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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常常寫錯字，b和d、p和q都搞不清，真是太笨了！」

「我大兒子很粗心，每次抄東西會抄漏幾個字，配戴了眼鏡還是沒改善。」

很多家長發現自己的孩子正面對課業上的狀況，

認為孩子在讀書上沒有天份、粗心大意、懶散和注意力不集中。

然而這些問題可能與孩子的性格無關，

而是視覺功能和雙眼失調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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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靈魂之窗，多數人每天都會透過

雙眼接收大量的信息。雙眼失調（Binocular 

Vision Dysfunction）是指兩隻眼睛無法配合及

協調，其中一隻眼睛所看到的事物與另一隻眼

睛有些偏差，大腦在處理這些信息時會有所混

亂，因此視覺受到影響，比方說視力模糊、對

焦能力下降、眼睛容易疲累等。

視覺發展治療師田統傑形容，雙眼協調

主要是看三大視覺功能：雙眼配合度（Eye 

teaming）、聚焦點（Focusing）及眼力追蹤

（Eye movement）。「假設一隻蝴蝶飛過我們

的眼前，我們需要確保兩隻眼睛都能夠同時看

到這個物品（雙眼配合度），其次就是確認能

不能看得清楚（聚焦點）；當它在移動時，我

的雙眼是否能追蹤它（眼力追蹤）。這些影像

經過大腦分析後，從形狀、顏色、距離感等來

分辨事物。」

他續道：「在雙眼協調的情況下，我們可

以接收到100%的信息再透過大腦分析。反之若

雙眼失調，就代表著沒有完整地接收信息，因

此閱讀或看東西的時候就會有障礙——視讀障

礙。」根據美國調查顯示，有20%的小朋友面

對雙眼失調的困擾，而其中的1/4人未發現該

問題。

「很多家長看到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常

粗心大意或相當排斥做功課時，誤以為孩子態

度懶散或是過動兒。當孩子抄寫不到黑板上的

字，又誤以為孩子近視加深。其實很多時候都

跟眼睛的功能有關，建議找專業的視覺發展中

心諮詢，找出原因。」田統傑說。

雙眼失調
影響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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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治療改善生活
孩子成績不佳往往被冠上「沒有讀書的天份」、「懶散」、「粗心」等標籤，有時

