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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障礙學生寫作教學成效之後設分析:
以單一受試實驗設計為例
陳 E章婷

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象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藉由後設分析法探討 13 篇 (N~ 40) 採取單一妥試實酸設計且以學習障

礙學生幸福研究對象之寫作教學研究成效﹒在文章品質方面，後御gPND 為 92.17% '而
維持後測 PND 為 89.14% ﹒在總字數分面，後測 PNDl有 74.58% '而雄持後祖gPND為
74.58% ﹒除此之外，本研究經 Kruskal- Willis 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後並未發視寫作
教學介入成效因為教育階段或介入方法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閻健詞:後設分析、單一受試研究法、寫作、學習障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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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70.1% 至 90% 屬於中效應量; PND 介於 50.1%

在現在社會中，書寫表達是生活中不可

至 70% 間屬於小效應量 ;PND小於 50%則表示

或缺的一部分。書寫表達能力是課業中重要

無效果 (Scruggs ，

的

Escob缸， 1986) 。

環，對於人際交往以及未來說業也深具

影響力。寫作表達能力十分重要，學習障礙
學生的表現卻往往落後許多同儕(楊坤堂，

2002

;葉靖雲， 2000)

。陳瑋婷 (2009 )曾

經整合國內數篇比較國中小學習障廠學生與

Mastropieri ,

Cook ,

&

還用於學習障礙學生之寫作教學策略
中，以採取過程取向的寫作認知策略較為廣
用。寫作認知策略包含自我調整寫作發展策略

普通學生寫作表現之研究報告並發現學習障

(Self-Regulation Strategy Development, SRSD)
(Harris & Graham , 1992) 、寫作認知策略教學

礙學生的寫作表現落後普通學生1.31 個標準

(Cognitive Strategy Instruction in Writing ,

差。除此之外， Graham , Harris與 Larsen

CSIW) (Englert & Raphael ,

(200 I)

1988) 、故事地圖

更指出學習障礙學生的寫作困難將隨著年紀

(Story Mapping) (Idol ,

而增大，甚至是維持到成年階段。考慮到學

(Concept Mapping) (Novak & Gowin , 1984)

生未來在生活上、學業或是未來就業上的需

等。國外陸續所實施的寫作教學成效後設分析

1987) 及概念構圖

求，如何減輕學習障礙學生的寫作困難且如

中， Gersten與Baker

何從以證摟為本位的實務中尋求適用於學習

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之實臣費研究並發現相較

障礙學生之寫作教學策略，實為當務之急。

於傳統寫作教學，寫作認知策略教學的成效顯

將多篇寫作教學成效進行系統化的整合

(200 I )彙整了 13 篇以學習

著更高(g ~0.8 I)。此外 Graham與H缸站 (2003)

有助於確認教學實藹轉換為學生寫作能力的

曾探討 SRSD對於學習障礙學生的教學成效，

情形(Graham &

Perin , 2007) 。為因應研究設

並從6篇以 3至8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之實驗研

計之不同，針對寫作教學研究進行後設分析

究中獲知 SRSD對文章品質得分之 d~ 1.1 4 。而

所登錄之效應量將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探

從 14篇以2 至8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之單一受

討兩組成效差異所實施的後設分析會以

試實驗設計研究所彙整之資料發現文章品質

Hedges' g或Glass' d代表效應暈值。 g的計算

後油UPND為 89% 、維持後測 PND 為 100% ;就

公式是將兩組的平均數差代表分子，且以兩

總字數而言，對學習障礙學生的後測 PND 為

組的合併標準差為分母，另則
d也是將兩組的

89% 、維持後測 PND為 100%

• Graham (2006)

