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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閱讀弱讀者的認知功能缺陷:
視覺處理或是聲韻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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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為了星空探討視覺處理或是聲韻覺鐵影響中文識字發廳，本研究以去音苗、注音

符號拼音、字形臨研、符號蹲認等認知變項進行研究。在實驗設計上，低年齡配對

及聽議能力配對的方式，探討認知變項輿識字蠶發展的困果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在控制智力後，除了非圈字音挖苦符號拼音出現向聞組的表現依然優較弱讓誼，其

它的變嚷，都沒有發琨悶揖輯高較弱讚緝的表現。根據這樣的結果，研究者認真控

音符號拼音所代表的聲續處理機甜可能是影響識字發展的原因，而不是結果，文中

摺說有深入討論。幌聲處理的變頭，如字形瘟辨、符號蹲認等，都不是影響識字發

展的原園。

關鑼詢:謂讀發展、閱讀年齡控輯、聲額覺議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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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人鎖在學蕾母語的時帳，鮮夕遭遇問難。

然而，當欒習閱讀，需要將審踴文字符號轉換

成心理詣藥時，卻不再是一件白熱的事講

( Liberma泣， 1996) 。在拼音文字中，許多學蓮

在學習閱讀時產生罷蟻，卻沒有明顯可錯咎的

療器， j道額的學畫，輯之為閱讓撞礙(Dyslexia)

( Shaywi紹， 1998) 。

在中文樓，繃管對閱讀障礙研究中間讓能

力的定義有不同的看法，對授如何定義隨讀館

接在相當多的爭議，不管如何，的確是有…

定比例的學生是在智力正常、沒在感、宮缺陷、

有著適當舉蠶的襪會，卻還是在閱讀能力上遺

落後於同年齡的學號(洪權疇. 1995) 。

閱讀撞礙成問研究譚常可以分支考生物敢

肉和認知取向。認知戰期研究中，大量交肯定聲

韻蠹睡覺影響拼音文字閱瓏的轉變因素

( Shaywi泣， 1998; Vellutino, Fletcher, Snowlin臣，

從 Scanlon , 200的。但是不可否認端，仍有研

究者認真讀聖困難是處要成器(例如 Seymour，

19都)。這樣的爭議，在中文閱讀障礙研究中

特別明顯(惋如 Hu如草& Hanley，內的: Siok & 

Fletcher, 2001) 。本研究利用識字讓配對的方

式，探討揖覺處理的( visual processing) 以及

聲韻覺議 C phonological 仰轟reness) 等認知能

力對設中文識字發展的影響。

艾爾良回顧

聲蹦處理、視覺能力與摺讀

掰裔文字中，聲韻處理能力(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影響攜讀發展已經是研究者的共

識。聲韻處理能力指構的是關於聲韻訊號的認

知臘理能力，在聽讀礎膜研究中，己知三個醫學

關處釀成分可能影響閱續發展，分別是聲韻覺議

(phonological awareness) 、聽韻主倖記器

(phonological worki咚 memory) 以及快讓~名

( rapid automatic n在ming)( Snow, Burr吟，& Griffin, 

1998; Vellutino et al., 2004) 0 其中，又以聲韻覺報

被視為是最重要的指標CShaywi紋. 1998; Vellutino 

et al川詣。4: 認為聲韻覺議與識字因果未定的意

見請參閱 Castle & Coltheart, 2004) 。聲頓覺議，
指謂的是對於聲韻訊號的表敢與攝弄

( representation 喜nd manipulation)' 其操作取定義

租船挽異音 (oddity )、數智囊( phoneme ∞unt

ing) 、聽音素 (phoneme deletion) 、音結合

(phoneme blending) 等作業 (Adams，待會0) 。

儘管在英文的研究中，聲韻囑理能力與商

讚發廣闊係橫受肯定， ~躊擺在學者認為視覺能

力與閱讀是看輯的。 Orton ( 1928 )說認為棋覺

知覺的興變影響文字盧瑾高建成閱摺障暉，譬

如說 b 及 p或聽 saw 與 was 混淆不清。 Seymour

( 1986) 也認為的館有一額的閱讀障礙病人擺

在樹覺配對的isual matching task) 的作業上我

現的比正常λ差，作為支持綴覺缺陷的證據。

近年盛行的細胞缺陷聽說( magnocellular 

pathway deficit ) ，將閱讓障麗可能的際困歸咎於

擬覽空闊的處理﹒蹺漿聽動的處理異常(Stein & 

Wal鉤， 1997)。不過，在年蘭奇及智力的重己對 f'

多數證據並不支持英文閱讀幣礙者的非語文能

力比正常人鼓( Stanovich、待會2; Swanson‘ 1984; 

Vellutino & Scanlon, 1987) 。支持巨細胞曬理機

鸝缺陷的行為實驗，其剩激特性並非是在總聽

運作機制所處理的特號( Skottun電 2000) ，訊號

的清晰程皮，反而可能是影響的主要原因

( Sperli峙， Lu, Manis, & Seidenberg‘ 2005 )。研
究證據傾向支持開臘梅力是這豆豆異常眼齡的原

因，吾吾非眼動異常還成閱讀困難(民在yner，

19學8) 0 Ramus, Ros皂白， Dakin，。車y， Castellote 幸H

White 等人 (2003 )的研究發現嘩辛苦少數的閱讀

禪礙者有說盤空閑戒/及感覺動作方闊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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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然而織接真有親覺空間、感覺動作缺陷的

閱讀時餐者，往往伴體著聲韻能力曬種缺陷，

這顯斌聲韻處理的重贅，攏。

除了觀覺處珊缺陷可能影響閱謂發膜的講

點外，有的研究者謀取完全相反的論語，認為

閱讀樟躍著臨海在聲韻處理能力上的鵑勢，讀

罷議離礙者具有超道義一般常人的視覺空間能

力，道能是為什輝有相當比餅的舊事術黨是閱讀

體提者，不過，進樣的彌補論( compensation 

hy仰thesis) 並不受到實證漿攘支持( Winner, 

French, Seliger, Ross, & Weber, 2001 )。
儷管聽覺攏理不是英文論讀障礙騷主要

的思素，但是，露頭覺草句話在牽蟬制語文訊號的

處理時，聽有不問結論。關影的序列回1靈上，

閱讀障礙的受試者的表現與一艘控懿組相

同;備進行體第及各稱配對的實驗時，…駿控

棋盤在觀形與名稱的艷艷記憶下，表琨簿上已單

純圖形配對好，能是，閱讀障礙受試者在給予

鐘聲形名器配對的情形下，其表現皮梅比只通行

鸝形配對的f變形差。研究的結果認為閱讀障觀

能產生立豈不是因為屬影處理的能力有問題，話

是無法對屬影繳聲韻存錄 (verbal coding) 

( Swans侃， 1984) 。

從上關熙攘及的研究者來，在英文中，視

覺攏理能力對於閱讀發展的影響力甚低，語學黨

員員處聰能力是影響閱論英文發展的主要認知

變項。

中文字餌辯龍、聲韻處理和觸覺處種

英文是拼實文字。文獻中的聲韻曬理能力

則包括彈頭覺識、聲輯工作記態以及缺總唸名

等三聾作攏。拼音文字中，發現成人字錦辨識

涉及聲韻轉鋒( phonological recoding) 歷程，

位及發現聲親處理接夠協助講字發農立豈不令

人驚奇。國主語拼音文字中，文字符號與聲韻有

對軍黯係，能文寧可以讓得聲韻訊息，聽韻處

琨自然有可能懿抉閱讀有一定的影響。至於中

文，許多研究者將中文視為圖像式的文字系

統，盟i昆認為中文閱讀發展漢字詢辨識不需按

有聲輯訊息的介入，可以直接由字彭議接劃字

義(縣為藩， 1978) ，罐是一意義比較強烈的中

文字形字義直接濯結論。而常被引用東支持中

文比英文更難出現閱讀障礙的研究是在費按

進行的一噴研究''8量?對英文閱讓障礙的小孩

進行中文與英文的通緝記攬哥哥績，發現可以改

變學黨英語閱讀困難的清形(Rozi口， Poritsky, & 

Sotsky, 1971) 0 即使不強詢中文聽黨是字形字

義謹結的觀點，議是有研究者持中文聲韻鑽理

無間的論輯(樣一草 '2000 ;其璋屯和陳欣攏，

2000) .究竟中文的字詞辨識補不帶饗饗讀訊

息的攤理呢?

