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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兒童的閱讀差異分析個案研究 

 

 

 

林文韵* 

 

 

摘要 

 

 

本研究為中文的閱讀差異分析（Reading Miscue Analysis）個案研究。以

一位六歲的學前兒童為對象，探究學前兒童閱讀中文的歷程及其對閱讀的概

念，以反思教學安排及課程設計。研究設計參考 Clay（2000）文字書本概念

（Concept about Print）的研究，設計藏有錯字的讀本為閱讀的文本，以閱讀差

異為分析工具進行研究。研究問題為：1. 六歲兒童的閱讀歷程為何？2. 六歲

兒童的閱讀歷程對語文課程的啟示為何？ 

從本研究對象閱讀差異顯現其閱讀歷程如下：1. 六歲兒童能應用多元的

線索與策略閱讀。2. 閱讀是一個建構意義的過程。對語文課程的啟示為: 1. 教

師應使用未簡化的書本，以協助學生在完整的語境中，運用線索來學習閱讀。

2. 首冊課文可同時呈現國字和注音，以利學生以國字學習注音。3. 閱讀教學

應重視應用多元線索閱讀與回應文本的能力。4. 老師應理解朗讀時發生的閱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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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26期．2014年10月 

 
 
 
 

 

讀差異是自然現象，而不是因為學生不專心。5. 老師應理解在文本中找錯字

是有難度的，因為閱讀是讀意義而不是找錯字。 

閱讀差異分析是一個「看見兒童」（Kidwatching）（Y. Goodman, 2002）的

過程。研究者建議老師以閱讀差異分析發現及評量學生的能力，並據以設計課

程，以進行有效的教學。 

 

關鍵詞：閱讀歷程、閱讀差異分析、閱讀差異、文字書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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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Reading Miscue Analysis 

on a Six-Year-Old Child 
 

 

 

Wen-yun Lin 

 

 

Abstract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Reading Miscue Analysis on a six-year-old Child.  

The research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reading process and the concept about print 

of a child reading Chinese as the first language, and then to further reflect on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e research applies Clay’s (2000) Concept about Print to 

design an illustrated text embedded with misprinted characters and to use Miscue 

Analysis Inventory (Y. Goodman, Watson & Burke, 2005) to analysis the reading 

miscues. 

The six-year-old child reveals the reading process as followings: 1. a young 

reader of six has the ability to apply multiple cues and strategies to read. 2. 

Reading is a proces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1.Teachers should use un-simplified texts to help children to read and to read by 

applying multiple cueing system. 2. The textbook for learning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should be written in both Chinese characters and phonetic symbols si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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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3. Reading curriculum should cover the instruction of reading by applying 

multiple cueing system and by responding to the text. 4. Teachers should 

understand that reading with miscues is a natural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aloud. 5. Teachers should be aware of that the assignment of finding 

misprinted characters in a text is not easy for the readers.  

Reading Miscue Analysis is a process of “Kidwatching” (Y. Goodman, 2002).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eachers to apply Reading Miscue Analysis to assess 

students’ capacity of reading in order to practice an effective reading instruction. 

 

Keywords: RMI, Reading Miscue Analysis, Miscue Analysis Inventory, Concept 

about Print 



    

    

    

    

    

    

    
       

六歲兒童的閱讀差異分析個案研究 � 153  
    

 
 
 

 

 

六歲兒童的閱讀差異分析個案研究 

 

 

 

林文韵 

 

 

一、前言 

 

 

語言教育家Short、Harste和Burke（1996）研究發現，教師對閱讀過程的

瞭解與閱讀教育的信念，對其課程設計及教學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閱讀研

究者 Y. Goodman、Watson和Burke（2005）提出，閱讀差異分析（Reading 

Miscue Analysis，簡稱RMI）能幫助教師與研究者瞭解閱讀過程、瞭解讀者

並明白文本的複雜性。Y. Goodman的研究更發現，教師在進行閱讀差異研究

後，能以比較正向的觀點看待有閱讀困難的學生（Y. Goodman, 2002）；同

時，教師在藉著閱讀差異研究分析學生閱讀的強處與弱處之後，也較能進行

有效的教學。因此，本研究希望藉著分析一位學前兒童的閱讀差異，探究兒

童閱讀歷程中所發生的現象，以銜接的觀點，反思目前小學的閱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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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背景 

 

 

 1962年Kenneth Goodman（1996）以閱讀是一種語言的歷程，而不是口

說語言的次系統的觀點進行閱讀的研究。他請學生讀一個稍具挑戰但完整的

文本，從分析讀者的閱讀差異探究閱讀歷程。K. Goodman針對讀者在出聲閱

讀時的實際行為與文本內容的不一致之處，也就是，閱讀歷程中讀者的觀察

反應（OR, observed response）與預期反應（ER, expected response）不一致之

處進行研究。這些不一致即是本研究所稱的「閱讀差異」（miscue）。K. 

Goodman將傳統視為「錯誤」（mistake）或過失（error）（K. Goodman, 1973a）

稱為「差異」（mis-cue），因為他發現這些閱讀差異不是偶然，也不是毫無

道理。因為它們是讀者運用語言線索進行閱讀時所產生的差異，也「顯現出

讀者使用語言的知識」（K. Goodman: 2000, 10）。基於「犯錯是人的天性」

這樣的假設，閱讀差異不但是自然閱讀過程的副產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現

象（Y. Goodman & K. Goodman, 1994）。閱讀差異分析研究即是藉由分析讀

者如何使用線索來閱讀，來發現讀者的長處與弱點。也由於閱讀差異反映讀

者預測及使用線索的情形，所以也能反映出讀者建構意義的歷程。 

在兒童口語閱讀差異的研究中，K. Goodman（1965, 1969）請兒童唸一

段完整的故事，然後分析他們閱讀的閱讀差異。K. Goodman（1967）在早期

的研究為閱讀歷程下的定義是「閱讀是一個心理語言的猜測遊戲」 （Reading 

is 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他強調，閱讀是一個主動的過程，而

驅動這個過程的是讀者想要理解事情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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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Goodman提出「閱讀差異分析提供瞭解閱讀過程的一扇窗」（2000, 

12），他認為讀者在閱讀時，沒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因為當讀者試圖要透

過文本去建構意義時，會產生他的預期反應和閱讀差異，所以K. Goodman

建議從瞭解讀者的預期反應和閱讀差異的相關性去瞭解讀者的閱讀過程。心

理語言學的閱讀過程研究發現，讀者運用不同的語言線索從文本中主動建構

意義，這些線索包含字音、字形、語句結構、語意、語用等（Beach, 1993; K. 