平均數差代表分子，且以控制組的標準差代

則在探討 SRSD及其他寫作歷程教學對學習障

表分母。在E或晶甘解釋上，若其絕對值小於

擬學生的教學成效。從實驗研究的後設分析結

或等於 20表示有低效應量存在;若其絕對值

果可知 SRSD對學習障礙學生文章品質得分之

在 50左右表示具有中度效應量;若效應量的

d ~ 1. 03 ;此外，寫作教學介入對於國小與國

絕對值大於或等於 80 則代表具有高度效應

中學生的成效是相等的。就單一受試實驗設計

量 (Cohen， 1988)· 針對單一受試實驗設計所

文獻的後設分析結果上，

實施的後設分析會以測量項目之未重疊資料

生的文章品質後酒 UPND 為 78% '且維持後測

點百分比 (percentage

PND 為 100% 。就總字數而言，後測 PND 為

of nonoverlapping

data' 簡稱PND ， Scruggs , Mastropieri , & Casto ,

86%

SRSD 對學習障礙學

'且維持後測 PND 為 100%

•

Rogers 與

1987)代表效應置。其中處理期與基線期兩階

Graham (2008)所實施的後設分析涵蓋88篇採

段評量結果之 PND代表後測階段之效應量，

取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研究，研究對象包含學

維持期與基線期兩階段評量結果之PND則代

習障礙學生、 ADHD或其他類型身心障礙學

表維持後測階段之效應量。對於 PND 的解

生，所收錄之寫作教學介入方式則囊括10種

釋， PND大於 90%屬於大效應量; PND介於

類型。其結果發現計畫與擬草稿教學介入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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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品質後測 PND 為 99%' 而寫作前活動教學介

為研究對象，其中7位接受分享式閱讀教學，

入對文章品質之後測 PND孟晶 52% ﹒由於此繡後

另 7位則接受傳統寫作教學﹒在計算兩組別的

設分析涵蓋多種頭型身心障礙學生，故無從得

成效差距後，發現接受分享式閱讀教學的學

知各種介入運用於學習障礙學生之個別效果。

習障礙學生在各種評分項目均顯現進步情形

反觀園內則仍未實施以學習障礙學生為

較高的結果:在「兒童書寫語文測驗」的總

研究對象之寫作教學成效後設分析。為更進

字數方面. g~ 1. 22; 在總句數之g= 1.I 7; 在

一步了解此議題，本研究之目的有二:

平均每句字數之g =.4 6; ;在用字之g ~1.3 1

(一)瞭解寫作教學對學習障礙學生文
章品質得分之成斂。

;

在文意層次之g~.76 。另則在文章品質得分方
面，兩組成效差距之g~.75 。林玉真 (2008

(二)瞭解寫作教學對學習障礙學生總

)

則以國小四至六年級的24位學習障礙學生為

研究對象，其中 12位學生接受繪本融入限制

字數表現之成斂。

式寫作教學，而另 12位學生則未接受實驗處
理。在計算各項評分項目的效應量後，兩組

貳、研究方法

學生在兒童寫作能力測驗之g =1.3 4 、在文章

本研究自「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

「全圓特殊教育資訊網」、「中華民國期刊
論文索引影像系統」、

品質得分之 g =1.1 7 .且在寫作態度之 E

=1.5 4 .此表示接受繪本融入限制式寫作教學

rCEPS 中文電子期刊

之學習障礙學生，在各項寫作表現均有較顯

服發」及 rEdD Online教育論文線上資料庫」

著的進步。由於上述2篇實驗研究所運用教學

等資料庫中，搜尋至2010年 2 月底為止，以學

介入方式並不相岡、研究對象皆屬於小樣本

習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之寫作教學研究。本

且所測量寫作表現項目也不盡相同，本研究

研究所蒐集之研究報告，依下列標準進行納

並未將2篇實驗研究納入後續分析﹒

入分析與否之判定:
(一)研究報告需清楚詮明研究者、發

表年代及發表型態，且在探討中文寫作能力
之寫作教學研究﹒
(二)所採納研究之研究對象，必須為

就讀於圍中或國小階段學生之學習障礙學

在國內所實施的篇採取單一受試實驗設

計之文獻中，共有 2篇屬於 A-B-A-B實驗設計
(文敏桂.

2004

;韓志評 ·2004 )、 l 寫文獻

採取 A-B 實驗設計及 13 篇文獻採取 A-B-C 實
驗設計固本研究僅登錄採取 A-B 與 A-B-C 設計

之文獻以利計算後測 PND與維持後測 PND 。

生。以寫作困難學生或其他類型身心障礙學

只是 14篇文獻所測量之寫作表現不章相同，

生為研究對象之文獻則不予登錄。

以文章品質為依費項者有 10 德文獻、以總字

(三)若有研究同時以博碩士論文與期

刊專書論文兩種形式呈現，則選擇能提供最
完整效應量資訊之研究進行後設分析﹒
(四)所採納之研究報告必須以計算文

數為依費項者有 II 篇、以計查時間為依變項
者有 l 篇、以故事結構分析為依變項者有 2第
文獻、以相異字數為依變項有 2篇，而以策略
運用為依變項者有 I 篇。考量到各測量變項所

