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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104 年度 

「學習障礙學生輔導工作坊-閱讀流暢性的評量與教學」 

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 104年 2月 3日臺教學(四)字第 1030168717G號函辦理。 

二、目的:為充實輔導區雲嘉嘉國中小教師特教知能，落實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

作，特辦理專業知能講座。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研習資訊: 

    (一)時間:104年 12月 5日（星期六）08：50-16：10  

    (二)地點:國立嘉義大學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3樓 A304教室 

    (三)講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葉靖雲教授 

    (四)參加對象:輔導區雲嘉嘉國小教師，共 70位。 

五、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線上報名，即日起請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報名。

（http://www.set.edu.tw/教師研習大專特教研習）。 

    (二)錄取順序依序為輔導區嘉義縣市大專校院及報名先後，錄取名單請逕至

特教通報網查詢。 

六、注意事項: 

    (一)報名經錄取者，請務必全程參加，本中心將於特教通報網核發 6小時研

習時數。 

    (二)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於研習開始前 3 天來電告知，以便安排候補者；聯

絡電話:05-2263411分機 2321。 

 (三)為尊重講師，請於開講 20分鐘內入場。 

    (四)本校區禁止機車進入，汽車請持研習公文進出校區。 

    (五)為響應環保，請參加學員自行攜帶杯具等。 

七、經費及差假： 

(一)本研習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 

(二)各校參加研習人員，由原服務單位惠予公(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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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程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 

09:00～10:30 閱讀的重要基礎能力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閱讀流暢性的意涵與實徵基礎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閱讀流暢性的評量與教學 

14:30～14:40 休息 

14:40～16:10 閱讀流暢性的評量與教學 

16: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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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流暢性的評量與教學

葉靖雲
彰化師大特教系

yehjy@cc.ncue.edu.tw

一 、 閱 讀 流 暢 性 的 定 義 與 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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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流暢性的定義

閱讀流暢性是指閱讀者能夠正確

與自動化的辨識文章中的的字，

而且以適當的聲音表情闡述文章

的內容，以獲致文章的理解

Reading fluency refers to accurate and 

automatic decoding of the words in 

the text, along with expres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to achieve 

optimal comprehension.

Rasinsk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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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流暢性的重要性

~ 閱讀流暢性為學習閱讀的關鍵
元素

~ 閱讀流暢性為有效閱讀方案中
的一部分

閱讀流暢性為學習閱讀的關鍵元素

Chall(1983) 參考皮亞傑的認知發展

理論，提出包含 0 - 5 共六個階段的

「閱讀發展階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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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期名 年齡/  
年級

行 為 描 述

零 前閱讀
期

出生到
六歲

1.約略知道書寫的樣貌 2.認得常見的標誌、符號、包裝名稱、故

事書書中出現的字 3.會把書拿正，邊唸邊用手指字4.看圖說故事

或補充故事內容 5.會一頁一頁翻書

一 識字期 一、二
年級

1.學習字母和字音之間的對應關係 2.閱讀時半記半猜

3.認字的錯誤從字形相似，但字義不合上下文，到字形、字義都接

近原來的字

二 流暢期 二、三
年級

1.更確認所讀的故事 2.閱讀的流暢性增加 3. 是閱讀困難是否有改

善的重要契機 4.為建立閱讀的流暢性，大量閱讀許多熟知的故事

很必要

三 閱讀新
知期

四到八
年級

1.以閱讀方式來吸收新知 2.先備知識和字彙有限，閱讀的內容屬於

論述清楚、觀點單一 3.初期是由聽管道進來的訊息學得較閱讀快，

後期閱讀會超越用聽講得來的資訊 4.字彙和先備知識增長的重要時

刻5.學習如何有效閱讀訊息

四 多元觀
點期

十四到
十八歲

1. 閱讀的內容長度和複雜度增加 2.閱讀的內容觀點多樣化

五 建構和
重建期

十八歲
以上

1.選擇性閱讀 2.不是被動接受作者的觀點，會藉由分析、綜合、判

斷，形成看法

閱讀流暢性為有效閱讀方案中的一部分

美國國家閱讀審議委員會 (National Reading 

Panel) 整合過去的實徵研究，提出五個與閱

讀發展息息相關的基礎能力，這些也是閱讀

課程中需明確教導的能力 (NRP,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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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音素
覺識

phonemic 
awareness

字母發
音規則

phonics

詞彙
vocabulary

流暢
性

fluency

理解
comprehen

-sion

http://www.nationalreadingpanel.org/

Phonemic Awareness

Phonics

Fluency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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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流暢性的「橋樑」功能

~ 閱讀流暢性為連結兩個重要閱 讀基礎能力
的橋樑 - - 認字和 理解

~ 在橋的一邊，流暢性連接正確 和自動化認
字

~ 在橋的另一 邊，流暢性連接表 達性的閱讀
和理解

正確的認字

自動化的認字、
表達性的閱讀

理解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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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流暢性的理論基礎 –

