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博士論文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及認

字後設語言能力之影響

指導教授：張鑑如博士

研究生：陳惠茹

中華民國一○一年一月五日



III

謝 誌

感謝在此期間所有給予我支持和幫助過我的家人及朋

友們。感謝鑑如老師讓我在對學術之路感到失望困惑

時，看見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和謙和踏實的典

範。



IV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之

影響

摘要

本研究以 94 位就讀於桃園縣龜山鄉公私立托兒所 3 至 5 歲幼兒為對

象，探討成人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活動對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

能力的影響。研究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前測全體幼兒的一般認字及

目標字彙辨識能力、詞素覺識和書本及文字覺識兩項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並調查幼兒家庭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情形，依幼兒語言能力發展狀況，均

分為實驗組及控制組，各每組各 47 人。第二階段進行童書共讀活動，由

研究人員分別對實驗組及控制組的幼兒，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及對話式共讀

方式，於十週期間，每週進行兩次，帶領共讀二十本童書。第三階段進行

認字能力、目標字彙辨識、詞素覺識、書本及文字覺識後測，比較兩組幼

兒前後測各項分數的變化，並分析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提昇 3-6 歲不

同年齡層幼兒認字各項能力的成效。

帶領實驗組幼兒共讀童書時採用之文字指引策略，主要是以指讀文字

的方式引導幼兒對文字的注意力，每次共讀時由書本封面開始，針對書

名、作者、插畫家等部分加以說明，並強調閱讀慣例、圖文對照等書本及

文字覺識的提示；另從每本童書中各選出二個目標字彙製作字卡，在共讀

時另外加強說明其形、音、義，帶領幼兒進行字彙命名，並延伸造詞活動

及同音異字的詞素覺識訓練。帶領控制組幼兒時，則以對話式共讀方式進

行，運用對話回饋和討論互動的方式，邊說故事邊針對故事角色、情節做

提問，要孩子預測情節的發展、或者搭配故事內容和孩子進行生活經驗的

延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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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如下：

ㄧ、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較對話式共讀能顯著提升幼兒整體的認字

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共讀活動後，參與實驗組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動的幼兒，在一般

認字能力、目標字彙辨識能力、詞素覺識、書本及文字覺識等四項分數都

呈現進步的情形；控制組幼兒之各項能力，並未全面提升，甚至出現小幅

退步的不穩定變化。以多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考驗兩組兒童在

共讀活動介入後認字能力、目標字彙辨識能力、詞素覺識、書本及文字覺

識的前後測分數差異，以幼兒在前測時的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為共變

量進行統計校正，結果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整體的認字及認字後設

語言能力的分數差有顯著差異（Wilks Λ=.79, F(4,85)=5.78, p=.000），以文

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童書，對提升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較對話式共讀具

有顯著的效果。

二、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能提升幼兒認字及目標字彙辨識能力

在進行十週共讀活動後，實驗組幼兒的認字量平均增加 5.87

（SD=8.08），控制組增加 2.89（SD=7.50），以認字前後測的差異分數為

依變項，幼兒前測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做為共變量進行統計校正，多

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的結果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認字進步情

形有顯著的差異（F(1,88)=5.99，p=.02），若要藉由共讀童書來提昇幼兒

的認字能力，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比採用對話式童書共讀更有成

效。

參與共讀活動後，實驗組幼兒對目標字彙辨識能力平均進步 1.74 分

（SD=2.40），控制組進步 0.17 分（SD=1.07）。以幼兒前測各項認字及認

字後設語言能力為共變量，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前

後測辨識目標字彙差（後測-前測）有顯著的差異（F(1,88)=25.27，p=.000）。

成人在帶領幼兒共讀童書過程中，特別針對某些字彙的字形、字音、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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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加以說明，並引領幼兒進行字彙的造詞、及同音異字詞素的區辨，可以

顯著提昇幼兒對這些目標字彙的辨識能力。

三、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能提升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

比較在共讀活動前後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的分

數改變情形，排除前測階段幼兒各項能力的影響後，兩組幼兒的書本及文

字覺識差（後測-前測）有顯著的差異（F(1,88)=22.68，p=.000）有顯著的

差異（F(1,91)=9.343，p=.003），其中筆畫及部件進步程度的差異達到顯

著的水準，書本概念、閱讀慣例、及文字概念三部分則未達顯著。

以本研究所採用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童書，對增進幼兒之中文字筆畫

和部件的知識比對話式共讀具有顯著的成效，也能同時提升幼兒的書本概

念、閱讀慣例及文字概念的知識。

四、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能提昇不同年齡層幼兒認字能力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認字能力均有進步，3-4歲組平均增

加3.63分（SD=6.42），4-5歲組平均增加6.27（SD=7.09），5-6歲組增加最

多，平均增加7.75分（SD=10.15），本研究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可

以增進三個年齡層幼兒的認字能力，但5-6歲幼兒進步的幅度較大。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對目標字彙辨認分數均有進步，3-4

歲組平均增加1.19分（SD=1.47），4-5歲組平均增加2.13（SD=3.34），5-6

歲組平均增加1.75分（SD=2.11），以本研究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可

以增進三個年齡層幼兒的目標字彙辨識能力。在共讀活動介入後，4-5歲幼

兒進步最多，而這些幼兒也是一般認字能力較佳的一組，顯示原來認字能

力較好的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能以原來的認字能力為基礎，出現較

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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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能提昇不同年齡層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

在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部分，三個年齡層幼兒在共讀活動後均有進

步，3-4歲組平均增加5.31（SD=7.14），4-5歲組增加1.40（SD=3.96），5-6

歲組幼兒則平均增加2.56（SD=4.19），3-4歲幼兒進步最大，但三個年齡

層幼兒的進步情形並未有顯著的差異。

由書本及文字覺識四個分測驗分析，三個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

後，書本概念、閱讀慣例、文字概念三個分測驗分數均有增加，且都是3-4

歲幼兒進步幅度最大，而在筆畫及部件部分則是5-6歲幼兒進步最多。

關鍵字：文字指引策略、共讀、認字、書本及文字覺識、詞素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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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 Shared Book Reading：Effects

on Preschoolers’ Word Recognition

and Metalinguistic Skills of Word Recogni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using a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during shared storybook reading on preschoolers’ early literacy development, 
focusing specifically on the domain of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metalinguistic skills related to character recognition, includi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print awareness. A total of 94 preschool children of ages 3 to 6
from four nurse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of storybook reading in a period of ten weeks.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 includes a few
steps: first, pretests of children’s word recognition ability and metalinquistic 
skills of word recognition were completed prior to the experiment; second, a
questionnaire was surveyed to each participant on family’s literacy activities in 
order to assess children’s exposure to storybooks and other word recognition 
activities; and third, the children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to two groups: an
experimental group (i.e., using print referencing reading) and a control group
(i.e., using dialogic reading), according to their metalinguistic skills of word
recognition and their home literacy experience. The second phase is shared
book reading. Children of both groups underwent shared reading with a total
of 20 story books guided by adults twice a week for ten consecutive weeks
using the methods of print referencing reading and dialogic reading to
respective groups. The third phase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 to
perform a posttest on children’s general word recognition and target words 
recognition abilities, as well as o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print
awareness; (b) to compare the variations of children’s abilities between both 
groups; and (c) to assess the strategies of shared book reading in enhancing the
children’s metalinguistic skills in every associated aspect for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When reading with the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the adults used verbal
and nonverbal techniques to heighten children’s attention to, and interes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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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within the storybooks. So, starting with the book cover, every shared
reading was emphasized on the book names, the authors, and illustrators.
During shared reading, techniques were used and they include pointing along
the text while reading, ask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rint, instructing the book
and print convention, and prompting graphic/text comparison and word
awareness. From each storybooks two particular words were selected as
target words and they were printed in an enlarged font (for children to see
easily) on a cardboar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llustration of each word’s 
configuration, sound, and meaning when children come across this specific
word during shared reading. These target words were also used for children’s 
morphological training, and children were asked to induce compound words
associated with the target word. As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control group,
shared reading was carried out by dialogic fashion. The reading strategies
were using conversation feedback and interactive discussion. Along the story
telling, children were asked to question the plots, to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s, or to further discuss children’s daily experience related to the stor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listed as the followings:
1. Shared book reading by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hildren’s word recognition and metalinguistic skills as compared with 
dialogue reading.

After the shared reading intervention,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MANCOVA, which yields a statistical control for the pretest
scores）was conducted to assess children’s gain scores（gain score = posttest
score - pretest score）of all measures (i.e., word recognition, target word
recognitio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nd print aware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overall word recognition and metalinguistic skills of word recognition
(Wilks Λ=.79, F(4,85)=5.78, p=.000).  This means that adults’ shared 
reading strategies do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e- and
post-experiment tests in young children’s word recognition and 
metalinguistic skills of word recognition. The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print referencing reading show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than that of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dialogic reading group.

2.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 shared book reading elevates children’s word 
recognition and target word identification abilities.

After 10-week shared reading, children’s gain scores of general word
recognition increased by 5.87 (SD = 8.08)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increased by 2.89 (SD = 7.50) for the control group. A multiva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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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variance（MANCOVA）was conducted to assess children’s 
gain scores of general word recogn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ccur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1,88)=5.99，
p=.02. It means that print referencing shared read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dialogic reading in enhancing children’s word recognition ability.

Both groups show an increase in the scores of target word
identification after shared reading: an increase of 1,74 (SD = 2.40)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0.17 (SD = 1.07) for the control group. By ruling
out the effects of pretest scores, both groups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improvement in their pre- and post-experiment tests regarding target
word identification （F(1,88)=25.27，p=.000）. During the print
referencing reading intervention, adults used character cardboards to
instruct the figures, sound, and meaning of target words, and induce
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 training which may substantially increase
children’s abilities of target word identification.

3.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 shared book reading elevates children’s print 
awareness.

By ruling out the effects of family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using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ovariance（MANCOVA）, both groups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ain scores of print awareness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s) （F(1,88)=22.68，p=.000）. Regarding the four sub-categories
of print awarenes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ecognition of
strokes and radica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However, aspects associated
with concept of book, convention of reading, and concept of word show
little improvement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
shared reading is much more effective to enhance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strokes and radicals; and in the same time, increases the concept
of books, convention of reading, and knowledge of word concept, than
dialogic reading.

4.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 shared reading raises the abilities of word
recognition for children of every age level.

Children of all age levels show improvements after shared reading: an
average increase of 3.63 (SD = 6.42) for ages 3–4, 6.27 (SD = 7.09) for
ages 4 -5, and most notably 7.75 (SD = 10.15) for ages 5–6. It shows that
the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creases the abilities of word recognition for
children of every age level, especially for ages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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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re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lso show a general improvement
in target word identification after shared reading: an average increase of
1.19 (SD = 1.47) for ages 3–4, 2.13 (SD = 3.34) for ages 4 -5, 1.75 (SD =
2.11) for ages 5–6. The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creases the abilities
of word recognition for children of every age level. After shared reading,
children of ages 4–5 improve the most, and they are in general the age
level with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word recognition. It shows that the
shared reading further enhances the learning effects for children who have
already had a better word recognition ability.

5.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in shared reading raises the abilities of print
awareness for children of every age level.

After shared reading of the 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only the children of
ages 5–6 show an improvement of 2.50 (SD = 10.15) i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among the three age levels. In terms of print awareness,
children of all three age levels show an improvement after intervention: an
average increase of 5.31 (SD = 7.14) for ages 3–4, 1.40 (SD = 3.96) for
ages 4 -5, 2.56 (SD = 4.19) for ages 5–6. Children of ages 3–4 show the
best improvement;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Among the four subtests of print awareness,
children of all age levels show improvement in book concept, convention of
reading, and word concept after shared reading, especially for age level of
3–4. In terms of recognition of word strokes and radicals, age level of
5–6 improves the most.

Keywords: print referencing, shared book reading, word recognition, print

awarenes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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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第一節說明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第二節針對研究背景與動機

提出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則解釋本研究重要變項。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幼兒讀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的議題近來倍受幼兒教育研究的關

注，學齡前幼兒雖然還沒接受正式教育，學習寫字和閱讀，但在日常生活

中已經有許多接觸書寫文字的機會，如能有成人適當的引導，提供孩子豐

富的文字閱讀經驗，有助於其日後的讀寫能力發展（Snow, 1991; Whitehurst

& Lonigan, 1998）。在讀寫萌發階段，父母或師長可藉由各種非正式活動

如：塗鴉、遊戲、閱讀故事書等，使幼兒在輕鬆的情境下獲得文字的相關

知識，其中最直接且被普遍採用的即為童書共讀（joint storybook reading）。

成人以童書繪本為媒介為幼兒講述故事，不僅可以藉由密切的互動，

促進幼兒口語能力的發展，還可以提供幼兒直接接觸文字、奠定識字與讀

寫能力基礎的機會。研究發現即便八個月大的嬰兒還不具備獨立閱讀的能

力，但如果具有成人帶領共讀童書的經驗，獨自拿起書本時，就能表現出

一邊手拿書本、翻頁、邊發出聲音的閱讀模仿行為（Snow, Burns, Griffin,

1998），早期成人的引導和提供的閱讀經驗，能提供豐富的語言情境、增

進練習詞彙的機會（DeTemple & Snow, 2003），對於幼兒的語言能力(e.g.,

Bus, van IJzendoorn, & Pellegrini, 1995; Crain-Thoreson & Dale, 1999; Justice

& Ezell, 2000; Payne,Whitehurst, & Angell, 1994; Wood, 2002)及閱讀興趣的

培養(Lyytinen, Laakso, & Poikkeus, 1998; Scarborough & Dobrich, 1994）都

很有幫助，也為兒童日後能否成為獨立的閱讀者，拓展讀寫能力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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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美國的教育組織機構如國家幼兒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1998）、國家讀寫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for Literacy）（2001）、國家閱讀審議委員會（National Reading Panel,

NRP）（2000）、及國家教育進展評量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 1999）、啟蒙計畫（Head Start）方案等報告（2003）有鑑

於幼兒時期所奠定的閱讀能力，會循著穩定的軌跡發展，影響可以延伸到

中學時期，因而不斷呼籲：為了避免兒童在成年後成為閱讀困難者(poor

reader)，應大力提倡早期閱讀，家長和幼教教師應把握從出生到五歲間嬰

幼兒讀寫萌發的關鍵時期，藉由共讀童書活動來增進孩子閱讀能力發展。

然而，儘管帶領幼兒閱讀童書對孩子語言發展的益處廣為研究所肯

定，但成人與幼兒共讀是否不論用任何方式，都能讓孩子在潛移默化中提

升語言能力？有沒有哪種共讀帶領方式效果特別好？ Whitehurst等人

（Whitehurst, Falco, Lonigan, Fischel, DeBaryshe, Valdez-Menchaca, &

Caulfield, 1988）很早提出對話式共讀（dialogue reading）這種特殊的親子

共讀技巧，強調父母在帶領孩子共讀圖畫書時，運用對話回饋和討論互動

的方式，邊說故事邊針對故事角色、情節做提問、預測情節的發展、或者

和孩子進行相關生活經驗的延伸討論，藉由共讀中密切的親子語言互動，

可以形成促進語言能力發展的鷹架，對提升兒童的語言技巧，特別是詞彙

能力等有很好得效果。一些語言發展的早期介入方案也運用此技巧來提升

幼兒的語言能力，成人（不論是父母或老師）經過訓練後，有別於傳統的

看書說故事或照本宣科的念完故事，採用這種對話式的共讀，用提問、討

論的方式引導兒童在共讀童書時參與討論，經由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對於增

進一般幼兒、低社經家庭幼兒或特殊需求幼兒的讀寫相關能力的成效

（Arnold, Lonigan, Whitehurst, & Epstein, 1994; Crain-Thoreson & Dale,

1999; Dale, Crain-Thoreson, Notari-Suverson, & Cole, 1996; Fung, Chow, &

McBride-Chang, 2005; Whitehurst & Lonigan, 1998; Whitehurst, Ep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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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l, Payne, Grone, & Fischel, 1994; Whitehurst, Zevenbergen, Grone,

Schultz, Velting, & Fischel, 1999）。這種共讀帶領方式並不困難，只要對父

母和老師稍加訓練提問的技巧，即可運用，因而也成為廣被接受採用的共

讀帶領方式。

近來，如何培養幼兒讀寫能力，避免日後產生閱讀及學習困難的概念

倍受重視，強調透過共讀活動及早讓幼兒建立文字概念、識字的研究也越

來越多。「認字」（word recognition）是閱讀能力的基礎，幼兒由口語能力

出發，將語音和抽象的文字符號結合，從文字符號的解碼（decoding）開

始，學習辨認字音、字形、瞭解字詞，懂得句法、句型的意義，才能發展

出理解文本的閱讀能力，並透過閱讀來獲取資訊、拓展學習。因此，「認

字」能力的發展便成為兒童將來能否成為成功的閱讀者，並透過閱讀進行

所有學習的重要關鍵。如何藉由共讀童書的方式及早加強弱勢族群兒童的

認字、讀寫能力，以免日後拉大學習差距的議題，持續受到各國教育界的

高度重視。

研究深入探討共讀童書活動的質和量的問題，不僅研究共讀活動的頻

率、實施密度等「量」的問題，對於成人如何帶領共讀童書才是「有品質」

的閱讀活動也格外關注。陸續有研究提出培養閱讀興趣之外，同時又能兼

具提升讀寫技巧的觀點，分析共讀活動和幼兒文字概念、字母知識等文字

覺識技巧的關係，還有許多研究以共讀童書做為介入策略，驗證採用不同

共讀童書策略做為教導文字技巧或識字的可行性。研究認為家庭中所提供

的讀寫活動有正式和非正式兩種（Neuman, 1999; Sénéchal , LeFevre,

Thomas, Daley, 1998;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光是在睡前讀故事書給孩

子聽，即使孩子有機會接觸印刷文字，甚至會和大人一起針對文字進行討

論，但主要的活動焦點都集中在印刷文字所傳遞的訊息內容和意義，只能

算是非正式的文字讀寫經驗；唯有直接針對印刷文字本身所進行的活動，

例如：一起看字母書或教導書中文字等，才算是正式的讀寫經驗，也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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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成長後的讀寫能力發展產生較好的效果。

近期Levy等人（Levy, Gong, Hessels, Evans, & Jared, 2006）以474位4-6

歲的孩子為對象，分析共讀童書和幼兒文字知識（print knowledge）的關

係，結果並未發現成人帶領共讀頻率與幼兒文字知識的相關性，幼兒在共

讀時是否真正針對文字進行「閱讀」，才是使他們具有文字知識的關鍵，

而所謂的「閱讀」是指成人有沒有使孩子注意到文字、和孩子討論文字的

組成、成人有無引領幼兒瞭解文字的書寫慣例等。研究認為：幼兒受限於

語言能力，無法獨立閱讀文字，必須有成人刻意的引導，才能藉由共讀童

書來培養這些與文字視覺線索和拼寫有關的技巧，一般「講故事」形式的

童書共讀，即使頻繁的進行，也無法讓幼兒從中獲得文字知識。

這種情形主要是由於適合幼兒閱讀的童書多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

相較於印刷文字，色彩鮮明的圖畫比較容易引發幼兒的注意。近期一些研

究以眼動儀追蹤記錄幼兒與母親共讀時的眼睛運動，發現幼兒因為完全不

認識印刷文字或識字能力有限，極少會主動將目光焦點注意在印刷文字，

共讀時主要的視線焦點多在圖畫，被動的「聽」故事、回答問題，而非真

正的參與「閱讀」（Evans & Saint-Aubin, 2005; Evans, Williamson, & Pursoo,

2008; Justice, Skibbe, Canning, & Lankford, 2005; Roy-Charland, Saint-Aubin,

& Evans, 2007）。加上父母或老師帶領閱讀時，談論的內容多集中討論圖

畫、預測情節、或加入和幼兒生活有關的討論，很少引發與有關文字的討

論（Evans, Shaw, & Bell, 2000; Kaderavek & Sulzby, 1998; Ortiz, Stowe,&

Arnold, 2001），若非成人的刻意引導，尚未具備文字知識的幼兒，在共讀

時很難自動自發將注意力集中在文字，而能耳濡目染獲得和文字本身有關

的知識（Roy-Charland, et al., 2007）。Evans等人（2000）因而認為，一般

的親子共讀活動只和提升幼兒的口語能力有關，和書寫文字的發展無關。

研究建議若要藉由共讀來增進幼兒的文字知識，必須採用文字指引的共讀

策略（print references strategy），引導孩子注意書中的印刷文字、字母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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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和發音等等，並加入對文字的討論，親子共讀才會對讀寫能力的發展有

幫助（Ezell & Justice, 2000; Justice, Kaderavek, Fan, Sofka & Hunt, 2009）。

深入分析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和讀寫能力的關係，發現成人在引領

年齡較小幼兒最初接觸童書時，若能對書本、文字加以指引，引發孩子的

注意，並且靈活搭配一些對文字的說明和討論，提供孩子真正接觸文字（閱

讀）的機會，可以增進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print awareness），使他們

對印刷文字的概念和字母知識都獲得提升（Neuman, 1999; Justice &

Kaderavek, 2002; Lovelace & Stewart, 2007;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培

養出較好的認字能力，其影響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小學三年級（Sénéchal &

LeFevre, 2002）。針對來自低收入、社經不利家庭（Cadieux & Boudreault,

2005; Aram & Birons, 2004; Justice & Enzell, 2002）、語言發展遲緩

（Lovelace & Stewart, 2007; Pile, Girolametto, Johnson, Chen, Cleave, 2010;

Van Kleeck & Woude, 2003）、或其他特殊需求幼兒（McGinty & Justice,

2009）所提供的介入方案，也驗證了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於增進幼兒

認字和讀寫相關能力的成效。

對英文等拼音文字來說，書本及文字覺識所包含的文字概念、字母知

識等，是幼兒讀寫萌發初期發展的重要能力。孩子必須具有文字覺識，知

道印刷文字的意義、字彙由字母所組成的概念，學會辨認字母之後，才能

將書寫文字與口語發展出的聲韻覺識（phonological awareness）結合，等

兒童逐漸掌握這些語音表徵和書寫文字符號間的解碼方式，學會操弄其規

則及變化，在面對不認識的單字時，就能將口語語音與印刷文字加以結

合，藉由拼音來識字。因此，書本及文字覺識和聲韻覺識都是學習英語等

拼音文字所需具備的重要後設語言技巧（metalinguistic skills）或稱為前導

能力（precursors）（Ehri, 1998; Perfetti & Hart, 2002），但文字覺識和聲韻覺

識不同，無法單由口語的能力來培養，必須透過與書寫文字的實質接觸後

才能獲得，共讀童書提供了兒童與文字直接接觸的機會，若成人採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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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技巧帶領共讀，可以有效的培養孩子對書本及文字的覺識，增進識字

能力。

上述研究討論都是以拼音文字-英語為主的研究，中文字非拼音文字，

是一種圖像式的書寫體（logographic script），辨認中文字所需的後設能力

和英文不盡相同。研究中文認字最常被關注的後設能力包括聲韻覺識、部

件知識（radical knowledge）、詞素覺識（morphological awareness）、組字

規則（orthographic knowledge）等，這些後設能力可否藉由親子共讀活動

來獲得提升，實證研究並不多，目前研究發現藉由親子共讀延伸的詞素訓

練活動可提升幼兒的「詞素覺識」（Chow、McBride-Chang、Cheung & Chow,

2008），進而增進其認字能力。運用文字指引共讀策略概念設計共讀活動

的本土研究也發現，在帶領兒童共讀時，成人若能指引其注意文字，對某

些字彙的形、音、義加以說明討論，即使沒有給予額外的訓練，也可以讓

幼兒出現更多對文字的討論和關注，幫助幼兒在共讀活動之後，熟悉文字

的讀音和字形的連結，進而學會辨認這些字（陳惠茹、張鑑如，付印中）。

其他與認字相關的後設能力如「部件知識」、「組字規則」等是否能藉由共

讀童書來提升，國內並無相關研究；有關「聲韻覺識」能力與共讀童書的

關係之研究也極少，至於，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年齡較小幼兒文字覺

識的影響，目前國內研究也付之闕如。

在上述中文認字的後設能力中，「詞素覺識」這項能力受到許多研究

關注，由於中文具有由個別單字組合成詞彙的特性，學習中文字除了可以

個別教導單字（single character）之外，還可以「以詞帶字」，藉由詞彙的

教學來學習中文，增進個別中文字彙的辨識（萬雲英，1991；Chow,

McBride-Chang, Cheung, & Chow, 2008）。具備「詞素覺識」有助於「多詞

素」（polymorphemic words）詞彙的學習，如：「學校」、「學生」等均以「學」

字為基礎；而「電視」、「電燈」、「電腦」等則是「電」這個字的延伸組合，

當具有「學」和「電」的詞素概念後，在讀到「遊學」、「停電」等生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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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從中辨認出「學」和「電」兩個字，正確解讀其意義。此外，中文有

許多由單字詞為部件所組合成的複合字，例如：以「馬」這個部件為聲旁，

加上「石」這個部首成為「碼」字，加上「虫」部成為「螞」，當孩子認

識「馬」這個字，也知道「石」和「虫」的意義之後，比較容易讀出「碼」、

「螞」兩字的發音，隨著閱讀經驗和技巧增進，若在記憶庫中存有這些詞

素概念時，一旦視覺接觸到單字，就可以自動化的根據字形辨識其讀音並

且解讀其意義。因此，不論從單字（複合字）或詞彙的角度來看，以中文

為母語的孩子在讀寫萌發時，運用詞素覺知去解讀新字詞的情形較英文多

（Packard, 2000），相較於聲韻覺識能力只對單字的解碼產生作用，詞素覺

識同時影響中文單字及詞彙的學習，幼兒時期的詞素覺識比聲韻覺識對日

後讀寫能力的發展更具有影響力（傅淳鈴與黃秀霜，2000； Ku & Anderson,

2003; Li, Anderson, Nagy, & Zhang, 2001; McBride-Chang, Shu, Zhou, Chun,

& Wagner, 2003）。

近年Chow（Chow et al., 2008）等人基於詞素覺識對中文認字的重要

性，探究共讀童書對詞素覺識的影響，以香港地區5歲左右的幼兒為研究

對象，採用文字指引的概念帶領幼兒共讀童書，選定繪本中一些目標詞

彙，於共讀後加強詞素覺知訓練，結果發現參與該實驗組幼兒的中文認字

及詞素覺識都有顯著進步，而參與對話式共讀的幼兒僅在接受式字彙及閱

讀興趣獲得提升，顯示此種含括詞素覺識訓練的共讀童書策略，有助於中

文的讀寫萌發。

雖然，學習認字並非幼兒參與閱讀活動的唯一目標，但認字是讀寫能

力的基礎，幼兒時期的讀寫萌發從與文字接觸、識字開始，成人帶領之共

讀活動，提供幼兒接觸文字與認字能力發展的絕佳機會。在培養閱讀興趣

和建立閱讀習慣的階段，父母或幼教教師在帶領幼兒閱讀童書時，讓孩子

被動的聽故事之外，只要能略加引導，就可使孩子注意印刷文字並參與文

字討論，真正的參與「閱讀」，增進其接觸文字的機會，對日後讀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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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會有較大的幫助。上述 Chow 等人（Chow et al., 2008）的研究同時比

較參與對話式共讀和合併詞素訓練兩組兒童的閱讀興趣，結果發現雖然因

為加入了詞素訓練，而使共讀活動的時間延長許多，但事後實驗組幼兒的

閱讀興趣並未減低，和控制組的兒童沒有差異。Sénéchal（2006）也發現

父母在孩子幼兒時期帶領其閱讀童書，除了講故事外，搭配延伸相關的讀

寫活動，反而讓幼兒更有興趣，投入的時間比單純聽故事的孩子長，且對

孩子小學四年級時的閱讀能力和閱讀興趣具有長期的正面效果。這些研究

結果澄清了共讀童書時成人過多的指導可能影響幼兒閱讀興趣的疑慮，也

顯示成人採用適當的童書共讀策略帶領幼兒閱讀，可以同時兼顧讀寫能力

及閱讀興趣的培養。

成人在與幼兒共讀童書時，與其讓孩子只是被動的在一旁聽故事，可

以採用一些與文字有關的策略和活動，引領孩子真正參與文字的閱讀。

Justice 等人在美國大力倡導文字指引此種共讀童書策略，進行許多運用技

巧的實務研究（e.g., Evans & Saint-Aubin, 2005; McGinty, Breit-Smith, Fan,

Justice, & Daderavek, 2011），探討有關成人在帶領幼兒共讀時如何加入有

關文字的討論和提問，對於每本童書要搭配多少的文字討論、目標字彙如

何選擇、如何延伸文字討論加入文字覺識和詞素覺識的概念等等，學者主

張必須配合不同年齡階段、不同需求孩子，彈性運用不同層次的文字指引

技巧（Phillips, Norris, & Anderson, 2008）。為了提供老師和家長帶領共讀

參考，並結合研究成果編製文字指引策略的指導手冊，使成人知道如何針

對不同語言發展程度幼兒，採用適當的引領策略，隨著幼兒的發展的階

段，逐步啟發相關的後設語言技巧，藉由共讀童書促進讀寫萌發並培養閱

讀習慣和興趣，此種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若用於以中文為母語的兒童，

應配合中文字的特性加以調整運用，其成效有待實證考驗。

近年來，我國致力推動學童閱讀計畫，教育部自90年度起至92年度

止，推動為期3年的「全國兒童閱讀計畫」，自93年度至97年度起，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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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個文化資源不足之焦點學校，加強圖書資源投入，推動為期4年的「焦

點300-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及95-97年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

讀推廣計畫」，藉此提升文化資源不足地區兒童之閱讀素養，試圖弭平城

鄉教育資源差距。2006年，台灣在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Progress

In Internation Reading Literacy Study）成績表現不佳，推究其原因發現：台

灣學童課外讀物的閱讀機會（reading exposure）以及幼兒時期家庭閱讀經

驗都不足，在學前親子閱讀經驗中，經常看書的只佔28％（柯華葳、詹益

綾、張建妤、游婷雅等，2009）。此研究結果喚起國內對於閱讀向下扎根

的重視，教育當局仿效英國「Bookstart」嬰幼兒閱讀推廣計畫的作法，推

動「閱讀起步走：0─3歲嬰幼兒閱讀推廣活動計畫」，致力推展「親子共讀」。

PIRLS 的台灣地區研究報告同時指出：閱讀檢測成績不佳的一個重要

原因為學校缺少閱讀策略教學，建議應加強教導學生閱讀策略等後設學習

策略，設定每一個年級在某項策略的教學目標，然後據以訓練（柯華葳等，

2009）。此建議主要針對學齡兒童而言，學齡前幼兒受限於語言能力，無

法依年齡階段直接教導其閱讀策略，他們參與閱讀活動主要仰賴成人的引

導，成人所使用的共讀策略直接影響幼兒的閱讀能力和習慣，因此對幼兒

來說，閱讀策略的教導應從帶領幼兒閱讀的家長和老師著手，如果幼教老

師及家長在帶領幼兒進行童書共讀活動時，知道如何針對不同語言程度的

幼兒，採用適合各階段的共讀引領策略，可以同時引導幼兒培養出識字能

力和閱讀技巧，對日後接受正式學校教育時的閱讀能力應有幫助。

過去國內對於如何帶領幼兒共讀的引領策略研究相當缺乏，探討參與

共讀活動對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和詞素覺識等認字後設技巧影響的研究

也不多。前述 Chow 等人的有關共讀活動與幼兒詞素覺識的研究，是以香

港五歲的幼兒為對象，研究對象的語言發展條件和台灣的兒童不盡相同，

類似的共讀策略，是否也適用於台灣的幼兒，值得深入探討。

其次，若要全面推動幼兒的閱讀計畫，應更深入對於適合不同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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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共讀引領方式加以探討。如能針對不同年齡層幼兒讀寫萌發需要，