並非是他們的個性或智力問題，而是視覺功能出現障礙，影響了他們的讀寫能力，從而

造成他們在課業、體育及生活多方面受到影響。

雙眼失調症狀需細察

焦三仙 作者／林江豪醫師  專欄／江湖豪醫

友人說，農曆新年就是要過足15天，過了年十

五元宵節，才算過完年，因此放假也是放足15天。

多麼羨慕啊，但我也不差啦，在經歷了農曆新

年之暴飲暴食、熬夜到處拜年的洗禮後，身體的負荷

也幾乎達到頂點，頂著撐著的肚子在初十一開工。

上班了一週多，肚子還是脹脹的，友人來看病

還問肚子是否又變大了。想要減肚子減脂，運動是

必須的，但飲食的控制也很關鍵，30%靠運動鍛煉，

70%靠飲食調理。運動靠自己的堅持，這裡就說說關

於消脂的中藥——焦三仙。

焦三仙，不是一種中藥，而是由3種中藥組

成，即焦神曲、焦山楂、焦麥芽配伍的合稱。為什

麼都有個「焦」字在前頭，因為都是經過炒制、炮

製之品，好讓消食導滯的效果更佳。焦三仙各有特

長，三者合用為消積導滯之品，有明顯的增強消化

功能。

焦神曲主要針對麵食類，假如吃多了澱粉類

的食物導致消化不良，效果不錯。焦山楂主要針對

肉類或肥甘厚膩之品導致的食滯，尤其是新年間吃

多了，可以多泡點焦山楂水來喝。至於焦麥芽則針

對小兒腹脹積食，胃口不好，吃少少又容易有積滯

的，能行氣消積，還能健脾開胃。

不少人減肥都用含焦三仙之品，但凡事不要太

過，中病即止，不宜久服，以免傷了自己的正氣。

每當談起視覺功能，很多人第一個想到

的就是測試自己是否近視的視力表；

實際上，我們的視覺功能多達16項，如：雙眼

追蹤能力、空間感、聚焦能力、雙眼協調及配合

度等，視力只是其中一環。近視遠視、老花、斜

視等是很容易被察覺的，而雙眼失調則需要透過

專業的檢測和觀察才能判斷。

視覺發展治療師田統傑指，雙眼失調看似

小問題，但從生活細節上來看是有一定的影響

力，尤其是小朋友。有些人由於有眼力追蹤問

題，在閱讀時需要反覆看同一行字才能讀懂內

容，有者覺得閱讀讓雙眼疲累，因此容易放棄或

排斥閱讀。一部分的人則因為聚焦點的問題，過

於用力地調整視線，因此在閱讀時頭會不自覺向

下傾斜，讓眼睛能夠對焦文字。「另一些症狀則

是望近物後再看遠處，發現視力一下子變模糊再

轉為清晰，就像是照相機在找對焦一樣；還有一

種症狀即是近視加深。」

戴眼鏡無法解決問題

另外，雙眼失調也會引起其他症狀，如：

眼睛容易疲累、在閱讀或專注一段時間後會感

到頭暈及頭痛等。「在孩子身上最常見的就是課

業表現不佳，有時候並不是孩子的智力有問題，

而是視覺功能影響了他們的表現。」田統傑說。

「你可能會發現孩子在寫作業時，頭部一直往下

傾、或是把書挪近眼睛。無論是抄寫黑板上或是

書本的字，總是漏了幾個字或幾行也可能是雙眼

協調問題而引起的視讀障礙。為了解決『視力』

問題，家長就會給孩子佩戴近視眼鏡，並且誤以

為孩子視力模糊而一直增加眼鏡度數，孩子就會

更容易眼睛疲累。」

如果孩子的視覺辨別能力比較弱，就容易

錯誤地捕捉視覺信息，在閱讀或理解時容易出

錯。雙眼失調的孩子比一般孩子容易混淆形近

漢字，如：「王」和「玉」二字，或是將文字看

反，如：「b」和「d」、「p」和「q」等，造

成拼寫錯誤。在閱讀時，可能會容易漏字、漏詞

或看錯字詞、讀錯結尾或開頭等，如：把「增加

到」錯看成「增加了」，影響了對文字內容的準

確理解。

田統傑表示：「有些孩子很聰明，懂得自

我調整，比方說在寫作業中途讓自己跑跑跳跳，

暫時將視線遠離書本，但家長可能會認為是孩子

不專心。而另一種小朋友知道自己的專注力就像

電池一樣，所以在電量耗盡前抓緊時間把功課做

完，眼睛才不容易感覺到疲累。不過有更多小朋

友會因眼睛疲累或頭痛等症狀，直接放棄閱讀和

做功課，或長時間發呆舒緩眼睛不適。」

▲視覺發展治療師田統傑表示，視

力只是視覺功能的其中一環，雙

眼失調是一般視力表無法被檢測

出來的；建議父母發現孩子長期

有注意力不集中、無法完整抄寫

文字、需長時間才能了解課文內

容、難以辨識文字等症狀，在測

驗視力的同時也要檢測他們的雙眼

協調、眼力追蹤和聚焦點動能。



C
M
Y
K

C
M
Y
K