Goodman, 1996）。在閱讀中，讀者持續地與這些線索系統互動，並統整這

些不同的線索。讀者透過嘗試、預測、測試及確認的策略來達成他們的目標：

從文本中建構意義（K. Goodman, 1973b; Y. Goodman, Watson & Burke, 

2005）。甚至，「為了有效地閱讀，讀者不僅得知道哪裡需要注意，而且也

要知道哪裡不需要用注意」（K. Goodman, 1973: 23）。研究顯示，一位有經

驗或是流利的讀者，比起無經驗或是不流利的讀者，在預測或決定要使用哪

一些線索時，能做出較好的決定。因此，有效率的讀者，能運用最少線索去

取得文本的意義。 

K. Goodman（1998）強調閱讀是一個建構意義的過程，他使用「了解

中」（comprehending）而非「已了解」（comprehension）來強調讀者在閱讀

過程中主動建構意義的現象。這個模式視閱讀過程是交易（transactional）或

是轉化（transformational）的過程，而「交易」一詞即暗示讀者的文本與作

者的文本之間存在著閱讀差異（Rosenblatt, 1978）。Smith及K. Goodman（1986）

的閱讀觀點強調讀者在過程中的主動性。他們主張讀者不是被動地從文本中

萃取意義，而是主動地帶著個人的意義從與文本互動中建構意義；同時，讀

者個人社會及文化的背景，也影響他所帶給文本的意義。K. Goodman更認為

閱讀是一個讀者對文本進行訊息加工的會意過程，在過程中，讀者不僅要解

讀文字，更要同時帶著自己的背景知識來理解文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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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語言學者Frank Smith（1973a: 1）的研究發現「閱讀並不全然是視

覺過程」 （Reading is not primary a visual process），因為讀者運用視覺與非

視覺的訊息來閱讀。他描述心理語言學的閱讀是「視覺與非視覺訊息間買賣

的過程。眼球後知道得越多，需要用來認清文本中的字、詞或意義所需的視

覺訊息則越少」。他描述閱讀的過程如下（Smith, 1997: 56-58）：1. 我們為

了意義而閱讀。2. 我們用腦而不只是我們的眼睛閱讀。3. 我們的腦篩選眼

睛送到腦中來的訊息。4. 我們不是逐字閱讀。 

雖然四十多年來閱讀差異分析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研究，也在不同的語

言系統進行研究，中文雖然也有少量的研究（例如，Chang, J. M., Hung, D. L., 

& Tzeng, O. J. L.,1992；Chang, J. M.,1989），但數量遠不及英語的研究。1998

年許靖國（Xu, Jingguo）模仿Fred Gollasch的研究，探究中文讀者如何在一

個有意義的文本中偵測到文本中的錯字。許靖國以無限制時間的方式請大學

生閱讀一篇帶有錯字的民間故事。他的研究顯示，所有受試的大學生都讀懂

他所提供的文章， 但沒有任何一人能找出文本中的所有錯字。他的研究驗

証了中文的閱讀也和英文一樣是一個建構意義（constructing meaning） 的過

程，中文的閱讀也是從文本中得到意義的過程（making sense of print），讀

者不受到錯字的干擾而能從上下文、語法、語意的線索建構意義，理解文本

（Xu, 1998）。 

2006年王少梅（Wang, Shaomei）使用修改Y. Goodman, Watson和Burke 

（2005）的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研究20位學習中文的外國大學生，發現

中文與英文及與其他語言的閱讀差異的型態極其相似，她的研究証明不同的

書面語言系統皆使用字形字音、文法結構、語意的線索建構意義。此外中文

讀者並非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們應用上述這三種線索、語言及概念的基

模，配合多元的策略來閱讀。王少梅的研究也發現，閱讀中文時讀者較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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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及語意而較少依賴字形∕字音的線索的現象，她指出閱讀中文書面語言

的特點是讀者強力的應用語意線索來閱讀（Wang, 2006）。 

 中國學者許靖國（Xu, 1998）、美國學者Kenneth Goodman（1996）及

紐西蘭學者Marie Clay（2000）皆曾在一篇有意義且完整中的文章或一本書

中藏著錯字，用以探究讀者之閱讀歷程與現象。他們的研究都發現閱讀時大

腦專注於理解意義而忽略錯誤，所以強調大腦是閱讀過程的總管，憑藉著文

字的線索有效的預測下文，就能不斷的掌握意義。而高效率的閱讀是指以最

少的精力就能讀懂意義。他們發現讀者不斷在預測形式與結構，尤其最重要

的是預測意義。他們的研究支持Smith（1973a）的說法，讀者用大腦閱讀而

非用眼睛閱讀。 

Marie Clay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以幼兒為研究對象，她發展了「文字書

本概念」（concept about Print）的研究，搭配特別設計印有錯字的讀本，以

訪談幼兒的方式探究學前兒童之文字、書本及閱讀概念，Clay累積了豐富的

文獻及實務的資料。Clay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研究學前兒童的閱讀現象，她

發現即使是幼兒也能恰當的使用多元的線索閱讀，而且一開始就在閱讀意義

（1991, 2000）。 

 K. Goodman的閱讀差異分析及 Clay的文字書本概念研究皆以研究者與

受訪者一對一互動的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並以質的方式分析資料，因此也

被歸類於另類評量或「看見兒童」（Kidwatching）（Owock & Y. Goodman, 

2002）。透過閱讀差異分析，老師不僅看到讀者的弱處也看到其使用線索的

知識，也因此能設計有效的課程，協助學生學習閱讀。閱讀差異分析即在找

到讀者的最佳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Vygotsky, 1978），

當老師看到學生的閱讀的強處與弱處，並據以思考其最佳發展區，就有機會

為學生進行有效的教學，這也是本研究應用閱讀差異分析為研究方法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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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中外研究顯示，許多兒童在接受正式的學校教育之前己經能察覺出文字