釐清適合不同年齡層幼兒的共讀引領技巧，提供老師及家長在帶領幼兒進

行童書共讀活動時參考，可以逐步紮根，幫助幼兒培養讀寫萌發階段所需

的後設能力，落實共讀童書活動的效益。

彙整上述國內外文獻，「書本及文字覺識」及「詞素覺識」為影響中

文認字能力發展的重要後設技巧，而這兩種能力可以透過共讀童書時採用

「文字指引策略」訓練獲得提升，進而提昇能力整體認字能力；此外，先

前較小規模研究以指讀及文字討論策略帶領幼兒共讀，針對選定之字彙進

行命名和形音義之討論，結果發現在共讀後可以增進孩子對目標字彙的辨

識能力，若在共讀時結合「書本及文字覺識」及「詞素覺識」的訓練，外

加對目標字彙的說明和討論，應能提昇幼兒的認字能力。

基於上述研究和實務運用的動機，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究共讀童書文

字指引策略對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詞素覺識、目標字彙辨認能力、及整

體認字能力的影響。此外，為深入了解文字指引策略是否適合不同年齡層

幼兒的共讀童書，採用包含書本及文字覺識、詞素覺識、目標字彙辨認等

文字指引策略帶領不同年齡層幼兒進行共讀童書活動，分析共讀童書文字

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及閱讀經驗兒童的影響，據以提出對研究和幼兒教育

實務運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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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包含二個研究目的：

（一） 探討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 3-6 歲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

力的影響。

（二） 分析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 3-4、4-5、5-6 歲三個年齡層幼兒認

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影響。

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一），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是否較對話式共讀更能提昇幼兒的認字能

力？

1. 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動後，幼兒之一般認字能力是否比參

與對話式共讀活動之幼兒有較顯著的進步？

2. 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動後，幼兒辨識目標字彙的能力是否

比參與對話式共讀活動之幼兒有較顯著的進步？

（二）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是否較對話式共讀更能提昇幼兒的認字後

設語言能力？

1. 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動後，幼兒之詞素覺識是否比參與對

話式共讀活動之幼兒有較顯著的進步？

2. 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動後，幼兒之書本及文字覺識是否比

參與對話式共讀活動之幼兒有較顯著的進步？

根據研究目的（二），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採用文字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是否能提升 3-4、4-5、5-6 歲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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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層幼兒之認字能力？

1. 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對三個年齡層幼兒一般認字能力的影

響是否相同？

2. 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對三個年齡層幼兒目標字彙辨識能力

的影響是否相同？

（二）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是否能提升 3-4、4-5、5-6 歲三個年齡

層幼兒之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1. 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對三個年齡層幼兒詞素覺識的影響

是否相同？

2. 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對三個年齡層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

的影響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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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y for joint storybook

reading）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是指成人在帶領幼兒共讀童書時，採用口語或

非口語的提示來導引兒童注意文字的引導方式（Justice & Ezell, 2004）。口

語的文字指引包括評論文字、要求指認文字、提問有關文字的問題；非口

語的文字指引策略是在共讀時逐字指讀或以手指文字引導幼兒去注意文

字。

本研究採用之文字指引策略之具體步驟為：在共讀時以指讀文字的方

式引導幼兒對文字的注意力，包含書本封面之書名、作者、插畫家的說明、

圖文對照、閱讀慣例等書本及文字覺識的提示；另針對所選定之目標字

彙，在共讀時搭配字卡加強說明、討論其形、音、義，進行字彙命名和提

問共六次，並引導造詞活動及同音異字的詞素覺識訓練。

二、認字能力（word recognition）

本研究所稱的認字能力包含一般認字能力及目標字彙辨識能力。一般

認字能力是指幼兒在「簡單兩百字認字量表」（陳修元，2001）測驗中所

得的分數。該測驗包含二百個適合幼兒程度的高頻字，幼兒在測驗時需逐

字唸讀，直到連續答錯二十個字為止。

目標字彙的辨識能力係指幼兒對本研究所選定之 40 個目標字的辨認

能力。本研究由共讀活動之二十本童書各選出兩個字彙，製作成字卡做為

文字指引及測驗工具。施測時凡是幼兒能正確讀出字卡上字彙，即代表能

辨認該字彙。

三、認字後設語言能力（metalinguistic skills for word recognition）

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為影響字彙辨識及識字能力的語言技巧，國內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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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探討的相關能力包括文字覺識、詞素覺識、聲韻覺識、部件知識、組字

規則等影響兒童辨識、學習字彙之因素。本研究所探討的幼兒認字後設語

言能力為書本及文字覺識和詞素覺識兩項。

四、書本及文字覺識（print awareness）

本研究中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係指經由自編學前文字覺識測

驗所測得的分數。測驗的主要內容包含幼兒對書本的瞭解（如：書的正反、

字的排列、作者、書頁等）、閱讀慣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等）、中文

字的形式（包括區分文字和標點符號、一字一音、字數、第一個字、最後

一個字）及中文筆畫和部件的知識。

五、詞素覺識（morphological awareness）

詞素覺識係指兒童對於字詞中詞素結構有意識的覺知以及對於詞素

結構的反應及操作能力（Carlisle,1995）。以中文而言，幼兒階段的詞素覺

識能力主要表現於辨認口語同音異字的能力，例如：幼兒能否察覺「山

『羊』」、「『羊』毛」、「太『陽』」中兩個同音字「羊」和「陽」的不同。

本研究以 Chung & Hu （2007）編訂之同音異字詞素圖畫指認測驗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est）分數，做為幼兒詞素覺識能力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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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綜合相關文獻，先探討認字能力的發展，再介紹與幼兒認字能力

相關的後設語言能力；分別深入討論文字覺識及詞素覺識，最後探討共讀

童書文字指引策略。

第一節 認字能力的發展

認字是閱讀的基礎能力，當文字表徵的意義能夠被閱讀者所理解，閱

讀才能展開，所以從口語出發，學習文字所表徵的符號意義，才能發展出

閱讀及書寫能力。以下分別介紹英文和中文認字發展的歷程及相關理論：

一、英文的認字發展

英文等拼音文字屬於語言學中「音素文字」，字由字母所組成，而由

於一個字母代表一個音素，所以熟悉字母的形素和音素後，就可以拼出字

音，與口語的詞彙結合，進而知道字義（semantics）。

關於英語的識字能力發展，研究曾提出認字發展的「階段論」。早先

Chall（1983）從閱讀的角度出發，提出閱讀能力發展階段論，將認字能力

發展的歷程涵括其中。第一個階段從出生至 6 歲為前閱讀階段（prereading

stage），這時期的幼兒能區辨出大部分的字母及一些特定的字彙，如：自

己的名字、商店的招牌等等，對於文字形體、閱讀的慣例也具有初步的概

念。第二個階段則進入閱讀(或解碼)的階段（reading or decoding stage）。

一開始兒童會注意發音與字形的關係，忽略字義，必須進入此階段後期，

大約是小學一年級到二年級間，才會開始注意到字的形、音、義的關係，

但仍以形音關係為主要認字線索。之後進入第三階段流暢期（confirmation,

fluency, ungluing from print stage），認字解碼技巧已達純熟，能運用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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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字技巧（orthographic skills）或類化規則來認字，進入自動化解碼的階

段，在閱讀時不需要逐字解碼就能理解。

還有研究從辨認個別文字的觀點提出認字能力發展的階段論，Harris

和 Coltheart（1986）將認字能力發展分為四個階段：視覺字彙階段

（sight-vocabulary phase）、局部區辨階段（discrimination-net phase）、語音

譯碼階段（phonological-recoding phase）及組字規則階段（orthographic

phase）。視覺字彙階段，大約發生在兒童四、五歲左右，幼兒雖然還沒有

聲韻和字母的解碼能力，但在生活中已累積接觸文字的經驗，能記憶字的

整體形狀，將字形和字音配對為視覺字(sight word)，看到字形無須經由解

碼程序就讀出字音。此階段多數幼兒都能認得一些視覺字，不過認字完全

憑藉字的形音配對記憶，無特別的策略可言。接著為局部區辨階段，約在

兒童五至六歲的時期，兒童發展出對字的細微線索或顯著特徵的區辨力，

會增加以字的長度或字母的形狀等技巧來認字，隨著字母的知識完備和識

字量的擴展，進入第三個語音譯碼階段，發展出以字的「形-音」轉換規則

（grapheme-phoneme conversion）來認字的能力，藉由字母的形素和音素

之搭配來認字。最後，閱讀經驗豐富、解碼技巧純熟者會進入組字規則階

段，建立起「組字規則」的知識，並運用此規則作為閱讀時辨認生字的策

略。

Ehri（1992）將認字發展分為視覺線索閱讀（visual cue reading,

logographic reading）、語音線索閱讀（phonetic cue reading）及譯碼視像閱

讀（cipher sign reading）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視覺線索閱讀，大約相當

於 Harris 和 Coltheart 所稱的視覺字彙階段和局部區辨階段

（discrimination-net phase）。學前幼兒在此階段認字是以整體字形為主，他

們從環境中累積一些符號表徵概念，以整個字或文字一些特徵、形狀做為

記憶的線索，但這些線索往往與語音無關。孩子會將文字的整體形體和出

現的情境連結起來配對記憶，例如：他們會在看到麥當勞的招牌讀出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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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的發音，但若文字出現在書報或其他情況下，幼兒就無法辨認；會認

得”look”這個字，可能是因為成人曾提醒過這個字中間有兩個眼睛；認

得”dog”這個字是因為 g 這個字母有長長的尾巴；而”camel”則是因為中間

的 m 形似駱駝的雙峰（Ehri, 1999），這種認字方式無須經由解碼的過程，

而是把文字處理為視覺字（sight word），憑記憶讀出其讀音。

認字的第二階段是語音線索閱讀階段(phonetic cue reading)，相當於

Harris 和Coltheart之語音譯碼階段，約出現在開始學習字母和文字的初

期。兒童會嘗試運用字母知識進行字母與字音(letter-sound)的連結，開始以

語音做為認字的線索，此時，兒童的字母知識尚不完備，認字時很容易只

注意字的第一個字母與結尾字母，這些字母會伴隨整個字，以不完整的形

式儲存在心理詞彙庫中。例如：孩子會出現把sit讀成sun, 或把small讀成ball

的情形；而當實驗人員故意把兒童常見的飲料品牌「Pepsi」的第一個字改

為「X」，成為「Xepsi」讓兒童辨認，結果發現此階段的兒童都仍然唸讀

為「Pepsi」，無法覺察其中字母的改變，亦即無法察覺文字內的結構差異。

直到幼兒字母知識和聲韻覺識（phonological awareness）進一步發展，

並且反覆接觸文字，建立起拼字規則的知識（orthographic knowledge），才

進入第三個譯碼閱讀階段階段，脫離對視覺線索和情境的依賴，看到不認

識的字，可以用越來越熟悉的字母拼音知識來進行解碼，將字素和音素

(grapheme-phoneme)連結並推測字義，至此階段兒童才能純熟地同時運用

字母與字音對應原則與組字規則來認字。由此可知字母知識和聲韻覺識都

是兒童學習字彙時重要的後設能力。

另一方面，經由大量閱讀和練習後，成熟的閱讀者又可以自動化且迅

速地將一些常用單字處理成視覺字，在視線看到文字後，直接從記憶庫中

搜尋字音並解讀字的意義，不需要再經過解碼的過程，就可以進行閱讀。

例如在看到熟悉的 apple、airplane、teacher、kindergarten 字，並不需要解

碼流程，就可以自動連結印刷文字符號和字義，進行認字、閱讀。



18

統整上述認字發展理論的共識：英文認字是從觀察文字的整體字形出

發，在學會字母後，透過字母與字音結合來解讀字義的歷程，除了與個體

的視知覺、記憶力有關外，更與幼兒的字母知識、聲韻覺識等後設語言能

力（metalinguistic）息息相關，這些能力如同其他的語言能力一樣，經過

不同階段的發展而來，在各階段中，如能得到環境中較多的鷹架支持

（scaffolding），認字能力也會有較好發展，幼兒在學前階段所發展的認字

能力，為日後閱讀能力的基礎。

二、中文的認字發展

中文的認字也有從文字圖像整體和情境配對記憶，逐漸發展到快速自

動解碼的類似情形。不同的是，中文非拼音系統，無需先具備字母知識再

學習字詞，幼兒初期學習辨識中文字和英文一樣，比較依賴視覺線索來辨

認字形，之後隨著語言能力發展，以互動整體（interactive-constituency

model）結合字形、語音和字義整體的方式來辨認字詞，隨著文字知識的

擴充，孩子漸漸學會運用象形、形聲、指事等六書的中文組字規則來辨認

新的字彙（Chen, 2003）。

從認字的心理層面來看，學習中文認字過程中需經歷五種心智運作階

段（鄭昭明、陳學志，1991），包含：字形的學習與區辨、心理詞彙的建

立、字音-字形的連結、字形-字義的連結以及一般文字知識（general lexical

knowledge）的建立。首先需要「字形的學習與區辨」，建立對中文字形的

概念、辨別字與字之間相同或相異之處，其次為「心理字彙的建立」，也

就是在記憶庫中把每個字的字音、字形與字義的訊息連結在一起。第三個

運作歷程為「字音-字形」的連結，但由於中文同音字眾多，因此形音的連

結的處理，較拼音文字複雜，困難度較高；然後是「字形-字義」的連結，

這部分由於中文字的結構傾向表意，相較於拼音文系系統，形義的連結較

為簡單。最後則是更為複雜的「一般文字知識」的建立，也就是部件相關

知識的形成，包括「組字規則」、「部首、偏旁的語義知識」、及「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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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旁的音讀知識」三項，這些知識對於中文形聲字的辨識格外重要。

由於學校常用的中文字有百分之八十是形聲字（semantic-phonetic

character），由表意的部件（semantic radicals）和表音的聲旁部件（phonetic

radicals）所組成，具備基本的部件知識及組字規則，就像具備字母的概念，

可以幫助學習形聲字。例如：「丁」這個字加上口部成為「叮」，加上「金」

成為「釘」，熟悉「丁」這個聲旁，也知道「口」和「金」的意義之後，

比較容易讀出「叮」、「釘」兩字的發音，也較容易推測字義，所以在認讀

不熟悉字時，具有部件知識的兒童會使用語音部件做發音的推測（Ho &

Bryant, 1997；Ho, Wong, & Chan, 1999；Shu, Anderson & Wu,2000）；或運

用語意部件來推知其意義類別(Chan & Nunes,1998；Ho et al., 1999； Shu &

Anderson, 1997；Chen & Weekes, 2004）。熟悉部件和其組成的規則還有助

於兒童在認字歷程中的視覺處理速度及正確性，對部件位置和功能規則的

知識也會影響兒童的認字（鄭昭明、陳學志，1991；Chan & Nunes,1998; Ho

Yau & Au, 2003; Mcbride-Chang, 2004）。此外，雖然中文字沒有的形-音對

應的直接轉換規則，無法像英文透過字母和語音來解碼，但在中文的識字

過程中，仍然需要經由字音來轉錄，聲韻覺識能力影響字音的轉錄和意義

的理解（李俊仁、柯華葳，2007；曾世杰，2004; 曾世杰、簡淑真、張媛

婷、周蘭芳、連芸伶，2005；黃秀霜，1997；宣崇慧、盧台華，2006；Ho

& Byant, 1997; Huang & Hanley, 1997; Mcbride-Chang & Zhong, 2003），也

和中文識字有關。

上述部件知識和組字規則隨著與文字接觸的經驗逐漸發展，在幼兒時

期學習辨認中文字，主要透過字形和字音的配對強記、練習。中文的教學，

也都是直接從簡單的字彙開始，逐字的教導筆畫、字形、經由反覆練習，

累積了一定的文字概念之後，才會逐漸發展以字的部件（radicals）解碼、

或運用組字規則猜測字義的策略。所以，雖然以英文為母語的幼兒在初期

也是以文字圖像和情境配對來記憶文字，但中文兒童需要辨認、記憶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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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技巧更為複雜。

研究針對兒童辨認中文字，提出識字的階段理論，McBride-Chang

（2004）的理論以視覺技巧(visual skill)為核心，將兒童的中文認字發展分

為六個階段。最初階段是能區辨中文字與圖畫之差異。第二階段，幼兒開

始能辨識與中文字不同書寫系統的文字，例如可以區分英文和中文，但是

還未能分辨與中文字類似的文字系統例如日文的漢字。隨著接觸文字經驗

的累積，第三階段的兒童便能逐漸辨識出中文與類似形體的文字之差異，

甚至對中文簡體字或繁體字的差異也有所覺知。到第四階段，發展出辨識

較細微視覺線索的能力，可以辨認單字的圖像及形體特徵，第五階段兒童

習得一些生活中可見的基礎字，開始學習認字。第六階段兒童將會發展出

字形覺知（logographemic awareness），也就是對字體的組合成分（組件）

敏銳的覺察力。此時兒童會發現文字組成的成分是可分離、替換的，經變

化後可形成另一個字體，其後進入第七階段，約莫要到 9 至 12 歲之間，

逐漸形成組字規則的知識，特別是對語意或語音部件的使用與擺放位置的

理解，使其能對聲字的組字形態能有正確的判斷，幫助他們更有效的記憶

新字。到了最後第八階段，純熟的組字技巧與認字和閱讀產生交互影響的

作用，讀者既可以運用組字技巧來認字閱讀，也可以透過閱讀的理解幫助

辨認及學習新字。

Ho、Yau 及 Au (2003) 以香港幼稚園、一年級和三年級的兒童為對

象，分析中文認字之發展模式，從「中文組字知識」的概念將認字發展歸

納為：字體表面配置（character configuration knowledge）、結構的知識

（structural knowledge）、部件訊息知識（radical information knowledge）、

功能性知識（functional knowledge）、混合階段（amalgamation stage）、完

整的組字知識 （complete orthographic knowledge）、位置知識（positional

knowledge）等七個由淺到深的組字知識發展階段。

從一些以不同年齡層兒童為對象的實證研究結果，也可以歸納兒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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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發展的情形，例如：Chan和Nunes（1998）以香港地區3-9 歲的兒童為

樣本，比較不同年齡兒童創造新字時的拼字表現，分析其部件及組字規則

的知識。分別提供給兒童部首和聲旁的卡片各六張，讓兒童利用卡片將組

成的「新字」與一張圖畫配對，圖畫包含部件的主題內容，並給圖畫取一

個有意義的名字。結果發現3-4 歲組兒童，在以字卡拼字的活動中，尚未

有運用字形概念或部件功能的跡象。顯示3-4 歲的兒童，即便已經開始接

受識字教育，還是傾向在以整體視覺記憶的方式學習新字，不會使用部件

知識為策略，兒童要到六歲開始才會有系統的以中文表意的部件來猜測字

義，而使用表音部件來推測生字的字音的能力要到九歲時才會出現。Shu

及Anderson（1997）指出小學一年級的兒童尚未有部件和組字知識，傾向

將個別文字視為整體圖像。

葉素玲、林怡慧與李金鈴（2004）的研究要幼稚園或一年級兒童進行

字形結構分類，結果發現幼兒雖然是以記憶字形為認字策略，但對字形結

構的辨認會有「見樹不見林」的情形，他們傾向以文字局部筆畫特徵做文

字分類依據，像是：書法橫劃回勾所形成的小三角形、或是注意不同字彙

中出現的四方形如：「哈」、「呆」、「和」等當中的「口」，將之歸為

一類；隨著文字經驗的擴充，才會逐漸跳脫這種低層級的字形區辨，而以

部件做為辨認字彙結構的主要依據。

Chan和Wang （2003）以形狀類似實物的虛擬的動物、昆蟲、物品的

圖片，每張搭配四個假字，其中有些假字構造符合部件的位置及組字規

則，有些沒有。實驗要求兒童從中選出一個來幫忙命名，藉此比較香港和

北京5-9歲兒童的認字發展，研究結果發現，雖然香港和北京兒童學習中文

生字的方式不同，大陸有教導漢語拼音的原則，香港直接教導文字，使用

的中文字彙也略有不同（繁體與簡體），但兩地兒童的中文認字概念有相

同的發展趨勢，8-9歲的兒童有50％會正確的根據表意的部件來選字，70

％會依據表音聲旁的原則來讀出假字的發音，而5-7歲的兒童在兩種任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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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都是隨意的亂選答案。研究結論認為，在兩地的中文課程中，老師都

不刻意教導兒童表意部件和表音聲旁的原理，兒童是在逐字學習字彙、累

積了一定的字彙基礎後，形成對中文字彙結構的後設文字概念。這些研究

結果對於兒童發展出部件和組字知識的年齡，並沒有一致的結果，可以肯

定的是三至五歲的幼兒學習認字純粹依賴字形結構與發音的配對死記

（Mcbride-Chang, 2004），要到進入小學就讀後，經由正式教導部件知識和

組字規則的知識，才會逐漸發展成熟，以此做為辨認生字的策略。

至於較純熟的閱讀者在看到不認識的字時，則會綜合字的形、音、義

來認字，曾志朗（1991）及胡志偉和顏乃欣（1995）分別提出了「激發-

綜合」理論與「多層次字彙辨識理論」兩種識字理論。兩者皆強調看到字

形後，運用多重的訊息線索，包括字音分析、字形辨識、字義抽取與組字

規則等能力來協助識字。此外，有許多的中文字只與其他字會結合為詞彙

才有意義，極少單獨呈現，例如：「蝴蝶」的「蝴」、「珊瑚」的「瑚」

等，所以都是「以詞帶字」藉由詞彙的整體來記憶、學習認字（萬雲英，

1991；Chow, McBride-Chang, Cheung, & Chow, 2008），閱讀能力好的人，

還可以透過對上下文意的理解來猜測字音、字義（柯華葳，1999）。

彙整上述研究，兒童在不同階段識字發展的情況及其行為表現，可以

分為下列幾個階段說明（宣崇慧，2007），如圖2-1-1：

1. 全字形記憶階段

此階段兒童約處於幼稚園時期，在畫圖與寫字的作業表現上已有清楚

差別（Chan & Louie, 1992），大約在四歲左右兒童已經瞭解中文字是以不

同筆畫組合而成的方塊字，但主要仍是透過圖形分析管道來區辨字特徵與

字與字之間的差別（Ho et al., 2003），以整體的圖像搭配情境來認字，所

以可以對著招牌讀出熟悉的商店全名，但讀不出書上同樣的字，可以認得

「蟲」這個字，但對於「虫」這個部件並無概念，也沒有運用字形概念或

部件功能來辨識生字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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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字形結構與形音對應能力

從幼稚園到一年級的時期，大約從5歲起，兒童開始瞭解字形的組成

結構，也開始注意字中的部件，並發現特定部件（如：「口」）會重複出

現在不同的字（如：「狗」、「吃」、「谷」）之中（Ho & Bryant, 1997）。

此外，兒童開始發展出字形與字音對應的概念（Chan, 1990），在Lee（1989）

的實驗中發現5至6歲的兒童會用日常生活中行程的文字概念，把四個音節

的汽水名稱「蘋果西打」唸成另一個品牌但同樣是汽水名稱的「黑松沙

士」，表示兒童雖然還不認識這些字，但卻能根據情境脈絡提供的線索和

字形的不完整記憶，以音節為單位與發音做一字一音節的對應連結。

3. 字形位置關係與部件知識

兒童中文字部件知識的發展，從幼稚園一直延續至整個國小時期，Chan

（1990）發現，六歲兒童已能夠將部首及聲旁放在適當的位置，並瞭解如

何運用部件功能與組字概念來創造新字，但亦發現，九歲組兒童有時對聲

旁的使用感到困惑，但對部首卻不會。此發現與Ho 等人（2003）發現兒

童對部件功能的發展是聲旁覺識早於部首知識的說法不一致，還需更多研

究繼續探究。

4. 完整的組字規則

完整的組字規則知識是指在面對不認識的字時，能夠和成人讀者一

樣，充分結合部件訊息、位置關係以及部件功能等相關知識來辨別字彙的

能力。在Ho等人（Ho et al.,2003）的研究中發現有23%的國小三年級學生

（8-9 歲）可以在假字拼字作業中，展現完整的組字規則知識，顯示某些

發展情況較好的兒童其識字能力已臻成熟階段。

幼兒在不同年齡階段的中文認字發展，從全字形記憶、字形結構與形

音對應、部件位置及功能知識、完整的組字規則，大致可歸納為下圖一，

不過就如同其他能力的發展一樣，可能受個體及環境因素的影響，而出現

很大的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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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兒童的中文認字發展

中文認字階段 讀寫表現

綜合上述英文和中文的認字發展的討論，可以歸納三個重點：（一）

縱使文字的基本結構不同，中文兒童的識字發展歷程和以拼音文字為母語

的兒童類似，都在初期依賴字形的視覺特徵來認字，然後進入理解與應用

組字規則來辨認生字的階段，再進入到自動化解碼文字為視覺字的全字唸

3-4 歲
全字形記憶階段

8 歲以上
完整的組字規則

6歲到小學

部件位置及功能知識

5 歲
字形結構與形音對應

1.畫圖與寫字的作業表現已有清楚差

別

2.以整體的圖像記憶搭配情境來認
字

1. 瞭解字形的組成結構
2. 發展出字形與字音的對應

發展部件位置及功能知識

能在認字或拼字作業中，展現完整的
組字規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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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階段（Chan,1990; Chan & Nunes, 1998; Tsai & Nunes, 2003; Ho &

Bryant,1997; Chan & Siegel, 2001; Ho et al., 2003; Siok & Fletcher, 2001）

（二）中文字的識字歷程可包含兩種途徑，其一以字形為主，由字形直接

表義，不需經由語音為媒介，依賴視覺和記憶，幼兒早期的認字大都以此

為主；其次才逐漸發展經由字形、字音、字義結合的策略來識字，此種認

字方式必須累積一定的識字量，具備部件知識、組字知識等技巧才能產

生。（三）3、4歲的幼兒大都在整體字形記憶階段，大約從5歲起，兒童

才開始發展出字形與字音對應的概念。



26

第二節 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兒童認字能力的發展和個體認知、語言的相關能力發展的關係密不可

分，所有的幼兒都必須在認知和語言能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具備一些後

設語言技巧（metalinguistic skills）後，才能開始學習認字，這樣的發展歷

程適用於所有的兒童，反映了認字發展的普遍性（universal rule）。然而文

化和後天環境的差異，使不同環境下成人對兒童學習認字的重視程度、教

導兒童認字的年齡及方式有所不同，也導致兒童的認字發展出現個體的差

異，某些文化環境背景下強調讀寫萌發的重要性，使幼兒有機會較早發展

出學習認字技巧；或者因為某些語言本身的特性，凸顯了某種後設語言技

巧的重要性，造成不同文化下相同年齡層兒童認字發展的差異，反映了發

展的特殊性（specificity）。

有關英文的認字發展實證研究已相當完備，常被研究認為會影響認字

能力的因素包括：書本及文字覺識（print awareness）、聲韻覺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詞素覺識（morphological awareness）、以及組

字知識（orthographic processing）等四種後設語言能力。

由於英文為拼音文字系統，認字主要和聲韻及字母兩種解碼技巧相

關，讀寫萌發階段的幼兒需要先發展出編碼及解碼（code-related）相關的

技巧，才能運用字母拼音的原則來辨認字詞（Storch & Whitehurst, 2002），

而如果對於組成文字的最小單位-「字母」沒有概念，根本無從進行編碼及

解碼。所以除了聲韻覺識被研究大量討論外，一些實證研究也發現兒童在

入小學前及小學低年級時對字母的認識，可以預測其未來的閱讀成就

（Foulin, 2005; Scarborough, 2001），還有幼年時期的整體的印刷文字的覺

識，包括對閱讀慣例、文字形式的瞭解也對長期的讀寫能力發展具有預測

力（Storch & Whitehurst, 2002）。一些針對弱勢族群家庭幼童的介入方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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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昇提昇印刷文字概念、字母知識等做為弱勢家庭兒童讀寫介入方案的

重點（Justice et al., 2009，Lovelace & Stewart, 2007）。近期一項研究（Niessen,

Strattman, ＆ Scudder, 2011）發現四歲左右孩子對字和印刷文字的概念和

他們創意拼字（invented spelling）的能力有顯著的相關性，聲韻覺識和這

個年齡層的文字讀寫無關，主要因為此階段幼兒仍在發展辨認字母和視覺

字sight words的階段，運用聲韻覺識來拼音認字的能力，要到字母和文字

概念成熟後，才能發展出來，所以對幼兒前期的來說文字覺識的發展為主

要的任務。至於文字覺識對中文認字的影響，目前相關的研究仍極有限。

中文的研究也經常參考採用這幾個變項探討影響中文認字的後設技

巧。但是中文字的基本構造和英文畢竟不同，詞素覺識在英文專指的是對

詞彙的變化型式（例如：teach 加上 er 成為 teacher）或組合字（compond

words 例如：house 加上 wife 成為 housewife）意義拆解與解讀的覺知能

力，但在中文的系統中較為複雜，一方面包涵「多詞素」（polymorphemic

words）詞彙中單字意義的覺察力，例如：「學校」、「學生」、「學歷」等，

均以「學」字為基礎，可以從這些詞彙中累積對「學」這個詞素的認識。

另一方面，詞素覺識還含括複合字中的部件辨識和組字概念，如上節探討

中文認字歷程所提，由於中文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為形聲字，就字的結構

來說包括兩個獨立的單位，這兩個單位經常被稱為部件，也可細分為部件

（表意）和聲旁（表聲），當這兩個單位拆解開來成為獨立的字彙，具有

單一的詞素（morpheme）的概念，其概念又與拼音文字的字母及組字知識

近似，所以在中文的研究中，詞素覺知、部件知識、甚至組字規則等名詞

經常被混用，以下所討論的研究就有此情形。

傅淳鈴與黃秀霜(2000)之研究，以台南 117 名國小一至三年級學童為

對象，探討後設語言覺知與認字能力的關係。所採用的後設語言變項包括

聲韻覺知、聲調覺知、詞素覺知三層面，研究結果顯示其中只有詞素覺知

對認字能力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其它兩項能力與中文認字關係不明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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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中測驗的詞素覺知，其實就是複合字中的部件知識和組字規則的概

念。

Ho 及Yau 等人(2003)以香港幼稚園、一年級和三年級各20名兒童為

對象，分別測驗多項讀寫能力，探究組字知識與閱讀、組字能力之間的關

係。在控制了兒童的智力與年齡後，其研究結果發現認字或書寫能力與大

部分的組字知識測驗如語意部件判斷、語音部件判斷都有顯著的相關。還

有一些其他研究也都驗證了部件知識對中文認字的影響（eg. 鄭昭明、陳

學志，1991；Chan & Nunes,1998; Mcbride-Chang, 2004）。

陳修元(2004) 的研究同樣探究組字覺知(orthographic awareness)與認

字能力之關係。研究以台灣幼稚園、國小一、三年級共90 名兒童為對象，

採用「同音字判斷作業」來評估兒童對文字的語意和語音訊息的覺察能

力，也就是部件功能知識。研究結果發現認字能力和語音及語意覺察能力

的相關性，兒童隨著識字能力的增長，累積對語音和語意部件的認識，愈

會注意中文字中字形字義的對應關係，在面對生字時，能以較為成熟的認

字策略來判斷字的意義。

也有研究專門探討兒童辨識中文同音異字的能力，McBride-Chang 等

人（2003），測試香港的幼稚園及小學二年級兒童的分辨同音異字時的詞

素覺識能力，對幼稚園階段兒童採用口語的詞素覺知測驗，例如：「籃」

球和「藍」色中的「藍」和「籃」讀音雖相同，但詞素意義不同，如果孩

子在被要求針對「菜籃」的圖卡詞素分類時，能選擇「籃球」，表示他能

分辨「藍」和「籃」兩個字的詞素意義。研究結果發現幼稚園兒童已發展

出詞素辨認及詞素建構的概念，而且詞素覺識能力相較於其他聲韻覺識、

視覺配對或唸名速度對於認字能力有特別顯著的預測力（Chow et al.,

2008）。

不論從辨識單字（複合字、同音字）或詞彙的角度來看，以中文為母

語的孩子在讀寫萌發時，需要運用詞素覺知去解讀新字詞的情形較英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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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rd, 2000），相較於聲韻覺識能力只對單字的解碼產生作用，幼兒時