支持中文字詞辨識可能涉及醫學韻訊息處理

的讀據包括: Cheng ( 1992 )使用字黨對當時作業

(lexical decision t泌的字詞辨識研究縛，發現

問背芋作為觸發頭將有達顯著安全觸發效應

(priming effect) ，也競選問音字的觸發糧會蜂

能目標字的反應轉閱; Le缸， Ts訓，如， Tzeng 和

Hung (005) 發現嘴旁不單獨為宇的刺擻，譜

是現唸名作業的一致性教果( consistency 

effect) ，不單獨成字的撞車旁在聽名中發生一致盤

作用，顯示聲旁的發音特性會對全字辨議發生

影響，也就是聲轍在字說辯議中主義有作用的。

在 Spinks， Liu, Perfetti 租 Tan( 2000)的研究中，

當要求受試發進行唸顏色的史使普色竿子擾作

業( Stroop color na紋ìng interference t您的，發現

與顏色時發(如:紅)組字形不闊的字(如:

議)還是讓生色字干擾殼驟，顯示在字詞辨識

不是主要作業的狀況下，字音還是對於字詞辨

議產生影響。陳lJ慧 (2005 )在她的議士論文

中，以攝片唸名為作槳，在鸝字干撥作業

( picture word interference task )為研究典範的

攝拜下，發蹺輿輯片岡輯朋字的聞發字(如曬

片:蛇，圖片同額肘子接字:龜，同類腐干擾

字的問音字:續)還是會產生觀宇干擾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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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這兩個研究的作業都與字詞辨識無直接關

係，但卻發現聲韻訊息介入的現象，支持中文字

詞辨識時聲韻的處理可能是強制的( Spinks et al., 

2000; 陳叮慧 '2005 )。但也有研究者認為是因為

作業特性、刺激隨機安排不當導致受試者策略運

用等原因，才導致聲韻產生作用的結果，且認為

在中文裡字音的作用並不穩定(吳瑞屯和陳欣

進， 2000) ，相反的，字形導致的抑制的觸發效

應反而更為穩定 (Wu & Chen‘ 2003 )。

如果說中文字詞辨識歷程中，還是可能包

括聲韻訊息處理的歷程。那麼，聲韻覺識能力

是否影響中文閱讀發展?而因為相對於拼音

文字而言，中文字可能有比較複雜的視覺結

構，視覺處理能力是否影響中文識字發展呢?

Reed, Zhang, N ie 和 Ding ( 1986) 在中國

大陸徵求兩組受試者，一組是經由羅馬拼音學

會認字的，男一組的受試是以全字法學認字，

研究者要求受試者進行音綜合以及刪音測

驗，發現在不同的測驗中，拼音組的表現比非

拼音組的好，這樣的現象在非字為刺激時特別

明顯。因此研究者下結論說並不是因為識字影

響聲韻覺識的工作，而是聲韻的訓練會影響聲

韻覺識。 Huang 和 Hanley ( 1995 )比較香港、

臺灣、英國學生間聲韻覺識能力對於閱讀能力

的影響。他們以統計的方式將智力、心理詞彙

多寡做控制後，發現視覺能力影響臺灣受試者

的閱讀能力，但是聲韻覺識能力並不影響中文

閱讀發展，在英國的受試者，則發現聲韻覺識

能力影響閱讀，但視覺空間處理能力沒有影

響。 Huang 和 Hanley 的研究認為視覺空間處理

能力影響中文閱讀發展，但聲韻覺識能力並不

影響中文閱讀發展。柯華葳和李俊仁( 1997) 

利用縱貫法進行兩年聲韻覺識與識字能力關

係的長期追蹤，在以統計方式控制智力分數的

情形下，發現注音符號拼音的能力以及辨識注

音符號的能力，不僅在不同時段兩個測驗與同

時期識字能力連顯著關係'一年級入學時的注

音符號拼音以及認注音符號的能力與二年級

的識字能力還是達到顯著相關。 Ho 和 Bryant

( 1997)在香港以縱貫式實驗設計討論此一議

題，她發現三到四歲學童的挑異音測酸的能

力，在排除掉智力、年齡等因素後，還是能夠

有效的預測學童在七、八歲時的識字、詞能

力。 Siok 和 Fletcher (2001 )在北京地區進行

視覺處理以及聲韻覺識測驗，在控制年齡以及

IQ 的情形下，他們發現一、二年級時，分別在

視覺的比對以及視覺序列記憶與字詞辨識達

顯著相關，二年級和五年級受試者則一致地顯

示挑異音與字詞辨識連顯著相關，在這個研究

的聲韻覺識量測中，刪音作業以及音綜合作業

都沒有效果，只有挑異音測驗有效果。

從中文聲韻覺識的研究看來，聲韻教學是

否存在，如注音符號的拼音或漢語拼音教學，

會影響聲韻覺識的表現。從台灣的資料看來，

識字與刪音作業並不穩定，但是音綜合能力

(注音符號拼音)與中文識字發展具有一定的

關係(柯華葳和李俊仁， 1997) ，而中國大陸

資料則呈現挑異音測驗比較有效，但刪音以及

音綜合無效的結果( Siok & Fletcher、 2001) 。

但不可否認 Huang 和 Hanley ( 1995 )的研

究的確支持視覺處理能力影響中文識字發

展; Siok 和 Fletcher (2001 )的研究結果也顯

示在排除智力的效果後，低年級時圖形序列記

憶或圖形比對測驗會影響中文識字發展，但在

三年級以上時，這樣的相關會消失，不過，在

同一研究中顯示，任何年齡尋找漢字部件與識

字發展間無顯著相關。而洪儷瑜( 1997a) 的研

究中發現二年級、五年級學童的視覺記憶廣

度、序列記憶和漢字部件辨識跟國語文能力間

連顯著相闕，兩個年級的文字區辨與國語文成

就並無關係'而圖形區辨則僅在五年級連顯著

相關;但閱讀理解為閱讀能力指標時，則發現

圖形區辨以及文字區辨僅在二年級時連相

闕，在五年級時，則相關未連顯著性。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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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世杰(2004: 57 )的研究中，在控制年齡、

智力等割讓後，發琨五年級姆讀組( poor 

readers) 及一般控制粗的學童在中文真字及報

字的說嶽區辨上就沒有差異，顯示在文字噩辨

的指標上，視覺躇潛能力不會影響髓讀發展。

從上輯幾個視覺自龍理的研究看來，視覺空

聽聽璋對於閱攏的效果接不穩定。結金來疇，

不管是膳形或是文字的視覺語言辯上，應該是沒

有影響的(洪儡瑜， 1997車;當骰杰. 2004: 57 

) :如果是聽於鐵覺記憶，則攜讀研究設計

的方式以及作業的特性，並沒有一致性的發

現;但是隨著年齡升高，視覺處理影響力會關

之牌位，應該是共悶的發現(洪鐘瑜. 1997a : 

