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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代社會教育普及，閱讀是知識

獲得的主要來源，也是一切學習的基

礎。閱讀是個複雜的認知歷程，其中

識字為語文閱讀的基本能力，從認

字、解碼到理解的過程中，任何一個

環節出了問題，也許就會造成閱讀困

難。在國民小學階段的兒童若發生閱

讀障礙，則其學業、人際關係及未來

的就業等適應能力都會造成重大的影

響（田慧娟，2003）。 

由於功能性腦顯影技術提升，使

得科學家對閱讀中文字詞所運用的大

腦機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就語言的

獨特性而言，中文不論是在形、音或

義等表徵均與拼音文字系統有所不

同，而且在中文具有獨特的語言表徵

的思考下，透過回顧這些腦科學研

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文閱讀

障礙的神經機制的本質，並解決閱讀

內在的認知基礎是什麼，在哪裡運作

的問題（林昱成、林沛穎，2010）。因

此，探索中文閱讀的神經機制是否有

助於閱讀障礙者，可說是當前中文認

知神經科學家和教育心理學者的重要

課題。 

本文藉由相關文獻探討的觀點，

瞭解閱讀障礙的成因及相關研究、進

一步探討閱讀障礙者在閱讀時的大腦

運作等，並試圖找出克服閱讀障礙的

學習策略，以提昇閱讀障礙者的閱讀

及識字能力之建議參考。 

二、閱讀障礙成因與相關研究 

王立志、楊憲明（2015）研究指

出，關於閱讀障礙的相關研究，始於

1896 年蘇格蘭 Pringle Morgan 的研

究，自此展開了一百餘年的發展。閱

讀障礙又稱為失讀症，是一種在處理

文字上有困難的疾病。根據李俊仁

（2012）的研究，以目前美國以及台

灣官方的實務運作來說，「閱讀障礙」

指的是智力正常，沒有明顯可歸咎的

原因造成閱讀上的困難，但在學業成

就與智力間產生明顯差異的學童。王

立志、楊憲明（2012）則認為在閱讀

表現上存在識字問題與或閱讀理解問

題的學生，被稱之為「閱讀障礙」。 

閱讀障礙的成因，大多認為閱讀

是一種視覺活動，而閱讀障礙是因為

視覺空間的處理能力有問題，並在閱

讀上產生困難，導致視覺空間能力處

理缺陷而形成中文閱讀障礙（李俊

仁，2012）。在閱讀障礙研究與教學領

域中，除了識字解碼與聽覺（語言）

理解之外，解碼速度與聲韻技巧，亦

為常被提及之能力（游婷雅，2007）。 

閱讀障礙的成因有不同的假說，

但常把閱讀障礙兒童的困難窄化成視

覺問題的因素。就像中文往往被視為

是象形文字，筆者在教學現場發現閱

讀障礙學童常常寫字時會將字上下或

左右相反、個別字不完整及語詞上下

顛倒的現象。其實，這些兒童經常伴

隨著注意力缺陷的問題：有的孩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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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上的問題，容易混淆字母的形

