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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家庭學生的識字指導策略 

 

陳宛伶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學教師 

壹、前言 

弱勢是指因社經地位、經濟文化、地理環境、身心障礙、學習地位、家庭型

態及少數族群等不利因素所形成，導致位處社會邊緣、文化資本不足，使其在就

學、升學及就業受到影響（劉世閔，2008）。 

筆者所任教的班級一共有二十位學生，其中低收、中低收、單親、原住民生、

及新住民子女學生共計九人，將近一半。而這樣的情形在筆者所任教的學校更是

常態，全校 277人，而原住民、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單(寄)親家庭、親子年齡

差距過新住民的子女等，就佔了 122人，比例約占 44%。而且，由於本學區居民

大多以務農維生，是一個傳統客家鄉村社區，區內的青壯人口為尋求更好的生活

品質，多數留下年長父母及年幼的孩子，外出至他鄉或都市工作，因此造成本學

區內弱勢家庭偏多。而本研究所界定的「弱勢家庭學生」之定義，以教育部（2012）

所提出的補救教學ㄧ般學習扶助方案中的輔導對象為主，包含學習低成就、外在

條件弱勢兩個條件的對象。本研究以筆者所任教之國小一年級班級學生為研究對

象，其中包含「原住民學生」、「單親家庭學生」、「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

學生」、「新住民子女學生」 

貳、問題陳述 

閱讀能力低落、識字量不足、文字結構不熟悉、聲韻覺知能力不佳-- 

弱勢家庭學生其學習特徵包括學業成績表現較差、閱讀或數學的程度比一般

學生來得低、有學業方面的挫折、經常不交作業或遲交，或向同學拷貝作業；在

日常行為表現方面，依賴性較重，需要家長或師長的更多關心；對於有興趣的科

目或課程，有優異的理解力和記憶力，並有固著的傾向；容易分心、學習態度不

佳、缺乏學習動機與恆心；在自我或社會性的控制適應部分有困難；在學習部分

比其他同學需要更多時間、不喜歡學校及家庭作業、家庭提供較少的支持（張新

仁，2001；Crosnoe, 2005）。 

筆者發現班上的弱勢家庭學生，在學業成績表現上大多為後 35%的學生，閱

讀或數學理解能力則較一般學生差，在學業學習方面容易有挫折感；在學習部分

比其他同學需要更多時間、對於家庭作業需要師長更多的指導，依賴性較重，而

家庭提供常常無法提供支持與協助。 

一年級注音符號教學十週到了尾聲，還是有些孩子無法流暢的念出課文。而

一些看似能指著字念出課文的孩子，一方面因為課文短，有些課文還有押韻，孩

子很快就背起來了。所以，即使看似會念，但只要單指一個詞請他們念出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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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其實是無法認識及拼讀出來的。當然，聽寫的考試更是考得一蹋糊塗，考了很

多次，有些孩子仍然不知道考試之前應該要準備，有時還需要一再提醒家長要幫

孩子在家裡先練習考考看，避免孩子面對差勁的成績而喪失自信。 

我曾經試著讓班上聽寫考得不好的孩子，只考兩、三個，並且協助他練習多

次，但是他對於注音符號及文字結構不熟悉，仍然無法寫出正確的字形及字音。 

孩子對於聲韻覺知的能力也是不佳的，所謂「聲韻覺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又被稱為音韻覺識、語音覺識或是語音覺察，指的是個體對於所聽

到的語音具有分析其內在結構的覺察與或分析能力。班上孩子一方面對於注音符

號音與形的連結上熟悉度不足，再者，孩子也無法立刻從聽到的音分辨判斷出裡

面所含的聲母及韻母。 

參、原因分析 

J. Banks（1994）指出，多元文化教育場域的理論有「文化剝奪」與「文化

差異」兩種主要的典範（李苹綺譯，1998：86）。 

文化剝奪典範主張者認為低社經地位與少數族群學生學習成就低落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在貧窮文化中被社會化。抱持此觀點的人認為低社經地位與少數族群

