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 

 

 

圖片中介訓練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 

拼音打字之行動研究 

An Action Research on Using Picture-mediator to 

Train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Typing for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指導教授：王華沛、吳亭芳 博士 

研究生：王笠如 撰 

 

 

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誌謝 

終於…要畢業了！ 

終於…能交出這本又愛又恨的論文了！ 

終於…可以揮揮衣袖，不用再背著厚重的背包、拖著沈重的腳步以及抱

著凝重的心情走出博愛樓了！ 
 

能夠順利的寫完本論文，真的是得之於人者太多！ 
 

本論文得以付梓，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王華沛老師在我撰寫論文過

程中的支持與鼓勵，每每與老師面談過後，總能讓我更清楚自己在研究

上的盲點與不足進而釐清研究背後的思緒，更謝謝老師給予我充分的自

由與研究空間，讓我能朝自己有興趣的主題持續邁進地研究；再者，要

感謝共同指導教授吳亭芳老師，在公務繁忙之際的撥冗指導，謝謝老師

在我寫作困頓時的指點迷津，並逐一地替我審視論文的脈絡，因為有老

師對本論文的細心審閱與指正，才能讓我順利地完成本論文。 

在論文口試期間，承蒙張正芬老師及蔡克容老師擔任口試委員，感

謝正芬老師不時地給予我溫暖的加油打氣以及對本論文的肯定與諸多寶

貴建議，讓本論文更臻於完善；感謝蔡老師對於本研究的價值與觀念的

澄清，著實讓我受益良多！ 

在論文研究期間，謝謝批踢踢讓我順利徵得研究對象，在此要特別

感謝佳蓁老師、慧喜學姐大方地提供學生讓我研究，並在研究介入期間

不勝其煩的讓我「每天」到貴校報到，且對我甚是照顧與支持，真的好

感謝妳們！感謝 229 研究室的大家，因為有你們的陪伴，讓我寫作愈發

左右逢源！謝謝時常一起打拼到半夜才偕同離開研究室的家齊，每當我

寫作遇到瓶頸時，與你深聊之後，總能茅塞頓開；謝謝超帥氣的統計大

師漢岳，因為有你的開導，我論文「量」的部分，才得以明朗；謝謝型

男英文大師進明學長一一地幫助我擬定、審閱論文的英文題目；謝謝慧

喜學姐，和你聊天就是舒壓，我們永遠有說不完的話和八卦；謝謝專業



 

 

翻譯 Irene 姊姊熱心的協助我完成超棒的英文摘要；謝謝明媛學姐在我

焦頭爛額尋找研究對象時的提攜並提供我研究方法的參考；謝謝宛霖、

沛寰、琇晴、敏郁義氣相挺的幫助我論文（計畫）口試的工作事宜；謝

謝天兵美瑤，只要有妳在，研究室就歡笑聲不斷，聽著妳的糗翻天事蹟，

我永遠會覺得自己前途一片光明；謝謝思慧學姐，總是不吝地提供研究

所修課的應對進退撇步，與學姐的閒談總能有滿滿的收穫；謝謝研究室

小秘書蟬蔓，不管何時，你都能理性的開解愛糾結的我的任何疑難雜症！

謝謝你們，有你們真好！ 

感謝錦興國小同事們的勉勵與關懷，謝謝校長李明宗如慈父般不時

對我論文進度的關切與鼓勵，特別感謝特教班的好搭檔倩瑩，謝謝妳在

我從南崁奔波到台北修課期間的大力相挺，班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你總是

一肩扛下，以讓我無後顧之憂的熬過研究所的課業轟炸，也謝謝妳常充

當我的垃圾桶聽我抱怨、碎碎念，真的好謝謝妳！ 

最後，最感謝我摯愛的家人，在我讀研究所的期間裡，除了給予我

精神上的有力支持外，還忍受我不時的壞脾氣和暴躁易怒；謝謝雅鈴的

公公陳學茂親家大方的出借我超專業的攝影器材；最最感謝我最親愛的

準老公陳保中，謝謝你一路以來的相陪，陪著我度過研究所的一切喜怒

哀樂，包容我的瘋狂、任性與歇斯底里，更在我留職停薪的一年裡，做

我最有力的靠山，讓我能無所顧慮地享受著一年的學生生涯，謝謝你對

我的照顧與疼愛！謝謝你們，我最愛的家人！ 

回首這些年的研究生生涯裡，要感謝的人實在是太多了，恕我疏忽

無法一一羅列提及於此，僅以本論文獻給我所敬愛的師長、親友以及所

有幫助過我的人，謝謝您們成就了本論文，笠如合十感謝、感恩您們！

願您們永遠平安、喜樂、福運滿滿！ 

 

笠如 謹誌  

一○三年三月于師大博愛樓 



 

 

 
I 

中文摘要 

低口語自閉症者因語言能力的限制，常讓人覺得如遙遠星球的人般

難以瞭解，藉由擴大性及替代性溝通系統的使用，能繞過低口語自閉症

者受限的溝通能力，使其獲得與他人溝通的管道。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

圖片中介訓練之教學方案，對於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使用高科技 iPad

進行拼音打字溝通之可行性及成效。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三位從未接觸過注音符號的低口語自閉症學

生，研究者採行動研究法之教學介入，歷經觀察準備階段、行動實施階

段與分析彙整階段，並以「圖片中介訓練」作為引導拼音打字的教學框

架，而研究者於教學過程中視研究對象的學習進展或困境修正方案之內

容。研究者為研究工具，同時擔任教學執行者、觀察者與分享者的角色；

協同參與者為三位研究對象之導師，輔以質性與量化資料之蒐集與檢證

分析。 
 

本研究透過行動研究之循環修正歷程後，有以下結果發現： 

1. 本研究藉由同時呈現圖像、文字注音的溝通符號圖片，逐步地褪除至

以文字注音為主的溝通符號圖片之教學策略，並以重複練習的訓練方

式的圖片中介訓練方案，能引導三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使用 iPad 進

行拼音打字的溝通。 

2. 三位研究對象均能使用 iPad 獨立地拼打出所教過的目標詞彙，且均

能使用 iPad 進行要求偏好物的拼音打字溝通；其中一位能拼打出要

求偏好物的單詞名稱，另兩位能夠拼打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 

3. 三位研究對象之導師均對學生在拼音打字的表現給予肯定。 

4. 低口語自閉症學生在進行拼音打字的學習時，需具備良好的聽覺理解

力、配對能力、選擇能力以及學習主動性。 

5. 由於 iPad 具有語言輸出及回饋的功能，故低口語自閉症學生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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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學習拼音打字的過程中，將有助於口語語言的提昇。 
 

結論：圖片中介訓練是使用低科技之逐步褪除溝通圖卡並配合高科

技 iPad 作為拼音打字的溝通板面及語音產生裝置的功能，能將低口語自

閉症學生的拼音打字能力引導出來，可作為教師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之

溝通訓練教學的參考。 

 

關鍵詞：擴大性及替代性溝通系統、圖片中介、iPad、拼音打字、低口

語自閉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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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are difficult to be understood due to 

their limited linguistic ability; however, AAC could bypass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s low linguistic capacity and let them have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picture-mediator to train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to type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on an iPad.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research are three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who never learned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action study with those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phases: 

observation-preparation, action-implementation, and analysis-collation. In 

addition, “picture-mediator” was introduced by researcher to teach those 

students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typing. The research also constantly 

adjusted the program based on the participants’ respons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s: 

1. Three participants learned how to type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on an 

iPad after trained with picture fading strategy and with their own practice 

repeatedly. 

2. Three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type targeted vocabularies on an iPad 

independently and then typed their favorite items'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on an iPad as requested by their instructors. 

3. Each participant’s own teacher recognized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 on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typing.  

4.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need to possess good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matching ability, choice ability and learning 

initiative before participate in learning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ty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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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will improve their spoken language with 

iPad’s voice output and feedback function.  

 

In conclusion,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could develop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typing skill with picture-mediator which use low 

technology’s picture fading and iPad’s high technology as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typing tools. Those tools could serve as reference for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during communication training. 

 

Keywords: AAC, picture-mediator, iPad,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 typing, 

low verbal students with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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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溝通是群居生活的人類必備的能力，人們常藉由說話、文字、肢體

動作等方式接收與傳遞訊息，倘若個體無法透過適當的溝通方式與他人

進行訊息的交換時，就會產生溝通障礙（林寶貴，2004）。 
 

自閉症者因神經心理功能發展異常，致使其在溝通能力、社會互動

能力以及行為和興趣方面產生障礙或異於常人，其中，溝通能力的缺陷

是自閉症者在兒童期早期出現率最高的障礙，且約有 50﹪的自閉症兒童

沒有表達性語言；即使具有口語能力的自閉症兒童，也常會出現語言發

展遲緩、語法錯誤或語用異常等的語言溝通障礙（宋維村，2000）。不僅

如此，自閉症者的語言溝通障礙，亦常會影響到其人際關係的發展，甚

至會因無法與他人順利溝通，而有攻擊、自傷或固著等行為問題的發生。 
 

研究顯示，約半數的自閉症者無口語溝通能力（宋維村，2000；Bryson, 

1996；Lord & Paul, 1997；Lord & McGee, 2001；Peeters & Gillberg, 1999），

而這些無口語能力的自閉症者因語言能力的限制，常讓人覺得如遙遠星

球的人般難以瞭解，有些甚至被合併診斷為智能亦有缺陷。然而，近二

十年來，興起於歐美的輔助溝通系統（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讓這些自閉症者能藉由 AAC 的使用繞過其受限

的溝通能力，獲得與他人溝通的管道。在 AAC 中，最廣被使用的為價格

低廉、製作簡易的低科技溝通輔具－圖片兌換溝通系統（PECS）；而高

科技溝通輔具因具有語音輸出的回饋功能，也常作為自閉症者在溝通上

的輔具。 
 

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在 2009 年，舉辦一場國際自閉症機構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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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奇蹟的孩子－波西亞艾佛森：探索自閉症者的內心世界」，邀請到

《奇蹟的孩子》一書之作者，同時亦是自閉症孩童之家長－波西亞艾佛

森（Portia Iversen），其所創建的「立即治癒自閉症」（Cure Autism Now, 

CAN）基金會，使用獨特的溝通教學策略，教導許多因無口語而被禁錮

想法、需求的自閉症者，藉由指認字母板或拼音打字的方式，傳達隱藏

內心的聲音，自此，便開啟了自閉症者對外溝通的另一道曙光。 
 

研究者在兩年前因緣際會從家長團體中得知自閉症者拼音打字這項

溝通訓練，在期間也陸陸續續的參與坊間多場的研習、演講與研討會；

真實案例的分享，親眼見證無口語自閉症孩童獨立地使用電腦鍵盤打字

與我們進行溝通對話，這些經驗再再都衝擊著研究者以往對於無口語自

閉症孩童只能活在自己無聲語言空間裡的謬誤思維。 
 

無口語自閉症能透過拼音打字的方式表達自我，讓我們驚覺到無口

語自閉症並不等於無想法、無能力甚至是智能低弱，他們所欠缺的只是

一項能讓他們訴說內心想法的溝通管道。Schuler 與 Baidwin（1981）指

出：「替代性無口語溝通系統已逐漸的應用在語言缺陷的個案上，其需要

考慮到的是所使用的替代性溝通系統對於自閉症個體是否是『有希望的』

以及『最為適用的』。」研究者身為教師，曾思索著如何對無口語自閉症

學生進行溝通訓練，但最終往往也僅會選擇使用最簡便的 PECS 進行教

學，而學生也僅能習得使用 PECS 與他人進行「要求式」的溝通，而這

些要求式的溝通，也僅止於 PECS 溝通簿上所存有的圖卡；然而，對於

無口語自閉症學生內心的真正需求，可說無從得知。曾經，我對著不斷

地反覆摳書、翻書的無口語自閉症學生說：「如果我能知道你在想什麼，

那該有多好！」由於有著想要瞭解無口語自閉症者內心想法的衝動，再

加上真實案例的鼓舞，讓我燃起了對自己任教的無口語自閉症學生—小

玉（化名）進行拼音打字訓練的動力。 
 

小玉是就讀特教班五年級重度多重障礙（自閉症重度+智能障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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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女生，完全無口語，但擁有視聽覺的優勢、拼圖天賦以及嚴重的

固著行為—摳書、轉手。研究者匯集數場研習的經驗，以小玉操作地非

常熟稔的 PECS 來引導其拼音打字，在一週一次，每次約半小時的課程，

經歷約四個月的教學後，成功引導小玉使用純鍵盤（沒有插上電腦的鍵

盤）拼音打字，引導方式也從扶手腕引導褪除至獨立拼音打字，甚至連

小玉的爸爸也能透過扶手肘的引導方式與小玉進行簡單的溝通，小玉有

如此大的進展對研究者來說是莫大的激勵！ 
 

由於純鍵盤需要倚賴溝通對象將溝通者所拼打的注音符號拼讀出

來，故溝通對象需格外的專注於溝通者在純鍵盤打字的過程；相對的，

溝通者也必須依靠溝通對象的陪伴才能達到溝通的目的，溝通者與溝通

對象如此的高度依賴性，就在以 Apple iPad 為語音產生器的注音符號應

用程式「有聲注音溝通板」被開發出來後得以解決！ 
 

Apple iPad 不僅能做為小玉打字時的語音產生器，與 Apple iPad 搭

配使用的 APP（application，APP）應用程式或軟體又能提供小玉課後的

休閒娛樂，使得小玉對於使用 Apple iPad「有聲注音溝通板」打字變得

更為積極；此外，研究者也將自身引導小玉打字的方法分享給熟識的教

師夥伴，教師夥伴對其自身的低口語自閉症學生進行拼音打字的訓練亦

有所成效，如此的狀況，引起了研究者想要瞭解透過圖片中介訓練的介

入，對於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的效果究竟如何？ 
 

目前國內大部分針對自閉症溝通的研究所使用的語音產生器多以語

音輸出溝通裝置（voice output communicated aid，簡稱 VOCA）或語音產

生裝置（speech generating devices，簡稱 SGD）為主，尚無以 Apple iPad

為語音產生器的研究；而國外對於自閉症使用 iPod Touch 或 Apple iPad

作為語音產生器的教學介入研究皆指出，使用系統性的教學過程搭配

iPod Touch 或 iPad 作為 SGD 的科技，能使有限口語的學生從中參與進而

受益（Achmadi, Kagohara et al., 2012；Flores, Musgrove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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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gohara1, van der Meer et al., 2010；Kagohara,van der Meer et al., 2012；

van der Meer, Kagohara et al., 2011）。 
 

基於上述文獻及實務經驗，本研究擬透過自閉症學生喜愛的偏好

物，以圖像配合文字注音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學生在 iPad 的注音符號

應用程式「有聲注音溝通板」練習偏好物的拼音打字，並逐步褪除圖片

上的圖像提示，期望自閉症學生能藉由如此的圖片中介訓練，以 iPad 拼

音打字的方式來要求偏好物；此外，在教學過程中將視學生的進展，漸

次地擴展學生拼音打字的詞彙量，將從拼打偏好物單詞進階至拼打完整

的要求偏好物語句，介入方案的內容端視學生在學習進程中的表現修改

調整。 
 

本研究對象為兩名就讀於台北市某公立國中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及一

名就讀於台北市某公立國小集中式特教班學生，由於自閉症為高異質性

的個體，三名學生在障礙程度、認知能力、口語能力、家庭狀況、介入

前背景皆有所差異，故在研究介入的過程中，不免會遭遇到問題或困境，

因此需要有彈性的調整或修正介入方案，而行動研究的過程即是從不斷

地反省、修正、再行動的循環歷程中，尋找出最適合研究對象的介入方

案，因此本研究擬採取行動研究方式，試圖發展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

打字之有效訓練方案。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綜合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圖片中介訓練對

於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之成效。 
 

本研究擬透過行動研究方法，以瞭解介入歷程中可能遭遇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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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研究過程中，針對研究對象介入情形不斷地修正歷程與反思，以瞭

解採用圖片中介訓練的教學介入對於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之

可行性。 

依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透過行動研究之執行與修正，採用圖片中介訓練的教學介入，引導

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的狀況？ 

（一）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於介入前的觀察互動期之表現為何？ 

（二）介入方案內容的規劃與執行情況為何？ 

（三）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於方案介入後之表現為何？ 
 

二、教師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接受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成效意

見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低口語自閉症學生 

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3）第十二條，特殊教

育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自閉症，係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

通、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

有顯著困難者。前項所定自閉症，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本研究所稱之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係指： 

一、經由公私立醫院或鑑輔會鑑定為自閉症，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其

障礙類別為自閉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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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具口語能力，或口語能力僅限於少數單字者。 

三、能使用簡單的圖卡溝通或具有配對能力者。 

四、取得家長同意書。 

 

貳、圖片中介訓練 

本研究所指的圖片中介訓練，是一種藉由同時呈現圖像、文字注音

的溝通符號圖片逐步褪除至以文字注音為主的溝通符號圖片之教學策

略，並以重覆練習的訓練方式引導研究對象拼音打字。 
 

褪除策略原則，是指在教學中為使學生達到目標行為，將引起目標

行為的中介刺激予以逐漸褪除，而將目標刺激逐漸的增強，使學習者在

此歷程中，習得目標之策略（林雲龍、李天佑、陳明聰，2002）。本研究

所使用的褪除策略是指，利用與目標注音詞彙相關的圖片，同時呈現照

片、文字注音，在訓練歷程中將照片的尺寸由大到小，顏色由彩色刷

淡灰階黑白漸次調整；而文字注音部份，逐漸增大，透過逐步褪除

照片的方式，使研究對象將注意力由照片漸漸地轉移至欲學習打字的目

標注音詞彙上，直至最後完全褪除圖片提示。 

 

參、拼音打字 

本研究所指的拼音打字為使用 Apple iPad 作為溝通輔具，並配合下

載應用程式「有聲注音溝通板」作為引導自閉症學生注音符號拼音打字

的溝通介面以及 SGD 之語音輸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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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圖片中介訓練，對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

之成效。本章共三節，第一節探討自閉症的溝通；第二節介紹輔助溝通

系統的理論以及與本研究相關的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的相關研究；第三節

則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溝通策略及輔具進行探討。 

 

第一節  自閉症的溝通 

壹、自閉症的定義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的《精

神疾患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 DSM-V)（APA, 2013）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出版的《國際疾病和相關健康問題

統計分類第十版》（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
th

 Revision, ICD-10）(WHO, 1992；1993)，

此兩套診斷標準將自閉症的主要症狀分類為下列兩大特徵：  

（一）社交互動及溝通缺損。 

（二）侷限重複行為及興趣方面的症狀 
 

此外，依據我國教育部（2013）「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

法」，所謂自閉症係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

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其

鑑定基準有二項： 

（一） 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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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定義可知，自閉症係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所造成的普遍性

發展障礙，其主要的身心特質包括語言溝通障礙、社會互動缺陷、行為

興趣偏異等。以下將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對自閉

症學生的鑑定基準：1.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2.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

行為模式及興趣，將自閉症的障礙能力分做兩部分探討之。 

一、溝通及社會互動能力 

自閉症者的語言和溝通缺陷是多數家長最先發現自己孩子的發展與

一般孩童有異之處。在臨床上自閉症兒童第一次被父母親帶至醫院檢

查，多半亦是因為語言發展遲緩的問題（De Giacomo & Fombonne, 

1998）。藍瑋琛（2010）指出，相較於自閉症者在社會互動異常及固著、

特異行為等核心症狀，語言發展缺陷是最多家長在自閉症者一歲前即覺

察到的症狀，且常持續於二歲左右仍相當關注其孩子的語言發展。 
 

此外，自閉症者的語言和溝通能力與同年齡的兒童相較之下，大多

顯得較為遲緩或異常。宋維村（2000）在學齡前自閉症兒童的研究中發

現，雖然有八成以上的兒童可以經過矯治而發展出簡單的語言，但在青

少年及成人自閉症者的追蹤結果卻發現有一半以上沒有語言溝通能力或

無完善溝通能力的口語。其他研究亦指出，約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

自閉症在學前階段無法發展出口語能力，或終其一生沒有口語能力（宋

維村，2000；Bryson, 1996；Lord & McGee, 2001；Lord & Paul, 1997）。 
 

然而，在社會互動能力方面，自閉症者呈現「質」的異常，主要特

徵包括缺乏依附行為、無法區分親人與陌生人的差別、迴避與人的視線

接觸、不會表達同情心或同理心、缺乏人際社交能力等，皆是影響其在

人際關係互動困難的原因（宋維村，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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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自閉症者和一般正常人最大的差異是有著怪異的重複性和固著性行

為，這使得自閉症者與一般人顯現出非常大的區別。例如，相同次序或

固定的儀式行為、喜歡重複地搖晃身體的某部份、固執的遊戲方式或生

活作息、獨特且有限的興趣、執迷於某些感覺的自我刺激等，而這些重

複和固著行為常會逐漸演變為特殊的喜好或特殊的問題行為（楊蕢芬，

2005）。此外，Dadds 等人（1988）更指出，相較於具有口語的自閉症，

無口語的自閉症會表現出更多的重複和固著行為。 

 

貳、自閉症的溝通特質 

溝通是人與人互動、傳遞訊息、意見的表達與接收、情感交流與思

想聯繫的過程。林寶貴（2004）指出，溝通是利用各種傳達工具（不限

於口語）與各種媒介（如符號、姿勢、表情、動作、手勢、文字、標誌、

圖畫、音樂等信號），以達到相互交換訊息的過程。要達到溝通，就必須

要有使用溝通工具的能力，而語言即是人與人溝通時最常使用的工具。 
 

自閉症者因普遍存有語言障礙的問題，致使其無法順利地與他人溝

通，故缺乏正常的社會溝通技能，是自閉症者最顯著的行為特徵。此外，

自閉症個體之間的語言發展差異極大，有些自閉症者不需接受語言訓練

或在接受語言訓練後即能產生口語語言；但有些自閉症者即使接受語言

訓練，卻仍無法產生口語表達的能力。林寶貴與曹純瓊（1996）、Mesibov, 

Adams 與 Klinger（1997）均指出：約有 50%的自閉症從未獲得功能性語

言能力，而有口語能力的自閉症者，其語言發展的過程中亦會出現遲緩

或異於一般孩童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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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針對自閉症者的口語能力粗分為具有口語者與無口語者，並

分別探討其溝通之特質： 

一、具口語自閉症者的溝通特質 

Lord 與 Paul（1997）指出，約有一半左右的自閉症者能發展出有用

的語言，但受到許多因素的干擾，常使得口語並不是其主要的表達方

式。此外，具口語的自閉症兒童的語言溝通能力不僅較同儕有明顯遲緩

與異常的現象，且個體之間的語言與溝通缺陷有極大的個別差異（林寶

貴、曹純瓊，1996）；雖然如此，其語言發展歷程亦是沿循著正常兒童的

階段發展（洪湘綾，2006）；不同的是，自閉症兒童在某些語言特質上會

因出現時間較晚或持續存在的時間較長，而使得語言發展產生異於一般

兒童的偏異情況（林迺超，2002）。 
 

然而，具口語的自閉症者不僅僅只是語言「發展」上有偏異，絕大

多數具口語的自閉症者在語言「表達」上亦有偏異，此語言偏異的情況

包括鸚鵡式仿說、代名詞反轉、缺乏自發性語言、隱喻式語言、語用及

語法錯誤、語調缺乏、語言理解困難、無法主動溝通等（王大延，

1994；黃金源，2008；Happe & Frith, 1996；Koegel, 2000）。自閉症者

這些特異的說話特質，常是致使其與他人溝通產生障礙的原因。 

二、無口語自閉症者的溝通特質 

曹純瓊（1994）指出，約有 23%到 40%的自閉症者無說話能力，雖

然這些自閉症者不會說話，但有可能聽得懂語言，且約有 70%的無口語

自閉症者是可透過替代性的溝通法增進溝通的功能（宋維村，19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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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無口語自閉症在幼兒時期常因旁人叫喚時沒反

應，再加上其無口語的表現，而被誤以為聽力有問題或是失語症。雖然

無口語自閉症與不會說話的聽障兒童及先天性失語症兒童在口語表達的

無能特徵雷同，但亦有不同之處。不會說話的聽障兒童及先天性失語症

兒童常試圖以呢喃聲、手勢或表情等與人溝通，但自閉症兒童卻無法使

用這些主動性的肢體語言來補償語言的缺陷（李秀真，2004；黃金源，

2008）。此外，無口語自閉症兒童與人的溝通方式，多以拉手、指物等

的行為語言，其溝通目的大多是要求物品或是表達生理需求（李秀真，

2004；黃金源，2008；Stone ＆ Coro-Mastinez, 1990）。 
 
 

綜觀上述自閉症者的特質及溝通行為，可知自閉症者主要在溝通、

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等方面顯現異常，尤其是溝通上的缺陷，不僅會

影響其與他人的社會互動，更是多數自閉症者的家長最為關切問題；此

外，無口語自閉症者更因「無口語」的禁錮，使其顯現出的重複和固著

行為要比具口語自閉症者來的多；再者，在自閉症者的語言能力中，雖

然能夠粗分為具口語以及無口語，但亦有約達一半左右的自閉症者是無

法發展出「有用」的語言，即使如此，無論是具口語或無口語的自閉症

者，仍有其獨有的溝通方式；然而，若當其溝通的方式為旁人無法理解

或接受時，就會造成異常的溝通行為或產生行為上的問題。 

 