的特性和用法（黃，2008；林，2008；林，2003；Clay, 2000；Lee, 1989；

Vygotsky, 1983；Ferreiro & Teberosky, 1982）。臺灣的兒童每天都可接觸到

大量的環境文字，因此他們可能在接受正式的學校教育之前就己經對文字的

使用、中國文字的結構及閱讀形成一些概念。因此，本研究以一位剛滿六歲、

剛完成學前教育但尚未進入小學一年級就學的兒童為對象，探究學前兒童閱

讀中文的現象。目的在探究孩童閱讀的歷程及其對閱讀的概念，以反思教學

安排及課程設計。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閱讀差異分析，參考Clay

（2000）文字書本概念（Concept about Print）的研究，設計藏有錯字的讀本

為閱讀的文本，以閱讀差異為分析工具進行研究。研究問題為：1. 六歲兒童

的閱讀歷程為何？2. 六歲兒童的閱讀歷程對語文課程的啟示為何？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過程 

 

本研究對象為怡欣（假名），女孩，6歲1個月，母語為國語。怡欣參與

本研究時剛完成學前教育，尚未進入小學就讀。她是公立幼稚園的學生，在

班上表現中上，在閱讀上的表現與大多數的同學接近；她雖然害羞，但相較

於其他學童，比較願意與研究者互動並分享她的想法。此外，怡欣的母親願

意提供相關資料協助研究者對怡欣的瞭解，基於這些原因，研究者選擇以怡

欣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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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進行閱讀差異研究之前，研究者以Owocki和Yetta（2002）發展

的觀察表以訪談及觀察的方式，探究怡欣對於語言的概念。瞭解怡欣在文字

語言、書本及閱讀的概念，及在家的閱讀態度等相關的語言經驗，能幫助研

究者對怡欣有個較全面的認識，同時藉這些接觸逐漸與研究者建立信任關

係。這些語言概念訪談及測驗包括，文字覺知（Print Awareness）；閱讀概

念（Concept about reading）；關於頁面安排與書本概念（Book Handling 

Knowledge）；研究者也訪問怡欣的媽媽以瞭解怡欣在家的閱讀態度。資料

顯示，怡欣已具備我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課綱（2012）中有關理解文

字功能與圖像符號的能力。 

在進行閱讀差異研究時，研究者請怡欣以出聲閱讀的方式獨立閱讀一本

有圖畫但藏有錯字的讀本。連續出聲閱讀兩次，閱讀第二次後進行故事重述

並接受研究者訪談。閱讀的文本為一本八頁的圖畫讀本，英文書名為三個朋

友和南瓜（The three friends and the pumpkins）。除了書名和首頁圖畫中的文

字以白紙覆蓋之外，內文以中文翻譯呈現。此讀本共計八頁，內文共九個完

整的句子，計九十九個字。其中有十處錯誤，合計十二個錯字。包括字形相

似的錯字、字形相異的錯字、重覆的字、次序顛倒的詞及與圖不一致的名詞

等五種錯誤類型。整本讀本以國字繕打，沒有注音。怡欣也從來沒有讀過此

書。 

研究進行之前，研究者告訴怡欣，她必須獨立閱讀。不限制其閱讀時間，

但過程中若遇到困難必須自己解決，別人不能幫忙。閱讀後須以不看書的方

式重述故事並接受研究者訪談。怡欣連續兩次的出聲閱讀，並於第二出聲閱

讀後進行故事重述和閱讀理解及對錯字覺知的訪談。訪談時，研究者基於其

故事重述的內容進行追問;並針對文本中的錯字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從出聲

閱讀、故事重述和訪談皆全程錄音及錄影，之後轉譯成逐字稿。研究者接著

以Reading Miscue Inventory（Y. Goodman, Watson, & Burke, 2005）之模式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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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III）進行分析。以一個完整的句子為單位，判斷其語法是否可接

受？語意是否可接受？意義是否改變？接著分析每個閱讀差異（miscue），

並以故事重述的資料佐證其理解程度，最後以訪談資料探究怡欣對錯字的覺

知程度及其閱讀歷程。 

 

 

四、發現與討論 

（一）怡欣的閱讀差異與分析 

 

怡欣兩次的閱讀差異紀錄如下： 

 

0101   我和比利及金恩去南瓜園買南瓜。 

第1次          和全  

第2次          和  

 

0201   有的南瓜太小了。 

 

0301   有的南瓜太太太太太了。 

第1次    些      大  。 

第2次            大  。 

 

0401   這些南爪爪爪爪大小剛剛好。   

第1次  有    瓜    一樣重。 

第2次  有    瓜    一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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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   金思思思思的爸爸幫我們把南瓜蒂割掉。 

第1次  全恩                      開（了）。 

第2次    恩                      開。  

 

0602   我們把瓜裹裹裹裹面的 

第1次         裏 

第2次         裏 

 

0603   的的的的果肉挖出來。 

第1次       （了） 。 

第2次              。  

 

0701   我們先在南瓜上畫     鬼劍劍劍劍。  

第1次                刻（個） 臉。 

第2次                刻       臉。 

 

0702     然後金恩的媽媽媽媽媽媽媽媽替我們刻成南瓜鄧鄧鄧鄧。 

第1次              爸爸幫    做        。 

第2次              爸爸幫    做      燈。 

 