學生缺乏學習動力，也不想努力改善自身的低落情況。由文化剝奪觀點衍生出「文

化欠缺」觀點。Niteo（1996）認為低社經地位與少數族群學生的家長多為勞工

階級，並認為一般中產階級的父母比勞工階級的父母更會提供社會上認為好的學

習活動機會給孩子。例如參觀博物館、圖書館。而且會大量參與配合孩子的各項

學習活動，勞工階級則否。 

文化差異典範主張者認為低社經地位與少數族群學生學習成就低落的原因

是因為家庭文化與學校文化有所差異，造成學校適應不佳的情形。此觀點認為這

些學生學習成就低落是因為家庭的文化、教養模式和學校的文化、教養模式是有

差異的。各自有不同的目標與價值觀。一旦有衝突，容易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

學生的學習經驗、技巧、價值觀與學校營造的學習環境差異越大，越容易有學習

成就低落的情形。(賴淑青，2014) 

筆者發現，本研究的五種身分類型的對象（原住民、單親家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新住民子女）都有文化剝奪及文化差異的現象。由文化剝奪典範來

看，筆者發現弱勢家庭的家長大多不會為孩子創造多樣化的學習機會，即使是免

費的，好的夏令營活動，弱勢家庭的家長大多以工作繁忙，無法接送為由，而輕

易放棄讓學生學習的機會，當然更別提額外帶孩子參與豐富多元的學習活動。另

一方面，針對文化差異典範來看，弱勢家庭的文化、教養模式和學校的文化、教

養模式是有差異的。弱勢家庭的家長在對孩子教養上，常常因疼愛而缺乏原則，

或是一昧聽從孩子喜好來下決定，賞罰不明確；不太關心孩子的學習狀況或是教

養觀念太過時，容易以打罵的方式責備孩子，而不會深入瞭解並協助孩子分析錯

誤的原因；有時還會無故讓孩子請假不來學校。因此，筆者認為是學生所處環境，

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學習與協助，造成學生學習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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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早期閱讀經驗 