Siok & Fletcher, 2001 )。

研究方法的讀題

議去中文閱瓏的研究，多數研究僅是按期棚

辭去析的方式將智力的因講排除掉，或是利用年

齡控制設計，儘管說有許多的研究支持聲韻覺載

能力影響中文閱讀發蹺，這些設針1f式並無法確

認因果聽禱。為了要驗體聲韻覺識競否是影響議

字發膜的原因，以識字能力作為閱3輔臣力聖賢經

輯，才有可能聾韓器果關係。以聲韻覺議能力來

說，支持聲頓覺識能力是影響鵲寧發展且在闊的研

究設據有三乏實船甘研究方法，第一類是輯囂及年齡

配對研究 (chronological age control ) .第二姐是

闊讚肋配對訂閱ding age control ) ，第立三蠶是構

教教學方法(李俊仁， 1999) 0 

早窮的閱讀研究利用輯觀的研究方法，或

是那j賠高、低閱讀能力緝的年齡酷拉法都發現

聲韻自建議與字摺辨識的相關性 (Ho & Bryant豐

1997; Liberman, Shankweiler, Fischer, & Carter.‘ 

1974 )。在這額的研究中，智力是?豈容易出現

的混禧茵素 (confounding factor) .也就是智力

可能對聲韻覺報以及闊鏽能力皆有影響，問

此，也、第tJ@]輯或是配對智力的方法，排除智

力的影響。在這樣的接存下，研究還是顯示聲

韻覺誰與宇謂辨識i鑫顯著棋鵲(Juel ， Griffi俑，&

Gough, 1986) 。但是，這樣的研究方法並無法

聲清字詞擠議與聲韻發艇的國果觀棒，鬧個變

項闊的梧罷，或是高低閱讀成就組在認始變環

上達顯著差異，無法說明哪個是由、縣餾是果

(Backma泊， Mamen, & Ferg峙的， 1984) ，可能

主義聲韻覺識影響字輯辯誨，也可能是字諂辨識

影響聲體能力。為了要確諮因果聽係'在後來

的研究中，使用閱讀能力聽對的實驗設計 2 閱

讀能力廠對，指的是說這草坪齡較氓 ， i挂達荷樣

閱讀能力的學生作搞控制盤，泣控制閱講能力

對於聲韻覺識的影響， 心旦發現年島大的盤成

就學生在聲韻覺載的能力低於持認讀能力的

年幼受試，研究者便可說比較肯定的說，聲毒農

覺譜是影響字詞辯轉發展的服困，擋不是字請

辨識發展的結果(關世蕉， 200尋: 27 頁)。

在補救敘學研究中，則採用舉著韻覺載的訓

練孟晶質驗組，在向樣的訓練時摺下，採用其它

剖|轍作為言"轍控制組，立在詞時採用自然成反

麓，也就覺沒有進符任筒的訓練，盤問樣長度

的訓練時聽酪筆畫自行閱讀。如λ其它訓練車互

為接聽輯，間的是要撐除訓練本身對於隨灣可

能讓麓的影響斗，如入自然成長組為控輯組，凹

的是重要撐除自然成長所違賤的教果。在教學書11

鑼誦，一般會先確認三組在閱讀能力以及數學

的成績沒寢室受翼，在教學後，蹲次調量閱讀能

力以及數學備力，以確諾言11練的做果巴 j愚蠢數

學能力的皂的主義黨確認聲韻覺議草11韓僅針對

閱讀有影響，而不是廣泛性的對任何學科揮手言

影響，問為訓練可能跨學科的提高學業表現，

例如說注意力或是考試技巧等…般性的認知

能力哥哥纜，都可能再轉影響閱讀以及數學發

現。在結果上，忠、須發現聲韻覺諾言11議組在閱

讀的表琨 t比其它控制輯錯，但是在數學的表

琨與真它控制組輯詞，在這樣的情形下，方能

確認蜜語韻覺識競影響閱讀的原盟。在這額的研

究中，大致上認為聲囂釁識的訓轍，特JiU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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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字母與聽聽誼歸關係軒說蹄，能夠辛苦難的錢

高學生的閱讀能力 (Bradley & Bryant, 1983; 

Vellutino & Scanlon, 1987) 。

礎上醋的研究方法者，有控制輯的訓練研

究是推讀某儷懿知園舉影響蠶字發展原闋的

最適當方法. í誰更是這種方法律是賽時費力 e

意要確定西巢，至少岳、蜜蜂用閱讀麗與設訐立在

同時控制智力的影響。這可龍是J必要但非充分

的實驗說計。

本研究利用識字蠱配對的方式，研究視覺

的以及聲韻的認知能力對於中文識字發攘的

影響。儘會聽盟黨的最章等目的是閱讀理解，也就

是從文字聽覽中，獲得軒的說，患內容，

在商讚障礙的研究中，字語辯諾(約rd iden

tification )被樹為是閱讀障礙者進行閱續行為

的瓶頸 (Vellutino et 泣， 2004) ，閻此，在閱讀

龍力的定錄上，採闊的是正確 (accuracy) 以

及流賴的(如ency) 讀出字音，悶不是芋義的

處理 (S如W 巷t al門;野心。駕護發農研究中，

如何定義閱讀能力是錯輯鍵問題，體管轉讓的

最終目的是關擒理解，但不時認知缺陷者都可

能有閱講理解間轍，以閱讀理解困難來定義閱

讀能力，很容易篩選出不同病源過成閱讀困難

的受試者，與釋性的據本很容裊議成研究無法

重讀驗證的嘴竅。以西方的文章直觀點來說，攬

讀蟑礙者 (dys)e泌的是智力正常挂聽讓嶽蹺不住

的安試者，她們主要閱讀那寞的悼詞辨識，認

全科型弱請者 (garden-variety p∞r reader) 的智

力往往跟閱調戲現並沒有連到顯著聽興，在宇詢

辨鞠品及聽力理解上都額現盟難，轉數關蠟理解

困難(Tunmer & Hoover, 1992)' 措詞類體擺闊難

者在諾知對話輯上認錯缺陷是當闊的作letcher，

Shaywi伐， Shankweiler, Katz, Liberman, & Steub

i嗯， 1994) 。在這個研究中，並沒有黨施正式的

智力測驗﹒所篩選出識字表現落蝕的受試者，

並無法雖認是閱讀障礙或是全科取樹講者，但

確如他i鬥在議寧表現落後一囂張，間聽聽以弱

頭者來表示。在說研究中，利用識字畫家定義

閱讀能力，而駕車等議字麓的配對及智力的撥

制，可以擺脫攝去年齡控制實驗設計無法聽這

因果的問題，以去背首、注音符號拼音、字形

單辯、符號時認作童話研究的變項。在聲韻覺織

的變項中，認舟去智商及注音符號訴音，在視

覺處理的變項中，接恩中文字的軍辯j品及符號

的再露，為增加競覺額1驗的敏感度，除了正確

率外，問時收鎮反應時間的資料 q 利用踐踏費

項，研究者想聽驗證視覺處理與聲轍覺織能力

對於中文識芋發展的影響。

研究方法

受試脅

受試者是紹過一個自編的識字測驗篩選

出東的。該譏寧揖j驗是將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

識露小組所能般的現代漢語字頻眾中 5666 個

字(中文詩無論鋒小蜓， 1993)' j;J鑽機的方

式選出 50 館中文字，要求小單友科期接宇造

詞、造句或聽寫下寧的意思，對於不會瓏的字

可以用i主管符號的方式寫出。挑2接受試者的過

程是免在全校二到五年級學生施測自編識字

湖驗，以給針不時年級識字盤(李懷仁，

1999 )。聽錚定後從其中說選出自攝譏寧湖驗

成績潛在全校五年議學生中每fr予最龍 20%' 豆豆

立經攝輪轉蜜確認非為智力障麗的學生搗蠹

讀組，在性別配對的情形下，挑讓識字成績相

同的;三年級呂學生?詢問閱組(問閱讚能力組) ; 