參、影響自閉症溝通學習之因素 

一般正常兒童在兩歲前的語言發展，大致經過三個階段：1.建立溝

通意圖；2.使用符號溝通；3.運用語言溝通。自閉症者的語言發展，大致

上亦依循這三個階段進行（Lord & Paul, 1997）。不同的是，自閉症者因

神經心理功能異常造成普遍性的發展障礙，使得其在語言溝通的發展比

正常兒童遲緩與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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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溝通的歷程上，若以訊息處理理論來分析可分為接收歷程、

表達歷程和工作歷程（包括理解、統整和記憶等），其中，自閉症的溝通

困難可能存在於接受訊息後的理解困難，以及訊息之意思形成後的表達

困難（藍瑋琛，2010）。也就是說，自閉症者在溝通歷程上呈現著口語理

解方面的困難，特別是抽象概念的訊息以及口語表達的困難。 
 

自閉症者除了在溝通歷程上存有著口語理解及口語表達的障礙外，

在溝通學習方面，亦常因特有的認知與行為特徵，影響其在溝通上的學

習。以下將針對自閉症在學習溝通上特有的風格做探討。 

一、智力程度 

語言溝通的學習與智力程度息息相關。許多文獻皆指稱大多數的自

閉症者常伴隨著智能障礙的問題，使得長久以來，自閉症者的認知能力

一直備受爭議。 
 

早期研究發現，約有75%的自閉症者伴隨智能障礙的問題（曹純瓊，

1994；DeMeyer et al, 1974），但晚近有關自閉症智能的相關研究結果中

卻顯示，約有41%到71%的自閉症者智商正常或以上（Croen, Grether, 

Hoogstrate, & Selvin, 2002；Freeman & Dyke, 2006；Kielinen, Linna, & 

Moilanen, 2000；Yeargin-Allsopp, Rice, Karapurkar, Doernberg, Boyle, & 

MuRphy, 2003）。如此結果的落差，顯示出以下的可能（張正芬、吳佑佑，

2006；梁碧明、劉芝泲，2008；藍瑋琛，2010）：1.自閉症和智能障礙之

間可能沒有直接的關連；2.自閉症之身心特質、特殊情緒或行為問題，

可能使其無法準確的展現智力；3.提供早期療育與學習策略，對改善自

閉症認知評量的困難與促進認知發展的可能性；4.使用自閉症光譜障礙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ASD）廣義地界定自閉症，將輕症的亞斯柏

格症（Asperger syndrome）及非典型自閉症者（PDD-NOS）涵括在內，

使自閉症的概念擴大，智力正常或以上的自閉症人數亦因此增加。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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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芬（2003）亦提及到，多數年紀較小或口語能力不佳的自閉症者，

常礙於其障礙特質，在接受智力測驗時往往不是無法施測，就是被過度

低估能力。 

二、過度選擇 

過度選擇意指在一個學習情境中，當自閉症者面對多個刺激時，無

法處理同時接受到的訊息，只選擇對許多刺激中的一個做反應，而忽略

其他刺激物（Green, Fein, Joy, & Waterhouse, 1995；Koegel, Rincover, & 

Egel, 1982）。由於自閉症者的過度選擇，致使其在訊息處理的歷程中，

常常將視覺、聽覺等不同感覺輸入訊息分開處理，或只開啟單一輸入管

道，而忽視其他訊息的存在（引自藍瑋琛，2010）。如此的特質，對於自

閉症者在溝通學習上即產生了障礙，其中，在口語語言的訊息方面，常

因過於短暫且瞬間即逝且需以聽覺作為傳遞的媒介，但聽覺訊息對於自

閉症者來說，是較抽象且需要較多的記憶負荷，故在以聽覺為主的訊息

接收上，若無伴隨視覺情境線索的提供，自閉症者所能理解的部分將是

有所限制的（Howlin, 1989；Wetherby, 1986）。因此，在進行溝通教學時，

同時提供視、聽的訊息線索，將學習的材料以靜態的方式展現或反覆持

續呈現，對自閉症者的溝通學習將是有所助益的。 

三、視覺形象思考模式 

自閉症通常有較佳的視覺學習能力。Grandin（1995）強調自閉症者

有需要依賴視覺心象來理解事物，稱之為「視覺思考」。此外，在Hermelin

與O’Connor（1970）的研究發現，相對於稍縱即逝的視聽覺資訊及動態、

短暫的訊息，自閉症者較易處理固定不變的視覺空間訊息（如實物、文

字、照片、圖畫等）。根據國內外對於自閉症兒童在魏氏智力測驗的結果

研究均顯示，視覺能力表現優於聽覺能力（宋維村，1997b；DeMyer, 

1975；Harris, Handleman, & Burton, 1990；Siegel, Minshew, & Gold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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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雖然如此，亦有部份自閉症者是以其他的優勢感官（如聽覺）進

行學習。因此，在教學介入時，若能使用自閉症者的優勢能力，將能促

進學習之效果。 

四、特殊能力 

自閉症可能具有計算、音樂、機械能力、空間關係、記憶力、記憶

地圖、拼字、拼圖等零碎的天賦。少數自閉症者有優秀的機械性記憶力

（rote memory），能如照相般絲毫不差地將所見所聞描繪出來，稱之為照

相式記憶（引自黃金源，2008）。蔡淑微（2004）指出，溝通困難的自閉

症者，常會藉由記憶、視覺處理、高識字閱讀能力、數學或音樂等的特

殊能力來彌補。然而，雖然並非所有的自閉症者皆具有特殊才能，但是，

不論是自閉症或任何個體，皆一定有其優勢的學習能力，如果能利用自

閉症者的特殊能力或優勢能力來引導學習，對於教學將是會有所效益。 
 
 

綜合上述影響自閉症溝通學習的因素可發現，自閉症者在語言發展

的階段中，亦如同一般正常兒童會經過溝通意圖期、使用符號溝通期以

及運用語言溝通期三個階段，只是自閉症者由於神經功能的異常，使得

其在語言溝通發展較正常兒童來的遲緩及異常；其中，自閉症者在語言

溝通的訊息處理歷程上，主要存在著口語表達的困難以及口語理解的困

難；而在口語表達及口語理解這兩部份，正是評估智力重要的一環，多

數自閉症者常因口語能力的不佳，而被過度的低估智能，或是認為自閉

症者係因智力問題，而使得其在語言表達產生障礙；而 Biklen（1990）

即指出自閉症者在表達上的困難或許不是肇因於認知的問題，而是執行

輸出產生困難，故針對自閉症者在執行輸出上的障礙，若能運用適當的

AAC 將是可以幫助自閉症者繞過溝通輸出困難的部份。 
 

此外，自閉症者的神經功能異常，亦對其在學習溝通上造成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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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風格，例如，過度選擇、視覺形象思考模式以及特殊能力等。研究

者在思慮到自閉症者於學習溝通上的這些特異風格後，在進行溝通教學

時，即選擇使用靜態的學習材料—PECS，並搭配高科技輔具 Apple iPad

同時提供視覺及聽覺的刺激，並以重複練習、反覆持續呈現的方式，來

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 

 

 

第二節  輔助溝通系統之相關研究 

由於自閉症者溝通的困難與缺陷，輔助溝通系統的發明與應用，不

僅解決了部分自閉症者在溝通困境上的難題，亦讓自閉症者有了溝通表

達的管道。本節將先探究輔助溝通系統的相關內涵，其次，再針對與本

研究相關的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做探討。 

 

壹、輔助溝通系統的內涵 

擴 大 性 及 替 代 性 溝 通 系 統 （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統稱為「輔助溝通系統」），係利用各種可能途徑，

以增進聽語障者的溝通功能（吳武典、王華沛，1999）。輔助溝通系統最

早是由美國聽語學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ociation, 

ASHA）於 1989 年所提出，1991 年修正定義：「輔助溝通的使用目的在

於提供一個有效且便利的溝通方法，給予暫時或永久地患有嚴重表達困

難的溝通障礙兒童。使用者可利用輔助溝通系統滿足基本需求與學習，

作為表達自我想法，幫助說話和寫作能力的溝通方式。輔助溝通系統乃

是包含符號、輔具、技術、策略等四個成分所組合而成，以增進個體的

溝通能力。此系統有效地輔助個人藉由肢體表達、口語、書寫文字等方

式提昇溝通能力。」（ASHA, 198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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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著重於多元方式的介入，組成的要素有符號（symbols）、輔具

（aids）、技術（techniques）及策略（strategies）四項，用以增強個人的

溝通能力。以下將針對此四要素分別說明（楊貴芬，2005；ASHA, 1991; 

Beukelmen & Mirenda, 2005; Lloyd & Fuller, 1986）： 

一、符號（symbols） 

溝通符號係指利用視覺、聽覺、觸覺等符號來表徵概念、想法或意

圖。溝通符號的運作形式可分為兩大類：1.非輔助性溝通符號（unaided 

symbols），是指直接使用自身的身體產生，不需要藉由輔具進行溝通，

例如肢體動作、聲音、臉部表情、眼神、口語、手語等；2.輔助性溝通

符號（aided symbols），是指需要使用自身身體以外的輔佐用具，方能達

到溝通的功能；其中，輔助性溝通符號由具體符號到抽象符號可區分為

實體符號、模型、照片、圖形符號、文字符號、抽象符號等。 

二、輔具（aids） 

溝通輔具是指用來傳達或接收訊息的裝置，依使用裝置的科技化程

度可劃分為兩大類：1.低科技（low tech）輔具，此裝置不具備列印或聲

音輸出功能，例如紙筆、溝通板、溝通簿、溝通圖卡等；2.高科技（high 

tech）輔具，此裝置具有列印或聲音輸出功能，例如電腦、語音輸出溝通

輔具（VOCA、SGD）、微電腦語音溝通板、語音溝通筆等。 

三、技術（techniques） 

溝通技術是指 AAC 的使用者用以傳達訊息的方法，可分為兩種選擇

模式：1.直接選擇，係指使用者可自主性地直接利用自身身體的各部位

或操作輔助裝置做選項的選擇，例如手指點選、打手語、觸摸、頭杖、

手杖、嘴杖、觸控式螢幕等；2.間接選擇，係指使用者必須透過若干個

步驟後才能選擇到目標選項，最常見的間接選擇技術為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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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略（strategies） 

溝通策略是指使用 AAC 的符號、輔具或技術時，需透過專業團隊的

評估與建議，將之整合成一個具個別化的溝通介入方案，以協助使用者

能有效能地運用 AAC 來達成溝通的目的，常用的 AAC 介入策略包括示

範、模仿、增強、逐步提示、漸進褪除等。在提供使用者溝通介入方案

時，亦可依使用者的需求，提供混合性的介入策略。 

 

貳、輔助溝通系統在自閉症的應用與相關研究 

AAC能與自閉症的偏好特質相容，例如針對自閉症對視覺刺激之偏

好，使用視覺做媒介，並能以非瞬時刺激的方式呈現；AAC能繞過自閉

症對複雜的肢體動作規劃的困難，只需簡單的肢體動作即可操作；AAC

具有聲音效果的回饋，以及具一致性、預測性、重複性的操作介面等

（Cafiero & Meyer, 2008），故目前AAC已廣泛的用於支持有溝通障礙的

自閉症者（Bondy & Frost, 2002；Ganz & Simpson, 2004；Mirenda & 

Erickson, 2000）。 
 

以下將針對與本研究相關的輔助溝通系統：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做探

討。  

一、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的內涵 

Bondy 與 Frost 設 計 的 圖 片 兌 換 溝 通 系 統 （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s, PECS），所使用的為輔助性的溝通符號，並歸類

為低科技的溝通輔具，其最大訴求是希望能幫助不具任何先備能力的自

閉症者，也能自發性的與他人溝通，是有感於一般的圖片溝通訓練常著

重於教導孩童指認圖片與配對圖片的技能，而配對練習的內容又常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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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驗脫節，且缺少功能性，以致於容易使兒童在學習上缺乏動機（Bondy 

& Frost, 1998)。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的基本概念是透過兒童對於增強物的喜愛與需

求，教導兒童把圖片和合適的溝通需求結合，以引發其自發性溝通的意

願，可提供立即且功能性的溝通，是一種具雙向互動性的溝通系統

（Layton & Watson, 1995）。PECS發展出一套清楚而明確的訓練課程，

透過六階段的教學訓練、增強策略、驗證測試、情境類化等，教導兒童

利用圖片與他人溝通，並能類化到不同情境上（Bondy & Frost, 1994）。

此外，由於PECS使用的溝通輔具為低科技型，故所需的教材設計簡易、

廉價且攜帶方便，並可針對孩童的個別需求設計具體到抽象的溝通符

號，因此，是最廣為運用於自閉症者的溝通訓練教學法。 

二、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應用於自閉症之相關研究 

國內外有關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的實徵研究繁多，列舉部分重要

的研究發現（如表 2-1），國內外的研究對象多以學前及學齡為主；而國

內則只有兩份研究是以國中階段的學生為對象（陳麗華，2006；羅汀琳，

2004）。從研究方法來看，除了國外有採行個案研究及實驗研究做為介入

外（Bondy & Frost, 1994；Carr & Falce, 2007；Magiati & Howlin, 2003；

Malandraki & Okalidou, 2007；Schwartz, Garfinkle, & Bauer, 1998），其餘

研究皆採用單一受試實驗研究進行研究介入。在研究結果部分，透過以

增強為主的介入策略，國內外的自閉症受試者皆能習得 PECS 的溝通技

能，且大致上皆能有效地提昇自閉症在溝通上的主動性與自發性，亦有

部份研究發現，PCSE 能促發無口語自閉症發展出口語語言的能力（許耀

分，2003；Bondy & Frost, 1994；Koita & Sonoyama, 2005；Schwartz, 

Garfinkle, & Bau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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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雖然圖片兌換溝通系統能有效地提昇自閉症的溝通能

力，不但適用於各種情境，亦能類化至不同的情境與溝通對象，甚至促

進口語的語言能力，但是，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亦有其缺失之處。例如

Bondy 與 Frost（1994；2001）指出，在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中，訓練的關

鍵在於給予個體所想要的增強，但若這些增強或增強標準太難以得到或

達成，可能會導致個體產生不良的行為，其原因可能在於個體無法使用

PECS 清楚地傳達需求；此外，PECS 在溝通行為的功能上，似乎較侷限

於生理性的要求行為（如我想要吃…），較不易擴展至抽象或描述性質的

功能上；且隨著個體年齡、溝通能力以及溝通需求的增進，溝通圖片可

能會有不敷使用的情況發生，抑或是需要逐漸增加所需的圖片或圖卡，

此將相對地增加溝通簿的重量與厚度，亦會使個體在搜尋圖片時花費較

多的時間。故增強的關鍵以及 PECS 在使用上溝通廣度的限制可能是目

前所發現的主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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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PECS 應用於自閉症之相關研究  

作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許耀分（2003） 2位4歲無自發性

語言之自閉症兒

童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能自發性使用PECS與他人溝通 

 能增進口語能力 

 能增進跨情境類化的溝通能力 

林欣怡（2004） 2位分別為11歲

及9歲低功能自

閉症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主動溝通次數增加，明顯出現

自發性溝通行為 

 可類化至不同的溝通對象 

羅汀琳（2004） 1名13歲中度自

閉症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能達到工具性溝通功能的目標

行為 

 能提升類化能力 

 能提升語詞構音清晰度 

董愉斐（2005） 2位分別為5及6

歲中度自閉症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能增進表達性語言能力 

 能使用短句與他人進行表達需

求之溝通 

陳麗華（2006） 2位分別為13與

14歲國中無口語

自閉症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增進受試主動拿圖卡的自發性

溝通行為 

 PECS習得之技能能類化至不同

的溝通對象 

 不適當溝通行為、問題行為出

現次數減少 

陳明瑜（2008） 2位8歲中、重度

自閉症兒童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增進自發性以圖片表達需求的

溝通行為 

 對非目標行為產生改變，口語

能力出現 

 溝通行為能類化至不同情境及

部分非教學者 

Bondy & Frost  

（1994） 

1位學前自閉症

兒童 

個案研究  能用圖片與句帶與他人溝通。 

 11個月後發展出口語 

85位學前自閉症

兒童 

 

實驗研究  76%的兒童已開始使用語言作

為自身的溝通系統或是透過圖

片基礎系統來擴大其溝通能力 

Schwartz, 

Garfinkle, & 

31位3~6歲嚴重

溝通遲緩兒童，

實驗研究  所有兒童皆能學會運用圖片和

同儕或成人進行溝通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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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er (1998) 其中16名為自閉

症或廣泛型發展

障礙 

 8位受試（其中6位為自閉症）

發展出語言 

Charlop- 

Christy 

,Carpenter , 

Leblanc, 

& Kellet 

（2002） 

3位分別為3歲、5

歲及12歲自閉症

兒童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三位受試者皆能完成六階段的

訓練 

 自發性口語增加 

 社會性溝通行為增加 

 問題行為減少。 

Kravits, 

Kamps, 

Kemmerer, 

& Potucek 

（2002） 

1位6歲學前自閉

症兒童 

 

單一受試實驗

研究 

 在三個情境中有兩個情境能出

現清楚的口語 

 自發性語言的能力增加 

 能和同儕顯現出社會互動 

Magiati & 

Howlin(2003) 

34位5~12歲自閉

症兒童 

實驗研究  能使用PECS與他人溝通 

 能增進口語能力 

 能類化至家庭生活情境 

Granz & 

Simpsom

（2004） 

3位分別為3、5、

7歲的ASD及發展

遲緩兒童 

單一受試實驗

設計 

 受試者能快速的掌握PECS的學

習技能 

 能使用PECS表達需求 

 能增加口語表達及使用句子的

能力 

 在口語詞彙上，字詞數以及文

法複雜度的增加 

Koita & 

Sonoyama 

(2005) 

1位自閉症兒童 單一受試實驗

設計 

 受試者能在短時間內習得使用

PECS的技能 

 使用PECS能增加其自發性的要

求 

 在介入之後，有頻率很低的口

語出現 

Carr & Falce

（2007） 

 

實驗組與對照組

3-7歲的自閉症

兒童各24位和17

位 

 

實驗研究 

 

 在實驗組的兒童及教師中，有

顯著的溝通的啟動以及雙向的

社交互動增加，對照組則無 

Malandraki & 

Okalidou

1位 10歲聽障兼

自閉症 

個案研究 

 

 受試者能自發性的使用 PECS

溝通本作為功能性的溝通工具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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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受試者的心理社會發展有正向

的改變 

 溝通能力表達（口語語言、肢

體語言）的增進 

 社會互動能力增加 

 固著性行為減少 

Travis & 

Geiger（2010） 

 

2位 9歲 ASD兒童 混合研究（單

一受試實驗設

計；質性資料

分析） 

 皆有相當多的意圖性溝通行為

的增加 

 顯著的功能性要求以及溝通形

式發展的增加 

 透過圖片擴大的口語只侷限於

語彙 

 

 

第三節  運用策略及輔具提昇自閉症溝通效能之相關研究 

溝通，是一複雜的系統，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Heward（1995）對

溝通的歷程做了以下定義：「溝通包括訊息的編碼、傳遞與解碼；語言是

溝通時用以編碼與解碼的符號，是一種賦予聲音、文字、手勢動作(如：

手語)及其他符號意義的認知系統；說話則是適當的使用不同的發聲、發

音類型將語言表達出來的一種方式。」一個溝通符號，如文字，能被口

說出來，必須牽涉到文字的語音序列與發聲器（喉嚨、舌頭、嘴唇等）

動作計畫的同步，而自閉症者由於神經心理功能的異常，致使其在說話

時語音的形成或是控制發音的相關器官在說話的啟動上產生困難，造成

溝通的障礙，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和輔具，來繞過自閉症者在語音形成

或是發聲器動作計畫上的障礙，將能提昇自閉症者在溝通上的實效。以

下將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教學策略與相關輔具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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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褪除（fading）策略的應用與相關研究 

雖然多數研究已證實使用 PECS 能有效地提昇自閉症者在溝通上效

能，但是，大部分的 PECS 多依賴使用一張張的卡片搭配「圖形」符號

進行溝通互動，這使得自閉症者的溝通只能仰賴於所擁有的卡片；此外，

這些卡片的內容多數皆是旁人認為其需要才被動性的給予，如此不僅使

得自閉症者在溝通的廣度受到限定，其真正想主動表達出來的內在想法

亦受到侷限。 
 

在溝通的符號上，無論是實體符號、照片符號、圖形符號或文字符

號等，皆有數不盡的型態或組合，自閉症者必須對以上所呈現的新的溝

通符號一再地認知與學習，造成了自閉症者在溝通學習的負擔；相較於

溝通符號上的表聲符號，如英文字母、注音符號，對於聲音有一套公認

的表示符號，自閉症者只需認識這一套英文字母或注音符號，並懂得將

聲音與符號做連結，即能囊括所有溝通詞彙進而與他人進行溝通。故學

習使用英文字母或注音符號，將是目前對於增進自閉症學生溝通效能最

佳的溝通符號。 
 

褪除（或稱漸隱）策略是一教學的介入策略，是指在教學中為使學

生達到目標行為，將引起目標行為的中介刺激予以逐漸褪除，而將目標

刺激逐漸的增強，使學習者在此歷程中，習得目標之策略（林正文，1996；

林雲龍等人，2002）。Doucette（2007）曾指出，褪除策略是一較少錯誤

導向的策略，在教學上使用褪除策略能讓學習者產生較少的失敗，其關

鍵在於學習的過程是透過提供學習者反應線索的提示，並以逐步漸進地

的方式改變線索的提示方式，以引發學習者做出正確的目標反應（林正

文，1996）。 
 

針對褪除策略的應用，林正文（1996）指出褪除策略的應用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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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於技能訓練、技巧學習、認字閱讀、語文、數學等的學習。然而，

綜觀國內有關褪除策略的研究中，多使用以圖片刺激褪除的方式教導智

能障礙者詞彙的學習，其研究結果均顯示褪除策略對於文字詞彙學習有

相當的成效（李允文，2007；宋沂蓁，2007；林雅婷，2008；謝莉莉，

2005；羅楷婷，2010）。然而，在溝通符號的教學上，文敏桂、邱麗榕

與陳明聰（2003）則指出，使用褪除策略，如圖形漸漸褪除而文字漸漸

變大的策略，以循序漸進的模式將能引導學生從單字的表達延伸至句子

的表達。 
 

在國外的研究方面，褪除策略除了使用在智能障礙者上，亦運用於

自閉症在拼字符號、語言溝通、技能訓練等方面的學習（Hetzroni & 

Shalem, 2005；Peterson, McLaughlin, Weber, & Anderson, 2008；Sigafoos, 

O'Reilly et al., 2006；Thomas, Lafasakis, & Sturmey, 2010）。以下將列舉與

本研究相關的語言溝通文獻探討如下。 
 

Hetzroni 和 Shalem（2005）透過以電腦為基礎的介入並配合七步驟

的褪除策略，教導六位無口語自閉症從商標上的圖示辨識拼音符號。研

究結果顯示所有的受試學童皆能有效的辨識商標的拼音符號並維持，此

結果亦指出透過常用的商標圖示或圖片等配合褪除策略的運用，將能有

效地教導自閉症學生學習拼音符號。 
 

Peterson 等人（2008）使用示範、引導、測試的視覺提示結合褪除

策略，教導一位 13 歲有鸚鵡式仿說語言的低功能自閉症男孩適當地回答

「where are you」的句型，研究場域為研究參與者的自足式特教班教室以

及校內的九個地點，研究者先視覺提示書寫完整的回答句引導研究參與

者回答問題，待研究參與者能正確地回答問題後，即逐步地褪除回答句

內的語詞，直至完全褪除提示。研究結果顯示，在完全褪除視覺提示後，

研究對象仍能正確的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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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相關文獻之探討，本研究使用的圖片中介訓練將以逐步地

褪除圖像視覺的提示以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將注意力轉移至欲拼打的

目標文字注音上，使用如此的策略即是考量到自閉症學生在視覺形象思

考上的優勢以及依賴，再者即是考量到從圖像（照片、圖片等）的學習

類化到注音符號拼打的學習是一具體到抽象的學習過程，若忽略視覺圖

像的提示直接要求學生拼打注音符號難免讓學生產生學習上的挫折及壓

力，故研究者使用逐步地圖像褪除策略即是希望能降低學習者嘗試錯誤

的機會並從過程中逐步地建立學習的信心，以期望學習者達到無須提示

亦能拼打出目標詞彙之注音符號的能力。 

 

 

貳、高科技溝通輔具的應用與相關研究 

因低口語自閉症學生在口語溝通能力上的缺陷，常需透過AAC的使

用才得以與他人溝通。而在AAC的溝通輔具中，區分為低科技與高科技

兩種溝通輔具。雖然低科技溝通輔具擁有易製作、易取得與價格低廉的

優勢，但由於缺乏語音輸出的回饋，使得溝通者在使用低科技溝通輔具

做為溝通工具時，與之溝通的對象不但需要瞭解低科技溝通輔具介面的

使用意圖，亦必須專注於溝通者在使用低科技溝通輔具進行溝通的整個

過程，若稍不留神，將會錯過溝通者指認字母或圖卡所欲傳達的溝通訊

息；相較於高科技溝通輔具，其最大的優勢即在於提供即時的聲音回饋，

不但較能引起溝通者的使用動機，溝通者亦能透過聲音的回饋進行語言

模仿；此外，溝通對象不需太過於專注溝通者在溝通版面上的指壓或按

壓動作，即能從語音輸出的回饋或簡易的重複性回饋中獲得溝通訊息。 
 

因高科技溝通輔具提供聲音輸出成為一項可行的選擇（Schlosser & 

Blischak, 2001），而語音產生裝置（speech generating devices，SGD）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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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語音輸出溝通裝置（voice output communication aids，VOCA）即為以

