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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因素對特殊學習缺陷兒童

減法運算成績之影響*
哥哥

陳

華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增強因素對特殊學習缺陷兒童學習減算技能之影響，並撥介「應用行為分析
法」在研究兒童學業行為的效用。受試是兩位美國兒童，均就讀於專門輔導特殊缺陷兒童的特殊

班級。男孩是 11 歲，女孩是 12歲，二人對算術特別感到困難，尚未能熱線最基本的誠法。
實驗採用「多基準線設計法 J

，以畫，單五元硬幣及玩具為增強物，激勵受試兒童學習基本減

算法及兩位數倍位被法，實驗結果顯示:兩位受試兒童在增強階段的成績進步特別大，不僅習得
新誠算技能(借位減法)

，而且在熟練程度方面進步也很可觀。此一結果得以佐證，若教材難易

能適當配合兒童之現有能力，並考慮誠算技能本身的難易層次再適當運用強而有力的增強因案，
誠可增進特殊學習缺陷兒童的學習效果。

一、甜言

行為改變技術的研究與應用，近一、二十年來在美國心理學界、精神醫學界、特殊教育界以及一
般教育上普遍受到重觀。因為行為改變技術係以完善的制約理論為基礎，以增強原理為樞紐，應用系

統的行為分析方法，其適用對象文包括正常的，議是異常者，首11線教果文可記錄比較，所以能迅速在
美國各地搬起應用熱潮。但是也由於應用範圍的迅速擴展，以及有些人士極端強調增強原理的萬能論

，乃引起部分學者的批判與爭議。
司蜜斯和路必德 (Smith
特殊學習缺陷見童(learning

& Lovitt , 1976) 等人會以玩具和自由活動時間為增強物，訓鯨七位

disabled

child) 的運算放率。他們探用

ABA 實驗設計(文稱 re

versaI design) ，經一個多月的訓練後，證實玩具等增強物雖然提高見童的運算熟輯程度 (computa
tionaI proficiency) ，但不可能幫助見童「習得」新的運算技能。換句話說，若見童巴學會某種運算
技能(如惜位滅法)

，則增強因素的介入確可以經由練習而使兒童更能熱線於此種運算技能。反過來

說，若見童偏不知借佐滅法，則單靠增強因素而不給予教導，乃難於使見童習得

(acquisiti Oll )此種

借位誠算技能。

有些學者則從非學業性行為 (nonacademic areas) 來研究還個問題。倒如 Ay lIon

and Azrin

(1 964) 等人從事一項心智缺陷者 (mentaI patient) 使用餐具技能之訓練工作。他們的研究報告也
強調說，若受試尚未學習如何使用餐具，則單靠增強誘因而未予任何指導，乃難於便受試「習得J 預

期中的用餐技能。反過來說，若給于適當的指導，讓受試先懂得如何使用餐具，然後再配合增強因素
加于訓練，就更使受試熟褲用餐技能。 Hopkins (1 968) 則以養護機構裡的特殊兒童為研究對象，首11

.本研究係筆者在民國六十五年秋季進修於美國畢保德師院 (George

賞識設計與資料分析承蒙該院教授 Dr.

之支助，道此併謝。

Deborah

D.

Smith

Peabody

College) 期間所完成。有關

惠手指導，在美進修一年，承行政院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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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一位見童能移面現笑容，因為這一位見童從未露出笑容。實驗者曾用糖栗做增強物，但仍然無法使

受試露出笑容，唯有施予教導方使遣一位兒童露出笑容。
還些實驗報告似乎均在強調「單靠增強誘因無浩使學習者習得新的知識或技能」。這一種「無中
本能生有」的道理位乎很顯現。一般心理學者或教育學者也都認為，增強因素只是增進學習敷果的要

件之一，它本身並不能代替學習。正如學習者的能力、年齡、經驗、背景、興趣、學習材料的組織性

與意義性，以及學習環境的物理條件等等因素，均足於影響學習妓果，但它們並不可能直接代替學習

• Ji黃單獨對兒童的學習畫家果形成決定性的影響。再說，學習歷程也可以分成好幾殷層次，即所謂的學
習層次(learning

hierarchy)

:可分農習得 (acquisition) 新知識技能、熟線 (profìciency) 、類化

(generalization)