而同齡組(時生理年齡組)則挑擺鵑擒組間班

學畫畫中聽寧鵲驗表現中等者。最後的愛試者是

醫吐、五年教學生尋0 名(弱讓語 20 名以及同齡

組 20 名) .及三年級學生 20 各(閱飽經)。三

年級同閱組、五年級弱讀租車口五年級間齡組在

講宇測驗中分數分別為 1 1.7 、 1 1.0 、 22.肘，前

兩組並設有連到統計顯著豈是真 (p<.05)' 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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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向農毒組富貴守胡鬧緝。如果以等比率方式控

告，則三年級間閱輯、五年級弱讀起和五年級

同齡組三組在 5666 餾字的議字畫分閉起

1326' 1247 和 254尋。在測驗過程中，自為施

測時間考麓，我們就沒有機會麓行標準化智力

幫髓，由於學保嚮鸝鑫藹彙糊驗與智力筒連高

相關，國鈍，採用畢保德體鑫詢彙測驗標準分

數作為智力指轍，同黨組、弱調組及悶揖輯的

學保傳體遣詞黨鞠鞍標壞分數分別羊毛 95.15 、

85.50 、忱的，觀眾這些學黨並沒有智力方詣

的問題。之敗以撓i議五年級弱讓題為主要目標

是由認識字蠱的研究中(李鐵仁， 1抑的，發

現學黨在五年級後其成民晶釀已經很鶴定在

高聽題，所以在識字到聽中龍成就的五年級受

試者，可以合理聲論其識字狀說不能。

研究程序與工異

聲誦覺觸

發音蓄。由主試者示範後，受試苦苦要說出

將掌聲拼成三拼發蟹的國字注音符號的聲符去掉

後照黨下的音。例如主試者說: r坑J' 受試者

要是說 r LJ 0 在去背首的作黨中，有 20 個錯闢

字有的音型辛苦 20 個立豈不是聽字有的訝，但卻可

以利用性音符號拼畫出該字音，如 r 7j\」。

注審符號耕膏。研究者以辦覺方式提現三

拼或變拼發聾的路字字音及非鸝字字裔的注

音符號字卡給受試者 a 哲1如呈現「可L J ' 受

試者要回答「撓J 0 攝字字音及非蠶字字音的

拼音各辛苦 20 糊。

所有聲韻覺蠶激發立在沒有時臨的觀艷，在

安試者要求下，己在試者可以重棲刺激。不管是

去吉普首或短注音符號拼音的閻字音或非閣竿

音各有 20 髓，每一噴測驗識分都是 20 分，受

試者品須答出擎的答英才給分，每答對一題

得 1 分。

視覺處理

字形臨縛。輕教材料覺 64 對中文字， 32 
對相照字. 32 對形似字，與知接頭染。東目數是

以電腦現在螢幕上，安試者的作業是對斷螢

幕上出現的謂餾字是否轍舟，宙空設腦記錢正確

能以及反應時間，反應持闊的計算到毫矜 a

符號韓囂。軒激材料為小窮友無法做聲直接據

醫希麗的數學符號，共計 40 個。實驗是由電腦

執行認憊的詩認潮驗， t話說是在學習階段時先

是現 20 餾符號，每盤符號 1 秒鐘，在再錯黯段

加入 20 餾沒出現過的符號會受試者按逐一判雖

是妻子是為學習階段出現遍的符號。 E封電搭起餘

正確'1生以及反應詩詞，反應時醋的計算到毫秒。

智力蠶測

修訂學保德闡議語彙獨驗。輯用陸莉聽聽

鴻香( 1994) 照鬱訂的修訂學保聽聽黨詞黨測

驗，立在將分數轉成標準分數。本研究中將轉換

後的標續分數觀?這語文智力的指標。

研究是在單民小學中進行罷別施棚。

、注音符號拼音和修訂學保德儲量義諂彙灘驗

是以臨攝的轍序施測。在做完上述翻臉後，

~J筆記聽電腦單行字形寵辨及符號再器作業。

結果

樂一是所有變壤的統計資料以及兢計檢

定的結果 e 分樹說明如下:

難異數分析

在去音詩作業中，聽輯激性質(闢字音以

及非關字音豪u激)作站受試者內變項，將成就

組朋靠海受試者問變琪. ~J正聽融為依艷項進

行之因子彈異數卦軒，在主要強果中，劉激性

質j鑫蓋自額智能差興 'F 仆，57) = 86.1 ' P < .侶，

雷宇裔的表現此非輯字音表現佳，指輯JJU達到

顯著性豈是異， F 0.57) 軍 3.709' p<.肘，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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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一 情書畫語覽器以及親聽盧遨游i饋的平均龍(撩撥鑑)、鑽蹺，農脅輯、共變數會軒說是

事告誌較錯果

濟發名著青

o義分)

去妥當

竄字音

(20) 

~"蠻字音
(20) 

注音符號拼音

五年級
買車毒組

五年級
單單讀起

三年絞
肉總綴

整整獎賽史分析

16.4 (2,68) 1205 (706) 1吾尋5 (508) F (2,57) 都 4 ，62*
設 i

10,60 (4.3 1) 8.15 (5 ，會8) Il.lO (再會重) F (2,57) 第1.89

變獎賽全分析
碧藍後比較 失學慧與教分析

同齡綴〉惡毒鑽綴
F 0， 5吾) = 261 

i寫掏絃〉草草議組

共變，史分4育
事後tt較

註 2

續字:去 17.35 (3 66) 11.65 (673) 日，“ (6， 10) F (2,57) 言 5 ，23材 闊閣會組〉嘻嘻2賣給 F (之 56 ) 認 4，29* 筒，串組〉弱11組
(20) 
非蠻守E音 ILl5 (5.36) 5ι5 (5 ,20) 9,05 (5 ,07) F (2,57) 叫 12" 荷蘭奇組〉哥哥繽紛 F (2 56) 總 4 ， 77* 閱讀會總〉驕鑽組
(M) tt3 

字形直撥

正館做(吾4) 59.16 (3.42) 55.3 6 愣， 11 ) 55,80 (7.37) F (2, 57) = 1.73 無組悶澄與
校正積 56,70 (4,98) 50,89 (日，的)計，76 (叭，但) F (2， 57) 索1.77 無絃筒灣與

反應時間 1338( 171.1) 1340 (212,8) 1877 (4588) F (2，57) 迫切切H 悶齡組澀弱續組〈
o甚秒) 岡閱紛

符號高認

lE穗俊 (40) 29,75 (3.55) 28,6 (4.53) 26,6 (4.44) F (2, 57) = 2,98 無組閥灣與
校正值 24，的 (5.3 3) 22 ,9 (6,80) 19,9 (6.3 7) F (2, 57) = 2,98 無細問灣與

反應時間 1238 (205 .3) 1176 (207.5) 1553 (387.0) F(2, 57) = 10.42.. 同峭絃話弱自賣給〈
(毫秒) 岡閱級

詮: I. F 債打*'為 p< 肘..皇島 p< ,01. 
2因為變異數分析已經無顯著差異或是弱ð組表現種於向閱組，則無需共變寶貴被;g.