~ 自動化理論 theory 
of automaticity

~ 閱讀的韻律表情
prosody in reading 

自動化理論

 閱讀者的注意力資源有限，如果認字佔據

了大量的資源，就沒有足夠的資源運用在

理解的運作上

 當閱讀者能夠從意識的、費力的正確認字，

邁入快速、不費力且正確的認字，其閱讀

即達到自動化的水準

7本研習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經講師同意上傳至「教育部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供各界人士以教育為目的參考使用



自動化理論 (續)

 認字的自動化讓閱讀者僅需花費少量的

注意力資源於認字的運作，因此閱讀者

的注意力資源得以集中在文章意義建構

的層面上

LaBerge & Samuels(1974)、Samuels( 2002)、Stanovich(1991)

閱讀的韻律表情

 當閱讀時能像口語表達般的使用適當的音

量、語調、斷句等表情來朗讀文章，顯示

閱讀者正在從文章建構意義

 換言之，流暢的閱讀者能運用充裕的注意

力資源，透過表達性的詮釋來建構意義

Dowhower (1987, 1991)、 Schreiber (1980, 1987, 1991)、
Schreiber & Read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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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流暢性的元素

~ 正確性 / 正確辨識文章中的字

~ 自動化 / 使用少量注意力資源
認字

~ 閱讀表情 / 適當的言語表達來
詮釋意義

• 支持閱讀流暢性的證據

~ 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

~ 根據實徵研究訂定之閱讀障礙
定義或診斷標準

~ 從1980s迄今的CBM實徵研究

9本研習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經講師同意上傳至「教育部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供各界人士以教育為目的參考使用



大

腦

神

經

科

學

的

研

究

閱讀障礙的定義或診斷標準

 讀寫障礙定義 ( International Dyslexia 

Association, 2003)：「讀寫障礙---的特徵

是在認字正確和/或流暢性上有困難---」

 DSM-5閱讀疾患(或譯為閱讀障礙)的診斷

標準，包含認字和閱讀理解，其中認字又

包含「認字正確性」和「閱讀速度或流暢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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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的實徵研究

 CBM (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課程本位測量)是一種形成性的測量系統，

透過在基本學科技巧表現的直接、持續監

控，以提供教師關於學生進步情形以及教

學介入成效的資訊 (Deno, 1985)

 CBM以流暢性的測量來反映學生在基本學

科技巧上的精通/熟練程度

CBM的實徵研究 (續)

 CBM與RTI的實施結合，成為最被推薦的

教學反應模式之形成性評量系統 (Bender 

& Shores, 2007; Brown-Chidsey & Steege, 

2010)

 美國國家教學反應模式中心技術回顧委員

會的報告指出CBM為穩定有效的形成性

評量工具(http://www.rti4succ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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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篇

12本研習課程由教育部補助、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經講師同意上傳至「教育部優質特教發展網絡系統暨教學支援平台」供各界人士以教育為目的參考使用



• 閱讀流暢性評量的元素

~ 正確性的評量 (assessing accuracy)

~ 自動化/閱讀速率的評量 (assessing 
automaticity/reading rate) 

~ 閱讀表情的評量 (assessing 
prosodic reading)

• 正確性的評量

~ 認字的正確性

~ (唸對的字數/總字數) x 100%

~ 非正式閱讀評量 (Informal 
reading inventories, 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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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正確性評量結果的教學意涵

• 自動化/閱讀速率的評量

~ 速率即 (正確表現數/單位時間)，
其中，正確表現數為朗讀的總字
數減去錯誤的字數

~ 如一分鐘正確朗讀的字數或一 分鐘
正確朗讀的詞彙數

~ CBM閱讀測量 (參見word檔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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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表情的評量

~ 聲音表情的閱讀表達特徵

~ 顯示閱讀者正在建構文章的意
義

~ 以質性的方式來做檢核

以質

音量和表情

用詞和斷句

順暢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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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流暢性的教學

• 閱讀流暢性教學的原則

~ 大量練習、廣泛閱讀以及重複
唸讀

~ 示範流暢的唸讀

~ 增進詞彙及組字技巧的自動化

~ 提升學習閱讀的自我認知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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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本位測量 (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與閱讀流暢性的評量 
 

葉靖雲/彰化師大特教系 
 

一、 定義 

課程本位測量是一種形成性的測量系統，透過在基本學科領域技巧表現的直接、持

續監控，以提供教師關於學生進步情形以及教學介入成效的資訊。 

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is an ongoing data collection system tha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teachers with information on student progress and on the effects of instructional 
interventions on that progress (Deno, 1985). 

