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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對提升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唸讀
與拼寫英語字彙之學習成效。研究對象為三位國中資源班之學習障礙學生，採用單一受
試研究法中的跨受試之多探測實驗設計進行研究，期能將字母拼讀法有效用於學習障礙
學生學習英語字彙，以提升其自信與成就。
關鍵詞：字母拼讀教學法、學習障礙、單一受試
因而嚴重落後班上學習的進度，導致學習

壹、緒論

英語的動機低落，到了國中階段，由於英
語學科能力的學習，不但要求小學即該具

一、研究動機

備的聽與說的基礎，甚至要求並重讀與寫

學習障礙學生因安置於普通班，英語

的能力，而學生卻因其障礙特質而對英語

領域的學習自然也為其學習範疇之一，而

字形辨識和拼寫感到困難，因此完全放棄

筆者目前擔任國中資源班的專任教師，負

對英語的學習。

責任教資源班英語科的抽離課程，經訪談

基於前述背景，探討國內外之文獻，

與觀察，得知多數學習障礙學生在小學的

研究結果均顯示字母拼讀法對學習障礙學

英語課程，著重聽與說的階段中，可能因

生在唸讀與拼寫英語字彙能有良好之成

聲韻覺識的困難，難以將聽到的聲音與符

效，因此本研究期盼學習者能藉由以音

號作連結，或因語言接收和表達的困難，

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的學習，來提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11

升其唸讀與拼寫字彙的能力，在面對英語

毓仁、邱浩政、柯華葳、曾世杰、林素貞，

字彙的學習時，能勇敢地見字讀音，能試

2011）。

圖拼寫聽到的字彙，當學習有了成就，提

黃秀霜（1997）綜合許多研究者對於

升其自信心，方而能增進其對英語學習的

聲韻覺識的論點，將其廣義的定義為對語

興趣。

音中內在結構的覺識，即包括對字音進行

二、文獻探討

音節 (syllables)、音首和韻尾 (onset and

(一) 字母拼讀法

rime) 以 及 音 素 (phoneme) 的 切 割 和 操

在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系國家中，字
母拼讀法是ㄧ種用來增進學童在識字、拼

弄。
所謂的語音內在結構可細分為音素

字甚至提升閱讀能力的教學策略；然而在

(phoneme) 及 音 節

台灣，面對 EFL 的學習者，因受限於英語

次，其中「音素」的單位最小，
「音節」的

口語經驗的不足，雖能透過字母拼讀法將

單位最大 (Goswami ＆ Bryant, 1990)。而

英語的字彙唸出，但卻未必能理解其字義

大多數的語彙，其音節之中又可分為兩個

（林至誠，2000）
，因此字母拼讀法在台灣

主要部分－音首和韻尾

常被歸類作為發音教學的方法之一。

rime)，分別說明如下：

英語是拼音文字的一種，字音由音素
(phoneme) 所組成，音素由字母來代表，

(syllables) 兩 個 層

(onset and

1. 音素 (phoneme)
音素是指語音中的最小單位，如/f/、

而字母也為字彙最小的組成單位，這就是

/g/ 、 /k/ 、 /p/ 等

(Goswami ＆

所謂拼音文字的原則

(the alphabetic

1990)，例如，當聽到 cat 就知道是由/k/、

principle)。字母拼讀法 (phonics) 即是為

/æ /、/t/這三個音素所組成的。在口語中，

了讓學習者了解拼音文字的原則，教導其

音素經常和其他音素組合而呈現，因此在

字母與發音的對應關係，並利用字母和發

一連串的語音當中不易察覺到單一音素的

音的對應把字彙唸出來。

存在（郭惠玲，2002）。

(二) 何謂音首和韻尾

2. 音節 (syllables)

Bryant,

聲 韻 覺 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

在語言學概論一書中提到，日常生活

為字母拼讀法的先備能力，由於英語為拼

中所使用的每個字彙皆是由「音節」所組

音文字的一種，利用字母拼讀法能使學生

成，而「音節」即是由「音素」所組成的

瞭解英語拼字與發音規則的對應關係，發

音韻單位（謝國平，1998）
。每個音節皆有

展出「見字讀音」及「聽音拼字」的能力。

其核心音，而核心音通常為母音，母音可

而聲韻覺識即為將語音分解為音素

自成一個音節；至於子音則通常不會單獨

(phoneme segmentation)，以及將音素組合

存在一個音節當中，而是置於音節之首或

成語音 (phoneme blending) 的能力，為個

音節之尾（王備五，2003）。

體自我監控聲韻內在規則的後設能力（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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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單音節的字彙之中，放置於母音前

