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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冒在說明自我監控策略如何運用於障礙學生的學業與行為問題。文中主要

分為四部分，首先介紹自我監控策略的意義及特色;其次探討自我監控策略在障礙

學生學業與行為問題運用的相關研究;接著呈現自我監控策略運用的步驛與原則;

最後並舉一個實例說明自我監控策略的運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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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present applications of self-monitoring strategy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who have academic and behavior problems. This article

included four parts. First, the author presented the definition and feature of

self-monitoring strategy. Second,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related research. Third, the

author presented steps and principles of self-monitoring strategy. Finally, the author

provided a case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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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Hughesf日Korinek (1991)在其文獻回顧的

研究中發現，自我監控(self-monitoring)策略是

最常被運用於實徵性研究的一種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策略。 Webber， Scheuermann,

McCallfOColeman (1993)在其回顧1980到 1991

年27篇使用自我監控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以下

簡稱障礙學生) (student with disabilities)的研

究發現，自我監控可很成功地被運用於不同

特殊教育情境以增進障礙學生的專注行為

(on-task behaviors) 、正向教室行為、社交技

巧及減少其不合宜行為。RankinfOReid (1995)

及Mathes和Bender (1997)發現自我監控很合

適學習障礙(learning disabilities, LD)學生，且

可幫助他們增加學業性的反應及專注行為，

並減少其干擾行為 (disruptive behavior) 。

Amato-Zech, Hoff幸日Doepke (2006) 、 O'Reilly，

Tiernan, Lacey, HilleryfOGardiner (2002)、 Reis

(2002)及SelznickfOSavage (2000)也支持自我

監控能有效地協助障礙學生自我行為的改變

與控制，提升其上課專心程度及學業表現，

增加合宜行為的出現及減少干擾行為的發

生。

由上述研究可知，自我監控在處理障礙

學生的學業與行為問題(academic and

behavior problems)已獲得實徵研究的支持。

本文嘗試將自我監控策略的意義與特色、在

學業與行為問題運用的相關研究及其重要的

處遇原則與步驟作一個整理與介紹，並舉一

實例說明其運用步驟，以提供教育相關人員

在處理障礙學生學業與行為問題時的參考。

貳、自我監控策略的意義及特色

自我監控策略常被歸類於自我管理或自

我調整 (self-regulation)或認知行為改變

(cognitive behavior modification)或後設認知

(metacognitive)策略的其中一種策略。目前尚

未有一致性定義，但許多學者的定義大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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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有一些共同之處。這些共同之處也成為

自我監控很重要的特色。以下擬對自我監控

的意義及特色做一個簡要說明。

-、自我監控策略的意義

O'Reilly等人(2002)曾定義自我監控或

自我記錄(self-recording)是一套教導學生去

區辨標的行為(targeted behaviors)並記錄該行

為在原先設定之時距(predetermined time

intervals)間出現或不出現次數的特別策略。

Kazdin (2001)認為自我監控是個體去評量

(assessing)和記錄(recording)其本身的行為，

且常被用作自我控制的技術。 NelsonfOHayes

(1 981)定義自我監控為個體對其標的行為有
否出現的自我評估，並記錄該事件有否出

現。 Yell ， RobinsonfODrasgow (2001)定義自我

監控即是教導個體去察覺其標的行為和記錄

該行為出現的次數，並認為如此即可有效改

善其行為。KerrfONelson (1998)曾對自我監控

下一個很簡單的定義:自我監控即是去記錄

自己的行為，藉此提升自己專注工作的時

間、學業的表現及合宜的社會互動。

KorotitschfO Nelson-Gray (1999)認為自我監

控即是自我觀察自己的想法、情緒與行為，

並把它們紀錄下來。

綜合上述學者看法，自我監控策略應可

定義為一種教導個體藉由自我觀察、自我評

量及自我記錄標的行為的出現或不出現次

數，進而改善標的行為，提升自我覺察和自

我控制能力的策略。

二、自我監控策略的特色

經由上述自我監控策略定義的探討及文

獻的閱讀，筆者嘗試歸納其特色如下:

