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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論

讀寫萌發與幼兒讀寫概念的發展

支持特殊需求幼兒讀寫發展的活動



 在訊息處理模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中，常被提及的閱讀模式可分為三種，分別是由

下而上的運作理論（bottom-up theories）、由上而

下的運作理論（top-down theories），及交互作用

理論（interactive theories）。



 由下而上的運作理論（bottom-up theories）

盛行於70年代左右，主要倡導者為Chall

（1967），Gough （1972），Holmes

（1953），及LaBerge and Samuel（1974）。

 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對閱讀歷程的解釋，正如

他的名稱（bottom－up）一般，主張讀者對於

文字訊息的處理始於書面（from the print on the 

page, 即bottom），經過中介符碼的轉錄後到達

讀者的腦中（to the reader’s head）。這個模式特

別重視讀者如何從基礎的文字視覺影像處理到

最上層中樞神經的記憶和理解的歷程（曾世杰，

1996；Lin, 1997）。



 當讀者接觸書面文字時，字/詞彙辨識（word 

recognition）是閱讀的最初層次。此時，訊息的

處理可以是全字的或字的部件。再來是字/詞義的

辨識，此時讀者會運用到字/詞彙的內在表徵

（internal representation），以作為提取的中介符

碼，再藉由此一表徵提取存於讀者的心理辭典

（mental lexicon）（鄭昭明，1981）。

 所謂心理辭典就是長期記憶中所存放關於字彙

的各種知識，包括字形的知識（orthographic 

knowledge）、聲韻的知識（phonological 

knowledge）、拼音/組字規則的知識（spelling 

knowledge）及字/詞義知識（semantic 

knowledge）等。



 由下而上運作理論（bottom-up theories）的特點如下：

1. 主要提倡者為Gough（1972）。

2. 重視基礎的解碼工作，讀者必須明確掌握文字中的

語音規則。

3. 強調文字技巧的練習，如字形的辨識、構詞知識。

4. 運用「聲韻轉錄」的中介歷程以檢索出字義。

（整理自Paul, 2001）

 由下而上運作理論（bottom-up theories）的批評

1. 讀者在閱讀並非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辨認。

2. 字/詞彙的辨識是必須同時借重字詞本身的語音

訊息和字形訊息。

3. 文字技巧的純熟是很重要的，但光加強字彙能

力並不保障文章理解無礙。



 由下而上的運作理論在教學上強調學生

快速破解字碼的能力，注重文字技巧的

練習，如發音、拼字、押韻遊戲、閃示

卡練習、字形辨別、詞義辨別、語法句

型的運用，能拼音、造詞、造句、寫短

文。

主張閱讀是由上而下的運作理論的學者有

Goodman（1976）及Smith（1971）。這

個模式特別重視讀者如何運用個人的語言

知識來理解文章。例如：讀者會根據自己

的先備知識，對文章大義先形成假設。



在Goodman的理論中，他認為閱讀是一

種形成假設、進行考驗（hypothesis-

testing）的歷程。也就是說讀者在閱讀的

歷程中不斷地對文義形成假設，再靠讀

者本身的語言知識、推理能力，及後設

認知技巧對原先假設的文義進行考驗。

 Goodman 強調閱讀時思想與語言的互動，他

指出：閱讀是一種「心理語言學的猜謎遊戲」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曾世杰，

1996）。Goodman 認為閱讀的歷程和語言學

習的過程很相似，他的思想深受 Noam

Chomsky （1957, 1975）的影響，認為閱讀和

寫作都是教不來的。



 由上而下的運作理論所演繹出來的教學法叫全

語言法（Whole Language Approach），這種教