3，但是只比較開闊飽和弱讀級時，發現罔聞組〉弱自費制，討論說明於內文中@

互作用沒有建統計顯著哇， F (2,57) = 1. 124 ' 

p > 肘，能力組別的事接比較驅示，在以

Scheffe 控制第一額型錯誤為.05的情形下，接

關組別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在注音符號拼音

作業中，將芳自j數位實(蠶字音以及非盟字音調

數)作為受試者內變項，將成說鐘點作主主受試

審問變項， J且正確率為依變頭進行二茵子變異

數分棋，在主要安全果中，輯激住賢達至3穎著色

, F 汀，57) 叫 19.亨 ， p< 筋，盛字音的表

環上七手拉鸝字晉表蹺佳，吾吾組J.ìU達到顯著住差

異， F (2，57) 組 6.357' P < 諧，但交互作用沒

辛苦連級計聽著佳 'F 仗，57) 斗力的 'p> 品，

;在以 Scheffe 控韜第一頭型錯誤為.侶的清形

下，僅五年級階齡組表曉種於五年級環讀扭。

臨於在爾讀作業中，組別和職獸性質沒有交互

作舟，民輯較去台非盟字音，圓字音的處理涉及

過去經驗，理論上比較按有辦法反應聲韻覺囂

的聲哩，因此，在以下的分斬中，探照聽字賢

以及非摺字音分時計算的方式。

牽嘗嘗。觀字音素潛意言中· f毒分講起2位F乎

是三三年級階鵲輯、五年數i哥齡輯、年級哥華讓

妞，其得分教學是:“5 、 16.4、 12.05 .夜里聽

囡子變異數分軒的槍支支中，主饗鑽果主義聽聽著

住葦寞· F (2，57) 口尋紹 ， p<.的 ， tJ Scheffe 
進行事後tl:較撥定 (α 獻力5) ，發現-年富麗詢

詞組與五年級揭露毒組沒草草麓摸，梅爾能在錯字

音去音蠶表現都糧食五年級聽讀能 e

去音首中，得分高器設序楚年級階閱龍、

年級開誼會組、五年級弱讀紹，~走得分餅淨是

1 1.1 0 、 10.帥、 8.15 。以學閥子彈與數分析資料，

組閣沒有達到顯著使黨興， F (2，57) 踹1.肘， p

早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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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符觀拼音。盟字吉普控音符號拼音中，

得分高爾依序是年最常齡組‘三年教闊鞠

疆、五年級環護績，其得分依序 17.35 、 13.65 ‘

1 1.的。缸里聽扇子變與數分事?竇料，組問達封顯

著盤差異， F (2,57) := 5.23, p < .01 .以 Scheffe

議行事接比較撥萃，僅發現年級厲齡組與五

年級弱讀起之禪讓顯著性差翼。非盟字音注音

符號拼音中，得分喝f底依序是至1年級罔齡組、

三年級悶悶組、五年級弱讚組，其得分教序是

1 1. 15 、 9.5 、 5.45 。以單間乎變異數分析驚料，

組間建至2蠶著體競興 'FC2，57)詰 6.12， p< 划，

以 Scheffe 進行車後誌較檢定，僅年教興齡

組與E.年級喝讀鐘之問禮顯著住葦斃。

字Æ盟辯 e 字形區辯作業得分的高位依序

聽五年接再齡組、三年接閱鵲輯、五年級報讚

藹，其得分分別是 59.16 、 55蚓、 55 .3 6 。

由于變與數分享?中，組間未連藹，驢車害性差異，

F (2只) 1.73, P > .05 • 1其所有審對贖回反黨

轉贈的中數議行黨將安析，所有受試苦苦的平均

農轉時問違*Jì聞聽著性差異， F (2,57) = 20.鉤，

p< 訓，各組的時間做序第五年嚴問齡組 1338

毫靜、五年級弱讀組 1340 蓮秒、 2年級同罵起

1877 毫秒，以 Scheffe 進行車後比較，發現五年

級同齡組及五年級弱讀組間沒有差異， f.圓其反

應時間聽flt吾吾三三年級悶閱緝。由於此一額1驗每每

及二連一作業，涉及擒額1增加IEú嘗草鞋，至全校IE

請測因絮，將正確率誡去一半錯誤導作為實際

擺得分數 2 去年級同齡組、三年級開閱組、五

年級器讀組的實際撞得仕數分別鳥兒.7 、

50.89 、 5 1.76 '在里輯部子變異數分析中，組間t包

未達到顯著體差異， F (2,57) = 1.作 'p> .的。

待單講鶴。符號再霞、澳i驗中，得分的高益

分點是五年級間齡疆、五年級弱讀組、三年級

向關組，其得分依序是 29.75 、紹.60 、 26.的。

在單關于變異數分析的擴定中，來連到聽著?連

差異， F (2,57) "" 2.嗨 ， p> 肘。以所有審對

蠶目的反應時購中數作為受試者的反應請問

過行分軒，各組的反應持嚮依掙為五年同體會組

123草藥學、、五年級鳴讓紐 J 176 磁帶、三年級

胃詞組 1553 毫秒，組詞還顯著鼓藥， F (2,57) 

=10.42'p<.01' 以 Schef先進行事後比較，發

琨五年級同齡組及五年級蟬讀組間沒有差

異，能其反應時聞都還按三年級時罵起。悶樣

的駛証公式下取得實際獲得分數，至1年級間齡

組、五年接弱讀組、 5年級再買組，其得分依

序是 24.62 、 22.9 、 i紗，糟的子變異數分析並

沒有發現紐閥殼靶· F (2， 57)路 2.97' p> 肘。

共繼數兮軒

為了控制各組自智力景異對依變項產生

的影響，進一步前將舉保總體薑藹彙欄驗的標

準分數倖主主智力的指標， J其共變數分析進仟級

計搬走。由於在變異數分輯中，僅有國字去背

蓄、佳音符號;并音出現是異，因此，在共變數

分析中嘩分軒這些變項。

幸奮賞。在共變數分享?中，所有的去脅著

成就都未達組醋聽著差異。關字音去音苗的共

變分析?為 F (2，56) 如 2.61 'p>.好，非圈字音

去音苗的兵變分析起 F (2，兒) < 1.00 • 

注音符號甜苦。在共琴聲數分析中，波音符

號拼音測驗依然韓持組問顯辛苦，隨差異。

注音符號拼音為 F (2,56) = 4.29 ' P < .05 ;非

國字會控音符號拼音海 F (2,56) = 4.77 ' P 

〈結 a 經攝取接比較，都發現五年級揭露毒組與

五年級弱讀組購進顯著是廳，其它各組憫米遠

轍辛苦性差異。

E封於三年級鬧獨輯與五年級攝讀題在非

罷字音j主音符號拼音的分數差距非常的大，三

年級罔聞組為 9.肘，五年級議讀組為 5.45' 研

究者認為沒有連顯著性差囂的原因有二，想括

三組闊的變異差距非常大，以及思主話 Sche恥

的事被比較比較保守。車接比較溺驗會因為多

蠶比較混數第一類錯誤進行體正，如果嘆進行

五年經弱讀組及三年畫畫同閱組的比較，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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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攜麓…額錯誤( type 1 error) .以增語說