(一)強調自我觀察和自我記錄

NelsonfOHayes (1 981)強調自我監控包

含兩個過程，一是自我記錄，男一是自我觀

察。 Stecker， Whinnery和Fuchs (1996)認為自

我觀察和自我記錄可以導致行為達到渴望的

轉變。國內學者洪儷瑜(1996) 引述Lloy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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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綜合37篇利用自我控制增進專注行為的實

徵研究，發現自我紀錄是發揮自我控制成效

的重要條件。 Reis (2002)主張自我監控涵括

自我記錄和自我評量(self-assessment)兩個部

份。有的學者直DO'Reilly等人(2002)將自我監

控與自我記錄視為同義詞，並且互用。有些

學者如DiGangi ， MaagfDRutherford (1991)及

Webber等人(1993)認為自我監控是一種資料

收集(data collection)和評量(assessment)的技

術。筆者認為自我記錄即是資料收集很重要的

方法之一。由此可見，自我觀察和自我記錄是

自我監控一個很重要的過程也是其特色。

(二)強調自我覺察和自我控制

自我監控很重視個體對其標的行為出現

與否的自我覺察。 Korotitsch和Nelson-Gray

(1999)主張自我覺察是自我監控的第一步。

Webber等人(1993)認為自我覺察可增進自我

控制力，也可導致行為的轉變。Snider (1 987)

指出大部分認知行為學派治療師相信自我覺

察在學習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可能導致

行為的改變。 Mathes 和 Bender (1997) 及

Swaggart (1 998)也認為自我覺察可讀個體更

有能力去了解他們是如何感覺、思考與行

為，同時也明瞭他們這些行為如何影響他們

的學業與社交情緒問題。Chien (2002)提出許

多認知行為學派學者認為當個體越能去覺察

其行為時，這份自我覺察可改變其行為，並

認為自我監控可提升個體的自我覺察能力，

並進而改善個體在學業及社會情緒行為的表

現。 Shapiro和Cole (1 999)及Yell等人(2001)主

張只要教導學生單純地去監控他們自己的行

為，即可能就可以有力地改變這些行為。為

何會如此? Webber等人(1993)認為因為內在

的評價(internal judgment)會去懲罰或增強這

些行為的改變。 Rachlin (1 984)則持另一個觀

點，認為是跟在這些行為之後的外在的結果

(external consequences)去影響行為的改變。

由上述學者觀點，可見自我監控可提升自我

覺察能力，並經由自我覺察，進而增進自我

控制能力。因此重視個體的自我覺察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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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能力，並嘗試教導個體提升此兩種能力

也是自我監控的特色之一。

(三)強調標的行為要界定清楚

標的行為即是教師、研究者或個體所欲

改變的行為，一定要定義清楚，個體才能有

效的監控、觀察或記錄。因此教師在使用自

我監控前，要與學生先經討論、澄清及界定

的過程，讓學生對其所欲改變及監控的標的

行為有清楚的了解。 Graham， Harris和 Reid

(1 992)曾主張標的行為不應只限於外顯行

為; Korotitsch和Nelson-Gray (1999)更進一步

建議，個體也可監控他們自己的行動

(actions) 、思想(thoughts)或感覺(feelings) 。筆

者覺得個體的情緒、念頭、自動化思考

(automatic thoughts) 、信念(beliefs) 、態度、

自我陳述(self-statement)等一些內隱行為都

可監控，但與外顯行為一樣，需先被定義清

楚以利個體自我監控。

(四)強調個體角色要主動投入

Prater, Joy, Chilman, Temple 和 Miller

(1 991)指出自我監控是一種能讓學生扮演主

動角色去注意他們的特殊行為。 Graham等人

(1 992)認為當自我監控強調個人對自己行為

的控制時，正好提供個體一個新的方式去思

考他們自己的行為。 Rankin和Reid (1 995)更

進一步指出，自我監控協助個體相信為了達

到目標，他們是能夠選擇及控制自己的行

為。 Hallahan ， Marshall和Lloyd (1 981)在其自

我記錄在團體教學的專論中建議讓學生在教

與學過程中成為一個主動學習者 (active

learners)，在這步驟程序中學生被教導去承擔

一個助理教師(co-teacher)或助理治療師

(co-therapist)的假定角色。由上述學者觀點，

可見自我監控或自我記錄很強調個體主動的

角色，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此策略很適合一些

飽經學業挫敗以致於變得很被動的障礙學

生，例如LD學生(Rankin &Reid, 1995) 。因為

障礙學生在使用自我監控策略時，是自己給

自己監控及打分數，自己與自己比較，不同

於以往傳統的學習方式，是由教師負責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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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價他們的學業和行為表現，同時他們也