、調整 (adaptation) 、維護 (maintenance) 與保存 (retention) 等層次。遺些

不同的學習層次，除了各自所要發展的技能五異外，用於促進學習教率的策略也略有所不間，飼如，

在「習得階段J

·宜提供有組織的教導方法，指導學習要頓，激勵以及示範等等。到了「熟練階段」

反復練習可能是最有殼的策略。但不管從那一學習層次來說，動機誘因(即行為之原動力〉都是一項

促進學習妓率的要素。

在心理學上的實驗，說是在教育實體方面，尤其是在行為改變技術的應用鵲域，確已有許多研究

成果足於佐證增強因素對於行為之影響 (Bugelski，

1975; Ramp

& Semb,

1975) 。筆者認為，增

強因素的適當運用，能使見畫(尤其是特殊見章)集中注意力於學習活動，並持久於學習，樂於學習
。這一些融體的因素，自當有利於學習新的技能直是知識，更有助於激勵練習而使新習得的技能更加熟

練。

Smith

and Lovitt (1975,

1976) 等人的研究能深入於分析提高算術教導敷果的若干基本策略

，並很有系統的介紹應用行為分析法的實驗設計與結果的分析，誠有獨特價值，應手推介。唯於「習
得新技能」之界說，以及學習材料難易層次

(hierarchy)

之安排等變項之控制方面，似乎尚有若干

研討之必要。

本研究郎以 Smith

and Lovitt (1 975 ,

1976) 等人的實驗設計為藍本，特別注意教材的難易層

次，選擇最有力的增強物，旨於探討增強因素對特殊學習缺陷兒童滅算技能學習【包括習得 (acquisi

tion)

與
J 熟褲 (proficiency刀的影響。同時也擬藉此一研究報告，介紹應用行為分析法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在研究特殊見童學業行為的功殼。蓋此等應用行為分析法似乎尚未在國內推介
使用。

二、方法
(一)實酸甜食:

本實驗係以兩位特殊學習缺陷見童為實驗對錄。一位是 11歲的男孩，其智商是90 (在 WISC 的語
文智商是 77. 作業智商是 109)

業智商則為 79)

，另一位是 12歲的女孩，其智商是 77(在 WISC 的語文智商為 76. 作

。兩位均就讀於納擴 (Nashvi11e) 的一所特殊學校。兩位受試雖然均屬於五、六年

級的年齡，但對算術特別感到困難，連最筒易的基本滅法 (subtraction facts) 都還不太熟練，更談
不上運算借位棋法。

(二〉實毆材科:
由實驗者自騙兩額滅算題 :A 類是基本滅算題，係二位數滅一位數而答數只有一位數的題目，倒

如一 1: 。這一類基本滅算題，極分析研知，全部只有45題。兩位受試兒童雖然已略悉此類滅算題，但
尚未達到完全熟轉階鹿。 B 類題目是退佐滅算題，但只限於二位教誠一位數而答數是二位數的題目，

倒如一2; 。根攝筆者之分析，此類題目共有 360 題。根捧實驗前之預額，IJIfi.1f謀教師之評斷，兩位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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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會做 B 頓誠算題，其運算成績一直是零分。

每天使用一張巷子，卷子上包括 A 、 B 兩頭題目，總題數為30題。唯 A 、 B 兩顯減算題的題數
則依照實驗進行日期而調整，如實驗初期 .A 顯題是20題 .B額題則只有 10題，日後，還漸減少 A 顯

題而增加 B頓題。還一種安排係著眼於逐漸增加作業難度，以兔受試者產生畏懼識厭惡心理。同時，
也預期能發生類化作用 (generalization) .使受試者熟篩 A頓題後，能遷移到 B 額題的運算。在作

業卷子上 .A 額題是集中排列在前駝 .B 類題則在接段。
(三〉責韓毆計:

本實驗採用「應用行為分析法J 的「參基準線設計法J

(multiple baseline design). 應用行為

分析法是緣起於施金納 (Skinner， B. F.) 的基本行為分析法， (文稱為單一受試設計法 single
subject design) .只是此法較偏重於人數行為之研究，尤其較多應用於實際教學，動作技能首1\轍，
以及不適應行為的矯治。「應用行為分析法」的實驗設計方式最基本的有兩種:即倒返設計法