0801    好棒！西西西西瓜燈於終於終於終於終完成了。 

第1次         南 （籠）就做好 。 

第2次         南       就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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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怡欣的語句怡欣的語句怡欣的語句怡欣的語句、、、、語意閱讀差異統計表語意閱讀差異統計表語意閱讀差異統計表語意閱讀差異統計表 

語句可接受度   是 100 %； 否 0% 

語意可接受度   是 100 %： 否 0% 

意義改變       第1次：否 67 %；部分 22 %；是 11 % 

第2次：否 78 %；部分 11 %；是 11 % 

字形相似度     第1次：高 35 %；低 65 %。（共23個閱讀差異字） 

第2次：高 27 %；低 73 %。（共22個閱讀差異字） 

文本上的錯字與正確字在字形上高相似度的字數：11 

 

1. 取代 

 

怡欣以意思相似但字形不同的字詞取代，且所有的取代皆合乎文法及語

意上的完整。例如：把0101及 讀成「和」；把0301有的 讀成「有些」；把

0401這些 讀成「有些」；把0401剛剛好 讀成「一樣重」；把0701畫 讀成

「刻」；把0702替 讀成「幫」；把0702刻 讀成「做」。怡欣在閱讀上所有

的取代皆合乎文法及語意上的完整。怡欣以意義為主要的線索，搭配圖畫上

的線索來閱讀。研究者推測 將0701畫 讀成「刻」，是從讀圖而來的，因為

怡欣當時特別看了一下圖畫。把0401剛剛好 讀成「一樣重」，意思有部分

改變。從訪談中發現怡欣注意到文本上是「剛剛」，而且她知道怎麼讀，但

是她堅持在這裡用「一樣」比較好。或許因為在閱讀前研究者告訴怡欣這是

一本兒童書的翻譯初稿，因為將來出版後要給和她年齡相仿的兒童閱讀，我

們請她替我們讀一讀並給建議，於是她直接把她的建議讀了出來。而從圖看

來，幾顆南瓜看起來大小似乎是一樣的，所以她的建議算是有道理，雖然，

研究者從上下頁讀下來原來的翻譯「有的南瓜太小了。有的南瓜太大了。這

些南瓜大小剛剛好。」是比較恰當的。有趣的是，在重述故事時怡欣使用「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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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好」來說明南瓜，可見怡欣可能是讀到了。此外，怡欣所有取代的閱讀差

異都很一致，第一次的讀法和第二次的讀法皆相同，顯示怡欣的閱讀差異有

其個人的道理，而非隨機亂讀。怡欣的表現也呼應Li（1992）的研究，中文

讀者受語法、語意、字音的線索的影響過於字形、文法的影響，尤其，閱讀

中文必須很成功的使用語意的線索進行閱讀。怡欣是一個重視語意的讀者。 

 

2. 自我修正 

 

怡欣在閱讀過程中自然的修正之前的閱讀或是在第二次閱讀的修正。怡

欣把0101金恩 讀成「全恩」，而且到了0601還是讀成「全恩」，是一致的。

到了0702她自然改讀成「金恩」，而第二次的閱讀她從頭到尾都讀「金恩」。

0301的「有的」怡欣第一次讀「有些」到了第二次就更正為「有的」，與文

本相同。又如，0602和0603我們把瓜裏面的的果肉挖出來。怡欣第一次讀成

「我們把瓜裏面的肉挖出來」。她漏唸「果」字，到了第二次就唸對了。但

對於重覆的「的」她兩次都沒讀也沒注意到這裡多了一個字。怡欣就如大部

分的成熟讀者一樣，沒發現這個無意義的重覆字（Xu, 1998; Goodman, 

1996），怡欣第一次讀到0702南瓜鄧，她讀成「南瓜」，或許因為錯字的關

係，她說她一下子不懂那是什麼意思，但是到了第二次閱讀就讀成「南瓜燈」

了，正確的更正文本上的錯誤，而她也指出句子應該是南瓜燈才對。這些例

子說明了怡欣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3. 修正文本上的錯誤 

 

怡欣在閱讀過程中自然的以正確的字詞取代錯字，而沒有照著錯字讀。

不管怡欣有沒有覺知到文中的錯字，都以對的字取代。事實上，她只發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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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錯誤，包括兩個錯字「瓜」、「爪」，「燈」、「鄧」及一個文與圖不一

致之處。大部分的錯字，怡欣都讀對了，但是她在兩次的閱讀後仍然沒有發

現錯字，例如，0301應該是太大但讀本寫成太「太」，怡欣兩次都讀成太大。

0601應該是金恩但讀本寫成金「思」，怡欣兩次都讀成全恩。0602應該是裏

面但讀本寫成「裹」面，怡欣兩次都讀成裏面。0701應該是鬼臉但讀本寫成

鬼「劍」，怡欣兩次都讀成鬼臉。0801應該是南瓜燈但讀本寫成「西」瓜燈，

怡欣兩次都讀成「南」瓜燈。0801應該是終於但讀本寫成「於終」，怡欣兩

次都讀成「就」，但都沒發現錯誤。怡欣的表現支持閱讀不是辨認單字，而

是理解文章的觀點（Goodman, 1996）。 

 

4.  怡欣只發現兩個錯字，0401的文句應該是南瓜但讀本寫成南「爪」，怡

欣兩次都讀成南瓜，而且她發現瓜字寫錯了。0702的文句應該是南瓜燈讀本

寫成南瓜「鄧」，怡欣也發現了這個錯字。怡欣沒有發現大多數的錯字，但

她都讀出正確的意思。在讀圖方面，怡欣發現文與圖不一致，從圖畫顯示 

0702應該是爸爸但讀本寫成「媽媽」，怡欣兩次都讀成「爸爸」也指出文中

的錯誤。怡欣讀懂文本內容卻找不到大部分的錯字的現象，和許靖國（Xu, 

1998）所研究的大學生一樣。這種現象也反映Smith（1973a）的觀點：閱讀

是讀意義的過程，而不只是讀字的過程；讀者用大腦閱讀而非用眼睛閱讀。 

 