狀；有些孩子則是有聽力上的問題；

也有許多孩子伴隨著動作協調上的問

題，並且很難適當的握筆和畫出簡單

的線條。 

另一個觀察發現是閱讀障礙個案

在還沒進入學校之前，所有的生活習

慣和行為表現與一般學童看不出其差

異。但這些學童在入學之後，只要接

觸到閱讀的材料時，卻明顯呈現出對

字詞辨認及閱讀理解困難的情形，且

與一般學童的學習成就差距越來越

大，嚴重影響日後的學習歷程，此問

題需面對與解決，實為不容忽視。 

李俊仁（2012）研究發現閱讀障

礙學童往往在聲韻覺識能力、聲韻工

作記憶、以及快速唸名的表現低於同

年齡、同智力的學童。游婷雅（2007）

指出閱讀障礙兒童聲韻問題的缺損是

大腦發展上細微的異常所造成的，且

和學習口語及書寫文字的能力不佳有

直接的關連。同時，這些兒童學說字

詞的速度比其他兒童來得慢，已經

三、四歲的閱讀障礙兒童在記住話語

的能力上也比較差。通常人們會將口

語或閱讀發展上的遲緩歸咎於刺激的

缺乏，這是不成立的觀點。 

三、閱讀障礙：閱讀時，大腦在

做些什麼？ 

科學家致力於閱讀的科學研究已

經超過一百年，關於閱讀基本歷程的

大腦神經機制已獲得許多成就。林昱

成、林沛穎（2010）研究指出，孩子

們在學習和反覆練習閱讀的過程中，

神經元（神經系統的基本構成單位）

之間就會形成新的聯結，而閱讀障礙

的孩子因為大腦異常，導致這些聯結

的形成會非常吃力，甚至無法形成聯

結。視覺中樞在右半球，語言中樞在

左半球，視覺收集的信息無法通過胼

胝體到達左腦就無法被解碼，那麼孩

子的每次閱讀練習都不能順利進行，

聯結就無從建立。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學界對閱讀

神經機制的了解，主要是來自於特定

部位腦傷病人神經心理的研究。研究

推論出胼胝體膝部較小反映出閱讀障

礙學童的腦傷可能性。此形態學的發

現對於瞭解生物學基礎與閱讀障礙的

相關性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補強神

經行為理論與閱讀障礙關連性的證據

（孟令夫、洪儷瑜，2000）。 

學習閱讀時，腦部會建立書寫符

號與對應發音的連結，而閱讀障礙者

無法順利辨識或運用發音。閱讀障礙

受試者主要與次要的聽覺皮質神經活

動訊號，在不同聲音之間有明顯的差

異。不過他們的腦部圖像顯示，連結

聽覺皮質與左側下部額葉皮質（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的白質神經纖維

束 （white-matter tracts）其整體結構

較差（廖容英，2014）。 

游婷雅（2007）指出波斯頓的神

經學家迦拉柏達發現，閱讀障礙者腦

中有一小群神經細胞所在的位置並不

恰當。在大腦發展的早期，有一些細

胞會在腦皮質上層流離失所，看起來

就像小小的疤痕。這些疤痕常見於中

顳葉區，也就是閱讀系統的中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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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處理的功能有關，並在閱讀障礙