期的詞素覺識發展，對日後讀寫能力更具有影響力（傅淳鈴與黃秀霜，

2000； Ku & Anderson, 2003; Li, Anderson, Nagy, & Zhang, 2001;

McBride-Chang, Shu, Zhou, Chun, & Wagner, 2003）。

至於聲韻覺識對中文認字的影響，過去有些研究認為中文的字形主要

和字義有關，和字音無太大的關聯，即便形聲字的聲旁可以提供發音的線

索，但因為字義和字音間並無一定的對應規則可循，所以聲韻覺識對中文

識字影響力遠不如拼音文字，兒童是在學習了拼音之後，才促進了聲韻覺

識能力和辨認中文字的連結（Chan ＆ Wang , 2003; Huang & Hanley, 1997;

Shu, Anderson, & Wu, 2000）。相反地，也有不少研究認為：雖然中文字沒

有的形-音對應的直接轉換規則，無法像英文透過字母和語音來解碼，但在

中文的識字過程中，仍然需要經由字音轉錄的過程，才能與字義結合，尤

其口語的詞彙能力直接受到聲韻覺識影響，聲韻覺識是影響字詞辨識發展

的原因，而不是字詞辨識發展的結果（曾世杰，2004；柯華葳和李俊仁，

1997；李俊仁、柯華葳，2007；曾世杰、簡淑真、張媛婷、周蘭芳、連芸

伶，2005；黃秀霜，1997；宣崇慧、盧台華，2006； Ho & Byant, 1997;

Mcbride-Chang & Zhong, 2003），不過，這些研究對象都不是學前幼兒。

上述研究多只針對部分影響中文認字的後設語言技巧做橫斷式的探

索，近期，Tong和McBride-Chang（2010）以縱貫的研究模式，對影響不

同年齡階段兒童認字的關鍵後設語言能力，提出較全面、統整的觀點。研

究以香港的5-12歲的兒童為對象，探究學前、小學二年級和五年級三個階

段影響中文認字發展的模式，研究結果指出：影響中文認字的主要因素在

學前階段最重要的是分辨文字和非文字的區別，也就是文字覺識的培養；

到了小學二年級時，隨著讀寫經驗的累積，聲韻覺識、詞素覺識（此處專

指複合詞彙如：書包、書本、書架等得詞素覺識）、組字知識、部件知識

都逐漸發展，同時交互影響認字能力；等到五年級時，影響認字能力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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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為聲韻覺識以及複合詞彙的詞素覺識和分析能力。

歸納上述的研究，認字的後設能力發展具有共通性：不論是英語或中

文的識字，在幼兒發展初期的主要任務，是從日常生活中累積文字的知識

和概念，使幼兒有機會接觸印刷文字，了解文字的功能、熟悉字的形式和

結構，也就是發展文字覺識，才能學習認識簡單的字、詞。而從中文認字

發展的特殊性來說，詞素覺識為幼兒時期學習中文奠定識字能力基礎的重

要技巧。以下兩節分別說明「書本及文字覺識」及「詞素覺識」兩種在幼

兒時期重要的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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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書本及文字覺識

美國 2000 年的國家閱讀能力調查（National Reading Panel）、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2003, 2010）的調查報告以及 Head Start

Performance Standards 都指出：讀寫能力的養成必須從幼兒做起，加強閱

讀能力的訓練課程若要能達到效果。除了聲韻覺識之外，還必須加上書本

及文字覺識（print awareness）、字母知識的訓練，才能更有成效，因為這

些後設語言技巧會對讀寫萌發產生顯著的影響。實驗研究（Niessen,

Strattman, ＆ Scudder, 2011）發現四歲孩子對字（word）和印刷文字（print）

的概念和他們創意拼字（invented spelling）的能力有顯著的相關性。字的

概念主要指的是字由字母組成的認識、字和符號的區別；印刷文字的概念

指的是知道字的結構和形式、文字的閱讀慣例、字和字中間要空格、句子

的字首要大寫等等，這兩項概念影響基本的拼字能力，對日後認字能力造

成影響。事實上，印刷文字概念也被 Storch 和 Whitehurst（2002）認為是

學前幼兒讀寫萌發的重要前導能力（precursor）。以下說明書本及文字覺識

的意義、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的發展、書本及文字覺識的評估方式。

一、書本及文字覺識的意義

書本及文字覺識為幼兒讀寫萌發階段的重要發展項目之一，所謂文字

覺識係指兒童認知印刷文字的形式與功能的知識，以及對口語和書寫文字

關係的了解（Justice & Ezell, 2002）。具備文字功能的知識，才能瞭解每個

文字是可以獨立命名、區辨意義的單位，例如：「p」是一個字母、「pen」

是一個字、「3」是一個數字等，進而了解文字所傳遞的訊息；具有文字形

式概念才能區別圖畫和文字、文字與其他符號、英文與中文等不同書寫字

體。此外，由於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組成，所以幼兒時期的書本及文字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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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含字母知識（alphabet knowledge）。此外，由於書本提供最直接和大

量與文字接觸的機會，幼兒必須對於書本的結構和閱讀的方式有所了解，

才能從閱讀書籍中培養出文字覺識。因此，幼兒時期此項後設語言能力又

可擴充為書本及文字覺識。總括來說，書本及文字覺識的範疇包含四個面

向（Justice & Ezell, 2002）：

（一）文字和書籍的閱讀規則（print- and book-reading conventions）

對英文或其他拼音文字來說，由於書寫時都是由左至右，因此閱讀文

字時也必須依照此慣例，有關此面向的文字覺識不僅運用在閱讀書籍時，

還表現在孩子對於日常環境中看到文字時的反應，例如看招牌上的字時目

光是否由左至右（van Kleeck, 1998）。中文的文字書寫則可以由上到下或

由左至右，較英文複雜。

（二）文字概念（concept of word）

文字概念所指的是能知道書寫文字是每個分開的單位，並且能了解到

口語所說的話與書寫文字間存在對應的關係（Adams,1990; Robert, 1992），

或是知道圖畫和文字、符號和文字的區別。

（三）字母知識（alphabet knowledge）

在拼音文字中每個字都是由字母所組成，每個字母的形狀、外型特

徵、細節、以及讀音等知識即為字母知識（Lomax & McGee, 1987）。Ehri

（1998）將幼兒辨認字母分為四個階段：前字母階段（pre-alphabetic

phase）、部分字母階段（partial alphabetic phase）、完全字母階段（full

alphabetic phase）、鞏固階段（consolidated alphabetic phase）來描述幼兒學

習字母的歷程。此部分因為中文非拼音文字，並不適用。

（四）讀寫用語（literacy terms）

指幼兒能否知道語言抽象用語如：寫、讀、字、拼音、字母的意義，

並反映在他與書寫文字的互動行為中，例如看到母親在寫字時，能說出「寫

字」這個詞（Lomax & McGee, 1987; Tunmer, Herriman & Nesdal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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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本及文字覺識的發展

大約三到五歲間，兒童即使還沒有接受正式的讀寫教育，也會在日常

生活環境中接觸到文字，快速地發展文字覺識，獲得書寫文字的特質和相

關知識，Goodman(1986)認為兒童在充滿文字的環境中成長，不斷的與生

活周遭文字產生互動，例如她們會看到街道名稱、商店名稱、食品和飲料

的品牌及包裝等，也會看到書籍、信件的文字，使他們逐漸了解書寫文字

的溝通功能及意義，建立有關語言和文字的功能及應用之基本概念，並透

過組織、分析其意義，發展對書寫語言的特徵及規則的基礎。

在使用英文等字母拼音文字的環境中，幼兒的文字覺識是從字母的概

念開始，Chall(1983)認為在出生至6歲的前閱讀階段(prereading stage)，兒

童已能區辨或唸出大部分的字母及一些特定的字彙，如自己的名字；此

外，對於文字形體、閱讀方式也具有初步的概念。Lomax 和McGee（1987）

調查3-6歲的中產階級家庭兒童對26個英文字母的命名正確度，結果發現3

歲的幼兒約有42%的正確率，5歲的幼兒則已達到93%的正確率，顯示幼兒

在這段期間中對字母知識的快速成長。更早期的研究（Pick, Unze, Brownell,

Drozdal, & Hopmann, 1978）探討幼兒對文字結構的知識，發現幼兒在三至

五歲間對英文字結構的了解日趨成熟，多數五歲的孩子都比三歲的孩子更

能正確區別字和字母的差異，不會將一長串的字母當作一個字。

Justice 和 Ezell（2004）研究幼兒文字覺識的發展，歸納成五個階段

（如圖 1），第一階段的重點為對文字的興趣，此時孩子會從生活中發現文

字是一種有趣的刺激，吸引她們的注意；第二階段為文字功能的認識，孩

子開始瞭解到文字可以對事件提供意義；第三階段是文字使用的習慣，孩

子明瞭文字是被特定的方式組織過的，在閱讀時有一定的方向；第四階段

是對文字形式的認識，孩子知道字母、單字和其它文字單位，而且可以區

辨其差異；第五個階段則是字與字間的關係，孩子知道不同的字可以結合

在一起成為不同意義的字，或成為句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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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出自Justice & Ezell（2004: 188）

圖 2-3-1 文字覺識發展階段與技巧表現

文字覺識發展 技巧表現

對文字的興趣
文字是值得被注意的

文與字間的關係
文字可以被組合成為其

他的字

文字的形式
文字的組成單位可以被

區辨並加以命名

文字使用的習慣
文字是被特定的方式

組織過的

文字的功能
發現文字的意義

孩子在表現出對特定文字或字母的
興趣。孩子發現文字是一種有趣

的刺激型式。

孩子瞭解到文字可以對事件提供意
義。孩子可能理解或不理解文字相對
於其它類型的刺激（例如：圖片）提
供了更多的細節訊息。

孩子明瞭文字有屬於它自己的組織
型式（例如：順序由左到右）以及文
字是會為了特定的用法而被用特定
的方式組織。

孩子知道字母、單字和其它文字單位

有它們自己特定的名稱和特定的用

法與組織方式。

孩子能了解文字單位的組合特性，
例如：字母如何組成單字，以及
理解到文字是可以被連結產生更多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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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Bride-Chang（2004）提出中文識字的發展理論，也認為幼兒一開

始必須發展對中文的文字覺識，首先要能區辨中文字與圖畫之差異，然後

能辨識與中文字不同書寫系統的文字。隨著文字經驗的累積，兒童逐漸能

辨識出中文與類似形體的文字之差異，例如知道日文和中文的差別，甚至

對中文簡體字或繁體字的差異也有所覺知。之後，發展出辨識較細微視覺

線索的能力，可以辨認單字的圖像及形體特徵，例如可以分辨「力」、「刀」、

「刁」筆劃的細微區別，最後從日常生活情境中習得一些基礎字、學習自

己的名字等等。

至於中文學前幼兒的文字覺識發展情形，國內相關研究並不多，吳敏

而(1993)曾探討台灣幼稚園至國小一年級兒童的文字概念，測驗孩子對文

字用途、閱讀規則以及對中文字特徵的知識。研究結果發現四歲兒童已熟

悉中文閱讀順序規則，而且有一字一音的概念，同時也具備辨別字形和部

首之能力。比較不同年齡層幼兒的整體文字概念，也可以發現文字的概念

隨年齡增長發展的趨勢，年齡較小的兒童雖能分辨文字和圖畫，但尚未能

分辨真字、假字和非字；但是年齡較大的兒童，便能從各類型的測試字中，

辨別出真字。李連珠(1995) 研究台灣兒童早期書寫的發展，也有類似的發

現，研究以16 名三至六歲未接受正式認字教育的幼稚園兒童為對象，觀

察記錄兒童名字書寫等情境，發現大部分兒童已能瞭解到中文每個字是獨

立的字彙、一字一音的概念；而部分的兒童的書寫形式更也顯現他們對文

字是由部件組成的覺知。幼兒會嘗試使用各種不同符號，包括：傳統中國

文字、其它文字形式、圖畫、數字、注音符號、標誌或英文字母以表達不

同的意思，從不同年齡時練習書寫的作品中，可以反映出他們對中國文字

特質與形式愈來愈認識，而寫出的字形、書寫形式也愈接近中文結構。

近期路喬甯（2011）的研究發現，幼稚園大班的幼兒已經能完全掌握書頁

知識、分辨圖案與文字以及瞭解書的背面等知識概念，當幼兒在文字及書

本概念上的表現越好，其中文認字的能力表現也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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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和 Louie (1992）、Treiman 和 Yin（2010）兩項研究也都設計結

合圖畫及寫字的活動，探究不同年齡層兒童的文字覺知，結果發現三歲左

右的幼兒雖然無法正確的寫出任何一個字，但已經會區分圖畫和文字的區

別，用不同的結構、線條來進行兩項任務，而年齡愈大，所寫的字愈接近

正確的中文字。

Chan 和 Louie (1992)的研究要3-5歲的幼兒畫一幅自畫像，另外寫上

自己的名字，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不會寫字的幼兒，包含其中75%的三歲

兒童，都會用採用兩種不同的形式來表現文字和圖畫的不同，在寫名字的

任務中採用較方及較小的筆劃和圖形，而在畫圖時用較大和較圓的圖像，

顯示幼兒已知道繪畫和文字的區別，由於中文字為方形的結構，而字的線

條不像英文字母中的C、D或O等有圓弧形的筆劃，三歲的幼兒雖然無法寫

出正確的字，但相對於繪畫任務，在寫字任務中，幼兒會採用較方正、較

小的筆畫，顯示他們已具備中文字圖像結構的基本概念。

Treiman和Yin（2010）近期探討使用中文幼兒能否區別寫字和繪圖差

異，研究中選擇自己的名字和「日」、「水」、「火」等常見的象形字，

要2-5歲的幼兒分別畫圖及寫字完成四個任務，實驗中提供不同顏色的筆及

有格子或空白的紙供幼兒選用，結果發現三歲左右的幼兒完全雖然無法正

確的寫出任何一個字，但傾向用單一的、黑色或較深色的筆、及有格子的

紙，用較小、較方正的線條來完成寫字的任務；而用彩色筆、較圓、較大

的色塊、筆劃來畫圖。在畫圖任務時，幼兒平均花費較短的時間就開始執

行，且在畫圖時比較會出現將紙張顛倒、翻轉的情形；在進行寫字任務時，

幼兒通常較不能立刻執行，花費較多的時間思考後才開始，也比較不會任

意翻轉紙張的方向，顯見幼兒已認知寫字和畫圖的差異，認為寫字較畫圖

困難。而在寫自己名字的任務中，比起其他三個寫單一文字的任務，所有

年齡層的孩子均使用較多的筆畫，年紀較大的孩子即使不會正確的寫出姓

名的三個字，卻知道分為三個區塊來表現名字，顯示幼兒雖然沒有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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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訓練，已經從生活經驗中累積寫字和中文書寫文字的基本概念，而且

越來越純熟。

三、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的評量

一般來說，幼兒的文字覺識技巧可以從幼兒與書本的互動行為及塗鴉

的書寫活動中加以觀察。幼兒是否知道書本正確的拿法及閱讀的順序，反

映其對文字書寫慣例的認識（van Kleek, 2003）；是否能指出書本作者、區

分圖畫和文字、或對照圖文（Christie, Enz, & Vukelich, 2003），則顯現其是

否知道文字具有可被解讀的意義及傳遞訊息的功能。研究發現即便八個月

大的嬰兒還不具備獨立閱讀的能力，但如果具有成人帶領共讀童書的經

驗，獨自拿起書本時，就能表現出一邊手拿書本、翻頁、邊發出聲音的閱

讀模仿行為（Snow, Burns, Griffin, 1998），因此藉由童書共讀活動，觀察幼

兒能否正確拿書、翻書、閱讀時的眼睛焦點的移動等，可以瞭解幼兒對印

刷文字和書籍的閱讀規則的發展情形。

在塗鴉活動部分，由於中文屬於圖像式（logographic）結構，在國小

一年級等初學者的閱讀材料中，象形文字大約佔了四分之一（Shu, Chen,

Anderson, Wu, & Xuan, 2003），中文的文字覺識研究，可以從孩子的對同

一字所創作的圖畫和書寫作品分析其差別，便可瞭解幼兒區分圖文的能

力，上述 Treiman 和 Yin（2010）的研究即是如此。

除了上述的觀察紀錄方式之外，有關兒童的文字覺識能力也有正式的

測驗可以採用。早期Clay（1989）曾經編製文字概念測驗（Concepts About

Print, 簡稱CAP）來測驗學前兒童的文字概念，包涵書本慣例、文字慣例、

文字形式、文字組成、認字等向度，廣為後續研究所採用。近期，Justice、

Bowles、和Skibbe（2006）修正Clay（1989）的CAP評估方式，刪減有關

辨認字和標點符號的題項，同樣運用帶領幼兒共讀童書與幼兒互動時穿插

問題，發展出適合用來評估學前幼兒字彙與文字覺識的工具：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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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and Print Awareness，簡稱PWPA。評估的重點不在於對字母或字彙的

辨認，而是在幼兒實際接觸書籍、進行閱讀時對文字及讀寫慣例的注意和

認識。實驗人員在與幼兒正式閱讀前會故意要求兒童協助閱讀的進行，讓

兒童幫忙拿書，藉此觀察他們能否知道書籍封面、正確的翻閱書籍的方

向，接著要兒童指出書的標題位置、內頁中第一行及最後一行的文字、以

及組成字彙的第一個字母，同時在閱讀中搭配圖片，看孩子能否對應文字

和圖片，分辨兩者的區別、能否知道故事中內文的目的和意義，以及要孩

子指出大寫的字母、知不知道某個字有幾個字母等。比較CAP和PWPA兩

種評估工具，CAP題目包括字母及一些單字的辨識，適合的年齡層較高，

PWPA則較適合尚未有許多閱讀經驗的前閱讀期（prereading）幼兒，測驗

的內涵也是以書本慣例、文字慣例、文字形式、文字組成的概念為主。

Lovelace 和 Stewart（2007）為了瞭解四、五歲語言發展遲緩幼兒的

文字覺識能力，從 CAP 測驗中刪除超出這些孩子程度的部份，並增加一些

題項編制了 20 個項目的測驗，也可以用於尚無認字能力的幼兒，其測驗

如下表一，其中有關字母的三個題項不適用於中文，詳如下表 1。

表 2-3-1 學前兒童文字覺識測驗題項

概念 類型 施測人員的任務 施測人員的語言

指導

通過的反應

插畫 書本慣例 翻開書到有插畫

和文字的一頁

看這裡告訴我哪

裡有圖畫

指出圖畫

文字 書本慣例 翻開書到有插畫

和文字的另一頁

哪裡有字 指出內文

書頁 書本慣例 翻到第 3 頁 告訴我哪裡是一

頁

正確的握住

一頁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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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書本慣例 把書倒過來拿 書的封面在哪

裡？

把書拿正並

指出封面

第一行 書本慣例 翻到另一頁 這一頁的最前面

在哪裡？

指出該頁的

上面部分

最後一

行

書本慣例 翻到下一頁 這一頁的最後面

在哪裡？

指出該頁的

下面部分

開始閱

讀的地

方

文字慣例 隨意翻到至少有

兩行文字的一頁

指給我看要從哪

裡開始念？

指到第一行

從左到

右

文字慣例 繼續同一頁 告訴我要從哪裡

念到哪裡？

手指比出從

左到右

從上到

下

文字慣例 同上 接下來我要念哪

邊？

手指比出從

上到下

下一頁

第一行

文字慣例 翻到連續兩頁都

有文字的地方

念完這裡要念哪

裡？

指出下一頁

的第一行

字母 文字形式 給孩子一張紙卡

要他們拉上窗簾

剩下一個字母

把故事關在窗戶

裡只露出一個字

母就好

把字遮掉剩

一個字母

字 文字形式 打開窗簾 關上窗簾只露出

一個字

把其他的字

遮掉，剩一個

字

第一個

字母

文字形式

/文字慣

例

打開窗簾 找一個字的第一

個字母給我看

把其他字母

遮掉剩第一

個字母

最後一 文字形式 打開窗簾 找一個字的最後 把其他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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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母 /文字慣

例

一個字母給我看 母遮掉剩最

後一個字母

標題 書本慣例 把書闔上拿給小

孩

指給我看這本書

的名字

可以從書的

封面或扉頁

指出標題

故事的

開始

文字慣例 讓小孩拿書 故事從哪裡開

始？

翻到書的第

一頁指出第

一行

故事的

結尾

文字慣例 讓小孩拿書 故事在哪裡結

束？

翻到書的最

後一頁指出

最後一行

作者 書本慣例 翻到封面指出作

者

這裡是作者的名

字，寫這本書的

人叫做______，

作者是做什麼

的？

回答：寫出或

編故事的人

插畫家 書本慣例 翻到封面指出作

者

這裡是插畫家的

名字，畫這本書

的人叫做

_____，插畫家是

做什麼的？

回答：畫圖的

人

封底 書本慣例 闔上書 告訴我書的背面

在哪裡？

指出書的背

面

資料來源：出自 Lovelace & Stewart（2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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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針對一般幼兒書本及文字覺知的研究很少，相關的評量工具不

多。黃瑞琴(1997)彙整國外學者觀察兒童讀寫行為之研究文獻設計幼兒讀

寫發展檢核表，用以協助幼教老師檢核學生讀寫發展情況。還有少數研究

（林玉霞、Paul，1995；宣崇慧，2000）為了解聽覺障礙兒童的文字概念

發展和一般學前兒童的差異，而編定學前兒童讀寫發展評定量表用來評定

幼兒（學前聽障及聽常兒童）的文字概念，也是運用幼兒在成人共讀童書

時的互動以及日常生活的觀察為指標，歸納學前兒童對圖書及文字概念，

涵蓋兒童對圖書的瞭解（如：書的正反、字的排列、作者、書頁等）及文

字的概念（如：瞭解一般字的型態、輪廓、認識環境中的符號或文字等），

在行為表現上包括兒童在閱讀的時候，能正確拿書、翻書、知道書本的前、

後、上、下、書名、作者、以及知道文字的存在、用處、上下、左右的排

列、唸的順序以及能辨識周遭環境中其他文字資訊的能力（如表 2-3-2）。

表 2-3-2 學前兒童讀寫發展評定量表圖書/文字概念題項

項目 行為表現示例

知道握持一本書的方式 拿書時不會顛倒

知道一本書的書名寫在何處 兒童指著一本書的書名，問大

人這是不是「三隻小豬」的故

事書（他根據書的封面插圖推

測，或他早已認識這本書，只

是不認得「三隻小豬」中的其

中兩個字「隻」、「豬」）

知道從哪一頁開始閱讀 兒童知道依據書本的頁次翻到

正確的頁面，即有目的的翻

書，而不只是任意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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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者」的概念 兒童詢問大人「三隻小豬」的

故事（圖畫）是誰寫（畫）的；

或兒童在自己的圖畫上自動或

請人代筆寫下自己的名字。

知道文字和圖畫的不同 能分辨圖畫故事書中文字及圖

畫不同

知道書中圖畫和文字所說的是有關連的 能在閱讀時同時對照圖畫和文

字

會指認和說出周遭環境中常見的字或符

號

學校名字、住家附近的街道

名、交通號誌、海報、電視廣

告或商店名稱、食品包裝名

稱，如：看到M說出麥當勞。

會使用圖書、報紙查詢需要的資料 翻書找出想告訴別人的動物或

上課的內容（如青蛙與蝌蚪）；

察看報紙的電視節目表、股票

版、或氣象預告。 表、股票版、

或氣象預告。

資料來源：出自宣崇慧（2000:126-127）

在這些測驗中 CAP 含括的範圍較廣，適合已有識字能力的幼兒，若要

測驗前閱讀期幼兒的文字覺識，可以綜合參考學前兒童文字覺識測驗及學

前兒童讀寫發展評定量表的概念，編定適合不同年齡層、不同語言程度中

文幼兒的測驗，內容包括幼兒對圖書的瞭解（如：書的正反、字的排列、

作者、書頁等）、閱讀的慣例（從上到下、從左到右）、中文字形式（包

括區分文字和符號、中文和英文、中文字形基本筆劃、部件知識）、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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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字數、詞彙和句子概念。

四、提升書本及文字覺識的策略

雖然大多數的幼兒都在學前發展出書本及文字覺識，但調查研究發

現在進入幼稚園時，幼兒的此項能力已有相當的個別差異，很多高風險（at

risk）的弱勢族群兒童，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幼兒因為在家中較少有接觸

文字的經驗，所以在進入幼稚園時其文字覺識能力，就落後於同年齡來自

中高社經家庭的兒童（Chaney, 1994; Duncan et al., 2007; Dickinson & Snow,

1987; Justice & Ezell, 2001），而在入學後處於不利的情形，造成讀寫能力

長期的落後。

相對於國外的研究，國內目前有關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發展差異情形

的研究甚少，只有研究關注特殊需求幼兒和一般幼兒的差別，林玉霞和Paul

（1995）以208 位幼稚園、國小一年級、及國小三年級聽常及聽障兒童為

對象，比較聽常兒童與聽障兒童對文字書本之概念表現。測驗項目包括：

文字的察覺（print awareness）、文字用途（knowledge about function of

print）、書本閱讀的規則（knowledge about print convention）、及對中國

文字的認識（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haracter），結果發現不同年齡間有

顯著差異。且隨著年齡成長而增加。而學童對文字書本之概念與學生之聽

力狀況有密切關係，聽障幼兒因為較少參與共讀活動，接觸書本文字的機

會較少，所以對文字書本的概念落後於一般的幼兒。至於一般同年齡幼兒

的書本及文字覺識發展情形及介入研究都很少。

Pullen和 Justice（2003）認為若要增進幼兒的文字覺識，家長或教師

可以運用日常生活中的菜單、書信、商品目錄等與遊戲結合，讓孩子從活

動中接觸文字，除此之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利用共讀活動中引導孩子注意

文字或者延伸與書本、文字有關的討論及活動。

Justice 等人（Justice et al., 2009）則以「指讀及文字討論」共讀策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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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位參與 Head Start 計畫弱勢家庭幼兒進行共讀童書介入活動，由幼稚

園教師分別採用文字指引方式和一般的方式帶領兩組幼兒共讀童書，結果

發現相較於以一般共讀方式帶領的兒童，老師在經過「指讀及文字討論」

共讀帶領方式訓練後，在童書共讀時加入文字的指引和提問等等，對弱勢

幼兒之印刷文字概念、字母知識、及聽寫測驗產生中度的提升效果。

Lovelace 和 Stewart（2007）的研究對語言發展遲緩兒童設計加強書

本及文字覺識共讀方案，進行補救教學。在他們五個個案研究中，由於幼

兒語言發展遲緩口語表達能力不佳，無法回應成人的提問，經由成人一對

一採取指讀和單向的書本、文字閱讀慣例、圖文、文字概念的說明、命名

等非喚起之文字指引策略（non-evocative print referencing）帶領共讀童書，

為期13週，每週進行二次三十分鐘的閱讀活動，結果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

識有顯著的進步。

中文的研究雖然沒有系統性的討論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的影響，有些

研究強調成人帶領幼兒閱讀及示範書寫的重要性，會同時提醒成人須藉由

讀寫活動來增進幼兒了解文字的用途。例如在帶領幼兒閱讀童書時，可以

強調「我們必須從書的前面、而不是從書的後面唸起」(黃瑞琴，1997)，

提醒幼兒在中文的文字系統中，是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閱讀方向(李連

珠，1997)。

總結上述的討論，文字覺識為幼兒對文字用途、形式的知識，幼兒透

過日常生活中和文字的接觸，逐漸了解口語和書寫文字的關係，也對文字

的功能和形式逐漸熟悉，由於書籍提供大量和文字接觸的機會，藉由閱讀

童書中的引導，可以直接教導孩子書本文字的閱讀規則、形成對文字形

態、讀音連結的基本概念，為認字能力發展的奠定基礎。

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也可藉與童書的互動予以評估，國內外所

編定的測驗多涵括書本和文字概念題項，惟國外的部份多包含字母概念，

不適用於中文的兒童，而國內現有的評量工具僅有八個題項，且只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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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較小的幼兒，若要對不同年齡、程度的幼兒進行文字覺識評估，可參

考國外測驗內容，刪除有關字母概念等不適用的部分，依據中文字的特

性，增加與字母組成概念類似的中文部件、筆畫等題項，重新編定適合本

土幼兒的學前兒童之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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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詞素覺識

一、詞素覺識的意義

詞素（morpheme）為構成詞彙的最小意義單位，而詞素覺識

（morphological awareness）係指兒童對於字詞中詞素結構有意識的覺知以

及對於詞素結構的反應及操作能力（Carlisle,1995），包含對於衍生字

（derivative）中詞彙屈折變化型式（inflection）或複合字（compound words）

意義拆解與解讀的覺知能力，可以幫助新詞彙的解碼、學習與記憶，進而

影響兒童的讀寫能力。

以字母組字的英文來說，可以常見字首或字尾添加字母，形成新的字

詞和意義，字尾的變化包括過去式（動詞之後加上 ed）、複數（名詞之後

加上 s）、形容詞（名詞後加 al、ful）、副詞（形容詞後加 ly）、從事某種工

作的人(-er 或-ist）、表示可行的（-able）以及否定的前綴詞（un-、dis-、a-）

等等。以複數為例，像 eggs 包括”egg”和”s”兩個詞素，前者是蛋，後者則

代表有兩個以上的蛋，clearly 則包括”clear”和”ly”兩個詞素概念，這些衍

生字詞由單字字尾或字首變化添加綴詞而成。還有些複合字則是兩個獨立

的字彙組合而成新的意義，例如：schoolbag、superman、sunshine......等。

無論是衍生字或複合字，對於不熟悉的生詞，兒童如果能藉由詞素的分

解，知道可以將字首（prefix）、字根（root）、或字尾（suffix）的意義拆開

解讀，而重新加以組合，就可以理解新詞彙的意義（Carlisle, 2003）。以英

文單字”dislike”為例，若能將字首前綴的”dis-”和字根”like”拆解，而又了

解”dis-“代表否定的意義，在已知道”like”表示喜歡的情形下，即可推測

出”dislike”的意義。又如”gardener”一字，當知道拆解字尾”-er”代表從事某

種工作的人時，也可以幫助孩子快速正確的學習新詞彙。

許多研究都指出：詞素覺識蘊含的組字規則，對以字母拼音的文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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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幼兒讀寫萌發的要素之一，也是影響學齡階段兒童詞彙成長、進而

