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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教育單位和圖書館，認識失讀症學生的學習經驗、學習策略、
克服學習障礙的方法，對社會或學校給予之支援的看法的必要性。文中除了
定義失讀症、舉出相關研究外，並對未來研究提出研究設計。最後建議教育
單位和圖書館，應照當前校園環境提供的服務狀況，及失讀症學生的學習需
求未被滿足之處，提出校園服務（含圖書館服務）設計之原型，再邀請失讀
症患者與學校的諮商中心或進行諮商業務相關教師或行政人員座談，討論該
服務原型設計的可行性，最後提出可行的服務模式，以供未來教育單位和圖
書館，為失讀症學生提供服務之參考。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focus on students with dyslexia, and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which includes learning strategies, methods of overcoming
reading disabilities, perspectives on supports from colleges and society. This

29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 34 卷 3 期

understanding is necessary for the design of more effective learning situations,
which are vital both to students and schools. This paper propo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library and
resources uses behaviors, and perceptions on the impact of teaching supports.
Based on the data analysis, researcher can draw a service plan prototype for
students with dyslexia, and invite teachers, students with dyslexia and
administrators to discuss the prototype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關鍵詞：失讀症、學習經驗、服務設計、圖書館服務
Keywords: Dyslexia, Learning Experience, Service Design, Library Service

壹、 前言
閱讀識字能力是人們接觸資訊、探索世界的基礎。政府透過教育讓國民
脫離文盲，圖書館則提倡閱讀鼓勵建立書香社會，豐富人們生活世界。然
而，在推動閱讀活動的當下，也應審視讀者可能的閱讀障礙，並適合的處
理。誠如洪儷瑜和王瓊珠（2010）所言，若閱讀能力低下的問題是需要整個
社會關注的公共衛生議題，那麼，每個社會都應該準備好去預防和處理閱讀
障礙的問題。在教育界則應思考如何設計更有效率的學習情境，幫助學生學
習。對於學習障礙的孩子，更應該去理解他們的狀況（Brante, 2013）。
根據洪儷瑜和王瓊珠（2010）的論述，各界對閱讀能力的理解是有層次
的，由識字（將書面文字轉換成語音）到對文本的理解和詮釋，甚至是運用
文本資訊，一個複雜的認知歷程。閱讀障礙（reading disabilities）中，有一
種症狀為識字解碼的問題，不僅出現在閱讀「識字」技巧上，其困難也要現
在 「 寫 字 」上，即 所 謂的「失讀症」 （dyslexia）（洪儷瑜和王 瓊珠，
2010）。「dyslexia」此字是 1887 年德國眼科醫師 Berlin 首創，描述因大腦
皮質受損而無法閱讀的個案（洪儷瑜和王瓊珠，2010）。Lyon（2003,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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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洪儷瑜和王瓊珠，2010，頁 5）提出讀寫障礙的定義如下：

讀寫障礙是一種有腦神經生理基礎的特殊學習障礙，它的特徵在認字
的正確或流暢上有困難，以及表現出拼字能力和解碼能力差。這種困
難通常是因語言的聲韻能力有缺陷，並非其他認知能力或使然，其衍
生的問題包括閱讀理解有困難，以及因閱讀經驗減少而妨礙詞彙和背
景知識的成長（洪儷瑜和王瓊珠，2010，頁 5）。
經過文獻的檢索後發現，在臺灣並沒有那麼區分失讀症患者和一般閱讀
障礙者，甚至在特殊教育領域他們也被歸納為學習障礙中的一環。而針對這
一群人的理解，在臺灣相關研究並不多，多數將之與一般閱讀障礙等同視
之；在臺灣的特殊教育領域中，也將這群患者歸為學習障礙者的一部分，沒
有獨立出項目，針對其特質進行深入的探討，或在教育資源上給予不同的社
會支援。
由於對失讀症患者學習經驗及克服策略的探討有限，甚至如同
Olofsson, Ahl & Taube（2012）的研究發現，瑞士大學教育單位對患有失讀
症學生狀況的認知，與實際情況是有落差的。因此，對有失讀症學生的狀
況，他們的學習困難和社會支援協助的需求之了解，就顯得更重要。誠如
Siegel & Smythe（2006）所指出的，探討有失讀症的成人是一塊新的、仍舊
發展中的研究領域，缺乏標準化的檢測和樣本的選擇。Rudduck & Cowie
（1988）也指出，學生觀點的研究是塊蓬勃發展的領域，它改變了教育學上
向來以結果（outcome）為基礎的論述。即使在芬蘭高教機構有明確的針對
失讀症學習的政策，但這仍無法適用在每個孩子身上，因為每個人的狀況都
是不同的（Brante, 2013）。
因此，教育單位包括圖書館，都應了解失讀症學生的學習困境（包括讀
和寫）、學習策略、學習支援，甚至是失讀症學生的資訊行為特徵，及他們
的圖書館使用行為。由了解失讀症學生對校園及圖書館服務支援設計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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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們才可能協助他們學習及利用圖書館。