5. 省略 

 

怡欣數次略過文本的字。怡欣在兩次閱讀0601南瓜蒂時皆略過「蒂」，

而且在重述故事時也沒有提到這部分。在訪談時研究者指著南瓜蒂的圖片問

怡欣這是什麼？怡欣說是南瓜頭，似乎南瓜蒂是怡欣所不熟悉概念及語詞，

也不是她的口語辭彙。在這個句子她把南瓜蒂讀成南瓜，把然後把這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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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詞從「割掉」改成「割開」，即把文本寫的「把南瓜蒂割掉」讀成「把

南瓜割開」，搭配圖畫來看，倒也符合圖意。怡欣因為更改了文句中的名詞，

所以也更改了搭配名詞的動詞，從此可看出她掌握了此文句的語意及文法規

則。整體來說，雖句子的意義改變了，但不妨礙故事的理解。此外，怡欣在

第一次讀 0603 果肉 時省略「果」而直接讀「肉」，第二次閱讀時就完整

的把「果肉」這個詞讀出來。在者，怡欣第一次讀0702南瓜鄧 時，略過「鄧」，

而第二次閱讀時就正確的讀成南瓜燈了。第一次的省略或許因為南瓜鄧這個

詞不合理而怡欣一下子沒想到恰當的與意思，所以略過不讀。省略似乎是怡

欣對不合理卻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合理化文句的閱讀策略。在第一次閱讀和第

二次閱讀研究者都沒有介入的情形下，怡欣在幾處在第一次閱讀時的省略，

在第二次閱讀時就讀對了或做了合理的處理。這或許顯示怡欣在閱讀的同時

也在思考的現象，也與Martens（1997）的研究發現相仿，讀者能從重複閱讀

中自學。 

 

6. 增加 

 

怡欣會讀出文本沒有的字。怡欣在0601把南瓜蒂割掉 之後加了「了」；

0603果肉挖出來 讀成果肉挖「了」出來；0702在南瓜上畫鬼臉 讀成刻「個」 

臉；把0801燈 讀成燈籠，這些增加的字反映怡欣的口語習慣並不影響文句

的意義。研究顯示，流利和成熟的閱讀者經常有增加的閱讀差異現象，因為

他們的注意力在意義，而不在每個字（Marten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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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怡欣的閱讀理解與詮釋 

 

根據Y.Goodman、Watson和Burke（2005）發展的Reading Miscue Inventory

建議，讀者在閱讀文本之後必須進行故事重述，以利探究其閱讀理解及比對

其閱讀時所產生之差異。怡欣的故事重述如下： 

 

「從前從前有三個好朋友，他們決定到南瓜園摘南瓜，結果有的大小還沒長

大，有的大太他們搬不動，所以他們就決定搬一些剛剛好的，他們拿著大湯

匙挖呀挖出裏面的肉，小女生的爸爸就幫他們拿刀子刻了不一樣的鬼臉，做

了一個燈。他們都好開心。」（怡，訪，08819） 

 

怡欣建議這本書的書名可以取為「三個小朋友和南瓜」、「鬼臉南瓜燈」

或「好玩的南瓜」；在她也很恰當的建議圖畫中的白布條中應該寫「胖胖南

瓜園」。以角色、事件與情節發展來看怡欣的故事重述（Y. Goodman, Watson, 

& Burke, 2005），她的重述內容包括了重要的角色和事件及故事前、中、後

的發展。從她為這本書取的書名可看出她已經掌握故事的主要概念。對圖畫

的建議也表示怡欣已具備環境文字的概念與功能的能力。 

怡欣在故事重述時說出了很多在讀本的文字內容看不到的線索，是她根

據經驗及她認為的道理加進去的。例如她說：「從前從前有三個好朋友」，

研究者問，書裡又沒說他們是朋友，你怎麼知道？怡欣說他們都一起玩啊!

所以這三位小孩是朋友。研究者又問，書裡只寫南瓜太小了。你為什麼說「有

的南瓜太小還沒長大？」怡欣說：「太小就是還沒長大呀!」她還補充說明：

「要等時間它吃了營養才會更大」。又，因為故事重述時怡欣說「他們拿著

大湯匙挖呀挖出裏面的肉」，於是研究者問，哪裡看得到湯匙要很大？怡欣

說：「不然，他們要挖很久。」（怡，訪，0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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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怡欣的故事重述，可發現她從圖畫中讀出許多線索，而且她根據經驗

合理化整個故事。例如，怡欣說圖中的爸爸是小女生的爸爸，因為他們兩個

皮膚都黃黃的，而且眼睛都長的一樣，怡欣還比了一個彎彎的形狀補充說

明。事實上，文本中只說圖中的爸爸是金恩的爸爸，文本中只說有三位小朋

友，並沒有說明彼此的關係。怡欣說，做了燈之後，他們都好開心。研究者

問，你怎麼知道他們很開心？怡欣說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了呀! 