增進閱讀能力的重要因素（Nagy & Anderson, 1984; Nunes, Bryant, & Olsson,

2003; Sandra, 1994; Tyler & Nagy, 1990; White, Power & White, 1989）。除了

英文之外，其他拼音文字系統的研究也同樣發現詞素覺識對讀寫萌發的影

響，Casalis & Louis-Alexandre（2000）追蹤說法文的幼稚園到小學二年級

兒童，結果發現詞素覺識在幼兒階段已開始發展，而且影響幼兒進入小學

後的讀寫能力。

中文非字母拼音，每個中文字本身便是一個有意義的獨立符號，不是

無意義的字母，但從結構上來說，有些單字本身只有一個詞素：如水、日、

月等，但有97-98%的中文單字為包含兩個以上詞素的複合字，如：燈、河、

釘、現、…等（Tong & McBride-Chang, 2010）。還有許多複合詞彙則包含

兩個單字，如：大人、電腦、書架……等等。從字詞結構來看，許多複合

詞彙都可以從組合的詞素推敲其意義，以「大人」這個詞為例，由「大」

和「人」兩個字組合而成，當學會了這兩個簡單的字彙後，可以直接從原

來的字彙字義去理解「大人」的意義，比起英文的”adult”無法經由詞素分

析了解其意義，只能用背誦的方式來學習，中文的複合詞彙比較容易經由

詞素覺識去瞭解其概念。又如「明」這個生字的意義，雖然和組合中的

「日」、「月」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可以從「日」和「月」去理解意義及記

憶，因此以中文為母語的孩子在語言發展時，能運用詞素覺知去學習新詞

彙的情形較英文多（Packard, 2000）。

依據英文的衍生字和複合詞的詞素分析概念，中文的詞素覺識可以從

單字（character）的組合結構或複合詞彙（multiple-character word）兩個不

同的層次來討論：

（一）單字的部件知識

在中文字裡約有97-98%的單字是由兩個獨立的單字排列組合而成的

「複合字」（compound characters），意即一個字常常包含兩個以上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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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單位，有些學者稱之為次字元（subcharacter），將它分為表音的聲旁或

偏旁（phonetics），以及表意的部件或部首（radicals）（Tong & McBride-Chang,

2010），也有學者統稱部首和偏旁為部件。總之，部件為構成漢字的最小

的意義單位，也是構成字彙的最小意義單位，具有和拼音文字詞素類似的

功能概念。從部件的形、音、義往往可以推測複合字的字音和意義，部件

覺識就如同詞素覺識一樣，有助於字彙的學習。因而，中文的部件知識研

究也常沿用拼音文字中的詞素覺識概念的研究方式來進行。

由於部件是構成中文單字的基本要素，而認字又是閱讀的基礎，因此

部件知識被認為是影響中文閱讀能力的發展之重要因素（Shu & Anderson,

1997）。在小學階段所學的生字，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字包含一個代表語意

的部件（semantic radical），例如字的部首，有些部首可以獨立成為一個單

字，代表一個詞彙詞素；當這些部首與其他的部件組合，便形成不同的字，

新字的意義有些可以從部首來推測，字的發音則與組字的聲旁部件有關，

熟悉這些表音的聲旁部件和表意的部首，有助於中文單字的記憶和學習。

例如：「才」這個字與不同的部首組合成「材」、「財」，其意義可以從部首

推測，而其讀音則三個字都相同；「由」這個字與不同的部首組合成「油」、

「柚」、「鈾」，其意義可以從部首推測，而其讀音雖然與原來的字略有變

化，但仍可做為記憶讀音的線索；學會「丁」字也有助於辨認「盯」、「釘」、

「叮」字，因為兩者具有相同的聲旁部件（Ho et al., 1999)。「丁」、「才」、

「由」三個字都是字型簡單筆畫很少、容易辨認的字，而部首的「水」、

「木」、「金」、「目」、「口」等偏旁，也常出現在其他的單字中，使得字的

意義容易被了解，有學者認為這種中文組字的特性，使得中文單字的表聲

的部件知識（聲旁）和字母拼音文字的聲韻覺識有類似的功能，具有讓兒

童拼音讀出該字，進而辨認字詞的效果（Chow, McBride-Chang, Cheung, &

Chow, 2008）。

（二）複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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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詞彙的層次來看，中文具有一字一詞的特色，往往一個字彙就代表

一個詞素，稱為單字詞；但是大多數的中文詞彙都由二個以上的字彙組成

的複合詞，為包含兩個以上詞素的多詞素詞彙（poly-morphemic words）

（Pong, Shu, & Chen, 1997）。某些詞素因為承襲單字的原意，比較容易辨

識，例如：「電腦」及「電視機」各由二個及三個中文單字所組成，而其

中「電」、「腦」、「視」、「機」各對應一詞素。以「電」為例，重複出現在

「電話」、「電扇」、「電器」、「電線」、「電影」等詞彙中，做為名詞的修飾

語，或是在「閃電」、「觸電」等詞中作為名詞，因為仍保有原來的意義，

所以容易解讀（transparent）；有些詞彙的意義與組成詞素的意義完全無關，

例如：「花生」由「花」和「生」兩字組成，無法直接透過詞素的組合來

理解其意義，從詞素覺知的觀點來看，屬於較難解（opaque）的組合詞。

不論詞彙是否容易透過詞素覺知分析，此種將單字重複運用組合形成

新意義的情形，在中文中很常見，而且相較於英文詞彙較容易以詞素分析

辨識拆解。因此，運用詞素分析來進行多詞素詞彙的解碼，進而理解詞彙

意義，中文較英文容易（Hoosain,1992; Nagy & Anderson, 1988）。Shu、

Anderson、和 Zhang（1995）的跨文化研究也顯示：在閱讀中遇到生詞時，

使用中文的兒童較英語的兒童更常在閱讀中運用詞素分析來推測詞彙的

意義。雖然不管是中文或英文，兒童的詞素覺識能力都和詞彙的習得有

關，也會影響閱讀的能力（Ku & Anderson, 2003），但在中文詞彙的學習中，

詞素覺識更具重要性（McBride-Chang, Shu, Zhou, Chun, & Wagner, 2003）。

二、詞素覺識與中文讀寫能力

詞素覺識在中文閱讀學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有系統的研究相較於

英文仍較稀少，國內外研究陸續指出詞素覺識對中文讀寫能力具有特殊的

重要性。例如：Li、Anderson、Nagy 和 Zhang（2001）的研究以400位中

國大陸一年級及四年級兒童為樣本，用結構方程式及階層回歸分析，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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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韻覺識與詞素覺識對中文閱讀能力的影響，結果顯示：聲韻覺識對中文

閱讀固然具有重要性，但詞素覺識比聲韻覺識對中文閱讀能力更具有預測

力。以國小一至三年級學童為對象的本土研究也發現：詞素覺識比起聲韻

覺識和聲調覺識，對於認字能力具有更顯著的預測力（傅淳鈴、黃秀霜，

2000）。

McBride-Chang等人（2003）跨國研究則比較聲韻覺識及詞素覺識對

說中文、韓文、及英語的小學二年級學生閱讀發展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

聲韻覺識能力對英文閱讀能力的發展特別重要；而詞素覺識能力則對中文

的閱讀發展較為重要。從讀寫萌發的觀點來看，在幼兒階段提升兒童的詞

素覺識技巧，對於日後中文詞彙和讀寫能力發展的影響，比起提升聲韻覺

識能力更為重要（Ku & Anderson, 2003; Li, Anderson, Nagy, Zhang, 2001；

McBride-Chang, Shu, Zhou, Chun, & Wagner, 2003）。

近年來，因為讀寫能力的重要性倍受重視，而中文字詞結構具有與詞

素關係密切的特性，詞素覺識與讀寫相關能力的研究也逐漸增多（Chung &

Hu, 2007）。研究以口語的同音異字測驗孩子對詞素的辨識能力，發現詞素

覺識對幼兒的字彙知識（vocabulary knowledge）具有預測力

（McBride-Chang, Wagner, Muse, Chow, & Shu, 2005），也就是說在幼兒階

段，詞素覺知能力越好的孩子，到了學齡階段後字彙的知識也越好。

開始接受正式的讀寫訓練後，年齡較大兒童的詞素覺識仍然和其字彙

能力相關，Ku 和 Anderson（2003）以台灣、美國兩地二年級四年級六年

級的學生為對象，採用了五種測驗來測試詞素覺識能力，比較在兩種不同

語言發展中詞素覺識的影響，結果發現不論是說英文或中文，兒童的詞素

覺識能力隨著語言能力發展，而且在各年齡層都與字彙能力和閱讀能力有

中高程度的相關。

Li、Anderson、Nagy 和 Zhang（2001）以中國大陸小學一年級和四

年學生為對象，結果發現不論是哪個年齡層，閱讀能力較佳的兒童在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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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識測驗的表現較佳，其字彙能力也較好。Wang （1999）採用相同的詞

素測驗測驗台灣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的詞素覺知，同時測驗他們的閱讀

能力和認字能力，結果也發現詞素覺識和閱讀能力、字彙能力的相關性。

還有一些研究採用回歸分析方式探討詞素覺識對讀寫能力的預測

力，例如：Ku 和 Anderson（2003）研究發現低年級兒童的詞素覺識影響

其閱讀能力的發展，尤其是在低年級（小二）時，詞素覺識對閱讀能力有

極高的預測力。McBride-Chang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年齡、

聲韻覺識、和字彙能力的效果之後，對使用中文的幼稚園及小學二年級學

生來說，詞素覺識都是影響認字能力的一個重要的獨立變項。另一研究以

失讀症及閱讀能力正常的兒童相互對照，發現與聲韻覺識、唸名速度、字

彙能力相比，詞素覺識為最具有預測力且一致性最高的影響閱讀因素（Shu,

McBride-Chang, Wu, & Liu, 2006）。

Wu, Anderson, Li, Wu, Zhang, Zheng, Zhu, Shu, Jiang, Chen, Wang Yin,

He, Packard,和 Gaffney 等人（2009）以中國大陸 169 位小學生為研究對象，

進一步從不同年齡階段的研究探討詞素覺識與讀寫能力的關係，結果發現

小學二年級兒童的詞素覺識對其讀寫能力有單向的影響關係，但是到了小

學三年級以上，詞素覺識與讀寫能力則呈現雙向交互影響的關係，也就是

說讀寫能力的發展也會帶動詞素覺識的進步。

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採取介入措施，設計提升兒童的詞素覺知能力的

教學策略，藉此來看詞素覺識能力與讀寫發展的關係。Nagy, Kuo-Kealoha,

Wu, Li, Anderson, & Chen （2002）對中國大陸的小學一年級及四年級學生

實施為期一年的詞素知識介入教學，直接教導詞素的概念及運用詞素圖解

來解讀生字意義的技巧，結果兩個年齡層兒童在之後的讀寫測驗中，都有

顯著的進步。Wu 等人（2009）所進行縱慣性的研究，以兩年的時間對 85

位北京的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實施有系統的詞素覺識教學，內容包括組

成單字的部件知識以及複合詞彙的詞素概念，在這些孩子升上二、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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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分別再測試詞素覺識及讀寫能力，結果發現相較於控制組的兒童，接

受介入教學學生的詞素覺識及讀寫能力均優於控制組的同儕。

還有以幼兒為對象的研究也驗證了提升詞素覺識能力對幼兒認字的

影響。Chung & Hu （2007）以 46 位台灣的學前幼兒為對象，選擇四組配

對的同音異字，包括「風」-「蜂」、「生」-「聲」、「遊」-「油」、以及「新」

-「心」，每個字都在一些複合詞彙中搭配圖片出現，研究人員對幼兒重複

加強這些同音異字的詞素辨識訓練，結果發現，加強詞素覺識能力有助於

幼兒學習這些目標字彙。

Chow 等人（2008）以 50 位在幼稚園就讀第三年的香港幼兒分為四組

進行研究，其中一組兒童參與對話式共讀（dialogic reading）活動，外加

從每本童書選取 5-6 個詞彙的進行複合詞造詞及同音異字辨認訓練，經過

十二週的介入階段後，比起單純參加對話式共讀活動以及參與一般共讀活

動的幼兒，實驗組兒童在中文認字及詞素覺識都有較大的進步；而只參與

對話式共讀活動的幼兒，僅在接受式字彙及閱讀興趣獲得提升。這項研究

除再次肯定親子共讀活動可增進幼兒語言發展，也進一步指出，如果能夠

在共讀活動中增加詞素覺識訓練，對兒童的認字能力發展會有更大的助

益。

綜合上述詞素覺識對中文相關能力影響的研究：（1）詞素覺識與讀寫

能力具有的雙向交互影響關係，了解詞彙的詞素結構有助於生詞的解碼、

意義分析及記憶，可以藉由促進詞素覺識能力提升兒童閱讀能力；而另一

方面，隨著閱讀經驗的增加及語言發展，兒童的詞素覺識也隨之提升。（2）

對學童實施詞素相關訓練，比如說採行同音異字訓練，不需直接教導文

字，即有助於提升閱讀能力（Fu & Huang, 2000）。

三、詞素覺識的發展

早期英文的研究即發現：年幼的學前兒童在口語階段，已發展出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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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過去式等變形字的詞素覺識（Berko,1958），研究以假字測試幼兒複數的

概念，實驗人員給幼兒看一張畫有類似一隻鳥的圖片，問幼兒：This is a wug.

Now there is another one. There are two of them. There are two ____.，發現幼

兒已能正確的回答”wugs”，可見學前幼兒已學習到名詞複數須加”s “的概

念，在動詞的過去式須加”ed”的部份，幼兒也同樣有運用詞素的能力，因

此會在日常對話中聽到幼兒因將規則過度類化，而說出 ”goed”、“eated”

或”mans”、”foots”等錯誤詞彙的情形（Marcus, Pinker, Ullman, Hollander,

Rosen & Xu, 1992），這正顯示四歲以前幼兒對於母語中詞素的變化型式

的覺知，所以能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談以及實驗的假字測驗中表現其能力。

隨著語言能力快速發展，再加上開始接受正式的讀寫課程，像英文複

數及過去式等詞素變化型式的基本規則，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童多已發展

完備。之後，隨讀寫經驗的拓展，詞素覺識能力也逐漸提升，小學四年級

生已具有解讀字根和字尾變化的知識，例如在實驗中出現”humanist”的詞

彙，兒童便可由字尾的”ist”推論該字彙為研究人的人（someone who studies

human）（Anglin,1993; Carlisle,2000）；而且年級越高，藉由詞素覺識能力

來判斷生詞的準確性也越好（Tyler & Nagy, 1989）。

除了英文之外，Berko（1958）的假字測驗概念被其他字母拼音的語言

研究引用，包含俄文（Bogoyavlenskii, 1973）、土耳其語（Fowler, Teldman,

Andjelkovic & Oney, 2003）、法文（Casalis & Louis-Alexandre,2000）都有

類似發現：詞素覺識在正式的讀寫經驗之前已開始發展，也就是在幼兒發

展母語的口語能力時，就同時開始萌發此項與學習母語密切相關的後設語

言（metalinguistic）覺知。

綜上，以字母拼音的語言如英文、俄文、法文等語文，詞素覺識都在

幼兒口語階段已發展，而以中文為母語的幼兒的詞素覺知是否有同樣的發

展趨勢呢？由於不是每種語言都可以像英文一樣可以直接從幼兒談話中

得知其詞素覺識發展情形，中文的詞素研究如果沒有適當的測驗工具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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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較早的研究都是以學齡階段兒童為主（Shu & Anderson, 1997;

Wang,1999），研究結果發現中文兒童的詞素覺識發展和英文類似，小學一

年級的學生詞素覺知的能力很有限，一直到三年級以上，隨著讀寫的經驗

增加而顯著發展，不過其評量詞素覺識能力偏重於書寫文字的測驗，缺乏

讀寫經驗的一年級生的詞素覺知可能因而被低估。

近期一些研究轉而評量口語的詞素覺識能力，同時將研究對象擴展到

幼兒，結果發現：排除了讀寫經驗產生的影響，在口語發展階段，即使完

全不認得書寫文字的幼兒，在口語的詞彙中已發展對中文詞素的覺知，其

詞素覺知能力可以在對同音異字的辨識中被發現。由於中文字非字母組

成，通常一個單字代表一個詞素意義，在口語的發音中對應一個音節，而

在書寫文字中對應一個單字。在中文中約有超過7000個單字（Li et al.,

2002），但這些字卻只有1300種不同的讀音（Chao, 1976），一個中文的音

節可能代表許多不同的詞素，但一個書寫的單字幾乎都對應一個詞素，而

有許多同音異字、同音異義的情形，所以，詞素概念在口語中比起在書寫

文字中較不明顯，無法像英文從幼兒口語的言談中發現字詞的變化型態來

判斷幼兒的詞素覺識發展，但可以藉區別同音異義的方式來分析，如果幼

兒知道口語的「綿羊」、「羊毛」的「羊」具有相同的詞素意義，但和「陽

光」、「太陽」的「陽」不同，表示詞素覺知已在口語詞彙中萌發。因此，

香港（McBride-Chang et al., 2003）和台灣（Chung ＆ Hu, 2007）兩地學

者都以此概念編製同音異字詞素測驗，配合圖卡的使用，來探究幼兒的詞

素覺知，發現詞素覺識在幼兒階段透過口語的詞彙知識已開始萌發。

McBride-Chang等人（2003）研究進一步探究幼兒詞素覺識與認字能

力的關係，發現兩者有顯著的正相關。Chung 和 Hu（2007）的研究則發

現透過同音異字詞素訓練，可以增進幼兒對這些字彙的辨識能力。

大體而言，詞素覺識隨著年齡和語言能力發展，在幼兒階段，詞素覺

識影響口語的詞彙能力、認字及讀寫萌發；到達學齡階段之後，隨著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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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擴充，詞素覺識持續影響詞彙及讀寫能力，而與這些能力交互影

響，當詞彙增加、讀寫經驗擴充，詞素覺識也隨之鞏固。

四、詞素覺識的評估

（一）一般詞素覺識測驗

研究詞素覺識大多以研發測驗工具來進行評估，也有少數採自然觀察

方式，藉由分析在日常情境中幼兒的談話語料來驗證詞素覺識的發展情形

（Berman, 1981; Marcus, Pinker, Ullman, & Hollander, 1992）。早期 Berko

（1958）的經典研究以假字如前述”wug””zib”測試幼兒對複數形式加 s 及

從事某種工作的人加 er 的概念，著重在幼兒是否覺知某些詞彙中詞素的變

化型式。其後，陸續有許多研究因應需要編製單項英文的詞素覺知測驗，

Ku 和 Anderson （2003）以及 Wu 等人（2009）的研究，有系統的整合

各種形式的測驗，同時發展出包括詞素覺知、詞素辨識、詞素詮釋、假字

判斷、以及字彙選擇等測驗，用以測量說中文和英文兒童的詞素覺識能

力。晚近有不少中文的研究，基於中文的特殊性又增加了部件及造詞等測

驗。歸納說明如下：

1. 詞素覺知（Recognize Morphemes Test）

以 20 組字彙測試學生是否了解單字和複合詞彙的關係，受試者必須

判斷第二詞是否由第一個字衍生而來，例如：中文的書（book）和書架

（bookshelf），英文的 teach 和 teacher，20 組字彙均是兒童熟悉的口語詞

彙，由施測人員依序念出單字和詞彙，兒童只需回答是或不是，即可做答。

2. 詞素辨識（Discriminate Morphemes Test）

此測驗是為了測試兒童能否了解某個字在較複雜的複合詞中可能具

有不同的意義，題目包含 20 組詞彙，每組均有三個包含同一個字的詞，

其中兩個詞中字的意義相同，另一個則有不同的意義，兒童必須圈出與其

他兩者意義不同的詞，例如英文的 classroom、bedroom、mushroom，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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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的商品、商店、商量，建設、健康、健壯其中的 mushroom 中的”room”

和商量的「商」即與其他兩個詞彙的意義不同。

3. 詞素詮釋（Select Interpretations）

為檢測兒童能否將組合字和複合詞的詞素知識延伸運用，正確判斷出

不常出現的低頻衍生詞（low-frequency）之意義，題目採選擇題的方式，

共有十六題，例如：「射手」是（1）舉起手把箭射出去（2）一個很會射

箭的人（3）射到很遠的地方去（4）手被箭射傷了；「簡化」是（1）慢慢

地變化（2）非常簡單明白的（3）把複雜變簡單；英文的例題是rebuild:(1)

to build a house with bricks, (2) a man whose job is to build houses,(3) a tall

building, and (4) to build again。回答第一題兒童必須了解「手」在中文詞彙

中，用以表示精通某種技巧的人，而在英文的部份，要能拆解字首添加的

re及build兩字的意義，才能正確回答題目。所選取的英文及中文詞彙為兩

種語言中低於百萬分之五出現率的低頻字。

4. 假詞判斷（Judge Pseudowords Test）

為了判斷兒童對組字規則的了解，分別運用複合字、衍生詞變形字規

則製造可能與不可能出現的假詞彙，讓受試兒童判斷該詞彙是否可能存

在，例如中文的假詞「猛健」、「命學」符合組字規則但卻非真實存在的辭

彙，對這些詞彙兒童若回答可能存在，即可得分，而如「書清」、「沙者」

等假詞則不符合組字原則；英文的部份如cowhouse、heartful等為符合衍生

詞規則的假字，mansmall、muchable則為規則錯誤的複合字。

5. 詞彙選擇（Select Vocabulary Test）

中英文測驗各包含 100 個詞彙，其中包含高低頻率的字，小孩只需回

答她們知不知道該詞彙的意思即可。為了控制猜測答對的情形，其中包括

假字判斷測驗中的詞彙，若兒童選擇到假字則需倒扣分數。

6. 部件意義測驗（Radical Meaning Judgment Test）

主要用於測驗中文組合字中表意部份的部件知識，例如：海__會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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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游泳，四個題項為（1）歐（2）毆（3）嘔（4）鷗。此例題中，答案

的四個字完全由兒童不認識的字組成，但他們可運用部件的概念來解題，

若兒童知道「鳥」這個部件的意義，即可順利的解答。

Leung 和& Ho （2005）以及 Tong 和 McBride-Chang （2010）都採用

以假字搭配圖片測驗兒童表意部件的知識，例如用「魚史」字搭配西瓜、花、

蜻蜓和魚的圖卡，要研究對象從中選擇一張適合代表這個字分類的圖片，

若孩子選擇魚的圖卡即表示具有對「魚」這個語意部件的知識。這些測驗

關注的書寫文字的部件知識，必須在兒童具備一定程度的識字能力才能適

用。

7. 造詞測驗（Make Words Test）

運用中文單字可以與其他字組合成意義不同詞彙的特性，如「書」

這個字可以組合成「書本」、「書桌」、「書架」、「書包」「讀書」、「念書」，

又如「月」字可以組合成「月光」、「月曆」、「月餅」、「五月」....等詞，測

驗要求兒童針對這些熟悉的單字儘可能的造詞。

以上這些詞素覺識測驗由於大都以印刷文字的方式呈現，多用於小學

以上、具有一定認字能力和讀寫經驗的兒童，對於學前階段的幼兒較不適

合。

（二）適合幼兒的口語詞素測驗

只發展出口語的語言能力、還沒有累積閱讀經驗的幼兒是否也具有詞

素覺識？倘若只能從讀寫能力的相關測驗中推測詞素覺識的重要性，很難

認定是詞素覺識促進了讀寫能力的發展，或是讀寫能力產生詞素覺識，若

能在幼兒還缺乏文字經驗的口語階段，探討詞素覺知能力的發展，可以更

全面的了解語言發展的全貌，並且及早給予支持促進讀寫萌發。由於不是

每種語言都可以像英文一樣直接從幼兒談話中得知其詞素覺識發展情

形，一些研究（Casalis & Louis-Alexandre, 2000; McBride-Chang, et al., 2003）

嘗試下探研究對象的年齡，結果發現幼兒並非缺乏詞素覺識能力，而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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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測驗工具造成的限制。若使用書寫文字的辨識及閱讀有關的詞素覺識測

驗工具，無法適用於幼兒，因此，採用圖片搭配口語的方式來探究幼兒的

詞素覺識能力。

過去多數中文的詞素覺識研究都將焦點集中於書寫文字的部分，探討

詞素覺識與印刷文字辨識、閱讀和書寫能力發展的關係。然而也因為中文

有許多同音異字，在口語表達的詞彙中，同音的字彙很多，但意義卻不同。

若使用同音異字的詞彙來測驗詞素覺識，看孩子能否區辨其差異，反而可

以排除聲韻的影響，容易區辨詞素覺識能力的發展情形，所以，新近有關

幼兒的中文詞素覺識研究都以同音異字的概念搭配圖片來測驗詞素覺識。

Li 等人（2002）先給兒童看同音異字的字卡，例如：心和新，解釋前

者的「心」可以用在心臟、心跳；後者的「新」則可用於新年、新書，然

後實驗者提出由這兩個字組成的詞彙測驗，所有詞彙均為口語常用的用

詞，但其書寫文字對兒童來說是陌生的，例如「新聞」，要求兒童從「心」

和「新」兩個字中選出正確的ㄒㄧㄣ字。另一項任務採取口語測驗方式，

唸出三組有同音字的詞彙，要兒童從中選出與其他兩個不同的字，如聽到

「紅茶」、「綠茶」、「檢查」時，兒童必須判斷出檢查的「查」和其他兩詞

彙中「茶」的不同。

McBride-Chang 等人（2003）的研究運用同音異字詞彙的圖卡為測驗

工具，例如：拿出一組「籃」球、「藍」色、「男」孩的圖片，先由實驗人

員讀一遍，然後拿出一「男女」的圖片，讀出詞彙發音後，要兒童從三張

圖片中選一張他認為有與關鍵字相同詞素意義的圖卡，由於這三個字的廣

東話發音相同，但意義不同，若兒童能正確的選出圖卡，表示能覺察三個

字的詞素意義。研究以香港的幼稚園及小學二年級兒童為對象，結果發現

幼稚園兒童已發展出詞素辨認及詞素建構的概念，而小學二年級的兒童兩

項詞素覺識測驗表現都優於幼兒，顯示詞素覺識隨語言能力發展的趨勢。

Chung 和 Hu（2007）採用類似的概念，研究以台灣的幼稚園兒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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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同樣以口語方式進行測驗，例如，當實驗人員拿出「飯店」、「電燈」、

「電視」三張圖片中，讀出詞彙的讀音後，要求三歲多的幼兒從中挑選和

其他兩個不同的「ㄉㄧㄢˋ」。

以下進一步說明上述適合評量中文幼兒的詞素覺識測驗：

1. 同音異字詞素指認測驗（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est）

如前述 McBride-Chang 等人（2003）及 Li 等人（2002）為了解年紀較

小的幼兒的詞素覺識發展情況，採用圖片搭配口語的方式用同音異字來探

究幼兒的詞素覺識能力。Chung & Hu（2007）的研究也是以類似的概念設

計題項，她們採用圖片的形式，設計了 32 組題目，每題包含三個辭彙，

其中有兩個有相同的詞素，例如：給孩子看飛機和公雞的圖片，同時以口

語呈現圖片的內容，接著拿出第三張雞蛋的圖片，讀出雞蛋後，要孩子從

前一組圖片中選出哪一張才有和雞蛋的一樣的「雞」。題項主要參考學前

階段幼兒常用字彙（Hsu，1987），從中選字；還有一部份來自兒童的故事

書，選定後交由五位幼教老師評估，若有兩位老師認為非幼兒口語常用字

彙則予以刪除。在編製題目時同時兼顧詞素語意的轉換與否以及出現的位

置兩個因素，較難及較簡單的題目各佔一半，例如：公車、公園、功課一

組題目，「ㄍㄨㄥ」的讀音都出現在第一個字，而電視、商店、閃電中的

「ㄉㄧㄢˋ」出現在不同位置。

2. 詞素建構測驗（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 Test）

McBride-Chang 等人（2003）認為中文的詞素覺識能力除了表現在辨

識詞彙中詞素的異同外，還表現在組合詞的造詞能力中，因此不僅研發上

述適合幼兒的口語詞彙的同音異字的詞素覺識測驗，還編製了二十個題項

的詞素建構測驗，由施測者以口語的方式提問，例題為：我們早上看到太

陽出來了，叫它「日出」；那麼晚上看到月亮出來了，要叫它什麼？為了

讓幼兒較容易理解，其中較抽象情境的九題搭配圖片呈現，鼓勵幼兒用詞

彙命名所看到的圖片，其餘的十一題則完全用口語表達，測驗的內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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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信度為.84。

由於 McBride-Chang 等人所使用的測驗題組是根據廣東話的發音來設

計，並不適用於使用普通話的台灣兒童，Chung & Hu （2007）的研究以

台灣的幼兒為對象，所用的題項較適合本研究。

五、提升詞素覺識的策略

（一）教導字彙部件知識

研究認為要提升中文詞素覺識，可以從字形、音、義三個部分教導複

合字的部件知識（Wu et al., 2009; Nagy et al., 2002）。中文複合字中出現表

音的聲旁和表意的意旁，都可用來拆解延伸，使孩子建立部件的知識概

念，如在閱讀中出現「財」這個生字，可引導孩子注意它是由「貝」及「才」

兩個字組合而成，並解釋由於古代以貝殼作為錢幣的情形，增強兒童對於

「財」字意義的了解；而其讀音為ㄘㄞˊ 與其右半邊部件的「才」相同，

甚至可延伸教導讀音相同的「材」或教導其他以「貝」為部首的字。

（二）複合詞造詞活動

以單字延伸教導兒童相關的複合詞（Wu et al., 2009），如上述「書本」、

「書包」、「書桌」等複合詞彙均由「書」字與其他單字組合而成，當在故

事中出現「書」這個字時，即可延伸說明其他由該字組成的詞彙，藉此增

強字義的了解與記憶。

Chow 等人（2008）研究中依據十二本共讀的童書內容，選定每本書

中 4-6 個詞彙，編製成詞素覺識及同音異字的訓練圖片教材，要求家長在

共讀完童書後，以所附的教材和幼兒進行延伸訓練。在詞素覺識訓練部

分，例如：一本故事書中講述農夫要努力拔出一棵「蘿蔔王」的故事，所

附的詞素訓練教材中有一棵巨大的蘿蔔圖片，家長對幼兒解釋完蘿蔔因為

特別大，所以被稱為蘿蔔王，然後取出其他如特別大的西瓜、葡萄、冰棒

等的圖片，要求幼兒依同樣的概念來命名這些圖片為「西瓜王」、「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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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冰棒王」……等等。

（三）同音異字的訓練

在同音異字訓練部分，Chow 等人（2008）搭配童書內容，選定目標

字彙，平均每本故事選擇 5-6 個，附上相關同音異字的一組圖片，比方說

書中描述一隻小羊找媽媽的故事，以小羊的「羊」字為目標字彙，另附上

「太陽」、「海洋」的圖卡，父母必須解釋三個「ㄧㄤˊ」字雖然讀音相同，

但意義完全不同，之後另外拿出「陽光」、「羊毛」等圖卡，與孩子進行配

對活動，練習將「小羊」與「羊毛」，「太陽」與「陽光」的圖卡配對，整

個訓練總共有六十七個項目。

Chung 和 Hu（2007）在研究中教導 46 位台灣的幼兒四組配對的同音

異字，包括「風」-「蜂」、「生」-「聲」、「遊」-「油」、以及「新」-「心」，

每個字搭配相關圖片及詞彙，如「風」字使用「風車」、「颱風」、「風鈴」、

「北風」；「蜂」則用「蜜蜂」、「黃蜂」、「蜂后」、「蜂巢」等，均有圖片配

上文字，由實驗人員解說教導，並刻意向兒童說明這兩個字為同音異字的

概念，每組字彙經過 12 次教導後，在測驗階段，分別以「蜂」和「風」

的字卡及只有圖形的卡片，測驗幼兒是否能在兩個字彙中挑選正確的字對

應到圖片的詞彙，例如：測驗幼兒是否能辨識「蜂」字，取出「黃蜂」的

圖片，要孩子從「蜂」和「風」的字卡選出適合的字。研究結果發現幼兒

對於對這四組同音異字的辨識能力均獲得提升。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對幼兒來說，單獨採用同音異字詞素覺知訓練

或者配合共讀童書活動來做延伸的詞素加強訓練，都可以達到提升詞素覺

識能力的目的，而對認字產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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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

