨函數用在不同樣本時的推

論效果 (Tabachnick & Fidell, 2001 )。

(一)整體區辦妞能分析

區辨分析結果共產生兩組區辨函數，分別

為1.早期識字、 RAN 與j主音解碼，以及 2.

單獨 RAN 。如圖一，圖中實心正方形由左而

右，分別為「持續型」、「晚發型」識字困難組

以及識字正常組的變異中心點 o 從橫軸看來，

合併功能可將三組變異中心的距離拉開，區辨

效果較為顯著， χ2(6)=55 .46， p<.OOI ' 此合併

的區辨 l函數對組間變數的解釋量高達 98.1% 。

縱軸顯示，三組中心點的高度距離不大，表示

區辨效果較差，其解釋量僅剩1. 9% '

χ2(2)=1.帥， p=.431 。值得注意的是，圖一顯

示， I 持續型」識字困難與識字正常組兩個群

體的變異沒有重疊，表示此等預測變項對於此

二組的區辨效果相當好;相對地， I晚發型」

識字困難群體則分布於「持續型」與正常組兩

群體間，其變異分別與「持續型」與正常組產

生許多重疊，表示本研究預測指標對區辨「晚

發型」識字困難者的效果較差。

再從分類效果來看(如表三) ，變項組合

在類別分析之原始樣本與交錯驗證推論的總正

確性分別尪 76.6%與 7 1.9% '低於宣崇慧等人

( 2012 )以早期識字、注音解碼、 RAN 以及

視覺記憶等變項組合對一下識字能力的整體區

辨效果 (93.1%)' 但與 Wong 等人 (2012 )使

用數字 RAN 與早期識字對一下識字的總區辨

效果相近(72. 8% )。原始分類結果顯示，預測

指標對於識字正常學童分類的正確性最高

(9 1.4%)' 這同時表示，識字正常學童被誤認

為識字困難學童的假陽錯誤機率也相對較低。

此外， I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的分類效果亦

高達 80% '有 20%學童的識字問題被誤認尪會

延後至小二才發生。「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

的預測效果只有 35.7% '但仍高於預設的先前

機率值( 2 1.9%) 。然而，有將近一半(六人，

42.9% )的學童會被誤認為識字正常，產生較

嚴重的假陰性錯誤。從推論效果來看，識字正

常的正確分類效率不變，但「持續型」與「晚

發型」識字困難的正確預測率則分別降低至

73 .3%與 2 1.4% 。

若將原始樣本之「晚發型」與「持續型」

兩類型識字困難學童合併來看，本研究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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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三組學童在兩個區辦函數下所呈現的分類情形

表 早期預測變項在「持積型」、「晚發型」以及誼字正常組之類別分析結果

實際組別
預測結果

識字正常

I仁L司圭口牛l 總正確率
持續型 晚發型

原始 持積型 12 (80.0%) 3 (20.0%) 。 (0%) 15 76.6%

晚發型 3 (2 1.4%) 5 (35.7%) 6 (42.9%) 14

識字正常 2(5.7%) 1 (2.9%) 32 (9 1.4%) 35

推論 持續型 II (73.3%) 4(26.7%) 。 (0% ) 15 7 1.9%

晚發型 5 (35.7%) 3 (21 .4%) 6 (42.9%) 14

識字，正常 2 (5.7%) I (2.9%) 32 (91 .4%) 35

「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均可藉由此組預測

指標變項預測得知，且於早期發現為識字困

難高危險群( 12 位「持續型」、 3 位「晚發

型 J) 。此外，又由於各組分類人數從原始到

推論樣本的變動僅限於「持續型」與「晚發

型」兩組，顯示預測效果降低的原因是來自

於「持續型」與「晚發型」之間的不確定

性，對於早期發現「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

的目的來說，此等指標在推論應用上並不會

增加假陰性錯誤效果的風險。在「晚發型」

識字困難者的發現上，則由於兩額型識字困

難者總人數共有 29 人，且不論原始或推論樣

本，均只有六位「晚發型」識字困難者漏失

( 23 人正確預測) ，表示合併兩組後的正確預

測效果可達 79.3% (23 人/29 人)。

(二)各變項區辦如能分析

表四呈現早期區辨指標變項對三組學童的

區辨功能分析結果，其中，結構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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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matrix) 係數代表區辨指標與額別