（怡，訪，08819）怡欣或許沒察覺她在故事重述中加入許多文本以外的細

節，但我們看到她不只是讀文句，她也讀圖，她更把她的經驗與想法帶到故

事中，讓故事合理化也豐富了這個故事。 

當研究者問到這本書那裡有問題需要修改，怡欣只提到兩個錯字需要修

改，而她較關心的是故事的合理性，例如她說，書上寫「我們把瓜裏面的果

肉挖出來。」（怡，訪，08819）但是沒說明怎麼處理那些挖出來的果肉？

她想知道那些挖出來的果肉被他們吃掉了嗎？不然拿到哪裡去了？這樣的

提問代表怡欣不僅讀懂故事，她更把思考帶到閱讀中，她是一個會想故事的

讀者。根據研究者在小學現場蒐集到的資料發現，怡欣與一些小學生一樣，

當讀到細節較少、故事內容沒有交代清楚的文章時，他們總是提出疑問與意

見，因為他們想知道故事的細節及來龍去脈。 

 

（三）怡欣的閱讀歷程 

 

    怡欣的閱讀差異顯現了學前的兒童已經是一個有能力的讀者，呼應

Vygotsky（1983）及Ferreiro和Teberosky（1982）的研究，兒童在學前已具備

讀寫能力（Literacy Before Schooling）。怡欣的閱讀差異顯現其閱讀歷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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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怡欣應用多元的線索與策略閱讀：怡欣具備使用文本的能力，她的閱讀

歷程顯示她在閱讀時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一個有策略的讀者。怡欣

能讀沒有注音符號的讀本，而且她能應用多元的線索閱讀，她知道閱讀

時的順序並能適時尋求圖片的支援理解。怡欣像一個熟練的閱讀者，在

閱讀的時候，會先將注意力放在「找出文字的意義」，在需要另一種線

所支援時才去看圖畫，從圖畫中尋找意義。 

2. 怡欣以圖畫支援文字的閱讀策略和Duckett（2003）研究英語為母語的

小一學生的閱讀，有共同的現象。此外，當怡欣讀到不熟悉或不理解（有

時是文本中的錯字）的語句時，閱讀速度則變慢。此外，怡欣也能監控

自己的閱讀：能預測字彙並確定預測或自我修正，不懂的字先跳過。 

怡欣呈現閱讀是一個建構意義的過程：怡欣也是一個主動的讀者，她不

只是讀文本，她更把她的經驗及詮釋帶到閱讀中。即，她是把意義帶到

讀本而不是只從文本得到意義。此外，怡欣是讀意義而不是讀每一個

字，所以怡欣讀到文本的意義卻無法認出文本中的錯字，而她所讀出來

的句子，雖然含有閱讀差異，但皆合語意與語法的慣例，所以語法及語

意的閱讀差異接受度都是 100%。如同 Y. Goodman、Watson和 Burke

（2005）所定義的，閱讀不只是字的趨向，還包含文法的知識與意義；

而閱讀差異的品質則是根據它們能否在文本中維持意義而定。如此，怡

欣的確展現了一個有效的閱讀歷程，如 Goodman（1996）所說，好的閱

讀不是小心注意細節或要求精確，有效的閱讀重點是理解。 

 

綜合來說，怡欣的表現印證了閱讀是讀者建構自己的意義的過程。而這

並不是一字接一字的逐字解碼過程，而是一種「心理語言上的猜測遊戲」（K. 

Goodman, 1967），而且讀者在進行閱讀時，讀者的知覺、語法和語意的知

識及文本中存在的資訊，都在交互運作，讀者對這些資訊是有所選擇，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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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宣科。而有效的閱讀是了解意義，高效的閱讀是依據現有知識，使用剛

好足夠的可用線索去讀懂文章。 

此外，怡欣幫助我們瞭解差異是理解文章過程的一部分，有的差異並不

是因為能力不足或是操作不熟練，反而是顯示讀者對閱讀的熟練度，他者擁

有掌握篇章的能力，因為我們用大腦閱讀，不是用眼睛閱讀；而大腦專注於

理解意義（Smith, 1973a），因為從文本中得到意義才是驅使整個閱讀歷程的

動力（K. Goodman, 1996）。 

 

（四）從怡欣的閱讀歷程反思閱讀課程與教學 

 

二十世紀初心理語言學開始介入閱讀的研究，閱讀歷程的研究成果已相

當可觀。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研究知識和教育實踐仍有一段落差。

大多數的中文教育者只注重教什麼、如何進行閱讀教學，但未詳細的探究閱

讀歷程及各個年齡兒童閱讀的概念與現象。本研究雖然只是一個個案，但怡

欣的閱讀表現對我國目前之閱讀教學仍具有啟發的意義。根據本研究，對於

教師在設計與執行閱讀的建議如下： 

 

1. 教師應使用未簡化的書本，以協助學生在完整的語境中，運用線索來學習閱讀。 

 

怡欣告訴我們她對故事的細節有興趣，她想知道與整個故事相關的其他

事情。怡欣在這個研究中也表現出她有讀整本書的能力，用圖文搭配的方式

讀懂一本讀本。對年幼的孩子或初學習閱讀的學生來說，像圖畫書一樣的文

本，能幫助他們學習閱讀。因為圖畫書的每個版面的文字份量不重，但整本

書的故事完整、有細節，文字說故事而圖畫也能說故事，如此，兒童可以直

接經由書籍本身所提供豐富且多元的線索學習閱讀。尤其，有經驗的圖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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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知道如何和孩子溝通，他們知道如何以書吸引孩子閱讀（Meet, 1988）。 