經常處於與同儕比較及競爭的情境中。因此

使用自我監控策略較不易產生挫敗感，甚至

更易產生成就感，這份成就感將使障礙學生

的學習動機變得更強烈，學習態度也會變得

更主動。

參、自我監控策略在學業與行為

問題運用的相關研究

自我監控的運用很廣泛，以下簡要說明

其在障礙學生學業及行為問題運用的相關研

究:

一、自我監控在學業問題運用的相關研究

(一)專注行為方面

在國外研究文獻上，自我監控最常被運

用於改善障礙學生的專注行為(Reid ， 1996) 。

自我監控在增進各顯障礙學生的專注行為，

改善其專心程度，已獲得許多研究的支持。

例如在LD (Amato-Zech et 址， 2006; Blick &

Test, 1987; DiGangi et al., 1991; Hertz &

McLaughlin, 1990; Mammolenti, Vollmer, &

Smith, 2002; Mathes & Bender, 1997; Prater et

al., 1991; Rankin & Reid, 1995) 、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Haηis， Friedland仗， Saddler, Frizzel峙，

& Graham, 2005; Mathes & Bender, 1997;

Reis, 2002; Stahr, Cushing, Lane, & Fox,

2006) 、智能障礙(Crawl句， Lynch, & Vannest,

2006; Hughes & Boyle, 1991; Osborne,
Kosiewicz, Crumley, & Lee , 1987) 、情緒障礙

(Carr & Punzo, 1993; Crum, 2004; Dunlap et

al., 1995; Kern & Dunlap, 1994; Lam & Cole,

1994; Levendoski & Cartledge, 2000;

McLaughlin, Krappm妞， & Welsch, 1985) 、多

重障礙(Morrow， Burke, & Buell, 1985) 、自閉

症(Coyle & Cole, 2004) 、發展遲緩 (O'Reilly

et 此， 2002) 、腦傷(Selznick & Savage, 2000)

及面臨學校失敗危機學生方面(Pe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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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Salzberg, West, & Hill , 2006) 。

國內目前使用自我監控增進障礙學生專

注行為之實徵性研究並未如國外普遍。張美

華和簡瑞良 (2005 )曾結合自我監控、自我

教導和自我增強策略能有效提升國中LD學

生的專注行為。邱瑜萱 (2004 )運用自我監

控所設計的注意力訓練融入閱讀理解教學能

有效降低國小LD伴隨注意力缺陷學生的分

心行為。簡吟文和孟瑛如 (2009 )融入自我

教導與自我監控的注意力訓練對國小LD學

生在課堂學習時的專心注意行為有提升效

果。陳麗如 (2009 )運用自我管理策略的自

我監控能減少亞斯伯格症學童在課堂中的分

心行為。毛淑芬 (2009 )亦指出自我管理策

略(含自我監控)能改善國小ADHD不專注、

搶話與離座的行為問題。

(二)學業學習方面

在數學方面， Maag和Reid (1 993)用自我

監控提升 LD 學生之數學作業表現，

Shimabukuro, Prater, Jenkins和 Edelen-Smith

(1999)運用自我監控協助LD 、 ADHD及注意

力缺陷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DD)學

生提升了數學的表現。 Prater (1994)結合自我

教導及自我監控改善有學習及行為問題的學

生在數學方面的表現。 Montague (1992)使用

自我監控、自我教導及自我提間的後設認知

策略能改善LD學生的數學解題能力。江美娟

和周台傑 (2003 )、吳正憲 (2009 )、陳映雯

(2007)及賴珮靜 (2009)的後設認知策略

亦結合自我監控、自我教導與自我提間，增

進了LD學生的數學解題表現。余佩薇(2008 )