貳、 認識失讀症
失讀症是學習困難的一種，患者有常人的智商，但對於識字和書寫文字
有困難，甚至有算術困難。症狀還包括難以唸出字詞、拼出單字、無法書
寫、無法專注閱讀和理解內容，症狀的嚴重程度因人而異。診斷的過程包括
檢測患者的記憶、拼字能力、視力和閱讀技巧（「失讀症」，2016）。失讀
症對語言書寫形式的辨識的困難，並非源自文化、智商和情感因素。失讀症
的特徵是患者的讀、寫和拼音能力低於一般對同年齡者的期待。這種認知上
的困難影響到語言的技能，這些技能與書寫形式、特定的視覺、口語解碼、
短期記憶（Thomson & Watkins, 1990）。
失讀症患者佔人口比例為何呢？調查數據並不一致。中華民國學習障礙
學會網站（http://ald.daleweb.org）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習障礙人數佔總人口
的 3%～5%。洪儷瑜指出，失讀症人口比例大約占全臺一成，常見的症狀就
是「字從腦子彈出去」，每個字就算溫習多次轉眼又會忘記、無法理解書
籍、課文內容。閱讀障礙的嚴重程度不一，可由輕微到非常嚴重（陳映竹，
2011）。105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公部 103 學年度特殊教育大專校院身心障礙
類學生性別統計，學習障礙學生計有男生 1845 人，女生 731 人，計 2576
人，佔所有特教生比例為 20.0%。比例最高的前三縣市分別為臺南市（男生
336 人，女生 174 人）、新北市（男生 226 人，女生 60 人）及臺北市（男生
217 人，女生 67 人）（「各類統計查詢」，2016）。文獻也指出，在美國
七人中有一人（約 15%）有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ies, LD），其中有
80%有閱讀障礙（Gorman, 1999）。
失讀症患者並不是因為智商低或不認真而導致學習困難，而是因為腦神
經結構和功能的不同，使得他們無法用一般人的學習方式學習，而必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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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學習方式。而且，失讀症患者的差異性很大，幾乎沒有兩個失讀症患
者的學習困難現象是一模一樣的。Brante（2013）的研究指出，即使已是成
人，很多失讀症患者知道自己的狀況，卻沒有對應的策略，只知道要花更多
的時間學習。但他們需要強烈的支持，也拒絕被貼上「愚笨」的標籤。學習
障礙是終身的障礙，並無法透過某種治療法而痊癒，但是他們的困難可以因
為特殊教育的協助，例如透過教學方法的調整，可以改善患者的書寫能力；
他人的瞭解和環境的配合與接納，也能開發他們的潛能（「各類統計查
詢」，民 105）。 教師若能理解患者的多元狀況並給予個別協助，將能改善
他們的學習機會（Brante, 2013）。
常見協助失讀症患者的方法如下（「失讀症」，民 105）：
1、採用輔具：例如圖片、字卡、有聲書或非視覺桌面存取系統，協助患者
閱讀和使用電腦。
2、採用閱讀策略：將字與圖像、實物建立連結，以及將造字的邏輯和脈胳
引入，提升字的意思，以幫助閱讀。
3、採用較大字級，和較高的行距，降低視覺干擾。
4、使用尺壓住後排文字，或以筆將讀完的行首畫點標記，以避免跳行。
Beacham & Alty（2006） 的研究也為適合失讀症患者的數位學習教材提
出建議。失讀症患者對符號的學習，例如數學，也會有困難。因此，多感官
方法（multi-sensory approaches）被提出來，以幫助失讀症者學習符號。這
個方法雖成功，但患者卻常覺得壓力過大 （Mortimore, 2003, p.271 ）。
Beacham & Alty（2006）認為主要原因是數位學習教材含多媒體，這些多媒
體無法遵守多感官方法，以幫助失讀症患者。例如「觸控」（touch）的功
能就缺乏。臺灣各大專院校多有提供數位學習課程，「有愛無礙」網站的數
位學習資源教材管理系統（http://lcms.dale.nhcue.edu.tw/），提供 4388 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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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習教材供學習障礙者使用。這些數位學習內容是否符合失讀症患者的需
求，仍待進一步的了解。
在臺灣，一般人想了解失讀症，下列網站和臉書粉絲專頁提供了詳細的
資訊：全國特教資訊網（http://www.spc.ntnu.edu.tw/site）、教育部「有愛無
礙」網站（http://general.dale.nhcue.edu.tw）和教育部「有愛無礙」臉書粉絲
專頁（http://www.facebook.com/daleweblove/timeline）。