以及視覺、聽覺和動作缺損的肇因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透過腦造影還找

出閱讀障礙者大腦結構異常。其中最

一致的發現是閱讀障礙者腦中閱讀系

統的白質（white matter）層較薄；白

質層位於大腦表層下，含有包覆著髓

脂的神經纖維，這些神經纖維是用來

將神經細胞連結在一起的。閱讀障礙

或許是因為閱讀系統中三個不同區域

間的連結較弱，而不是某一個區域本

身有任何結構上的異常所造成的。 

孟令夫、洪麗瑜（2000）的研究

發現閱讀障礙學童後方區域左側

SSTL、左顳葉表面積、或左腦總體積

傾向較小。游婷雅（2007）研究也指

出中文閱讀障礙的大腦機制中，在拼

音文字腦顯影研究中可得知，閱讀缺

陷與左顳頂葉區域功能異常有關，如

同 這 些 區 域 被 認 為 與 音 素 分 析

（phonemic analysis，即音韻處理能力） 

以及書面符號對應至語音的音韻單位

（即形素－音素轉換）有關，此兩大

認知過程在閱讀習得中扮演了一個重

要的角色。 

四、克服閱讀障礙，培養優勢潛

能 

美國研究報告指出，早期發現早

期療癒，不但比較不會錯過治療關鍵

期，且可以及早設計符合孩子學習狀

況的訓練。除此之外，由於閱讀障礙

所涉及的範圍廣泛，不單單只有語文

科目受到影響，孩子學習數學、物理

化學也都需要使用文字，因此能愈早

面對並解決問題最好（胡志偉，

2017）。因此該如何克服閱讀障礙呢？

說明如下： 

(一) 及早發現，努力克服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暨著名心理學

家 Jeanne Chall 所界定之閱讀發展歷

程，在發展上，「識字期」及「驗證、

流暢期」這兩個階段是在國小中低年

級時期的學生所發展出來的。而這兩

個階段則是建立基本讀寫概念與穩固

識字能力的主要基礎，被學者歸類於

「學習如何閱讀」（how to read）的層

次（王瓊珠、洪儷瑜、陳秀芬，2007）。 

王立志、楊憲明（2012）的研究

也指出，「識字期」階段的閱讀發展會

影響「驗證、流暢期」的閱讀發展，

如果先前階段的發展出現困難，將導

致後期閱讀發展的進步不佳；但如果

在早期階段，未能發展出良好的閱讀

技巧，就會導致日後學習的困難。就

如識字能力出現問題的學生，顯然就

無法利用更高階的閱讀能力獲得知

識，進而提昇學習效果。 

特殊教育鑑定的目的在於給予適

性的教學。面對閱讀障礙學生的診斷

與鑑定，雖然使用傳統的診斷工具來

評量閱讀障礙學生是有效且具經濟效

益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腦顯影技術

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助於評量特殊群體

（如高險群的幼兒與聰慧的年輕人）

是否具有閱讀困難，這個新工具的優

點正是目前傳統測驗所欠缺的。同

時，認知神經科學也許可以從這些特

殊群體的大腦中，發現在一般人大腦

中所不能發現的特殊生理機制，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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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目前教育實務上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林昱成、林沛穎，2010）。 

(二) 培養優勢潛能，達到最佳表現 

閱讀障礙是無法用心理與藥物治

療的病症，但是仍有許多技巧和方

法，可彌補孩子在識字與讀寫的困

難。由於閱讀障礙並非因為腦部受

損、後天引起的病症，所以閱讀障礙

的孩子可以利用「學習」來彌補他們

在閱讀上的弱點。在各領域中，許多

傑出的閱讀障礙名人，例如科學界的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愛迪生

（Thomas Edison），電影界的湯姆克魯

斯（Tom Cruise），政治界美國第 35 任

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以及運

動界的傑克．史都華（Jack Stewart）

等（有愛無礙，2017），都是憑著堅強

的毅力、發揮潛能去面對挑戰，在世

界上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因此，閱讀障礙者在開始進入學

校學習時，會感受到無數的挫折，所

以需要家人與學校老師的支持和鼓

勵、維持密切與良好的溝通管道，以

及量身打造的個別教導方式等，這些

都是增進孩子進步的最大動力。培養

孩子的優勢，協助其潛能開發，重要

的就是教導者須有耐心，找出適合的

學習方法，多鼓勵孩子，並建立其自

信心，引導他們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

人生路。 

五、結語 

閱讀障礙學生具有閱讀問題，其

中識字困難成為重要因素之一。專家

學者不斷研發教材、教法等識字教學

策略來幫助學生提昇閱讀能力；教師

利用常用的識字教學法，以供教導閱

讀障礙學生增進識字能力作為建議參

考，進而根據閱讀障礙學生的特性研

發識字教材與教法，藉以改進閱讀障

礙者學習能力（呂建志，2011）。希望

藉由從認知神經科學的角度，去激發

閱讀障礙者的優勢潛能，克服閱讀障

礙，發揮自身最好的表現。 

教育實務和認知神經科學的整合

應該是一個交互的歷程，認知神經科

學是從大腦來看行為的一個科技整合

的新興領域，它結合了心理學家、語

言學家、臨床醫生、電腦科學家、哲

學家各個領域的專家，一同致力於解

開人類大腦這個科學上最後的蠻荒區

（the last frontier）（洪蘭，2005）。 

唯有特殊教育人員走出自己的領

域藩籬，主動投身認知神經科學領

域，那麼教育的神經科學才有自己的

一片天，進而加強特殊教育工作者和

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的相互合作，並

且提升特殊教育相關人員的認知心理

學知識，才有助於消弭它們彼此之間

的鴻溝，進而提升雙方的視野，更能

激發閱讀障礙者的優勢潛能，達到最

佳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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