一、 共讀童書策略的研究

過去研究帶領幼兒共讀童書多在自然的情境下觀察、記錄母親在親子

共讀時與孩子的互動，研究發現母親如同在其他的語言互動情境，在共讀

時會自然地依據孩子的語言能力調整互動方式，隨著孩子年齡增長，使用

的語言複雜度增高，引導的方式也不同。DeLoache 和 DeMendoza（1987）

分析母親與 12、15、18 個月大的幼兒共讀圖畫書的引導方式，發現母親

帶領 12 個月大的幼兒共讀時，主要和幼兒一起進行物品的命名；對 18 個

月大的幼兒，會說明物品名稱以外的其他屬性，也會提出較多的問題。

Senechal、Cornell 和 Broda（1995）的研究發現：母親在帶領在幼兒 17 個

月大時共讀時，會常使用一些提示的話語引起幼兒的注意，花許多時間來

說明書中圖畫的內容，而當幼兒 27 至 29 個月大時，母親則會增加對幼

兒的提問。

國內學者金瑞芝（2000）比較三歲和五歲組親子共讀的研究也發現兩

組母親的引導方式有差異。大部分三歲組的母親會先與幼兒討論封面的角

色、物體名稱、功能、場所、行為，當確認幼兒知道後才開始說故事。說

故事時，多以圖為中心，省略許多細節，很少依照文本語句述說故事。此

外，三歲組的母親最常帶幼兒對主角評論，且先將自己的觀點說出，再以

附加問句，例如「對不對」「有沒有」與幼兒確認。五歲組的母親傾向逐

字敘述文本來說故事，先按照文本語句講述故事，再與幼兒討論詞句與情

節意義。而且五歲組的母親會以問問題的方式要幼兒判斷主角的意圖或想

法。當幼兒的評論與故事有所出入時，母親會繼續提問來引導幼兒說出正

確的評論，或是直接更正來帶出正確反應。

Lawrence 和 Shipley（1996）比較高社經家庭的母親和低社經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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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親子共讀方式，發現在與孩子互動時，高社經家庭的母親在帶領共

讀時使用的詞彙較為豐富，提出較多的問題，而且對孩子的問題比較有反

應，也比較少以命令的口氣對孩子說話，為孩子的語言能力發展帶來較佳

的效果，反之，低社經家庭母親的詞彙類型和對孩子問題的回應都比較

少，共讀童書促進語言能力發展的效果也有限。

為了增進共讀童書的效益，實證研究陸續建議多種成人帶領幼兒共讀

的策略，彙整如下：

（一）對話式共讀

在一般的情況下，大人與幼兒共讀時，多由成人主導，包括拿書、翻

頁、問問題等都由成人負責。幼兒受限於語言能力，只能被動的接收訊息，

在成為獨立閱讀者以前，幼兒在共讀活動中多扮演被動的「聽者」角色，

成人則扮演著主動的讀者角色（張鑑如、林佳慧，2006；Whitehurst et al.,

1988）。對話式共讀就是要經由成人的提問和引導，改變孩子在共讀中的

被動角色，讓孩子逐步增加參與共讀中的談話。

對話式共讀強調父母在帶領孩子共讀圖畫書時，不能只是單向的要求

兒童被動的聽自己講述故事，應運用對話回饋和討論互動的方式，邊說故

事邊針對故事角色、情節做提問，可以用開放式的問題（open-ended

questions）要孩子預測情節的發展、或者搭配故事內容和孩子進行生活經

驗的延伸討論，比起照本宣科式的單純說故事，這種共讀引領策略可以產

生密切的親子語言互動，提供孩子較多的語言刺激，形成促進語言能力發

展的鷹架，對提升兒童的語言能力，特別是對詞彙能力的提昇有很好的效

果（Whitehurst et al., 1988; Sénéchal, Thomas, & Monker, 1995）。在中文的

研究部份，Chow（2008）等人以香港地區5歲左右的幼兒為研究對象，採

用對話式的共讀引導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結果發現參與對話式共讀的

幼兒較一般說故事活動的幼兒，不但接受性字彙的能力進步，閱讀興趣也

獲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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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使用對話式共讀可以提昇兒童詞彙能力，進而培養閱讀能力，

所以此種共讀方式經常被採用做為特殊需求或低社經兒童的介入策略，其

成效也在許多實證研究中得到驗證（e.g., Arnold, Lonigan, Whitehurst, &

Epstein, 1994; Crain-Thoreson & Dale, 1999; Dale, Crain-Thoreson,

Notari-Suverson, & Cole, 1996; Fung, Chow, & McBride-Chang, 2005;

Whitehurst & Lonigan, 1998; Whitehurst, Epstein, Angell, Payne, Grone, &

Fischel, 1994; Whitehurst, Zevenbergen, Grone, Schultz, Velting, & Fischel,

1999）。不過，深入探究對話式的共讀對讀寫萌發的影響，發現成人採用

對話式共讀帶領幼兒共讀童書時，如果沒有特別指引幼兒注意文字或針對

文字部分引導討論，共讀雖然能增進幼兒詞彙等語言能力，但是對於讀寫

能力只能產生間接的效益，藉由口語能力所提供的鷹架作用，間接促進了

字彙能力的發展（Sénéchal , LeFevre, Thomas, ＆ Daley, 1998;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有研究（Evans et al., 2000）因此認為採用此種方式共讀

對幼兒讀寫能力並沒有直接的效果，必須在共讀對話時針對文字的討論和

對話，才會對幼兒讀寫能力更有幫助。

（二）去脈絡化的語言技巧（decontextualized language skill）

在深入探討對話式共讀的技巧後研究發現：即使同樣用對話式的共讀

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父母親提問和討論的內容也會對共讀的效果產生影

響。美國在90年代推動幼教計畫（Early Childhood Project），以長期縱貫性

的研究探討不同社經、文化對父母教養子女的影響，弱勢族群或低社經家

庭中父母和子女的共讀情形也備受關注。有些研究從親子共讀時父母的言

談內容分析，比較在自然情境下父母親帶領共讀的言談類型的差異，發現

有些父母在帶領共讀時討論和提問都是以書本上所見的資訊為主，舉例來

說父母會在共讀時指著圖片要求孩子命名（例如:手指蘋果問這是什麼?）、

詢問故事內容情節的問題（例如：他一共吃了幾個蘋果?）、要孩子說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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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某件事物的屬性（問：小紅帽的帽子是什麼顏色?）等等，母親經常問

孩子「這是什麼？」「這有幾個？」「這是什麼顏色？」這類問題，引導

孩子回答和參與討論。由於這些問題屬於困難度較低的問題，而且內容局

限於眼前或書本立即可見的即時即地話語（immediate talk），被歸類為低

程度/低要求的共讀談話策略（low-level/ low-demand strategy）（Beals & De

Temple, 1992）。

相對於即時即地的語言，一些父母則會在共讀時引導孩子評論故事內

容、推論故事劇情發展、分析故事人物的動機、說明解釋與故事相關的知

識、連結幼兒過去的生活經驗和故事、進行文本與文本連結，或者針對字

形，字義與字音等引發孩子參與討論，這些話語內容無法依靠書本提供的

資訊或當下情境作指涉和表達，需要去脈絡化的語言技巧，為非即時及

地、與童書文本脈絡無關的語言技巧，這種去脈絡化的語言與讀寫能力密

切相關（Snow, 1991），父母若在共讀能引導兒童出現較多非即時即地的

語言和討論，被歸類為採用高程度/高要求策略（high-level/ high-demand

strategy）與孩子互動（Beals, De Temple, Tabors, & Snow, 1991；Beals & De

Temple, 1992），對語言發展較有幫助。

研究發現低社經家庭的父母在共讀時與孩子間的言談內容多以即時

即地語言的討論為主（張鑑如、林佳慧，2006；Baker, Mackler, Sonnenschein,

& Serpell, 2001）所以在針對低社經弱勢家庭兒童的介入方案中會建議以去

脈絡化的語言技巧來引領幼兒共讀。

（三）直接教導策略（explicit strategy）

在 Sénéchal 和 LeFevre（2002）所進行的五年期的縱貫研究中追蹤 168

位中、高社經家庭的幼兒，從 4-5 歲幼稚園階段起，先前測他們的接受性

語言能力、聲韻覺識、印刷文字概念、及智力測驗，之後分別在小學一年

級及三年級時進行認字及閱讀測驗，為了解成長期間父母在家庭中提供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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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讀寫經驗產生的影響，同時調查父母進行親子共讀（exposure to

storybooks）及教導孩子識字活動（exposure to print）的頻率。為了避免一

般問卷調查由父母親主觀認定的偏誤，還將常見的幼兒童書列表，要家長

勾選他們曾經和孩子一起讀過的繪本，其中刻意設計了 20 本虛構的童書，

告知家長避免無謂的猜測，要正確的回答，以此形成親子共讀頻率這個變

項的指標；在教導孩子識字的頻率部份，則從常見的童書中選取 37 張插

畫，要孩子回答父母是否帶領他們看過這本書，若是看過的話，要孩子說

出這本童書的書名。資料經由相關及階層回歸分析後，結果發現父母帶領

幼兒親子共讀活動的情形只和孩子的詞彙及口語的理解能力有關，而這兩

項能力和小學三年級時的閱讀能力相關；至於父母在共讀時教導孩子識字

的情形，和幼兒的字母知識、拼字、文字解碼技巧則有顯著的相關，而且

這些技巧對一年級時的識字力和三年級的閱讀能力都具有預測力。此研究

透過嚴謹的研究控制和長期追蹤的實證，分析幼兒時期共讀童書影響日後

閱讀能力的路徑，建議若要提昇幼兒讀寫能力，應在共讀時採取直接教導

文字的方式，才算提供孩子正式的閱讀經驗。

為了探究如何在共讀時採行直接教導策略，一些研究以眼動儀追蹤記

錄幼兒與母親共讀時的眼睛運動，結果發現由於適合幼兒閱讀的童書多以

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相較於印刷文字，色彩鮮明的圖畫比較容易引發幼

兒的注意，共讀時主要的視線焦點多在圖畫（Evans & Saint-Aubin, 2005;

Evans et al., 2008; Justice, et al., 2005; Roy-Charland et al., 2007）。即使父母

或老師帶領閱讀時採用對話式共讀策略，但談論的內容多集中討論圖畫、

預測情節、或加入和幼兒生活有關的討論，很少針對文字（Evans et al., 2000;

Kaderavek & Sulzby, 1998; Ortiz, Stowe,& Arnold, 2001），幼兒因為完全不認

識印刷文字或識字能力有限，極少會主動將目光焦點注意在印刷文字，這

樣的共讀活動只能算是提供間接、非正式（Ezell & Justice, 2000; Lovelac ＆

Stewart, 2007; Sénéchal , LeFevre, Thomas, & Daley, 1998; Sénéch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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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vre, 2002）的閱讀經驗。真正的閱讀必須針對「文字」來進行，需仰

賴成人採用引導注意印刷文字的共讀方式，使幼兒注意文字，因此建議採

用一些能引導幼兒注意文字的口語和非口語策略（Ezell & Justice, 2000;

Justice & Enzell, 2000; Justice & Enzell, 2004; Justice, Pullen, & Pence, 2008;

Justice et al., 2009）來帶領共讀。

（四）指讀及命名（pointing and labeling to the print）

Evans 等人（2008）以「指讀及命名」和「純粹唸讀」方式，研究 3-5

歲幼兒在兩種共讀方式引導下的差異，結果發現在純粹唸讀的帶領下進行

閱讀活動，幼兒注意到印刷文字的時間不到全部活動時間的百分之二；若

採用指讀命名的方式選取一些目標字彙，在帶領共讀時以手指指讀詞彙並

加以命名，介入活動後三個年齡層的幼兒注視文字的時間都有顯著增加，

其中四歲組的孩子在隨後的文字識別測驗中，比純粹唸讀組幼兒有較顯著

較好的表現。

研究結論建議在共讀時可從頭開始逐字指讀文字，讓孩子熟悉文字橫

向從左到右或直寫由右到左、上到下的閱讀慣例，增進幼兒文字覺識，並

且在共讀時穿插一些對字彙的「命名」，指出某個字彙，向孩子說明「這

個就是○○的字、這個字唸作○○」，培養幼兒對文字功能和形式的基本

瞭解。

（五）指讀及文字討論（pointing and discussing about print）

Ezell 和 Justice（2000）的研究發現：進行共讀活動時，只有在成人談

論到文字時，幼兒才會出現對文字的關注，因此研究建議成人在帶領幼兒

閱讀時，要多以提問問題或評論印刷文字的方式來引導孩子互動，才能鼓

勵孩子有同樣的回應。成人可用提問的方式，問孩子有沒有看過這個字？

或者也可以評論字詞的差異，例如說明：「這就是狗狗和貓的字，你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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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有沒有一樣的地方？」等，藉此引發孩子對書寫文字的興趣和關注，

並增進孩子參與討論的機會。

另一項研究比較幼兒在文字討論、逐字指讀、純粹唸讀、圖畫討論四

種不同共讀引導方式下視覺注意力的情況（Justice et al., 2008），研究結果

發現：幼兒在前兩種共讀引導方式下，視線注意文字的時間明顯高於後面

兩種共讀情境，因此建議可將逐字指讀與文字討論兩種搭配使用。研究者

在近期的實驗研究中（Justice et al., 2009），以「指讀及文字討論」共讀策

略為 106 位弱勢家庭幼兒進行共讀童書介入活動，由幼稚園教師分別採用

文字指引方式和一般的方式帶領兩組幼兒共讀童書 20 本童書，結果發現

「指讀及文字討論」的共讀策略，在短期內就對弱勢幼兒之整體印刷文字

概念、字母知識、及聽寫測驗成績產生中度以上的提升效果，一般對話式

共讀策略帶領下的兒童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在共讀進行指讀及文字討論時特別針對某些詞彙加以說明，可以讓幼

兒透過整體記憶來配對認字，Evans 等人（2008）用眼動儀紀錄幼兒在共

讀時眼光注視的焦點，發現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可以引導幼兒注意

文字，明顯延長他們閱讀文字的時間，而對某些目標詞彙加強說明和重複

討論、提問，使幼兒在事後的辨認目標詞彙測驗中有較好的表現。國內研

究（陳惠茹、張鑑如，付印中）採用「指讀及文字討論」的方式帶領幼兒

閱讀童書，選定童書中六個目標字彙，在共讀時對幼兒強調其形、音、義，

經過五次共讀活動後，發現幼兒辨認這些詞彙的能力和參與「純粹唸讀」、

「指讀加命名」兩組的兒童有顯著差異

如 Levy 等人（2006）的研究建議所言：幼兒在共讀活動中的「文字

閱讀」才是關鍵，例如：成人有沒有和孩子討論文字的組成、有無引領幼

兒瞭解文字的書寫慣例等，是影響共讀成效的主要因素。成人對文字加以

指引和討論，引導幼兒注意文字視覺線索和拼寫等巧，直接增進幼兒的文

字知識，成為讀寫萌發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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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述各種共讀策略的研究討論，成人帶領幼兒共讀童書的方式及

其效益，從對話式共讀開始，到建議加入去脈絡化的語言技巧、直接教導

文字、「指讀及命名」、「指讀及文字討論」等共讀策略的提出，研究趨勢

從過去強調藉童書共讀提升幼兒口語語言能力、培養閱讀習慣，逐漸轉而

強調以文字而非故事內容和親子互動為重點，期望擴大共讀童書的效益，

藉由共讀童書增進幼兒的讀寫相關能力，具有統整性的共讀童書「文字指

引策略」概念也因而被提出。

二、文字指引策略（print referencing strategies）

綜合上述直接教導、指讀命名及指讀討論的概念，研究提出以印刷文

字指引為主的共讀策略，認為成人在帶領共讀時應該採用指讀（非口語）

和口語引導方式引領孩子在共讀時注意印刷文字，還可以直接教導文字和

閱讀的概念、字母知識等（Justice ＆ Ezell, 2004）。

文字指引策略主要包括口語或非口語提示兩部份。口語的文字指引策

略包括評論文字、要求指認文字、提問有關文字的問題；非口語的文字指

引策略則是在閱讀時手指文字或逐字指讀。在帶領幼兒進行童書共讀活動

時相關的技巧運用舉例如下表2-5-1。

文字指引策略適用於一對一、小團體或全班的共讀活動，幼教老師或

家長都可以參考運用於幼稚園的故事時間或家中的親子共讀。對於老師或

家長如何運用文字指引策略來帶領共讀，美國編制的指導手冊提出了幾項

對成人的建議，使共讀更有益於幼兒（Preschool Curriculum Evaluation

Research Consortium, 2008）。首先，文字指引策略的目標是在成人的協助

下，提昇孩子還不熟悉的文字型式、性質和功能的覺知，指引的內容不應

太難或太過簡單，這必須仰賴成人對幼兒語言能力的瞭解以及靈活調整策

略的能力，例如，對那些還沒有口語能力的嬰兒，可以逐字指讀並對書上

一些字母和簡單字做評論；對於已經會數數或正在學習字母的小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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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孩子數數看童書某一頁上的字數，或請她們從段落中找出某個字母。

成人應配合幼兒的能力和需要，採用不同層次的文字指引策略。其次，共

讀時加入文字指引必須同時兼顧流暢性及趣味性，避免在不當的時機插入

文字的討論和問題，提問及討論文字時要以趣味的方式進行，且一本書最

好只選擇三至五個字彙，以免過多的指導讓幼兒喪失共讀的樂趣。並舉行

幼教教師的研習，希望藉由這種共讀策略的訓練和推廣，讓幼稚園的童書

共讀課程能更具效益。

表2-5-1 文字指引策略技巧

文字指引技巧 文字指引類型 指引行為舉例

評論文字(Comments

about print)
口語

1.「這一頁有三個字。」

2.「這裡面有一個 B，就

像 Ben 的名字的 B」

提出有關文字的要求

(Requests about print)
口語

1.我們邊唸邊碰這些字

2.數數看這頁有幾個字

提出有關文字的問題

(Questions about print)
口語

1.這一頁應該從哪裡開

始唸?

2.你可以幫忙找到 G 在

哪裡嗎?

手指文字(Pointing to

print)
非口語動作

1.手指文字

2.手指圖畫中人物的對

話泡泡

逐字指讀(Tracking print) 非口語動作 邊唸邊逐字手指文字

資料來源：出自 Justice & Ezell（200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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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以此種策略進行的短期共讀童書活動，可以使幼兒的印刷文字概

念和字母知識都獲得提升（Justice & Kaderavek, 2002; Lovelace & Stewart,

2007），而且不僅只有短期的效果，可以持續到六個月之後（Neuman,

1999）。若是在家庭中父母長期以此種方式進行親子共讀，等同於進行直

接的文字教導活動，可以使兒童在進入小學時具備比同儕較好的認字能力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

運用此共讀策略針對來自低收入、社經不利家庭（Cadieux &

Boudreault, 2005; Aram & Birons, 2004; Justice & Enzell, 2002）、語言發展遲

緩（Lovelace & Stewart, 2007; Pile, Girolametto, Johnson, Chen, & Cleave,

2010; Van Kleeck & Woude, 2003）、或其他特殊需求幼兒（McGinty & Justice,

2009）由實驗人員直接提供共讀介入方案，或是訓練幼稚園教師採用此方

式於共讀童書活動，對於增進幼兒認字及相關後設語言能力都頗具成效。

在Lovelace 和 Stewart（2007）的五個個案研究中，由於幼兒語言發展遲

緩口語表達能力不佳，在共讀時無法回答成人的提問，由成人一對一，採

取指讀和書本、文字閱讀慣例、圖文、文字概念的說明、並進行命名等非

喚起之文字指引策略（non-evocative print referencing）帶領共讀童書，為

期13週，每週進行二次三十分鐘的閱讀活動，結果發現即便沒有對幼兒提

問和要求回應，僅有成人單向的指引和說明，採用文字指引策略仍對其書

本及文字覺識有顯著的提升效果。

「文字指引策略」之共讀引領方式在美國受到研究關注及推展的時間

不過 10 年左右，對國內研究而言尚在起步階段，過去有關如何帶領幼兒

共讀的引領策略本土的研究本就不多，探討參與共讀活動對幼兒書本及文

字覺識和詞素覺識等認字後設技巧影響的研究更稀少。若以「文字指引策

略」為基本概念，在共讀時引導幼兒注意並參與文字的討論，以結合提昇

「書本及文字覺識」及「詞素覺識」之活動來帶領幼兒共讀童書，研究驗

證其效益。可探究適合國內幼兒的共讀引領方式，提供研究及實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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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第一節說明研究架構；第二節針對研究對象加以說明；第三節說

明研究程序；第四節依研究進程說明各階段研究工具；第五節闡述資料分

析方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在研究方法上，為探討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閱讀童書是否能提昇

幼兒認字及認字語言後設能力，分析適合各年齡層幼兒的童書引領策略，

須先對幼兒認字相關的後設技巧發展情況有所了解，然後採用文字指引策

略為共讀引導方式進行介入活動，驗證其效果。

研究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進行所有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能力前測，測驗幼兒一般認字能力、目標字彙辨認能力、及詞素覺識、書

本及文字覺識兩項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主要目的在瞭解幼兒各項能力情

形，以便進行共讀活動實驗組及控制組分組，和共讀活動結束之後測資料

之分析比較。

第二階段進行共讀童書活動，對控制組兒童採取一般對話式共讀策略

帶領共讀童書，在共讀童書時和幼兒對話互動，以提問和幼兒討論故事情

節、角色的特質、插畫內容、及與幼兒生活經驗有關的連結。此種共讀童

書方式比照本宣科唸讀故事或單純的「講故事」，能使幼兒與成人有較豐

富的語言互動，有助於幼兒的語言發展（Whitehurst, et al., 1988），且經由

現場觀察及訪談了解，為本研究對象幼兒教師於幼稚園中進行「閱讀」課

程時所採用的共讀引領方式。

對實驗組幼兒則以文字指引策略做為共讀活動引領策略，兩組均在十

週當中每週兩次進行童書共讀介入活動，共讀二十本童書。實驗組共讀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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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文字指引策略，主要是以指讀文字的方式引導幼兒對文字的注意力，

每次共讀童書時由書本封面開始，針對書名、作者、插畫家等部分加以說

明，並強調閱讀慣例、圖文對照等等書本及文字覺識的提示；另從每本童

書中事先各選出二個目標字彙製作字卡（如表 3-4-1），在共讀時另外加強

說明其形、音、義，帶領幼兒進行字彙命名，並延伸造詞活動及同音異字

的詞素覺識訓練。舉例來說，在讀「小羊睡不著」時目標字彙為「羊」和

「晚」，在讀到其中的「羊」時，可以提醒孩子「這就是小羊、羊咩咩的

字」、「上面有兩個尖尖的角」、「和綿『羊』、『羊』毛都是同樣的羊」；

也可以和「媽媽，外面有陽光」的「陽」對比，說明兩個字都讀「ㄧㄤˊ」，

但字的形狀和意義完全不同，此外引導孩子用「羊」來造詞，問孩子還知

道有什麼和「羊」有關的詞，進行複合詞造詞及同音異字的詞素訓練。

第三階段進行認字相關能力後測，如同第一階段，再測驗幼兒的文字

覺識、詞素覺識能力、目標字彙辨認能力、及一般認字能力，以便與前測

所得資料進行各年齡層兒童組內前後測各項分數之比較，以及實驗組和控

制組組間各項分數之比較，探討文字指引策略對認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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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字相關能力前測

認字相關能力後測

文字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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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字能力

認字能力

第一階段

圖 3-1-1 研究架構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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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就讀桃園縣龜山鄉三所公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

之幼兒，包括三個混齡班及一個小班。研究者先與園所教師進行訪談，了

解班級課程及教學情形、幼兒的家庭背景狀況、以及是否有發展遲緩等特

殊情形。

其中三個園所的課程均以角落教學為主，並且都有規劃「故事時間」

之課程，根據教師描述與實際觀察結果，「故事時間」主要以播放錄影帶

為主，偶爾由老師帶領共讀童書都以簡單的對話式共讀進行。在課程部

分，兩個混齡班（4-6 歲）有安排注音符號的教學，但並不刻意教導閱讀

和認字，園所雖偶有規劃親子共讀活動，提供童書給家長帶回家進行親子

共讀，但主要視家長之時間及意願，並不強制進行。教師們均同意於十週

期間配合研究，提供原來之故事時間，由本研究相關人員進行共讀童書介

入活動，並暫緩親子共讀活動。

擬定並檢送家長同意書（附錄一），蒐集同意參與研究幼兒之家庭背

景資料，針對所有幼兒實施畢保德圖畫詞彙（PPVT-R）及認字相關測驗，

排除 8 位認字能力或目標字彙辨識能力特別高、以及無法全程參與的幼

兒，篩選出共計 94 位為研究對象。 隨後，設計「家庭親子共讀與認字活

動」調查表（如附錄二）調查幼兒在家庭中參與閱讀及認字活動的情形，

請家長填寫，以便與幼兒的性別、一般語言能力、認字及相關後設能力一

併考量，做為分組的參考依據。

將條件相符的幼兒，配對均分至實驗組及控制組，每組 47 人（表

3-2-1）。全體幼兒中有 28 位幼兒的母親為外籍配偶，來自中國大陸（17

位）或東南亞國家(越南 8 位、柬埔寨 1 位、印尼 2 位)，並有 44 位幼兒家

庭領有低收入證明，分組後實驗組有 16 位幼兒為母親來自中國大陸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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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國家之新台灣之子，22 位低收入家庭幼兒；控制組則有 12 位新台灣

之子，22 位幼兒來自低收入家庭。

幼兒年齡介於 3-6 歲，包含 49 位男生，45 位女生，年齡介於 3-4 歲的

有 31 人，4-5 歲 35 人，5-6 歲 28 人，平均年齡為 54.26 個月（4 歲 5 個月）。

三個園所共有 31 位幼兒為新入學者，其餘幼兒至少在園所已就讀半年以

上。全體幼兒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的分布百分等級介於 7-99 之間，個別差

異甚大，但平均口語語言能力屬於中上程度。

表 3-2-1 研究對象性別、年齡、家庭經濟狀況等背景資料

性別 年齡層

男 女 3-4 歲 4-5 歲 5-6 歲

低收入

家庭人

數

新台灣

之子人

數

新入園

新生人

數

總人

數

實驗

組 27 20 16 15 16 22 16 17 47

控制

組 22 25 15 20 12 22 12 14 47

為了使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的起點行為能力相當，在分組後以多變量

變異數分析（MANOVA）考驗兩組幼兒年齡、整體的認字、詞素覺識、

書本及文字覺識、及目標字彙辨識能力、家庭中進行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

的頻率及接受性詞彙測驗分數（畢保德詞彙測驗），確認並未有顯著的組

間差異（Wilks Λ=.96, F(6,87)=1.32, p=.27）。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兩組幼兒在年齡、認字、詞素覺識、書

本及文字覺識、及目標字彙辨識能力、家庭中進行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的

頻率及接受性詞彙測驗分數（畢保德詞彙），各項 F（1,92）值亦均未達.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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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異水準，確認實驗組及控制組幼兒在語言發展、認字能力及家庭親

子共讀及認字活動頻率並未有差異（表 3-2-2）。

表 3-2-2 幼兒分組後年齡、親子共讀頻率及各項測驗前測分數平均值及標

準差

實驗組 控制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年齡 55.55 8.85 52.60 7.24 3.15

親子共讀頻率（4） .30 .46 .49 .51 3.68

認字測驗（200） 7.45 15.90 9.19 19.07 .23

詞素測驗（32） 18.57 4.32 19.34 3.47 .90

書本/文字覺識（51） 32.77 8.93 30.19 7.69 2.24

書本概念（10） 6.28 2.11 6.06 1.88 .27

閱讀慣例（6） 3.64 2.20 2.85 1.81 3.59

文字概念（5） 3.64 1.51 3.13 2.20 1.72

筆畫及部件（30） 18.45 4.50 17.09 4.10 2.36

目標字彙（40） .04 .20 .10 .27 2.44

畢保德詞彙（125） 110.51 13.31 109.74 12.32 .08

註：各項測驗括弧內數字代表該測驗的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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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分前測、共讀活動、後測三個階段進行，說明如下：

壹、第一階段

本階段主要進行的研究步驟為：編定文字覺識測驗、幼兒親子共讀及

認字活動調查表、研究對象徵求篩選及認字及認字後設能力前測。

一、編定「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及「家庭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調查表」

綜合參考國內外學者所編製用以測驗學前幼兒之書本及文字概念題

項，並加上自編之筆畫及部件測驗，編訂「學前兒童文字覺識測驗」工具

（如附錄三）。邀請幼教專家和幼教老師進行題本初稿內容審查，修改後

成為初試題本，再進行預試及標準化測驗信效度考核，修訂部分題項內容

後成為正式測驗，用以測驗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概念。

為瞭解研究對象幼兒在家裡閱讀童書的情形，編製「家庭親子共讀及

認字活動調查表」（附錄二），同樣經由專家及幼教老師進行內容審查，

修訂後完成。

二、研究對象徵求及篩選

由研究者親自前往幼教機構，篩選適合的幼兒為研究對象，以「家長

同意書」徵求家長同意（如附錄一），並發送「家庭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

調查表」（如附錄二）請家長填寫，以了解家長帶領幼兒進行親子共讀活

動及日常生活教導認字的情形。同時訪談幼兒教師，了解教師在課程中帶

領閱讀活動的情形，包含其引領方式、閱讀頻率、及其他讀寫相關課程的

情況，以便能更精確進行分組及實驗控制，並且排除語言發展特別好、語

言發展遲緩、及無法長期參與研究之幼兒，選出適合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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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回收與分析及前測

依據訪談和幼兒基本資料初步篩選出三個年齡層的幼兒，然後，針對

所有幼兒進行前測，測驗認字及相關後設語言能力，瞭解幼兒書本及文字

覺識、詞素覺識、目標字彙辨認及一般認字能力的情形。

然後，將各年齡層幼兒依據性別、語言發展情形資料、家庭中參與閱

讀及認字活動情形、及前測各項分數結果均分至實驗組和控制組，檢核兩

組兒童測驗平均分數、標準差，確認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之認字能力及相

關條件並無顯著差異。

貳、第二階段

一、共讀活動前講習

正式開始共讀活動前，召集研究對象幼兒之幼稚園老師、施測及帶領

共讀活動的人員，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及教師需配合事項，以及共讀活動和

各項測驗的進行方式。為使實驗控制更加精確，擔任童書共讀活動人員均

須先經過講習訓練。

控制組人員須以對話式共讀方式帶領幼兒共讀童書，在共讀童書時不

能照本宣科唸讀故事，必須以提問、討論引導幼兒參與共讀，每一園所控

制組研究人員均為同一人。在講習時，以試教的方式，讓每位人員觀摩練

習此種共讀帶領方式。

參與實驗組共讀活動研究人員另須接受共讀文字指引策略的訓練講

習，熟悉文字指引策略的要點及目標字彙說明、造詞活動等進行方式，並

發給文字指引策略的指導說明（如附錄五），詳列帶領幼兒共讀時的共同

注意事項，例如：要從書本封面開始，指讀並介紹書名、作者，向幼兒說

明翻頁開始閱讀之處、文字由左到右的閱讀慣例等等，並臚列每本童書的

目標字彙、字形說明方式、及造詞活動同音異字的詞彙，以便帶領實驗組

共讀活動研究人員執行時參考，及做為共讀活動確實性檢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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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讀童書活動介入

本階段為共讀活動介入實施階段，針對實驗組及控制組所有幼兒分別

進行 20 本童書共讀的活動，每週共讀兩本童書，為期 10 週。其中二所托

兒所是利用下午的自由遊戲時間進行，由研究人員分別負責帶領實驗組和

控制組的幼兒閱讀。另一所園所因有安排故事時間，因此利用該時段進

行，每位幼兒都需讀完選定的 20 本童書。為確切掌握幼兒的參與情形及

童書共讀活動的品質，每次進行共讀活動時，參與幼兒至多不超過 5 人，

將幼兒分批帶至安靜的地點，採小團體方式進行童書共讀，全程錄影記錄

過程，以便日後相關資料檢核，期中並安排二次的交互檢核，由研究人員

觀看錄影紀錄，互相檢核帶領實驗組共讀活動時執行文字指引策略的確實

性，以確保共讀的品質。

針對控制組和實驗組採用不同的共讀帶領方式，對控制組幼兒一律採

用對話式共讀策略引領共讀活動，其內容要點包括：在共讀童書時須和幼

兒對話互動，以提問和幼兒討論、預測故事情節、角色的特質、插畫內容、

及與幼兒生活經驗有關的連結，引導幼兒參與共讀活動。

實驗組的幼兒則採取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內容要點說明如下：

（一）指讀

在進行共讀活動時，持續以手指文字、逐字指讀方式引導孩子注意文

字。

（二）書本概念、閱讀慣例及文字概念

以文字覺識訓練為主，於共讀時強調書本與文字概念的說明。例如：

指出書名標題、作者、引導孩子注意文字由上到下、由左至右的閱讀規

則，並說明每頁開始進行閱讀的起點第一行、文字和標點符號的區別等

等。

（三）目標字彙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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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標字彙文字討論及命名活動為主，於共讀過程中遇到所選取的目