間的相關度，相關愈高表示該區辨指標對分

類效果的貢獻愈大 (Tabachnick & Fidell ,

2001 )。分析結果顯示，各變項的區辨效能由

高而低依次為早期識字、 RAN 以及聲韻解

碼，其結構係數均高於.3 0' 適合做為最佳預

測變項 (Pedhazur， 1982) 0

進而，再以刪除某一區辨指標後的類別分

析結果，來檢核每一變項在整體類別分析上的

重要性。如果某一個區辨指標刪除後，使得正

確預測率下降最多，同時錯誤率上升較多，即

表示該區辨指標是相對重要的。在此，僅呈現

較為嚴謹的交錯驗證之類別分析結果。分析結

果顯示(如表五) ，早期識字變項刪除後，暫

體正確率之下降最為明顯 (54.7%) ，其次是注

音解碼與 RAN 變項的刪除，分別使總正確率

下降至 60.9%與 62.5% 。在識字困難學童的分

頡效果方面， I持續型」正確分類率因早期識

字變項的刪除而由 73.3%降低至 60.6% '但不

受注音解碼變項刪除的影響，卻因 RAN 的刪

除，而提升至 86.7% : I 晚發型」的正確分類

則因早期識字與注音解碼兩變項的刪除，反而

由 2 1.4%稍微提升至 28.6% '又因 RAN 的刪

除而降低至 2 1.4% 。這三個變項的刪除，也導

致識字正常組的分頭效能由原來的 9 1.4%分別

滑落至 62.9% 、 68.6%與 68.6% 。若將「持續

型」與「晚發型」兩個不同類別的識字困難組

合併來看，早期識字變項的刪除，將導致區

辨「持續型」識字困難假陰性錯誤率由 0 提

高至 26.7% '但 RAN 與注音解碼的刪除，仍

不會造成識字困難學童早期篩選上的漏失。

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早期識字無疑是三個

變項中最強的區辨指標，同時，亦有防止假陰

性嚴重錯誤之效能。此結果呼應王瓊珠等人

(2007 )的發現，亦即，早期低識字量的學童

幾乎很難在未來的闇讀發展歷程中，累積達正

變項名稱 結構節陣係數

表四 早期區辦指標變項區辦持續型、晚發型以及藹字正常組之區辦分析影響係數

典型區辨函數原始係數

( 1系數常數=.159 )
典型區辨函數標準化係數

早期識字
538

M
m
p叭
叭
的

RAN

n音解碼

1.469

-.113

036

821

-.391

093

表五 刪除其中一個變項後交錯臨置之頡別分析結果:第二年始為聲字困難

刪除變項 持續型 晚發型 識Cjo:Jf.常組 總正確率

早期識字 持續型 9(60.0%) 2(13.3%) 4(26.7%) 54.7%

晚發型 2(14.3%) 4(28.6%) 8(57.1 %)

識字正常和I 2(5.7%) 11 (31.4%) 22(62.9%)

RAN 持續型 13(86.7%) 2(1 3.3%) 。(0%) 62.5%

H免發型 6(42.9%) 3(21 .4%) 5(3 5.7%)

識字 IE常細l 1(2.9%) 10(28.6%) 24(68.6%)

注音解碼 持續型 11 (73.3%) 4(26.7%) 。(0%) 60.9%

晚發型 5(35.7%) 4(28.6%) 只好.7%)

識字正常組 1(2.9%) 10(28.6%) 2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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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識字量。而本研究進一步指出，所謂的

「早期」會早於兒童正式習字之前。此外，學

前 RAN 與注音解碼不但是區辨小一識字困難

學童最重要的認知技能(宣崇慧等， 2012;