聲音輸出為主的電子化裝置之統稱，能將溝通版面上所呈現的溝通符號

透過使用者以手指點選、按壓等方式發出相對應的合成或數位語音回饋。 
 

為了滿足不同使用者在運用高科技溝通輔具上的各種需求，目前市

面上以 SGD∕VOCA 為基礎的電子化裝置產品種類繁多，其中，以 Apple 

iPod Touch或 iPad作為 SGD 運用於特殊教育領域上的研究於近幾年來陸

續出現，iPod Touch 或 iPad 不僅只是 SGD 的一項媒介，許多以教育為目

的的應用程式或軟體（application，APP，以下簡稱 APP）更透過與 iPod 

Touch 或 iPad 的結合來使用（Shuler, Levine, & Ree, 2012）。目前有越來

越多適用於特殊教育領域的 APP逐漸被開發或使用在教育現場上。表 2-2

為目前國外使用 iPod Touch 或 iPad 作為 SGD 在溝通教學方面的相關研

究文獻。 
 

Kagohara等人（2010）教導一名17歲有強迫症以及ADHD的自閉症

男孩，使用以iPod Touch作為SGD，進行要求零食偏好物的溝通技能；結

果顯示受試者能習得在iPod Touch上觸控正確的圖示（icon）以要求零食

的溝通技能，並建議提供多樣性的增強與延宕提示能有效地塑造受試者

的反應型態，進而能使受試者更成功地啟動以iPod Touch作為SGD。 
 

van der Meer等人（2011）亦使用以iPod Touch作為SGD，教導三位

13歲自閉症兼重度智障男孩、14歲柯林菲特氏症兼重度智障男孩以及23

歲重度智障兼癲癇女性，進行要求零食、玩具等偏好物的溝通技能。在

介入期間，使用肢體提示與多樣性的增強進行教學；結果顯示，三位受

試者中，除了女性受試者在介入過程中無任何進展外，其餘兩位男性受

試者皆能習得使用iPod Touch進行要求的技能。 
 

Achmadi等人（2012）除了教導兩位13歲和17歲ASD男性使用iPod 

Touch作為SGD進行偏好物的要求外，更進階地教導他們「操作」iP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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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以工作分析之一系列的步驟教導他們操作 iPod Touch上的

Proloquo2Go™軟體：「打開iPod Touch螢幕解鎖在正確的螢幕頁面上

操作選擇圖示要求偏好物」，在介入過程中採用反應提示、提示褪除、

多樣性的增強策略；結果顯示，兩位受試者皆能以這些進階的工作分析

步驟使用iPod Touch作為SGD藉以要求偏好物，此研究更顯示出進行有效

的過程介入，能教導受試者更獨立地運用科技。 
 

Flores等人（2012）對以iPad為基礎的高科技溝通系統及以圖片為基

礎的低科技溝通系統進行比較，受試對象的選取為三位（兩位8歲、一位

9歲）自閉症、一位11歲多重障礙及一位9歲智能障礙國小男童，這五位

受試在研究介入前皆已習得使用低科技的圖片溝通系統，但對使用iPad

無任何經驗；研究結果發現，在五位受試者中，有三位受試者能透過使

用iPad做出更多要求性溝通行為，而另外兩位受試在使用iPad與圖片為基

礎的溝通系統上，卻沒有表現出溝通要求量上的改變，但此結果已顯示

出高科技iPad系統與低科技圖片為基礎的系統是可相比的。 
 

Kagohara等人（2012）為了評估自閉症使用iPod Touch以及iPad作為

SGD對圖片命名的成效，進一步從其先前的研究中，選取兩位13歲及17

歲已學會使用iPod Touch進行要求偏好物的自閉症男童，研究介入分為兩

個實驗階段：在第一個實驗階段裡，介入的重點在於教導受試者在開放

式問句與封閉式問句兩種情況下，使用iPod Touch對12個圖示做命名；在

第二個實驗階段中，介入的重點則在於教導受試者在封閉式問句情況

下，使用iPad作為SGD以擴展受試者的詞彙。此外，在兩階段的實驗過

程中，皆使用時間延宕、最小到最大提示以及多樣性的增強策略進行介

入。在實驗結果方面，第一個實驗結果顯示，雖然兩位受試者在正確反

應的數量上一位呈現遽增、另一位則是緩慢的增加，但兩位受試者在開

放式問句與封閉式問句兩種情況下皆能達到75%~100%的正確回答率；

在第二個實驗結果中，兩位受試者在進行五～六次的介入後，皆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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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的正確反應率；這兩個實驗結果綜合地顯示出，使用系統性的教學

過程搭配iPod Touch或iPad作為SGD的科技，將能使有限口語的學生從中

參與進而受益。 

 

表 2-2  

iPod/iPad 應用於自閉症之相關研究  

作者/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應用程式 研究結果 

Kagohara1, van 

der Meer, 

Achmadi, Green, 

O'Reilly, 

Mulloy, 

Lancioni, Lang, 

& Sigafoos1

（2010） 

以行為介入來

增進成功的使

用以iPod為基

礎的溝通裝置 

1位17歲有強

迫症以及

ADHD的自閉

症男孩 

使用iPod Touch

下載

Proloquo2Go™ 

應用程式作為SGD  

能習得觸控SGD上的

正確圖示來進行要

求零食的溝通技能 

van der Meer, 

Kagohara, 

Achmadi, Green, 

Herrington, 

Sigafoos, 

O'Reilly, 

Lancioni, Lang, 

& Rispoli（2011）  

教導發展障礙

個體功能性的

使用以iPod為

基礎的SGD 

3位發展障礙

研究對象（13

歲自閉症兼

重度智障男

孩、14歲柯林

菲特氏症兼

重度智障男

孩、23歲重度

智障兼癲癇

女性） 

使用iPod Touch

下載

Proloquo2Go™應

用程式作為SGD 

 

兩位男孩能習得如

何使用SGD來進行要

求，另一位女性介入

的過程中沒有任何

進展。 

 

Achmadi, 

Kagohara, van 

der Meer, O’

Reilly, 

Lancioni, 

Sutherland, 

Lang, Marschik, 

Green, & 

Sigafoos(2012) 

教導兩位ASD

學生進階操作

以iPod為基礎

的SGD 

2位13歲和17

歲ASD男童 

使用iPod Touch

下載

Proloquo2Go™應

用程式作為SGD 

 

兩位受試者皆能表

現出運用這些進階

的操作步驟來使用

iPod Touch作為SGD

藉以要求偏好物。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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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es, 

Musgrove, 

Renner, Hinton, 

Strozier, 

Franklin, & Hil

（2012） 

使用Apple 

iPad與圖片基

礎溝通系統的

溝通比較 

3位（2位8

歲、1位9歲）

自閉症、1位

11歲多重障

礙、1位9歲智

能障礙男童 

使用iPad下載

Pick a word應用

程式作為SGD 

 

三位受試者使用

iPad能做出更多要

求性溝通行為；兩位

受試沒有表現出溝

通要求量上的改變。 

Kagohara,van der 

Meer,Achmadi, 

Gree, O’Reilly, 

Lancioni, 

Sutherland, & 

Lang（2012） 

使用系統性教

學與SGD教導

兩位成人自閉

症圖片的命名  

2位13歲和17

歲男性自閉

症 

使用iPod Touch 

與iPad下載

Proloquo2Go™應

用程式作為SGD 

 

實驗結果一：兩位受

試在開放式與封閉

式問句下，皆能達到

75%~100%的正確回

答率；實驗結果二：

兩位受試皆能達到

100%的正確反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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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乃基於前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採以行

動研究進行，以探討圖片中介訓練對於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進行拼音

打字的成效。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旨在說明本研究的研究取向與介

入程序；第二節將說明本研究的教學介入方案內涵；第三節將針對與本

研究相關的參與者做敘述；第四節將闡述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以及研究倫理與信效度。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程序 

壹、研究取向 

有鑑於目前教學現場對於低口語自閉症學生的溝通教學多使用以實

體符號、照片、圖形符號或文字符號為主的圖卡交換方式作為學生的替

代溝通方式。然而，由於這些溝通符號皆有數不盡的型態與組合，故對

於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來說，必須對所呈現的新的溝通符號一再地認知與

學習，造成其在溝通學習上的負擔；相較於注音符號之溝通符號學習，

是一套具公認的表聲符號，故學習者僅需習得這一套注音符號以及能將

聲音與符號做連結，即能囊括所有溝通詞彙與他人進行溝通。故本研究

試圖以行動研究之取向探討圖片中介訓練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學習注

音符號拼音打字之可行性，以作為低口語自閉症學生的另一項替代溝通

法。 
 

考慮到國內外有關自閉症在打字方面的相關理論與實徵研究較不充

足，故需透過實際的行動研究來瞭解研究的效果。此外，目前坊間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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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的打字教學方法眾說紛紜，卻尚無針對自閉症在訓練打字有一套

可行的實施介入方案；再者，自閉症個體間有著較高的異質性，其拼音

打字的能力亦可能因學習能力之差異而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故若採用嚴

謹的單一受試實驗研究設計，將會因此侷限研究對象拼音打字的表現，

亦無法針對研究對象在介入過程中產生的困境或進步情形進行方案的修

改與調整。然本研究使用行動研究介入方案，乃是考量質性研究的設計

不能一次就定終身，而是需根據研究的具體情況做出適當且彈性的調整

和修改（陳向明，2002），故研究者期望透過以實際的行動研究進行教學

介入，並從中發現學生在介入歷程中所產生的困境或進展，進而不斷地

反思、修正與再行動。 

 

 

貳、介入程序 

本研究的介入方案歷經「觀察準備階段」、「行動實施階段」與「分

析彙整階段」三個階段（如圖 3-1 所示），以下就三個階段進行說明。 
 

一、觀察準備階段 

此觀察準備階段自 2012 年 9 至 2013 年 4 月。研究者於此階段進行

相關文獻的探討，透過與研究對象的家長、教師進行正式與非正式訪談

等方式蒐集有關研究對象的背景、基本能力等文件檔案，並於教學現場

進行研究對象的觀察以及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並在觀察後做簡短的摘

要記錄，其中，與研究對象的觀察互動內容如下： 

（一）利用 Apple iPad 的遊戲 APP 應用程式，引起研究對象對使 iPad

的興趣，並從中瞭解、建立研究對象使用 iPad 的基礎能力。 

（二）利用 Apple iPad 學習注音符號的 APP 應用程式，試探及建立研究

對象注音符號的基本配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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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實施階段 

此行動實施階段自 2013 年 4-7 月。研究者在此階段進行教學方案的

擬定與執行，由研究者執行一對一教學，教學介入地點為研究對象的學

校，教學介入時間為一週 2~3 次，一個月約進行 10 次左右的教學介入；

一次教學時間為半小時，此外，為了不影響研究對象在學校正式課程的

時間，以每日的早自習時間作為教學介入的時間點，並視研究對象的介

入成效進行方案內容的調整或修正。 
 

三、分析彙整階段 

此分析彙整階段自 2013 年 8-12 月。研究者在此階段將研究過程中

所蒐集的資料進行逐一編碼、分析與整理，並對行動方案的成效進行檢

視與反思，最後，再將資料整合，撰寫成研究論文。 



 

 

 
34 

 

 

 

 

 

 

 

 

 

 

 

 

 

 

 

 

 

 

 

 

 

 

 

 

 

 

 

 

 

 

 

 

 

 

 

 

 圖 3-1 研究程序 

觀
察
準
備
階
段 

8.資料整理分析 

9.瞭解方案成效 

10.論文撰寫 

5.擬定介入方案 

6.實施介入方案 7.評估介入成效 

行
動
實
施
階
段 

分
析
彙
整
階
段 

1.確定研究目的與問題 

2.擬定研究主題 

3.相關文獻探討與資料蒐集 

4.研究對象觀察互動 

不斷反思、 

修正、再行動之 

循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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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之教學介入方案 

本研究所指的圖片中介訓練，是一種藉由同時呈現圖像、文字注音

的溝通符號圖片逐步褪除至以文字注音為主的溝通符號圖片之教學策

略，並以重覆練習的訓練方式引導研究對象拼音打字。本節依據 AAC 之

四要素：溝通符號、溝通輔具、溝通技術及溝通策略，就本研究之 AAC

運用分述如下： 

 

壹、溝通符號 

本研究之溝通符號為能引起研究對象學習動機的偏好物（如，食物、

活動、遊戲…等），並以真實照片加文字注音之 A5 大小圖卡呈現。 
 

在介入過程中，研究對象需針對出現在面前的實體偏好物，在 4 張

圖卡中選取正確的圖卡（彩色照片＋文字注音）進行配對，正確選取之

後，研究者隨即以圖卡上的注音引導研究對象在以注音符號為溝通版面

的 Apple iPad 上拼打偏好物的注音符號。 
 

待研究對象能正確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對應的圖卡（彩色照片＋文

字注音）後，接著，要求研究對象針對偏好物圖卡（彩色照片＋文字注

音）選擇能與之相對應的褪除提示圖卡（刷淡照片＋文字注音），研究者

隨即以圖卡上的注音引導研究對象在 Apple iPad 上拼打偏好物的注音符

號，以如此方式，逐步完全地褪除圖卡的提示。 

 

貳、溝通輔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溝通輔具有兩種：1.低科技之逐步褪除溝通圖卡（如

圖 3-2 所示）；2.高科技之 Apple iPad（如圖 3-3 所示）。 



 

 

 
36 

圖 3-2 溝通輔具示意圖（一）：低科技之逐步褪除溝通圖卡 

 

 

 

 

 

 

 

 

 

 

     圖 3-3 溝通輔具示意圖（二）：高科技之 Apple iPad 

 

一、 低科技之逐步褪除溝通圖卡：以靜態的方式呈現，主要為建立研

究對象對目標圖示逐步褪除的配對能力，並以溝通圖卡上的注音

符號引導研究對象「配對打字」。 
 

二、 高科技之 Apple iPad：使用 Apple iPad 做為本研究之 SGD 的溝通

輔具，並配合下載 APP 應用程式「有聲注音溝通板」作為本研究

的溝通介面。以下將針對「有聲注音溝通板」的拼音打字溝通介面

做詳細說明，如圖 3-4、圖 3-5 所示。 

（一） 主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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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選擇注音符號介面或數字及英文介面，介面上的符號

配置皆與電腦鍵盤相同，將有利於未來類化至電腦上操

作。 

2. 所拼出來的注音符號會直接呈現在上方的顯示窗格，以

作為靜態的視覺提示。 

3. 拼打一個注音符號，如「ㄅ」，接續的畫面會直接顯示能

與之組合拼讀的符號，不需拼打到的符號以灰色屏蔽

掉，如此將拼音的線索簡化，以減少使用者的記憶負荷

量及「誤打」之機率。 

4. 使用者所拼打的內容可利用「複製+貼上」的方式記錄在

Apple iPad 的記事本或其他記事 APP 軟體。 
 

（二） 設定工具介面： 

1. 語音類型：可依照使用者性別選取男聲或女聲發音，以

及另有兒童發聲的童聲。 

2. 發聲時機：可選擇逐一將注音符號拼唸出來；亦或只唸

出完整的拼音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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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聲注音溝通板在 iPad 的圖示 

有聲注音溝通板主介面功能 

圖 3-4 有聲注音溝通板介面內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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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及英文介面 設定工具介面 

複製拼打的內容 記錄在 iPad 記事本或其他記事 APP 

圖 3-5 有聲注音溝通板介面內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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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溝通技術 

AAC 所使用的溝通技術分為直接選擇與間接選擇兩種模式，本研究

的三位研究對象皆具備正常的肢體運作能力，故均以直接選擇之模式拿

取圖卡以及拼打 Apple iPad 有聲注音溝通板。 

肆、溝通策略 

本研究之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是一種藉由同時呈現照片、

文字注音的溝通符號圖卡逐步褪除至以文字注音為主的溝通符號圖卡之

教學策略，並以重覆練習的訓練方式引導研究對象拼音打字。 
 

本研究所使用之褪除策略是指，利用與目標詞彙相關的圖片，同時

呈現照片、文字注音，在訓練歷程中將照片的尺寸由大到小，顏色由彩

色刷淡灰階黑白漸次調整；而文字注音部份，逐漸增大，透過逐

步褪除照片的方式，使研究對象將注意力由照片漸漸地轉移至欲學習打

字的目標注音詞彙上，直至最後完全褪除圖卡提示。 
 

在引導研究對象拼音打字練習方面，將視研究對象的進展或學習瓶

頸做修改或調整，引導的方式主要以最大至最小提示進行教學，過程中

以重複練習的方式，從手拉手扶手腕扶手肘獨立，逐步褪除提示

至獨立打字。 
 

在教學流程方面，研究者將先呈現數個研究對象喜歡的偏好物，請

研究對象選取，待研究對象選定後，即針對研究對象所選取的偏好物做

為拼音打字的目標詞彙（以三位研究對象皆喜愛的可樂為例）。 
 

研究者將實體可樂放置在研究對象面前，並呈現四張圖片（彩色照

片+文字注音），請研究對象選擇與實體可樂相同的圖片，若研究對象選

擇正確，隨即帶領研究對象逐一的指認圖片上可樂的注音 3-5 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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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逐一地將注音拼念出來），之後，在圖片上的可樂注音（     ）提

示下，引導研究對象在 iPad 的應用程式「有聲注音溝通板」上逐一將 

    打出來，並做重複拼打注音的練習 3-5 次。 
 

接者，以實體可樂以及可樂圖片（彩色照片+文字注音）為基礎，放

置在研究對象前方，研究者呈現四張褪除圖片（縮小刷淡照片+文字注

音），請研究對象選擇與實體可樂以及可樂圖片（彩色照片+文字注音）

相同的褪除圖片，若研究對象選擇正確，隨即帶領研究對象做圖片上注

音的逐一指認以及在 iPad 上拼音打字的練習，若研究對象選取錯誤，則

退回上一步的實體可樂與可樂圖片（彩色照片+文字注音）的配對練習。 
 

依此步驟，逐步的引導研究對象從圖片中介訓練步驟褪除到圖片

中介訓練步驟，亦即從可樂圖片（彩色照片+文字注音）的選取，褪除

到僅剩可樂圖片（文字注音），最後將完全褪除圖片提示，請研究對象將

眼前的實體可樂直接使用 iPad 獨立地拼打出來。圖 3-6 為圖片中介訓練

引導拼音打字之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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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之教學流程圖 

 

 

 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之圖片 

（彩色照片+文字注音） 

 

選取與偏好物圖片（彩色照片+文

字注音）相配之褪除圖片（縮小

刷淡照片+文字注音） 

 

選取與圖片（縮小刷淡照片+文字

注音）相配之褪除圖片（縮小灰

階照片+文字注音） 

 

選取與圖片（縮小灰階照片+文字

注音）相配之褪除圖片（縮小黑

白照片+文字注音） 

 

選取與圖片（縮小黑白照片+文字

注音）相配之褪除圖片（文字注音） 

 

圖片中介訓練 
（圖片四選一）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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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生的進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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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手肘引導 

 獨立打字 

 

重複練習 

拼音打字 

（約 3-5次） 

 

完全褪除圖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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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 

 

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之圖片 

（文字注音） 

相配之褪除圖片（文字注音） 

 

 
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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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壹、研究者 

研究者有四年任教於特教班的經驗，在班上接觸到的孩子將近一半

為自閉症，且皆為低口語的中、重度者居多，故對於自閉症的實務教學

以及與自閉症的相處有一定的基礎。此外，研究者在就讀研究所時，曾

修習過與自閉症相關之「自閉症專題研究」課程，以及與科技輔具相關

之「身心障礙者數位學習專題研究」課程，而在研究法方面亦修習過「質

的研究」課程，以奠定自身在質性研究方法上的理論基礎與知識。 
 

針對自閉症拼音打字的教學，研究者曾參加過與之相關的字母版溝

通法國際教學研討會、高理解力低無口語自閉症鍵盤打字溝通訓練、自

閉症打字溝通研習以及由科技輔具基金會與台師大復健諮商所合辦一系

列有關輔具應用與打字教學相關的研習課程（運用紙鍵盤讓孩子有效學

習注音符號、協助特殊生運用溝通筆學習注音符號之研習），並從相關書

籍、資料等的研讀，來瞭解自閉症打字教學之技巧與內涵。 
 

在此行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為方案執行者，同時擔任著教導者、

觀察者、分享者的角色。教學及引導學生打字之技能，觀察學生在學習

拼音打字的進展並予以詳實的記錄，最後再將學生的學習狀況分享給學

生之導師。此外，研究者在研究中將提供研究過程所需的輔具及教學媒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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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對象 

一、選取方式與條件 

本研究對象依據本研究之目的與條件，採取立意取樣之方式，選取

台北市某國中自足式特殊班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二名及台北市某國小自足

式特教班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一名，經由研究者與導師、家長商談討論，

並取得家長同意書進行本研究，家長同意書如附錄一。此三名研究對象

皆符合以下條件： 

一、經由公私立醫院或鑑輔會鑑定為自閉症，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其障礙類別為自閉症者。 

二、經教師表述及研究者觀察後，未具口語能力或口語能力僅限於

少數單字者。 

三、能使用簡單的圖卡溝通或具有配對能力者。 

四、取得家長同意書。 
 

二、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經由上述條件取三名研究對象後，茲就三名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說

明如表 3-1： 

 

表 3-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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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軍概況資料 

小軍（化名）為 14 歲 2 個月男孩，目前就讀於台北市某國中集中式

特教班，經醫學中心診斷為重度自閉症，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在醫療與專業治療部分，小軍從出生至 3 歲時仍無口語，母親發現

異狀後，有帶小軍到醫院檢查，但直至小軍 6 歲入小學前，才有進行診

斷評估；除了有接受學校方面的語言治療外（一學期 2~3 次），沒有接受

過其他的專業治療，亦沒有打字溝通訓練的經驗。 
 

在家庭方面，小軍為單親家庭，母親為主要照顧者，家中尚有一位

輕度智能障礙的姊姊與一位學習障礙的哥哥，母親對於小軍沒有太多的

要求，僅期待有一天小軍能夠開口說話。 
 

在感官功能與認知能力方面，觸覺較敏感，視覺、聽覺能力正常，

具有視覺優勢，能模仿操作物件；記憶與空間概念佳，有拼百片拼圖的

能力；對有興趣的事，具高度專注力。 
 

在學業能力方面，沒有學過注音符號，會仿寫國字以及進行圖片與

文字的配對；會百位以內的加減法計算、看時鐘及背出部分九九乘法。

上課意願及配合度低，需不斷提醒與要求，常需進行一對一教學才肯學

習，在八年級時開始喜歡上電腦課。 
 

在溝通能力部分，完全無口語，會用笑聲、臉部表情及肢體動作表

達需求，在有情緒反應時會發出「阿」、「吼」等的狀聲詞，能理解簡單

的日常生活對話與指令，對於不想做或排斥的事會有抗拒的情緒或動

作，國小時有使用過圖卡與他人溝通，但國中後排斥使用，改學習簡單

的手語，常會用不當的行為來引起老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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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山概況資料 

阿山（化名）為 14 歲 4 個月男孩，目前就讀於台北市某國中集中式

特教班，經醫學中心診斷為極重度自閉症，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在家庭方面，阿山為父母離異的單親家庭，父親為主要照顧者，父

親對阿山非常疼愛，常主動尋求資源，並積極地給予阿山許多學習刺激

及參與療育，每個週末父親皆會帶阿山到母親家住。 
 

在醫療與專業治療部分，阿山在民國 90-94 年曾在兩所私人機構接

受早療服務，從民國 100 年迄今有接受整脊治療、中醫治療及服用中藥

控制過動行為與妥瑞症；在學校有接受語言治療、物理治療與職能治療。 

 

在感官功能與認知能力方面，視、聽、觸覺能力正常；空間概念佳，

有拼百片拼圖的能力，抽象概念及問題解決力能力弱；短期記憶力尚可，

操作學習優於語言學習；能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活動上，若對課程沒興

趣或太簡單常會不斷發出聲音。 
 

在學業能力方面，沒有學過注音符號，對於熟悉的物品可在提示第

一個字的情況下說出該物品的名稱，能指認生字及詞彙，但不太穩定，

語文理解能力約小學五、六年級程度；數學能力佳，約有小學五年級的

程度，有乘除的概念，也會簡單一步驟的應用題，有單位換算的概念。 
 

在溝通能力部分，低口語，可理解簡單的日常生活語彙與指令，能

仿說 4 個字以內的語句，但大多語音模糊，語言表達多為被動的仿說，

國小時有使用過 PECS，但需大量提示才會拿圖卡表示需求，溝通動機較

為被動。在八年級上學期時發現阿山會使用紙鍵盤扶手打字溝通，但因

阿山在拼打注音時，常打字太快且指點不清楚，故無法和老師建立成功

的打字經驗，目前只有媽媽能解讀阿山拼打的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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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龐概況資料 

小龐（化名）為 7 歲 8 個月男孩，目前就讀於台北市某國小集中式

特教班，經醫學中心診斷評估為全面發展遲緩、自閉症以及智能不足，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其障礙類別為重度自閉症。 
 