訐考驗力，哥哥錯誤五年最厲齡組的表環遣大按

其它嚮錯，聽此如果轉向黨組放入繞計中，會

增加聽聽誤變異囊，諾不容異達成蠹著差異必

在儷議行至三年級弱讚題及三年級同閱組的比

較中，非闢宇音掰苦的確違封組賠統計顯著豈是

異. F 仆，37 )品 4.63 ， p 器 .045 。

總結本研究結果，在控制語文智力成績

說，比較間年級不問閱讀能力和同閱讀能力不

間年級的視覺擺理和聲韻覺識能力表現，顯示

只有波音符號拼音所反映的聲韻覺識處理有

可能成為中文閱讚能力發展的原圈，而不是視

覺處理能力。

綜合討論

視覺農擺

在字形罷辨中，主龍之闊的正確率都沒有

豈是真;在反應時抽上，都是玩年級聞組的受試

者的反應時間擺於5年級的控制艦。洪自費瑜

( 1997b) 在j貸總制智力的情說下曾發現識字

與字符11辨的商相闕，洪儷瑜( 1997a) 在沒控

制智力的情況下發現在二年級時，文字符號區

辨與國語文成就按有相關. 1日文字符號區辨與

閱讀理解閥混顯著相關，但在五年級時，文字

符號區辦與關報關讀能力指標間醇無相關。聽

慶j頓 (2001 )以譏寧主話題讀能力指標，在控告§

智力的情形下，之年級的受試者沒有出環單字

都得辯諧的組摺鼓距。轉世奈何004 : 59 頁)

進行真字以及非字室主輯灘的寧靜比較作業，在

智力撞去對的畸形下 • 1泛聽語文按說獨驗為閱讀

能力詣槽，發現姆讚輯學畫畫在字形盔辨的表現

與同齡組輯時，本研究以講字躍，控為閱讀能

力摺藤，在視覺臨辨的磁帶都分重複鞍證曾

詮持己的研究結果。不誦，在字形區辨表現上，

受試者的正略略都撥近滿分，問此，有可能是

錯誤正確率的現自重詣標不多等敏霉的轉譯，才黨

法顯現t話報闊的釐距。但是，在反應時間上，

議支是沒手宮發現親問蓋異，顯示不是因為輔盤指

棋不鶴敏感的關{系。字形噩辨排除了中文弱讀

學生在視覺睡辨方臨的知覺處理缺陷假說，上

商所列舉的研究也聽示在控制智力的情說

'楓覺臨辨能力，至少在字的視覺區辨能力

，與閱續能力發展無關。

雖然視覺II辨對閱讀發展並無影響，但是

喝讀學生躍慰問能在非讀寫文字訊號的視覺

記噫上有缺陷。老百本研究中，符號再語譚IJ韓是

一頭比較不可能以語文標記的語擺攤蟻，結果

黨員示，在瓷器嘉軒以及反單時體上i!1都沒有盤問

顯著藍距。鑫嚷， i這樣的經巢並無法接議至2駕

護蟑礎學攏在議鐘書鼓搗星星環能力上是正當

鵲 e 無法把總讓無{躍投可能是思主主殼果量太

小，普車j驗;當擦不夠敏感，或是說計考驗力不夠

大的質盟@聽說Jtt研究就沒有發現符號再認對

於閱讀發攘的影響，個觀言當餘和議秀霜( 1997) 

以間小二年級的舉蠶為受試者，發現視覺圖形

辨諾(實際上是作時認測驗) .以及視覺記憶

測驗(關形眼關配對的記憶)在排除智力的

影響後，皆發現閱調障礙兒黨與配對組之間的

差異。個悶頭能力也與餾語文能力達顯著相

關，而以扭轉分析發現對罷語文能力預調j力，

觀覺辯識的出現覺記憶、強。洪儷場( I持有)以

三年級和五年教學蠶豆每受試者詩，護環麗語文

高、龍成裁者，在記曾是讓痠 (tJ希聽文字符號

為輯激輯餐時，潛能記多少)、序與記器(以

希童聲文字符號為新激材料記住轍序)、韓覺盔

辨〈露形及文寧)、器件辨識(找出手言不同部

悴的字)都有顯著組聞聽槃 a 道些研究又顯示

曬覺記憶與中文閱釀觀棋楚有關的。這一個研

究以符號再認指稱的楓覺記憶沒有達到顯著

差異並不是嗽…的研究，在 Siok 和刊etcher

(200 I )的研究中，在控制智力的情形下，尋

找字中部件的測驗(與洪儷騙部件辨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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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或是圓形序列記憶(與洪儷璿序到記體

當問)與職字題都沒有相關。很明蠶的，上甜

的研究單琨自立相衝突的結果給有什懋概念或

研究方法的修正可能麓諱上面各項研究互相

衛黨的話果呢?

'閱讀能力島建轄。台灣的閱護研究

大致上使用三三種體讀瀏艷，分別瓷器語文能力

成就測驗、閱議理解測驗以及議字普車j驗。以不

同瞬讓指標篩選關總間難學生詩，會議掘大

(李俊仁和梅華議， 1999) 。當閱議的

定義不問時，雷民的作業，可給出現不同的結

果，例如洪攤路( 1997車)的部件辨鑽單是，:y;到記

犧與閱讀理解能力顯著有關， Siok 和 Fletcher

(200\) 的尋設部件以及序與是蠶與議字沒有

飄著聽{菜，儘管兩個研究的受試者年齡相間，

認知作黨相間，但可能茵童話使用不同閱讀定

義，師個研究廳主主不爵的結果。

第二，智力的控制。詞語文能力成就瀾驗、

關調聰解、和語文智力測驗間往往具有高相關

(拱縷縷、部上真、葉千鍋、轉讓纜、張漢評、

方金灣等人， 1999 ;輯華麓， 1999) ，反觀識字

攬j驗與非語文智力灘驗的扭轉，或是不顯薯，

或是種具低度顯著報攤( Siok & Fletcher, 2001; 

Tan, Spinks, Eden, Perfetti, & Siok, 2005 )。報字

測驗和興讓理解測驗則是在位年頓時呈現高相

醋，在萬年級時則沒有相鵲@智力的總制與否、

閱讀能力的定磯時憶及關係會影響研究結果，在

討論視覺區辨能力時，轉世乖的研究扭入智力的

共蠻服時，原先達組摺部關視覺軍勢轉課(洪

幢疇， 1997的，變為沒有達紐醫護距(曾世杰，

2004: 59 冀)。雖說拱儷璋( 1997的發現譏字典

字符遺言靜的高相關，能是，聽慶頓 (2001) 在控

靠自智力的情形下 ， tJ.議字建議開輔助時，立在沒

有出現關事館摔碎離端間競單位。

第三，輯覺竄組字規則的觀傘分離。除了

點字閱讀抖，閱讀由視覺闊錯，先選衍物理軒

激分軒後，轉化成誰當話號進行處理，閣此，

視覺搗處理(物理謊號)跟組字親則

( orthography ，話當訊號)的攝理常有揖合使用

能情靜。例如洪體磁 (1997b) 的關知覺攪i數，

1:g括了3之事符號以及一艘圓形的蘊務i兵及記

憶，而厲者在與不同閱讀能力的精磁盤上(洪

儷瑜，泠空沌， 1997b)' 以及發展的成熟股上(洪

囉疇， 2002)' 都出親麓累，顯示視覺的和文字

侮輯激之概念運用應該如以分離。對於控手言撥

通數學的人來說，一個希臘數學符號α是讓覺

物理訊號， {底是對於學過數學的人聚攏，卻是

個語言誌蹺，對於不認識中文字的人來說，尋

找中文字中的結構跟這事找讓嶽屬第( embedded 

G草綠)的聽程可能相時，離去是視覺的歷程;龍

是對於部織中文的人來說，轉找文字中的話構

跟尋找錯毆鸝俘的歷程，前者可能是語當訊號

的鷹哩，接者卻是物理視覺訊號的處釋。

聲輯聽聽

相對於宇形廠辦tJ.及符號再嗨，去音莒tJ.