標字彙（如表 3-4-1）時，配合放大的字卡，引導孩子注意字的形、音、

義，並在其後穿插對目標字彙的提問、要求孩子命名，例如針對目標字

彙「哥」可以向孩子強調：「你有沒有哥哥? 這就是哥哥的字」、「這

個字唸做『ㄍㄜ』」、「注意看有兩個方方的小方塊在字裡面」、「記

不記得這個有兩個小方塊的字，它是什麼字?」、「再說一次這個字是什

麼?」等，原則上每個目標字彙都依照以上的方式說明或提問 6 次。

（四）詞素訓練

針對所選取的目標字彙引導幼兒進行造詞活動，例如「媽媽買綠豆」

一書中的「綠」字，先向幼兒說明綠豆就是「綠色的豆子」，引導孩子

造詞，說出和「綠」有關的詞彙，如「綠色」、「綠燈」、「綠樹」等

等，如幼兒說出「法律」、「律師」等同音異字的詞彙時，則告訴幼兒

兩者都讀「ㄌㄩˋ」，但是為不同的字，並補充說明兩者的差異，若幼

兒說不出詞彙時，則由研究人員主動提出一些詞彙，引導幼兒討論其中

詞素的差異。

參、第三階段

此階段主要進行認字及後設語言能力後測及資料統計分析，每位幼兒

都在最後一次共讀活動後進行測驗，測驗所有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詞

素覺識、目標字彙及一般認字能力，記錄分數，進行後續資料處理。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幼兒各項能力的改變情形，進行實驗組與控制組間的比較，

並分析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活動後，實驗組三個年齡層幼兒各項能力的

變化，探討以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對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能力

的整體影響，及其對不同年齡層幼兒之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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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分三階段進行，各階段所需之研究工具說明如下：

壹、第一階段：前測階段

一、簡單兩百字認字量表

國內常用的標準化認字量表為黃秀霜編製的中文年級識字量表（黃秀

霜，2001），但因為該測驗適用國小階段的學童，對幼兒較不適合，所以

採用陳修元（2001，未出版）研究自編的簡單兩百字認字量表做為認字能

力測驗工具。該測驗根據柯華葳（1987）所作的國民小學常用字及生字難

度研究，取出二年級兒童常用字彙裡使用頻率最高的前200字組成。所謂

的常用字判定的方式，是給小朋友一些字，讓小朋友自由造詞，然後將各

年級學童使用的字彙，依出現頻率選出常見的高頻字（如附錄四）。測驗

進行方式，由主試者請幼兒逐字指認，連續20個字錯誤或未答即停止施

測，以答對題數計分。

以此量表測驗即將進入小學就讀之台北市幼稚園大班幼兒，於當年六

月施測幼兒平均答對83個字（分布在3-200 之間），標準差昰69.97。以中

文年級識字量表（黃秀霜，2001）同時施測，幼兒平均答對字數為14個（分

布在0-89之間），標準差為19.89。兩者之間為正相關（r=.814，P＜.01）。

二、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

為瞭解學前幼兒書本、閱讀和中文字形式概念的發展情形，自編「學

前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編製本測驗工具在擬定預試題本之題項

時，主要參考前述學前幼兒文字及書本覺識測驗概念（Preschool Word and

Print Awareness，Justice & Enzell, 2001; Justice, Bowles, Skibbe, 2006）、CAP

文字概念測驗（Clay, 1979）、Lovelace和Stewart（2007）為語言發展遲緩

幼兒所編的文字覺識能力測驗、及國內學者編製的學前兒童讀寫發展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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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宣崇慧，2000）等之內容，刪去英文版測驗中不適用於中文的字母

題項，保留書本概念、閱讀慣例、及文字形式概念三個面向的題目，擬定

前三部分測驗的題目。

前述國外之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均包含測驗字母或字母與其它文字

如日、韓文、阿拉伯文字區別的題項，以評估幼兒對英文字母字形的基本

認識。由於中文非字母組成，與字母概念類似的為部件，而構成文字和部

件的筆畫都有其特性，例如：筆畫線條不會出現圓弧彎曲的形狀，也不會

出現圓圈的形式，與外國文字和符號明顯不同。為能評估幼兒對於中文字

形的基本認識程度，增加第四部分測驗中文筆畫及部件概念的題目，研究

者從教育部國語會編定之異體字字典字形檢索網頁之「部首索引」及「筆

畫索引」中，搜尋常見的中文部首及筆畫部件，並由電腦特殊符號表包含

希臘符號、數學符號、中日韓符號中找到形體類似該部件之相對應符號，

編列 30 組中文筆畫及部件概念題目，例如：◎和回、几和Ω、ᅘ和艹等，

用以評估幼兒對於中文字體之部件及筆畫等基本組成的認識，考量 3-5 歲

間幼兒語言及認字能力發展變化極大，為了符合不同文字覺識程度幼兒的

需要，其中包含一部分較不常見的筆畫及部件題目，如彑、亾、卝等，詳

如附錄三第四部分中文筆畫與部件測驗。

將圖書概念、閱讀慣例、及文字基本概念與第四部分中文筆畫及部件

概念合併成為完整的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並加註前言及指導語初編為預

試題本，先經由三位幼教專家及三位幼教教師進行審查，然後以107位3-5

歲幼兒為預試對象進行施測，經預試及專家檢核等標準化程序形成「書本

及文字覺識測驗」正式題本（如附錄三），其內部一致性分析：KR-20公

式計算之信度係數為.8235，Cronbachα值則為.851，四個分測驗和測驗總

分之間的相關性為.68及.80。

全測驗涵括四個分測驗：書本概念10題、閱讀慣例6題、文字概念5題，

及中文筆畫及部件概念30題，幼兒每答對一項得一分。施測人員在實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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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時需備妥一本童書繪本，以一對一的方式，依照「施測人員任務」及「施

測人員指導語」逐題進行第一及第二部分測驗，讓幼兒拿書、翻頁、指出

位置等以瞭解幼兒對書本及閱讀慣例的認識；第三部分文字概念則搭配扇

形紙卡所做的窗簾道具，要求幼兒配合將一小段文字遮住只露出一個字，

或遮住其他字只露出最後一個字和標點符號，要幼兒指出文字的部分；第

四部分則要求幼兒依照題本指出兩個選項中「比較像我們的字」之選項。

三、詞素覺識測驗

以Chung & Hu（2007）研究編製的同音異字詞素指認測驗

（Morphological Identification Test），為詞素覺識測驗的基本工具，該測驗

以同音異字的概念設計題項，採用配合圖片的字卡，設計了32組題目，每

題包含三個詞彙，其中有兩個有相同的詞素，例如：題項的圖片內容為雞

蛋，答案的選項呈現飛機和公雞，測驗人員以口語說出題項及答案項的圖

片內容，分別讀出雞蛋、飛機和公雞後，要孩子從前答案組圖片中選出哪

一張才有和雞蛋的一樣的「雞」。

施測人員必須事先了解測驗實施的方式，搭配圖卡及答案卷，個別施

測幼兒，每答對一題得一分，記錄其詞素覺識成績。

四、目標字彙字卡

以自製目標字彙字卡，測試幼兒辨認目標字彙的能力。目標字彙字卡

為自製的白底黑字卡片，沒有加注注音及其他圖畫，總共40題，測驗時由

實驗人員拿給幼兒唸讀，每答對一題得一分。

五、家庭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調查表

為暸解研究對象幼兒在家庭親子共讀及學習認字的情形，以做為分組

和統計控制的資料，編訂「家庭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調查表」，考量填寫

問卷的負擔，請家長依據最近一個月內是否帶領幼兒共讀書籍，分別填答

方框內3至5個問題即可，內容包含閱讀的童書類型、帶領閱讀的活動內

容、取得童書的方式、共讀頻率、帶領閱讀的困難、是否以其他方式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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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認字等。

六、修訂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vised)由

Lloyd M. Dunn與Leota M. Dunn共同修訂（1981），中文版修訂者為

陸莉、劉鴻香(1994)。測驗內容分為甲、乙兩式題本，每個題本有試題125

題，每題均由四個詞彙的圖畫構成。測驗時，由施測者念出詞彙題項後，

受試者指出代表該該詞彙的圖畫，逐題計分後將總分換算為標準分數。該

測驗主要為測驗口語的接受性詞彙理解能力，受試者回答時只需指出正確

答案，無須具有讀寫能力，因此適用於幼兒，常用以評估3-12歲兒童的語

文智力。

貳、第二階段：共讀童書階段

所需之工具說明如下：

（一）童書及文字指引策略指導說明

依據「悅讀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公告之99年小一新

生「閱讀起步走」所推薦之童書，選擇其中20本童書為共讀介入活動之用

書。無論是參與實驗組或控制組的幼兒，均在研究人員的帶領下，共讀完

此二十本童書（如表3-4-1）。

其中實驗組的共讀方式為文字指引策略，為探究此共讀策略對幼兒的

認字能力的影響，從每本書中選出目標字彙做為加強文字指引的重點。為

能兼顧介入效果與幼兒參與共讀活動的興趣，參考幼兒共讀活動文字指引

頻率的研究建議（McGinty, Smith, Fan, Justice, & Kaderavek, 2011），由每

本童書中選取兩個字為目標字彙，穿插在共讀過程中進行該字彙的說明和

討論以加強幼兒對該字彙的認識。全部目標字彙共計40個字，選擇目標字

彙的原則除了參考簡單兩百字測驗中的字彙之外，並考量該字彙出現在童

書中之頻率、字彙的詞性（動詞、名詞）、造字原則（象形、形聲）以及

字的筆畫（簡單或繁複），使目標字彙具有多樣性，其中包含16個國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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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常見的高頻字（如表3-4-1），10個動詞（去、玩、想、吐、叫、笑、

見、吃、種、怕）及10個形聲字（松、玩、芽、種、怕、紅、綠、洞、吐、

物）。此外，由於每個目標字彙在該童書中出現的次數不同，出現頻率較

高的字，可能因此加深幼兒的記憶，因此事先計算目標字彙在書中出現的

次數供參考，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為「羊」、「鴨」、「費」、「雞」四字，各

出現21次、19次、及14次。

表 3-4-1 童書書目及目標字彙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目標字彙

天空為什麼是藍

色的？

莎莉．葛林德列

黃郁媖／譯

和英出版社 藍（5）

紅（2）

南瓜湯 海倫．庫柏

柯倩華／譯

和英出版社 松（10）

瓜（7）

媽媽買綠豆 曾陽晴 信誼 綠（12）

豆（12）

古利和古拉 中川李枝子 信誼 古（12）

哥（高）（3）

子兒吐吐 李瑾倫 信誼 快（高）（3）

吐（5）

臭小羊

呆頭鵝

文/伊莎貝.阿貝蒂

圖/希維歐.紐恩道夫

譯/賓靜蓀

天下雜誌 羊（21）

玩（高）（10）

媽媽，外面有陽光 徐素霞 和英出版社 叫（高）（2）

面（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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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童書書目及目標字彙（續）

早安小雞 文/米拉.金斯伯

圖/拜倫巴頓

周婉湘／譯

上誼 雞（14）

安（高）（2）

沒毛雞 陳致元 和英出版社 沒（8）

笑（高）（3）

土撥鼠的禮物 海文．歐瑞

黃郁媖／譯

和英出版社 見（高）（4）

鼠（11）

安的種子 文/王早早

圖/黃麗

上誼 芽（5）

種（11）

外公 約翰.伯寧罕

林良／譯

台灣英文雜誌

社

公（高）（11）

去（高）（3）

麗莎想要一隻狗 文圖/賀格.邦許

賴雅靜／譯

維京國際 物（高）（3）

氣（高）（2）

怕浪費的奶奶 真珠真理子

米雅／譯

三之三文化 怕（2）

費（14）

老鼠阿修的夢 李歐．李奧尼

孫晴峰／譯

上誼 畫（高）（8）

夢（3）

Guji Guji 陳致元 信誼 鴨（14）

吃（高）（19）

小魚散步 陳致元 信誼 蛋（5）

步（2）

精采過一生 芭貝．柯爾

黃迺毓／譯

三之三文化 喜（高）（2）

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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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童書書目及目標字彙（續）

田鼠阿佛 李歐．李奧尼

孫晴峰／譯

上誼 洞（2）

葉（4）

晚安貓頭鷹 文圖/佩特.哈金森

高明美／譯

台英 頭（高）（12）

想（11）

註：（高）代表前200名之高頻字，（1）（2）等括弧中數字代表在書中出現的次數

為使實驗組所帶領的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能一致且精確的執行，擬

定「文字指引策略檢核表」，提供實驗組研究人員帶領每本童書共讀時的

參考，並做為檢核文字指引策略執行情形的依據，內容包括：文字指引策

略的實施要點、每本童書的目標字彙，目標字彙字形之特色說明、以目標

字彙造詞的詞彙、以及與目標字對應的同音異字的詞彙，以便於詞素訓練

時舉例、延伸說明（如附錄五）。

（二）目標字彙字卡

上述40個目標字彙，以白底黑字放大製作為字卡。在實驗組進行文字

指引策略共讀童書過程中，研究人員需搭配目標字彙放大字卡，針對每個

字的形、音、義進行目標字的說明及討論，每個字總共進行六次。研究人

員需參照文字指引策略的目標字彙指引檢核表，配合字卡針對該字的形音

義加以說明，例如：教導「南瓜湯」一書中的的「瓜」字時，首先拿出字

卡，唸讀字音（字音），向幼兒說明該字就是「南瓜」的瓜字，「瓜」的

字形外面有兩撇翹起來像剝開的皮（字形說明），接著說明瓜是一種可以

吃的蔬菜或水果（字義），再度拿出字卡要求孩子命名，稍後再讀到這個

字時再項孩子提問一次此字的讀音。

完成故事及上述步驟後，接著進行「瓜」字的造詞活動，要求幼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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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除了南瓜以外其他有關「瓜」的詞彙，若幼兒無法回答時可以參考檢核

表的詞彙提示，說明還有「西瓜」、「冬瓜」、「黃瓜」、「木瓜」等也

都是相同的字，另外參考同音異字詞彙，向幼兒說明還有其他「刮風」、

「刮刮樂」、「括弧」的「ㄍㄨㄚ」雖然讀音相同，但為不同的字，以強

化詞素覺識。

参、第三階段：後測階段

後測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所使用之測驗工具與第一階段前

測所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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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以 SPSS 軟體整理幼兒前測階段所得資料，初步分析了解研究對象認

字等能力的基本情形及相關性。其次，依據前測幼兒所得認字及後設語言

能力分數，以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考驗實驗組與控制組幼

兒年齡、書本及文字覺識、詞素覺識、目標字彙辨認、一般認字能力、家

庭親子共讀及教導認字活動頻率、畢保德詞彙測驗分數等的前測差異情

形，確認兩組幼兒在進行共讀活動介入前之各項能力相當，且在共讀實驗

期間家庭提供的閱讀及認字教導條件均等。

於共讀活動後實施認字及各項後設語言能力的後測，計算幼兒認字能

力、書本及文字覺識、詞素覺識、目標字彙辨識之前後測分數差異（分數

差=後測分數-前測分數），以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分數的改變差異做

為依變項，前測認字能力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分數做為共變量校正組別差

異，進行多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間的差

異，以了解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活動對認字及各項後設語言能力的影

響。探討以「書本及文字覺識」、「目標字彙討論」、「詞素覺識」訓練

為主的共讀活動是否能提昇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並分析此種共

讀策略對不同年齡層幼兒的實施效果。



91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說明研究結果，逐一回答研究問題，並分析討論之。全章共

分為二節：第一節根據研究目的一，探討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

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影響，逐項回答研究問題，第二節依據研究目的

二，分析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層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

力的影響，回答研究問題。

第一節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能力

的影響

此節主要說明幼兒參與共讀活動前後認字及各項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之測驗結果。首先，說明共讀童書活動後，兩組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

整體改變情形，探討共讀童書介入活動的效果，然後根據研究目的（一），

整理研究結果以回答四個研究問題，分析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的成效。

壹、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能力的整體影響

表 4-3-1 呈現經過十週由成人帶領共讀二十本童書後，幼兒在認字能

力、詞素覺識、書本及文字覺識、目標字彙辨識的改變情形。各項分數由

後測分數減去前測分數而得（分數差=後測成績-前測成績），代表幼兒認

字後設能力在共讀活動前後的變化。參與實驗組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

動的幼兒，在四項分數都呈現進步的情形，且進步的程度高於控制組；控

制組幼兒在認字及目標字彙的辨識表現也略有進步，但在詞素覺識和書本

文字覺識兩項分數則出現略微退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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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共讀活動為期十週，期間幼兒的各項認字能力可能受到在家庭中

由父母帶領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頻率的影響，為排除此因素的干擾，確認

實驗組及控制組的各項能力差異是因為不同的共讀活動介入後所產生，探

究共讀活動的成效，採用多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考驗兩組兒童

在共讀活動介入後認字能力、詞素覺識、書本及文字覺識、及目標字彙辨

識能力的前後測差異分數，以幼兒在前測時的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為

共變量進行統計校正，結果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整體的認字及認字

後設語言能力的分數差有顯著差異（Wilks Λ=.79, F(4,85)=5.78, p=.000），

亦即：在成人以文字指引策略及對話式共讀兩種方式帶領下共讀童書，幼

兒之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前後測分數差有顯著的差異，參與文字指

引策略共讀活動幼兒比參與對話式共讀幼兒有顯著的進步。

表 4-3-1 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改變情形描述統計

除了整體的差異外，為了解本研究所採用的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

認字及各項後設語言能力的個別影響，逐項詳細說明如下。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實驗組 5.87 8.08 .00 27.00

控制組 2.89 7.50 -6.00 29.00認字分數差

總和 4.38 7.90 -6.00 29.00

實驗組 1.74 2.41 .00 10.00

目標字彙辨識差 控制組 .17 1.70 .00 7.00

總和 1.37 2.59 .00 10.00

實驗組 .70 3.27 -8.00 7.00

控制組 -.38 3.61 -7.00 7.00詞素覺識差

總和 .16 3.47 -8.00 7.00

實驗組 3.13 5.47 -7.00 17.00

控制組 -.87 7.27 -15.00 14.00書本及文字覺識差

總和 1.13 6.71 -15.0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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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能力的影響

一、一般認字能力

本研究以簡單兩百字認字量表的分數代表幼兒的認字能力，在進行共

讀活動前，實驗組平均識字量為7.40（SD=15.92），幼兒識字量最小值為0，

最大值為71；控制組平均識字量為9.23（SD=19.05），幼兒識字量最小值

為0，最大值為80。十週的共讀活動後進行後測，實驗組幼兒平均識字量

為13.32（SD=19.73），識字量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86；控制組幼兒平均

識字量為12.09（SD=24.75），識字量最小值仍為0，最大值為109，兩組幼

兒在共讀活動後的識字能力並未有顯著的組間差異，詳細資料如表4-3-2。

表 4-3-2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認字測驗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大

值

最小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大

值

最小

值

F 檢

定

認字能力前測 7.45 15.90 71 0 9.19 19.07 80 0 .23

認字能力後測 13.32 19.73 86 0 12.09 24.75 109 0 .07

認字分數差 5.87 8.08 27 0 2.89 7.50 29 -6 3.43

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在共讀活動介入前後的認字能力的改變情

形，分析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認字分數差（後側分數-前測分數），在共讀

活動後，實驗組幼兒的認字平均分數增加 5.87（SD=8.08），控制組增加

2.89（SD=7.50），以兩組幼兒認字前後測的差異分數為依變項，幼兒前測

認字、詞素覺識、書本文字覺識分數為共變量進行統計校正，比較實驗組

和控制組幼而認字進步情形的差異，多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的

結果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認字差有顯著的差異（F(1,88)=5.99，p=.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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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比採用對話式共讀能使幼兒的認

字能力有較顯著的提升。

圖4-3-1 幼兒認字前後測差異人數分配

由認字前後測分數改變的標準差看來，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的進步

情形有相當大的個別差異，共有 36 位（38.3%）幼兒認字前後測分數沒有

差異，其中控制組的人數為實驗組的兩倍（24:12），有 8 位（實驗組 5 人，

控制組 3 人）認字增加 20 分以上，只有 8 位控制組的幼兒出現認字成績

退步的情形，最多退步 6 分，推究其原因可能因幼兒對認字測驗答題時反

應的不穩定性而造成。參與實驗組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動的幼兒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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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認字分數退步的情形，實驗組幼在共讀後最多進步 27 分，控制組最

多進步 29 分，詳如圖 4-3-1。

分析實驗組幼兒在共讀童書階段時接受目標字彙的教學訓練，其中有

16 個字包含在簡單兩百字測驗中，分析實驗組幼兒在後測時所增加的認字

量，有 82%為在共讀童書階段所教導的目標字彙，如「公」、「哥」、「喜」、

「快」、「安」等字，控制組幼兒在後測階段增加的認字量只有 3.8%為這

16 個目標字。本研究對實驗組幼兒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童書，同時

加強目標字彙的形音義說明以及詞素訓練，對幼兒產生直接教導學習生字

的效果，增進其識字能力。由於所有的目標字都是採用同樣的方式教導，

幼兒對上述這些字的學習效果較其他目標字佳，顯示認字量表中的字彙因

為是幼兒階段常見之高頻字，較適合做為共讀童書時的目標字彙，這些字

彙為幼兒發展識字能力的基礎。

此外，控制組幼兒在對話式共讀活動後，平均的認字能力也有進步，

其中有二位幼兒之識字量進步更高達 29 分，除了反應出幼兒在此階段認

字能力成長迅速變化之情形外，幼兒短期內認字能力的進步，也顯現出偶

發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的可能效果，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即使非透過

學校正規的學習和教導，若能在豐富的語言（language rich）環境中，也可

累積和文字接觸的經驗，發展認字能力。

整體而言，不論是以對話式共讀或採取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二

十本童書後，兩組幼兒認字能力都獲得提升，但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活

動後，幼兒平均的認字能力進步較大，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方式的幼

兒，其認字能力進步情形顯著高於參與對話式共讀活動的幼兒。採用本研

究之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對於幼兒認字能力的提升具有顯著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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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標字彙辨識

本研究以自編字卡測驗目標字彙之辨識能力，實驗組及控制組幼兒在

參與共讀前後目標字彙辨識及其改變情形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4-3-3。

表 4-3-3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目標字彙辨識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目標字彙辨識前測 .04 .20 .10 .27 2.44

目標字彙辨識後測 1.79 2.40 .96 2.74 2.44

目標字彙差 1.74 2.41 .17 1.07 16.77***

*** p<.001

在前測階段選定目標字後，測驗兩組幼兒對40個目標字彙的辨識能

力，發現兩組幼兒共有80人無法辨認任何一個目標字彙，有7位幼兒認得

其中一個字，7位可以辨認兩個以上目標字，實驗組幼兒對目標字彙的識

字量平均只有.04，控制組為.10。幼兒在40個目標字彙中最多答對6個字，

除了「公」、「去」、「見」三個字各有4位幼兒答對，「羊」、「安」、

「面」各有1-2位幼兒能辨認外，其餘34個字均為幼兒尚無法辨認的生字。

在共讀活動結束後再次測驗每位幼兒目標字彙的辨識能力，結果發現

兩組幼兒辨識目標字彙的分數均有微幅增加，實驗組平均進步了1.74分

（SD=2.40），控制組進步0.17分（SD=1.07）。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在共

讀活動後對目標字彙的辨識能力均有增進，實驗組進步的分數顯著高於控

制組（F（1,92）=16.77，p=.000）。以幼兒前測各項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

能力為共變量進行校正，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前後測辨識目標字彙差（後

測-前測）仍有顯著的差異（F(1,88)=25.27，p=.000）。但由於幼兒是在共

讀十週後再接受40個目標字彙測驗，測驗施測以唸讀所有字卡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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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幼兒對較早共讀時所學習之目標字彙，可能因缺乏反覆接觸練習的機

會，影響其記憶和作答，因此測驗分數仍偏低。

分析幼兒共讀活動後辨認四十個目標字彙的情形，其中幼兒對「羊」

字的辨識能力進步最多，在後測時共增加了 36 位幼兒答對，包含控制組

15 位，實驗組 21 位，顯示幼兒在共讀時對這個字的認識和記憶特別深刻。

實驗組幼兒辨識進步較多的字還有「瓜」、「公」、「豆」、「鼠」

等字，在前測時實驗組只有 3 人可以辨識「公」這個字，在共讀活動後答

對的人數各增加了 15、14、13、11 人。而幼兒學習效果最差的為「怕」、

「松」和「畫」，後測時完全沒有任何幼兒答對，「洞」、「藍」只有 1

位答對，「種」、「想」、「禿」、「物」四個字則各只有 2 位幼兒答對。

本研究進行文字指引共讀活動時，對每一個目標字彙均採取一致的指導方

式，包含六次的形音義說明及造詞活動，然而幼兒對每個目標字的學習成

效卻差異很大，需進一步探究同樣的指引方式產生不同學習效果之原因。

首先，過去中文認字研究認為「字頻效應」（frequency effect）會影

響中文字彙的辨認，一般來說，出現頻率較高的高頻字辨識答對率也較高

（Liu, Wu, & Chou, 1996），而稍早研究（陳惠茹、張鑑如，付印中）探

討指讀及文字討論共讀策略對目標字彙的成效時也發現：所選的目標字彙

若為在童書中出現頻率較高的高頻字，幼兒事後辨識答對率也較高。從本

研究結果看來，「羊」、「瓜」、「豆」等目標字在童書中出現的頻率較

高，答對率也較高，而「怕」「洞」以及其他答對率較低的字彙也有出現

率較低的情形，可呼應先前的研究，但是「松」、「畫」、「種」等字雖

然出現頻率頗高，但幼兒後測辨識答對率卻不高，其原因需再詳加深究。

其次，如前述本研究所選取的目標字彙中共有「公」、「哥」、「喜」、

「快」、「玩」等十六個字為含括於簡單兩百字認字量表中測驗幼兒之常

見高頻字，幼兒對於這些目標字彙的答對率較其他非常見高頻字高，顯示

這些字彙為幼兒階段學習認字的基礎，在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時，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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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做為加強指引幼兒學習的目標字彙。

進一步從目標字的結構來分析幼兒的學習效果，答對率較高的五個

字，「羊」、「瓜」、「公」、「豆」、「鼠」等字都非形聲字，字形結

構具有圖像化的特徵，於目標字彙說明時，可以用較明確且趣味化的圖像

概念說明該字，例如：「羊」上面有一對羊角，「豆」中間有一小顆，下

面有兩根發芽的鬚鬚，「鼠」旁邊有勾起來的長尾巴，「公」則是上面有

兩撇鬍子等，較容易使幼兒記住其字形。「松」「怕」、「去」、「安」

這兩些字雖然筆畫較「鼠」字簡單，但在字形的特徵上較難以圖像來說明，

幫助幼兒記憶，即便經由字卡教導和造詞訓練，幼兒辨識仍有困難。「畫」、

「種」兩個字雖出現頻率很高，也有相同的問題，使幼兒難以在短期內記

憶、辨認。反映了幼兒在學習認字初期必須以整體字形來配對強記之特性

（Jackendoff, 1993）。

過去吳宜貞與黃秀霜（1994）研究中文造字原則對小學生學認字正確

性的影響曾發現：國小三年級學生在辨認中文六書中的形聲、會意、象形、

指示等四種不同造字原則的生字時，其正確性有顯著之差異，推論中文字

因造字結構的不同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至於幼兒學習認字的成效是否受

中文字造字結構的影響，需進一步研究瞭解。

從本研究中實驗組幼兒對不同目標字彙學習的成效差異看來，綜合上

述的討論：以文字指引方式帶領幼兒共讀童書、學習目標字彙，幼兒對於

出現頻率較高的象形字有較佳的學習成效，但中文字造字結構對幼兒學習

認字的影響，還有待研究深入探討。另外，所選取教導的目標字彙可以一

般幼兒階段較常見的高頻字為主，以產生較好的學習效果。

本研究中成人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同時加強對目標字

彙的詞素訓練後，辨認這些字彙的能力有進步，研究結果和先前類似的研

究（Chow, 2008）相符，也可呼應 Chung 和 Hu（2007）的研究：針對一

些目標字彙對幼兒實施同音異字的詞素辨識的訓練，能增進幼兒對這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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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的辨識能力。

綜上，成人在共讀時刻意引導幼兒注意，並針對字彙的形音義加以討

論、提問、延伸造詞詞素訓練，使幼兒反覆接觸練習，為幼兒學習辨認這

些字彙能力的重要因素。而若要運用共讀童書來教導兒童學習「認字」，

除了需探討不同的成人指導方式所造成的影響，也需考量字彙在字形、字

音結構上的差異，選擇適當的目標字實施訓練，才能有較好的學習效果。

後續研究，可針對不同的字彙類型所應採取的共讀指導策略，詳加深入探

討，以符合中文字造字結構之特殊性。

参、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影響

一、詞素覺識

本研究以同音異字詞素指認測驗為幼兒詞素覺識分數，實驗組及控制

組幼兒在參與共讀前後詞素覺識測驗分數及前後測差異的平均數及標準

差如表 4-3-4，實驗組幼兒前測時平均分數為 18.51（SD=4.30），控制組

幼兒平均分數為 19.40（SD=3.47）。在共讀活動後進行詞素覺識後測，實

驗組幼兒平均分數為 19.36（SD=3.88），控制組幼兒平均分數為 18.96

（SD=3.48）。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的詞素

覺識後測分數並無顯著的組間差異。

表 4-3-4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詞素覺識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詞素覺識前測分數 18.57 4.31 19.34 3.47 .900

詞素覺識後測分數 19.36 3.88 18.96 3.48 .28

詞素覺識差 .70 3.27 -.38 3.61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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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3-4，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幼兒在實驗前後的詞素覺識分數改變

情形並不一致：實驗組幼兒的詞素覺識在共讀童書活動後平均進步了.70

分，而控制組幼兒的詞素覺識分數平均降低.38 分。有 20 位（21.2%）幼

兒的詞素覺識分數在共讀活動前後沒有改變，其中控制組人數多實驗組兩

人（11:9），有 54 幼兒於共讀活動後詞素覺識有進步（實驗組 25 人，控

制組 19 人），12 位幼兒（實驗組 7 人，控制組 5 人）詞素測驗分數增加

5 分以上，而有 40 位幼兒出現詞素覺識分數退步的情形，最多退步 8 分，

兩組幼兒詞素覺識測驗前後測分數差異之次數分配情形，詳如下圖 4-3-2。

圖4-3-2 幼兒詞素覺識前後測差異人數分配

過去研究認為詞素覺識在學前階段的發展較不穩定、個體差異性較

大，要到小學以後，幼兒的詞素覺識能力才會明顯增進且發展趨向穩定

（Chung & Hu,2007），本研究對象幼兒年齡跨 3 歲至 6 歲，在實施測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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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指出正確答案的圖畫時，容易出現憑喜好任意猜測答案或因測驗當時的