McBride-Chang et 泣， 2011; Wong et 仗，

2012) ，本研究結果顯示，其重要預測效果更

可延伸至二年級。雖然本研究區辨分析相關影

響係數顯示， RAN 為重要區辨變項，但分頡

效果卻發現，當 RAN 變項刪除後， I持續型」

識字困難學童的分類正確率卻反而明顯提高

了，這可能是由於「持續型 J RAN 的表現變

異過大所致。此結果呼應國外學者在英文閱讀

障礙上的解釋，認為速度處理雖為預測識字能

力的重要變項，但其本身對閱讀並不能成為具

絕對影響力的單獨變項 (Vellutino ， Fletcher,

Snowling, & Scanlon, 2004 )。

綜合而言，以上區辨分析的結果與宣崇慧

等人 (2012 )的研究一致，均指出早期識字、

RAN 與聲韻解碼為預測識字困難學童的重要

區辨指標。然相較於宣崇慧等人的研究，本研

究的分額群體中，只有「持續型」樣本與宣崇

慧等人的研究相同，本研究「晚發型」樣本則

是到小二後才男外篩選，且本研究並未納入視

覺記憶以考驗區辨效能，而宣崇慧等人的研究

則是鎖定在小一識字困難學童上，加以本研究

在「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早期發現上的分額

效能均高達 100% '若綜合「持續型」與「晚

發型」樣本，本研究對小二識字困難者的發現

亦可高達近 80% 。可見，早期識字、 RAN 與

注音解碼在小一和小二識字困難學童的早期發

現上，是相當穩定的學前區辨指標。然而，此

等變項對區辨「持續型」與「晚發型」識字困

難學童以及「晚發型」與識字正常學童的效果

卻不理想，此結果與英文研究結果一致( Catts

et a!. , 2012; Compton et 吼， 2008) 0 Catts 等人

( 2012 )與 Compton 等人 (2008 )的研究均

是以較早期的語言及識字相關認知技能為指

標，來預測相當長一段時間(間隔四年至 10

年)以後的閱讀能力，即便本研究將預測與效

標間的時間點拉近為兩年，但仍無法在學前階

段有效預測小二「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

Lipka 等人 (2006 )發現， I晚發型」識字

困難學童在聲韻與速度處理兩項技能上的顯著

低落時間發生於識字困難發生的前一年，若由

此推論至中文研究上，則小一的識字相關認知

表現是否能有效區辨出小二「晚發型」識字困

難學童，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然而，在實務

上，要拿一套認知篩選測驗，每一年到各校進

行一次全面性的施測工作，將會相當費時費

力，因此，即便未來研究發現小一識字相關認

知變項能有效地區辨出小三「晚發型」識字困

難學童，但其結果在實務工作上的助益有限。

雖然如此，藉由此套預測指標，我們仍可在學

前篩選出 80%的識字困難學童，且可於其中發

現全數對於識字及識字相關認知技能問題較為

嚴重的「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累積縱貫學前大班至小二的研究資

料，觀察學前幼兒識字相關認知技能與其一

上、一下至二下的識字發展關 f系，進而探討小

二「持續型」、「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與識字

正常學童早期識字相關認知技能發展之差異，

並分析學前識字相關認知技能對小二「持續

型」、「晚發型」識字困難與識字正常學童的區

辨效能。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聲韻覺識、視覺

記憶、注音解碼以及 RAN 均為學前至小二識

字發展的重要技能，其中，聲韻覺識與識字的

相關隨著識字發展而愈高，但視覺記憶則相

反，此結果符合幼兒閱讀萌發到正式識字的識

字發展理論。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則顯示，

僅注音解碼及 RAN 兩項技能呈現顯著的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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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的注音解碼與

RAN 兩項能力均顯著低落於正常識字學童:

「晚發型」識字困難學童在達到組間顯著差異

的各項認知技能表現，則介於「持續型」與正

常識字學童之間。此外，其聲韻覺識能力相對

較弱，而視覺記憶相對較(憂，但其各項認知能

力與正常識字學童相較，並未達顯著差異。研

究者據此推論，輕微的認知缺陷可能與識字困

難延後發生的現象有關，而早期識字輕驗、家

庭、教學以及學習等外在因素，也可能導致學

童識字發展產生個別差異。以早期識字、注音

解碼以及 RAN 三項技能做為早期區辨指標進

行區辨函數分析，結果顯示，此三項技能均達

到有效區辨指標的標準'且分組正確性高達七

成以上。但合併「持續型」與「晚發型」兩組

學童來看，此等早期指標可早期發現 80%的識

字困難學童，其中， I持續型」識字困難學童

可全數被發現。本研究主要貢獻在於，延展宣

崇慧等人 (2012) 與 Wong 等人 (2012 )的發

現，幫助吾人較明確地透過早期識字、注音解

碼以及 RAN 等三項能力，來預測識字發展較

為穩固後( /J、二)的識字困難學童。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以下說明本研究三個主要的限制，並依該

限制提出相關建議:

(一)本研究早期識字分數取樣的時間點

並非在學前而是在小一上的 9 月，使早期識字

變項的施測時間點較其他預測指標變項晚了三

至三個月。這是由於宣崇慧 (2010 )在學前施

測過程才發現，學前幼兒均已有一定的識字

量，故在學童正式學習識字以前補測之。未來

研究可從學前大班階段開始測量識字能力。然

而，現有的學前(康金雲， 2010) 與學齡(黃

秀霜， 2001 )階段的標準化識字測驗常模並不

銜接，造成此頓縱貫研究在施測工具使用上的

問題。由於中文年級識字測驗的文字難度分布

較廣，故建議未來研究可配合黃秀霜 (2001 )

