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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特定型語言障礙國內近十二年來相關研究，並探討 22 篇研
究的內涵、方向及結論，以了解特定型語言障礙在跨語言情形下的異同。
關鍵字：特定型語言障礙

壹、前言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學習語言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也是日常生活
中最主要的互動方式。但是有一群孩子，他們明明沒有智能上的缺陷、感官
上的缺陷、器質上的缺陷、情緒上的困擾、腦傷或是環境上的影響，卻在語
言的接收及表達上出現嚴重的困難，更造成這些學童在學科學習、人際互動、
和社會情緒的發展上遇到許多問題(許月琴，2000；錡寶香，2002；林寶貴等
人，2008)，這些學童稱為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
國外研究特定型語言障礙迄今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了（錡寶香，2004），
但是國外語言的特性與中文語言的特性大不相同（錡寶香，2008）
，許多研究
的結果並不能直接推論到華語上，也激發許多學者對於此議題的研究與探
討，從張顯達(1995)在期刊上發表第一篇與特定型語言障礙相關的文章與許
月琴(2000)第一篇與特定型語言障礙有關的學位論文發表至今，國內對於特
定型語言障礙的認識逐漸出現了模糊的輪廓，筆者想藉由整理近年來相關研
究、論文及期刊，了解到目前為止特定型語言障礙研究趨勢與內涵，並作為
以後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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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特定型語言障礙相關研究
有關於語言障礙的國內出版物當中，僅有林寶貴人等(2008)與陳明媚、
黃裕惠、莊季靜(2010)所出版的書籍中曾大略介紹特定型語言障礙，國內目
前仍然無出現針對特定型語言障礙的專書。以發表的形式而言，迄今有 5 篇
發表於期刊；與特定型語言障礙有關的學位論文有 13 篇；國科會的計畫有
11 項，目前仍在進行的則有 2 項計畫。就發表的研究來說，合併國科會的三
年或兩年計畫後，總計有 22 篇，整理列表如下：
表一、特定型語言障礙相關研究
年代
2000

作
許月琴

者

性
質
碩士論文

2002
-2004

張顯達、趙文崇
鄒國蘇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2004

鄒啟蓉、張顯達

2004

錡寶香

2004

葉麗莉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碩士論文

2005
2005

鄒啟蓉、張顯達
張鑑如
錡寶香

2005

張顯達

2006

張敬賢

碩士論文

2006

騫心曼

碩士論文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題
目
台北巿五歲兒童特定型語言障礙
之調查研究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之語言能力
發展-發展轉變與類型之間的探索
(I)、(II)、(III)
學齡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口語
述說能力研究(I)
國小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口語工
作記憶之探討
3;7 至 4;1 歲特定型語言障礙孩童
之母子互動的語用形態初探。
學齡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口語
述說能力研究(II)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分類詞能力
之探討
特定型兒童語言障礙兒童的體貌
標記處理能力與音韻記憶容量的
關係
典型發展、特定型語言障礙、唐氏
症、與自閉症幼兒早期溝通行為之
比較。
3-6 歲台灣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
辭彙習得-以圖片命名作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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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陳立芸

2007

蔡岳宏

2008

鄭安安

2008
2008

錡寶香
錡寶香

2009

羊蕙君

2009

易心怡

2009

錡寶香

2011

洪書婷

2011

張旭志

2011

黃湘敏

2011

鄭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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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學齡期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聽知
覺處理能力探討。
碩士論文
交互教學法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
童閱讀理解能力及口語朗讀成效
之探討
碩士論文
特定型語言障礙學齡兒童的語音
知覺特性
期刊
特定型語言障礙檢核表之編製
國科會專題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工作記憶容
研究計畫
量之探討
碩士論文
記憶支持和誘發表達對學齡前特
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快速配對新詞
彙之成效探討。
碩士論文
以 Stroop 效應探討學前階段特定型
語言障礙幼兒與正常語言發展幼
兒在語法自動化處理歷程之差異
研究
國科會專題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詞彙學習
研究計畫
與聲韻處理能力之探討。
碩士論文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篇章理解能
力之研究
碩士論文
以聲韻處理能力預測特定型語言
障礙兒童識字能力。
碩士論文
特定型語言障礙幼兒口語敘事能
力之研究
博士論文
特定型語言障礙與發展性協調障
礙之學前兒童在學齡時閱讀能力
的表現

就時間縱面來看，幾乎每年都有二至三篇相關研究，表示國內一直都有
持續深入探討特定性語言障礙；就研究者而言，多數的研究仍然以一、二位
學者為主，顯示對於這個領域有興趣的研究者並不多，深入研究者的研究層
面越來越細緻；就形式而言，從一開始幾乎只有國科會計畫，到 2006 年後出
現眾多碩士論文，甚至有博士論文的產生，可以察覺越來越多研究者對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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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語言障礙的重視；以研究的對象來說，學前和學齡學童的研究數量差不多，
由於國外的研究顯示（Gibbs & Cooper, 1989）口語或語言障礙和學習障礙共
病的比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六，加上當年齡增長時，有許多語言障礙的學童被
診斷為學習障礙(陳明媚等，2010：427)，因此為了排除其他干擾因素，目前
的研究多著重於學前及低年級的年齡層。