參、 失讀症相關研究
本段引用之研究偏重社會人文和教育學方面的分析，著重在教學、學
習、生活等經驗探討；醫學界或腦神經科學界的討論非研究者所長，不列在
本範圍內。
Pino & Mortari（2014）的文章整理了 15 篇探討高等教育界失讀症學
生，對失讀症的感知，失讀症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教學、支持和彌補
策略看法之文章。失讀症學生經歷的困難還包括：資訊處理、筆記和論文書
寫與組織（British Dyslexia Association, 2013）。缺乏信心影響失讀症學生的
學業成就，他們也不願意在社交場合（他人面前書寫）。對教師而言另一個
挑戰則是，失讀症學生的困難常是隱而不顯的（Riddell & Weedon, 2006）。
Kinder & Elander （ 2011 ） 採 用 權 威 認 同 方 法 （ authorial identity
approach），試圖幫失讀症患者改善其學術寫作品質，同時避免無意圖性的
抄襲。Beacham & Alty（2006）指出，多數人認同媒體對認知表現會有影
響，但很少人知道媒體影響與個體差異間的關係，尤其是失讀症患者。因
此，他們的研究採用雙碼理論（Dual Coding Theory），針對研究結果提出
對數位學習課程內容設計之建議。
Illeris（2003, p.398）指出，學習是需要整合兩個過程，外部的互動過
程，即學習者和他所處的社會、文化和物質環境，和內部心理獲得和闡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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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學習包括三個面向：1、知識、技能、態度和行為方面內容面向；2、
激勵面向，含情感和動機；3、互動面向，包括溝通、合作和社群。而這些
都是鑲鉗在社會脈胳中（Illeris, 2009, p.46）。
同樣地，Hutchings & Mortimore（2013）認為在教育和心理學領域，對
特定學習者的困難，喜歡採用評量方式，運用一些指標，評估失讀症患者的
狀況。這種方法忽略了人們的心聲，忽略人們做為一個獨立個體，有權表達
自己的感受。因此，他們同時採用質化和量化的方法，了解失讀症患者的經
驗、情感和脈胳。他們採用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和焦點團體訪談法，探討有
失讀症學生在專業的教學方法介入後的影響。Gorman（1999）認為對學習
障 礙 的 孩 子 而 言 ， 最 好 的 學 習 策 略 是 多 感 官 的 學 習 （ multisensory
learning）。要達到此目標，學校必須提供多元的教材和教學方式。圖書館
的資源也應趨向多元化，甚至館員得提供一對一面對面協助（ Gorman,
n.d.）。
Olofsson, Ahl & Taube（2012）透過深度訪談、自我報導和測驗方式，
以 3 所瑞士大學的 53 位大學生和 42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失讀症患
者之高等教育學習能力的因素，及成功的學習者所採取的策略。研究發現，
失讀症大學生在小學階段就經歷了學習障礙，無法長時間的專注，學生利用
花更長的時間或是新科技來克服。教育單位對這些同學狀況的認知，與實際
情況是有落差的。雖然患有失讀症大學生似乎能藉由仰賴更多的脈胳和由上
至下的資訊，克服閱讀的障礙；但他們在拼音字的處理仍是有困難的，有時
要仰賴視覺上的線索。
Blackman（2010）應用多元個案研究策略，探討失讀症學生對分組指導
（grouping for instruction）的論述。他以深度訪談法、焦點團體訪談法和文