蔡美燕編輯相關單位圖片

小運動放鬆雙眼
無論是大人或小孩，我們的雙眼每天接收的信息太多，看太多文字或電子產品都會導致

眼睛疲累。建議當感到雙眼不適、視力模糊或泛紅泛淚時，適時地做一些眼部運動，可放鬆

雙眼肌肉，舒緩症狀。

1.摘下眼鏡（若有），用雙手掌心蓋著眼睛，不要讓光線進入眼睛（眼睛呈張開狀態）。

2.將眼睛望向遠處，想像自己在看著遠處的物品或建築物。

3.再試著想像自己越望越遠，仿彿可以看到百里之外的建築物。

4.大約兩分鐘后，慢慢打開雙手，讓光線慢慢地進入眼睛。

1.摘掉眼鏡（若有），雙眼張開。

2.將房間裏的燈和門窗關掉，不讓光線進來。

3.將眼睛望向遠處，想像自己在看著遠處的物品或建築物。

4.再試著想像自己越望越遠，仿彿可以看到百里之外的建築物。

5.大約兩分鐘后，不直接開燈，慢慢地打開門窗，讓光線透進來，再開燈。

雙眼失調在生活細節上造

成不便，從而帶來更大的影響。

在課業上孩子會因為跟不到老師

的節奏、抄寫困難、視讀障礙及

理解能力問題而影響課業。由於

眼力追蹤問題，孩子對空間感掌

握度不好，在球類運動上表現可

能也不佳，這些都會導致孩子缺

乏自信。

田統傑說：「治療雙眼失

調沒有黃金時期，但越早治療對

孩子的影響越少。」

一般上，視覺發展治療師

會透過一些稜鏡及特殊鏡片來

改善患者的視覺聚焦點。有些

患者則需以視覺治療（Vision 

Therapy）配合調整，趣味性的

小遊戲，如：讓小朋友的雙眼追

蹤移動的物體、拋接球等可用來

訓練雙眼協調。視覺治療成效視

情況而定，患者一般需要3至6個

月方有改善。

他也強調，1至6歲的孩子

在發育時期要多到戶外活動，

切勿過早接觸電子產品。「我們

的視覺功能是在生活中建立的，

到戶外玩耍時需要用到聚焦點、

視覺追蹤能力和雙眼協調，從

望著父母、拋接球等等日常活動

學習。太早接觸電子產品，讓孩

子的視線長時間固定在同一個位

置，眼球沒有移動和放鬆，久而

久之就會影響視覺動能。」視讀

障礙可能是視覺功能所引起的，

要閱讀得好就要從雙眼協調著手

改善。

自我檢測
兒童或青少年（小於21歲），若測試結果達16分或以上；成人達

21分或以上，很大的機率有雙眼失調問題，建議可到專業眼科進行更完

整的視覺能力檢測。

分數：不會-0   很少-1   有時-2   時常-3   頻密發生-4

通訊站：Suntime Vision Specialist

▼面子書：@suntimevision

▼官網：www.suntime.com.my / www.visiontherapy.com.my 

▲雙眼失調的孩子除了可配戴特

殊鏡片調整，也可透過視覺治療

（Vision Therapy），即是趣味

活動來增強他們的視覺能力及手

腳與眼睛的協調。

▲

雙眼協調測試中，受測試者需

用鉛筆分別在紙上描繪圖像。若

雙眼無法好好配合，則會出現圖

像模糊和視覺混淆的狀況，無法

完整描圖。

當閱讀時… 分數

1. 你會感到頭痛。

2. 字體會移動或模糊不清。

3. 速度較慢。

4. 容易疲倦。

5. 視線會轉移到文章的其他位置。

6. 會漏看一些細微的部分。

7. 要把一行文字重複閱讀才能明其意思。

8. 會把頭傾斜或把書貼近眼睛。

9. 很難集中精神。

10. 很難把內容記下。

此外，你…

11. 對抄寫文字感到困難（從黑板或書本）。

12. 不喜歡閱讀或抄寫，對文字感到抗拒。

13. 默讀時感到困難。

14. 對在直線上寫字感到困難。

15. 眼睛會感到灼熱、癢或流眼淚。

16. 不能長時間專注。

17. 容易忘記新學的生字。

18. 做事容易放棄（經常感到應付不來）。

19. 經常碰撞到或打翻東西。

20. 做功課時間較長。

21. 常發白日夢。

22. 未能在預定時間內完成習作。

總分

若小孩不願安靜地配合上述的眼部運動，可採用以下方式進行。

趣味小遊戲幫助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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