班上家長的學歷大多為高中職或是國中畢業，平時忙於工作，對於學生的學

習並沒有積極介入。筆者發現，大多數的孩子在幼稚園畢業之前都能看著有注音

的圖畫書自行閱讀，接觸文字已經好幾年的經驗。但是，由於班上弱勢家庭的孩

子居多，我發現很多孩子並沒有早期閱讀經驗，有家庭共讀的孩子更是少數。由

於文化刺激不足，導致背景知識不足，連帶影響其語文的學習。根據美國研究，

兒童早期閱讀經驗是進入小學就讀的重要先備經驗，很多的孩子在進入小學時並

沒有做好這樣的預備，其中有些來自低社經家庭的孩子，而這些孩子在入學後閱

讀能力逐年落後，甚至成為學習障礙者（陳淑敏，2006）。 

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就針對：「為什麼有些孩子學不好？」這個議題做討論。

他認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刺激太少，他表示父母不看書，孩子從小就沒有看

書的習慣，更沒有接觸到精緻文化的可能，而文化刺激不夠最嚴重的影響就是閱

讀能力嚴重落後。 

二、家庭社經地位普遍較低 

郭春悅（2006）針對 900位高雄市國小六年級學生做家庭社經地位、同儕關

係與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童的學業成就都比低

家庭社經地位學童好，國小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與同儕關係、學業成就二者皆具

有正相關，而且國小學童的家庭社經地位可更進一步預測學童的學業成就。而家

庭社經地位與家長職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般而言，家長職業等級越高時，子

女的學業成績表現越好，相反的情形則產生相反的結果，也就是說，如果家長受

教育年限縮短，其子女的學業成績也隨之下降(黃富順，1973；姜添輝，2002)。 

張善楠(1997)指出，家庭社經背景可能影響到家長教育態度及對子女的期望，

社經地位較低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較低。一般而言，社經地位較高的父

母，本身即享有高教育程度所帶來的優勢，因此注重教育的價值，希望子女也能

夠獲得高教育地位。 

根據學者研究：學生家長的社經地位背景高低，普遍影響對子女教育的投資，

進而關係學童的學習成就(Coleman, 1988；林淑玲、馬信行，1983；巫有鎰，1999；

許肅梅，2004；王依慈，2005；楊怡蓉，2005)。子女學校教育成功或失敗，家

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常處於教育體制內的劣勢地位，使

得學習低成就也常伴隨著他們(周新富，1999)。 

如果家長具有較高的職業地位、有較穩定的升遷機會、較優渥的薪資報酬、

比較有工作之餘的時間陪孩子參與學校活動及做功課、安排孩童富有文化的學習

情境，對於學童在學校的課業成績較為重視，相對的，孩子也較能體認其父母對

他的學業成就的期望較高，因此高社經地位背景學童的學業成績表現較好；相反

的，家庭收入偏低或職業類別屬於勞工階級因素，家長須拉長工作時間以換取較

多的收入，因為工作勞累或工時的安排少有自主性，自然在無形中忽略了對子女

的關心和教養。另外，由於家長學歷較低可能意謂著學術性知識較為缺乏，較無

力指導孩童的課業。因此，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其孩童的學業成績表現較為低落

(林湘慧，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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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識字量不足 

閱讀過程中，識字是閱讀理解的基礎，而文字是書寫的基本單位，因此文字

的學習是所有語文學習最基礎的部份（鄭昭明，1987 ) ；識字是一複雜的認知過

程，包括對字形的辨認，字音的學習，識一個字至少形、音、義的學習（黃淑苓，
1994 ) 

識字困難是造成理解困難的主要因素，而「識字」和「理解」又是構成「閱

讀」的主要成份。「閱讀」的歷程中，包含「識字」和「理解」的兩個主要成分，

其中識字是閱讀的基礎且扮演重要角色。雖然識字教學本身不能增加閱讀理解，

但識字量的不足明確的造成閱讀困難（NICHD，2000）。對於「識字」和「理解」

兩者間的關係，Barbara，Jack 和 David(2002)綜合有關研究指出：眾多造成閱讀

困難的因素中，識字問題是主要因素；造成識字問題的主要因素不是理解困難，

但識字問題卻造成理解困難的主要因素。Lerner(2003)認為，理解的基礎是識字，

沒有適當的識字能力，無法達成閱讀理解。而有基本識字能力者，不一定具備適

當的閱讀理解。因此，如果缺乏識字這所謂的低階的閱讀技巧，將無法發展較高

階的認知理解技巧（Chall，1991；Williams，1998）。 

相關研究將閱讀分為三個層級：(1)獨立層級：能正確識讀文章中 98-100%的

字（或對閱讀文章中感到困難的字不超過二十分之一）。其閱讀理解正確率達

90-100%；(2)教學層級：至少能正確識讀文章中 95%的字（或對閱讀文章中感到

困難的字不超過十分之）。其閱讀理解正確率達 75%；(3)挫折層級：能正確識讀

文章中不到 90%的字（或對閱讀文章中感到困難的字不超過十分之）。其閱讀理

解正確率低於 50%（NICHD, 2000；McLoughlin & Lewis, 2005）。而好的閱讀者，

應不經由分析，而能迅速辨識文章中 99%的字（sight word）（Vacca, Vacca, & Gove, 

2000），由此可以看出識字量對閱讀的重要性。(劉駿畿，2008) 

識字是造成閱讀和理解困難的主要因素，且針對識字解碼等有系統化教學或

直接教學顯示出對降低兒童識字困難有效（Barbara, Jack 和 David，2002；Lerner, 

2003）。 

肆、改善及補救方法 

策略一:系統化的識字教學--部件教學教生字 

經過十週的注音符號教學，就進入生字的教學，我採用「部件教學」的方式

讓孩子更熟悉中國字的組成。所謂的部件教學：部件將字拆成最小的單位來教，

例如「標」是由「木」和「票」組成，「能」是由「ㄙ」、「月」、「匕」、「匕」所

組成。 

由於中文字有百分之九十是由表意的部首（semantic radicals）和表音的部件

（phonological radicals）所組成，例如：以「馬」這個部件為聲旁，加上「石」

這個部首成為「碼」字，加上「虫」部成為「螞」，當孩子認識「馬」這個字，

也知道「石」和「虫」的意義之後，比較容易讀出「碼」、「螞」兩字的發音，也

較容易推測字義。因此，熟悉部件和其組成的規則有助於兒童在認字歷程中的視

覺處理速度及正確性，而對部件位置和功能規則的知識也會影響兒童的認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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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陳學志，1991；Chan & Nunes, 1998; Mcbride-Chang, 2004） 