所編製的中文年級識字測驗，向下延伸其常模

資料至學前大班，並以之做為早期篩選識字困

難幼兒的重要工具之一。

(二)本研究在學前階段使用注音解碼做

為早期預測指標，是因為本研究所取樣的幼兒

均有幼兒園經驗，且所就讀的幼兒園均有教導

注音符號。因此，對於未學過注音符號的幼

兒，本指標並不適用，但仍可參考其他早期語

文教學取向所做的研究建議(如香港) ，使用

其他符號(如英文字母)來測量幼兒早期的字

母唸讀或拼讀能力 (McBride-Chang & Ho,

凹的; Wong et 泣， 2012) ，也就是說，所使用的

解碼符號可依幼兒熟悉的符號來設計。

(三)本研究所篩選之閱讀困難學童是以

-1 個標準差為切截，占本研究樣本的

10.78% '這個比例遠高於我國 2013 年所有國

小學童中( 1 ，373 ，3 75 人) ，國小學習障礙學生

( 11 ，363 人)所占的比例 (0.83%) (教育部特

殊教育通報網， 2012 ;教育部統計處，

2012) ，也就是說，本研究之篩選比一般鑑定

標準更為寬鬆。因此，本研究現階段所發現的

相關指標，只適用於學前到低年級閱讀困難高

危險群學童的篩選，較難應用在目前閱讀障礙

或學習障礙學生的鑑定工作上，但可做為未來

發展標準化篩選工具或設計預防性識字教學介

入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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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Recent studies have proposed that testing for reading-related cognitive skills

can identify children with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Grade I. Research

has also suggested that some children demonstrate adequate reading achievement when

they start learning to read but lagmarkedly behind their peers in subsequent grades. These

children are referred to as late-emerging poor readers.This study was intended to (\) in

vestigate the importance of a battery of readi月-related skills, including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n syllable and tone, Tzu-yin decoding, visual memory, and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 in character reading from preschool to Grade 2; (2) determine the differ

ences in reading-related skills among groups of children with or without persistent or

late-emerging character-reading difficulties; and (3) examine the accuracy of predicting

persistent or late-emerging difficulties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children. Meth

ods:This was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Although 330 preschoolers were recruited, only

230 remained in the cohort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The participants' reading-related skills

were assessed in the last semester of preschool (April to June 2008). Their progress was

observed and their reading ability measured at 3 time points: the beginning of Grade I ,

the end of Grade I, and the end of Grade 2. Fifteen of the 230 students had ditlicultyread

ing characters in both Grades I and 2, and were deemed as having persistent difficulties.

Fourteenchildren who started having difficulties in Grade 2 were defined as children with

late-emerging difficulties. Th irty-five children whose z score of character-reading ranged

from Oto 0.5 in both grades were classified as the control group.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nces, and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data. Re

suits/Finding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zu-yin decoding and RAN in preschool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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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to character-reading skills in Grades 1 and 2. The importance of phonological

awarenes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experience in reading, whereas visual memory was

substantially associated with character reading only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learning to read.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s suggested that Tzu-yin decoding and RAN differed significant

ly among the groups. Children with persistent difficulties in character-reading scored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normal readers in Tzu-yin decoding and RAN. Late-emerging poor

readers scored higher thanpersistent poor readers and lower than normal readers in Tzu

yin decoding and RAN;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te-emerging poor readers and

normal reader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of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provided one crucial discriminant function thatrecognized early character

reading, Tzu-yin decoding, and RAN as significant identifiers of reading difficulties. The

classification ratewas 71.9% accurate. Early character-reading was shown to be the most

accurate identifier, and offered no false negative values.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The

most significant early predictors of reading difficulti的 in Grade-2 children were Tzu-yin

decoding, RAN , and early character-reading. Persistent poor readers might have more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to read than late-emerging poor readers do, and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of this study accurately identified persistent poor readers. Althoughthe discrimi

nant functionhad limited success in identifying late-emerging poor readers;the discrimi

nant function predicted 100% of children with persistent difficulties in character reading

and 80% of those with late-emerging difficulties from preschool to Grade 2, when the da

ta was analyzed by combining the persistent and late-emerging groups.

Keywords: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RAN), Tzu-yin decoding, 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late-emerging poor rea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