獻法揭櫫學生的經驗。研究發現若能讓學生沈浸在對話中，是有效的教學
法。合作學習是有很大助益的，因為對學生的自尊有正向影響，也能改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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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參與，同時鼓勵更積極的學習，也能讓學生更投入在課業上（Leong &
Kooi, 2004）。Blackman（2010）整合文獻發現，分組的結構、學生的態
度、友誼等會影響到分組學生效果。
Csizér, Kormos & Sarkadi（2010）的研究提供匈牙利失讀症學生，有關
語言學習動機多元的心聲。他們深度訪談十五位學生，依據深度訪談資料，
搆畫出語言學習動機的模式。研究發現，學習者的目標、態度和行為，構成
相互適應（coadaptive）系統，其中一項改變則影響另一變項。此相互適應
系統結合失讀症學生的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和認知（cognition），形
成內部影響系統，外部系統則由環境和社會文化情境組成。
Alexander-Passe, N.（2006）的研究指在探討失讀症青少年的克服問
題，包括自尊、克服方法和壓抑。研究採用三個標準化測量量表，研究發現
克服策略存在性別差異。Endler & Parker（1999）提及面對壓力克服的策略
有三個面向：任務為基礎的克服（task-based coping）、情感為基礎的克服
（emotional-based coping）和迴避（avoidance）。根據文獻整理，成功克服
失讀症者具有下列的特徵：主動積極、願意表達自我、自信、尋找自我的價
值、堅持、固執、決心。
教師需能了解失讀症者感到的挫折，例如：無法以書寫形式表達想法、
無法閱讀有興趣的圖書和需比同儕更加努力，才能達到相同的水準。失讀症
青少年缺乏信心、自我疑惑、對批評敏感、有行為問題、學校拒絕和競爭能
力障礙（competitiveness disorders）。他們容易將失敗歸為自己努力不足，
將成功視為環境因素，即運氣好（Alexander-Passe, 2006; Edwards, 1994;
Thomson, 1996; Butkowsky & Willows, 1980; Hales, 1995）。因為缺乏信心，
失讀症青少年對參與活動怯步退縮。
迴避（avoidance）則與憂慮（anxiety）和混亂（confusion）有關，而不
是冷漠（Ryan, 1994）。因此，當失讀症學生無法找到自我價值，他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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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堂退縮、翹課或不停的折斷鉛筆或花很多時間削鉛筆（Alexander-Passe,
2006）。失讀症學生常被視為不成熟或懶惰或不用，這些責難也降低了他們
的自尊心（Pollock & Waller, 1994）。
Brante（2013）深度訪談了七位失讀症成人發現，失讀症者雖每個人狀
況不同，但可能的問題是：學術上自尊低、無法由文本中找出核心概念、有
時間壓力、有偏見、會猜字、有焦慮的問題、父母的支持是重要的、需要脈
胳資訊或整合好的資訊，這可以幫助他們較快學習。有些受訪談認為自己在
學習過程中沒有被分離出來個別上課是幸運的。
其次，依地方制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縣人口聚居達 200 萬以上，未