在醫療與專業治療部分，小龐於學前階段時尚未發展出口語，於就

讀國小一年級時突然發展出單詞仿說的能力，曾就讀特幼班並接受過接

受職能與語言治療之專業團隊服務，目前在學校有接受一學期一次的語

言與職能治療。 
 

在家庭方面，小龐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與父母同住，在家父親是主

要照顧者，對小龐採取較為放任的教養態度，但若小龐不聽話，則多採

用打罵的方式進行管教。 
 

在感官功能與認知能力方面，視、聽、觸覺能力正常；注意力較不

集中，需經常給予口頭提醒；但對於喜愛的玩具、積木或拼圖能維持高

度的專注力，且有拼百片拼圖的能力。 
 

在學業能力方面，小龐的學習主動性高，對於新奇的事物皆有甚高

的興趣。沒有學過注音符號，會仿寫簡單的國字以及指認、配對簡單的

國字；已具備 10 以內數量概念、基本顏色、形狀等概念，在校多數時間

情緒穩定，但常有自言自語及哼歌的行為出現，尤其是在獨處或午睡時，

會發出怪聲或大笑。 
 

在溝通能力部分，低口語，可理解簡單的日常生活指令，能以簡單

的語詞主動表達需求，如玩、喝水、尿尿…等，亦可於引導下進行仿說，

但僅侷限於 2-3 個字。於特幼班時有學習過使用圖卡進行溝通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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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協同參與者 

一、小軍導師 

小軍導師為研究對象小軍的班導師，於研究者教學介入之前，提供

研究對象小軍的相關文件資料與學習近況史，並協助研究者與小軍的家

長說明介入方案以及取得家長同意書；在研究者教學介入期間，將與小

軍導師討論及分享教學介入的進展；在介入後期則透過訪談小軍導師來

瞭解小軍在教學介入後之成效。 
 

二、阿山導師 

阿山導師為研究對象阿山的個管老師、班導師以及研究對象小軍的

任課老師，研究所畢業，有八年的任教資歷，於研究者教學介入之前，

提供研究對象阿山的相關文件資料與學習近況史，並協助研究者與阿山

的家長說明介入方案以及取得家長同意書；在研究者教學介入期間，輔

助研究者觀察及討論介入的進展；在介入後期則輔佐研究者資料的蒐集

並根據錄影帶內容檢視研究者教學方案介入的內容記錄，以確認觀察資

料的正確性，並透過訪談阿山導師來瞭解阿山在教學介入後之成效。 
  

三、小龐導師 

小龐導師為研究對象小龐的班導師，於研究者教學介入之前，提供

研究對象小龐的相關文件資料與學習近況史，並協助研究者與小龐的家

長說明介入方案以及取得家長同意書；在研究者教學介入期間，將與小

龐導師討論及分享教學介入的進展；在介入後期則透過訪談小龐導師來

瞭解小龐在教學介入後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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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壹、資料蒐集的方法 

一、觀察 

研究者藉由觀察的方式來蒐集研究對象在介入前的能力現況，以及

介入後的學習進展。 
 

二、訪談 

（一） 正式訪談 

在教學方案介入前與介入後，將透過研究者編擬的訪談題

綱，針對研究對象的導師進行晤談，以瞭解介入前研究對象

的現況能力以及介入後導師對於拼音打字的成效意見。 

（二） 非正式訪談 

在課後時間與導師分享教學介入的進展，並與導師做意見溝

通交流，非正式訪談之內容將依日期加註於教學方案介入記

錄表暨研究者省思日誌內。 
 

三、研究日誌 

配合觀察錄影的資料，研究者於每一次教學介入後皆撰寫研究日

誌，來描述研究對象的學習歷程，並從中瞭解學生進步的狀況，進而發

現疑問、提出建議、進行反思，以供研究者方案修撰之參考。 
 

四、文件檔案 

蒐集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文件檔案資料。包括個案基本資料、IEP、輔

導紀錄、相關專業服務紀錄、介入前觀察札記、教學方案介入記錄表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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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省思日誌等多元的資料。 

 

貳、研究工具與材料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研究者即是主要的研究工具。然而，在本

研究中，更需藉由觀察、訪談、省思等方式蒐集資料，使用工具包括「家

長同意書」、「訪談大綱」、「介入前觀察札記」、「教學方案介入記錄暨研

究省思」、「數位媒體工具」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家長同意書 

基於研究倫理，本研究於進行前即已徵求家長同意，並請家長填寫

同意書。同意書內容包含本研究計畫簡介、說明本研究主旨、研究目的

以及學生資料的保密性等。其同意書內容如附錄一。 
 

二、介入前及介入後教師訪談題綱 

介入前之訪談題綱由研究者設計，以條列式的問題對教師進行晤

談，用以瞭解研究對象的能力現況，以作為研究者教學方案介入之參考；

介入後之訪談表由研究者設計，為了解研究介入後教師對於研究對象在

拼音打字的成效及對本研究的看法與建議，以作為研究者教學介入後之

反省與檢討。介入前及介入後教師回饋訪談題綱如附錄二。 
 

三、介入前觀察札記 

在研究介入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進行十次的觀察互動，在過程中，

以條列式的方式將所觀察到的事件摘要記錄，以作為研究者方案介入之

參考。記錄表格式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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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方案介入記錄表暨研究者省思日誌 

本記錄表由研究者設計，透過觀察錄影的資料，以詳實的方式將教

學介入的歷程、研究對象之圖片中介訓練的進展、引導打字的程度、其

他相關反應等記錄下來；同時，研究者於每次教學介入後，敘寫研究者

對於教學介入過程中所遇到的疑問、困難、建議與省思。教學方案介入

記錄表暨研究者省思日誌表格如附錄四。 
 

五、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本記錄表由研究者設計，研究者針對研究對象於介入過程的拼音打

字能力進行階段性評量，並請協同參與者透過錄影資料進行資料與研究

一致性的檢核。拼音打字評量表如附錄五。 
 

六、數位媒體工具 

（一）Apple iPad 

本研究使用 Apple iPad 作為溝通輔具，配合下載 APP 應用程式「有

聲注音溝通板」以作為 SGD 之用。研究對象需以手指拼打的方式觸碰「有

聲注音溝通板」上的注音符號。 
 

Apple iPad 之「有聲注音溝通板」是一 AAC 的應用程式，是由一位

重度無口語自閉症孩童的父親所開發設計，此應用程式能透過手指拼打

注音的方式來達到注音符號即時發聲的功能。 
 

（二）錄影機及數位相機 

本研究以錄影機拍錄每次的介入過程，以蒐集研究對象拼音打字表

現的相關資料以及進行教學介入記錄與研究日誌的撰寫，並依此錄影資

料作為確認觀察資料的正確性依據；此外，使用數位相機作為研究對象

偏好物素材之拍攝。 



 

 

 
52 

 

七、其他教學媒材 

（一）使用 Apple iPad 配合下載休閒遊戲類及注音符號類的 APP  

本研究在觀察準備階段所選取的 APP 主要分為兩大項目：1.休閒遊

戲類 APP：目的為引起研究對象使用 iPad 的動機以及觀察並建立研究對

象使用 iPad 的基礎能力。2.注音符號類 APP：目的為試探及建立研究對

象對於 37 個注音符號的基本認識與配對能力，並使用系統化的流程教導

研究對象逐一地認識 37 個注音符號。本研究所使用的休閒遊戲類及注音

符號類 APP 整理如附錄六。 
 

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以及配合手

寫 APP《Skitch》內容介紹如圖 3-7、圖 3-8、圖 3-9 所示，以及教學流

程說明如下。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在 iPad 上的圖示 

圖 3-7 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介面內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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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介面 

 

 

 

 

 

 

 

 

 

 

 

 

 

 

 

 

 

 
練習介面 

圖 3-8 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介面內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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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手寫 APP《Skitch》做圈選的 
評量練習 

 
 
 
 
 
 
 
 
 

小軍的評量記錄 

阿山的評量記錄 小龐的評量記錄 

 

 

 

 

 

 

 

 

 

 

 

 

 

 

 

 

 

 

評量介面 

圖 3-9 配合手寫 APP《Skitch》介面內容及評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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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3-7、3-8、3-9 的內容，本研究在觀察期的注音符號教學流程

主要為： 

 要求研究對象開啟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 

 教師點選欲教學的注音符號（例如：ㄅ）。 

 在 iPad 畫面的提示下請研究對象使用注音符號磁鐵板將ㄅ找出來。 

 教師針對教學框的圖片內容進行教學，帶領研究對象認識與注音符

號ㄅ相關的詞彙。 

 【配對練習】請研究對象點選下方練習框的詞彙圖案，並要求研究

對象在教學框內逐一的找出與練習框相同的詞彙圖案。 

 請研究對象於練習介面進行找出注音符號ㄅ的練習（使用手指按

壓，按壓正確會有注音符號ㄅ的發聲，按壓錯誤則是反面回饋的聲

響）。 

 教師開啟 APP《Skitch》。 

 要求研究對象點選「畫筆」進行圈選注音符號ㄅ的評量練習。 
 

（二）注音符號磁鐵板 

注音符號磁鐵板為本研究在觀察準備階段的注音符號教學素材，使

用的目的為讓研究對象除了 iPad 所提供的注音符號的視覺、聽覺回饋

外，更有實體化的注音符號讓研究對象能夠進行手動配對、觸摸的練習，

以對於注音符號更加熟悉。本研究所使用的注音符號磁鐵板如圖 3-10 所

示。 

 

 

 

 

 

 圖 3-10 注音符號磁鐵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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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處理與分析 

資料分析的過程包括閱讀資料、選擇資料、呈現資料、解釋資料及

做成結論（miles & huberman, 1984）: 
 

一、閱讀資料 

重複閱讀所蒐集到的資料來源，並針對疑惑、不解之處，詢求協同

參與者的闡明或見解，以瞭解各資料間的關連性。 
 

二、選擇資料 

將相似性的資料聚集歸類，並盡可能將複雜的資料簡化，以邏輯的

方式排序。 
 

三、呈現資料 

將資料以易於瞭解的方式呈現，並適時以圖表或表格的方式表示之。 
 

四、解釋資料及做結論 

將多元的資料依照來源、對象、時間等順序予以編碼，例如，「前訪」

為介入前訪談文稿、「前觀」為介入前觀察記錄、「後訪」為介入後訪談

文稿、「教」為教學方案介入記錄、「誌」為研究日誌、「檔」為檔案文件

資料，如表 3-2 所示。 
 

將資料歸納編碼後，進而加以解釋與分析，以瞭解資料內容中所蘊

含之意義，最後，再依照研究目的，將相關資料加以闡述、詮釋，以進

行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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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來源 資料代碼 說明 

訪談前文稿 前訪 1020409 龐師 表示 102 年 4 月 9 日介入前訪談小

龐導師的訪談資料內容 

介入前觀察札記 前觀 1020409 山 表示 102 年 4 月 9 日對阿山的介入

前觀察札記記錄 

訪談後文稿 後訪 1020409 山師 表示 102 年 4 月 9 日介入後訪談阿

山導師的訪談資料內容 

教學方案介入記錄 教 1020409 軍 表示 102 年 4 月 9 日對小軍的教學

方案介入記錄資料 

研究省思日誌 誌 1020409 龐 表示 102 年 4 月 9 日關於小龐的研

究省思日誌內容 

檔案文件資料 檔 1020409 軍 表示 102 年 4 月 9 日小軍的文件檔

案資料 

 

 

肆、研究倫理與信效度 

一、信度 

為避免研究者本身之主觀判斷，本研究將蒐集到的資料以三角驗證

來提升研究的信度，透過相關的文件檔案、訪談記錄、觀察記錄、教學

介入記錄、錄影記錄等多方的資料來源，並請協同參與者針對錄影資料

進行檢核，進行相互佐證與檢驗，以求資料的一致性。此外，本研究的

訪談資料在轉譯成逐字稿後，將交由受訪者審閱並修正，以確定資料的

一致性與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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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度 

本研究為瞭解圖片中介訓練引導研究對象拼音打字之效果，將集結

多方的相關資料，以提供研究者多元資料的佐證證據，並在研究結束後

訪談導師對本研究的回饋與建議，來瞭解研究之成效，以作為本研究之

效度。 
 

三、研究倫理 

陳向明（2002）曾指出，遵守研究倫理的道德規範，不僅能讓研究

者本身「良心安穩」，且能因此提高研究本身的質量。故研究者在本研究

的過程中，將謹遵以下的研究倫理原則： 

（一）誠實及尊重原則： 

研究者以誠實的態度主動表明自身的身份與研究目的，在蒐 

集所需的資料前，皆徵詢協同參與者的同意；研究過程中有 

涉及隱私之部份，皆在研究進行前告知協同參與者及取得知 

情同意，除此之外，研究過程將充分尊重且遵守同意書上的 

承諾。 
 

（二）保密及隱私原則： 

在研究過程及論文撰寫時，將以化名或稱號的方式來表示研 

究對象及協同參與者，並對研究對象及協同參與者之身份資 

料善盡保密；研究過程中所取得的相關資料僅供研究分析使 

用，且僅止於提供給研究者本人、指導教授及協同參與者審 

閱，以維護研究對象的隱私。 
 

（三）研究告知及受惠原則： 

在研究過程及研究結束後，研究者以主動的態度告知研究對 

象的導師研究之進展，並與研究對象的導師分享研究的成果 

及體悟，期望能透過分享的過程，讓彼此相互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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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透過行動研究的實施歷程，探討圖片中介訓練對於引導

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的效果。在教學介入的過程中將以「圖片中

介訓練」為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之主要教學框架，次要框架

則是在介入過程中，跟隨著三位研究對象在拼音打字上學習進展或困境

進行不斷地省思，以作為個別學生的方案內容調整及修正之依據，用以

瞭解此圖片中介訓練對於引導三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的發展過

程與內容。 
 

本章將分成四節來呈現與分析研究的結果，第一節為方案介入前與

研究對象的觀察互動之準備；第二節將探討此教學方案介入的發展過程

與內容；第三節將探討研究對象在此方案介入後的成效；第四節將針對

此次行動研究的結果做綜合討論。 

 

 

第一節  方案介入前之觀察準備 

在方案介入之前，研究者分別與三位研究對象進行十次的一對一觀

察互動接觸，觀察內容為使用 iPad 下載應用程式或軟體（application，

APP，以下簡稱 APP）做為與研究對象互動的媒介。此觀察互動階段所

選取的 APP 主要分為兩大項目：1.休閒遊戲類 APP：目的為引起研究對

象使用 iPad 的動機以及觀察並建立研究對象使用 iPad 的基礎能力。2.

注音符號類 APP：由於三位研究對象皆就讀於特教班，且皆未學習過注

音符號，故研究者欲使用注音符號相關的 APP 以試探及建立研究對象對

於 37 個注音符號的基本認識與配對能力。 
 

本節將分別從三位研究對象在觀察準備階段使用 iPad 的情形以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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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項目 APP 做綜合之探討。 

壹、小軍之我見我得 

在與小軍的觀察互動階段中，發現小軍對於 iPad 這項科技產品相當

好奇，會主動的端查其外觀，用手探查周邊的按鍵…等行為出現。此外，

研究者在示範使用時，小軍亦能依樣畫葫蘆的模仿，且只需教導一次，

即能記住所有的操作流程，小軍極佳的記憶力由此可見。 

「會觀察研究者使用 iPad 的手勢進而模仿，例如五指手指靠攏來前往主

畫面、使用四指翻頁畫面…等。」（前觀 1020223 軍） 
 

然在觀察小軍使用休閒遊戲類的 APP 時，發現小軍僅需研究者口語

指導與示範一次，即能學會操作初次使用的休閒遊戲 APP，甚至在觀察

互動階段達第五次時，研究者僅需將 iPad 放在小軍的面前，小軍完全不

需研究者的口語指導，即能自主地選擇所想要的休閒遊戲 APP 而與之進

行互動，且能遵循休閒遊戲 APP 的操作示範使用之，抑或是自行探索初

次使用的休閒遊戲類 APP 的規則。此外，小軍在使用休閒遊戲類 APP 的

過程中，常會跟著遊戲而有情緒的起伏，例如大笑、敲/拍桌子…等。 

「玩新的 APP 遊戲時，完全不需要研究者的口語指導或提示，即可自

行探索。」（前觀 1020307 軍） 

「小軍今天在玩新的 APP 遊戲『小狗學說話』，聽到研究者說話小狗會

跟著說話，小軍笑的很開心，還會試圖的敲打桌子、拍手等發出聲音讓

小狗模仿。」（前觀 1020223 軍師） 

「小軍每次上課後都很開心好興奮，上次上電腦課，電腦老師說小軍使

用電腦的能力增進了。」（前觀 1020226 軍師） 
 

在觀察小軍使用注音符號類 APP 時，雖然小軍沒有學習注音符號的

經驗，但小軍對於 37 個注音符號的學習速度相當地快，一次的觀察互動

教學約能習得 5 個左右的注音符號，並能快速又正確的將與目標注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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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詞彙做配對；此外，對於使用注音符號類 APP 的系統化流程亦在兩

次的觀察互動階段後，即能熟稔的使用。雖然小軍是無口語，但是，在

評量時若是發現自己錯誤或是需要修正，小軍會發出「吼」等的狀聲詞，

接著能自行操作修正的按鍵將錯誤改正。 

「在練習用手將『ㄎ』圈起來時，因為不小心劃了直線，突然發出『吼』

的聲音，接著自己操作復原鍵來還原，會想要用手指將注音符號『圈

好』。」（前觀 1020320 軍） 
 

綜觀研究者在與小軍的觀察互動期間發現，小軍使用 iPad 的主動性

以及學習性高，對於 iPad 亦有自我探索的能力；在使用休閒遊戲類 APP

時，能高度的專注且在其中得到樂趣。至於小軍在注音符號類 APP 的學

習及使用方面，小軍對於研究者的口語指導的聽覺理解力佳，在進行第

二次觀察互動時，已能記住注音符號教學時的操作流程並獨立的使用

之。此外，小軍的圖像配對能力佳，注音符號皆能在一次的教學下習得，

且能夠自行發現錯誤以及修正錯誤。 

 

 

貳、阿山之我見我得 

在與阿山的觀察互動階段中，發現阿山的學習及行為較為被動，對

於 iPad 的使用或操作，皆會「等待」研究者的口令或指示後才會有所行

動。此外，阿山在於口語理解方面的能力似乎較弱，常常研究者在口語

指導過後，阿山仍會眼神呆滯、不知所措的看著研究者，研究者需要口

語指導多次或是配合手勢示範過後，阿山才能理解。 

「有時會無法理解研究者的教學指導語，例如，研究者指著一個圖形，

請阿山在一堆圖形中指出與研究者指定的圖形一樣，阿山的反應為指著

研究者指過的圖形，無法在一堆圖形中指出與之相同者。」（前觀 10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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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今天要求阿山在練習框裡找出與教學框一樣的詞彙圖案進行配對練

習，研究者用口語指導阿山，阿山不能理解研究者在說什麼，然後，研

究者示範練習一次，要求阿山接續練習，阿山就跟著研究者按壓練習框

裡的詞彙圖案後，就一臉茫然的看著研究者。」（前觀 1020308 山） 
 

然在觀察阿山使用休閒遊戲類的 APP時，發現阿山除了拼圖類的 APP

能夠自行探索與之互動外，其餘的休閒遊戲類的 APP 皆需要研究者的指

導後才能使用。另外，阿山的手指精細功能以及視覺追視的能力較弱，

故在操作需要使用到精細能力以及視覺追視能力的休閒遊戲類的 APP

時，常需嘗試多次後方能成功。 

「研究者試著讓阿山獨自跟著 ipad 的指令操作新嘗試的「補東西」APP

遊戲，但阿山會一直看著研究者，等待指令。」（前觀 1020315 山） 

「APP《補東西》遊戲：有些物品被破壞了，需用手指在輔助的虛線上將

之描繪補起來。描虛線需要較精細以及仔細的手指功能及視覺的協調，

阿山在 10 個描繪圖裡有 2~3 個需多次描繪才能成功。」（前觀 1020315

山） 

「阿山在手指按壓部份似乎比較不靈敏，常須按壓多次才會有所反應，

有試著教阿山改用觸控筆，效果有比較好些。阿山較無法跟上圖片的快

速移動而點選，需嘗試多次才能成功。」（前觀 1020304 山） 
 

在觀察阿山使用注音符號類 APP 時，阿山對於注音符號類 APP 的聲

音回饋有自發性的口語模仿（皆為模糊不清口語語言），此外，阿山在相

似的注音符號上容易混淆，例如ㄅ、ㄣ；ㄇ、ㄈ，ㄛ、ㄜ，然在使用具

體化的注音符號磁鐵板予以指導及說明後，即有改善。另外，阿山對於

注音符號類 APP 的教學流程似乎無法記得，每一次使用皆需要研究者的

口語提示或指導才會有所動作。在注音符號的評量練習時，阿山有時無

法將目標注音符號全部圈出來，然研究者會接續給予口語提示「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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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但阿山仍舊是找不出來，需要研究者再進一步的提示，例如，手

勢提示阿山還沒找到的注音符號所在的範圍、口語提示沒找到的注音符

號在具體物件（如樹、花）的旁邊等。除此之外，阿山在練習或評量時，

常會因不確定而看著研究者，待研究者給予口語回饋（很好、是嗎）或

是點頭、搖頭等阿山才會有所反應的作答，阿山似乎非常依賴旁人給予

的指導以及提示回饋。 

「雖然已經操作過 5 次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仍舊需要研究者的指導

與才會操作；此外，有時會遺漏 1、2 個注音符號圈找不出來，需要研究

者的口語及手勢提示才找得到。」（前觀 1020321 山） 

「今天阿山在操作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時，操作到一半，突然卡住，

眼神疑惑的看著研究者，研究者給予指導提示，亦無法理解。」（前觀

1020328 山） 

「阿山在不知道如何操作以及對於操作不確定時，常會用懷疑的臉看著

研究者，想從研究者的臉部表情、口語提示回饋等得到反應的線索。」

（前觀 1020409 山） 
 

綜觀研究者在與阿山的觀察互動期間發現，阿山對於學習較為被

動，學習過程中需依賴旁人給予的口語指導或提示回饋才會有所反應；

此外，阿山在口語理解方面的能力較弱，常會不瞭解研究者的口語指導，

而以困惑的神情看著研究者，研究者需使用口語指導配合手勢或動作指

導阿山才能有所瞭解。在使用休閒遊戲類 APP 時，除了拼圖 APP 能自發

性的使用外，其餘的休閒遊戲類 APP 皆無法獨立探索使用，須透過研究

者的指導說明後才會使用。在注音符號類 APP 的學習及使用方面，對於

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教學流程常有遺忘的情形發生，需研究者提醒

才能繼續操作，對於較易混淆的注音符號在輔以具體化的注音符號磁鐵

板做練習後，即能正確的選取並習得。在此觀察互動期內，阿山已能正

確的配對 37 個注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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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龐之我見我得 

在與小龐的觀察互動階段當中，發現小龐的學習主動性以及配合度

極高，對於研究者的口語指導理解能力很好，不但能遵循研究者的口語

指令，有時甚至不需研究者的口語指示，即能主動的執行。在 iPad 的使

用方面，由於小龐是初次的接觸到 iPad 這項工具，對於 iPad 可以發出

聲音、能夠進行多種遊戲的互動感到非常新奇，在第一次的觀察互動階

段時，即能主動的模仿研究者使用 iPad 的手勢，並且很流暢的使用 iPad

進行休閒玩樂。 

「研究者示範使用 iPad 的技巧，小龐好專心的在看，研究者只有示範一

次就交給小龐自己操作（五指抓銀幕回主畫面、左右翻頁…等），小龐使

用的好順手阿！」（前觀 10200510 龐） 

「今天一進觀察互動教室，小龐就主動的把桌椅排好、電風扇開好，並

且自行從研究者的教學袋裡把 iPad 拿出來，並打開遊戲玩起來了，完全

不需要研究者的口語指令。」（前觀 1020513 龐） 

「小龐每天早自習都在等『王老師』，口中還不時的會念念有詞，看到你

來他都很興奮耶。」（前觀 10200517 龐師） 
 

然在觀察小龐使用休閒遊戲類的 APP 時，發現小龐完全不需要研究

者的任何指導，就能自己選取休閒遊戲類的 APP，小龐會多方的嘗試不

同種類的休閒遊戲類 APP，也能自行探索或是跟著休閒遊戲類 APP 的指

導進行遊戲，在遊戲若是遇到困難，則會有喃喃字語的語言出現，但卻

不會有向研究者求助的行為，很能獨自享受使用休閒遊戲類 APP 的樂趣。 

「小龐一拿到 iPad 就直接自行點選 APP，有時點選到不是遊戲的 APP

時，會自己再重新選擇，可以完全獨立的使用 ipad。」（前觀 1020517

龐） 

「小龐今天在玩開車的 APP 時，車子突然卡住不能動了，小龐說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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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聽不懂的話，研究者在旁邊一直看著小龐操作，小龐完全沒有向研究