情境等影響分數一致性的情形。個別幼兒在參與共讀後詞素覺識測驗出現

分數退步的情形，主要因前後測時，答題反應不穩定所造成，而非參與共

讀活動的影響。

以幼兒前測各項認字相關能力為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實驗組和控

制組幼兒在共讀前後的詞素覺識差，並未有顯著差異（F(1,88)=.49，

p=.49）。本研究採取之文字指引共讀策略包含對目標字彙的詞素訓練，研

究人員在帶領實驗組兒童共讀童書時，特別針對每個目標字彙引導幼兒進

行造詞活動，並說明同音異字的詞素概念，強化對該詞素的辨別，但其中

所選取目標字彙詞素僅有「豆」、「公」兩個字與詞素覺識測驗的題項內

容相同，其餘 38 個目標字均和測驗的內容不同，所以儘管有針對目標字

進行同音異字的詞素訓練，但幼兒整體詞素測驗分數並未能有顯著的進

步，若是以共讀時所教導的目標字彙做為詞素覺識的測驗內容，測驗幼兒

對這些目標字彙的詞素覺識，幼兒應該會有較顯著的進步。本研究中實驗

組幼兒對「豆」和「公」兩個在共讀時進行過造詞訓練的詞素，在後測階

段即各增加 12 和 27 位答對人次。

在前述 Chow 等人（2008）的研究中最初編製了十四題詞素覺識測驗

的題項，但在進行再測信度一致性考驗後保留五題，以此測驗幼兒在共讀

活動介入前後的詞素覺識能力，而在針對實驗組兒童進行共讀介入活動

時，一共閱讀十二本童書，平均每本童書搭配 5 至 6 個同音異字的詞素訓

練，後測結果發現實驗組（對話式共讀加詞素訓練）幼兒的詞素覺識成績

由 2.79 分進步為 3.26 分，而只參與對話式共讀幼兒的詞素覺識分數不論

前後測均為 3.35 分，比較之下實驗組兒童的詞素覺識略有進步。本研究所

採用的詞素覺識測驗題項總數（32 題）高於其研究（5 題）甚多，而每本

童書僅選擇 2 個目標字彙進行詞素訓練，或許是造成本研究結果實驗組幼

兒詞素覺識進步情形沒有顯著高於控制組的原因。至於以詞素覺識訓練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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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每本童書應選擇多少個目標字彙進行

詞素覺識訓練較合適，是否需要大量的練習後才會對提升詞素覺識有成

效，需要實證研究進一步探討。

二、書本及文字覺識

本研究以自編「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

實驗組及控制組幼兒在參與共讀前後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及前後測差異

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如表 4-3-5，實驗組幼兒前測時平均分數為 32.77

（SD=8.93），控制組幼兒平均分數為 30.19（SD=7.69）。在共讀活動後

進行後測，實驗組幼兒平均分數增為 35.91（SD=7.59），控制組幼兒平均

分數為 29.40（SD=6.91），兩組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後測分數有顯著的

組間差異（F（1,92）=18.91，p=.000）。

實驗組幼兒在共讀前後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的分數平均增加了 3.13

分，控制組則減少了 0.87 分，比較在共讀活動前後兩組幼兒書本及文字覺

識能力的分數改變情形，以共變數分析排除前測階段幼兒認字及各項後設

能力的影響後，兩組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差（後測-前測）有顯著的差異

（F(1,88)=22.68，p=.000）。表示幼兒在參與了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

動後，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獲得提升，而參與對話式共讀的幼兒則無此情

況，在後測階段甚至出現分數略減之情形，應與幼兒對測驗前後兩次反應

不一致有關，而非共讀的影響。此研究結果和國外的研究結果一致：採用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引領共讀能顯著提升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

（Justice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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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書本及文字覺識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書本及文字覺識前測分數 32.87 8.93 29.98 7.81 2.24

書本及文字覺識後測分數 35.91 7.59 29.40 6.91 18.91***

書本及文字覺識分數差 3.13 5.47 -.87 7.27 9.08**

** p<.01, *** p<.001

由於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包含四個分測驗，進一步分析幼兒在四個分

測驗分數及前後測差異，以下分項說明幼兒各分測驗分數及改變情形：

（一） 書本概念

實驗組幼兒在共讀活動前書本概念的平均分數為 6.28（SD=2.11），

控制組的幼兒為 6.06（SD=1.88），在共讀活動後實驗組幼兒的書本概念

平均分數為 7.43（SD=2.28），控制組為 6.72（SD=1.79），無論是前測或

後測，兩組幼兒的書本概念都未有顯著的差異。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

在參與共讀後書本概念的分數差（後測-前測），實驗組平均增加了 1.15

分 （SD=1.60），控制組幼兒則增加了 0.66 分（SD=2.23），兩組的書本

概念分數差並未達顯著，如表 4-3-6。

表 4-3-6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書本概念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書本概念前測分數 6.28 2.11 6.06 1.88 .27

書本概念後測分數 7.43 2.28 6.72 1.79 2.76

書本概念分數差 1.15 1.60 .66 2.2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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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讀慣例

實驗組幼兒在共讀活動前閱讀慣例的平均分數為 3.62（SD=2.23），

控制組的幼兒為 2.87（SD=1.78）；在共讀活動後，實驗組幼兒的平均分

數為 4.70（SD=1.35），控制組為 3.62（SD=1.96），兩組幼兒的分數出現

顯著的差異（F（1 ,92）=9.76, p=.002）。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在參與

共讀後閱讀慣例的差異（後測-前測），實驗組平均增加了 0.89 分

（SD=1.93），控制組幼兒則增加了 0.74 分（SD=2.11），兩組的閱讀慣例

分數差並未達顯著，如表 4-3-7。

表 4-3-7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閱讀慣例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F 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閱讀慣例前測分數 3.62 2.23 2.87 1.78 3.2

閱讀慣例後測分數 4.70 1.35 3.62 1.96 9.76**

閱讀慣例分數差 .89 1.93 .74 2.11 .13

** P<.01

（三）文字形式概念

實驗組幼兒在共讀活動前文字形式概念的平均分數為 3.62

（SD=1.54），控制組的幼兒為 3.06（SD=2.03）；在共讀活動後，實驗組

幼兒的文字概念平均分數為 4.13（SD=.82），控制組為 3.23（SD=1.68），

兩組幼兒的分數出現顯著的差異（F（1,92）=10.68, p=.002）。比較實驗

組和控制組幼兒在參與共讀後文字形式概念的差異（後測-前測），在共讀

活動後實驗組幼兒的文字概念分數平均增加了 0.43 分（SD=1.36），控制

組幼兒則增加了 0.26 分（SD=1.55），兩組的文字形式概念分數差並未達

顯著，如下表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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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文字形式概念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F 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文字形式概念前測分數 3.62 1.54 3.06 2.03 2.22

文字形式概念後測分數 4.13 .82 3.23 1.68 10.68**

文字形式概念差 .43 1.36 .26 1.55 .32

** P<.01

（四）筆畫及部件

實驗組幼兒在共讀活動前筆畫及部件的平均分數為 18.38

（SD=4.51），控制組的幼兒為 17.15（SD=4.10）；在共讀活動後，實驗

組幼兒的平均分數為 19.40（SD=5.24），控制組為 15.83（SD=4.12），兩

組幼兒的後測分數具有顯著的差異（F（1 ,92）=13.50, p=.000）。

表 4-3-9 幼兒參與共讀前後筆畫部件分數及前後測差異

實驗組 控制組 F 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筆畫部件前測分數 18.38 4.51 17.15 4.10 1.93

筆畫部件後測分數 19.40 5.24 15.83 4.12 13.50***

畫部件分數差 1.02 4.94 -1.11 4.44 4.82*

* P<.05, *** p<.001

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在參與共讀後筆畫部件的差異（後測-前

測），在共讀活動後實驗組幼兒的筆畫部件分數平均增加了1.02分

（SD=4.94），控制組幼兒則減少了1.11分（SD=4.44）。兩組的筆畫部件

分數差有顯著的差異（F（1 ,92）=4.82, p=.031），實驗組幼兒共讀後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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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進步情形顯著優於控制組，以幼兒前測認字相關能力進行校正後，

兩組的筆畫部件分數差仍有顯著的差異（F（1 ,88）=6.60, p=.012），顯示

經由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能使幼兒注意書本上的文字，增進對中文字

形的認識。

由於此部分測驗是由兩個選項中要求幼兒挑選一個比較像中文的

「字」，幼兒容易出現猜測的情形，而影響測驗的一致性，控制組幼兒在

參與共讀活動後，筆畫部件分數出現些微減低的情形，因是測驗答題之不

穩定所造成，而非參與共讀的影響。

整體而言，不論是參與對話式共讀或文字指引共讀活動，都能提升幼

兒的書本概念、閱讀慣例、文字概念，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

指讀文字時，從書本封面開始逐行、逐頁進行指讀，能增進幼兒書本、文

字概念及閱讀慣例的認識；至於筆畫及部件部分，在共讀時以文字指引策

略逐字指讀引導幼兒注意文字、或者進行目標字彙的討論時，都能增進幼

兒對中文字字形的觀察和認識，在共讀活動後於筆畫及部件此項分測驗，

出現較明顯的進步，反觀在進行對話式共讀時，因幼兒極少會注意到書本

上的文字，即使在共讀二十本童書後，仍以在共讀前對中文字的知識或憑

猜測來答題，以致出現後測分數略為下降的不穩定情況。以本研究所採用

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童書，對增進幼兒之中文字筆畫和部件的知識較

對話式共讀具有顯著的成效，也能同時提升幼兒的書本概念、閱讀慣例及

文字概念的知識。

小結：

一、在成人以文字指引策略及對話式共讀兩種方式帶領下共讀童書，幼兒

整體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前後測分數差出現顯著的差異，參與

文字指引策略共讀活動的幼兒比參與對話式共讀的幼兒有顯著的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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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實驗組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活動之幼兒，在一般認字、目標字

彙辨識能力都有進步，而在共讀前後，辨認目標字彙的進步分數顯著

高於參與對話式共讀的幼兒。

三、在成人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後，實驗組幼兒在詞素覺識、書本及

文字覺識兩項認字後設語言能力都呈現進步的情形，且進步的程度

高於控制組，尤以書本及文字覺識的進步分數顯著高於控制組幼兒，

在四個分測驗中則以筆畫部件部分出現顯著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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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層幼兒認字及

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影響

本研究對象年齡跨越3-6歲間，為了解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童書對

於不同年齡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能力的成效，將實驗組幼兒（共）依年齡

分為3-4歲（16人）、4-5歲（15人）、5-6歲（16人）三組，首先分析不同

年齡層實驗組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前後測分數改變情形，然後逐

項詳細分析參與共讀活動後各年齡層幼兒各項能力之改變情形，探討此共

讀策略對不同年齡幼兒的影響。

壹、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前後測分數改變情形

表4-3-10呈現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參與共讀前後認字及認字後設語

言能力整體前後測分數改變情形。分析三個年齡層幼兒的認字分數差、目

標字彙分數差、詞素覺識分數差、及書本及文字覺識差，除了詞素覺識差

（F(2,44)=4.19, p=.02）之外，均未有顯著的組間差異。換句話說，三個年

齡層幼兒在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活動前後，只有詞素覺識能力的改變情

形出現年齡層間之顯著差異（事後比較顯示5-6歲組和3-4歲組幼兒的詞素

覺識差有顯著差異），其餘三項能力的改變分數，並未有年齡層間的明顯

差異。

從各項分數差的數值來看，三個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後一般認字能

力、目標字彙辨識能力、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均呈現進步的狀況，唯有詞

素覺識能力乙項，三個年齡層幼兒之改變方向並不一致，3-4歲及4-5歲組

幼兒出現些微退步情形，只有5-6歲組幼兒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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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0 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前後測分數改

變情形

一般認字分數差 目標字彙辨識

分數差

詞素覺識

分數差

書本及文字覺識

分數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3-4 歲 3.63 6.42 1.19 1.47 -.31 1.92 5.31 7.14

4-5 歲 6.27 7.09 2.13 3.34 -.13 4.03 1.40 3.96

5-6 歲 7.75 10.15 1.75 2.11 2.50 2.94 2.56 4.19

F 檢定 1.07 .61 4.19* 2.22

*P<.05

貳、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層幼兒認字能力的影響

一、一般認字能力

分析實驗組幼兒的一般認字能力前後測分數及其改變情形（如表

4-3-11），3-4歲幼兒前測時認字分數平均為2.13（SD=4.83），在後測階段

認字平均分數為5.75（SD=7.40）；4-5歲幼兒前測時認字分數平均為12.87

（SD=24.06），在後測階段認字平均分數為19.13（SD=28.30）；5-6歲幼

兒前測時認字分數平均為7.69（SD=12.34），在後測階段認字平均分數為

15.44（SD=17.09）。從三組幼兒的前測及後測認字能力來看，4-5歲幼兒

平均認字能力在兩階段都優於5-6歲幼兒，表示幼兒的認字能力並不因為平

均年齡較高而表現較佳。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認字能力均有進步，3-4歲組平均

增加3.63分（SD=6.42），4-5歲組平均增加6.27（SD=7.09），5-6歲組增加

最多，平均增加7.75分（SD=10.15），以本研究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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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進三個年齡層幼兒的認字能力，但5-6歲幼兒進步的幅度較大。

表4-3-11 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認字前後測分數及改變情形

認字前測 認字後測 認字分數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3-4歲 2.13 4.83 .00 18 5.75 7.40 .00 19 3.63 6.42 .00 18

4-5歲 12.87 24.06 .00 50 19.13 28.30 .00 86 6.27 7.09 .00 21

5-6歲 7.69 12.34 .00 80 15.44 17.09 .00 47 7.75 10.15 .00 27

將此研究結果與其它研究相比較：陳修元（2001）以同樣量表對台北

市北投的非明星幼稚園25 位即將就讀小學之大班幼兒施測，幼兒平均答

對83 個字（分布在3-200 之間），標準差為69.97；楊蕙蘭（2007）以台

東地區36位平均年齡68個月大（5歲8個月）的幼兒為研究對象，其平均識

字量為65.59，標準差為51.47；近期，陸喬甯（2011）以台中地區93位平

均年齡73.3個月大幼稚園大班幼兒為對象，平均識字量為106.74，標準差

72.10。本研究實驗組5-6歲大班的幼兒，平均年齡（64個月）較前三個研

究低，且認字測驗前測時間為九月剛開學期間，雖同樣為大班幼兒，但學

習經驗與其他研究之幼兒比較較不足，因此在前測階段平均識字量只有

7.69，認字能力較其它研究結果偏低，即便參與共讀活動後其平均識字量

提升為15.44，仍與其他研究之大班幼兒有相當之差距。而此差距也顯現幼

兒階段語言發展的快速變化。

此外，上述三個研究都指出即使同為大班的幼兒，認字能力的差異極

懸殊，本研究也有類似的情形，三個年齡層幼兒前後測分數之標準差均很

高，顯示同年齡幼兒認字能力的個別差異性很大。過去的研究認為：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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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小階段的兒童會在學校統一學習注音符號和認字，學前幼兒接受認字

教育的機會除了來自幼稚園教學外，主要還有家庭、生活環境和閱讀經驗

的影響，而且認字並非幼稚園正式課程中的一部分，有些幼稚園會安排注

音符號及認字之課程，有些則無，因此導致幼兒認字能力個別表現差異甚

遠（林雅芬，2008)。由於本研究對象之三所托兒所均以角落教學為主，只

有混齡的兩班有安排注音符號的教學，但並不刻意教導認字，其中還有31

位幼兒才剛入學幾星期，園所的課程對幼兒認字能力的影響不大，因此，

幼兒個別認字能力的懸殊差異，主要可能來自家庭提供的閱讀經驗。

本研究4-5歲的幼兒平均識字量優於5-6歲幼兒，顯示年齡並非影響幼

兒認字能力的主要因素。配合前測時幼兒家長所填的「家庭親子共讀及認

字活動調查表」加以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幼兒的認字能力

與在家庭中的親子共讀頻率及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教導幼兒認字的頻率有

顯著的相關性（r=.48及.24，P<.01），父母在家中經常帶領幼兒閱讀童書

或習慣在日常生活教導孩子認字者，幼兒的認字能力也較佳。

綜上，幼兒的年齡差異並非造成認字能力差異的主要原因，幼兒家庭

提供較頻繁的親子共讀及認字教導活動能使幼兒有較好的認字能力，而如

本研究透過學校提供適當的童書共讀和訓練，也能在短時間內增進幼兒的

認字能力。參與閱讀及認字學習經驗才是影響幼兒認字能力的主要因素。

二、目標字彙辨識

分析實驗組幼兒的目標字彙前後測分數及其改變情形（如表4-3-12），

3-4歲幼兒前測時目標字彙辨識分數平均為0，在後測階段平均分數為1.19

（SD=1.47）；4-5歲幼兒前測時分數平均為0.13（SD=.35），在後測階段

平均分數為2.47（SD=3.29）；5-6歲幼兒前測時分數平均為0，在後測階段

平均分數為1.75（SD=2.11），其中4-5歲幼兒的分數最高，此結果與前項

一般認字能力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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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2 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目標字彙前後測分數及改變情形

目標字彙前測 目標字彙後測 目標字彙分數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3-4歲 0 0 0 0 1.19 1.47 0 4 1.19 1.47 0 4

4-5歲 .13 .35 0 1 2.47 3.29 0 10 2.13 3.34 0 10

5-6歲 0 0 0 0 1.75 2.11 0 6 1.75 2.11 0 6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對目標字彙辨認分數均有進步，3-4

歲組平均增加1.19分（SD=1.47），4-5歲組平均增加2.13（SD=3.34），5-6

歲組平均增加1.75分（SD=2.11），以本研究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可

以增進三個年齡層幼兒的目標字彙辨識能力，在共讀活動介入後，4-5歲幼

兒進步最多，而這些幼兒也是一般認字能力較佳的一組，顯示原來認字能

力較好的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能以原來的認字能力為基礎，出現較

好的學習效果。

參、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層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影響

一、詞素覺識

分析實驗組幼兒詞素覺識前後測分數及改變情形（如表4-3-13），3-4

歲幼兒前測詞素覺識分數平均為18.06（SD=2.84），在後測階段平均分數

為18.00（SD=2.76）；4-5歲幼兒前測時平均為20.2（SD=5.31），在後測

階段認字平均為20.07（SD=4.59）；5-6歲幼兒前測時分數平均為17.56

（SD=4.34），在後測階段平均分數為20.06（SD=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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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3 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詞素覺識前後測分數及改變情形

詞素覺識前測 詞素覺識後測 詞素覺識分數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3-4歲 18.06 2.84 14 24 18.00 2.76 13 22 -.31 1.92 -5 3

4-5歲 20.20 5.31 14 30 20.07 4.59 13 30 -.133 4.03 -8 7

5-6歲 17.56 4.34 12 28 20.06 3.99 14 28 2.50 2.94 -2 7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詞素覺識改變的情形並不一致，3-4

歲組平均減少.31分（SD=6.42），4-5歲組平均減少.13（SD=4.99），只有

5-6歲組平均增加2.50分（SD=10.15），幼兒在參與共讀前後詞素覺識的表

現較不穩定。

與相關研究比較，Chung & Hu（2007）的研究以46位平均年齡為69.6

個月大的幼兒為對象，其詞素覺識測驗平均分數為20.8（SD=3.9），本研究

實驗組幼兒在後測時平均年齡（58.05個月）較低，詞素覺識前後測平均分

數（M=19.36，SD=3.88）也較低。Chung & Hu（2007）以同樣的測驗測

試小學3年級的學生，平均分數則到達30.4（SD=1.4），推論幼兒的詞素覺

識能力到了小學階段才會明顯增進且發展趨向穩定，而在學前階段則較不

穩定、個體差異性較大。本研究幼兒之詞素覺識分數在共讀前後出現改變

不一致情形，3-4歲、4-5歲兩組兒童出現些微退步，應非參與共讀的影響，

而與幼兒詞素覺識發展中暫時之不穩定及前後測驗之不一致狀況有關。

二、書本及文字覺識

分析實驗組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前後測分數及改變情形（如表



114

4-3-14），3-4歲幼兒前測書本及文字覺識分數平均為25.25（SD=8.05），

在後測階段認字平均分數為30.63（SD=6.22）；4-5歲幼兒前測時平均分數

為35（SD=7.57），在後測階段平均分數為36.40（SD=8.05）；5-6歲幼兒

前測時分數平均為38.19（SD=5.47），在後測階段平均分數為40.75

（SD=4.74）。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書本及文字覺識分數均有進步，3-4

歲組平均增加5.31（SD=7.14），4-5歲組增加1.40（SD=3.96），5-6歲組幼

兒則平均增加2.56（SD=4.19），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可以普

遍提升各年齡層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而使3-4歲年齡較小的幼兒出

現較大的進步。

表4-3-14 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前後測分數及改變情形

書本及文字覺識前測 書本及文字覺識後測 書本及文字覺識分數差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3-4歲 25.25 8.05 11 41 30.63 6.22 19 41 5.31 7.14 -7 17

4-5歲 35.00 7.57 15 42 36.40 8.05 22 45 1.40 3.96 -7 7

5-6歲 38.19 5.47 27 45 40.75 4.74 32 46 2.56 4.19 -7 7

進一步分析書本及文字覺識測驗中四個分測驗的個別情形，如下表

4-3-15。三個年齡層幼兒在書本概念、閱讀慣例、文字形式概念三個分測

驗前測階段都有顯著的組間差異，而且所有分數都呈現依年齡層升高而增

加的情形，在後測階段三個分測驗也是如此，其中唯有文字概念後測成績

的組間差異未達顯著。而三個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書本概念、

閱讀慣例、文字形式概念三個分測驗分數均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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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5 不同年齡層實驗組幼兒書本概念、閱讀慣例、文字概念、及文

字覺識前後測分數及改變情形

書本概念 閱讀慣例 文字形式概念 筆畫部件

前測 後測 差異 前測 後測 差異 前測 後測 差異 前測 後測 差異

3-4歲 4.69 5.69 1.00 1.94 3.81 1.88 2.69 3.81 1.00 15.94 17.56 1.63

4-5歲 6.40 8.00 1.60 4.20 4.93 .33 3.93 4.13 .07 20.07 18.80 -1.27

5-6歲 7.75 8.62 .88 4.75 5.38 .44 4.25 4.44 .19 19.25 21.81 2.56

在四個分測驗中以筆畫部件測驗的情況較不同，首先，在前測時 4-5

歲幼兒的平均分數高於 5-6 歲組幼兒，與其他三個分測驗隨年齡增加的情

況不同。而在共讀活動後，該組幼兒的筆畫部件分數卻呈現略為退步的情

形，推究原因如前一節之討論，可能因此部分題項最多，而且答題方式不

像前三部分，並非透過幼兒的操作表現來計分，而是讓幼兒從兩個選項中

選出一個答案，因此比較容易受到幼兒猜測答案的影響而造成前後答題不

一致的情況，也反應出幼兒時期中文筆畫和部件知識發展的不穩定性。

為進一步了解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發展情形，以下分析實驗組幼兒

在接受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後，在四個分測驗各題項內容之整體表現：

（一）書本概念

探究實驗組幼兒在接受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後，對書本概念認識的

變化，可發現幼兒對於書本的封面、作者、封底、書頁、第一行、最後一

行、以及如何正確拿書及翻頁都有進步，尤以對書本封面的認識進步最

多，答對的幼兒增加了 20 人。其次為「作者」概念部分，在後測時增加

了一倍的答對人數，但其答對人次仍為 10 個題項中最低者（圖 4-3-3）。

各題項中「圖文區分指出文字」乙項答對率最高，所有實驗組幼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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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時，均能正確的答對此題，其次為「拿書及翻書」及「圖文區分指出

圖畫」。顯示幼兒對於童書內容由圖畫和文字組合而成的結構，已有充分

的認識，而且能分辨出兩者的不同，但由於施測圖文區分之兩題時，分別

翻到書中有文字和插畫不同的兩頁，且兩題間有書頁概念題目的區隔，因

此幼兒在區別圖文這兩題的答對率並不一致。

經過十週的文字指引共讀訓練後，幼兒對於如何正確的拿書、翻頁、

以及書本每頁的第一行、最後一行等概念，也都有進步，顯示以文字指引

策略帶領共讀，使幼兒從共讀中熟悉書本的結構，透過成人引導和說明能

增進幼兒的書本概念。

圖 4-3-3 實驗組幼兒書本概念前後測各題項分數

封底最後行第一行圖文

之圖

書頁圖文

之文

拿書

翻頁

作者標題封面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N > 0

1 後測 2 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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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慣例

針對實驗組幼兒在閱讀慣例各題項的答題情形進行分析，參與文字指

引策略共讀活動後，幼兒對於每頁從何處開始閱讀、文字由左至右、由上

到下的閱讀順序、翻頁後下一頁開始、故事從何開始及結束等概念均有進

步，其中「從上到下」的閱讀慣例在後測時所有實驗組幼兒均能答對，如

圖4-3-4。

圖 4-3-4 實驗組幼兒閱讀慣例前後測各題項分數

幼兒在「故事的開始」和「故事的結束」兩題項表現較差，其中「故

事結束」的概念，幼兒表現最差，即使在經過共讀活動介入後，只有一半

的幼兒能答對該題項。由於施測此兩題時施測人員的問題為：故事從哪裡

開始唸？唸到哪裡結束？幼兒必須翻到第一頁或最後一頁有文字的地方

故事結束故事開始下一頁

開始

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開始閱讀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1 後測 2 前測
N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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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第一行和最後一行的位置才算答對。在施測時，可觀察到有些幼兒答

題時只會翻到第一頁或最後一頁，就任意指著圖畫的部分，或許是因為幼

兒將圖畫也視為「故事」的一部分，或是在測驗時施測人員的語意表達對

幼兒來說較難理解所造成。

（三）文字形式概念

分析實驗組幼兒在各題項的答題情形，共讀活動前後表現最好的為字

和標點符號的區分，表現最差的是以摺扇道具遮住一小段落其他的字只剩

最後一個字；其餘三個題項，幼兒對字的形式、一字一音、第一個字等概

念，在前測時都已有超過半數的答對率，參與文字指引共讀活動後，也都

有進步。

圖 4-3-5 實驗組幼兒文字形式概念前後測各題項分數

字和標點最後一個字第一個字一字一音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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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部分中，幼兒在區別文字和標點符號乙項表現最好，由於該題施

測時測驗人員已把段落中其他的字遮掉，剩下一個字和句點，然後要幼兒

指出何者為字，字體的大小和句點差別甚大，因此除了一位幼兒答錯外，

大多數幼兒都能分辨出筆畫較繁雜的部分才是字。在算字數（區隔單字）、

「把其他的字遮掉只露出一個○字」（一字一音）的任務中，幼兒也有不

錯的表現，顯示大部分幼兒已了解中文每個字是獨立字彙、具有一字一音

的概念。對照以英語為母語的幼兒研究，當4歲半幼兒被問到「How many

words on this page?」及「Show me just one word on this page.」，兩題項答

對率僅有.17和.10（Justice & Ezell, 2001）。主要是因為是英文為拼音文字，

在單字組字的結構上不像中文都是方正、大小、寬度一致的字形，而會因

為拼字字母不同，造成單字長短不一的問題，不像中文單字與單字的區隔

一致、辨別度較高（Jackendoff, 1993）。

（四）筆畫部件

實驗組幼兒在共讀活動後筆畫部件平均答對 19.38 題，答對率為

64.6%，各題項答對的情形如下圖 4-3-6，所有筆畫部件中幼兒答對率最高

者為「几」（76.6%），其次為「屮」（74.5%），而答對率最低的為「氵」，

僅有 40.4%的幼兒在被問到「氵」和「♨」哪一個比較像我們的字時選擇

了「氵」，而半數以上的幼兒則選擇了圖像化的答案「♨」，有些幼兒還會

補充說明這是溫泉或冒煙，可見幼兒在決定答案時，有些只是憑藉對符號

的理解及喜好猜測，選擇自己可以解讀出意義的項目，對幼兒來說，「氵」

這個中文常見的部件反而是比「♨」相對難解而較生疏的符號。在回答「ㆀ」

和「吅」一題時，選擇錯誤答案「ㆀ」的幼兒也有類似的反應，會解釋這

個符號代表眼睛、圈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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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實驗組幼兒筆畫部件後測各題答對率

實證研究指出兒童六歲以前還未具有中文部件和中文字結構的關係

的知識（Chan & Nunes, 1998; Shu & Anderson, 1997; Ho et al., 2003），三至

五歲的幼兒學習認字純粹依賴字形結構與發音的配對死記，傾向將個別文

字視為整體圖像（Mcbride-Chang, 2004），而本測驗中的題項如「回」、「几」、

「己」既是組字的部件，也是獨立的中文單字，其他題項都為組字部件或

筆畫，所有對照的選項為非中文部件的符號，如：數學、外國文字（希臘

文、日文及韓文）、或電腦中鍵入之特殊符號或圖像，從施測時觀察幼兒

答題的反應，發現幼兒因為認字能力尚在萌發階段，會以個人生活經驗中

較常見的符號如注音、標誌、圖像等來推測答案，對部件的辨識和辨識文

字有同樣的傾向，都是以整體圖像的記憶做為辨認的線索。要到小學以

後，隨著識字能力提升，兒童才會發展出中文字字形位置與關係、部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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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概念，有較成熟的字形覺知策略。

小結：

一、參與文字指引策略之共讀活動後，三個年齡層幼兒的一般認字能力、

目標字彙能力均有進步，一般字彙能力以5-6歲進步幅度最大，目標字

彙則是4-5歲進步最多。

二、參與文字指引策略之共讀活動後，三個年齡層幼兒的詞素覺識能力只

有5-6歲組幼兒有進步

三、參與文字指引策略之共讀活動後，三個年齡層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

能力均有進步，而以3-4歲幼兒進步最大。

四、若要將本研究所採用的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運用於教學實務，藉此

提升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對於年齡介於5-6歲的幼兒的詞素覺識效

果較佳；對於4-5歲幼兒則對目標字彙辨識有較大的成效，對年齡較

小的3-4歲幼兒來說，本研究採用的文字指引策略會顯著提升其書本

及文字覺識。



122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提出本研究之研究結論與建議，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統整

研究結果並提出結論；第二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限制；第三節根據研究結

果提出研究及教學實務之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根據研究的目的一說明共讀童書文字指引

策略對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之影響，摘要研究結論；第二部分根

據研究的目的二說明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 3-4、4-5、5-6 三個年齡層

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之影響。

壹、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之影響

一、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能提升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

言能力

本研究由成人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進行二十本童書的共讀活

動，採取包含逐字指讀、目標字彙討論及造詞訓練的引領方式，結果發現：

幼兒在經過十週的文字指引共讀活動後，在認字、書本及文字覺識、以及

目標字彙的辨識能力等均有進步。對照控制組幼兒由在成人以對話式共讀

方式帶領閱讀同樣的書籍，其各項能力在共讀活動後並未全面提升，甚至

出現小幅退步的不穩定變化，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童書，對提升幼兒

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具有顯著的效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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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能提升幼兒一般認字能力

在進行十週共讀活動後，實驗組幼兒的認字量平均增加 5.87

（SD=8.08），控制組增加 2.89（SD=7.50），以認字前後測的差異分數為

依變項，幼兒前測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做為共變量進行統計校正，多

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的結果發現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認字進步情