的子音或子音群，稱之為「音首」
（onset）
，

之為「音尾」 (coda)，若將母音及音尾合

而母音之後也可接一個子音或子音群，稱

為一個音節單位，就稱為「韻尾」 (rime)。

Syllable（音節）

Rime（韻尾）

Onset（音首）

子音

圖1

母音（核心音）

子音（音尾）

英語音節內部結構分析圖

（資料來源：王備五，2003）

曾世杰（1996）曾指出，
「音節」的操

性，如 cake 可拆解為 c-ake，而不必強記

弄是人類的天生本能。透過音韻課程的教

c-a-k-e，使學習者較容易察覺及掌握，又

學，增強學習者對音節及音首韻尾的覺

因音首由子音所組成，其發音規則通常較

察，可提高學習者對語音組成成分的敏感

為穩定，對學習者而言較容易習得；而

度 。 Adams (1990) 建 議 使 用 字 母 群

Goswami (1986) 也指 出 在判斷 不熟悉的

(phonogram) 的 方 式 進 行 英 語 字 彙 的 教

新字彙時，使用韻尾會比用音首更容易判

學，如：light、fight、right、sight 中的 ight

斷該字彙的發音。因此，本研究所採的字

即為字母群，也就是所謂的韻尾 (rime)。

母拼讀教學法是以韻尾為主，搭配不同音

許毓玓（2007）也引述自國外學者 Juel 和

首的單音節字彙作為教學材料，來進行教

Minden-Cupp (2000) 提 出 以 音 首 及 韻 尾

學實驗。

作為字彙家族 (word families) 的概念，例

(三) 字 母 拼 讀 法 應 用 於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之

如：cake、lake 和 make 皆有-ake 這個韻尾，

相關研究

此 三 個 字 彙 即 為 -ake 的 字 彙 家 族 ； 而

目前國內外對於字母拼讀教學法的相

short、shell 和 shake 皆有 sh-這個音首，此

關研究文獻眾多，據統計在國內約有 104

三個字彙即為 sh-的字彙家族；甚至音首

篇，其中以身心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共

sh-和韻尾-ake 也可結合為 shake 這個字

有 17 篇，可見國內逐漸正視字母拼讀法用

彙。

於身心障礙學生學習英語方面之成效。
因音首和韻尾的組合較易讓學習者覺

察並聚焦，也能降低將字彙拆解的複雜

在國內相關研究當中，郭惠玲（2002）
是國內第一位以身心障礙者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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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字母拼讀法（自然發音法）教學實驗

力，研究結果顯示能增進國中學習障礙學

研究的研究者，其研究對象為三名國中智

生拼字及讀字之成效，不過其在研究建議

能障礙學生，採跨受試者的多試探設計，

中也提到，對學生而言，要拼出或讀出位

參考 Gunning 使用綜合分析-合成的字母

於字中不同位置的同一字母或讀音，可能

拼讀教學法，選取符合拼音規則且具有共

會有不同的難度，因此可提供常見字母或

同韻尾的單音節字彙進行教學，研究證實

字組位於字首和字尾的例字來引導學生。

字母拼讀法確實有助於智能障礙者學習英

Ginning (1996)認為合 成 法在引導學習 者

語字彙發音及拼字，並達到類化的效果。

單獨讀出子音時，在沒有結合母音的情況

許毓玓（2007）以三名英語科低成就

下，會扭曲該子音的發音，而分析法注重

之國中二年級學習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

學習者分解字音的能力 (Blevins, 2006)，

採單一受試法之跨受試之多探試實驗設

較不適用於聲韻覺識差或有閱讀障礙的學

計，以類推式字母拼讀法衍生而來的單字

生，因此本研究採用類推法，教導學習者

分類法 (word sort approach) 進行教學實

分析出字彙的拼字模式，再類推至新的字

驗課程，研究結果顯示字母拼讀法對於學

彙，將字彙解碼。

習障礙學生學習英語字彙發音及拼字方面

三、研究目的與問題

具有學習、維持以及類化之效果，對於未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

經過教學的英語字彙，能以極高地正確率

下：

來預測發音及拼字。不過進一步檢視此研

(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究中，受試者在處理期和維持期的拼字或

1. 探討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

讀字錯誤類型，發現受試者會出現發音位

對 國 中 學 習 障礙 學 生 唸讀 英 語 字 彙 之

置類似的拼字混淆（如 bag 拼成 bak）
、符

成效。

合形音對照規則的自創拼字（如 right 拼成

(1)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rit、cake 拼成 cack）、相似字母顛倒（如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唸讀英語字彙