(reversal design) .叉稱為 ABA design. 與多基準線設計法。倒返設計法第一步先量行為的基準
麗 (base line) .以了解行為現狀(文稱為 A 階陸) .第二步是星現實驗自費因，君君此一自變因
對受試看的行為(指預期中的行為〉發生何種影響，所以稱為處理階段 (treatment phase) (B 附陸
)。第三步文是回到基準線階役，實驗者停止呈現自變因，以便觀察受試者的預期行為在不受自費因

影響之下，又恢11原狀與否，所以稱為倒退階段 (reversal ph品e)

(A 階段〉。倒退設計法較適用

於研究可隨時習得讀消弱的行為，諸如見童的攻擊性行為、不合作行為、逃學行為、議使用不良口頭
語等行為。但有些行為如學會某些字彙、加減運算法，讀語言等學業行為，一且學習成功後，除了可
能遺忘之外，就不可能讓遺些行為文恢援到原狀。換言之，這些行為經受自變因之影響而發生〈識形

成)後，一且停止自費因，已無法使其倒退到原蛤狀態。是故，研究分析遣一類行為時，就不宜再使
用倒退設計法，而宜操用基準據設計法。

多基準線設計法適合於研究同一受試者在開一情境中的不問行為;也可以比較分析在闖一種貫徹

情讀中不同受試者的同一類行為。本研究係分析增強因素對於受試者滅算成績之影響，在預期中要改

變的行為〈也是依變困)是學業性行為 (academic behavior) 。此顯行為一旦學習成功後，無法再
于消弱，所以宜採用多基準線設計法，藉比較兩位受試者在各實驗階段所表現的滅算成績來分析增強

因素(自變因〉的功裁。但多基準線設計法的實施步聽則也遵循 ABA 程序，只是將倒返階段故稱維
持階段。

在本實驗進行中，兩位受試者是依序介入各實驗階毆(也是依捧 ABA 步驟〉。各實驗階踐的改
變標車如后: (1)量基準線階段至少要有四天期限，兩位受試者在這階段內所得到的 B顯減算成黨必須

是零分; (2)增強階段至少要延續七天，而最後三天的 B 顯減算成績必須要達到百分之百完全正確;

(8)

維持階偉 (maintenance phase) 也至少要延續七天，最後三天的 B顯減算成積也必須保持百分之百
完全正確方能結束。 A 顯減算成績雖然未列為改變實驗階段的依捧，但其正確率(即每一分鍾的算對
題數)乃為評斷熟練程度的依掉。
(四)信~

應用行為分析法特別注重信度 (reliability) 的考驗。本實驗貴重於「計時」、「計分」、以及
「繪製圖表」三方面的信度考驗。計時方面除了自實驗者本人使用跑鑽來計量受試者的作業時間外，
還由另一位研究生使用另一只跑錶從旁輯對。每一實驗階段只核對兩次，該對結果完全正確。「計分
」的按對則由一位研究生代勞，每一實驗階段結束後，由該研究生運一該算每一份卷子的評分結果。
在全部作業卷子中，貝發現有一題評分有誤(錯誤的答案看成正確的)

紀錄圖亦經一位研究生運一該對，結果均屬正確。

.故及時予以改正。繪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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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實驗程序:

*實驗是在受試者所就讀的特殊班級之觀察室實施。每一受試者的作業時間每天只限一次，每次
均在上午 10點 15分到 10點30分之內實施。每次的作業時間只有 4 分鐘， gpA頓與 B 類題各計算兩分鐘

，兩位受試者依序介入下列三個實驗階段(男聲于在先，女孩子在發)。
(1)基準線階授 (baseline

phase)

還是第一個實驗階陵，不給受試者任何的指導或增強。主要

用意是評量受試者對 A 、 B 兩類誠算題的熟練程度。每天的成績則當場告訴受試。男孩介入基準線

階鹿共有四天，女孩受試則有丸夭。
(2)嗜強階陵 (reinforcement

phase)

還是第二個實驗階眩，針對受試者的減算鹿積給于增強

。增強方式是探用積分制 (point system) 。受試者每審對 A 頓滅算題一題可得 1 分， ß顯減算題每
對一題得 2 分。每天均當場示知成績，並把受試者的成績記錄在記分卡上。受試者依撐記分卡上的積
分，得向實驗者換取相當代價的增強物。增強物計有臺灣風景明信斥、國劇臉譜、竹製胸別針、臺灣