章晶質得分與總字數等評量項目為依費項。

累積之研究篇數及為與其他後設分析文獻進

且依實毆階段之不同，將個別登錄後測與維

行比較，本研究僅還定以文章品質與總字數

持後測之效應量值﹒

為依變項之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經排除王逸

本研究共收第 2 篇採取等組前後測實驗

芝 (200 7)僅以文章結構要素得分為依變項

設計之文獻及 16篇採取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

一篇文獻後，最終共有 13 篇文獻被收錄，其

文獻﹒採取實驗研究之2 篇文獻中，陳昭蓉

編碼結果如表 l 所示。

(2006 )以國小四年級的14位學習障礙學生
特殊教育拿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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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研究報告結碼結呆

研究者

(年伐)
歐息姆

研究對車年級

研究對

車人數

國小 5 年級

3

介入策略

SRSD

測量項目
文章品質

總字數

( 2003 )
李安妮

後測

國中 1 至 3 年級

6

( 2005 )

維持後測

目R1:t項目

PND
93.64%
92.5%

文章品質
總字數

SRSD取向之

文章品質

76.67%

文章品質

Easy Writer 寫

總字數

46.67%

總字數

PND
79.17%
62 .5%
66.67%
58.33%

作軟體

陳，t婷圈中 2 年級

3

費彩霞

國小 3 年級

3

100%

文章品質

文章品質

總字數

52.5%

總字數

88.89%
33.3%

SRSD

總字數

100%

總字數

100%

SRSD

文章品質

文章品質

100%
100%
100%

SRSD

( 2005 )
( 2005 )
陳瑋婷

國中 3 年級

總字數

( 2007 )
圈中 1 年級

4

3

心智圖法

文章品質

國小 5 年設

3

看圖作文教學

作文品質

ny

,Aany
呵，

國小高年級

nυ

總字數

%%%

AU'

%%%
llg
AUAυZJ

文章品質

AUnυ'F

CSIW

e只 看 貝

87.5%文章品質

品數品
章字章
文總文

3

國小高年組

( 2007 )
唐鈺雁

文章品質

A U '、d

張雅息

文章結構作文

教學

( 2007 )

總字數

t A σ。

陳唐君

100%

88.89%

( 2008 )
林哲永

吳佩穎

100%

文章品質

總字數

100%

總字數

100%
100%

國小 6年級

2

故事結構教學

總字數

1 1.1 1%

總字數

16.67%

圈中 2 、 3 年組

3

概念構圖

文章品質

95.24%

文章品質

總字數

95.24%

總字數

100%
88.89%
100%
100%

( 2009 )

(2 009 )
柯春榕

(2 009 )
陳主君、

國小高年級

3

SRSD

葉蜻雲

文章品質

總字數

100%

文章品質

87 .5%總字數

( 2009 )
陳泓芝

國小4 年設

3

SRSD結合同

總字數

70%

一

儕媒介

( 2009 )

表 1 呈現各篇研究報告的研究者、研究對

獻則分別運用文章結構作文教學、 CSIW 、心

象年級、研究對象人數、介入策略及有關文

智圖法、看團寫作教學、故事結構教學與概

章品質得分或總字數之後測PND或維持後測

念構圖等黨略﹒為利於比較國內與國外分別

PND

013篇文獻中，有3篇文獻(陳宜君、葉

揹雲，

2009

;陳瑋婷，

2005 '

2007) 厲於期

刊專書論文，其餘 10篇則厲於碩士論文。由

運用 SRSD策略之介入成效，本研究將使用
SRSD的7蠣文獻歸類為SRSD組，而另六篇文
獻則歸屬於其他黨略組。

研究對象所屬教育階段來看，共有 8篇文獻研

本研究以各文獻所提供文章品質或總字

究以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圈中學生為研

數等測量項目之未重疊資料點百分比代表介

究對象之報告則有 5篇。就介入策略而言，運

入效果效應量，並依據評量階段之不同分為

用 SRSD黨略內涵之研究共有7篇;其餘6篇文

後測 PND與維持後測PND兩種效應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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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期分佈範圍未與基線期分佈範圍重疊之資料點數

f望U~'JPND

x 100%

處理期總資料點數

維持期分佈範團未與基線期分佈範圍重疊之資料點數

x 100%

維持後酒 !PND=
維持期總資料點數

由於 PND 並不具抽樣分佈的特性 (Parker，

Hagan-Burke , & Vannest , 2007)