day 拼成 bay）等拼字錯誤，或將複合子音

之立即成效？

sh 讀成 ch、僅能讀出 light 中的/l/和/t/的讀

(2)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音等的讀字錯誤情形。有鑑於此，本研究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唸讀英語字彙

之字母拼讀法將於課程進行時，先行教導

之維持成效？

相關單子音、子音群和複合子音的發音訓

(3)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練，以加強受試者對於音首、韻尾等字族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唸讀英語字彙

字根的形音連結能力。

之類化成效？

翁子媛（2010）依文獻建議自編母音

2. 探討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

和子音常見的形音對應單位，融入類推法

對 國 中 學 習 障礙 學 生 拼寫 英 語 字 彙 之

和分析法來訓練學生在英文拼讀字之能

成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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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習障礙學生，因已排除受試者曾接受過以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拼寫英語字彙

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相關的研究

之立即成效？

或教學的可能，因此受試者在基線期的表

(2)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現情況產生變化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為避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拼寫英語字彙

免受試者在基線期因冗長的資料蒐集產生

之維持成效？

疲乏狀況，而採「跨受試之多探測實驗設

(3)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計」
，其基線期的資料蒐集係採間斷的探試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拼寫英語字彙

方式，且在教學實驗的過程中及教學結果

之類化成效？

分析上，可觀察到同一種教學實驗運用在
三位受試者身上的效果，增加實驗的外在

貳、研究方法

效度；本研究分為基線期、處理期與維持
期；自變項是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

一、研究架構

讀教學法，依變項是英語字彙唸讀與拼寫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實驗法之「跨受試
之多探測實驗設計」
，研究對象的選取為三

測驗的答題正確率；本研究架構如圖 2 所
示。

名在英語字彙學習有困難的國中資源班學

研究對象

依變項

自變項

三名國中資源班

1. 英語字彙唸讀之學習、維持

以音首、韻尾為主

學習障礙學生

與類化成效
2. 英語字彙拼寫之學習、維持

之字母拼讀教學法

與類化成效
控制變項
1. 教學者及施測者
2. 教學地點、時間與內容
3. 同時事件
4. 受試者的流失

圖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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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所選取的原則如