者求救，自己不斷的探索，最後成功的解決難題。」（前觀 1020522 龐） 
 

在觀察小龐使用注音符號類 APP 時，小龐在一次的觀察教學約能習

得 5 個左右的注音符號，在教學的過程中，不但能正確將與目標注音相

關的詞彙做配對，有時還會跟著 ipad 發出的聲音回饋而進行仿說，甚至

在回到原班上看到有學過的注音符號還能自發性的說出。此外，小龐對

於使用注音符號類 APP 的系統化流程在第二次的觀察互動階段時，即能

順暢的使用。在注音符號評量方面，小龐不但能夠自行修正錯誤，之後

的評量分數亦能模仿研究者的給分方式，自己給自己打分數。 

「昨天小龐看到同學在做ㄆ的塗鴉，就一直ㄆㄆㄆ的說。」（前觀 1020520

龐師） 

「今天小龐在圈選注音時，不小心圈錯了，自己發出了『阿』的聲音，

然後，就自己按『復原鍵』還原，之後全部圈選完畢，研究者說：『非

常棒，得 100 分』，小龐接著就模仿研究者先前的打分方式-寫 100 下面

再兩撇，自己打分數。」（前觀 1020524 龐） 
 

綜觀研究者在與小龐的觀察互動期間發現，小龐使用 iPad 的主動性

以及學習性高，對於 iPad 裡的 APP 不但能夠自行摸索，在遇到困難時亦

有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雖然小龐才國小一年級，但是對於研究者口語

指導的理解能力很好，常常僅需要說明一次即能瞭解。此外，小龐在使

用休閒遊戲類 APP 時，不僅能夠投入在遊戲當中，還能自發性的選取想

使用的休閒遊戲類 APP。至於小龐在注音符號類 APP 的學習及使用方面，

由於小龐是僅會使用少數單詞的低口語自閉症，在注音符號類 APP 的語

音回饋中，小龐會自發性出現清楚的仿說；除此之外，小龐能夠獨立的

操作注音符號的教學流程，圖像的配對能力佳，注音符號皆能在一次的

教學下習得，針對錯誤不僅能夠自我修改，還能模仿研究者「打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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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軍 阿山 小龐 

iPad 

的 

使 

用 

能 

力 

能主動地觀察及模仿研

究者操作 iPad 的技能進

而自行操作之 

 

 

 

 

對於 iPad 的使用有自

行探索的能力 

 

 

 

 

能獨立地使用 iPad 

能主動地觀察及模仿

研究者操作iPad的技能

進而自行操作之 

備註說明：學習較為被

動，需研究者給予口語

指令或指導才會有動作 

 

對於iPad的使用有自

行探索的能力 

備註說明：能習得教導

過的使用方式，但無法

自行探索其他功能 

 

能獨立地使用 iPad 

備註說明：在使用拼圖

APP 時能獨立使用，其

他 APP 的使用則需要研

究者的指導才會執行 

 

能主動地觀察及模

仿研究者操作 iPad 的

技能進而自行操作之 

 

 

 

 

對於 iPad 的使用有

自行探索的能力 

 

 

 

 

能獨立地使用 iPad 

休 

閒 

遊 

戲 

類 

APP 

的 

能自行選取想玩的 APP 

 

 

 

 

 

 

能自行選取想玩的

APP 

備註說明：僅會選取拼

圖 APP，其他休閒遊戲

類 APP 則需要研究者協

助 

 

能自行選取想玩的

APP 

 

 

 

 

 

研究對象 

觀察能力 

（續下表） 

 

表 4-1  

三位研究對象於觀察互動期之表現比較 

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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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能 

力 

能自行探索遊戲的玩法

或規則 

 

 

 

能從中得到樂趣 

 

遊戲遇到困難時能自行

探索解決方法 

能自行探索遊戲的玩

法或規則 

備註說明：需要研究者

的指導或協助 

 

能從中得到樂趣 

 

遊戲遇到困難時能自

行探索解決方法 

備註說明：會不知所措

的停止操作並疑惑的看

著研究者，以尋求協助 

 

能自行探索遊戲的

玩法或規則 

 

 

 

能從中得到樂趣 

 

遊戲遇到困難時能

自行探索解決方法 

注 

音 

符 

號 

類 

APP 

的 

使 

用 

能 

力 

能在觀察互動期間習得

37 個注音符號 

 

 

 

 

 

能記住注音符號教學的

流程並自行操作之 

 

 

 

 

 

能自行發現錯誤並予以

修正 

能在觀察互動期間習

得 37 個注音符號 

備註說明：較相似的注

音符號容易混淆，在使

用注音符號磁鐵板的教

學輔助後即可辨認 

 

能記住注音符號教學

的流程並自行操作之 

備註說明：無法記住，

需要研究者的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有時甚至需

要重新示範操作的方式 

 

能自行發現錯誤並予

以修正 

能在觀察互動期間

習得 37 個注音符號 

 

 

 

 

 

能記住注音符號教

學的流程並自行操作

之 

 

 

 

 

能自行發現錯誤並

予以修正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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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說明：需研究者給

予口語、手勢或動作等

提示後才能發現錯誤 

圖 

示 

說 

明 

完全達成 

部分達成 

無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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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方案介入的發展過程與內容 

雖然三位研究對象皆為低口語自閉症，但由於自閉症係屬高異質性

的個體，故三位研究對象在先備能力以及各方面的學習能力、表現、學

習動機等皆有所殊異，此皆會影響方案介入的效果。 
 

本研究使用「圖片中介訓練」作為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

的教學框架，在方案介入過程中，主要是以研究對象喜歡的偏好物作為

目標詞彙的拼音打字內容，此外，為了不侷限研究對象在拼音打字學習

的發展，個別研究對象的學習內容以及學習目標將跟隨著個別研究對象

的學習進展或是學習困境進行方案內容之調整。研究者於每次教學介入

之後，即將介入過程摘記下來，並將當次的觀察、想法或省思撰寫於研

究日誌內，以幫助研究者掌握個別研究對象的學習情形，並依此作為修

正介入方案的參考依據。以下，為三位研究對象在方案介入的發展過程

與內容，個別研究對象將依介入情形分為三~五個階段說明如下。 

 

壹、小軍 

方案介入前，研究者在與小軍導師進行訪談後得知，小軍平常在學

校若遇到需要要求物品、拒絕或是生氣的情況下會出現溝通的行為，其

溝通的方式是使用手指物、眼睛一直看著物品或是發出聲音等方式來表

達要求物品、想吃或想喝需求；以逃離現場、撇開頭或是不反應的方式

表達拒絕；在生氣時會以雙手握拳、跺腳、發出不悅的聲音作為反抗。

而小軍主要的偏好物是「零食」和「飲料」，故研究者在介入過程中，即

準備數種不同的零食和飲料讓小軍挑選，以此做要求偏好物的拼音打字

目標詞彙。 
 

在小軍的整個介入進展方面，小軍從初期僅能拼打出偏好物的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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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到後期已能拼打出完整的要求偏好物語句，故研究者依小軍介入

後的學習進展以及時間先後順序分為五個階段（階段一：偏好物單詞名

稱拼音打字階段二：主詞、要求詞、動詞及短語拼音打字階段三：

完整語句拼音打字階段四：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拼音打字階段五：

日常生活語句拼音打字、情境轉移），並於各階段內詳述小軍的方案介入

過程與內容以及研究者在階段過程中的省思，整理如下。 

 

第一階段（1020412-1020508）： 

（一）方案介入內容：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 

此階段的介入內容主要是引導小軍在 iPad 上的有聲注音溝通板上

拼打出偏好物的單詞名稱。研究者先呈現數樣零食與飲料偏好物，請

小軍選取想要的偏好物，待小軍選定完後，即針對小軍所選的偏好物

進行引導拼音打字的圖片中介訓練，內容及過程如下： 

A. 呈現數個實體偏好物請小軍選取喜歡的。 

B. 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研究者呈現四張圖片（彩色照片+文

字注音），請小軍選取與喜歡的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 

C. 小軍選取圖片正確，研究者即引導小軍認識圖片上偏好物的注音 

（研究者扶小軍的手腕，逐一地指認圖片上注音約 3-5 次，研究  

者亦逐一地將注音拼念出來。） 

D. 研究者藉由圖片上的注音提示，引導（扶手腕褪除至獨立）小軍 

在 iPad 上拼打偏好物的注音練習（約 3-5 次），每拼打完一次皆

須按語音播放鍵    讓 iPad 發出偏好物單詞名稱的聲音回饋

（在此過程中，研究者並以口說完整的句子「小軍要吃/喝____

【延長停頓】」引導小軍按語音播放鍵讓拼打完的偏好物單詞發

出聲音回饋做接龍練習），之後，再做按垃圾桶清除鍵 



 

 

 
71 

的動作，以清除顯示窗的注音視覺提示並接續下一次的練習）。 

E.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以及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彩色照

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小軍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提示配

對，並做上述 C.與 D.的引導拼音打字練習。 

F.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以及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縮小刷 

淡照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小軍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提

示配對，以及 C.與 D.的引導拼音打字練習。 

G. 接續著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練習，直到最後的訓練步驟

，褪除圖片提示，請小軍使用 iPad 獨立拼打出眼前的偏好物

實體的注音符號（約 3-5 次）。 

H. 下一次教學介入：上課前先做所學過的偏好物單詞的拼打測試，

研究者呈現所有學過的實體偏好物，讓小軍選取想要的，小軍要

能正確拼打出所選的實體偏好物才進行新的偏好物單詞的圖片

中介訓練，小軍若打不出來，則使用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圖片

（文字注音）提示之，請小軍從四張圖片選出與欲測試的實體偏

好物相配對的（文字注音）圖片，正確選取後再進行拼音打字練

習（3-5 次），若選取錯誤，則再退回訓練步驟的圖片（縮小

黑白照片+文字注音）提示之，直至能正確選取圖片，再接續著

下一步的圖片中介訓練做配對練習以及拼音打字練習，待練習到

訓練步驟能獨立拼打出來為止才算通過。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

退回訓練如圖 4-1 所示。 

 

 

 

 

 

 

圖 4-1 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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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軍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14 次的教學介入，除了第一次的教學介入

研究者有以扶手腕的方式引導小軍認識圖片上偏好物單詞的注音，以

及引導小軍透過圖片上的注音在 iPad 將注音拼打出來外，之後每一次

的教學介入研究者皆放手讓小軍獨立地做拼打的練習。 
 

在圖片中介訓練的過程中，小軍從訓練步驟圖片（照片+文字注

音）提示褪除到沒有任何圖片提示的訓練步驟的學習過程相當地順

利，每一訓練步驟均能快速又正確的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

片，且在每次教學介入將圖片完全褪除之後，都能夠不需任何提示或

協助地使用 iPad 將所選取的偏好物的單詞名稱拼打出來。此外，小軍

從第一次到第四次的上課前測試皆能獨立且正確地拼打出曾經學過的

偏好物單詞，共能正確拼打出 3 種偏好物的注音，而在第 5 次的上課

前測試，可能是因為累積學習的偏好物單詞名稱已達到 4 種，小軍會

出現拼打錯誤或拼不出偏好物單詞注音的情形發生，然在研究者給予

訓練步驟的圖片（文字注音）提示之，並練習 3 次左右的注音拼打

後，即能在完全褪除圖片提示下獨立拼打出偏好物的單詞注音。之後

研究者給予小軍的拼打練習則依照「測試所學過的（若錯誤，即給

予錯誤退回提示訓練）測試通過新目標單詞教學」的訓練模式進

行，以讓小軍熟記學習過的目標單詞的注音拼打。然而，在此階段中，

小軍能獨立且正確的拼打出的偏好物的單詞名稱共有 10 種（鹹餅乾、

可樂、軟糖、巧克力、洋芋片、科學麵、海苔、爆米花、棉花糖、奶

茶）。 

「小軍的學習速度很快，都能記住上一次學習過的偏好物單詞的注

音，所以，在每一次上課前的複習，都能夠不需任何提示地使用 iPad

正確拼打出偏好物的注音。」（誌 1020424 軍） 
 

研究者在此階段中發現小軍拼打注音的能力是漸入佳境，且拼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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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也愈來愈快，從一開始的一直看著 iPad 很緩慢的動作以及需要研

究者不斷地口語的催促「快打給我看阿！」、「快點，你想要什麼自己

打！」等的口語提示才願意拼打，直到第七次的教學介入時在選取完

想要的實體偏好物後，隨即能夠自行且很快的把偏好物的單詞注音拼

打出來，對於已經完全記起來的偏好物單詞拼打相當的有自信；更特

別的是，小軍在第五次的教學介入前測試時，把可樂打成「ㄌㄜˋ ㄎ

ㄜˇ」，在拼打完目標單詞按語音鍵後，聽到自己拼打的注音錯誤，則

會自行按清除鍵重新嘗試拼打；在第六次的教學介入前測試時，把海

苔打成「ㄏㄞˇ ㄊㄞˋ」，小軍在聽到拼打過程的語音回饋時，發現

自己拼打錯誤，則又自行按返回鍵    修正(研究者沒有教過小軍使

用返回鍵)，小軍看著顯示框的注音 僅將ㄊㄞˋ刪除掉，保留ㄏㄞ

ˇ，接續拼打ㄊㄞ + 聲調ˇ、ˋ的逐一嘗試，直到聽到正確的ㄊㄞˋ

才按語音播放鍵（誌 1020424 軍、誌 1020426 軍）。由此可看出，小軍

已能將注音的「符號」與注音的「聲音」做連結。 
 

由於小軍在此階段已能獨立地拼打 10 個偏好物的單詞名稱，雖然

偶爾會忘記，但小軍能透過顯示框的注音以及語音的回饋做拼打的修

正或是逐一嘗試，若真的嘗試不出來，在研究者給予拼打錯誤退回訓

練的圖片提示後，亦能成功的褪除圖片提示獨立且正確的拼打出偏好

物的單詞名稱。故在第二階段，研究者將修正小軍的介入內容，加入

主詞-小軍、要求詞-要，以及動詞-吃、喝的單詞拼音打字練習，並做

吃+____；喝+____的短語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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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1020509-1020513）： 

（一）方案介入內容：主詞、要求詞、動詞及短語拼音打字 

有鑑於小軍在第一階段已能透過圖片中介訓練後，使用 iPad 進行

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獨立拼音打字，故此階段的介入內容主要是主詞-

小軍、要求詞-要，以及動詞-吃、喝的單詞拼音打字練習，並進行完

整語句拼打前的短語拼打練習「吃+____；喝+____」。以下為小軍的第

二階段方案介入內容及過程： 

A. 動詞「吃」、「喝」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練習（研究者輔 

以「吃」、「喝」的動作提示，以及口語解釋-吃，用牙齒咬、嘴

吧吃；喝，用手拿杯子喝）。 

B. 呈現已會拼打的實體偏好物，請小軍選取想要的，選取完後進行 

短語拼打練習。 

C. 短語拼打練習：針對小軍所選取的實體偏好物，請小軍選取文字

+注音圖卡「吃或喝」做連接，小軍若正確選取圖卡，即引導

小軍在 iPad 上拼打動詞+偏好物單詞的短語拼打練習。例如，小

軍選取實體偏好物鹹餅乾，接著，請小軍從動詞圖卡（文字+注

音）吃和喝中選出與鹹餅乾正確連結的動詞圖卡吃（研究者

在此過程中，以口語提示『是【吃】餅乾？還是【喝】餅乾？』

或動作提示『牙齒咬的動作-吃；手假裝拿杯子靠嘴的動作-喝』

引導小軍做選擇），小軍選取正確的圖卡吃後，即將圖卡吃以

及實體偏好物鹹餅乾依照「吃+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的順序放置

在小軍面前，請小軍在提示下使用 iPad 做短語拼打的練習（小

軍在做短語拼打練習時，研究者在旁以口說完整的句子「小軍要

____【延長停頓】或是小軍要幹嘛？」引導小軍接續拼打短語的

句子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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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褪除動詞圖卡（文字注音）吃和喝的提示，請小軍選取實體

偏好物，接著使用 iPad 打出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短語練習。 

E. 待小軍能夠獨立地將所學過的偏好物單詞名稱以動詞短語做連

結後，即進行主詞「小軍」以及要求詞「要」的圖片中介訓練引

導拼音打字練習。 

 

（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軍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4 次的教學介入，研究者在教導小軍

「吃」、「喝」的單詞拼打時，原先使用的是小軍吃餅乾以及喝飲料的

照片作為圖片中介訓練的圖片提示，然小軍看到自己出現在圖片上，

就一直把圖片蓋起來或是拿在手上揮來揮去，研究者要求小軍把圖片

放在桌上，然後做打字的練習，小軍仍是不斷地把圖片拿在手上揮動，

亦沒辦法進行打字的練習，似乎非常不想要看到自己出現在圖片上（誌

1020509 軍），故研究者即改以 U1 溝通圖庫上的吃、喝照片（如圖 4-2）

作為圖片中介訓練的圖片提示，而小軍即能正常的進行學習。 

 

 

 

 

 

 

 

 

小軍在進行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短語練習方面，在完全褪除圖

片提示後，小軍在選取偏好物單詞名稱的動詞連結時，皆能正確的拼

打出「吃」+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短語，唯「喝」有時會搞混，但在研究

者的口語提示下，小軍即能自行修正。研究者在此思考到，小軍會拼

圖 4-2 U1 溝通圖庫之「吃」、「喝」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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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 10 樣偏好物裡，只有兩項是「喝」的，或許是「喝」的短語練習

較少，所以，小軍容易直接自動化地把「喝」的拼打成「吃」的，所

以，研究者之後將吃和喝的短語拼打練習做交叉替換或是改由研究者

隨機選取實體偏好物再請小軍做短語「吃」或「喝」的拼打練習。 

「研究者要求小軍選完偏好物後，要打出動作『ㄔ』或『ㄏㄜ』，小軍

『ㄔ』的短語連結都打對了，只有可樂的動詞打成『ㄔ』，在經研究者

口語提示『是【ㄔ】』可樂嗎？』，小軍即能自行修改成『ㄏㄜ』（誌 1020509

軍）。 
 

另一方面，小軍在主詞「小軍」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

過程中，研究者考慮到小軍在學習吃和喝時不喜歡看到自己出現在圖

片上，又考量到「小軍」圖片的圖像提示唯只有使用真實的照片呈現

一途，故研究者只好捨棄圖片提示的~步驟，直接進入步驟小

軍文字注音的圖片提示，研究者請小軍在小軍文字注音的圖片提示

下直接進行 iPad 拼音打字的練習 3-5 次，褪除文字注音的圖片提示，

小軍仍能獨立的拼打出小軍。之後，在動詞「要」的圖片中介訓練引

導拼音打字上，研究者延續直接從步驟要文字注音的圖片提示進行

引導拼打（研究者適時地搭配「要」的手勢動作提示），發現小軍亦能

在褪除圖片提示後獨立地拼打出「要」的注音。 
 

由於小軍在此階段已能獨立地使用 iPad 拼打動詞連結偏好物單詞

名稱的短語，且在主詞「小軍」以及要求詞「要」的圖片中介訓練引

導拼音打字練習階段中，能跳過有具體照片提示的圖片~步驟，直

接從抽象的文字注音圖片步驟做拼音打字的練習。由此可以看出，

小軍已能由照片為主的圖片提示，成功的透過逐步褪除照片的方式，

將拼音打字的提示轉移到僅需文字注音為主的圖片提示，故在之後的

拼音打字練習，將可直接從文字注音為主的圖片提示來引導小軍，以

簡化圖片中介訓練的步驟。針對小軍在第二階段的學習進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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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階段將修正小軍的介入內容，進行拼打「主詞+要求詞+動詞+

偏好物單詞名稱」的完整的語句練習（如，小軍要吃鹹餅乾）。 

 

 

第三階段（1020515-1020520）： 

（一）方案介入內容：完整語句拼音打字 

由於小軍在第二階段的教學介入後已能獨立拼打出「動詞+偏好物

單詞名稱」的短語，且亦能獨立地拼打出「主詞：自己的名字」以及

「要求詞：要」的單詞，故此階段的介入內容將使用圖片提示輔以逐

步褪除策略訓練小軍使用 iPad 拼打出完整的要求偏好物的語句「小軍

+要+吃/喝____」。以下為小軍在第三階段的方案介入內容及過程： 

A. 將小軍和要的文字注音圖卡依序呈現在小軍面前，接著，請 

小軍選取想要的實體偏好物，將文字注音圖卡及實體偏好物依照

「小軍+要+實體偏好物」的順序排列在小軍面前。 

B. 請小軍在有小軍+要的文字注音圖卡的提示引導下，使用

iPad 依次地拼打出「小軍要吃/喝____」完整的要求語句（研究

者在旁給予口語提示「小軍要幹嘛？用 iPad 打出來」）。 

C. 待小軍在有小軍+要的文字注音圖卡的提示引導下，能將 10 

樣偏好物均使用完整句子拼打出來後，即進行要文字注音圖卡

的褪除。 

D. 僅呈現小軍的文字注音圖卡提示，請小軍選取想要實體偏好物

後，將小軍的文字注音圖卡和實體偏好物依照「小軍+實體

偏好物」的順序排列在小軍面前，接著，請小軍在有小軍的文

字注音圖卡提示下，拼打出「小軍要吃/喝____」完整的要求語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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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俟小軍在有小軍的文字注音圖卡的提示引導下，能將 10 樣偏

好物皆使用完整句子拼打出來後，即進行全部圖卡提示的褪除。 

F. 請小軍選取想要的實體偏好物，要求小軍在無圖卡的提示下獨立

拼打出完整的要求語句。 

 

（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軍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3 次的教學介入，為了讓小軍能拼打出完

整語句，研究者在此階段原本是使用短語作為拼打的基礎，然後再逐

一地加入要和小軍的語詞以達到完整語句的拼打練習（以偏好物鹹

餅乾為例：吃鹹餅乾要吃鹹餅乾小軍要吃鹹餅乾），然小軍似

乎對於研究者如此的增加語句感到困惑，常需要研究者給予口語提示

或是手勢提示才能將完整的語句打出來，故研究者隨即修改教學方

案，改同時呈現主詞小軍以及要求詞要，作為引導小軍拼打句子的

基礎，接著，再針對小軍的學習進展，漸次地先褪除要求詞要，然後

再褪除主詞小軍的文字注音圖卡提示。 
 

小軍從單詞拼打進展到完整語句的拼打過程相當順利，然而，有時

在要求小軍拼打出完整語句時，小軍有時會貪圖方便快速，僅打出實

體偏好物的單詞名稱，常需研究者給予「要打句子，誰要？」等的口

語提醒，才會發出「吼」的聲音，接著打出完整的語句。 

「今天褪除『小軍』、『要』的注音文字圖卡提示，要求小軍要打出句

子，小軍會有『吼』、『阿』…等的聲音出現，但是，在研究者的要求

下（要告訴我是誰要吃阿？是老師、同學還是小軍？？？），小軍還是

能夠配合地打出要求的句子。」（誌 1020516 軍） 
 

在小軍能完整的打出要求偏好物的語句後，研究者正以小軍如此

的表現感到滿足而想終止教學介入，然在一次的教學介入過程中，研

究者在小軍打出「小軍要吃軟糖」時，讓小軍從多種顏色的軟糖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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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拿取想吃的紅色軟糖時，研究者要求小軍先把軟糖握在左手裡，隨

即扶著小軍的手腕，延伸地引導小軍拼打軟糖的顏色「紅色」，由於

研究者此次的隨機教學，使得小軍在之後的教學介入時，在選取想要

吃的軟糖顏色後，都會先將軟糖握在手裡，似乎是在等待研究者教導

其顏色的拼音打字（誌 1020516 軍、誌 1020518 軍）。 

「之前有教過『可樂』、『軟糖』，研究者今天帶了「可樂軟糖」，小軍

知道是軟糖，研究者延伸提問，他是什麼造型的軟糖，並拿實體可樂

給小軍比對，小軍即能打出『可樂軟糖』。」（誌 1020515 軍） 

「因為軟糖有很多顏色，研究者突如其來的叫小軍拿著軟糖握在左

手，並延伸教導其顏色的拼音打字，如，『紅色』軟糖，接下來，小軍

在拼打完軟糖後，在拿到軟糖後，都會拿握在左手，似乎是想要研究

者教導其顏色的拼音打字。」（誌 1020516 軍） 
 

由於小軍似有求知若渴的表現，故研究者再次的修正教學方案，

將於第四階段中從小軍所習得拼打的 10 樣偏好物裡做單詞名稱的擴

充練習，以讓偏好物的名稱更具體單一化（如，鹹餅乾多利多滋鹹

餅乾）。 

 

 

第四階段（1020522-1020527）： 

（一）方案介入內容：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拼音打字 

在此階段中，研究者延伸之前小軍所學過的 10 個偏好物單詞的拼

音打字，將部分偏好物單詞名稱做擴充詞彙的拼音打字教學，並接續

著使用圖片中介訓練引導小軍進行偏好物單詞名稱的擴充詞彙拼打教

學，然在此階段的教學內容有：多力多滋鹹餅乾、原味科學麵、

雞汁科學麵、小熊軟糖、紅色小熊軟糖、綠色小熊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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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小熊軟糖、橘色小熊軟糖、白色小熊軟糖，以讓偏好物的

單詞名稱更為單一具體化。 

在第四階段的方案介入內容及過程方面，除了顏色無法使用逐步

褪除的方式做拼音打字的教學外，其餘詞彙研究者全都使用圖片中介

訓練的方式逐步的引導小軍做名詞擴充的拼打練習。而在顏色的拼打

教學方面，研究者使用顏色+文字注音圖卡、顏色圖卡以及文字注音圖

卡作為顏色拼打學習的提示（以紅色為例，如圖 4-3 所示）。 
 

研究者先使用顏色+文字注音圖卡        ，要求小軍找出紅色的

小熊軟糖與之配對，待小軍能正確配對研究者指定的顏色後，研究者

即引導小軍做拼音打字的練習（3~5 次）。之後，單獨呈現顏色圖

卡     ，請小軍在四張文字注音圖卡中，找出           的文字注音

圖卡與之配對，正確選取後即進行拼音打字的練習。最後，則進行文

字注音圖卡的褪除，僅呈現顏色圖卡    ，請小軍獨立拼打出紅色的

注音。 

        