二、 源起 

1. 教室內形成性評量工具的限制。 

2. 進步和成就健康指標 (vital signs)的需求。 

3. 傳統的標準化測驗較難提供關於學生在短期間進步、教學介入成效與 IEP 目標達

成情形的訊息。 

三、 課程本位測量對於學業進步的影響 

~ 實徵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實施課程本位測量形成性監控學生的學習，透過測量系統反應

教學介入的效果或顯示教學改變的需求，導致顯著較高的學生成就 (參考文獻如：

Reschly, Busch, Betts, Deno, & Long, 2009,後設分析研究)。 

~ 課程本位測量影響學業進步的關鍵： 

(1) 透過有效的測量工具反應學生從教學介入的獲益情形。 

(2) 透過教學成效的反映以建構更有效的教學介入。 

四、 課程本位測量的測量層次—流暢性的測量→讀寫算技巧的精通/熟練程度 

~ 流暢性 (fluency) –即正確表現的反應速率(rate of performance，速率)，在閱讀領域的

範例為「在一分鐘的時間內正確朗讀的字數」。 

~ 技巧的精通/熟練 (proficiency)—又稱為 general skill proficiency，綜合性的反應寫讀

算領域技巧的整體表現，以閱讀為例：流暢性測量反應出閱讀技巧的一般、整體表

現。 

~ 文獻顯示閱讀的流暢性有以下特質： 

 重要技能自動化的指標(Indicator of automaticity of important skills)；  

 為閱讀理解強而有力的預測變項(Strong predictor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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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勝任閱讀的重要元素(Critical element of competent reading)； 

 能預測後期的學習成就。 

五、 課程本位讀寫算測量方式概述 

~ 各領域的測量均為標準化(standardized)的測量-標準化的層面包括測量的材料、測量

的程序、測量時間的限制、評分的方式。 

~ 閱讀、數學、拼字、寫作領域的測量概述如下表： 

 補充說明—閱讀領域最常用的測量方式除了下表的口語朗讀測驗(oral reading)
外，還有克漏字(cloze)和昧字測驗(maze)。 

 口語朗讀測驗和選字測驗的中文範例請參見王梅軒碩士論文 (市北師特教 ) 
p.166-169。 

 

 
註：1.閱讀-從語文課本隨機選出的文章；數學-計算/問題解決題目；拼字-從課本中選

出的生字表；寫作-年級合宜的故事開頭。 
 2.測量方式均為直接、限時的測量，測量的時間均在1-5分鐘之間。 

六、 課程本位測量與 Responsiveness-To-Intervention(RTI，教學反應模式)  

~ RTI 的重要元素包括有效教學(effective instruction)和進步監控(progress monitoring)。
在 RTI 的模式之下，學校透過有效教學作為預防和早期介入的方法，對學生主要學

科技巧進行持續監控，以期從高危險群的學生中過濾出有較高可能性為障礙的學

生，再對其進行後續的轉介、鑑定程序。 

課程本位測量為目前最常用的進步監控系統。 

七、 課程本位測量在閱讀領域的應用  

1. 工具的產生-以語文讀本的文章為測量題庫，每一篇課文為一次測量的工具。文章

的選擇排除詩體和對話過多的課文，經打字排版在 A4 大小的紙張上，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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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距與課本相同，課文中的注音和插圖不放入。每一篇施測的文章分為教師版

和學生版，唯一的差別是教師版在每一行的底部陳列累積字數以方便記分。 

2. 單次施測工具的選擇-施測前從學生尚未學習過的文章中依隨機抽選的方式選出

施測的文章。每次抽選三篇文章。 

3. 施測準備的材料-測量用的文章、碼表和筆。 

4. 施測的方式-每次施測三篇文章以獲得「真實」、穩定的表現，平衡不同文章差異

對於表現的影響。每一篇文章施測一分鐘的時間。朗讀中如果停頓三秒鐘，施測

者讀出該字且記錄為錯誤。施測的指導語和測量工具範例如下： 

指導語-  

‘When I say, 'start,' begin reading aloud at the top of this page. 
Read across the page [demonstrate by pointing]. Try to read each 
word. If you come to a word you don't know, I'll tell it to you. 
Be sure to do your best reading.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Pause] Start.’ 

 

註：左邊為教師版範例，右邊為學生版範例。 

 

5. 計分的方式-通常學生朗讀的時候，施測者同時記錄學生所犯的錯誤。自我更正、

重複、方言的腔調和插入字不算錯誤，朗讀錯誤、替代、漏字和顛倒則記錄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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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以在時間限定內朗讀的總字數減去錯誤的字數，即為表現的分數，分數的單

位為一分鐘內正確朗讀的字數。每次測量以學生在三篇文章上表現分數的平均數

或中數為該次測量的表現分數 

 以下為登錄為錯誤的範例： 
Mispronunciations are counted as errors. 

 

Substitutions are counted as errors. 