本研究共分為基線期、處理期、維持
期，並在處理期結束後的隔天開始，隨即

下：

進行一天一次，共三次的類化測驗，以類

(一) 本研究對象是經由臺北市特殊教育學

化測驗來評量受試者對於此研究之類化成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學習障礙

效。各階段說明如下：

之學生，除了學習障礙外，並無伴隨

(一) 基線期

其他障礙。
(二) 英語學科能力表現百分等級在二十以

本階段不進行任何教學處理，對每位
受試者進行至少三次以上的「唸讀與拼寫

下者，「英語學科能力表現百分等級」

字彙能力測驗」
，以瞭解受試者在以音首、

係指受試者在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介入前，其英語

的英語科總結性成績與同年級所有學

字彙唸讀與拼寫之能力。

生相比，其所佔的百分等級。

(二) 處理期

(三) 由 本 研 究 自 編 之 「 英 語 基 礎 能 力 測
驗」，篩選出受試者：

本階段進行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
拼讀教學的介入，共二十二個單元，每節

1. 受 試 者 需 具 備英 語 字 母大 小 寫 之 辨 識

課依教學進度的編排進行二到四個單元不

與轉換能力，能認讀二十六個英語字母

等。受試者接受為期三週，每天一節，每

大小寫。

節約 45 分鐘，共十五次的教學介入。在每

2. 受試者須對於「字彙唸讀測驗」及「字

次教學介入後均會對受試者實施「唸讀與

彙拼寫測驗」此兩大題，在字彙的唸讀

拼寫字彙學習測驗」
，並以其答題正確率代

與拼寫方面有困難者。

表此教學介入之學習成效。

3. 受 試 者 需 具 備聽 辨 音 首及 韻 尾 的 聲 韻
覺識能力，能聽辨音首與韻尾。

因考量到第二章所述之學習障礙學生
經常因記憶力缺陷，在長短期記憶方面的

4. 受試者需將聽到的音首、韻尾結合並唸

問題導致英語字彙記憶困難的學習特質，

讀出來，具備結合音首及韻尾的聲韻覺

為促進受試者學習英語字彙的成效，需時

識能力。

常進行複習的活動，因此本研究所進行十

(四) 參與本研究之對象需經由研究者與家

五堂課之教學進度，在進行新單元字彙的

長溝通後，取得家長之同意，另亦取

教學時，也會搭配舊單元字彙之綜合復習。

得導師、各任課教師及暑期輔導的任

新單元字彙的教學，考量學習障礙學

課教師的同意，在不影響其校內學習

生之學習特質與能力，依進度安排一至兩

的前提下，讓受試者至資源班教室接

的單元，一個單元為一個韻尾，每個韻尾

受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

包含三個教學字彙，並依第二章提及美國

法之教學實驗。

小學常見教導字母拼讀課程的流程，來設

三、實驗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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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本研究的教學進度，首先在每一次課程

中均會先教導在字首位置的單子音，因為

習，新舊單元交替練習，每次教學均有一

單子音對應最為規則，且字首的音最容易

個教學主題，或為相同或不同的短母音練

區分，接著每週的韻尾單元的安排，是先

習，或為同一母音字母之長音和短音的比

教導單母音的短音，然後才是長母音；而

較，最後一週則綜合復習不同母音字母的

舊單元的復習是自第二堂教學開始，而後

長音練習，十五次的教學處理進度如下表

每一次的教學至少包含一個舊單元的復

1 所列：

表1
處理期之教學進度
教學進度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教學主題

新單元

舊單元（復習）

一

短母音 a

1-ab

2-ag

二

短母音 a

3-ap

4-at

2-ag

三

短母音 a＆i

5-ack

6-ip

4-at

四

短母音 i

7-ick

8-ill

6-ip

五

短母音 i＆e

9-ing

10-ell

8-ill

六

短母音 e

11-ed

12-est

10-ell

七

短母音 o＆e

13-ot

14-op

12-est

八

短母音 o

15-ock

16-ob

14-op

九

短母音 o＆長母音 o

17-ore

13-ot

16-ob

十

短母音 o＆長母音 o

18-ow

15-ock

17-ore

十一

短母音 a＆長母音 a

19-ain

十二

短母音 a＆長母音 a

十三

短母音 i＆長母音 i

十四

短母音 e＆長母音 e

十五

長母音 a、i、e、o

20-ay

1-ab
3-ap

5-ack

21-ight

7-ick

9-ing

22-eed

11-ed
18-ow

20-ay

19-ain

21-ight

22-eed

※「灰底」表示當節課先行拿來複習、用以比較，或進行新進度之重點單元。（本表由
研究者自編）
(三) 維持期
本階段於處理期結束，間隔兩週後進
行，期間不實施教學介入，只對受試者實
施自編之「唸讀與拼寫字彙維持測驗」
，並

依此測驗結果分析作為受試者在唸讀及拼
寫字彙表現維持情形之依據。
(四) 類化成效
類化成效階段係指在處理期結束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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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開始，隨即進行一天一次，共三次的

是否能利用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

類化測驗，期間不實施教學介入，只對每

教學法所學，類化到其他未學過之英語字

位受試者實施三次的「唸讀與拼寫字彙類

彙。

化測驗」
，類化測驗的目的在於評量受試者

階段
對象

基線期

處理期 B

維持期 C

A
A

‧‧‧

受試者甲

受試者乙

受試者丙

B

‧‧‧‧‧‧‧‧‧‧‧‧‧‧‧

A

C

‧‧‧

A

A

‧

‧‧‧

■■■ 間隔兩週

A

‧

C

B

‧‧‧‧‧‧‧‧‧‧‧‧‧‧‧
A

‧‧‧

‧

圖3

C
■■■

C

‧

‧

C

C

‧‧‧

間隔兩週

B

C

‧‧‧‧‧‧‧‧‧‧‧‧‧‧‧

C

■■■ 間隔兩週

‧

C

‧‧‧

研究設計

說明：‧代表一次測量點；…代表至少三次以上的穩定測量點；■代表一次類化測量點（本
圖由研究者自編）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分為篩選工具與教