五元及一元硬幣以及彌勒佛掏器等等。這些增強物的代價則依揮受試者對遭些增強韌的喜愛程度而定

。何如男受試最喜歡獲得彌勒佛陶器及五元硬幣，所以彌勒佛則訂為 280分，五元硬幣一放是200分;
女孩是喜歡竹製胸別針，其代價則為 250 分。每張風景明信斤的代價只訂為 25 分。這些臺灣製的小玩
意見，對遣兩位美國讀童均具有相當犬的吸引力。這些增強條件事前均要還一告知受試。
(司維持階，投 (m~.intenance

phase): 這一階段的實驗條件艾完全和基準線階段一樣。受試者的、

成績雖然還是當天就告訴他們，但不再使用積分制。就是說受試者的成績優劣不能再換取增強物。其
要旨是觀測已習得的滅算技能，在取消增強誘因之後，能否維持一定之水準。

主、結果
本項實驗的自覺因是增強因素，而依變因是 A 、 B 兩顯減算成績，包括其熟練程度與正確度(

accuracy) 。以下先把熟練程度與正確度的計算方挂簡單說明之:
(1)每天分別計算 A 、 B 兩頓題的答對題數、答錯題數、答對百分率 (correct ~出)

率 (error rate) 與答對速率 (correct

rate)

，以及答錯速

(即每一分鐘答錯多少題，或每一分鐘答對參少題)。

番對冒分擎的計算公式是:

一一安塑單草堂一一一
x 100
答對題數十答錯題數
(2)就三個不同實驗階鹿分別計算每一位受試者的「答對百分率」、「答對速率 J
率」之中數 (Mdn) 及平均數 (M)

0

'以及「答錯速

r答對百分率」是用來表示受試者的誠算技能的正確程度

r

答對速率」則表示熟鯨程度。

個}計算各實驗階陸間的「成績改變率 J

(percentage of change

score) 。此一資料可用以評量自

「基準線階段」到「增強階段J 的成績變化，以及「增強階段」到「維持階投」的成績變化。
其計算公式是:

h.1d n ..._",
o - Mxd
n " Mo-ML, × 100
100 或一-M
Mdnl
".VV"""
M1
「表 1J 係表示兩位受試者在不同實驗階段所得之「答對百分率」。很顯然可以君出，增強因素
對受試者的滅算正確度發生積極的影響。「圍 lJ 是兩位受試在不同實驗階段裡積算 A 觀棋算題之
「答對百分率」的進步情形。此一圖示正可以說明「多基準線設計法」之特徵: gp兩位受試先後依序

接受不同的實驗1條件;兩位受試的「答對百分率」亦隨蒼增強因素之介入市提高，此一敷果一直持續
到「維持階鹿J
顯著的進步。

。圖 2 是兩位受試演算 B 顯減算題之答對百分率的進步情形。兩位受試的成績均有

增強因素對特殊學習缺陷兒童減法還算成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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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因素對特買車學習缺陷見章誠法還算成績之影響

革將遺些結果，依照各實驗階殷遲一分析如下:

(1)基準線階段:在基準線階段裡男孩受試所得 A顯題的答對百分率之中數是35~屆(平均數為42~屆

) ; B類題的答對百分率則為 0%; 女孩受試在 A 類題的答對百分率之中數是33% (平均數為27~屆)
， B 頓題的答對百分率也是 0% 。可知兩類受試只能運算 A 類基本棋算題，但尚未完全精通;對 B

額借位滅算題則完全無法運算。
(2)增強階授:當增強因素介入之後，兩位受試兒童的運算成績顯然有所增進。從表 1 可以看出，

男孩在 A 頓題的答對百分率之中數提高到92~屆(平均數為86~屆) ; B 類題的中數為82% (平均數為
73~屆〉。女孩受試的 A 頓題答對百分率的中數也提高到80% (平均數為68%)

;B

類題的中數提高

到 74~屆(平均數為55~屆)。從圖 l 可以君出，男孩在增強階設第五天時，答對百分率已達 100 ~屆 R 女
孩則在第八天時方達 100~屆。隨後幾天成績雖然略有起伏，但到最後三天均能離持100% 的成績 .0
從「圖 2J 可以說明所謂「習得」現象:兩位受試在基準線階段裡運算

B 頓題的成績是 O 佑，

但增強因宗介入後，男孩受試於第一天就略加見效，其答對百分率提高到20~屆;從 0% 改變為20~話，
即為「習得 J B 顯減算題之運算技能，但尚未達到完全熟褲之地步。男孩到第八天時方達到 100% ，~