學習障礙學生之進步情況是否有所不同。

，故結果僅呈

現 PND的平均數、中位數與分佈範圍三個成
份。此外，本研究也參考Bellini， Peters , Benner
與 Hopf (2007)之做法，運用Kruskal-Willis單

參、結果與討論
-、文章品質之後設分析結果
有關文章品質之後設分析結果如表
2所

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考驗組別間之差異，藉
以了解不同教育階段學習障礙學生之寫作教

示，以下分別就整體、教育階段與介入方法

學介入成效有否差異，且接受不同介入方法

等方面加以說明

文章品質之後設分析結果

表2

後且'J

研究

第數人數
整體

維持後iJl!1

M

Mdn

Range

人數

。%-100%

32

10

32

92.17%

100%

5
5

15

96.92%

100% 8 1.2 5%-100% 15

17

87.98%

100%

。%-100%

17

16

90.06%
94.29%

100%

。%-100%

100%

500/..-100%

16
16

M

Mdn

89.14% 100%

Range
。耳← 100%

教育階段

1.國小

2. 園中

93.33% 100% 62 .5 0%-100%
的 43% 100%
。%-100%

介入方法

I. SRSD
2. 其他寫作策略

5
5

16

首先就整體文章品質得分而言，探討此

主題之原始研究報告共有10篇，且累積的研

8 1.5 1% 100%

。%-100%

96.76% 100% 85.71%-100%

且維持後測平均 PND為 85 .43% 。本研究接續

進行Kruskal-Willis單因子等級變異數分析考

究對象共有32 位學習障礙學生。在後測方

驗組別間之差異。結果發現文章品質後測之

面，文章品質後測的平均PND童話 92.17% '表

1(1)

示整體介入效果具有大效應量。在維持後測

= .02 (p> .05) ，而文章品質維持後測之
1(1) = .04 (p > .05) 。由此可見寫作教學介入

方面，平均PND為 89.14% '屬於中效應量。

運用於國小或圈中學習障礙學生時，對於文

教育階段變項則依摟研究對象所周教育

階段之不同，分別探討國小階段與國中階段

章品質所產生的效果相岡。

介入方法費項則依攘介入策略屬性之不

之個別效果。整合5篇 15位學習障礙學生的文

同，共區分為 SRSD與其他寫作策略兩個組

章品質得分後，得知國小學生的後測平均

別。在 SRSD 組方面﹒後測之平均 PND 為

PND 為 96.92% '維持後測的平均PND }，面

90.06%且維持後測之平均 PND為 8 1. 51% ﹒其

的 33% 。國中階段學習障礙學生的介入效果

他寫作策略組之後測平均 PND為 94.29%旦維

則彙整自 5 篇研究報告及 17位研究對象之得

持後測之平均 PND 為 96.76% 。之後以

分表現，結果得知後測平均PND為 87.98% '

Kruskal-Willis考驗不同介入方法對不同介入

椅 lie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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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所產生之教學成效差距後發現文章品質

後測之/(\) ~ .00 (p > .05) .而文章品質維持

二、總字數之後設分析結果
有關總字數之後設分析結果如表
3所

後測之/(\) = 1. 65 (p> .05) 。由此可見SRSD

示，以下分別就整體、教育階段與介入方法

與其他寫作策略對於學習障礙學生文章品質

等方面加以說明

的後測與維持後測表現產生了相同的效果。
總字數之後設分析結果

表3

整體

維持後測

後測

研究

1直數

人數

11

33

M
Mdn
74.58% 87.50%

6
5

20
13

的 57%

7
4

22
II

7 1. 65%
80 .4 3%

Range

人數

00/.....100%

95%
80%
100%
100%

30

M御
M
74.58% 100%

Range
00/.....100%

0%-100%
0%-100%

17
13

的 58%

100%
62.82% 100%

0%-100%
0%-100%

O~← 100%

19

0%-100%

O~← 100%

11

70 .3 9% 100%
8 1. 82% 100%

教育階段

l 圈，1、
2 圈中

8 1.74%

介入方法

I. SRSD
2. 其他寫作策略

在彙整 II 篇實證研究報告之結果後.