中的「英語能力診斷測驗」參考 Blevins
(2006) 在 Phonics from A to Z 一書中，所

學評量工具，分述如下：

提出之聲韻覺識測驗原則，並依本校英語

(一) 篩選工具

科所使用之教科書內容所改編，為確保測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英語學科成

驗內容之適切性，先請兩位校內教學年資

就低落之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故利用「魏

均已超過十年之英語科教師協助檢核測驗

氏智力測驗第四版」及自編之「英語基礎

之內容。本測驗共分為字母辨識測驗、國

能力測驗」來篩選受試者。

中英語基礎字彙測驗及聲韻覺識測驗三部

1.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

分。

2. 英語基礎能力測驗

(二) 教學評量工具

本測驗主要係依許毓玓（2007）論文
本研究之評量工具目的在於蒐集受試

18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者在基線期、處理期、維持期之英語字彙

字彙進度表之未經教學的韻尾字彙」當

唸讀與拼寫之學習成效，以及學習的類化

中，隨機抽取二十個不同韻尾的字彙作為

能力，每份測驗均由研究者自行編製，且

題目。

每次測驗皆分為「唸讀」及「拼寫」兩個

3. 施測程序及評分標準

大題，兩個大題各有十小題。評量工具之

(1) 施測程序

內容皆係隨機從教學內容之單元中選取，

以上三份測驗每次均由研究者負責施

本研究之字母拼讀法教學內容係參考 Fry

測，在唸讀字彙的部分為請受試者依序唸

(1998) 所 提 出 之 高 頻 率 韻 尾 的 單 音 節 字

出試卷上的字彙，受試者有 10 秒的作答時

彙，及由教育部公布的「國民中小學基本

間，10 秒後無論受試者有無作答，皆得結

英語字彙 1200 字」當中篩選出來，並依相

束該題，並進行下一個字彙的唸讀；而拼

關文獻之建議安排教學單元及其字彙，此

寫字彙的部分則為請受試者拼寫出其所聽

外，為確保測驗內容之適切性，研究者請

到的字彙，每題的字彙主試者會唸兩遍，

兩位校內教學年資均已超過十年之國中教

兩遍之間會間隔 3 秒，主試者唸完後，受

師，其中一位為資源班英語科教師，另一

試者有 10 秒的作答時間，10 秒後無論受

位為普通班英語科教師，依本研究所安排

試者有無作答，皆得結束該題，並進行下

之教學單元，協助檢核測驗之內容。

一題。

1. 唸讀與拼寫字彙-能力測驗、學習測驗
及維持測驗

(2) 評分標準
測驗之計分標準，皆採部分給分，係

上述三種測驗目的在於協助研究者蒐

參考 Ball 和 Blachman (1991) 所提出之計

集在基線期、處理期、維持期時，受試者

分標準，但因本研究的實驗教材皆為單音

在唸讀與拼寫字彙能力表現之資料，分別

節字彙，其字母數及音素皆不多，因此將

有十個、十五個及十二個複本，而測驗內

其計分標準加以改編，說明如下。

容均係由「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

a. 唸讀測驗

教學的字彙進度表」隨機抽取二十個不同

(a)

0 分：受試者完全沒作答，或其所

韻尾的字彙作為題目。

念出的發音不是該字彙發音的任

2. 唸讀與拼寫字彙類化測驗

一音素。

目的在於協助研究者蒐集受試者的學

(b) 1 分：受試者只正確發出該字彙發

習的類化效果，了解受試者能否應用以音
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所學，將

音的其中一個音素。
(c)

英語字彙的形-音對應關係應用在未經教
學，但符合音首、韻尾發音規則的字彙上，

音的其中兩個音素。
(d) 3 分：受試者雖能發出兩個以上的

此測驗共有三個複本，測驗內容測驗內容
係由「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

2 分：受試者只正確發出該字彙發

音素，但卻非正確的發音。
(e)

4 分：受試者完全正確地發音。

特殊教育發展期刊

19

b. 拼寫測驗

由圖 4 可看出，三位受試者經教學介

0 分：受試者完全沒作答，或完全

入後，在處理期的唸讀字彙的得分表現為

未符合形音對照規則的拼字。

上升的趨勢，有立即的教學成效；且三位

(b) 1 分：受試者只拼出符合字彙中的

受試者在維持期以及類化成效階段所接受

(a)