改制為直轄市前，於本法及其他法律關於直轄市之規定，準用之。旋臺北
縣、桃園縣分別改制為直轄市，新北市 29 個鄉（鎮、市）、桃園市 13 個鄉
（鎮、市），更名為區，原鄉鎮縣轄市立圖書館管理員（臺灣省各鄉鎮縣轄
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第 3 條）正名為市立圖書館分館主任，新北、桃園兩直
轄市圖書館事務將在總館領行之下，各區級分館努力划槳，而積極參與建立
書香社會的奠基工作（沈寶環，1989）。
再次，臺南市與臺南縣、臺中市與臺中縣因縣市行政區域合併改制為直
轄市，該鄉（鎮、市）立圖書館原隸屬於各鄉鎮縣轄市公所，現臺南市全部
改為區圖書館而臺中市則採總館、分館營運模式，茲值得一提的是該二都合
併之後，原來的縣立文化中心、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當然有再進一步整合的
必要。附帶要檢視的是 1975 年改制直轄市的高雄市因與高雄縣採直轄市、
縣合併的特殊樣式，其除將原市立文化中心圖書館之分館，27 個鄉（鎮、
市）改制的分館及 3 個山地的原住民區立圖書館，總數 58 個之多，蔚為公
共圖書館事業之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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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失讀症學生學習經驗之研究設計
若要了解失讀症學生學習經驗，及本文第一段提出的問題，可以採用質
性研究方法設計，聽到失讀症學生的聲音，刻畫出他們的生活和學習脈胳，
由學習脈胳的調查，以掌握影響失讀症學生在讀寫能力進步上的所有因素。
這樣的研究結果有助於對失讀症學生學習提出統整的觀點，也能找出地區性
的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因素。同時，也可以彌補量化研究疏忽的地方。因為，
傳統上以量化方式進行研究時，易將認知、情感和環境面分開考量。如同
Hutchings & Mortimore（2013）指出，教育和心理學領域對失讀症研究以評
量（measurement）為主，利用有效且可信的指標，而不是源自患者心聲
（human voice）。但是，學習雖是一種個人活動，但會受到生命經驗、對
世界的觀點和學習方法等的影響。此外，學習也不僅發生於獨自狀況，它常
和 周 遭 的 人 事 物 之 互 動 有 關 。 例 如 Piaget （ 1965, 1973 ） 和 Vygotsky
（1978）都指出同儕間的社會互動對學生認知發展的影響。Piaget（1965）
認為，互動提供了一個媒介，孩子透過此媒介學習社會文化。Vygotsky
（1978）也提出，友誼在學習上是很大的助益。
研究時可邀請失讀症學生先敘說其失讀症困擾下的學習經驗，由小到大
的生命故事。由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故事敘說，發掘影響失讀症大學生學習
及克服障礙的情境脈胳。由文獻探討得知，協助失讀症學生克服學習障礙的
策略，有教學工具、教學法、社會互動等面向。因此在研究對象敘說完學習
的生命故事後，可以下列的訪談大綱，深度挖掘現象。訪談大綱先由個人感
知此微觀面向著手，再探討到學校的教學、學習和同儕等社會環境面，最後
擴及臺灣社會文化此鉅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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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失讀症學生學習經驗訪談大綱