簡化的文本或過短的文本皆不利於練習閱讀策略，尤其，不利於練習預

測與修正預測;也無法提供足夠長度的內容進行閱讀初期的探究，以熟悉作者

的風格。此外，過短的文本也不易提供學生從閱讀過程中練習自我修正的機

會。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學者 Margret Meet（1988）強力

主張讓孩子直接從閱讀作家的作品學習如何讀寫。她強調學生應該從小就閱

讀原版、閱讀沒經過簡化的文本。就如同在課外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年紀小的

孩子，也許只有一、二年級的學生，他們有能力也有興趣閱讀哈利波特或是

其他篇幅較長的讀物，雖然書中有些字他們還沒有學過，但是他們卻懂得使

用不同的策略或是語意和語法等線索，藉著閱讀他們不斷的練習使用不同的

策略，目的是讀懂一本他們有興趣的書，如此在閱讀中學習閱讀，也逐漸提

升閱讀能力。 

在臺灣，許多學前的兒童已經能讀一本書或正在從閱讀一本完整的童書

學習閱讀，或經由閱讀學習新知。然而，小學語文教學主要的教科書國語課

本裡大多數課本裡的課文卻是簡化的文章，有的是改寫自坊間出版的文章，

有的是特別為課文而寫的。或許考慮到字數與版面，課文的長度有限。然而，

因為文長受到限制，所以經常刪減文中的細節，而當細節刪減太多，就無法

很詳細的把事件交待清楚，也因此很多文章就像是一篇篇的大意。在本研究

中的怡欣對故事產生了疑問，因為她很想知道挖出來南瓜到那裡去了？這是

課文內容與孩子的關心點、興趣與能力的落差。此外，因為課文短所以能練

習的閱讀策略有限，也因此限制了學生的學習。又，搭配課文的圖因版面限

制的關係，多是插圖，能提供的訊息極其有限，所以能提供讀者在閱讀理解

上的幫助也有限。 

或許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應用究發現及學習國際上主要語文素養成就極

高的國家一樣，採用已出版高品質的兒童文學作品當學習的主要資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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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經簡化的原版作品，讓兒童有機會從閱讀中學習閱讀，也從閱讀中擴

展思考。若是在目前無法改變課本編輯的限制下，大量以坊間出版的高品質

的童書帶領學生學習閱讀可能是一個暫時的解決之道。 

 

2. 首冊課文可同時呈現國字和注音，以利學生以國字學習注音。 

 

怡欣展現以國字閱讀而不需要藉由注音符號的輔助閱讀的能力，而且除

了字的線索之外，怡欣應用了不同的線索閱讀。在此次的閱讀，資料上沒有

顯示怡欣使用語音的線索閱讀，而她仍能成功的閱讀且讀出意義。事實上，

將閱讀的焦點集中在注音符號，則是促使讀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解碼，然而，

閱讀的並不是一個解碼的過程（Goodman, 1996）。又，把焦點集中在注音

符號這個工具，則讀者可能忽略了使用其他策略的可能而依賴單一的線索。

閱讀時依賴單一的線索是較無效率的讀者（Brown, Goodman, & Marek, 

2006）。怡欣展現出一個讀者可以用不同的策略從文本建構意義，而透過注

音符號閱讀只是諸多的策略之一。 

我們都同意學習應從舊經驗聯繫到新經驗，尤其剛進小學一年級的新

生，他們剛進入一個新的環境，需要從熟悉的事物開始學習。從國內許多讀

寫萌發的研究眼顯示我國的學前兒童（黃，2008；林，2008；林，2003）已

具備豐富的語文知識與能力，他們大多數具有閱讀國字以及讀書的能力。尤

其，，，，根據現行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課綱（2012），注音符號教學並不

是學前教育的課程內容。幼兒園課綱鼓勵學生大量閱讀各種生活中的文本，

並培養學生能喜歡閱讀圖畫書。因此國字應該是學前兒童比較熟悉的文字系

統，而非注音這個符號系統。在這個邏輯下，課本應該以他們所熟悉的語言

──國字呈現。然而，小學一年級新生的第一本課本──首冊課本中的文章

卻全部以注音書寫，而沒有任何的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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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欣的閱讀表現促使我們思考使用完全以注音書寫而沒有任何一個國

字的首冊課文當小學一年級新生的第一本課本是否恰當。注音符號有其功能

協助識字與閱讀的功能，但不應該取代國字成為主要閱讀的媒介，因為注音

符號是一個輔助閱讀的工具，而學習最終目的是以國字閱讀意義。再者，從

學習者的角度思考，完整呈現國字和注音的文本，能同時滿足學生以國字輔

助學習注音並以注音輔助學習國字的機會。如此，可適應不同學生的先備經

驗與閱讀習慣，也符合多元的學習路徑。 

或許語文教育學者與教師們可以思考注音符號的議題，例如，在小一前

時十週教注音符號為是基於何種閱讀理論？研究怎麼說？為什麼學注音要

使用全部以注音書寫而沒有國字的課本？理論基礎是什麼？還可以使用不

同型式的教材來學習嗎？學習效果為何？而從近代的研究及現代的臺灣學

生所接觸到的語言環境來說，怎樣的語文教材及教學重點才是符合兒童能力

發展及近代理論的？這些思考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檢討現行的注音教學。 

 

3. 閱讀教學應重視應用多元線索閱讀與回應文本的能力。 

 

怡欣表現出應用多元線索閱讀與回應文本的能力。她能應用語意、語法

與篇章結構、圖畫及背景經驗來閱讀，她除了理解文本的意義之外，還把她

個人的詮釋帶到閱讀文本的過程。怡欣根據經驗及個人理由在故事重述時增

加讀本上沒有的內容，例如，書上沒有說三位小孩是朋友，怡欣根據經驗說

他們一起玩，所以是朋友。又如，書裡只寫南瓜太，怡欣補充說「有的南瓜

太小還沒長大。要等時間它吃了營養才會更大」（怡，訪，08819）。這呼

應Goodman認為的閱讀的目的在於從文章建構意義，一個有效率的讀者必須

應用多元的策略閱讀，而不能只依賴單一策略閱讀。也呼應Rosenblatt（1978）

的讀者回應理論，Rosenblatt（1978）提出，閱讀是讀者、作者與文本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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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即如Goodman研究發現，閱讀過程受到讀者的社會、文化、語言、情

緒等因素的影響，所以不同的人閱讀相同的文章，可能建構出不同的意義

（Brown, Goodman & Marek, 2006; Goodman, 1994）。 

然而，長久以來教師卻偏重語詞教學與課文講解。我國的閱讀教學過程

中向來偏重於基本的認知及記憶，忽略了高層次的思考及使用策略解決閱讀

困難的歷程；許多教師也相信課文教學必須經由字意、詞義與文意的認識，

才能對課文獲得理解，因此強調生字的習寫、語詞的解釋及課文的分析與講

解，這種以單字為中心的語言觀及教學觀，著重在分析教材與解碼識字的歷

程，卻往往忽略了學生本身的先備知識，以及閱讀歷程中的不同線索對文章

理解的影響，也忽略了不同經驗、背景的學生以不同角度詮釋文本的可能。 

 