 

 

（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軍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3 次的教學介入，在此階段中，小軍學習

拼打擴充詞彙速度很快，且不單單能夠拼打出單詞名稱的擴充語詞，

還能在研究者的要求之下，將每個單詞名稱的擴充語詞一律使用完整

圖 4-3 顏色+文字注音圖卡、顏色圖卡、文字注音圖卡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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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句拼打出來（如，「小軍要吃多力多滋鹹餅乾」、「小軍要吃紅色小

熊軟糖」…等）。 

由於小軍在此階段已能拼打出約 10 個字左右的要求偏好物語

句，研究者在此過程中思索到，小軍是否能夠在未學過的詞彙中，僅

給予詞彙的圖像，而研究者給予聲音提示，而能拼打出詞彙的注音符

號呢？研究者為了進一步瞭解小軍是否能夠僅在只有圖像的提示，藉

由研究者口說詞彙的聲音回饋下，使用 iPad 拼打出圖像的注音符號

（如，使用研究者尚未教學過的詞彙「水」做測試，研究者呈現「水」

的圖像，並口說「ㄕㄨㄟˇ」給予聲音回饋），然在研究者的多次嘗試

下，小軍僅是疑惑的看著研究者，無法因此直接拼打出詞彙的注音。

由此可看出，小軍雖然有拼音打字的能力，但仍需要藉由文字注音的

視覺提示並多次練習拼打過後，才能夠從逐步褪除的階段當中，習得

目標詞彙的獨立拼音打字。 

 

 

第五階段（1020529-1020612）： 

（一）方案介入內容：日常生活語句拼音打字、情境轉移 

小軍於第四階段已能拼打出約 10 個字左右要求偏好物的句子，但

在前四個階段中，研究者與小軍的拼音打字練習皆為一對一隔離式的

教學情境，如此似乎侷限了小軍在自然情境下使用 iPad 拼音打字溝通

的機會，故研究者在與導師討論過後並瞭解小軍目前在學校生活上所

需的溝通需求後，將以小軍要求基本生理需求的溝通語句作為引導小

軍於原班級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情境轉移練習。 
 

由於此階段在教學進行中，無法有實物或是實際行為作為拼打詞彙

的引導，故研究者在此階段不逐步地使用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打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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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使用照片+文字注音圖卡、照片圖卡以及文字注音圖卡（以上廁所

為例，如圖 4-4 所示）進行拼音打字的教學，先使用照片+文字注音圖 

卡以口頭解說的方式教學，接著直接引導小軍使用 iPad 做拼打的練習

（3-5 次），之後，使用照片圖卡作為提示，請小軍在四張文字注音圖

卡中找出上廁所的文字注音圖卡，小軍若選取正確，隨即引導拼音打

字的練習，若選取錯誤，則退回照片+文字注音圖卡的教學練習，最後，

將僅呈現照片圖卡，要求小軍就照片圖卡在 iPad 上拼打出其注音。然

此階段進行的日常生活語句練習的詞彙有：水、早餐、午餐、麵包、

牛奶、睡覺、上廁所、士福便當、第一便當（麵包、牛奶為隨機教學，

視小軍早上帶來的早餐而定；士福便當、第一便當為小軍學校中午訂

的便當廠商，小軍導師希望小軍能夠自主地表達想要吃的便當廠商）。 

 

 

 

 

（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軍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4 次的教學介入以及 2 次於中午用餐時間在

原班級進行實際情境的拼音打字練習。小軍在一對一的隔離情境下學

習日常生活語句的拼打狀況很好，也相當配合研究者的指導及教學，

日常生活語句的拼打也能從單詞拼打直接擴充到句子拼打，然在第一

次情境轉移至原班級做實際生活情境拼打時，小軍卻表現出遲遲不肯

拼音打字的情況（研究者要求小軍在吃午餐前先拼打出「小軍要吃午

圖 4-4 照片+文字注音圖卡、照片圖卡、文字注音圖卡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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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中午睡覺要打出「小軍要睡覺」），需研究者在旁不斷地要求、鼓

勵以及解釋研究者如此的作為是希望小軍未來也能在班上使用 iPad

做拼音打字的溝通，研究者與小軍執拗了約 5 分鐘，小軍才肯配合的

拼打出「小軍要吃午餐」的句子。而在第二次的實際生活情境拼打練

習時，小軍有表現出「較為」配合的打字態度，但仍需研究者在旁給

予口語的引導提示，如「小軍現在要幹嘛？快點打給我們看，打出來

才可以做！」。 

「礙於『士福便當』、『第一便當』沒有實物圖可以呈現，故僅使用文

字注音圖卡配合口述方式講解教導小軍詞彙的意涵，小軍學得很快，

一個詞彙看著文字注音圖卡練習打過 3 次左右即可以記起來。」（誌

1020531 軍） 

「中午吃飯時，要求小軍在吃飯前要先打出『小軍要吃午餐』，小軍一

開始很排斥，一直發出『吼吼』的聲音，但在之後跟小軍說，只是希

望他可以把上課學到的打字內容應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小軍之後就有

配合的打出來（中午時段很亂很吵雜，會聽不太到 iPad 的回饋聲音）。

吃完飯刷完牙後，在睡午覺前，詢問小軍現在要幹嘛，打出來跟老師

說，小軍很配合的打出『小軍要睡午覺』。」（誌 1020604 軍） 

「今天中午小軍比較能配合研究者的要求（打字後才可以吃飯），研究

者問：『現在是中午，小軍要幹嘛？』小軍直接打出「午餐」，研究者

引導：『用句子講，誰要午餐？』小軍打「小軍午餐」。研究者再度引

導遺漏的詞彙（手勢要、吃），小軍反應「吼…」，但依舊配合地打出

整個句子：『小軍要吃午餐。』（誌 1020606 軍） 
 

針對小軍在原班級上課的實際拼打狀況，研究者與導師討論到，

小軍會有如此的狀況，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小軍平常在校沒有任何的溝

通輔具，什麼時間需要做什麼事情（如上廁所、喝水、吃早餐…等），

小軍全都可以不需他人的協助自行完成，而班級上亦沒有對於小軍要

先跟老師「表達需求」再去做事情的規範，故小軍已習慣了不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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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班級生活，而研究者如此的要求小軍要有規範的「先使用 iPad 拼音

打字表達需求，再進行想做的活動」，難免會讓小軍感到無法適應，故

研究者在此反思到，若要培養小軍使用 iPad 於生活上拼音打字溝通的

習慣，應先從基本的生理需求規範引導拼音打字開始。 

 

 

貳、阿山 

方案介入前，研究者與阿山導師進行訪談後得知，阿山平時在學校

多在拒絕或是生氣時會出現溝通的行為，其溝通的方式主要是以撇開頭

或是用手把欲拒絕的人事物撥開；然在生氣時的溝通方式則是會不停地

發出聲音或大叫，甚至會有捏人、咬人等方式的表達溝通行為；阿山很

少有需求性的溝通行為，多以被動的接受為主。在喜愛的偏好物方面，

阿山喜歡喝可樂以及吃鹹的餅乾或食物，故研究者在介入過程中，即準

備阿山喜愛吃的鹹餅乾、可樂做為一開始阿山要求偏好物拼音打字的目

標詞彙，另再額外準備數種鹹的食物讓阿山挑選做為後續的拼音打字的

目標詞彙。由於阿山在介入後的進展僅停留在單詞名稱的拼音打字，故

研究者以介入阿山拼音打字所使用的包裹性教學策略以及時間先後順序

分為三階段（階段一：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階段二：偏好物單詞

名稱拼音打字之刪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輔以注音符號拼圖教學策略階

段三：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之圖片中介訓練輔以聽口語指令實物二

選一教學策略），以下為阿山的方案介入過程與內容，整理如下。 

 

第一階段（1020411-1020501）： 

（一）方案介入內容：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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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的介入內容為僅使用圖片中介訓練的圖片褪除策略來引導

阿山在 iPad 的有聲注音溝通板上拼打出偏好物的單詞名稱。研究者一

開始先以阿山喜愛的偏好物「鹹餅乾」進行偏好物的單詞名稱引導拼音

打字練習，待阿山能不需任何提示獨立地使用 iPad 將鹹餅乾的注音符

號拼打出來後，即再引導阿山做另一個偏好物「可樂」的單詞名稱拼音

打字，訓練內容及過程如下： 

A. 研究者呈現阿山喜愛的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研究者並以口語

詢問阿山想不想吃）。 

B. 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研究者呈現四張圖片（彩色照片+文

字注音），請阿山選取與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相配對的圖片。 

C. 阿山選取圖片正確，研究者即引導阿山認識圖片上鹹餅乾的注音 

（研究者扶阿山的手腕，逐一地指認圖片上注音約 3-5 次，研究  

者亦逐一地將注音拼念出來。） 

D. 研究者藉由圖片上的注音提示，引導（手拉手褪除至獨立）阿山 

在 iPad 上拼打「鹹餅乾」的注音練習（約 3-5 次），每拼打完一

次均須按語音播放鍵   讓 iPad 發出「鹹餅乾」的聲音回饋（在

此過程中，研究者並以口說完整的句子「阿山要吃____【延長停

頓】」，以手勢指示引導阿山按語音播放鍵讓拼打完的「鹹餅乾」

單詞發出聲音回饋做接龍練習），之後，研究者再給予阿山口語

提示按垃圾桶清除鍵    的動作，以清除顯示窗的注音視覺提示

並接續下一次的練習）。 

E.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鹹餅乾」以及與實體偏好物「鹹餅乾」

相配對的圖片（彩色照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阿山進行圖片中

介訓練步驟的提示配對，並做上述 C.與 D.的引導拼音打字練

習。 

F.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鹹餅乾」以及與實體偏好物「鹹餅乾」

相配對的圖片（縮小刷淡照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阿山進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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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介訓練步驟的提示配對，以及 C.與 D.的引導拼音打字練

習。 

G. 接續著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練習，直到最後的褪除圖片提

示步驟，請阿山使用 iPad 獨立正確地拼打出實體偏好物「鹹

餅乾」的注音符號（約 3-5 次）。 

H. 若阿山無法獨立正確地拼打出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符

號，則使用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I. 待阿山能正確地拼打出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符號後，則

進行另一個實體偏好物「可樂」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 

 

（二）方案介入省思 

阿山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9 次的教學介入，阿山的學習速度較慢，

在圖片中介訓練的每個步驟裡，多需要研究者先使用手拉手的提示來

引導其逐一地指認圖片上偏好物的注音符號，方能透過圖片上的注音

符號提示獨立的在 iPad 上練習偏好物的拼音打字，直至第 4 次的教學

介入，才褪除到以獨立拼打為主，偶爾以扶手腕的方式引導拼音打字。

此外，阿山在圖片褪除訓練的學習表現情形方面，在訓練步驟進行

到訓練步驟的圖片選取都能立即且正確拿取，直到訓練步驟「選

取與圖片（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相配之褪除圖片（縮小黑白照片

+文字注音）」時，開始出現錯誤的情形，但在研究者給予口語回饋：「是

嗎？」，則會自行修正選取出正確的圖片，而阿山在選取圖片不確定的

神情在訓練步驟「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文字注音）」開

始頻繁地出現，且會試圖從研究者的臉部表情或是口語回饋中做選取

的反應。 

「阿山在進行訓練步驟『選取與實體鹹餅乾相配對的圖片（文字注

音）』時，在試圖要拿取鹹餅乾的文字注音圖片時，都會看一下研究者，

等研究者點頭回應或是給予『很好』、『繼續』等的口語回饋後，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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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的將圖片選取出來。」（誌 1020415 山） 
 

此外，阿山在完全褪除圖片提示的訓練步驟的獨立拼打表現亦相

當不穩定，不是出現不確定拼打的表情，就是表現出不知如何拼打的

反應，或是僅能拼打出部分的偏好物的注音符號，需不斷反覆地給予

多次的圖片提示退回的訓練。 

「訓練進行到步驟，研究者把練習鹹餅乾拼音打字的視覺提示圖片

收起來，要求阿山獨立地拼打出『ㄒㄧㄢˊㄅㄧㄥˇㄍㄢ』，阿山會有

『尋找/偷看』視覺提示圖片的行為。」（誌 1020415 山） 

「阿山在上次的教學介入已能進行到圖片完全褪除的訓練步驟，亦

能獨立且正確地拼打出鹹餅乾的注音兩次，所以，在今天上課一開始，

研究者就拿出鹹餅乾，要求阿山在 iPad 上拼打出鹹餅乾的注音，阿山

眼神直滯的看著研究者，沒有任何拼打的反應。」（誌 1020418 山） 

「阿山能成功的用 iPad 拼打出鹹餅乾的注音，但在每拼打一個注音

時，都會抬頭看著研究者，似乎是想從研究者的臉部表情得到拼打正

確與否的線索。」（誌 1020419 山） 
 

在進行 9 次的教學介入後，阿山能獨立拼打出兩個偏好物「鹹餅

乾」及「可樂」的注音符號，但拼打的正確性仍不太穩定，且在每一

次開始上課前的完全褪除提示拼打測試時，阿山常會出現不知如何拼

打的表情神態，需退回到訓練步驟做拼打錯誤的練習後，方能在完

全褪除提示下獨立且正確的拼打出偏好物「鹹餅乾」或「可樂」的注

音。由於阿山在完全褪除圖片褪除後的獨立拼打表現相當不穩定，研

究者在與阿山導師討論過後，發現阿山在圖片褪除的訓練過程中，在

步驟「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文字注音）」會頻繁地出現

選取圖片不確定的疑惑表情，如此的情形或許是因為研究者給予阿山

的視覺提示圖片上沒有直接的全然聚焦在注音符號上，「阿山平常會指

認常用的文字，雖然不太穩定，但他會認字，圖片上的文字加注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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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傾向認字而忽略我們沒教的注音。」（誌 1020501 山師）研究者

在與阿山導師討論過後，於第二階段即修正阿山的介入內容，將阿山

的圖片中介訓練步驟「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文字注音）」

刪除，另改增加步驟-「選取與圖片（文字注音）相配之褪除圖片

（注音）」以及步驟-「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注音）」，

讓阿山將視覺注意力放置在圖片的注音符號上；此外，為了讓阿山更

能具體的記憶注音符號，將於步驟-、-阿山正確選取出圖片

後，使用注音符號拼圖讓阿山逐一地拼放在圖片的注音符號上，以此

加深阿山對偏好物的注音符號拼音，阿山的圖片中介訓練刪除增修部

分如圖 4-5。另外，研究者亦反思到阿山在每間隔一天的教學介入常

會有遺忘如何拼打的情況發生，故研究者將於阿山的第二階段教學更

改為「每天」進行介入，藉由密集性的教學介入，提昇阿山對於注音

符的記憶以及拼打的能力。 

 

 

 

 

 

 

 

 

 

 

 

 

 

  
圖 4-5 阿山之圖片中介訓練刪除增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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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1020502-1020510）： 

（一）方案介入內容：刪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輔以注音符號拼圖教

學策略（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 
 

由於阿山在第一階段對於「鹹餅乾」和「可樂」獨立使用 iPad 拼音

打字的不穩定，故阿山此階段的目標為加強「鹹餅乾」與「可樂」的注

音符號拼打正確性。研究者考量到阿山在第一階段已能正確的選取出步

驟的圖片（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故在此階段阿山的介入內容即

從步驟分別進行「鹹餅乾」及「可樂」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

並刪除圖片中介訓練步驟「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文字注

音）」，改使用增修步驟-「選取與圖片（文字注音）相配之褪除圖

片（注音）」以及步驟-「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注音）」

的圖片中介訓練，此外，並運用具體的注音符號拼圖於圖片（注音）上

進行逐一仿拼的操作練習（如圖 4-6，以可樂為例），以增進阿山對於

「鹹餅乾」和「可樂」的注音符號拼打記憶，訓練內容及過程如下： 

A. 研究者呈現阿山喜愛的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研究者並以口語

詢問阿山想不想吃）。 

B. 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研究者呈現四張圖片（縮小灰階照片

+文字注音），請阿山選取與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相配對的圖片。 

C. 阿山選取圖片正確，請阿山藉由圖片上的注音提示，獨立在 iPad

上拼打「鹹餅乾」的注音練習（約 3-5 次），每拼打完一次皆須

按語音播放鍵    讓 iPad 發出「鹹餅乾」的聲音回饋（在此過

程中，研究者並以口說完整的句子「阿山要吃____【延長停頓】」，

以手勢指示引導阿山按語音播放鍵讓拼打完的「鹹餅乾」單詞發

出聲音回饋做接龍練習），之後，研究者再給予阿山口語提示按

垃圾桶清除鍵    的動作，以清除顯示窗的注音視覺提示並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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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的練習）。 

D.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鹹餅乾」以及與實體偏好物「鹹餅乾」

相配對的圖片（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並呈現四張褪除圖片

（縮小黑白照片+文字注音），請阿山選出正確的褪除圖片，阿山

選取正確後，則引導阿山進行上述 C.的拼音打字練習。 

E.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鹹餅乾」以及與實體偏好物「鹹餅乾」

相配對的圖片（縮小黑白照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阿山進行圖

片中介訓練步驟的提示配對，以及上述 C.的引導拼音打字練

習。 

F.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鹹餅乾」以及與實體偏好物「鹹餅乾」

相配對的圖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阿山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

-的提示配對，待阿山選取正確的圖片（注音），即請阿山使

用注音符號拼圖逐一的拼放在提示的圖片（注音）上，接著進行

上述 C.的引導拼音打字練習。 

G.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鹹餅乾」請阿山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

-的配對，待阿山選取正確的圖片（注音），即請阿山使用注

音符號拼圖逐一的拼放在提示的圖片（注音）上，接著進行上述

C.的引導拼音打字練習。 

H. 進行中介訓練步驟，完全褪除圖片提示，請阿山使用 iPad 獨

立正確地拼打出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符號（約 3-5 次）。 

I. 若阿山無法獨立正確地拼打出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符

號，則使用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J. 待阿山能正確地拼打出實體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符號後，則

進行另一個實體偏好物「可樂」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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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注音符號拼圖仿拼練習 

 

（二）方案介入省思 

阿山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7 次的教學介入，透過密集的每日教學介

入、將提示的圖卡褪除至僅剩注音符號提示，以及使用實體的注音符

號拼圖讓阿山進行注音仿拼的教學策略後，阿山已能穩定的使用 iPad

拼打出「單獨呈現」的偏好物鹹餅乾以及「單獨呈現」的偏好物可樂

的單詞名稱。然而，奇怪的是，倘若研究者將兩樣偏好物同時呈現，

請阿山先選擇想要的，再用 iPad 拼打出來，而阿山常會出現用手點選

鹹餅乾，但使用 iPad 拼打出來的卻是可樂的注音符號。此外，值得一

提的是，每當研究者使用拼打錯誤的退回練習替阿山複習完一偏好物

（鹹餅乾）的拼音打字後，在完全褪除提示之下，阿山能夠獨立且正

確拼打出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但若接續呈現另一已能獨立拼打

出的偏好物（可樂）要求阿山拼打出來時，阿山打出來的注音常會是

上一個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 

「研究者呈現兩樣偏好物『鹹餅乾』和『可樂』，詢問阿山想要哪一個，

阿山手指著『鹹餅乾』，但卻打出『ㄎㄜˇ ㄌㄜˋ』兩次，研究者扶

手肘引導阿山打「ㄒ」，阿山隨即能拼打出『ㄒㄧㄢˊ ㄅㄧㄥˇ ㄍ

ㄢ』。」（誌 1020507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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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阿山在拼打進展上的困境，研究者詢問阿山導師阿山在實物

二選一的能力，阿山導師回應：「他很少有主動的選擇，都是由我們被

動的給予。很依賴人家給他提示，常需要別人給予指令才會有動作，

如果沒有給他提示，他就會一直等待。他會寫選擇題，但需要（手拉

手的）扶手，有時可以褪到扶手肘協助，但我們有感覺他會。而且，

阿山對自己很沒有自信，因為小時候是後母帶大的，是以高壓的方式

教養，所以養成了阿山只會聽指令做事，很少有自主的行為。」（誌

1020423 山師）研究者瞭解到阿山在選擇能力的經驗欠缺，故曾利用

一次的教學介入，讓阿山進行聽取研究者的指令，從兩樣偏好物中選

取研究者口語所指定的偏好物測試，在反覆的重複測試下，竟意外發

現，阿山能正確的做出聽取指令的反應極不穩定，甚至會有淆惑的情

況出現。 

「研究者呈現鹹餅乾和可樂，要求阿山聽研究者的指令拿東西，口語

指令：『請把鹹餅乾拿給我。』阿山手拿著可樂並用不確定的眼神看著

研究者；研究者再給予阿山口語指令：『請把可樂拿給我。』阿山改拿

鹹餅乾給研究者。阿山的反應很不穩定，時常拿錯，或是用疑惑的眼

神看著研究者，對於研究者的指令，常會有極不清楚的仿說，似乎是

想確認研究者的指令，但是，卻又無法拿出正確的偏好物給研究者。」

（誌 1020501 山） 
 

研究者反思到阿山雖然能夠將偏好物鹹餅乾、可樂的注音獨立的

拼打出來，但卻會有選取鹹餅乾，拼打出可樂的注音符號的情況發生，

原因可能在於阿山在聽取指令選取偏好物的能力尚不穩定，使其無法

將聽到的鹹餅乾語音，與實體鹹餅乾做正確的連結，亦使得其出現注

音拼打的混亂。於此研究者考慮到阿山在選取實物的基本能力須先建

立，故於第二階段即修正阿山的介入內容，先擱置阿山拼音打字能力

的訓練，改著手建立阿山在聽取口語指令，做實物二選一的基礎能力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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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1020513-1020520）： 

（一）方案介入內容：圖片中介訓練輔以聽口語指令實物二選一教

學策略（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 
 

由於研究者在阿山教學介入的第二階段中發現，阿山對於聽口語指

令選取實物的能力常呈現淆惑的情況，故在此階段研究者即先對阿山進

行聽口語指令選實物的基礎能力建立，待阿山能聽從研究者的口語指令

正確的選取出研究者指定的實物後，隨即再進行階段二的圖片中介訓

練，阿山的訓練內容及過程如下： 

A. 研究者呈現實體偏好物「鹹餅乾」，並使用口語跟阿山說明鹹餅

乾的特徵（三角形、硬硬的、用嘴巴吃的…等），並請阿山使用

口語跟著研究者做鹹餅乾的仿說練習。 

B. 研究者呈現實體偏好物「可樂」，並使用口語跟阿山說明可樂的

特徵（用瓶子裝的、顏色黑黑的、用嘴巴喝的…等），並請阿山

使用口語跟著研究者做可樂的仿說練習。 

C. 研究者同時呈現實體偏好物「鹹餅乾」和「可樂」，並從兩實體

偏好物的特徵給予阿山選取的口語指令，如「請拿用瓶子裝的可

樂給我」、「請拿用嘴巴咬一咬吃的餅乾給我」…等，待阿山能從

實體偏好物的特徵正確選出的研究者所指定的偏好物後，即褪除

實體偏好物的特徵口語指令。 

D. 研究者同時呈現實體偏好物「鹹餅乾」和「可樂」，褪除實體偏

好物的特徵口語指令，直接給予阿山選取實物的口語指令，如「請

拿鹹餅乾給我」、「哪一個是可樂？請拿給我」。俟阿山能正確選

取後，則進行第二階段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教學。 

E. 研究者同時呈現實體偏好物「鹹餅乾」和「可樂」，詢問阿山想

要哪一個，若阿山選取「鹹餅乾」，即進行鹹餅乾的圖片中介訓



 

 

 
94 

練引導拼音打字教學，待鹹餅乾能獨立且正確的拼音打字後，則

進行可樂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教學。 

F. 研究者同時呈現實體偏好物「鹹餅乾」和「可樂」，詢問阿山想

要哪一個，並請阿山直接使用 iPad 獨立拼打出來，若阿山無法

正確拼打出來，則使用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二）方案介入省思 

阿山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6 次的教學介入，在透過聽口語指令實物

二選一的教學策略介入後，阿山已能從兩樣偏好物中自主的選取想要

的，並被動地使用 iPad 將偏好物的注音拼打出來，雖然阿山能夠自主

的選取想要的偏好物，然在使用 iPad 拼打的過程中，卻仍需研究者給

予口語指令提示，才會有主動的接續動作，其對於何時需要進行拼打

練習、何時需要做按壓語音播放鍵和垃圾桶清除鍵的動作，都需要研

究者給予口語指令，才知道要操作。  

「研究者在引導阿山使用 iPad 拼音打字時，都會用口說完整的句子『阿

山要吃____【延長停頓】』，研究者的延長停頓語氣是希望阿山能夠接

續的使用 iPad 拼打出偏好物的注音，然阿山還是不太能從這近 20 次

的練習中建立起如此語句接龍的規則，每每都需要研究者給予口語提

示『用 iPad 打給我看』，然後知道要打字。」（誌 1020516 山） 

「在每次拼打好偏好物的注音後，都會看著研究者，等著研究者給予

口語指令後，才會按壓語音播放鍵和垃圾桶清除鍵，今天研究者就一

直沒有給予阿山按壓的口語指令，而阿山就只是一直看著研究者，遲

遲沒有動作。」（誌 1020516 山） 
 

由於阿山從第一階段進行到第三階段共 22 次的教學介入，僅能正

確的拼打出「鹹餅乾」以及「可樂」兩樣偏好物的注音符號，然研究

者欲增加阿山拼打偏好物的詞彙量，即接續使用阿山喜愛的偏好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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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增加偏好物單詞名稱的拼音打字練習，起初研究者呈現數樣的偏