部件的名稱來自於字形的編碼，在漢字中有中間層次、可拆拼、相對獨立、

擺脫字義、字音整體性的干撓的多層特性，對其進行分析，可以協助兒童掌握漢

字結構和造字過程。且部件識字歷程的初期，即能有效的被偵測並加速目標字在

心理字典中檢索的速度，對分辨相似字有幫助，且能提提高識字和書寫成效（李

振清，1974；吳璧純、方聖平，1988；黃沛榮，2003；萬雲英，1991；潘德孚，

1995；謝錫金，2000）。 

部件教學法所呈現的系統性和組織性，使其較其它教學法更能彰顯其教學成

效。相較於筆畫教學，兒童若從部件開始學習漢字，經由其強大的系統組織性，

更容易理解和記憶文字。研究指出採取系統化的識字教學能減少兒童的識字困難，

而且如果能對兒童的識字解碼進行直接教學更能顯現其成效。而實驗研究也指出

高頻部件教學對閱讀障礙兒童的高頻字書寫有立即和保留的效果，部件的辨識和

國語文成就和閱讀理解有較高的相關（王瓊珠，2005；洪儷瑜，2002；謝錫金，

2000；Barabra, Jack 和 David，2002）。 

另外，由於漢字被歸類為表意文字（Ideographic Writing System），而非拼音

文字，中文是塊狀文字、圖像文字，因此，一個小方塊即代表一個字、一個音，

首先要讓孩子了解中文語音與文字的對應關係。中文每一個字發一個音，例如「冷

氣團來襲」這句話有 5個字，唸出來是 5個音，字與音一一對應，讓孩子對中國

文字有基本認識。在學生念讀課文時，我會要求學生指著字念讀，一方面能提昇

孩子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強迫孩子把這些文字多看幾次，將其字形與字音做一

個強力的連結。。 

經過一個學期的部件教學，孩子們普遍對於生字的掌握度增加，我們在課堂

中也常常將新的字當中的舊部件拿來討論，進行重組。我很驚訝的發現孩子記憶

力很好，透過一個舊部件，他們就能將以前所學過與此部件有相關的字全都想出

來，而且能分辨其異同。而且，當學過的部件愈多，我就發現到，很多生字對於

孩子來說都已經不是生字了，都只是兩個或三個甚至四個舊部件的組合，孩子對

於字的掌握度增加不少。 

策略二:加強聲韻覺識練習 

在平時念讀課文、弟子規、唐詩、或進行共讀時的故事書、繪本等語文補充

教材時，我會發現孩子識字量不足，加上拼音能力不佳，常常會有念錯音的現象。

因此會利用課堂剩下的短暫時間進行聽音練習，讓學生藉由聽到的音來寫出該字

所內含的音素。 

「聲韻覺識」 (phonological awareness)，是指個體對於所聽到的語音具有分

析其內在結構的覺察與或分析能力。例如在唸「ㄓㄤ」這個音時，學生能判斷出

是否有「ㄓ」這個聲音；如唸「ㄆㄨ」這個音時，將字首之音去除後，學生能回

答「ㄨ」這個音；如唸「ㄆㄣ」，這個音時，將字尾之音去除後，學生能回答「ㄆ」

這個音；如唸「ㄕㄚ」這個音時，將字尾之音「ㄚ」替換成「ㄨ」，學生能回答

「ㄕㄨ」這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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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乃具聲調之語言系統，一個音節附著不同的聲調，並對應不同的中文字