及注音符號拼音，在五年級同齡組以及議讓組

中有明顯的差異，部設音符號拼音甚至在以學

保得關鑫諂彙護自驗標準分數作為智力指標的

共變控制下，依然可以發曉五年級同齡組以及

弱讀蟹的表現投興。自齡鐘以2是樹讚緝的差異

顯著喂，僅能說明該贊項是個相闊的懿蟬，並

不能支持其為自巢鞠{系，而這一體研究中，

三組共續數分析的事後比較中，豆豆沒有發現到

三年級筒閱組續於五年較弱議組顯著聽異出

蹺，意該只能論觀注音符號拼音關關續有聽

麓，前無法推論對臨泉。但是，在合騁的接高

統針考驗力的狀提下，的礁發現五年級器譚組

與三年級摺聽報在非國宇拼音的組需差距，這

樣的結果不髓支持注音符號掰督與識字相

髓，更可籠推論出性音符號拼音所代垠的聲韻

覺謙是識字的原因。

鼓於去音首，韓管在以拼音文字的文盡其中

是敏感的聲韻覺議指標 (Adams多 \990;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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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ley, 1995)' 能錯，從本研究的資輯看來，

在以畢樣姆彈竇詞彙淵驗替代智力測驗的共

變數分斬中，所有在變異數分析中所離生的盤

問直是距都消矣，道顯示去音蘭和語文搗智力指

標關苦苦里現正紹欄。不過，聽還是ß霞(2001 )以

讓字其閱讀能力指標，以再樣於本研究的單字

去音首測驗站釁讀覺識作業時，卻發現j;.MF語

文智力損i驗室主智力控制峙，二年數萬億成就組

建單單著差異。由於本研究j;)，學保德圖輩詢槃摺

驗的轍灌分數為智力指標，應該礙是每語文的智

商，個攤襲!麗的智力控制為非語文湖驗，聞

此，是否器為智力湖驗聽錯指標繁興，或是道

臨為年齡豈是奧斯造成，並不得而知，

驗攏。不過臨於法音符號拼音· t甚或超音綜

合，與去音首，也就是觀音作槳，兩者在質發

資科上的相關非常誨，在概念上也都被誤為警車

額覺識的指標，頭者應該被視為冉一心理構念

(psychological construct) 的不河攤作單定

義。只是在中文中，拼音飯乎是比較敏感的指

標(柯苦奮葳和李俊仁. 1997) 。

本輯究的結果可以支持 F注音符號拼音敏

路斯反映的聲韻覺議能力可能是中文學習認

本困難的或閱摺非結果』的論諱， {盟成一論述

並不等於 F注督符號拼音能力本身影響融字發

展品。本研究想強調注音符號的拼音僅是聽韻

覺識的一體指標，一個操作定義，注音持號拼

音能力的紋路，代表的主是聲韻處理的缺陷。

提注音符號拼音輯及跟中文識字相關的吾吾

分，可能肇盟於語音符號拼音背後的還fF媲則

跟識字的黨理有…定的囡果鷗館。學童學不會

注音符號拼音，反映的是沒有辦法學到聲韻鸝

璋的現則，間為這些纜貝司是影響記懷以及快速

提取的原囂，的此沒有辦法學會拼音，會出現

闇纜晉得上的關礙。韓非能夠觸及以及改變學

生對於背後運作規蹋的敏感膛，訓練誼會帶號

拼音可能攪高注音符號拼音的能力，不覓得會

有安全的增加識字能力(鰻素緝· 2003) 。如果

僅競爭潛字音的對應或是從注音符號表闊的

路能來討論聲韻覺議對較蠶字的影響，只看至tl

表面結構，智、略深層運作的機轉 (Le患， Hu嗯，&

Tzen章， 2006) 。閻此，若要從法音拼音去論聲

對於識字發展的作駕機制，必然失敗，最研顯

的反倒是不使用注音符號的中文站盔的人盤

是能閱讀中文。

聲韻屆選哪能力但括蓋章韻覺識、 3建輯工作記

惜以及快諾聽名等三種作漿。聲韻覺議是聲韻

處理能力的一撥﹒並且在拼音文字的研究中發

現是比較敏感的指揮。在中文襯，研究番對訣

聲韻覺譏跟閱讀發膜的關係，大號上有三種立

場:黨一是認為沒有關採 (Huang & Hanl哼，

待會5 )或是間為其它第三三變項所造成的影響

(陳一平， 2000) ;第二是認為聲韻覺議對於

中文的影響位於快漲時、名以及摸它的視覺、

寫動作的頭 (Tan et al 吋 2005) :第三是認為聲

韻覺識對閱讀發展的影響有跨文宇的現象(李

懷仁，泠空會 :ιee et al.. 2006) 0 =f.管競第二種

議第三種立場，都不反雪才發韻處理對於中文議

字發鵬的影響，主要的差異在於聲韻覺議逆不

是閱讀障錯最主要的原因。

能研究論據看來，聲韻覺識對於中文摺議

的影響並不如器方的研究穗定，不同作業在不

間協域的數聲震告有一定的差異(李使仁，

19學9 : Ho, Chan, Lee， τsang， & Laun‘ 2004; 

Ziegler & Goswamì，詣的)。可能的原臣是不同

研究者對於聲韻覺識作業的定義楚真以及審

寫系麗無使用的表徵符號。

一個心理權;念可試用不問揖作塑支主義，訝

不間操作聖定義建生不同的敏感度是合理的

現象。學華韻覺識是…個多操作單定義的心理槽

金。撓典音、制音、數音素、音綜合、聲母替

換( spooneri綿)都是聲轍覺蠢的操作製定義，

不悶頭i驗有不開敏感度 (Yo悴， 1988) 。…{眉心

理禪:念可能有諸多操作整定擒，其中一餾操作

型定義沒容連對親軒轍定顯著的殼果，可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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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都個操作盟定義的最測不夠敏感(如何nt，

2002) ，並不能全聽否定該公理構念的做果。

此外，文字系統的聽鎮握別複雜度、聲蓋章單位

的大小以及能否跟文字符號表種聲韻都可能

韻處理的因素 (Ziegler & Goswami. 

2005 )。在 GPC (gr在pheme phoneme corre

spondence) 完全對憊的文字系鏡中，如總文、

轟大幸fj文，往往就轉接使用表譜數操弄時，認知

最荷較高的作業，怒聲母替代，才能顯現聲鵲

覺瀚的效果，對於這控文字系統來說，韻

(rhyme) 的壁畫頓覺議作業並沒有作用，立語

語操弄比較髓單僻靜黨作業，患無法對閱讀發

鸝產生效槃(Liberman et al., 1974; Paulesu, 

Demonet, Fazio‘ McCrory、 Chanoine， & Brunsω 

wick、 2001; Yopp‘ 1988; Ziegler & Goswami. 