的自我監控圖示策略能提升國小LD兒童整

數乘除法文字題的答題正確率。涂瑞臻

(2006)運用直接教學模式並結合自我監控

能有效提升國小六年級數學低成就學生在四

則運算的正確率。

在語文方面， Harris , Graham, Reid,

McElroy班JHamby (1 994)的研究支持自我監

控可以改善LD學生的拼字和故事寫作表

現。 Shimabukuro等人( 1999) 的研究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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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監控在LD 、 ADD及ADHD學生的閱讀理

解和寫作方面程度的提升也甚有成效。呂美

娟( 1999) 利用基本字帶字教學法結合自我

監控，增進三位國小識字困難學生的識字學

習表現，並獲得立即及短期保留效果，但對

長期保留效果有不一致之情形。林素貞

(2002)利用自我督導(self-monitoring)能力

訓練，嘗試改進一位國小讀寫障礙學生在普

通班的學習行為，但可能因為訓練時間不足

及對象年齡太小，以致未能達到預期成效。

(三)作業表現方面

Trammel和 Schloss (1 994)的研究支持自

我監控可提升LD學生每天作業完成的數量。

早期KneedlerfOHallahan (1 981)曾對自我監控

在LD學生連用的研究做一番回顧分析，發現

自我記錄專注行為不僅可提升專注行為，也可

提高學業作業的完成量。Carr和 Punzo

(1 993) 、 Kern幸o Dunlap (1 994) 、 Lam和 Cole

(1 994)及Levendoski和Cartledge (2000)的研究

也發現自我監控提升了情緒障礙學生的學業

正確性(academic accuracy)及學業表現。

二、自我監控在行為問題運用的相關研究

(一)生氣及攻擊行為

單獨運用自我監控改善生氣或攻擊行為

的研究較少，大部分皆結合自我監控、自我

教導、鬆強技術或問題解決等策略，其所設

計而成的生氣控制訓練能有效改善LD

(Howells, Rogers, & Wilcock, 2000)及智能障

礙(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lD)(Taylor, Novaco,

Gillmer, Robertson, & Thorne, 2005)的生氣及

攻擊行為。國內學者亦結合自我監控及自我

教導策略，其所設計而成的CALM生氣控制

及COOL攻擊控制策略能改善國小LD學生的

生氣(張美華、簡瑞良， 2008) 及攻擊(張美

華、簡瑞良， 2009)行為。

上述所謂CALM策略是以CALM四個字

母分別代表此策略的四個步驟 'C是Cut; A

是Aware;L是Logic thinking; M是Monitor and

Move on 0 中文以「斷、覺、想、監」四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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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分別代表此策略的四個步驟， ，-斷」是斬斷

剛開始想生氣的念頭. ，-覺」是察覺引發事

件、想法及呼吸， ，-想」是想到後果及問自己

想法合理嗎? ，-監」是監控我的想法和前進。

COOL策略亦是以 COOL四個字母分別代表

此策略的四個步驟 'C是Cool down; a是

Observe breath ;另一個O是Other ways ; L是

Leave 。中文以「冷、觀、他、走」四字口訣

分別代表此策略的四步驟，，-冷」是冷靜!想

想後果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觀」是觀察自

己的呼吸及深呼吸;，-他」是他種解決生氣衝

突的方式. ，-走」是走離可能引發攻擊的情

境。

(二)不合宜社交行為

Reid, Trout和Schartz (2005)的後設分析

發現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策略(含自我監

控、自我監控加上增強、自我管理和自我增

強)對於ADHD學生不合宜行為的改善有其

成效。 Hogan和Prater (1 993)的研究發現自我

監控與自我教導合併使用可改善一位情緒障

礙學生情緒爆發(outburts)的行為反應。Moore，

Cartledge幸日Heckaman (1 995)發現自我監控能

有效協助情緒障礙學生表現更多合宜的社交

技巧及在上課中合宜的上課行為。 Stecker等

人(1996)發現自我監控也能幫助學生在教室

外的時間管理技巧提升。 Gumpel (2007)的研

究亦支持自我監控可提升部分障礙學生下課

時間的合適社交及遊戲技巧。

肆、自我監控策略在學業與行為

問題運用的步驟與原則

Mercer和Mercer (2005)曾提出教導自我

記錄有三個重要步驟。首先是提供基本理由

及觀念。rovide the rationale) :與學生討論選

擇需改變的行為和其需改變的原因及如何運

用自我記錄去改變這些標的行為。其次是教

師的演示及示範(demonstrate and model) :教

師先演示及示範自我記錄，而學生嘗試初步

練習，老師給予回饋，讓學生能確定知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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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最後是熟練及給予回饋(practice