好物讓阿山選取，阿山選擇「海苔」，研究者從第一階段的圖片中介訓

練（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開始進行教學介入，然當研究者將圖

卡褪除至僅剩文字注音時，阿山又開始出現困惑的神情了。因此，研

究者改進行第二階段的刪減增修圖片中介歷程訓練輔以注音符號拼圖

教學策略（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而在阿山能獨立拼打「ㄏㄞˇ 

ㄊㄞˊ」時，亦會出現拼打成「ㄎㄜˇ ㄌㄜˋ」或是「ㄒㄧㄢˊ ㄅ

ㄧㄥˇ ㄍㄢ」的情況，故研究者又再次的使用第三階段的圖片中介訓

練輔以聽口語指令實物二選一教學策略重新地建立阿山實物選取的能

力。 
 

研究者在對阿山進行三階段的教學介入過程中反思，雖然阿山有

扶手打字的經驗，但也因為有扶手的經驗，使得阿山在打字的過程中

傾向倚賴，對於研究者要求的「獨立打字」顯得沒有自信，會試圖從

研究者的臉部表情或是口語回饋得到拼音打字的線索。此外，由於阿

山從小的教養方式過於高壓，致使其無法表現出自主的選擇行為，高

度仰賴他人給予口語提示後才會有所反應，這也使得研究者在引導阿

山使用 iPad 打字時，需要不斷地給予口語提醒及提示。然在圖片褪除

的過程中，研究者亦發現阿山多依憑具體的視覺圖像提示，在圖片褪

除到僅剩抽象的注音符號提示時，常會表現出困惑，且需要多次的拼

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後，才能將偏好物的注音偏打記起來，仍

無法從中習得每一個注音「符號」與「聲音」的連結。針對阿山在拼

音打字進展上的困滯，研究者在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最後決定終止

對阿山的教學介入的原因在於阿山對於聽口令選取實物的基礎能力仍

待訓練，也由於阿山對於聽口令選取實物的基礎能力弱，使其無法將

聽到的實物語音與實物連結起來，這也致使阿山在選取偏好物後使用

iPad 拼打偏好物單詞名稱的注音符號產生混亂；亦即，由於阿山目前

的學習基礎多倚賴具體圖像，且對於實物選取的訓練仍不穩定，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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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礙於研究時間的限制，考慮到要引導阿山注音符號打字的訓練，

應從基本的實體選取訓練做起，待其能正確且獨立的選取目標實體物

後，再進行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教學。 

 

 

參、小龐 

方案介入前，研究者與小龐導師進行訪談後得知，小龐平時在學校

多在有需求上的要求情況下會出現溝通的行為，其溝通的方式能以口語

表達 1-2 個字詞，但僅限於平常較固定使用的字詞，如玩、水、尿尿等。

然在喜愛的偏好物方面，小龐對於教室裡的玩具以及食物很感興趣，尤

其喜愛吃軟糖，故研究者在介入過程中，即準備小龐教室裡最喜愛的玩

具、軟糖以及數種零食和飲料讓小龐挑選，以此做為要求偏好物的拼音

打字目標詞彙。由於小龐和小軍在觀察互動期的表現情況相似，故研究

者以小軍的介入階段內容為依據，再針對小龐的介入情形做調整。 
 

在小龐的整個介入進展方面，從初期僅能拼打出偏好物的單詞名

稱，到後期已能拼打出完整的要求偏好物語句，此外，並能藉由 iPad 的

聲音回饋，使用口語完整的說出要求偏好物語句，故研究者依小龐介入

後的學習進展以及時間先後順序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偏好物單詞名

稱拼音打字階段二：短語及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拼音打字階段三：

完整語句拼音打字及引導口說完整語句），並於各階段內詳述小龐的方案

介入過程與內容以及研究者在階段過程中的省思，整理如下。 

 

第一階段（1020517-1020612）： 

（一）方案介入內容：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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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的目標主要是引導小龐在 iPad 上的有聲注音溝通板上拼

打出偏好物的單詞名稱。研究者先呈現小龐喜愛的玩具、軟糖以及數

種零食和飲料等偏好物讓小龐挑選，請小龐選取想要的偏好物，待小

龐選定完後，即針對小龐所選的偏好物進行引導拼音打字的圖片中介

訓練內容及過程如下： 

A. 呈現數個實體偏好物請小龐選取喜歡的。 

B. 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研究者呈現四張圖片（彩色照片+文

字注音），請小龐選取與喜歡的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 

C. 小龐選取圖片正確，研究者即引導小龐認識圖片上偏好物的注音 

（研究者扶小龐的手腕，逐一地指認圖片上注音約 3-5 次，研究  

者亦逐一地將注音拼念出來。） 

D. 研究者藉由圖片上的注音提示，引導（扶手腕褪除至獨立）小龐 

在 iPad 上拼打偏好物的注音練習（約 3-5 次），每拼打完一次皆

須按語音播放鍵    讓 iPad 發出偏好物單詞名稱的聲音回饋

（在此過程中，研究者並以口說完整的句子「小龐要吃/喝____

【延長停頓】」引導小龐按語音播放鍵讓拼打完的偏好物單詞發

出聲音回饋做接龍練習），之後，再做按垃圾桶清除鍵    的動

作，以清除顯示窗的注音視覺提示並接續下一次的練習）。 

E.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以及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彩色照

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小龐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提示配

對，並做上述 C.與 D.的引導拼音打字練習。 

F. 研究者保留實體偏好物以及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片（縮小刷 

淡照片+文字注音）作為引導小龐進行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提

示配對，以及 C.與 D.的引導拼音打字練習。 

G. 接續著圖片中介訓練步驟~的練習，直到最後的褪除圖片提

示步驟，請小龐使用 iPad 獨立拼打出眼前的偏好物實體的注

音符號（約 3-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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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下一次教學介入：上課前先做所學過的偏好物單詞的拼打測試，

研究者呈現所有學過的實體偏好物，讓小龐選取想要的，小龐要

能正確拼打出所選的實體偏好物才進行新的偏好物單詞的圖片

中介訓練，小龐若打不出來，則使用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

練。 

 

（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龐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8 次的教學介入，除在第一次的教學介入

研究者以扶手腕的方式引導小龐認識圖片上偏好物單詞的注音以及透

過圖片上的注音提示使用 iPad 將注音拼打出來外，其餘之後每一次教

學介入研究者都讓小龐獨立地進行拼打的練習。 
 

在圖片中介訓練過程中，小龐從步驟褪除到步驟的學習進展相

當順遂，且在每一訓練步驟均能正確的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圖

片；此外，在每次教學介入將圖片完全褪除之後，皆能不需任何提示

或協助地使用 iPad 將所選取的偏好物的單詞名稱拼打出來，唯在搜尋

注音符號的拼打速度上與小軍相較之下顯得緩慢許多。 
 

在獨立拼音打字方面，小龐在此階段中能獨立且正確拼打出的偏好

物單詞名稱共有 5 種（軟糖、可樂、巧克力、洋芋片、玩具），然在拼

音打字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小龐對於 iPad 發出的語音回饋有所偏

愛，不但喜歡按壓語音播放鍵，聆聽 iPad 的語音回饋，且會有跟隨著

語音回饋出現自發性的仿說語言；除此之外，有時研究者給予小龐偏

好物增強時，小龐亦會有自發性地說出偏好物詞彙的口語語言行為。 

「小龐很喜歡按語音播放鍵，讓 iPad 一直發出『可樂』的聲音回饋，

然後，會跟著聲音回饋自發性的仿說。」（誌 1020531 龐） 

「在練習完『玩具』的注音拼打後，在給予小龐玩玩具的遊戲增強時

間時，小龐會邊完口中邊說出『玩具、玩具』。」（誌 1020605 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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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拼打錯誤部分，小龐能從逐一拼打出的注音符號（偏好物的單

詞名稱）過程中，聽取 iPad 所發出的語音回饋以及就顯示窗的注音視

覺提示，覺知拼打的正確性，並自行做嘗試修正，直到拼打正確為止；

此外，若小龐忘記如何拼打抑或是不斷修正仍舊拼打錯誤，研究者僅

需給予小龐圖片提示退回訓練至步驟，並就圖片上的文字注音提示

做 2~3 次的練習拼打後，小龐隨即能從完全褪除圖片提示下，獨立且

正確的拼打出偏好物單詞名稱的注音符號；有時甚至不需使用圖片提

示退回訓練，只需要研究者給予小龐扶手腕提示偏好物單詞名稱的某

一個注音符號，小龐即可接續地拼打出完整的偏好物單詞名稱的注音

符號。 

「在完全褪除圖片提示的拼打練習時，小龐把軟糖的注音打成『ㄖㄨ

ㄢˇ ㄊㄤˋ』，研究者沒有給小龐任何提示，小龐就僅刪除ㄊㄤˋ的

錯誤，然後從 iPad 版面上所呈現能拼打的ˇ（三聲）ˋ（四聲）

ˊ（二聲）做逐一的嘗試拼打，直到聽到正確的ˊ（二聲）才確定的

按下語音播放鍵。」（誌 1020603 龐） 

「上課前測試上一次習得的『巧克力』偏好物的拼打，研究者用口語

詢問小龐『這是什麼？用 iPad 打給我看！』，小龐就一直看著 iPad 版

面，沒有拼打的行為，好像忘記了，於是，研究者就以扶手腕的方式

僅引導小龐打『ㄑ』，接著小龐就可以正確的拼打出『ㄑㄧㄠˇ ㄎㄜ

ˋ ㄌㄧˋ』。」（誌 1020605 龐）  
 

由於小龐對於偏好物有固著性的喜愛，故在研究者所呈現的數種

玩具、零食及飲料中，僅對 5 種感到興趣，而小龐亦在研究者給予 8

次的教學介入後能獨立地拼打 5 個偏好物的單詞名稱，亦已能將注音

的「符號」與注音的「聲音」做連結，雖偶有遺忘或拼打錯誤的情況，

然小龐不僅能自主性地透過顯示框的注音視覺提示以及語音回饋做拼

打的修正或逐一嘗試，亦或是透過圖片提示退回訓練後，獨立且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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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拼打出偏好物的單詞名稱；除此之外，研究者針對小軍與小龐在第

一階段的表現做反思比較後發現，小龐係因為對於偏好物的固著性，

故研究者僅給予 8 次的教學介入，而小龐即能從中習得 5 個偏好物的

單詞名稱拼打；反觀小軍對於零食、飲料偏好物的來者不拒，故研究

者即給予 14 次的教學介入，以累積小軍的單詞名稱的拼音打字詞彙

量；然研究者就小龐與小軍在介入過程中的比較，兩者的表現係屬相

當，唯在介入次數上不同，而使得兩者習得詞彙量有所差異。由於研

究者給予小龐的教學介入次數以及小龐自身習得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

音打字皆較小軍少，故研究者考慮至此，針對小龐的第二階段教學介

入，在參考小軍的介入內容後做些微的調整，先進行動詞-吃、喝、玩

的單詞拼音打字練習，繼而做吃+____；喝+____；玩+____的短語練習，

最後再加入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的拼打練習。 

 

 

第二階段（1020614-1020701）： 

（一）方案介入內容：短語及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拼音打字 

有鑑於小龐在第一階段已能透過圖片中介訓練後，使用 iPad 進行

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獨立拼音打字，然由於小龐在第一階段習得的偏好

物單詞名稱僅有 5 個，故此階段研究者先教導小龐動詞-吃、喝、玩的

單詞拼音打字練習，接著進行「吃+____；喝+____；玩+____」的短語

拼打練習，待小龐能以 iPad 拼打出動詞短語後，即引導小龐進行偏好

物單詞名稱的擴充拼打練習，以擴展小龐拼打語句的長度並讓偏好物

的單詞名稱更為單一具體化。以下為小龐於第二階段的方案介入內容

及過程： 

A. 動詞「吃」、「喝」、「玩」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練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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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輔以「吃」、「喝」、「玩」的動作提示，以及口語解釋-吃，

用牙齒咬、嘴吧吃；喝，用手拿杯子喝；玩，用手操弄玩具）。 

B. 呈現已會拼打的實體偏好物，請小龐選取想要的，選取完後進行 

短語拼打練習。 

C. 短語拼打練習：針對小龐所選取的實體偏好物，請小龐選取文字

+注音圖片「吃、喝、玩」做連接，小龐若正確選取圖片，

即引導小龐在 iPad 上拼打動詞+偏好物單詞的短語拼打練習（小

龐在做短語拼打練習時，研究者在旁以口說完整的句子「小龐要

____【延長停頓】或是小龐要幹嘛？」引導小龐接續拼打短語的

句子接龍）。 

D. 褪除動詞圖片（文字注音）吃和喝的提示，請小龐選取實體

偏好物，接著使用 iPad 打出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短語練習。 

E. 待小龐能夠獨立地將所學過的偏好物單詞名稱以動詞短語做連

結後，即接續著使用圖片中介訓練引導小龐進行偏好物單詞名稱

的擴充詞彙拼打教學，教學內容詞彙為：可樂軟糖、小熊軟糖、

紅色小熊軟糖、綠色小熊軟糖、黃色小熊軟糖、橘色小

熊軟糖、白色小熊軟糖。 

F. 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之短語拼打練習（如，吃紅色小熊軟

糖）。 

 

（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龐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9 次的教學介入（分別為 4 次的動詞教學與

短語教學、5 次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教學以及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擴充之短語拼打教學）。 
 

在動詞教學部分，由於沒有實物可以選取對應，故研究者直接使

用步驟的圖片（彩色照片+文字注音；彩色照片為小龐在吃、喝、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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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進行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使用動作以及口語教導小龐動詞的

意思，並請小龐就步驟的圖片進行拼音打字練習，隨後即使用步驟

的圖片（文字注音），請小龐從四張圖片（文字注音）中，選取研究

者口語指定的動詞圖片並進行拼音打字練習，最後，研究者褪除圖片

提示，要求小龐直接將研究者口說的動詞拼打出來；然小龐在此動詞

教學的過程中，拼打的表現相當不錯，且能在一次的教學內習得「吃、

喝、玩」的動詞獨立拼打，亦能直接聽取研究者的口語指示（如，「幫

我打『喝』的注音」），而正確地拼打出「ㄏㄜ」（誌 1020614 龐）。 
 

在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短語練習方面，一開始小龐對於動詞與

偏好物單詞名稱的配對搞不清楚，常會有隨意亂選的行為，小龐選取

想要的偏好物實物軟糖，卻選取動詞「玩」的文字注音圖片與之連結，

故研究者即給予逐一地口語配合動作提示，「是『玩』軟糖、『吃』軟

糖還是『喝』軟糖？」，隨後小龐即能正確的選擇出「吃」的文字注音

圖片與軟糖連結（誌 1020617 龐）。然在經過 3 次的教學介入後，小龐

已能不需任何提示地拼打出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短語，雖有時亦會

有遺忘或拼打錯誤的情形，但亦能透過圖片提示退回訓練後，獨立且

正確的拼打出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的短語。 
 

在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教學以及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之短

語拼打教學部分，小龐不僅能獨立且正確的拼打 7 個字以內的短語，

其跟著 iPad 的聲音回饋而出現的自發性仿說語言亦變多了，小龐在拼

打完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的短語「吃紅色小熊軟糖」按語音播放

鍵後，會跟著語音回饋逐字地仿說短語（誌 1020624 龐）；除此之外，

小龐更經常性的出現自發性口語語言，有時在還沒進行拼打前，小龐

選取完偏好物後即會先以口語說出要拼打的詞彙，再接續著拼打，小

龐在拼打「小熊」詞彙時，會直接先說出「小熊」，然後再做拼音打字；

研究者詢問小龐要那個顏色，小龐亦會直接說出「紅色」，再做拼打（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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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24；1020626 龐），然小龐的自發性口語僅限於 2 個字以內的單詞。 
 

研究者基於小龐在此階段的學習進展，故於第三階段的介入內容

即順勢地引導小龐進行「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之

完整語句的拼打練習（如小龐要吃紅色小熊軟糖），並在拼打的過程中

引導小龐自發性地說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 

 

 

第三階段（1020703-1020716）： 

（一）方案介入內容：完整語句拼音打字及引導口說完整語句 

由於小龐在第二階段的教學介入後已能獨立拼打出「動詞+偏好物

單詞名稱擴充的短語」，進而能跟著 iPad 的語音回饋進行自發性的仿

說，並能自發性的說出 2 個字以內的偏好物名稱，故於小龐此階段的

介入內容部分，研究者即先使用圖片中介訓練引導小龐拼打主詞「小

龐」以及要求詞「要」，進而再使用圖片提示輔以逐步褪除策略訓練小

龐使用 iPad 拼打出完整的要求偏好物的語句「小龐+要+吃/喝/玩

+____」。另外，鑑於小龐在第二階段的自發性仿說語言的增進以及能

自發性地說出 2 個字左右的單詞，故研究者在引導小龐拼打出完整的

要求偏好物的語句時，亦要求小龐透過 iPad 的語音回饋進行逐字的仿

說練習。以下為小龐在第三階段的方案介入內容及過程： 

A. 進行主詞「小龐」以及要求詞「要」的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

字練習。 

B. 將小龐和要的文字注音圖卡依序呈現在小軍面前，接著，請 

小龐選取想要的實體偏好物後，再請小龐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

對的吃/喝/玩的動詞文字注音，並將文字注音圖卡及實體偏

好物依照「小龐+要+吃/喝/玩+實體偏好物」的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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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龐面前。 

C. 請小龐就小龐+要+吃/喝/玩的文字注音圖卡提示下，使用

iPad 依次地拼打出「小龐要吃/喝/玩____」完整的要求語句（研

究者在旁給予口語提示「小龐要幹嘛？用 iPad 打出來」），並於

小龐每次拼打完後，要求小龐跟著語音回饋逐字地仿說。 

D. 褪除吃/喝/玩文字注音圖卡，請小龐在小龐+要的文字注

音圖卡提示下，拼打出「小龐要吃/喝/玩____」完整的要求語句，

並於每次拼打完後，要求小龐跟著語音回饋逐字地仿說。 

E. 褪除要文字注音圖卡，僅呈現小龐的文字注音圖卡提示，請

小龐，拼打出「小龐要吃/喝/玩____」完整的要求語句，並於每

次拼打完後，要求小龐跟著語音回饋逐字地仿說。 

F. 圖卡完全褪除，請小龐在無圖卡的提示下獨立拼打出完整的要求

語句，並於每次拼打完後，要求小龐跟著語音回饋逐字地仿說。 

G. 撤除 iPad 的拼音打字，請小龐選取想要的實體偏好物後，直接

使用口語說出要求偏好物的語句。 

 

（二）方案介入省思 

小龐在此階段共進行了 7 次的教學介入，在圖片提示輔以逐步褪

除策略訓練下，小龐能在完全褪除圖片提示後，使用 iPad 獨立且正確

地拼打出完整的要求偏好物的語句，唯在要求詞「要」的拼打偶爾會

遺漏，然僅需要研究者給予「要」的動作提示後，即能自行的拼打出

「要」的注音；另外，由於訓練小龐拼打的完整語句多達 10 個字的注

音（如「小龐要吃紅色小熊軟糖」），故小龐在拼打語句的過程中，顯

得較為緩慢。 
 

至於，在要求小龐拼打完整語句後，跟著 iPad 的語音回饋進行仿

說練習部分，小龐能在拼打完 7 個字以內的完整語句後，跟隨著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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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音回饋進行逐字清楚的仿說，但若是在多達 10 個字的完整語句的

拼打後的仿說，則常顯得較含糊不清，需給予多次語音回饋並要求重

複練習仿說，方能有逐字清楚地仿說。另一方面，小龐在第 5 次的教

學介入時，即能自發性的說出 6 個字的偏好物單詞名稱，小龐只拼打

出了「小龐要吃」的注音後，就自發性的說出「橘色小熊軟糖」，然後

又接續著使用 iPad 將橘色小熊軟糖的注音拼打出來（誌 1020712 龐），

故研究者於第 7 次的教學介入時，即褪除小龐使用 iPad 拼音打字後以

語音回饋引導仿說的練習，改要求小龐選完實體偏好物後，直接使用

口語說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然小龐已能使用口語清楚完整的說

出要求偏好物的語句，小龐逐一的選取想要的實體偏好物，並依次地

清楚說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小龐要吃洋芋片、小龐要吃巧克力、

小龐要喝可樂、小龐要吃可樂軟糖、小龐要玩玩具、小龐要吃黃色/綠

色/橘色/白色/紅色小熊軟糖（誌 1020715；1020716 龐），唯小龐在使用

口語要求偏好物時，會有「小龐要˙吃/喝/玩˙（偏好物單詞名稱）」

的斷句情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龐有兩次出現無法使用口語說

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情形，當時研究者沒有給予小龐任何的提

示，僅給予小龐 iPad，小龐即自行的使用 iPad 將完整的要求偏好物

語句拼打出來後，即跟著 iPad 的語音回饋進行完整語句的仿說，且在

研究者褪除 iPad 後，亦能自發性的說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誌

1020716 龐）。 
 

由上述可發現，小龐在學會使用 iPad 拼打完整的要求語句後，不

僅其口語能力伴隨著成長，然在有時的口語開啟困難時，藉由 iPad 拼

音打字後的語音回饋，即能引導小龐口說的表達，可見小龐的口語能

力以及拼打能力是能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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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小軍之方案介入的發展與過程 

階段名稱 介入內容 省思與修正 

1.偏好物單詞名

稱拼音打字 

• 拼打偏好物的單詞名稱 

• 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 測試所學過的（錯誤退回提

示）測試通過新目標單詞教

學 

• 除第一次有扶手腕引導外，之後的每次介入皆讓小軍獨

立拼打。 

• 從步驟褪除至步驟過程順利。 

• 能透過顯示框的注音以及語音回饋做拼打的修正。 

• 能將注音的「符號」與「聲音」連結。 

2.主詞、要求詞、

動詞及短語拼音

打字 

• 拼打主詞：小軍、要求詞：要、

動詞：吃、喝 

• 短語：「吃/喝+         」 

• 能獨立拼打出短語。 

• 不喜歡自己出現在圖片上，改以 U1溝通圖庫的「吃」、「喝」

圖片提示。 

• 主詞：小軍；要求詞：要，皆直接從步驟（文字注

音圖片提示）進行拼打練習。 

• 能跳過具體照片提示，直接從文字注音提示做拼打練習

簡化訓練步驟。 

 

（續下表） 

表 4-2 

小軍之方案介入的發展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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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名稱 介入內容 省思與修正 

3.完整語句拼音

打字 

• 「小軍+要+吃/喝+         」 • 以短語為基礎混淆，改以同時呈現主詞小軍和要求詞

要，漸次地褪除要以及小軍。 

• 軟糖多種顏色，隨機扶手引導小軍拼打軟糖的顏色小軍

求知若渴。 

4.偏好物單詞名

稱擴充拼音打字 

• 延伸之前學過的 10 個偏好物單

詞的拼音打字，將部分做擴充詞

彙的拼打教學 

• 顏色的教學無法使用逐步褪除的方式引導。 

• 能將每個單詞名稱的擴充詞彙一律使用完整的語句拼打

出來。 

• 測試：在研究者說詞彙下，要求拼打出沒學過的圖像的

注音符號無法拼打，仍須藉由文字注音的視覺提示練

習拼打。 

5.日常生活語句

拼音打字、情境轉

移 

• 要求基本生理需求的溝通語句

作為引導小軍於原班級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情境轉移練

習。 

• 隔離的情況下學習拼打狀況很好。 

• 原班情境：遲遲不肯拼打，需不斷要求、鼓勵。 

• 原因：原本不需「表達需求」再去做的事情，研究者驟

然的要求，難免讓小軍無法適應。 

 



 

 

 
108 

表 4-3  阿山之方案介入的發展與過程 

階段名稱 介入內容 省思與修正 

1.偏好物單詞名

稱拼音打字 

• 拼打偏好物的單詞名稱 

• 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 測試所學過的（錯誤退回提

示）測試通過新目標單詞教

學 

• 每個步驟多需研究者先使用手拉手的方式來引導，方能

獨立做拼打的練習。 

• 褪除至步驟(縮黑白+文注)開始出現錯誤用不確定的

疑惑表情看著研究者。 

• 在褪除至步驟的獨立拼打表現不穩定需反覆地使用

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 能獨立拼打兩個偏好物名稱，但不穩定刪除增修圖片

中介訓練。 

2.刪除增修圖片

中介訓練輔以注

音符號拼圖教學

策略（偏好物單詞

名稱拼音打字） 

• 使用刪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注

音符號仿拼練習重新穩固上一

階段拼打不穩定的偏好物單詞

名稱拼打練習。 

• 能穩定的拼打「單獨呈現」的偏好物兩樣偏好物同時

呈現卻混淆了。 

• 訪談師：選擇能力的經驗欠缺。 

• 測試：聽指令選取偏好物反應不穩定。 

• 聽指令，選取實物的基礎能力建立。 

（續下表） 

表 4-3 

阿山之方案介入的發展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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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名稱 介入內容 省思與修正 