(c)

一個音素。

的測驗，整體而言，呈現穩定的狀態，顯

2 分：受試者拼出符合字彙中至少

示受試者在撤除教學介入後，不但仍具有

兩個符合音素的字母。

穩定的維持成效，甚至也能將其所學應用

(d) 3 分：受試者的作答雖非完全正確，

在未經教學，但符合音首、韻尾發音規則

但其字母的組合能符合該字彙的

的字彙上，因此也具有穩定的類化成效。

拼字。

二、拼寫字彙得分表現之分析

(e)

4 分：受試者的拼字完全正確。

此部份將就三位受試者在實驗各階段

依上述的計分標準，兩大題的總得分

所得拼寫字彙的得分表現，使用目視分析

共 80 分；研究者會換算受試者在此兩大題

進行分析，藉以瞭解三位受試者在經由以

得分的百分比，作為其英語字彙唸讀與拼

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介入

寫學習成效之依據。

後，其在拼寫字彙能力表現上之立即、維
持與類化成效。

參、結果與討論

由圖 5 可看出，經教學介入後，三位
受試者在處理期的拼寫字彙能力方面的表

一、唸讀字彙得分表現之分析

現上，得分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顯示出

本研究在各教學實驗階段使用不同的

有立即的教學成效；且三位受試者在維持

唸讀與拼寫字彙相關測驗，將先就三位受

期以及類化成效階段所接受的測驗，整體

試者在實驗各階段所得唸讀字彙的得分表

而言，也都為穩定的狀態，顯示受試者在

現，使用目視分析進行分析，藉以瞭解在

撤除教學介入後，仍能穩定地維持拼寫字

經由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

彙的成效，甚至能將其所學應用在未經教

介入後，三位受試者在唸讀字彙能力表現

學，但符合音首、韻尾發音規則的字彙上，

上之立即、維持與類化成效。

具有穩定的類化成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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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期

處理期

圖4

類化成效

維持期

受試者在各階段之唸讀字彙得分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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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期

處理
期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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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化成效