with feedback) :剛開始教師在學生練習自我

記錄時，給予提示(prompts)及矯正的回饋

(corrective feedback) ，待學生熟練此策略時，

教師即減少提示和回饋。Yell等人(2001)主張

教導自我監控有五個步驟:一是選擇標的行

為，二是定義標的行為，三是監控標的行為，

四是評估進步情形，五是褪除自我監控。綜

合上述兩位學者觀點，筆者認為教導自我監

控策略應有下列七項重要步驟及原則:

一、先確立學生使用自我監控策略的意願

和承諾

自我監控的執行全賴學生的主動自我觀

察和記錄，若學生沒有意願，就無法正確及

有效地自我監控其標的行為。因此確立學生

有意顧及獲得學生承諾(commitment)應是教

導自我監控的第一項原則。

如何提升學生學習及運用自我監控的意

願?首先，教師能與學生一齊討論何種標的

行為對其生活、學業、人際或情緒等的負向

影響最深，其次，讓學生了解自我監控是一

種易行及有效能改變或控制其標的行為的策

略，鼓勵學生可嘗試學習。最後，讓學生能

先想像當使用自我監控之後，其標的行為改

善時，產生何種正向或美好的結果，以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

二、經由與學生討論，選擇並界定標的行為

教師主觀選取的標的行為，不見得能切

合學生的需求或贏得其認同。例如教師覺得

上課常出怪聲的干擾行為很迫切地需要改

善，因此將之列為標的行為，然而若學生一

點都不覺得他有出怪聾，或不覺得那是一種

怪聲，或不覺得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或

不覺得那聲音會干擾自己或別人，如此情

形，可想見憑教師主觀選取的標的行為，欲

使用自我監控嘗試去改變的成效是有限的。

但經由與學生討論的過程，學生對其標

的行為的負向影響有較深體會，也較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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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因此也較能負起自我責任去執行自我

監控而改變。此作法即是呼應對學生「增權

賦能 J (empowerment)的理念，透過學生的主

動參與、意願表達與溝通及自我決定或自我

選擇的過程，讓學生能更積極負起自我改變

的責任。

標的行為也須經由與學生討論，將之界

定清楚，如此在學生自我監控或自我觀察時

才不致於混淆。例如何謂不專注行為(ofιtask

behaviors) ，要與學生討論之後，詳細界定及

詳列出哪些是屬於不專注行為，如此學生才

能較正確的自我觀察及自我記錄。因此與學

生討論、選擇及界定標的行為即是教導自我

監控的第二項原則。

三、教師教導及示範如何運用自我監控策略

任何策略的學習，教師示範是一個很重

要步驟。教師透過放聲思考(thinking aloud)

及示範(modeling)的方式，有系統地教導學生

如何使用自我監控，例如教師示範如何自我

觀察及自我察覺標的行為是否出現，示範當

觀察到標的行為出現時，如何在自我監控表

劃記做記錄，如何統計標的行為出現次數，

如何評估自己進步的情形，如何反思自己標

的行為出現的影響及為何進步或沒進步的原

因等。因此教師的示範是教導自我監控的第

三項原則。

四、給予學生練習使用策略的機會，並給

予回饋

經示範後，教師應提供機會，引導學生

嘗試練習使用自我監控策略，並針對學生在

練習該策略時所遇到的問題或進步之處給予

合適的回饋，讓學生能更正確及有效地使用

策略。因此練習與回饋是教導自我監控的第

四項原則。

五、逐漸種除教師的提示協助，給予學生

能獨立練習及熟練的機會

為能增進學生獨立使用自我監控策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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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種學習環境中的能力。教師須逐漸褪除