學法不重視文字基礎技巧訓練，而重視用讀者

的先備知識、推理能力來猜測文中含意。在閱

讀的指導上，由上而下的運作理論主張提供豐

富、有意義（有潛能瞭解）的閱讀材料給學生。

 由上而下的運作理論，常被提到的特點如下：

1. 強調文章的理解，不注重基礎文字技巧（如拼

音）的訓練。

2. 教學時，先選擇「有意義的字彙」以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機。

3. 讀者不會特意去盯每一個字母。

4. 閱讀和語言學習的歷程相仿。



 由上而下的運作理論，常被提到的批評：

1. 未將年幼兒童的閱讀行為列入考量。

2. 未充分說明當讀者遇到不理解的文句時如何

解決問題。

3. 就算文句脈絡有關聯性，也未必能增加閱讀

的速度。

 交互作用理論強調讀者在閱讀時，會主

動建構一個可以說明文章意義的模式，

而建構的依據主要來自兩部份。



一部份是讀者本身的背景知識（或稱基

模，表示個體對人、事、物的看法）、

推理能力；另一部份則涉及文字的解碼

歷程。換句話說交互作用模式將閱讀視

為書本上的文字（下）與讀者大腦裡的

知識（上）交互作用的結果。

 Rumelhart (1977) 所提的「平行處理」能力，說

明了讀者在進行閱讀理解時是「由下而上的運

作」與「由上而下的運作」同時進行、平行處

理（parallel processing）。主張交互作用理論的

學者認為，這個理論可補充說明由下而上的運

作理論與由上而下的運作理論不足之處，而且

兼容並蓄，如此說明閱讀的歷程才算完整。



心理學家們根據此交互作用理論，將閱讀歷程分

成幾個階段和主要成份（曾志朗與洪蘭，1978）:

1. 視覺的掃描（visual scanning）

2. 影象的短期暫留（iconic storage）

3. 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

4. 語意分析（semantic analysis）

5. 理解（comprehension）

Anderson, Hiebert, Scott, & Wilkinson（1985）指出

閱讀包含三個成份：

1. 與閱讀者有關之變項---背景知識、閱讀知識、

動機。

2. 與教材有關之變項---教材的組織方式、語言學

的內涵、文章的結構。

3. 與情境有關之變項---閱讀的目的、指導、情境

的安排。



 柯華葳（1999）指出閱讀包含以下幾個部分：

1. 字的辨認：包括字形辨認、組字知識

2. 字義抽取：字義抽取途徑、字彙知識

3. 語句整合：斷句、整合

4. 文章理解：找主旨、做推論、文體知識、

一般知識、學科知識

5. 後設認知

6. 閱讀的態度

Strikland (1998)主張技能的學習必須與有意義的
學習結合。

1. 教學必須有系統，不能太僵化。

2. 特定技巧與策略的精進學習，必須以學習者有

需求為前提。

3. 以形成性評量結果作為選擇教學內容與教學

策略的依據。

4. 與課程綱要的學習目標相結合。



在教學上，交互作用理論主張應及早為孩

子建立文字的基礎能力，再循序漸進地擴

充孩子的背景經驗、後設認知、及推理能

力。要使閱讀流暢，在基礎的文字技巧上

要達到自動化的歷程（automatic），把大

部 份 的 精 力 用 在 高 階 的 運 思 策 略

（McCormick, 1995）。

 全方位的課程設計(Universal Design 

Curriculum : design for all, embedded)，係源自

建築學中「無障礙環境設計」的構想與實踐。

 全方位的課程設計結合了神經科學的理論:

辨識系統、策略系統、情意系統。





辨識系統提供多元實例、標記關鍵概念、提供多元
表徵。



策略系統則側重人腦的計劃與執行能力，提供協助
以及替代方案，讓有困難計劃與執行的學生也能受
益。如:示範、支持性練習、進行性回饋、允許多元
反應。



情意系統負責情緒與動機。設計時考慮

能吸引學習者的注意力、幫助學習者進

行選擇、尊重學習者的偏好、讓學習者

能控制自己的學習進程、學習材料與學

習方式、並提供及時的回饋，以增強學

習者的反應。



提供彈性的表徵方式:減少知覺辨識困難的
阻力(利用聲音、圖像)、減少認知策略缺
乏的阻力(標示重要概念、提供背景知識)

提供彈性的反應方式:減少動作反應困難的
阻力(書寫困難)、減少認知策略缺乏的阻
力(提供鷹架)