維持
期

受試者在各階段之拼寫字彙得分曲線圖

三、綜合討論

部分加以探討。

本研究結果顯示，三位受試者在接受

字彙的編碼（拼字）歷程會比解碼（識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後，

字）歷程來得更具挑戰性，因閱讀時仍可

能有效提升其唸讀與拼寫英語字彙的能

藉著上下文或字的結構分析等線索來提示

力，且具有立即、維持以及類化之成效。

字彙的意義，不過英語的語音和書寫形式

(一)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

並非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對於特定字彙或

對於提升唸讀英語字彙能力之成效

不規則字的字音和字形聯結需經由長期記

本研究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

憶來加以保存，因此對於識字困難的學習

教學法進行教學介入，研究結果顯示此教

者而言，需要更多時間和策略來直接教導

學介入能有效增進三位受試者在唸讀英語

拼寫的能力 (Van Orden, Johnston,＆Hale,

字彙能力的表現，此研究結果和國內相關

1988)，而本研究結果與相關之研究的確亦

之字母拼讀法的教學研究結果一致（郭惠

顯示受試者整體在唸讀字彙的能力會優於

玲，2002；許毓玓，2007；楊滿春，2011；

拼寫能力。

黃立勳，2013）。

(四) 唸讀及拼寫英語字彙的類化成效

(二)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

研究結果顯示三位受試者在唸讀與拼

對於提升拼寫英語字彙能力之成效

寫英語字彙的能力表現上，均具有良好的

本研究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

類化成效，此結果與郭惠玲（2002）
、許毓

教學法進行教學介入，研究結果顯示此教

玓（2007）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在教

學介入對於三位受試者在拼寫英語字彙能

學實驗的過程中，將三次的類化測驗安排

力的表現，具有顯著的學習、維持以及類

在維持期之前，研究顯示受試者能類化此

化成效。此研究結果和相關之字母拼讀法

教學介入所學之技巧來唸讀及拼寫出符合

的研究結果相同（郭惠玲，2002；許毓玓，

音首、韻尾規則，但未學過之單音節字彙。

2007）。
(三) 唸 讀 英 語 字 彙 的 能 力 表 現 顯 著 優 於

肆、結論與建議

拼寫英語字彙的能力表現
本研究結果可知經由以音首、韻尾為

本研究綜合上述之分析與討論，進一

主之字母拼讀教學法的教學介入後，三位

步提出結論與建議，以供日後研究者進行

受試者在學習英語字彙的唸讀與拼寫能力

參考。

均有提升，不過由圖 4 與圖 5 可明顯看出，

一、結論

整體而言，三位受試者在唸讀英語字彙的

(一)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能力表現顯著優於拼寫英語字彙的能力表

國中學習障礙學生唸讀英語字彙有顯

現，此研究結果同於郭惠玲（2002）和許

著的立即、維持與類化之成效。

毓玓（2007）
，不過兩位研究者並未針對此

(二) 以音首、韻尾為主之字母拼讀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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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學習障礙學生拼寫英語字彙有顯

(二) 未來研究的建議

著的立即、維持與類化之成效。

1. 以字母拼讀法結合字義進行教學

二、建議

閱讀理解的好壞仰賴解碼能力的表現

(一) 教學方面的建議

(Eldrege, 2005)，本研究期待受試者可以藉

1. 對學習障礙學生的英語字彙教學，宜盡

由熟悉字母拼讀法，而對英語字彙的形音

早融入字母拼讀教學法

聯結盡可能達到自動化地解碼，當受試者

字母拼讀法經許多研究證實能有效增

具備熟練的解碼能力後，學習字彙與其字

進學習障礙學生學習英語字彙的能力，因

義的結合才有意義，在閱讀文本時，方能

此學習障礙學生並不是沒有能力學習英語

理解內容，享受閱讀的樂趣，因此期待未

字彙，只不過很需要他人提供適當的學習

來的相關研究能嘗試以已具備字母拼讀法

策略來協助他們自身連結既有的舊經驗，

基礎能力的學生為受試對象，結合圖像或

尤其若從小學階段即得到適切協助的話，

其他記憶術來協助學生學習英語字彙的字

應能降低其對英語學習的習得無助感，因

義。

此建議宜盡早針對學習障礙學生的特性，

2. 以 多 音 節 字 彙作 為 字 母拼 讀 教 學 的 教

教導字母拼讀法的學習策略。
2. 學習內容建議依學生程度來實施，而非
學習階段

材內容
對學習障礙學生而言，由於聲韻覺識
的困難，難以直接將字彙的形音作聯結，

學習障礙學生自小學階段即會展現其

而不明白字彙的組字規則，因此在學習英

能力與成就間的差距，且隨著年級的增

語字彙之初，應提供較具結構性的字彙作

加，差距會逐漸加大，因此若從小學即被

為其學習內容，但是精熟之後，應提升學

提報，經鑑定確認為學習障礙的學生，在

習內容的難度，或發展其他策略教導學習

學科學習內容的安排上，應以 IEP 為準，

障礙學生面對多音節字彙的學習。

妥善安排適切的教材內容，避免一昧地依

3. 以 學 習 障 礙 的其 他 類 型或 其 他 障 別 的

學習階段的教材內容要求學生學習，而使
其產生對英語學習的恐懼與無力感。
3. 字母拼讀法的教學，宜採分散學習，並
充分複習

學生作為受試對象
學習障礙之亞型有許多種，其中又可
分為讀寫障礙、閱讀理解障礙、數學障礙、
注意力障礙或知動障礙等，又有與情障共

本研究經試探性教學與正式的教學實

病之學情障礙者。不過研究者觀察到無論

驗結果顯示，提供給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

哪一種亞型的學習障礙學生普遍在英語的

內容應分散學習進度，每次的教學進度不

學習成就表現上皆不佳，因此若將此教學

宜多，且因學習障礙學生記憶困難，易遺

法用於符合本研究之篩選條件的學習障礙

忘所學的學習狀況，因此須穿插綜合的復

在不同亞型的學生身上，不知學習成效是

習課程。

否會有所差異，此可為未來有興趣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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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來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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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Onset-Rime Phonics
Instruction in Teaching English Word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to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Hsiao,Yi-ting

Ko, Ch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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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onset-rime phonics instruction in
teaching English word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to thre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LD). Participants are three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resource room. The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subjects of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Results show that teaching students with
LD learning English vocabulary through phonics could enhance their self -esteem and
achievement.
Keywords: onset-rime phonics instruction, learning disabilities,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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