形有顯著的差異（F(1,88)=5.99，p=.02），若要藉由共讀童書來提昇幼兒

的認字能力，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比採用對話式童書共讀更有成

效。

（二）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能提昇幼兒目標字彙辨識能力

本研究從每本童書中選取兩個字做為目標字彙，在共讀時配合放大字

卡，針對該字彙的形、音、義加以說明、提問共六次，並引導幼兒進行目

標字彙造詞活動，研究結果發現此種共讀帶領方式，能提昇幼兒目標字彙

辨識能力。

在參與共讀活動後，實驗組幼兒對目標字彙辨識能力平均進步 1.74 分

（SD=2.40），控制組進步 0.17 分（SD=1.07）。以幼兒前測各項認字及認

字後設語言能力為共變量，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前

後測辨識目標字彙差（後測-前測）有顯著的差異（F(1,88)=25.27，p=.000）。

成人在帶領幼兒共讀童書過程中，特別針對某些字彙的字形、字音、和字

義加以說明，並引領幼兒進行字彙的造詞、及同音異字詞素的區辨，可以

顯著提昇幼兒對這些目標字彙的辨識能力。

（三）採用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能提升幼兒的書本及文字覺識

比較在共讀活動前後實驗組和控制組幼兒書本及文字覺識能力的分

數改變情形，排除前測階段幼兒各項能力的影響後，兩組幼兒的書本及文

字覺識差（後測-前測）有顯著的差異（F(1,88)=22.68，p=.000）有顯著的

差異（F(1,91)=9.343，p=.003），其中筆畫及部件進步程度的差異達到顯

著的水準，書本概念、閱讀慣例、及文字概念三部分則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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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成人從書本封面開始對書名、作

者進行說明、示範翻頁、換行閱讀、由上到下、由左至右的閱讀慣例，能

增進幼兒書本、文字概念及閱讀慣例的認識，而在共讀時逐字指讀，引導

幼兒注意文字，或者進行目標字彙的討論，能增進幼兒對中文字字形的觀

察和認識，在共讀活動後使幼兒對中文筆畫及部件的認識有顯著的進步。

反觀參與對話式共讀的幼兒，在進行共讀時並未特別被引導注意文字，即

使在共讀二十本童書後，在書本概念、閱讀慣例、文字概念、及筆畫部件

四個分測驗都未有顯著進步。

總之，以本研究所採用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童書，對增進幼兒之

中文字筆畫和部件的知識較對話式共讀更具有顯著的成效，也能同時提升

幼兒的書本概念、閱讀慣例及文字概念的知識。

貳、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層幼兒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之

影響

一、認字能力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認字能力均有進步，3-4歲組平均增

加3.63分（SD=6.42），4-5歲組平均增加6.27（SD=7.09），5-6歲組增加最

多，平均增加7.75分（SD=10.15），本研究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可

以增進三個年齡層幼兒的認字能力，但5-6歲幼兒進步的幅度較大。

各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對目標字彙辨認分數均有進步，3-4

歲組平均增加1.19分（SD=1.47），4-5歲組平均增加2.13（SD=3.34），5-6

歲組平均增加1.75分（SD=2.11），以本研究的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共讀，可

以增進三個年齡層幼兒的目標字彙辨識能力。在共讀活動介入後，4-5歲幼

兒進步最多，而這些幼兒也是一般認字能力較佳的一組，顯示原來認字能

力較好的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後，能以原來的認字能力為基礎，出現較

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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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參與文字指引策略之共讀活動後，三個年齡層幼兒的詞素覺識能力只

有5-6歲組幼兒有進步，平均增加2.50分（SD=10.15）。在書本及文字覺識

能力部分，三個年齡層幼兒在共讀活動後均有進步，3-4歲組平均增加5.31

（SD=7.14），4-5歲組增加1.40（SD=3.96），5-6歲組幼兒則平均增加2.56

（SD=4.19）。3-4歲幼兒進步最大，但三個年齡層幼兒的進步情形並未有

顯著的差異。

由書本及文字覺識四個分測驗分析，三個年齡層幼兒在參與共讀活動

後，書本概念、閱讀慣例、文字概念三個分測驗分數均有增加，且都是3-4

歲幼兒進步幅度最大，而在筆畫及部件部分則是5-6歲幼兒進步最多。

綜上，若要將本研究所採用的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運用於教學實

務，藉此提升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對於年齡介於5-6歲的幼兒的詞素覺

識效果較佳；對於4-5歲幼兒則對目標字彙辨識有較大的成效，對年齡較小

的3-4歲幼兒來說，本研究採用的文字指引策略會顯著提升其書本及文字覺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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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之三項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一、 研究時間及樣本代表性的限制

由於時間及能力所限，研究對象僅限於就讀桃園縣龜山鄉地區學前幼

稚園及托兒所的幼兒，參與文字指引策略的樣本人數僅47人，幼兒家庭社

經條件偏低、其中還有部分幼兒為母親為新移民女性，其認字之起點能力

較同齡其他地區背景條件之幼兒偏低，且本研究僅以有接受學前教育的幼

兒為主，並未將尚未進入幼稚園之幼兒納入考量，研究驗證文字指引策略

對提升幼兒認字能力之效果，若要推論於不同地區、家庭社經及就學條件

不同之幼兒會有推論之限制。

其次，本研究僅採橫斷式的研究方式進行，研究結果為短期的效應，

而3-6歲間正是幼兒語言能力快速發展之階段，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

兒時期各階段語言發展的確切影響，須進一步藉由縱慣性的研究設計來加

以瞭解。

二、 目標字彙選取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從每本童書中選擇的目標字彙出現的次數不同，且目標

字彙在中文六書的結構上類型不一致，且半數為名詞。從研究過程發現：

使用文字指引策略向幼兒說明字彙之字形時，以象形具有圖像化特徵的字

較好解說，有助於幼兒的記憶，而在共讀活動後幼兒對出現頻率較高且圖

像化的名詞字彙，確實有較好的辨識能力。本研究之共讀童書指引策略對

目標字彙的辨識效果，主要來自於這些較具有圖像化特徵、出現頻率較高

的名詞字彙如：「羊」、「瓜」、「公」、「鼠」等等，對於其他類型的字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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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成效則不明顯。若以相同的策略帶領共讀，而選擇其他不同類型的目

標字彙進行訓練，是否也能有同樣的學習效果，需要進一步研究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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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首先提出對幼兒教育實務的建議，分為對家長

和幼教實務工作者、幼教機構的建議兩部分，其次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壹、對幼兒教育實務之建議

一、對家長和幼教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一）以文字指引策略帶領幼兒共讀童書

本研究針對幼兒的認字能力進行分析時發現，幼兒認字能力的個別差

異極大，認字能力的差異和年齡無關，主要來自幼兒的閱讀及學習認字的

經驗。學界對於如何促進幼兒讀寫萌發，也多會建議應於日常生活中，盡

可能提供幼兒接觸書寫文字的經驗，使他們在入學前就能具備文字知識，

因而特別強調帶領幼兒共讀童書的重要性。本研究發現：若使用一般「對

話式共讀」方式來帶領閱讀童書，而不提供任何對文字的指導，對幼兒的

文字相關能力雖有幫助，但其成效不如使用文字指引策略明顯。家長或老

師要藉由共讀童書繪本活動使幼兒接觸文字、建立文字知識，採用一般說

故事的方式，效果並不大，若要以共讀童書來奠定認字能力基礎，進而增

進讀寫能力，必須在共讀活動中引導幼兒去注意文字的部分，真正進行童

書的「閱讀」，而非僅是聽大人說故事、討論圖片和情節，才能讓幼兒與

書寫文字有真正較實質的接觸。

雖然，學習認字並非幼兒參與閱讀活動的唯一目標，但在培養閱讀興

趣和建立閱讀習慣的階段，父母或幼教教師在帶領幼兒閱讀童書時，與其

讓孩子被動的聽故事，只要能略加引導，就可使孩子注意到書本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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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參與文字閱讀，增進其接觸文字的機會，對讀寫能力發展會有較大的

幫助。

（二）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的應用技巧

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的主要前提假設是建立在如果成人在帶領幼

兒閱讀童書互動時，能使幼兒投入多一點注意力在印刷文字上，或者對於

書本上的文字產生較多的興趣，使幼兒可以獲得印刷文字的相關知識，為

日後的讀寫能力奠定基礎。本研究結果發現採用此種方式引領幼兒共讀，

可以促使幼兒從書本的封面開始就注意書名、作者等文字的存在，進而認

識書本並暸解文字符號傳遞訊息的功能和意義；而在聽成人講故事內容

時，隨著大人的手指動作的指引，加上口語的提醒、說明和引導討論，能

將幼兒的部分注意力由故事情節和圖畫轉移至書本內文的文字但，由於幼

兒持續注意力相當有限，若從頭到尾只逐字指讀或過於強調教導文字，容

易使幼兒出現分心的情形甚至喪失共讀童書的興趣，建議成人在採用此種

方式帶領共讀時，應將幼兒的閱讀經驗、特質一併考慮，視情況調整方式

彈性運用。

在共讀時可以選定故事中的某些字彙，穿插該字彙的形音義加以解

說，在字形的部分可以藉由圖像的聯想，來引導幼兒對字形、字音、字義

的連結記憶，並引導幼兒以該字彙造詞，向幼兒說明同音異字的詞素區

別，以此訓練詞素覺識。

二、 對幼教機構的建議

（一）瞭解幼兒認字及後設語言能力發展情形

目前幼教機構在評估了解幼兒的語言發展情形時，很少會注意到幼兒

認字、詞素覺識、書本及文字覺識，從本研究中可發現幼兒的認字各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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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家庭閱讀經驗存在很大的個別差異，為了鑑別認字能力較差的幼兒，

及早實施補救，以避免早期的落後惡性循環，造成日後學習的差距，建議

可以對幼兒實施認字測驗、詞素測驗、書本及文字測驗，以對幼兒的語言

發展有較全面了解。

（二）規劃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課程

由於認字是閱讀能力的基礎，在帶領幼兒共讀童書時，成人能指引其

注意文字，對文字的形、音、義加以說明討論時，可幫助幼兒在閱讀之後，

熟悉文字的讀音和字形的連結，進而學會認字。建議在幼教機構規劃幼兒

讀寫相關課程時，可增加文字指引策略的童書共讀活動，並先對幼教教師

實施培訓，使他們了解文字指引策略的技巧，善用童書繪本，藉由說故事

這種能引發幼兒興趣的活動，加入對文字的指引，讓孩子從中學習認字，

發展閱讀和書寫能力，相較於使用字卡或習字本等直接教導認字的方式，

以童書這種結合圖畫和情節為教材來建立幼兒的文字知識，應會讓幼兒有

較大的興趣，對文字知識的提升有好的效果。

目前，國內幼教機構多將共讀童書活動納入幼教課程中，但由於對共

讀文字指引策略的瞭解不多，如本研究中的三所幼教機構，課程中雖有提

供一些閱讀活動，但主要以一般團體說故事的方式進行，難以兼顧幼兒的

個別差異，而且並未特別強調文字的指引。建議在規劃共讀活動等課程

時，應進一步考量不同背景條件的幼兒之需要，對於來自弱勢家庭、或語

言發展遲緩之幼兒，可以採用指讀及文字討論之共讀方式設計閱讀介入方

案，增進其接觸文字之機會，以促進讀寫萌發。

貳、 研究建議

（一）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技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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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用的文字指引策略結合指讀、目標字彙的形音義說明、以

及目標字彙造詞詞素訓練，每本童書選定兩個目標字為文字指引的加強重

點，結果發現對幼兒認字能力、詞素覺識、書本及文字覺識兩項後設語言

能力的效果並不一致。究竟每本書應設定多少個目標字較適當? 可否增加

目標字的數量來加強訓練增進其效果？有關這些採用文字指引策略的技

巧問題，包括共讀童書的情境、共讀活動進行時程、童書和目標字的選擇、

目標字的數量都是需要研究更深入、細緻的探討。

（二）文字指引共讀策略對幼兒閱讀興趣影響研究

對幼兒實施文字指引共讀童書時，經常引發是否會因而降低幼兒閱讀

興趣的疑慮，如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言，國外研究曾在探討文字指引策略的

成效時，一併評估幼兒在參與此種共讀活動後對閱讀童書的興趣變化，本

研究所使用的文字指引策略和該研究不同，採用此種策略帶領共讀童書，

是否能同時提高幼兒的閱讀興趣，或者會因共讀時穿插教導而導致幼兒閱

讀興趣的降低？建議後續研究可增加幼兒閱讀興趣之變項，在共讀活動前

後測量其變化，以澄清疑慮。

（三）探討文字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階段幼兒認字能力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共讀童書指引策略對提升幼兒認字及後設語

言能力的成效，研究對象含括 3 至 6 歲的幼兒，並在事後針對三個年齡層

幼兒各項能力的進步情形進行分析，係以橫斷式研究方式，來探討文字指

引策略共讀童書對 3-4、4-5、5-6 歲三個年齡層的認字及認字後設語言能

力之影響。若要更確切了解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不同年齡層幼兒認字

及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發展的影響，建議後續研究採取縱貫式的研究設計，

以一群幼兒為對象，長期進行文字指引策略童書共讀，追蹤各階段幼兒認

字相關能力的變化，方能瞭解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各階段認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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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發展的影響。

（四）教學實務運用的研究

本研究為短期實驗，採用文字指引策略進行共讀活動時，幼兒的人數

控制在五人以下，以小團體的方式來進行，確保每位幼兒能近距離接觸、

看到書本上的文字，而在一般的幼教機構中，班級中的幼兒多在十人以

上，聽故事時多為團體面對老師進行，若要將文字指引策略運用於日常課

程實務中，必須要有相當的配套措施，才能有效實施。在國外幼教機構的

閱讀課程中施行文字指引策略的共讀活動，除了針對幼教教師進行訓練

外，還編印指導手冊，內容包含整套課程目標、教學重點的詳細說明，並

且提供共讀書籍以及每本童書的教學指導，詳載每本書的文字指引目標，

例如在共讀某些童書時，適合做閱讀慣例的說明；某些有角色對話框或思

考泡泡的童書，則用來搭配圖文區分的訓練；而若要針對目標字或字母的

辨認時，則會配合放大的字卡道具搭配使用，使幼兒能清楚的看見文字。

為了要增進文字指引策略的納入課程的可行性，使研究結果能與幼教

實務結合，無論是教師的訓練、指導手冊的編印、書籍的選擇等等，都需

要有周詳的計畫，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以結合教學實務的方向來進

行，研擬適合本土幼兒的整套教材，納入幼教機構的正式課程中，由幼教

教師進行行動研究驗證其成效。本研究驗證了「文字指引策略」共讀童書

對提升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的效果，但若要結合幼教教學實務的應用，

則需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提升實務應用的價值。

（五）弱勢族群幼兒介入方案之研究

近年來，歐美先進國家都積極推展閱讀運動，美國為了評估對於弱勢

家庭兒童介入方案的成效，進行了許多有關幼兒閱讀方面的研究計畫，試

圖及早了解幼兒在進入幼稚園前的語言環境，探討什麼才是具有豐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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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rich）的學前教育與家庭環境，以實施有效的早期介入策略來改

善不利的情況。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也在此概念下，被運用於低社經、

非以英語為母語之少數族群、高風險家庭及發展遲緩幼兒之介入方案。本

研究的幼兒來自非都會區中低社經家庭，其中包含 28 位母親為新移民女

性的「新台灣之子」及 44 位低收入家庭，幼兒的識字能力和認字後設語

言能力的測驗表現，比其他研究中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幼兒偏低。即使在

進行共讀活動介入後，參與文字指引策略共讀活動幼兒的相關能力獲得明

顯提升，但平均的認字能力仍落後其他同齡兒童。

目前台灣因城鄉差距、家庭貧富懸殊、及新移民家庭增加形成許多教

育問題，本研究對象幼兒之落後情形，在其他偏鄉地區可能更嚴重。若能

從幼兒教育階段著手，盡早提供弱勢族群幼兒讀寫介入措施，可以避免日

後接受正式教育時的學習困難。建議以來自低社經家庭、特殊需求、或新

台灣之子等幼兒為對象，研擬文字指引策略之童書共讀活動，做為提升幼

兒讀寫能力之介入方案，長期實施，並追蹤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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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家 長 同 意 書

親愛的家長：

您好！本人是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老師陳惠茹，目前正在台灣師

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張鑑如教授的指導下進行「共讀童書文字指引

策略對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之影響」研究，需要以 3-5 歲之幼兒為研究

對象，以不同的方式帶領小朋友共讀童書，以瞭解不同共讀策略對幼兒認

字及相關後設語言能力的影響。此研究成果能幫助幼兒教師以更有效的方

式進行童書共讀活動，也可提供您瞭解孩子認字相關能力發展情形的機

會。依據國外研究結果，共讀童書活動與幼兒日後讀寫能力的發展關係密

切，本研究在不影響您孩子在學校正常學習及作息的情形下進行，將可以

提供孩子額外童書共讀的機會。

這項研究的進行亟需您的鼎力協助，希望您能同意您的孩子參與此項

研究，並同意園所提供兒童的基本資料供參考。

如蒙惠允，您的孩子將於本學期內，被安排在學校內與學校教師或研

究人員進行一系列與認字相關能力之測驗及童書共讀活動，每次測驗時間

約 30 分鐘，閱讀活動每週兩次。孩子的資料只供學術研究用，對外絕不

公開，請您放心。隨函附上回條乙份，煩請將回條交給學校老師。感謝您

的慨允與配合！

敬祝

健康、快樂

私立長庚大學早期療育研究所 陳惠茹 敬上

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十五日

聯絡電話：0955850792 E-mail:denise@mail.cg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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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03-2118139

…………………………………………………………………………………

………

回 條

我對我的孩子是否參加「共讀童書文字指引策略對幼兒認字後設語言能力

之影響」研究活動的意見是：

□同意 □不同意

學生姓名：

中華民國一○○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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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家庭親子共讀及認字活動調查表

親愛的家長：
您好，為了瞭解孩子在家裡閱讀童書的情形，麻煩您花一點時間填答

下列問題。請先回答第一大題，在適合的答案前□打勾ˇ，然後按照箭頭
的方向回答一個框框內的問題即可，提醒您：只有左邊框內的第一小題需
要填寫，其餘的題目都只要在適合的答案前□打勾ˇ。謝謝您的合作！

一、請問您最近一個月內有沒有帶領小朋友一起閱讀童書？
□ 有 □ 沒有

1.您和孩子一起看的書是關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故事或內容（例如：小羊上

學的故事、介紹昆蟲的書）

2. 您和孩子一起看書時您主

要的活動內容包括（可複

選）：

□講故事 □教導認字

□問問題 □說明圖畫

□藉著故事教導做人做事

的道理

3. 您是否曾去圖書館借書或

買書給孩子

□ 是 □ 否

4. 您會不會在日常生活中教

孩子認字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5. 請問您一個月中大約帶領

孩子看書幾次

□每天都看 □1-3 次
□4-6 次 □7-10 次

1.您平常無法帶孩子看書的原

因（可複選）：

□沒時間

□學校老師會教

□不知道要怎麼帶孩子看書

□孩子還太小不需要

2. 您是否曾去圖書館借書或

買書給孩子

□ 是

□ 否

3. 您會不會在日常生活中教

孩子認字

□經常

□偶爾

□很少
□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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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前兒童書本/文字覺識測驗

一、測驗說明

這是一份用來評估學前兒童書本/文字覺識的測驗工具，內容包含四個

部分：第一部分為書本概念，第二部分為閱讀慣例，第三部分為文字概念，

第四部分則用來測驗幼兒對中文筆畫及部件概念。

二、測驗程序

1.請施測人員先詳細閱讀完本測驗後，填好測驗卷上幼兒基本資料，備妥

筆、窗簾道具和一本中文童書繪本（非翻譯書籍並且包含圖畫及文字），

再開始進行測驗。

2.本測驗因需要個別引導幼兒操作，採ㄧ對一的方式進行。

3.前三部分請施測人員依照第二欄「施測人員的任務」及第三欄「施測人

員的指導語」逐題實施測驗，將幼兒對每題的反應與第四欄「幼兒通過

題目的反應」對照，若相符，則於該題「註記」欄位打ˇ。

4.第四部分中文筆畫及部件概念測驗，請施測人員依據指導語，逐題讓孩

子從兩欄中挑選「哪一個比較像我們的『字』」，對照正確答案，答對者

同樣打ˇ於註記欄。

5.合併計算全部註記欄位打ˇ的總數，即為幼兒在本測驗所得之總分。

三、測驗前標準指導語

○○（小朋友的名字），我們一起來看故事書、玩一個遊戲，你要幫我

的忙喔!你看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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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年齡：____ 歲____ 月

施測時間：

施測人員：

總分：

第一部分 書本概念

概念 施測人員的任務 施測人員的指導語 幼兒通過題

目的反應

註記

封面 把書背面朝上給

反過來拿給孩子

書的封面在哪裡？ 把書拿正並

指出封面

標題 把書闔上拿給小

孩

指給我看這本書的

名字在哪裡？

可以從書的

封面或扉頁

指出標題

作者 翻到封面指出作

者

這裡是作者的名

字，寫這本書的人

叫做○○○，作者

是做什麼的？

回答：寫出

故事的人

拿書及

翻書

把書倒過來拿 我們來看看這本

書，你可不可以幫

我把書拿好翻開

把書拿正翻

開書頁

圖文區

分（圖）

翻開書到有插畫

和文字的一頁

看這裡告訴我哪裡

有圖畫

指出圖畫

書頁 翻到第 3頁 告訴我哪裡是一頁 正確的握住

一頁書頁

圖文區

分（字）

翻開書到有插畫

和文字的另一頁

看這裡告訴我哪裡

有字

指出內文

第一行 翻到一頁 這一頁的第一行在

哪裡？

指出該頁最

上面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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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

行

翻到下一頁 這一頁的最後一行

在哪裡？

指出該頁最

下面部分

封底 闔上書 告訴我書的背面在

哪裡？

指出書的背

面

第二部分 閱讀慣例

概念 施測人員的任務 施測人員的指導語 幼兒通過題

目的反應

註記

開始閱

讀的地

方

隨意翻到至少有

兩行文字的一頁

指給我看要從哪裡

開始念？

指到第一行

最前端的部

分

從左到

右

繼續同一頁

同一段

告訴我要從哪裡念

到哪裡？

手指比出從

左到右

從上到

下

繼續同一頁

同一段

唸完這一行接下來

我要念哪邊？

手指比出從

上到下

下一頁

第一行

翻到連續兩頁都

有文字的地方

念完這裡要念哪

裡？

指出下一頁

的第一行

故事的

開始

讓小孩拿書 故事要從哪裡開始

念？

翻到書的第

一頁指出第

一行

故事的

結尾

讓小孩拿書 故事念到哪裡結

束？

翻到書的最

後一頁指出

最後一行

第三部分 文字形式概念

概念 施測人員的任務 施測人員的指導語 幼兒通過題

目的反應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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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形

式

手指著一小段、少

於十個字的段落

數數看從這裡到那

裡一共有幾個字

正確逐一數

字數

一字一

音

手指一小段文

字，讀出來，並將

窗帘道具(摺扇式

的紙片)遞給幼兒

幫我把字用窗帘遮

起來只露出一個○

字（此段最後一個

字）

把其他的字

遮掉，剩一

個字

第一個

字

關上窗帘 我想要看這裡的第

一個字

把其他字遮

掉露出第一

個字

最後一

個字

關上窗帘 我想要看這裡的最

後一個字

把其他的字

遮掉剩露出

最後一個字

區分字

和標點

符號

把其他的字遮掉

剩一個字和句點

告訴我哪個是字 正確指出字

的部分

第四部分 中文筆畫及部件概念

指導語：這兩個哪一個比較像我們的字

題項 正確答案 審查意見
1. ◎ 回 回

2. đ 扌 扌

3. 几 Ω 几

4. Ψ 屮 屮

5. 卝 갸 卝

6. § 阝 阝

7. 刂 ∬ 刂

8. ⊆ 亾 亾

9. 亠 ~’ 亠

10 √ 厂 厂

11 ∮ 忄 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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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 犭 犭

13 ツ 巛 巛

14 彡 ミ 彡

15 ᇱ 灬 灬

16 ζ 廴 廴

17 ᅘ 艹 艹

18 ₣ 卩 卩

19 勹 Э 勹

20 ⓧ 囟 囟

21 ㆄ 糸 糸

22 ♨ 氵 氵

23 巾 ф 巾

24 宀 ή 宀

25 긍 己 己

26 ㆀ 吅 吅

27 弋 じ 弋

28 彑 Д 彑

29 Ж 业 业

30 ή 气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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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簡單兩百字認字量

子 一 人 天 上 小 了 大 好 來

很 下 水 不 生 頭 手 花 我 心

開 家 你 是 時 去 色 車 山 西

著 公 打 個 有 樹 老 東 國 事

魚 書 服 的 出 地 氣 學 要 衣

白 他 起 果 日 到 中 走 動 高

裏 快 長 字 風 愛 年 兒 話 住

然 過 海 名 路 火 面 看 麼 力

牛 弟 作 可 口 太 告 物 邊 明

會 球 吃 見 命 蟲 自 得 外 香

布 夫 門 在 星 草 安 眼 節 菜

亮 電 光 木 玩 媽 馬 行 說 竹

師 早 筆 畫 幾 用 課 倒 美 正

錢 以 發 方 音 功 工 皮 歡 別

毛 回 身 叫 鳥 笑 歌 哥 場 習

加 金 妹 教 們 土 新 寶 女 多

飯 流 巴 飛 船 台 包 元 聲 點

苦 親 陽 合 信 喜 前 朋 什 米

忙 房 跳 遊 黑 紙 同 田 進 乾

比 士 跑 機 狗 和 洗 神 寫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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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文字指引策略檢核表

書本名稱： 目標字彙：

一、由封面開始指讀並介紹書名、作者。

指導語

書名：今天要看的這本書叫做____，這是這本書的名字

作者：這個人的名字是 _____，他是寫(畫)這本書的人

二、翻開內頁，向幼兒說明故事開始閱讀之處、文字由左到右的閱讀慣例、

向下換行、開始閱讀處

三、指讀：在進行共讀活動時，持續以手指文字、逐字指讀方式引導孩子

注意文字。

四、目標字彙討論

1.字音 這個字念 ____

2.字形 特徵說明

3.字意解釋

4.要求命名

5.提問

6.字形再次說明及命名

五、詞素訓練

參照下頁目標字彙造詞所列詞彙，舉例提示幼兒含有目標字的詞彙，要

求幼兒造詞

指導語：說說看還有哪些東西有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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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驗組圖書目標字彙字形說明及造詞詞彙、同音異字詞彙

書名 文字指引策略 目標字彙 1 目標字彙 2
項目 藍 紅

字形說明提示 上面有一些像草的
點點……

這個字旁邊有一個”
工”

造詞詞彙 藍色
藍天
藍圖

紅色
紅筆
紅燈

天空為什
麼是藍色

的?

同音異字詞彙 籃球
籃子
籃框

彩虹
洪水
洪老師

項目 瓜 松
字形說明提示 旁邊有兩撇，很像

有兩片葉子
旁邊長長的像一棵樹

造詞詞彙 冬瓜
西瓜
絲瓜
黃瓜

松鼠
松樹
松子
松果

南瓜湯

同音異字詞彙 刮風
蝸牛
括弧

肉鬆
鬆開
輕鬆

項目 豆 綠
字形說明提示 中間有一小顆，下

面有兩點像發芽
旁邊有一個”糸”

造詞詞彙 綠豆
紅豆
豌豆
豆漿

綠色
綠豆
綠燈

媽媽買綠
豆

同音異字詞彙 鬥牛
水痘
逗留

法律
律師
效率

項目 古 哥
字形說明提示 上面有一個十下面

一個框框
裡面有兩個小框框

古利和古
拉

造詞詞彙 古代
古老

古時候

哥哥
表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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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音異字詞彙 骨頭
排骨

唱歌
歌曲
歌劇

項目 快 吐
字形說明提示 旁邊像兩隻腳在跑 旁邊有一個像嘴巴的

框框
造詞詞彙 快樂

趕快
快點

吐氣
嘔吐
吐出來

子兒吐吐

同音異字詞彙 筷子
雞塊

一塊蛋糕

兔子
兔年
兔寶寶

項目 羊 玩
字形說明提示 上面有兩個角 旁邊有一個王和元

造詞詞彙 羊毛
綿羊
山羊

玩遊戲
玩具
玩球

臭小羊呆
頭鵝

同音異字詞彙 太陽
陽光
洋傘

完畢
魚丸
完全

項目 叫 面
字形說明提示 旁邊有一個像嘴巴

張開的框框
有一個大的框框上面

有一橫
造詞詞彙 尖叫

大叫
叫聲

裡面
外面
面子

媽媽，外
面有陽光

同音異字詞彙 比較
轎子
轎車

泡麵
麵包
麵粉

項目 雞 安
字形說明提示 左邊下面像雞的腳 上面有一個蓋子

造詞詞彙 小雞
雞肉
雞蛋

早安小雞

同音異字詞彙 飛機
機器
機場

早安
晚安
安全
安靜



165

項目 沒 笑
字形說明提示 旁邊有三點 上面像兩個眼睛咪在

一起
造詞詞彙 沒有

沒用
沒關係

笑臉
笑話
大笑

沒毛雞

同音異字詞彙 酸梅
梅花
草莓

孝順
學校
校車

項目 見 鼠
字形說明提示 下面彎起來 旁邊有一條翹起來的

尾巴
造詞詞彙 再見

見面
看見

老鼠
土撥鼠
松鼠

土撥鼠的
禮物

同音異字詞彙 弓箭
寶劍
健康

蕃薯
薯條
馬鈴薯

項目 芽 種
字形說明提示 上面有一些像草的

點點
旁邊像一顆菜

造詞詞彙 發芽
新芽
豆芽

種樹
種菜
種花

安的種子

同音異字詞彙 牙齒
刷牙
牙膏

體重
重要
重量

項目 公 去
字形說明提示 上面有兩撇鬍子 上面有兩橫

造詞詞彙 公車
公司
外公

出去
去玩
去學校

外公

同音異字詞彙 工人
工作
皇宮

趣味
興趣
有趣

項目 物 氣麗莎想要
一隻狗 字形說明提示 旁邊有一個”牛” 右邊這撇翹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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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詞詞彙 禮物
動物
植物

生氣
空氣
力氣
氣球

同音異字詞彙 誤會
錯誤
起霧

汽車
汽油

項目 費 怕
字形說明提示 下面有一個貝 旁邊有一個白

造詞詞彙 浪費
電費
小費

害怕
可怕
怕黑

怕浪費的
奶奶

同音異字詞彙 廢物
狒狒
廢話

手帕
帕子

項目 畫 夢
字形說明提示 下面有一個田加一

橫
上面有一些點點像草

造詞詞彙 圖畫
畫家
畫畫

夢想
做夢
夢遊
噩夢

老鼠阿修
的夢

同音異字詞彙 說話
電話
話梅

孟子
孟母

項目 鴨 吃
字形說明提示 一個甲和一個鳥 旁邊有一個像嘴巴張

開的框框
造詞詞彙 鴨子

鴨蛋
烤鴨

吃飯
吃掉
吃東西

Guji Guji

同音異字詞彙 壓力
壓扁

癡呆

項目 蛋 步
字形說明提示 下面是一個”虫” 有一撇斜過來

小魚散步

造詞詞彙 雞蛋
炒蛋

散步
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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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炒飯 跑步
同音異字詞彙 子彈

淡水
但是

抹布
布鞋
桌布

項目 喜 禿
字形說明提示 有兩個框框 下面有兩撇彎起來

造詞詞彙 喜歡
喜酒
喜帖

禿頭
禿鷹
禿光光

精采過一
生

同音異字詞彙 洗澡
洗臉
洗碗

凹凸
凸出

項目 洞 葉
字形說明提示 右邊下面有一個洞 上面有一些點點像草

造詞詞彙 山洞
洞穴
破洞

葉子
葉片
樹葉

田鼠阿佛

同音異字詞彙 電動
動物
運動

作業
黑夜
夜晚

項目 頭 想
字形說明提示 有一個豆和一個頁 下面是一個心

造詞詞彙 頭髮
洗頭
光頭

想睡
想家
想要
想念

晚安貓頭
鷹

同音異字詞彙 投籃
投球
南投

享受
音響
聲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