提示及協助，讓學生能獨立使用該策略並熟

練該策略的各個步驟，使能類化到其他學習

環境。因此褪除提示及獨立練習是教導自我

監控的第五項原則。

六、教導學生如何自我監控自己在標的行

為改善進步的情形及反思進步或不進

步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響

教師教導學生如何統計標的行為出現的

次數，及如何與基線期(即未使用自我監控

之前的時期)或先前的標的行為出現次數做

比較，來監控自己的進步情形。基線期的標

的行為出現次數記錄，原則上由教師或研究

者或研究觀察者透過在班級內對該受試學生

實際觀察記錄而產生。另外，教師也應教導

學生如何對其進步情形或標的行為改善後所

形成的影響有一番省思。因此監控進步情形

及反思其影響是教導自我監控的第六項原

則。

七、教師給予學生鼓勵及增強

教師在最後階段，應針對學生在學習自

我監控過程中，整體進步的情形或肯學習及

用心的態度，給予鼓勵及增強。同時，在此

時也應教導學生如何自己鼓勵自己，讓自己

再接再厲地繼續進步。因此教師的鼓勵及增

強是教導自我監控的第七項原則。

伍、自我監控策略在特殊教育運

用的實例說明

自我監控在特殊教育的運用相當廣泛，

本文嘗試舉一LD學生，依據上述實施步驟及

原則，說明教師如何運用自我監控以改善其

不專注行為:

一、個案簡介

小明是一位國小六年級男生，在國小三

年級經鑑輔會鑑定為LD學生。智力正常，但

28

學業成績低落，目前國語及數學能力大約是

四年級程度，且接受資源班服務。出生於功

能較不健全的家庭，父母在小明四歲時離

異，目前與其父親及15歲的哥哥一起生活。

父親打零工，收入不穩定，家中經濟情況不

好，同時父親也有剛酒問題，對小明課業漠

不關心，有時會以打罵方式管教小明。

二、個案問題描述

雖然資源班教師已針對小明能力，在課

程內容與要求己調整到小明能力足以勝任的

程度，但小明上課依然極易分心，甚至對其

他同學產生干擾。

三、個案問題評估

資源班教師評估小明的不專注行為，有

可能來自於缺乏學習如何保持專注的策略，

經評估後發現，小明的不專注行為已嚴重影

響小明學習，甚至也干擾了教師的教學及其

他同學的上課。因此資源班教師決定採用認

知行為改變技術中的一種技術 自我監控來

改善小明分心的問題行為，並提升其專注行

為。

四、自我監控策略在專注行為的運用步輯

(一)獲得學生承諾

教師利用機會與小明聊天及討論，請小

明說一說上課不專注原因，了解小明的想法

與感覺。引導小明思索不專注行為對其學習

所產生的影響，並思索如能提升專注行為對

其學習有何好的影響。

介紹自我監控策略的意義與目的，鼓勵

小明可嘗試學習此策略來提升專注行為。當

小明表明願意學習此策略時，此時可使用「自

我契約」的技術，讓小明親筆寫下「我願意

學習自我監控策略來改變我的分心行為，提

升我的專注行為」的契約，並寫下日期，以

加重小明對學習此策略的決心和責任感，並

增進小明對其不專注行為的不良影響有更深

切的自我覺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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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界定標的行為

教師引導小明思考，哪些行為是屬於不

專注或分心行為?哪些行為是屬於專注行

為?經師生彼此互動討論，把專注行為的定

義及哪些行為是屬於專注行為將之詳細列

出，例如專注行為是指上課聽老師上課、眼

睛看著老師或看老師指定要看的課本或作

業、依照教師指示從事相關教學活動等。此

時教師須盡量聽取學生的意見與觀點，並建

立起對方對標的行為界定的共識。

(三)示範自我監控

教師示範如何在課堂上使用自我監控來

增進專注行為: (1)教師先示範上課之初拿出

自我監控記錄表(如圖 I )置於桌上。 (2)教

師運用放聲思考策略，示範告訴自己: '今天

上課我要專心，同時，我要觀察及記錄我上

課有否專心! J 0 (3)教師示範告訴自己: '我

要專心看老師，聽老師上課，依照老師指示

做活動 J 0 (4)教師示範自我監控自己的行為

有否專注: '我現在有專心嗎?如果有，在自

我監控表中之專注格內劃記 '/J' 如果沒有，

即在不專注格內劃記， / J '並告訴我自己，

不要灰心，繼續保持專注，我的專注行為會

慢慢進步! J

自我監控記錄表

專注(on-task) I 不專注(0ιtask)