研究面向
開場

訪談問題
1、請先由您被診斷為失讀症者開始，以說故事的方
式，說 說當時的狀況；接著再描述接下來的學
習經驗，包括克服學習障礙的策略、學校和老
師提供的協助、家人和同儕的協助等。待您說
完學習經驗後，我將就下列您未提及的問題與
您進行訪談，以獲得完整詳細的研究資料。

失讀症發現

2 、 請 問 您 如 何 注 意 自 己 的 閱 讀 問 題 ？ （ Brante,
2013）
3、請問您周遭的人有注意到您的閱讀問題？當時
的情況是？他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Brante, 2013）
4、請問您如何發現自己的書寫困難嗎？ （Brante,
2013）

失讀症狀描述_ 5、請儘量的描述當您閱讀時您看到了什麼？對您
閱讀部分

而言，閱讀如何進行？（是否辨識字很困難？
在心中可以聽到閱讀字的聲音？） （Brante,
2013）
6、請問您用猜字的方式閱讀嗎？或用什麼方式閱
讀？（Brante, 2013）

失讀症狀描述_ 7、請描述當時您學習國字的經驗？您有分辨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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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部分

音的困擾嗎？（Brante, 2013）
8、 請問有人提及您發音不正確嗎？當時的情況
是？（Brante, 2013）
9、請問您學習英文的經驗是？與學習國字的異同
處是？

失讀症狀描述_ 10、請問您如何感知一頁的文本？（Brante, 2013）
文本吸收

11、請問您如何辨識字？碰到不認識的字怎麼處
理？（Brante, 2013）

大學學習目標

12、請問您個人對失讀症的看法為何？對大學課程
學習的態度和目標是什麼？
13、請問您日常生活中因為失讀症造成的問題是什
麼？（Csizér, Kormos & Sarkadi, 2010）

學習困難

14、 請 問 失 讀 症 造 成 您 學 習 的 困 難 是 什 麼 ？
（Csizér, Kormos & Sarkadi, 2010; Olofsson, Ahl
& Taube, 2012）
15、 在您的學習經驗中，資訊處理、筆記和組織資
訊 的 困 難 是 什 麼 ？ （ British Dyslexia
Association, 2013）

克服困難策略

16、 請問您面對學習的困難您採用那種策略和工具
幫助自己克服？（ Csizér, Kormos & Sarkadi,
2010; Olofsson, Ahl & Taube, 2012）
17、 您最喜歡的補救策略和工具為何？原因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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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18、 請問您在繳交作業前有那些人可以協助您檢核
作業內容嗎？
19、 在您的學習經驗中，您認為那類的教學法（例
如分組學習）對您的學習是有助益的？
（ Blackman, 2010; Hutchings & Mortimore,
2013; Kinder & Elander, 2011）
資 訊 行 為 和 圖 20、 請舉一個關鍵例子說明您資訊需求出現，及尋
書館使用

找資訊滿足需求的經驗。您當時的資訊蒐尋管
道為何？碰到什麼困難嗎？（Gorman, 1999）
21、 在您的學習經驗中，您使用圖書館經驗為何？
造成什麼困難嗎？克服的方法是什麼？您對圖
書 館 服 務 的 特 殊 需 求 是 什 麼 ？ （ Gorman,
1999）

同儕支援

22、 請問您認為友誼或同儕的支持和協助，對您的
學習的幫助為何？為什麼？（Csizér, Kormos &
Sarkadi, 2010; Illeris, 2003）
23、 請問您認為家人的支持和協助，對您的學習的
幫 助 為 何 ？ 為 什 麼 ？ （ Csizér, Kormos &
Sarkadi, 2010）

社會文化面

24、 請問您認為臺灣社會中一般人對失讀症者的態
度和看法為何？ （Csizér, Kormos & Sarkad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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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5、 請問您有其他失讀症困擾上述問題沒有提到的
嗎？
26、 請問您期待的學習經驗是什麼？
27、 請問您有其他我未問到的問題想與我分享的
嗎？

伍、結論
失讀症患者雖佔人口的少數，他們仍是社會一份子，應得到社會資源的
支持和協助。因此，他們的學習經驗、學習策略、克服學習障礙的方法，或
對社會或學校給予之支援的看法，都應該被理解。因此，作者建議不論是校
園教學單位或圖書館，都應該藉由對失讀症學生學習經驗的理解，對照當前
校園環境提供的服務狀況，發掘不足之處；再針對他們的學習需求，未被滿
足之處，提出校園服務（含圖書館服務）設計之原型，再邀請失讀症患者與
學校中的諮商中心或進行諮商業務相關教師或行政人員座談，討論該服務原
型設計的可行性，最後提出可行的服務模式，以供未來學校和圖書館為失讀
症學生提供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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