2005 )。委員不管任何測蹺，任何聲韻敢說，理

論上，只聽有種定的強罵，就能拘支撐壁畫轍處

理影響閱讓發展的報說( Bryant, 2Ò02 )。

在中文的嘗嘗驗中，許多研究者都發琨聲韻

覺識對於閱讀影響力不如快漣唸名(韓戰杰，

2004: 199 頁; Ho et al圈， 2004 ; Tan et al., 2005 )。

Ho 等λ(2004 )在發增進行的研究中，鱷管

支持聲韻覺議對於中文閱讀的影響，但其證據

顯示在分額中文閱讀障磁學黨時，主要的障礙

類對卻是在快連唸名;台灣轉世杰進行相當大

鏡模的快連啥名研究，所獲得的實科支持相同

的看法{曾提杰 '2004: 199 頁 );Tan 導人(2005 ) 

在北京進行的實驗發現快速暐名準入屆錦現

時，聽韻覺議靜j驗並無法進入對識字的回歸

項。本研究無法草接誌較聲奮發覺識與投搖唸名

懿訣閱讀的影響說輯孰覽。但有幾點是值得強

調的: Tan 導人 (2005 )的研究中，聲韻覺議

作業是觀除音節以及撓與海測驗，即使在英文

中，音節都不是聽韻覺識有效的運作單位，至

於挑異音鞠驗，則可能是教懇黨不夠;轉世杰

(2004: 59 頁)的聲韻覺識測驗，採尾的是聽

i1:背寫下i主潑，以及聽裔的標定作槳，牽樺的

是聲韻磁辨與標記，是否符合體韻覺巍的聲韻

表徵以及擺弄的定義，不無縫間。至於 Ho 等

人 (2004 )的實驗是在香港進行，由於香港爺

沒有使用標音符號，加一系列的質驗多是採

用韻單位的聲鵲攏理定義違章韻覺識，母也可能

衍生灘驗不夠敏感或是聲韻單位的接燼。雖然

這樣子的說法有錯議論證之嫌，沒有產全閱讀

能力組閣豈是真是因為強韻覺議作業敏感度不

鶴，不過以支持盡無{霞說的結果進行論譚，

在學時上應該獎有非常詳瓏的學理軟據以及

充分的提攘，否則，應該保守論諱。西方對吾吾

聲韻覺識的研究己經有 30 餘年的歷史，對於

不同聲韻覺議作業不間的犧感廈、不同的難度

以及是否屬問一個向皮書~已經有相當清楚的

撩解(Adams， 1990; Liberman et 泣，持咒;而pp、

1988 卜中文聲韻覺識作業與閱讀發展關{系的

不穩定，一方面區黨可能是文字的特性無導澈

的結果(如陳-平， 2000 的讀證) ;但是，

'卻也叮叮能是研究人員對聲韻覺議作業

的本質、對於閱讀鵑作用機制不清建熊導設。

毒草韻覺識的犧念定議應該佳話表當以及操弄

警告韻訊息，問時，斜酸的聲韻單位，應該持發

該文字聲韻作予特單位移在這兩幅{每件的考竄

下，學是體處理對於閱讀發踐的影響，才最能安

顯出其對果 (Ziegler & Goswami, 2005 )。

在跨語文的認讚發展討論中，己經開始出

現注意閱讀流暢性(如ency) 的呼聲華 (Wimmer，

諦。吾) .而閱纜正確，連與聲韻覺識辛苦髓，閱讀

流暢性與快還唸各有關 (Mann & Wimmer. 

2002 )。中文的閱纜障礙中，聽不是在比較高

誌率的流暢性患者?偵謹唸名對於中文的影

響提否大於聽聽覺識的教果?訣頭唸名、聲韻

覺譏是否分別為燒成學童流暢性、正確性出問

題的認知缺陷?道啟都有必接進一步驗諧。

不管韜餌，對於聲韻覺議鞘中文識字的鶴

係鑫有爭論。受試者的選擇、關讓能力的定

義、聲韻覺議作業的特性都有可能會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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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問樣使賠 F聲頓覺識 JI ' Ii"揖讚能力 JI f宇 有的提覺處理作棄對於中文織字發議是沒有

為贊噴的名稱，其獨量內容不必然輯悶。這些 影響的。

棋是在討議輯關議題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結論

本研究發現以讓字為閱讀能力指揮峙，在

提輯語文智力的倩影下，同臨組在聽種覺織的

作樂表填上高最年長喝擺麗的主設項，主要產生

作尾的聲韻覺識指標是非國字裔的注音符號

拼漲。本研究援拱證攪支持聲韻覺議可能更是影

響中文議乎發展的原因立在非結果的講譜。此

外，本研究並無法發現證據支持中文弱讓學生

是在視覺纜繩(芋形噩辦以及符號再認)的泛

聽率以及反應、時閉上的缺陷的論譚。

研究限崩

這儷研究主要的研究限輯有下周幾項:

I.s是試者的選擇。雖然說這餾研究明確地

課鬧識字能力作為閱讀臨力指標，並以閱讀能

力控制的方式進行儀說聽證，但是，拉一研究

並沒有針對受試者進行詳盡的管力謝攘，位說

有對於學童的閱讀曹慣、父母教宵程度以及社

報背景帶進行詳盡的眼對。研究者雖無法擺認

其可己的原問題否盟主站在酷艷的過程中，這支成共

艷的現象。

2.說研究研討論的漿藹讀者的認知特性，

韓非閱讀障體者的認知特性。雖然在西方的研

究巳經顯示器讚者跟躇讀禪聽者在認知說路

上是權闊的，但在中文棍，並沒有研究車接驗

證拉一現象，部此，雖一研究的結論應草種視

為討論中文弱讀者的認知缺諧，立豈不能視為討

議閱讀障礙著的認知缺陷。

3.批研究僅採用部兮的聲聽覺識作業以及

親覺臘種作業驗證認知缺臨。雖然無採閥的佯

樂是文獻中輯對黨要島生，位雄無法竄接推論所

研究建議

綜合i這個研究結果，說詞聽議:

1.進行閱續發攘的認知成分研究，亞蓋該說

明清費研究中對於閱讀能力的定義，問時，應

該包括智力指標。未來研究中聽該加強道辦閱

讀IE確懷以及閱讀流暢誤的臨辨，並揮黨不同

的行業起表現是否血不同的語、知能力缺站所導

致。

2.想要確認錯知成分封閉轉發展的因果觀

{莓，在實驗設計上路智力控棋外，應考蠶閱讀

能力鹿對。陌時舖能力，需蠻有聽聽的定義。

3.視覺的認知聽課對於中文閱讀發展的島

響甚毯，而聲韻覺諧的認知處理可能是主要閥

素。由於認知成分可於入學前測蠱，路此，醫護

錯覺識指標iiJ以提供學期篩選的指標。 1頁!哥哥，

因為聲韻覺器可能是鐘或閱擴障礙的主要認

知缺陷，題鈍，在鑰教教直接的教材發展品及訊

線輯程中，主要的訓總盟軍該加強聲輯覺諧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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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îs study addresses the issue as to whether visual or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is the 

main cognitive component in reading acquisition for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We em

ployed cognitive tasks that focused on phoneme deletion, phoneme blending, a visual 

discrimination ta汰， and visuaJ memory. By using a design that employin喜 both read

ing-age 轟nd physicaJ-age 喜s contro坊， we tried to understand which kinds of task dis

criminate between good and poor readers, and further, which task might be primarily a 

cause rather than an effect of re叫in且在cquisition. We found that. after statistic器lIy con

trolling for lQ‘ phoneme blending in pseudo char轟cters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the 

reading-age control group than in the poor reader group. However‘ other tasks. includ

ing those concerned with phoneme deletion, visual discrimination and visual memory，社id

not show 的is pattern. We concluded that visual processing is not an effective cognitive 

component in Chine錢 reading 喜cquisition ， and that phoneme blen這 ing seems to be a 

caus在I factor. 

Keywords: reading acquisition、 re轟ding-age control鴿 physic糾紛age control‘ phonol。在ical

awareness, visuaJ processing司 phonological processin臣， phoneme blen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