女孩的學習敷果較為輾慢，於增強因素介入後第六天，始自 O~屆提高到40% '第七天雖已達到 100 ~話
，但而後時而有所升降，要到第十一天後，方一直維持100% 的成績。
另就答對速率與答錯速率來說，兩位受試的誠算熟練程度亦均因增強因素的介入以及練習日數之

增加而有顯然的進步。從「表 2J 可以指出，男孩的 A 類「答對速率 J 確自每分鐘平均1.8題(基準

t 線階段)進步到每分鐘 6.4題，其平均進步率為 264% (中富貴為 290%)

247%

(中數則為250%)

女孩受試的平均進步率也達

，即自每分鐘平均答對 0.9題進步到每分鐘答對 3.1題。答錯遠率則均表示下

降。
B 額題的答對速率也均顯示進步。郎男孩自零題(基準線階陸)進步到每分鐘平均答對 3.7 題;

女孩也自零進步為 2.2題，進步率相當犬。(因除數是 o ，所以在表 2 上無法列示其進步率)。反過
來說，答錯速率則運漸降低到零。這種成績變化情形均可以從「圖 3J

、「圖 4J 的學習曲總上獲得

明晰的概念。
在增強階段裡，兩位受試者均分別獲得三項增強駒，顯得高興萬分。

開維持階段:當增強因素取消之後(即答對與否均不再給于增強物)

，兩位受試的滅算成績仍然

維持相當好的水準。男孩在 A 類題的答對百分率的平均數是97~屆 (Mdn=100)

,

B 顯題的平均數是

97~屆 (Mdn=100) ;女孩在 A 類題的答對百分率的平均數是99~屆 (Mdn=100) , B 顯題的平均數也
是99% (Mdn=100) 。
從運算熟練程度來說，兩位受試的成績也一直在進步。男弦的 A頓題的答對速率之平均數是 10.1

題 (Mdn=9.5題)， B 顯題的平均答對遠率則為8.8題 (Mdn=9.0 題) ;女孩的 A 額題平均答對速
率是 10.6 題 (Mdn= 1O.7) , B 頓題是 6.9 題 (Mdn=6.5) 。
自增強階投到維持階段的「成績改變率」雖然仍有進步，但其上升率似較趨於平穗，此點載可說
明，經由增強而習得之滅算技能，在停止增強誘因之錢，仍然會因僻習次數之增加而進步，唯其進步
。率則較接近於高原狀態。

男孩受試經由 10天的維持階鹿，而最後三天在 B 額題的「答對百分率」均達 100% '所以本項實
驗郎算成功而結束;女孩于也經由八天的維持階段，其中有七天的答對百分率均為 100~區，也算圓滿
結束本項實驗。

J 值一遍後，實驗者再前往做一次追聽研究，女孩子仍能誰持 100%之答對百分率，但男孩于則略
時處.92% (B 顯減算題)

，兩位受試在 A 顯減算題的答對百分率則一直維持 100% 。

.每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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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

根捧本實驗結果來說，增強因素不僅提高了兩位特殊學習缺陷見童的基本誠算技能 (A 頓題)

而且使他們「習得」倍位滅算技能扭頭題)。這一種實驗結果，不能完全支持 Smith
(1976) 的論點。因為 Smith

and

,

and Lovitt

Lovitt 的實驗結果是強調，增強誘因只能增進特殊學習缺陷兒童

運算技能的熱輯程度，並不能使受試「習得」新的運算技能。這一種實驗結果的差異，可能導因於受
試者的能力、學習材料的難易與順序的排列方式、增強誘因的強弱、實驗者與被試者之間的和諧關係

，以及對於「習得」新技能之界說與飼斷標準等要因之不同。車摘其要項研討如下:
第一:學習材料的難易層次與學習者能力之配合問題。根撐 Piaget

(1 952)

之研究，兒童的算

鋪設能與概念的發展是有一定的層次的。唯有先學會較基本的技能讀概念，方能進一步學習較高層次

的技能與概念。倘若實驗者所提供的運算題目的難度遠超過學習者的能力所及，則恐怕使用任何的增
強物'jýt教學方法都難於使學習者習得該項技能。數學本身就是一鬥智能 (intellectual skills) 的學習

層次(learning

hierarchy)