提供彈性的參與方式:支持與挑戰兼具、新
奇與熟悉並行、發展與興趣並重、內建式
彈性課程

 讀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係指幼兒在進入正
式的學校教育之前，即已從生活環境中獲得大量
閱讀與書寫相關的知識與技能（Clay, 1966）。

 幼兒的讀寫萌發是一個連續發展（continuum 
development）的歷程。

 在幼兒學會閱讀之前，已同時發展出聽、說、讀、
寫各方面的能力（McGee & Richgels, 1990；
Teale & Sulzby, 1986）。



幼兒的讀寫發展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

幼兒從日常生活中的人際互動及各項事件經

驗中習得聽與說，也從環境中的文字與印刷

品發展出讀與寫技能；

幼兒的讀寫能力發展和口語學習有密切

的雙向關連，兩者既是平行發展也是交

互影響；

幼兒對讀寫功能的理解（到餐廳使用菜

單點餐）和讀寫形式（字、詞、句型）

一樣重要；



幼兒會主動探索環境中的書本知識，並從

親子互動的讀寫情境中，接觸文字與印刷

物，也常有機會使用筆塗鴉書寫或畫畫；

兒童的讀寫萌發是一個自然進展的過程。

（1）知道書本是什麼，書本的用途；
（2）以正確的方式拿書；
（3）知道書本的封面和背面；
（4）具備文字書本的概念；
（5）會翻書，從書的前面翻頁翻到後面；



（6）能背誦兒歌或童謠；

（7）可以從書本上的插畫或標題預測故事內容；

（8）能分辨圖片、文字與假字；

（9）知道口說的字詞可以用文字寫下來；

（10）可以由記憶中提取故事內容並說出來

0 至 5 歲：覺知與探索階段

(一) 提供機會與引導特殊需求幼兒測試、驗證、

察覺和印刷文本有關的讀寫概念。

(二) 增強特殊需求幼兒對讀寫功能的認知。



0 – 3 月：

◦注重一來一往的溝通

◦單一具體的實物

◦單頁書，可立起來的大型書

◦大本明亮鮮豔插圖

◦在嬰兒醒著時，即將圖書放在他前面，用誇張

的語言對他說話

4 – 6 月：

◦韻母音的加入，建立交談輪替規則

◦布書或塑膠書

◦圖片簡單明亮

◦玩具加上童謠

◦抱著嬰兒時，讓寶寶看著書本幫他朗讀，並用

手指著圖片

◦嬰幼兒會抓著書往嘴裡咬，可拿玩具讓他握咬



7 – 9 月：

◦喃喃學語

◦厚紙板書

◦插圖明亮，顏色鮮豔，插圖內容是嬰幼兒熟悉的

◦故事文本有押韻、重複、節奏的特徵

◦唸讀簡單故事內容，大部分在指稱圖片

◦以有趣的動作配

◦協助嬰幼兒翻頁，拉著他的手唸出書名

9 – 12 月：

◦始語期

◦語言理解多於語言表達

◦書本內容以幼兒熟悉的動作和物品

◦容易翻頁的紙本書

◦引起注意，問問題，等待回應，提供回饋

◦對幼兒的問題，可以適當回答



12 – 18 月：

◦理解與表達的詞彙更多

◦出現雙詞組合

◦出現更多與有趣的假裝遊戲

◦喜歡有熟悉角色、物品和事件的圖畫書

◦喜歡有主題的故事書

12 – 18 月：

◦持續指物命名書本圖片的共讀活動

◦鼓勵幼兒複述大人的話語

◦鼓勵幼兒自發性的圖書喃語

◦唸讀重複語句的故事書時，加入共讀

◦建立詞彙之語意概念



19 – 30 月：

◦電報句語言

◦簡單句

◦可回答熟悉事件經驗或 近發生過的事件

◦可依事件敘說故事

◦可聽懂簡單故事

19 – 30 月：

◦故事書上每一頁都有插圖，配上有限的文字內容

◦重複、可預測性的故事內容

◦共讀時，故事內容連結至幼兒熟悉的生活經驗

◦利用提問，引導幼兒把想法和感覺說出來

◦發展回答問題能力

◦發展語言表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