 

Omissions are counted as errors. 

 

Transpositions of word-pairs are counted as 1 error. 

 

 以下為施測者的記錄和記分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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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從三篇文章的表現轉換為單次測量分數的範例： 
 

 

6. CBM 進步監控圖的繪製方式-  

(1) 標記縱座標(分數單位)和橫坐標(時間，如週次)，橫坐標的長度反映教學時間的

長短。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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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基線期的資料-施測三篇文章，將表現依序登陸在圖上，以平均數或中數為

起點的資料，範例如下： 

 

(3) 設定表現的目標-決定預設的每週進步量，此進步量乘以教學的週數，再加上起

點表現的數值，即為目標水準，標示在教學期間終點的上方(圖的右側)，範例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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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畫 出 目 標 線 - 連 結 起 點 和 目 標 ， 即 為 目 標 線 ， 範 例 如 下 ：

 

7. 進步的評估與做決定- 

(1) 評估的概念在比較教學介入前和介入後的表現，以及比較實際表現和目標線

的關係。 

(2) 目視分析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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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現水準的比較 

 

註：分數變動性的比較 

 

註：分數重疊性的比較 

(3) 決策規則的應用之一-三點決策規則 (3 data-point decision-rule)，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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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決策規則的應用之二-Turkey method，範例如下：

 

(5) 決策規則的應用與成就的促進有實徵性研究支持，非正式的目視分析則無。

故以前者為主，後者為輔。 

(6) Turkey method 的兩個練習題，請試著做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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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常模的建立-每一種方法各有優缺點，根據需求和資源，做出最適合的決定。通常

建立一年三次的常模，以充分反應學生能力的變動。 

(1) 研究者發展的常模，範例如下：

 

註：挫折水準-閱讀者解碼速度非常慢、錯誤很多、需要老師的大量協助； 

    教學水準-閱讀者的解碼速度很快、犯錯不多、僅需要老師少量協助； 

    精熟水準-能夠流暢的獨立閱讀、不需要協助也能充分理解文章的內容。 

 教學者根據學生在不同年級測量材料的結果，判斷適合的課程安置，範

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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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級常模-排除閱讀明顯落後或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以正常閱讀能力的

學生為抽樣的範圍，建立班級的閱讀表現常模，取樣人數以 5 到 10 人為

度。範例如下： 

 

(3) 學校常模-程序類似於班級常模的建立方式，惟規模較大，涵蓋不同年級

和班級。年級常模的建立方式為每個年級抽選 15-20%學生來施測。因為

建立的標的為正常閱讀表現的範圍，所以抽選樣本排除閱讀明顯落後或

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建立了每一個年級的常模後即形成學校常模。 

學校常模的建立有助於閱讀低成就表現學生找到適合其的課程安置，方

式從就讀年級往下施測或從低年級水準往上施測。教師可在下圖上點出

學生在施測過的各年及測量上的表現，找到學生落在正常表現的最高年

級水準，即為課程安置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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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用課程本為測量的結果建立 IEP 的長期目標-包含情境、行為和表現標準三

個元素。 

(1) 情境-基本學科技巧測量的標準化情境，達成長期目標的時間和執行目標

的相關重要特徵，範例如下(粗體字的部分)： 

In 30 instructional weeks, when given a randomly selected 

passage from level 10 (Silver Secrets) of the Silver Burdett & 

Ginn reading series, the student will read aloud at 90 correct words 
per minute with no more than 5 errors. 

(2) 行為-以反應基本學科領域精通/熟練程度的行為作為監控的標的，在閱讀

領域的行為如口語朗讀或填字，範例如下(粗體字的部分)： 
In 30 instructional weeks, when given a randomly selected passage 
from level 10 (Silver Secrets) of the Silver Burdett & Ginn reading 
series, the student will read aloud at 90 correct words per minute 
with no more than 5 errors. 

(3) 表現標準-為決定基本學科領域流暢性目標達成與否所設定的標準。以閱

讀為例，標準通常包括正確朗讀的字量(如 110 字)或比例(如 90%正確率)，
有時也會納入錯誤的考量(如不超過 3 個錯誤) ，範例如下(粗體字的部分)： 

In 30 instructional weeks, when given a randomly selected passage 
from level 10 (Silver Secrets) of the Silver Burdett & Ginn reading 
series, the student will read aloud at 90 correct words per minute 

with no more than 5 errors. 
 

主要參考文獻--Wright--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A Manual for Teachers，下

載於www.interventioncentr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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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口語朗讀表現檢核表 
 

Reads Efficiently  

Reads Accurately--Greater than 95%  

Reads with Expression and Prosody  

Has Effective Strategy for Word They Don’t 

Know 

 

Reading Errors Preserve Meaning Rather than 

DISTORT Meaning 

 

Engages in Comprehension Self-Monitoring 

(Self Corr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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