，布其嚴密的組融 (Gagne，

1970) 。新近已有若千學發間意

(1970) 的學習層次說，分別致力於重新建立各項算術技能或概念的學習層次 (Resnick ，

Kaplan, 1973; Novil1is,

Gagne

Wang,

&

1976) 。唯有學習材料剛好能配合兒童的算術技能與概念發展層次，訓練方

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教果。

在 Smith

and Lovitt

(1976) 的研究中，並未說明如何控制此一間題，所提供的運算題目可能

是見童的能力所不及的，所以增強誘因一直未發生教果。在本研究中，實驗者事前巴考慮到此一學習

14 ,

層次問題，所以特地選用 A 、 B 兩顯減算題。 A類是基本誠算題(如_.';)

B 類是更深一級的借位

藏算題(如一 2b 。如前所提及，根攝實驗前的一連串的預制工作得知，兩位受試均已學會最基本的

棋算技能，如一 1!-:等類題目。對B類誠算題則已有30%左右之正確程度。受試者要先完全勳轉 A
額題接方能進一步學習 B 顯題。也就是說，在學習材料的難易層次上， B 類題是正好高過 A 觀園一
級。因此，若完全精通 A 額題後，較有可能習侮 B 類題，尤其是在強烈的增強誘因，以及可能發生
類化的情境下(即 AB 兩類題排列在同一張作業卷于上，而且A 額題在前， B 顯題在後)

，學習 B

類自易見教(不管是經由類化作用而習得， J.真是學習者自動去請教別人而習得 B 額誡算技能〉。

反過來說，若是實驗者事先不加診斷學習者的誠算能力，也不分析學習材料的難易層次，而於本

實驗中選用更高層次的滅算題(如一;2識『iZ〉為B顯題，則對兩位特殊學習缺陷見童來說，增強誘
因的介入不僅無法增進他們的滅算技能(能力所不及)

，而且易使他們因無法獲得增強物而遭受更嚴

重挫折，無形中增加他們對數學之厭惡及恐懼心理。
從事教育工作，尤其特殊教育工作人員均應有一種共同認識:即在教室讀訓練情攬所訂定的教育

自攘攘行為目標，要先考慮到其可行性及真實性。不要逼迫見童去追求一時很難達到的教學目標。唯

有配合見章的現右經驗及能力而訂定的行為目標，方易促使兒童在缺樂氣氛下，努力去學習，再起由
點點滴滴的成功經驗，而使其學業行為獲得不斷的進步。

第二:有關「習得」的界說與判斷標準間題。根捧 Smith

and Lovitt

(1976) 的界說，蔚謂「

習得」是指原先不存在於受試者的知識寶庫 (repertory) 的知識試技能，經由學習而新獲得之慮。

Haring

(1975) 則界說為

r習得」是學習歷程的一個局面 (phase) ，經由此一局面而使學習者第

一次獲得作業所需的刺激與反應方式。習得階鹿的特徵是初期錯誤率較高，逐漸增加正確反應。是故
，若從上述界說來推斷，判斷「習得」與否的標準宜指學習者的答對百分率從 0% 轉變到「非零 %J

(not

09出〉

。若據用這種標準，則不僅 0% 的真實意義不易確定， "not

0%" 的範園也很不好種定

〈從~.1% 到 100%) 。若學本實驗中 B 頓誠算技能來說，在基準線階段兩位受試的答對百分率是 0 佑
，所以宜職者就斷定兩位見章完全不會 B 顯滅算技能。這一種論斷不一定完全合理。倒如 A 兒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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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三P 的 B 頓題而所寫出的答案是一 9 ， ].真是一 9; B 兒童的答察是一 9歲- 9 。若單從遺四個答案的
一千
7

最後反應結果*判斷(郎的、 43 、 31 、 47等) ，遺些答案都是全部錯誤的 .A B 見童的答對百分率應
該都是 O~區，但如果實驗者進一步去分析他們的演算盤程，可能就會發現 B 見童的誠算技能顯然比A

見童好。因為 B 見童已經具備借位的概念，只是一時疏愈E真是尚未完全了解借位後的處理問題。由
此而言 .AB 兩位見童的答對百分率都是 O~話，但兩位見童所習得之惜位概念，已經顯然有異(即 B
兒童優於 A 見童)