形與字義。因此，兒童對音調的辨識能力將可能影響其語言及文字之對應與唸讀

表現。研究發現，兒童聲調覺識能力對國小低年級學童閱讀理解能力與唸讀表現

有相當程度的關連。而筆者也發現「聲韻覺識」能力發展的好的孩子，在孩子寫

短文時就能看得出來。發展的好的孩子，能將口語的，他還沒有學會的字，用清

楚的、正確的注音拼寫出來，讓讀的人能知道他想表達什麼。在與人溝通上面也

比較不會讓人產生誤解，例如班上有個單親家庭的孩子他在上課時說了「ㄅㄚˊ 

樹」這個詞，問清楚後才瞭解他想表達的是 

「ㄆ ㄚˊ 樹」。因此，可見聲韻覺識的重要性。 

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孩子一方面學到的字彙變多了，對於字的掌握度增加，

加上聽音練習，孩子對於注音符號的熟悉度有增加，也能用較正確的注音拼出不

會的字詞。 

策略三:「極短篇」剪報閱讀 

為了增加孩子的識字量，本來考慮買坊間的閱讀測驗讓學生練習，但是考量

到班上弱勢家庭學生居多，能認讀的字詞並不多。對他們來說，一開始就接觸這

麼大的ㄧ篇文章，這麼多的文字，可能讓學生心生恐懼，產生挫敗感。因此，多

方考量之下，我選用國語日報中的第八及第九版(兒童版)學生作品中的「極短篇」

當作教材，一方面因為「極短篇」有字數限制，字彙量較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

這些「極短篇」都是由國小的孩子寫出來的，閱讀的難度較低。我選用的原則是

有趣、好玩以及符合孩子們的生活經驗，讓孩子會想要主動閱讀。我將「極短篇」

影印放大，並幫孩子貼在的剪報本上，當作班上的閱讀教材。孩子必須指著字，

先念三遍，再圈出二十個詞。最後，再從這二十個詞當中找出自己喜歡的十二個

語詞寫在旁邊。 

對弱勢家庭的孩子來說，指著字讀三遍就是一大挑戰，由於字彙量不足，很

多字對他們來說都是生字，常常念一次、兩次、三次都還是無法通順，需要花很

多時間去認讀及拼字，而且很多拼出來的字音還是錯誤的，無法讓聽的人以及自

己理解文章內容。另外，由於報紙的編排方式不同於課本、書籍，在段與段之間

有些必需要將上面一段看完，再看下面一段，我觀察到許多閱讀能力不佳的孩子，

直接由上面一段的第一句念到下面一段的第一句，句意完全不通卻還不以為意。 

第二項挑戰則是「圈語詞」，孩子們能用聆聽的方式，透過老師的抑揚頓挫能聽

出「語詞」，但是當他們面對「極短篇」裡面一堆沒看過、無法分辨的文字時，

理所當然也無法分辨出語詞，因此常常會看到孩子亂圈，圈出一些不是語詞的語

詞。例如「蚊子大戰」這一篇當中，第一句「昨晚我翻來覆去睡不著」，可以圈

的語詞有「昨晚」、「翻來覆去」及「睡不著」，而孩子們不熟悉文章脈絡，加上

對字詞認識不多，就會圈出「去睡」或是「我翻」這樣的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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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十四篇「極短篇」的練習，念讀及圈語詞，也特別加強聲韻覺識的

練習。加上要求孩子指著字閱讀，以及持續每週考聽寫，孩子似乎開始慢慢熟

悉中國文字的字形，加上學習的字彙量慢慢累積增加，一年級學期末，我發現

很多弱勢家庭的學生，本來對字形、字音的拼讀上有困難的孩子，在聽寫上慢

慢能夠掌握要訣，也不再像以前一樣常常「滿江紅」了。 

 

伍、結論與感想 

身處知識經濟時代，面對全球化的浪潮，閱讀力是決定個人競爭力的關鍵核

心。 

對於低年級的學生來說，識字能力及字彙量的多寡更是閱讀的基礎。天下雜

誌曾在 2004 年針對一百八十所所偏遠鄉鎮小學校長調查：當被問到「可以改變

孩子未來最重要的方式是什麼？」，八成以上（84.4％）的校長認為是「養成閱

讀的能力與習慣」，其次才是「繼續升學」（11.7％）及「學得一技之長」（3.9％）

（李月華，2004）因此，對於弱勢家庭的孩子來說，有良好的閱讀能力與建立長

期的閱讀習慣是很重要的。教育是脫離貧窮和促進社會流動的最佳途徑，閱讀更

是奠基學習及提升教育水平的最佳策略，而識字則是閱讀的基礎，且扮演重要角

色，如果缺乏識字這所謂的低階的閱讀技巧，也無法發展較高階的閱讀理解技巧。

因此，本文將重點放在如何讓學習弱勢的孩子透過老師的教學帶領，讓他們識字

量、語詞量提升，進而為孩子的閱讀打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