參、特定型語言障礙相關研究之整理
根據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語言障礙特徵(林寶貴等，2008：691；陳明
媚等，2010：421)，錡寶香（2008）整理出特定型語言障礙的語言問題包括
語言要素的問題（如：音韻、語法、語意、語用）
、語言的認知處理問題（如：
聽知覺、聽記憶、詞彙尋取困難、敘事困難等）
、語言問題所衍生問題（如：
學業發展、讀寫問題或社會互動、人際關係建立等）
。加上特定語言障礙的鑑
定方式，因此筆者分成四個方面來作討論，說明如下：
一、語言技能的相關研究
語言技能的相關研究的部份，歸類之後共有 7 篇研究，其中三篇與特定
型語言障礙兒童的發展有關(張顯達等，2004；張敬賢，2006；鄭湘君，2011)；
兩篇探討聲韻處理的能力相關問題(錡寶香，2009；張旭志，2011)；一篇探
討在自然情境下幼兒的語用型態(葉麗莉，2004)；一篇探討語法自動化處理
歷程(易心怡，2009)。
在張顯達等人(2004)的研究從三年的動態發展去探討特定型語言障礙的
分類，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對象的變異性太大，原本為「表達與知覺混合障礙」
和「表達障礙」的個案經過三年的研究後仍然維持在同樣臨床診斷類型，即
使是同類型的個案測驗表現相互比較，差異性極大，無法察覺共通性。由於
中英文的語法迥異，難以依據 Rapin and Allen(1983) 的語言障礙分類方式分
類中文特定型語言障礙。
張敬賢(2006)發現特定型語言障礙幼兒在語言發展階段相當的條件下，
其發聲頻率、子音清單、使用音節變化性等項目較正常語言發展兒童弱，溝
通行為中多使用手勢而非口語。
易心怡(2009)的研究發現正常語言發展兒童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展現
一致的語法自動化歷程，因此排除語法自動化歷程為特定型語言障礙幼兒主
要缺陷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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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麗莉(2004) 研究的內容主要探討三個不同的語用向度剖析三組母子
互動語料中的共同特徵，包含：(1)單一話題的開啟和轉換，(2)單一話題的結
束和(3)回應方式和輪替行為。結果顯示特定型語言障礙幼兒的語用能力主要
取決於母親的引導與鼓勵，尚且無法了解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語用的共同
特徵。
鄭湘君(2011)的研究發現 5 至 6 歲的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語言與動作
共伴（ co-morbidity）障礙兒童到了 7 至 8 歲時約有一半的機率會成為閱讀障
礙兒童。因此，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在學前階段的語言與動作的能力可能有
助於預測兒童在小學低年級的閱讀與書寫表現。
從錡寶香(2009)、張旭志(2011)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特定性語言障礙兒童
無論是在聲韻處理測試的表現（包括音韻區辨、音韻記憶、聲韻覺識、快速
唸名）都顯著落後於一般兒童，因而確定特定性語言障礙兒童可能有聲韻處
理缺陷的問題；而且聲韻覺識能力會影響中文識字以及形聲字唸讀的能力。
綜合上述，在語言技能方面，針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研究仍然十分
匱乏。雖然 Rapin and Allen(1983)曾為語言障礙的類型作分類，但在跨語言的
情形下並不適用於中文的語系之中。由於研究的篇數過少，僅能推測特定型
語言障礙學童在語言發聲發展上較為緩慢，連帶聲韻覺識能力不佳而影響未
來識字及閱讀的能力，其語用自動化歷程應與一般兒童無異。目前仍然缺乏
語言技能方面的相關研究，尤其目前未曾有人進行語意相關的研究，待未來
的研究者持續進行後續深入探討。
二、語言處理能力的相關研究
語言處理能力的相關研究有十篇，大致上可以歸類成詞彙相關的研究有
三篇(錡寶香，2005；騫心曼，2006；羊蕙君，2009)，口語敘事相關的研究
兩篇(黃湘敏，2011；鄒啟蓉、張顯達、張鑑如，2005)，工作記憶相關的研
究三篇(錡寶香，2004；張顯達，2005；錡寶香，2008)，及知覺相關研究有
兩篇(陳立芸，2007；鄭安安，2008)。
在詞彙相關研究方面，分別探討分類詞/量詞、學習新詞彙及圖片快速命
名。綜合上述研究可知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似乎並未完整地建立分類詞與其
連用名詞外顯特徵有明確關係的概念(錡寶香，2005)，3-6 歲的障礙兒童詞彙
量仍然不足，在圖片命名作業上反應時間較為緩慢而且在快速配對的詞彙理
解和表達的詞彙學習上確實有困難(騫心曼，2006；羊蕙君，2009)。如果提
供記憶支持則能有效增進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快速配對的理解能力，誘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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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無法顯著的提升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表達能力，但可以提高其辨認新詞
語音的正確率。
在口語敘事相關研究方面，綜合兩篇研究的內容(黃湘敏，2011；鄒啟蓉