33

位學習障礙學生在總字數的後測平均
PND為

74.58%

0年;"""100%

可見 SRSD 與其他寫作策略對於學習障礙學生
在總字數表現上的效果是相同的。

'而 30位學習障礙學生的維持後測平

均PND為 74.58% '皆屬於中效應量.
在教育階段變項方面，國小組的後測平

三、討論

本研究藉由後設分析方式整合國內的篇

均 PND 為 8 1.74% 且維持後測的平均PND 誨

以學習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且採取單一受試

的 58% 。國中組的介入效果彙整自5篇研究報

實驗設計之寫作教學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寫

告及 13位研究對象之總字數表現，其後測平

作教學介入對文章品質得分及總字數具有中

均 PND 為 63.57% 且維持後測平均 PND 為

度至高度效果。在教育階段變項的探討上，

62.82% 。經以Kruskal-Willis考驗寫作教學介

本研究發現寫作教學介入對於國小與國中學

入對國小與國中學生在總字數之教學成效差

習障礙學生的介入效果是相等的，此結果與

距後，發現後翻之/(\) = 2.24 (p > .05) .而維

Graham

持後測之/(1)

.05) 。由此可見寫作

法變項的探討上'SRSD組在文章品質與總字

教學介入對於國中小學生所產生的效果並沒

數的後測及維持後酒
J 產生中至大效應景，此

有顯著差異。

結果與 Graham 和 Harris (2003) 及 Graham

= 1.96 (p >

就介入方法變項方面. SRSD策略之後測

(2006)的研究發現一致。而在介入方

(2006)指出 SRSD的教學效果不盡相同。形成

平均 PND為 7 1.65%且維持後測之平均 PND 為

差異的原因可能在於國內的寫作研究係針對

70.39% 。其他寫作策略組之後測平均PND誨

中文系統的特性及使用中文系統學習障礙學

的.4 3%且維持後測之平均PND為 8 1. 82% 。為

生的寫作特徵設計教學內容﹒另貝
USRSD與其

考驗不同介入方法對學習障礙學生所產生之

他寫作策略對學習障礙學生在文章品質與總

教學成效差異程度，本研究經Kruskal- Willis

字數的教學成效是相等的。此意味
SRSD與文

考驗後發現總字數後測之t(l)~ 1. 77 (p > .05) •

章結構作文教學、CSIW 、心智圖法、看圖寫

而總字數維持後測之的 1)~.48(p > .05) 。由此

作教學、故事結構教學與概念構圖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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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有助於學習障礙學生寫作表現的有效教

性團體且多零散分布於不同學校，採行單一

學策略。

受試實驗設計是國內較常使用的研究方法。

在考量所蒐尋文獻之特性後，本研究僅登錄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 13 篇實證研究報之彙整結果
提出以下研究結論:

選用 A-B 設計與 A-B-C 設計的軍一受試設計

研究進行後設分析。為獲取更大量有關學習
障礙學生寫作能力之資訊，建議未來應持續
累積相關主題研究，也可採取不等組前後測
設計或其他類型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以使學

-、結論

習障礙學生寫作表現之相關文獻更為充沛。

(一)就整體而言，寫作介入教學對學

2.本研究所蒐集研究報告涵蓋 SRSD 、文

習障礙學生在文章品質之後測具有大效應

章結構作文教學、 CSIW 、心智圖法、故事結

量，對維持後測具有中效應量。寫作介入教

構教學、概念構圖與看國寫作等教學策略。

學對學習障礙學生在總字數之後illU及維持後

寫作教學介入方案尚有創造思考寫作教學、

測則產生中度效果。

繪本融入寫作、文字輸入融入寫作等形式，

(二)就教育階段變項上，本研究發現

皆為未來研究可陸續探討的主題。

寫作介入教學對於國小學習障礙學生與國中
學習障礙學生的文章品質與總字數所產生的
教學效果是相同的。

(三)就介入方法變項上 'SRSD與其他
寫作策略對於學習障礙學生在文章品質與總

字數表現上的教學成效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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