圖 l 自我監控記錄表

(四)引導練習與回饋

教師引導小明模仿老師使用自我監控的

步驟，嘗試練習使用自我監控策略及自我監

控記錄表，觀察並記錄自己的專注行為或不

專注行為。在此過程中，小明亦使用放聲思

考策略，將內在的自我對話(self-talk)過程用

口說出來。同時，教師針對小明在練習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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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時的優、缺點提出回饋，讓小明更知道

如何有效使用自我監控來增進自己的專注行

為。

(五)褪除協助，獨立練習

當小明已逐漸熟練運用自我監控策略，

教師可逐漸褪除對小明的提示和協助，讓小

明能獨立練習自我監控。

(六)監控自我進步情形

教師教導小明如何統計自我監控表中標

的行為的出現次數，如何與基線期或先前階

段標的行為的出現次數做比較，來自我監控

自己進步的情形。另外也要引導小明思索，

他進步的原因及標的行為改善後，對其有何

正向影響。

(七)給予鼓勵與增強

針對小明在標的行為的改善及其顧意學

習和改變的態度，教師應對小明給予很高的

肯定與鼓勵!教師針對小明行為的改善之際

給予其合適的獎勵或增強，可讓小明有動機

持續使用自我監控策略改變自己的標的行

為。男外，教師也須教導小明如何自我鼓勵、

自我增強及自我肯定，讓小明也能學會靠自

己內在的增強和鼓勵，讓自己能更看重自己

及對自己更具信心，對改變自己更有動機。

陸、結語

自我監控是一個簡易可行的策略，很值

得教師學習及運用它來改善一些障礙學生的

問題行為。傳統的自我監控策略經常依賴外

在的提示例如聲音提示(audible cues)一電子

鍾的嗶聲或閃光，來提醒學生自我監控當下

的行為有否出現標的行為。有些學者例如

Amato-Zech等人 (2006 )認為自我監控策略

使用外在提示或訊號(external cue or signal)
提醒學生作自我監控，可能教室的教學環境

產生干擾或顯得很突兀(intrusive) ，並不見得

很實用，因此建議改採用一些較不突兀(less

intrusive)的提示，如一些屬於觸覺型的電子

傳呼器(electronic beeper) ，靠震動來提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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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Reid和Harris (1 993)也主張自我監控應盡

可能減少突兀為考量。

McLaughlin等人( 1985)的研究採用一

套沒有外在訊號或提示的自我監控程序，也

成功地改善了情緒障礙學生的專注行為和作

業的完成。國內學者張美華和簡瑞良(2005 )

的研究亦採用以自我監控表當作提醒學生做

自我監控的提示工具，以減少因用聲音或語

言或閃光等外在提示面對學生本身或其他學

生產生平擾的機會，其研究結果亦成功地改

善LD學生的專注行為。

由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與觀點，提醒嘗

試使用自我監控策略的教師應注意外在訊號

平擾的現象。或許，一種可提示學生自我監

控自己的標的行為，而卻又不會對學生或上

課教學產生平擾的提示系統，是值得教師用

心去思索和改進。

Rankin和Reid (1 995)的研究發現自我監

控在增進注意力方面是一個有效的策略，尤

其特別合適LD學生。 Reid (1996)的研究也發

現自我監控最常被運用於增進專注行為。反

觀國內自我監控的研究較多運用於提升學業

方面的表現，而相對運用自我監控改善障礙

學生的專注行為及社會情緒問題行為的研究

並未如國外普遍，此值得圍內學者及教育人

員再多耕耘，讓自我監控策略能普遍及有效

地被運用於改善各類障礙學生的學業和社會

情緒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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