等，2005)，暸解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口語述說能力特徵有，語彙缺乏、詞
彙錯用、表達的流暢性(有很多語詞重覆或語句重組)不佳、句子平均長度短、
句子的複雜度低、完整性與正確性不佳、缺乏詞彙多樣性、故事內容之組織
條理不清楚，或傳達的訊息前後不一致，對主要核心主題之描述較不清楚。
工作記憶相關研究部分，根據三篇研究結果(錡寶香，2004；張顯達，2005；
錡寶香，2008)，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音韻工作記憶能力及口語工作記憶能
力較低；當需要同時儲存的訊息愈多時，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在口語工作記
憶的表現會愈差。
知覺相關研究部分，綜合兩篇研究結果(陳立芸，2007；鄭安安，2008)，
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有語音知覺表徵形成或運作的困難及聽知覺處理的困
難，包含頻率差異聽辨、語音聽辨及聲調聽辨三個方面。
綜合上述內容，可以得知在語言的認知處理問題（如：聽知覺、聽記憶、詞
彙尋取困難、敘事困難等）目前國內都有相關的研究，並得以驗證跨語言之
後，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的特徵相符。
三、語言相關學習問題
目前關於學習方面的研究僅有兩篇，分別探討閱讀理解能力的特徵及實
施不同教學方法的成效。洪書婷(2011)的研究顯示 EVDT 可正確預測特定型
語言障礙兒童與普通兒童達 95％；且歸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篇章理解特徵
為：故事內容理解有限、詞彙理解與詞彙搜尋提取能力不足、篇章訊息建構
不完整以及易產生不相關訊息的建構。而蔡岳宏(2007)的實驗結果說明交互
教學法對於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在閱讀理解能力及口語朗讀流暢度上，具有
教學成效及保留成效。
四、相關檢核或鑑定方式及其他相關研究
隨著測驗工具的發展與進步，目前已經陸續發展出與特定型語言障礙相
關的鑑定或評量工具，如：「特定型語言障礙檢核表」（錡寶香，2008）、「修
訂學齡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
（林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宣崇慧，2009）
、
「華
語聲韻處理測驗」(錡寶香，2009)、
「工作記憶容量測驗」(錡寶香，2008)等，
但是在實際使用上仍然相當有限。根據教育部(2012)的統計資料顯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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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階段的語言障礙學童有 2172 人，但迄今為止仍僅有許月琴(2000)針對台
北市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進行調查，探究仍未出現對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的
調查原因，可以從錡寶香(2002)及筆者整理的資料中發現，目前國內在研究
中判定特定型語言障礙上，多使用非語文智商達 75 或 85 以上及語言測驗上
的分數低於 1 個標準差到 2 個標準差不等，而所採用的語言測驗評量工具也
大不相同，迄今仍未獲得一致的觀點或方式，建議能參考國外鑑定特定型語
言障礙的方式及流程，持續發展相關測驗及評量方式，輔以質性資料，以篩
選出符合特定型語言障礙的個案。
目前國內沒有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的社會情緒及人際溝通相關的研究，
在錡寶香(2008)編制的「特定型語言障礙檢核表」中有加入人際溝通的項目，
研究結果顯示人際溝通與其他項目的相關最低。推測可能的原因有幾點：(1)
年紀較長的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才會因為語言上長久以來的困難產生社會情
緒及人際溝通部分的問題，加上同時有學習上的困難，對於找到確定個案並
且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2)可能是兒童本身的人格特質所造成，而非語言的
能力。

伍、結語
自特殊教育法(2009)、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11)陸續修訂以來，國內
的對於特殊教育更加重視，不僅教師的特教專業素養需要提升，對於特殊教
育兒童鑑定安置的能力也應該更加精緻化。
不論國內外，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一直是異質性很大的群體，透過研究
學者們長時間的探討、研發相關的鑑定評量工具，驗證國外提出的看法，或
更進一步根據中文的語言特性發現中文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的特質。目前已
經暸解特定型語言障礙學童的特性、特徵，並能將語言上的困難，更細緻的
分成語言要素、語言的認知處理、因語言所衍生問題等方面抽絲剝繭的分析，
更可以精準抓到孩子的困難與需求，讓需要服務的個體可以儘早進入特殊教
育的體系中接受適當的服務。語言是學習的重要媒介之一，期待未來能有更
多的相關研究及測驗工具，除了幫助特定型語言障礙的學童，也幫助了所有
具有語言困難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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