4. 老師應理解朗讀時發生的閱讀差異是自然現象，而不是因為學生不專心。 

 

怡欣在第一次的閱讀中出現三十一個了閱讀差異；第二次的閱讀中出現

了二十五閱讀差異，但她對文本有高度的理解；她的表現支持理解文章過程

的一部分，而非反映出能力不足或不夠專心的研究發現（Xu, 1998）。「錯

誤是理解文章過程的一部分」（K. Goodman & Y. Goodman, 1994），學生的

閱讀差異，反而呈現出他們在理解上所運用的策略，及使用各種不同的線

索，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嘗試，他們嘗試在理解意義。唸錯或推測下文，有可

能正反映出他們是成熟的讀者或是有信心的讀者。是實上，讀者根據語言線

索系統在預測下文，即使閱讀時產生差異，仍可能讓文章有意義。太過要求

精準反而可能促使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在發音及解碼上，而無法兼顧理解 

（Smith, 1973b），對年幼的讀者尤其可能妨礙理解。所以K. Goodman（1996）

以〈毒藥〉的研究為例，說明閱讀的三個重要觀念，1. 讀者必定要專注於意

義。2. 讀者應用語言的結構來理解意義。3. 太過要求精確反而會阻礙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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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準確對於理解是一個薄弱而且很不可靠的指標，而太過要求準確反而

會阻礙理解。 

然而，當學生閱讀有差異發生時，老師是否應能以正向的態度來看待？

在教學現場，老師常常要求全班朗讀課文，而且要讀得整齊正確，這種作法

學生自然地會認為讀得與文本一模一樣才是重要的；在齊讀時，如果有人讀

得不一樣，或許是漏字或加字，就會被認為是讀錯了。也有些學生在讀課文

時也常常自己添油加醋的多一個字或是換一個詞，有些老師總認為是學生沒

有用心讀，沒有一個一個字的看清楚再讀。然而，到底讀到每個字比較重要，

還是理解文章內涵比較重要呢？對於學童在閱讀時漏字、加字，或以相似詞

替換的情形，這難道不是證明他們對文章具有某程度的理解嗎？如果因為理

解，產生預期反應而導致差異，實在不應該怪他們。因為研究和經驗也告訴

我們，在朗讀時漏字或加字，卻沒有改變文本的意義，是許多成熟的讀者經

常發生的現象（Y. Goodman & K. Goodman, 1994）。 

 

5. 老師應理解在文本中找錯字是有難度的，因為閱讀是讀意義而不是找錯字。 

 

怡欣和許靖國（Xu, 1998）所研究的大學生受試者一樣，讀懂故事卻無

法找出文中的錯字。研究證明閱讀時重點在理解與尋求意義，就算是錯字、

贅字出現在文章中，都會被視而不見，這不是代表讀者不用心，而是大腦的

機制，大腦能自動篩選出對讀者重要的訊息，因為理解才是閱讀的重點

（Goodman, 1996）。 

國文考試經常要求學生在一個句子中找出數個錯字，或是要學生改錯

字。然而，許多老師發現精熟的讀者反而常常會忽略文章中的錯字。從怡欣

的表現及許靖國的研究告訴我們，不管對兒童或大人而言，這種考試的難度

是很高的，因為這種題型違反閱讀的自然現象。就如Smith所說的，我們為了



    

    

    

    

    

    

    
       

六歲兒童的閱讀差異分析個案研究 � 175  
    

 
 
 

意義而閱讀而且我們用腦而不是用眼睛閱讀，因為腦篩選眼睛送到腦中來的

訊息（1997: 56-58）。Goodman（1996）也發現成熟的讀者常常會忽略文章

中的錯字，所以閱讀時忽略文章中的錯字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本研究建議老

師重新思考這種從文本中找錯字的題型，測驗目的為何？這樣的題型是否能

測出讀者的真正能力？ 

 

 

五、結論與反思 

 

 

四十多年來閱讀差異分析研究證明了閱讀是讀者以理解為目的與文本

互動的歷程。閱讀是一個複雜的語言歷程，而不是一個單純的解碼的過程。

在此歷程中在本研究中，我們也看見了一位六歲的讀者在閱讀歷程中不斷監

控自己的閱讀，也不斷地從閱讀中建構意義。她的閱讀差異不是隨機的，而

是有道理可循的。她也同時使用語意、語法、及字音字形的線索進行預測與

修正，就如一位成功的讀者一樣彈性的使用多元的閱讀策略建構意義。 

    閱讀差異分析是一個「看見兒童」（Y. Goodman, 2002）的過程，其終

極目標是希望幫助老師以閱讀差異的素養來聆聽學生的閱讀，慎思的評定這

些閱讀差異，並透過閱讀差異分析來發現學生使用的已具備的知識與策略之

及未成熟或欠缺的能力。若是老師根據學生使用語言線索的知識來判斷他們

的能力並設計課程，則能進行有效的教學。 

本研究以個案的方式進行研究，以「看見兒童」的理念探究兒童讀者之

閱讀歷程，並據以反思語言課程與教學。研究者知道，一個個案研究無法撼

動課程或改變教學，而本研究也無意做過大的推論，但是，在一年級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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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應該不只一位怡欣，甚至有許多位比怡欣更成熟的讀者。我們必須思考的

是，我們需要怎麼做才能確實知道一年級新生已具備的知識與概念？而且知

道之後，要如何幫助他們有效的學習？我國實在需要更多有關閱讀歷程及語

言學習的基礎研究，例如，探究臺灣兒童閱讀中文的閱讀歷程、兒童如何回

應他們的閱讀經驗等，然後基於基礎研究的發現進行教學研究，例如，語文

課程如何確實回應學生的語言經驗與能力？語文課程如何能回應目前的研

究發現？如此，以基礎研究出發進行教學研究，應能協助老師及教育單位更

有效的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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