，一但加入增強誘因故其他教學因素，在預期中 B 見童的進步率當會比 A 見童

快。再說“not O~屆“的範圈，可自 0.1% 到 100%不等。因此在割斷「習得」現象已發生與否，要用

1 ~區的答對百分率，藏是 20%

'議是 50%等標準，實驗者事前似宜有所決定。這一點在 Smith

and

Lovitt 的實驗中並未安代清楚。
第三:增強誘因的強弱問題。增強誘因是本項實驗的自變因， A 與 B 頓滅算成績是依賽因。因

此，所選用的增強物是不是真正為見童所好，乃是決定實驗的關鍵。「何物」在「何種時機」對「何

種個體」的「何種行為」較易引起增強作用，乃是實驗者必須先加考慮的要件。在本實驗中所用的增
強物是臺灣製的小玩意見，對美國兒童來說，是相當新奇而具有引誘力。這一點可以從兩位見童第一

次君到遺些增強物所表現的行為，諸如驚奇的表情、玩弄不停，以及盤問這些增強韌的功用于以推斷

。同時也可以從見童的情緒反醒來，推斷這些增強韌的功殼。男孩受試在基準線階設常常埋怨說

他不會做還顯題，因為太難，他沒有學過......J

r

。所以一做到 B 顯題，他就說穿鉛筆說卷于，不能

專心作業。 A 頓題的成績也起伏不定，常憑其注意集中與否而異。進入增強階駝的前一天，實驗者畢
示各餐增強物，並且告訴他獲取這些增強韌的積分辦法時，他當場露出克滿希望的眼神，並表示顧賞、
-好好學會 B 顯減算法。果然在增強階駝的第一天，他就很努力去計算 B 額題，在 10 題中共算了 5 題

，結果算對一題。在計算過程中，明顯地表達巴具有「借位J 概念。實驗者很驚訝地問他說:
你還說不會算 B頓題，怎麼今天上午已經會做遣一類題目呢?

J

r前天

'他很得意地回答說「我昨天晚上在

家裡學習的」。說們會說異，為何一位滿 11 足歲(等於五、六年級)的見童一直未能在學絞捏，讀家
庭裡習得最簡單的借位滅法，而甜要等到遺個時候有了增強條件之後，韓表現正確的反應?還個正稽

的反應，不管是出自兒童的領悟，抑識別人之教導，總是增強條件所引出的結果，這一點是我們無法
否認的。女孩受試的增強教果絞痛鞍慢，到第六天給略加見斂，但其學習教果則較為平穩而持久。實
驗結束後，她曾給筆者一封信，感謝筆者送給她那些寶貴的禮物，艾使她學會做較難的誠法運算。

總之，兩位受試經過兩三年都還沒有學會之 B 顯瘋算技能，經過這一個月實驗期間，每天只花
費4 分鐘就習得，其功勞自應歸究於增強誘因。當然，教材之難易能適當配合見童之能力亦是本實驗
能獲得成功之一項要因。今後為了微有系統的算術教學，議是從事顛倒實驗，積極建立各項算術技能
說概念之學習層次，以及有赦的增強系統乃屬當前之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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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OTS OF REINFOROEMENT OONTIENGENOY
ON SUBTRAOTION PERFORMANOE IN LEARNING
DISABLED αIILDREN
YUNιHWA 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a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y (Chinese Toys) on
subtraction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proficiency and acquisition. An eleven year old boy
and a twelve year old gi r1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labeled learning disabled
and were unable to perform subtraction problems which required borrowing.
The experiment followed a multiple baseline design: the two subjects were given
the same experimental intervention sequentially. At the same time each day, the subjects
were allowed four minutes to work on a daily problem sheet: two minutes on Type A
problems and two minutes on Type B problems. Type A problems were subtraction faψ
14

(i.e.，一 8)'

The subjects had median score of about 30% correct for these problems

during the baseline phase. Type

B problems required borrowing

24

(i.e.，一 8)'

The subjects

scored 0% correct on these problems. When reinforcement was added, the subjects' scores
on both types of the problems gradually rose to 100% correct. The correct rate medians for
the su叮叮ts also increased markedly. When the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y was withdrawn,
both subjects maintained their high level of performance.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inforcement not only increased the chi!dren's computational proficiency, but also improved the children's computational acquisition and
accuracy. It suggests that reinforcement is a powerful educational strategy effective in
ωme situations if the learning objective adequately matches the childre的 a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