3.圖片中介訓練

輔以聽口語指令

實物二選一教學

策略（偏好物單詞

名稱拼音打字） 

• 建立聽口語選實物的基礎能力 

• 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 

• 能從兩樣偏好物中，自主的選取想要的，而被動的使用

iPad 拼打出來。 

• 拼打過程中，需依賴研究者給予與指令，才會有接續的

動作。 

• 新詞彙拼打練習：使用第一階段的圖片中介訓練，褪除

至僅剩文字注音圖卡，開始混淆改使用第二階段的刪

除增修訓練，偶會將新詞彙的拼打打成之前學過的改

使用聽口語指令實物二選一重新建立選取能力。 

• 學習依賴具體圖像，對於聽口語選取實物的基礎能力弱

需重新建立基礎能力再進行拼音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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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小龐之方案介入的發展與過程 

階段名稱 介入內容 省思與修正 

1.偏好物單詞名

稱拼音打字 

• 拼打偏好物的單詞名稱 

• 拼打錯誤之圖片提示退回訓練 

• 測試所學過的錯誤退回提示

測試通過新目標單詞教學 

• 除第一次有扶手腕引導外，之後的每次介入皆讓小龐獨

立拼打。 

• 從步驟褪除至步驟過程順利。 

• 能透過顯示框的注音以及語音回饋做拼打的修正。 

• 能將注音的「符號」與「聲音」連結。 

• 拼打錯誤僅需退回至步驟或扶手腕提醒一個注音符號。 

• 搜尋注音符號拼打的速度較小軍慢。 

• 會跟著語音回饋出現自發性的仿說。 

2.短語及偏好物

單詞名稱擴充拼

音打字 

• 拼打動詞：吃、喝、玩 

• 短語：「吃/喝/玩+         」 

• 名稱擴充 

• 能獨立且正確地拼打 7 個字以內的短語。 

• 跟著 ipad 的聲音回饋而出現的自發性仿說變多了。 

• 有時在還沒拼打時，即能先以口語說出詞彙，再接續拼

打，但僅限兩個字以內的單詞。 

（續下表） 

表 4-4 

小龐之方案介入的發展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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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名稱 介入內容 省思與修正 

3.完整語句拼音

打字及引導口說

完整語句 

• 拼打主詞：小龐、要求詞：要 

• 「小龐+要+吃/喝/玩 +      」 

• 透過語音回饋進行逐字的仿說

練習 

• 拼打完整語句時，要求詞「要」偶爾會遺漏，但僅需研

究者手勢提示，即可自行拼打。 

• 完整語句多達 10 個字的注音，拼打過程顯得緩慢。 

• 7 個字以內能逐字地清楚仿說，多達 10 個字時，則顯得

含糊不清需給予多次語音回饋並要求重複仿說練習。 

• 已能在褪除 iPad 的情況下，使用口語清楚完整的說出要

求偏好物的語句。 

• 偶發生無法用口語說出的情況能使用 iPad將語句拼打

出來然後跟著仿說口語能力與拼打能力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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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方案介入之成效 

本研究採用教學介入的行動研究來瞭解圖片中介訓練對於引導低口

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的成效，然行動研究強調在行動過程中發現問題

進而做檢討與修正，故本節將就研究者於行動研究期間所得之觀察札

記、研究日誌、非正式訪談、文件資料等，對研究對象於方案介入過程

中的表現情形做個別探討，之後再分析歸類正式訪談教師對於方案介入

的成效意見，以瞭解圖片中介訓練對於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

的成效。 

 

壹、個別研究對象之成效探討 

一、 小軍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成效 

針對小軍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成效，研究者依據小軍在介入過程

中的進展，將小軍的拼音打字能力分為五階段（階段一：偏好物單詞名

稱拼音打字階段二：短語拼音打字階段三：完整語句拼音打字階

段四：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完整語句拼音打字階段五：日常生活語句

拼音打字），在進入下一階段前，實施現階段所習得的拼音打字內容進

行要求偏好物的獨立拼音打字總結性評量（評量內容如附錄七），並分

析階段內各評量內容的拼打正確率，最後再將所得的多筆拼打正確率進

行平均處理，以歸結小軍在該階段所習得的拼音打字平均正確率。小軍

的拼音打字成效如表 4-2。 
 

根據表 4-2 可知，小軍的拼音打字能力在介入過程中由初期的單詞

拼打能力一路成長到後期能以完整語句進行拼音打字。在拼音打字的成

效部分，於第一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的平均正確率為 98%，

以質性綜合分析，小軍在 10 個單詞名稱拼打錯 2 個，將巧克力打成「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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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ㄠˇ ㄎㄜˋㄌㄧˊ」；軟糖打成「ㄖㄨㄢˇ ㄊㄤˋ」，但在使用拼打

錯誤退回訓練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可正確拼打（誌 1020508

軍），而其餘單詞名稱皆能在一次嘗試下拼打正確。接著，在第二階段

的短語拼音打字部分，小軍的平均正確率為 95%，於 10 句短語拼打僅

拼打錯 1 個，把「喝可樂」打成「ㄔ ㄎㄜˇ ㄌㄜˋ，但在研究者使用

口語提示「是『ㄔ』可樂嗎？」即自行修正為「ㄏㄜ」（誌 1020513 軍）。

然在第三階段的完整語句拼打部分，小軍的平均正確率為 95%，在 10

句完整語句拼打僅拼打錯 1 個，把「小軍要喝奶茶」打成「小軍要『ㄏ

ㄜˋ ㄋㄞˇ ㄔㄚˋ』」，研究者使用口語提示「是『ㄏㄜˋ』 ㄋㄞˇ 『ㄔ

ㄚˋ』嗎？」即自行修正為「ㄏㄜ ㄋㄞˇ ㄔㄚˊ」（誌 1020520 軍）。

而在第四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之完整語句拼音打字部分，小軍的

平均正確率為 89%，在 9 句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之完整語句中無法拼打

出 2 句，打了「小軍要」之後，打不出「雞汁科學麵」以及「原味科學

麵」，但在使用拼打錯誤退回訓練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之即可正

確拼打（誌 1020527 軍），研究者與小軍導師討論過後，認為小軍打不

出雞汁科學麵以及原味科學麵的原因出在於「雞汁」和「原味」這兩個

形容詞對於小軍來說太過於抽象且較偏離生活使用，即使研究者有讓小

軍用味覺嘗試分辨，但小軍偶爾仍會有混淆的情形發生。然到了第五階

段的日常生活拼打部分，小軍的平均拼打正確率已達 100%的表現。 
 

整體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教學介入次數的漸增，小軍在拼音

打字的能力亦逐漸成長，且在後期已不需再從圖片中介訓練步驟逐步

的褪除至步驟如此冗長的引導拼音打字訓練，而能直接使用圖片中介

訓練步驟的文字注音圖卡進行拼音打字的教學，顯示此圖片中介訓練

對於引導小軍使用 iPad 拼音打字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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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目標 
階段介入

總次數 
總結性評量內容 

總結性評量 

平均正確率 

（一）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

打字 
14 

鹹餅乾、可樂、軟糖、巧克

力、洋芋片、科學麵、海苔、

爆米花、棉花糖、奶茶 

98% 

（二）短語拼音打字（動詞+

偏好物單詞名稱） 
4 

吃/喝+鹹餅乾、可樂、軟

糖、巧克力、洋芋片、科學

麵、海苔、爆米花、棉花糖、

奶茶 

95% 

（三）完整語句拼音打字（主

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

詞名稱） 

3 

○○+要+吃/喝+鹹餅乾、可

樂、軟糖、巧克力、洋芋片、

科學麵、海苔、爆米花、棉

花糖、奶茶 

95% 

（四）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之完整語句拼音打字（主詞+

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

稱擴充） 

3 

○○+要+吃/喝+多力多滋

鹹餅乾、可樂軟糖、紅色/

黃色/橘色/綠色/白色小熊

軟糖、雞汁/原味科學麵 

89% 

（五）日常生活語句拼音打

字 
4 

○○要喝水/吃早餐/吃午

餐/吃麵包/喝牛奶/睡覺/

上廁所/吃士福便當/吃第

一便當 

100% 

 

表 4-5  

小軍的拼音打字成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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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山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成效 

針對阿山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成效，由於阿山在圖片中介訓練引

導拼音打字的過程中，遭遇到學習上的困滯，故研究者針對阿山在進程

中所遇的困境使用包裹性的教學策略因應之，並將分為三階段（階段

一：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階段二：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之刪

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輔以注音符號拼圖教學策略階段三：偏好物單詞

名稱拼音打字之圖片中介訓練輔以聽口語指令實物二選一教學策略），

在於進入下一階段前，實施現階段所習得的拼音打字內容進行要求偏好

物的獨立拼音打字總結性評量（評量內容如附錄七），並分析階段內各

評量內容的拼打正確率，最後再將所得的多筆拼打正確率進行平均處

理，以歸結阿山在該階段所習得的拼音打字平均正確率。阿山的拼音打

字成效如表 4-3。 
 

從表 4-3 可見，阿山在此三階段僅能進展到拼打兩個偏好物的單詞

名稱。在阿山的拼音打字成效方面，於第一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

打字的平均正確率為 63%，以質性資料綜合來看，阿山在嘗試獨立拼打

偏好物鹹餅乾的注音時，第一次打成了ㄒㄧㄥˊ ㄅㄧㄥˇ ㄍㄢ，研究

者使用拼打錯誤退回訓練，從步驟的文字注音圖卡逐步地退回到步驟

之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阿山才能從四選一的圖卡中選的出

與鹹餅乾相對應的圖卡，在圖卡的提示後第二次即能正確的拼打（誌

1020501 山）；而在嘗試獨立拼打可樂的注音時，第一次嘗試時，阿山沒

有拼打的反應，且用茫然的眼神看著研究者，故研究者即使用拼打錯誤

退回訓練步驟之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可正確拼打

（誌 1020501 山）。由於阿山在第一階段拼音打字的不確定及不穩定，

是源自於對圖像照片的依賴，尚無法經由六步驟的圖片褪除後將注意力

轉移到拼音打字的注音上，研究者為因應阿山在拼音打字上的瓶頸，故

於第二階段改採用刪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輔以注音符號拼圖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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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導阿山進行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然在透過實體的注音符號拼

圖操作以及給予褪除至僅剩注音符號之圖卡提示之下，阿山的拼音打字

平均正確率達 92%，阿山在偏好物鹹餅乾的拼打部分，僅在一次的嘗試

下，即能完全拼打正確；但在偏好物可樂的拼打部分，選取可樂，但是

卻拼打出「ㄒㄧㄢˊ ㄅㄧㄥˇ ㄍㄢ」，使用拼打錯誤退回訓練步驟

之縮小黑白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可正確拼打（誌 1020510 山）。

在阿山第二階段的成效部分，研究者發現到阿山除了在記憶偏好物的注

音符號拼打的能力較弱外，在語音與實體偏好物的配對以及聽取口令選

取偏好物的能力亦尚待加強，這也是導致阿山常會出現選取可樂卻拼打

出「ㄒㄧㄢˊ ㄅㄧㄥˇ ㄍㄢ」；選取鹹餅乾卻拼打出「ㄎㄜˇ ㄌㄜˋ」

（誌 1020507 山）。由於阿山在第二階段常會有選取完偏好物後出現拼

打混淆的情況，因而研究者於第三階段採用圖片中介訓練輔以聽口語指

令實物二選一教學策略以引導阿山進行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透過

對實體偏好物的具體認知教學、口語仿說以及聽口語指令選取實物等的

基礎能力教學訓練後，阿山在第三階段的拼音打字平均正確率達

100%，且能在一次嘗試下獨立的正確拼打。 
 

整體來說，雖然阿山在透過包裹性的教學策略後，能獨立且正確的

拼打出兩個偏好物的單詞名稱，但由於阿山在基本的物體選取、指認以

及辨別上的基礎能力仍須建立，且在圖片中介訓練的過程中傾向依賴具

像的照片提示（步驟之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對於褪除到僅

剩文字注音圖卡的選取常顯得不知所措，也因為如此，使得阿山在使用

iPad 進行抽象注音符號的拼打上有記憶上的負擔，且需要多次的重複

練習後，才能將聲音與注音符號做連結，故建議阿山需先將基礎的物體

選取、指認以及辨別上的能力穩固後，再實施 iPad 注音符號拼音打字

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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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目標 
階段介入

總次數 
總結性評量內容 

總結性評量 

平均正確率 

（一）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

打字 
9 鹹餅乾、可樂 63% 

（二）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

字：刪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

輔以注音符號拼圖教學策略 

7 鹹餅乾、可樂 92% 

（三）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

字：圖片中介訓練輔以聽口

語指令實物二選一教學策略 

6 鹹餅乾、可樂 100% 

 

 

表 4-6  

阿山的拼音打字成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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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龐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成效 

針對小龐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成效，研究者依據小龐在介入過程

中的進展，將小龐的拼音打字能力分為三階段（階段一：偏好物單詞名

稱拼音打字階段二：短語拼音打字階段三：完整語句拼音打字），

在進入下一階段前，實施現階段所習得的拼音打字內容進行要求偏好物

的獨立拼音打字總結性評量（評量內容如附錄七），並分析階段內各評

量內容的拼打正確率，最後再將所得的多筆拼打正確率進行平均處理，

以歸結小龐在該階段所習得的拼音打字平均正確率。小龐的拼音打字成

效如表 4-4。 
 

由表 4-4 得知，小龐的拼音打字能力從初期的單詞拼打能力持續發

展到後期已能使用 iPad 拼打出完整的要求偏好物語句。在小龐的拼音

打字成效方面，於第一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的平均正確率為

97%，以質性資料綜合來看，小龐在 5 個單詞名稱中打錯 2 個，將巧克

力打成「ㄑㄧㄠˇ ㄎㄜˋ ㄌㄧㄢˊ」；洋芋片僅打出「ㄧㄢˊ」，因為

一直聽不到正確「ㄧㄤˊ」的語音回饋而不斷地自行修正，但在使用拼

打錯誤退回訓練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可正確拼打（誌

1020612 龐），而其餘單詞名稱皆能在一次嘗試下拼打正確。於第二階段

的短語拼音打字部分，小龐的平均正確率為 100%，能完全正確的獨立

拼打出 5 句要求偏好物的短語。最後，在第三階段的完整語句拼音打字

部分，小龐的平均正確率為 90%，在 10 句的完整語句拼打中，無法拼

打出 2 句，在拼打小龐要喝可樂時，打了「小龐要ㄏㄜˋ」之後，就一

直無法接續著拼打，研究者引導小龐使用口語說「ㄏㄜ」，仍舊拼打不

出來；在拼打小龐要吃白色小熊軟糖時，打了「小龐要吃」就一直看著

研究者表示不會拼打，但會自發性的說出「白色」，但此兩句在使用步

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可拼打正確（誌 1020709；1020712 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龐從初期開始介入時，僅能使用少數簡單的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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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單詞做口語溝通，如，玩、水、尿尿等，但透過此拼音打字的訓練後，

已能使用口語說出完整的要求偏好物語句，小龐能用清楚的口語說出小

龐要吃洋芋片、小龐要吃巧克力、小龐要吃可樂軟糖、小龐要吃黃色/

綠色/橘色/白色/紅色小熊軟糖、小龐要喝可樂、小龐要玩玩具等九句的

要求偏好物語句（誌 1020716 龐）。 
 

總的來看，小龐的拼音打字能力不僅能從單詞名稱的拼打，一路進

展到完整語句的拼音打字，更能從 iPad 拼音打字的語音回饋增進其口

語表達的能力；此外，在小龐的介入後期，亦能跳過圖片中介訓練~

的步驟，直接使用步驟的文字注音圖卡進行拼音打字的教學，顯示此

圖片中介訓練對於引導小龐使用 iPad 拼音打字是有效果的。 

 

 

 

階段目標 
階段介入

總次數 
總結性評量內容 

總結性評量 

平均正確率 

（一）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

打字 
8 

鹹餅乾、可樂、軟糖、巧克

力、洋芋片、科學麵、海苔、

爆米花、棉花糖、奶茶 

97% 

（二）短語拼音打字（動詞+

偏好物單詞名稱） 
9 

吃/喝/玩+軟糖、可樂、巧

克力、洋芋片、玩具 
100% 

（三）完整語句拼音打字（主

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

詞名稱/擴充） 

6 

○○+要+吃/喝/玩+洋芋

片、巧克力、可樂軟糖、黃

色/綠色/橘色/白色/紅色

小熊軟糖、可樂、玩具 

90% 

 

表 4-7  

小龐的拼音打字成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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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師對於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成效意見 

研究者於每一階段結束，皆會與研究對象之導師討論研究對象於拼

音打字的情形，以讓導師知曉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內容以及研

究對象在拼音打字上的進展；此外，在教學介入結束後，研究者亦請研

究對象使用iPad拼音打字（小軍拼打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小龐拼打

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以及使用口語說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阿山

拼打要求偏好物的單詞名稱）以向導師要求偏好物，以讓導師瞭解研究

對象於此教學介入後的整體成果。而後，即以訪談的方式用以瞭解研究

對象之導師對於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想法及建議。研究者整理

研究對象之導師對於拼音打字的成效意見如下。 

一、對於研究對象使用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後的看法 

1. 小軍導師： 

雖然他現在可以用iPad打出一些要求句子，但是他的自主性很

高，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都還是要我們一直要求他打他才

會打，不然就是要在他真的有需求的時候他才會願意打，在主動

溝通的意願上還是需要加強，但比起之前完全排斥使用圖卡溝

通，他比較能接受iPad打字，或許是因為他本身就比較喜歡電

腦，也可能是因為iPad讓他覺得新鮮有趣。 
 

2. 阿山導師： 

很可惜他只能用iPad打出兩個他喜歡的增強物，或許是因為他對

於這樣新的學習方法需要多一點的時間去習慣和適應，他在平常

的學習也是常需要不斷的重複和練習才會記得，或許他需要多一

點的時間來練習打字才會有更多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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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龐導師： 

他因為這個教學方案學會了注音符號，以前從來沒有教過，而

且，有的時候上課看到注音符號也會突然的說出來。現在他可以

用iPad注音拼音打出簡短的句子又可以說出句子，而且，他平常

在學校的口語表達的質與量都比以往為高，之前在平日生活需求

多只能以一個字或二字詞來表達其需求（如吃、玩、尿尿），現

在進步到可以用完整句子來表達了，如我要玩玩具、我要尿尿等。 
 

二、對於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接納度 

三位研究對象的導師均肯定圖片中介訓練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

音打字的成效，亦均表示願意使用iPad和學生進行打字溝通以及使用此

圖片中介訓練來引導其他低口語的自閉症學生做拼音打字的學習。 
 

三、對於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其他意見或心得 

1. 小軍導師： 

訓練學生拿取實際物品→圖卡→排出句子→再用iPad打出需求

的語句，這樣的訓練方法，能同時讓學生學會用圖卡溝通以及

iPad溝通，所以，即使在沒有iPad的時候，也能以圖卡來表達需

求。另外，使用iPad打字溝通讓學生多了另一個溝通的管道，也

讓孩子更有自信，但要提昇孩子主動拼打，是需要很多時間的，

而且也要其他老師以及家長的願意配合；另外，學校現在沒有

iPad這項設備，會考慮添購，也希望之後能有補助或是可以租借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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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山導師： 

低科技的圖卡配合高科技iPad的運用讓孩子同時學習使用兩種

溝通方式，能幫助孩子在表達需求時候的方便性，但要學校或者

家裡有平板電腦才可行。 
 

3. 小龐導師： 

對於一開始進入打字的這個部分，如果學生認字能力不好，用圖

片中介訓練來引導，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辦法。然後，使用iPad

打字，因為iPad有一些遊戲可以玩，很吸引他，也讓他對用iPad

打字有興趣，而且還可以透過學習使用注音符號打字來增進口語

能力，是一個不錯的訓練方法能夠學習，另外，希望可以應用到

除了教室外其他情境的可能。 
 

綜合上述研究對象之導師的訪談意見，均對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

打字的教學方案抱持肯定的態度，並認為此方案對研究對象的溝通是有

所助益的，唯在使用 iPad 的主動溝通上仍須提昇；此外，由於 iPad 屬

高科技產品，學校目前皆無此項設備，故若要延續此方案的教學，則需

視未來的經濟狀況而定。 

 

 

第四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從確定研究主題至教學介入結束歷經一年多，研究者在教學

介入的過程中針對個別研究對象的學習進展不斷地進行省思、修正及再

行動，以期能引導研究對象使用 iPad 拼音打字進行要求偏好物的溝通。

然三位研究對象在透過圖片中介訓練過後，皆能使用 iPad 拼音打字進行

要求偏好物的溝通，唯拼打的溝通內容因研究對象的個別學習情況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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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殊異。本節將針對三位研究對象在觀察互動期的表現、本研究方案內

容的規劃與執行以及三位研究對象在方案介入後的表現進行綜合討論。 

 

壹、方案介入之觀察準備 

一、iPad 的操作能力 

三位研究對象在 iPad 的整體操作能力上，小軍與小龐皆能展現出

主動觀察及模仿研究者操作 iPad 的技能進而自行操作之，此外，兩位

研究對象亦都能獨立地使用 iPad 並能自行嘗試及探索；阿山相較於其

他兩位研究對象，在 iPad 的各項操作使用上顯得較為被動，多依賴研

究者給予口頭或動作的指導後才會有進一步的操作能力。  
 

二、休閒遊戲類 APP 的使用能力 

三位研究對象均能自主地選取欲玩的休閒遊戲類 APP，並從遊戲中

獲得樂趣；然若在遊戲中遇到困難時，小軍與小龐會有獨立探索解決困

難的行為出現，而阿山卻只是停下動作並用疑惑的神情看著研究者以尋

求協助。除此之外，在選取欲玩的休閒遊戲類 APP 的種類方面，小軍

和小龐會有選取新遊戲 APP 的行為並自行摸索遊戲的規則與玩法；反

觀阿山則是固定地選取某一類已習得的遊戲拼圖 APP，對於新遊戲 APP

僅止於被動的學習。 
 

三、注音符號類 APP 的學習狀況 

由於三位研究對象均無學習過注音符號的經驗，而在進行本教

學方案介入之前需先建立研究對象對 37 個注音符號的基本配對能

力，故研究者即採用注音符號 APP《ㄅㄆㄇ》對三位研究對象進行

37 個注音符號配對教學，且於每次的教學皆使用固定的教學流程教導

之。然就三位研究對象在使用 APP《ㄅㄆㄇ》學習注音符號的情況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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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研究對象都能在觀察互動期間習得 37 個注音符號的基本配對，雖

然阿山對於較相似的注音符號如ㄅ/ㄣ、ㄇ/ㄈ、ㄛ/ㄜ會有混淆的情形，

但在研究者多次使用實體的注音符號拼圖輔助教學過後，阿山即能正確

的辨認。另外，研究者亦在三位研究者使用 APP《ㄅㄆㄇ》學習注音符

號配對的過程中察覺到，小軍與小龐皆能在一次的教學過後即熟悉學習

注音符號的固定教學流程，不但能夠自行的操作，更能獨自的使用 iPad

進行互動學習；相對於阿山的表現，較傾向於倚賴研究者給予口令及動

作指導，對於固定的教學流程尚無法在觀察互動期間熟記。 
 

綜觀上述三位研究對象於觀察互動期的表現可看出，小軍與小龐在

iPad 的操作能力以及使用休閒遊戲類 APP 的能力，皆能展現出主動學

習以及自主性地操作；在注音符號類 APP 的學習上，不僅有配對 37 個

注音符號的能力，亦能將研究者使用 APP《ㄅㄆㄇ》教學的流程記憶下

來並獨立操作之。反觀阿山的表現，在學習上較為被動與依賴口語或動

作的提示指導，在十次的觀察互動期間仍無法將 APP《ㄅㄆㄇ》教學的

流程記憶下來，在操作過程中，仍然需研究者給予口令才會有接續的動

作，能有配對 37 個注音符號的能力，但較相似的注音符號容易有混淆

的情形。 

 

貳、方案內容的規劃與執行 

一、使用研究對象喜愛的偏好物作為拼音打字的目標詞彙 

在以 iPod touch/iPad 作為 SGD 的溝通教學相關研究中，多採以研

究對象喜愛之偏好物作為要求偏好物的溝通技能（Kagohara et al., 

2010；van der Meer et al., 2011；Achmadi et al., 2012），故研究者在規劃

方案內容之前，即以訪談的方式從三位研究對象之導師得知研究對象喜

愛的偏好物，多以零食、玩具為主，然在研究者使用研究對象喜愛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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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物作為拼音打字的目標詞彙當中發現，三位研究對象對於喜愛的偏好

物均表示高度的興趣，也因而對研究者每次的教學介入予以積極地配

合。 
 

二、給予研究對象獨立使用 iPad 的時間 

由於三位研究對象平常能接觸到 iPad 的機會甚少，研究者欲讓研

究對象對於 iPad 的使用熟悉，故於每次的介入課程結束後，給予研究

對象獨立使用 iPad 的時間（5 分鐘左右），三位研究對象多是自主的選

取欲玩的休閒遊戲類 APP，亦常從中獲得歡愉，由於有如此預期的時

間，也讓研究對象在教學介入的過程中更為積極參與。 
 

三、使用圖片中介訓練作為規劃方案內容的框架 

誠如文敏桂、邱麗榕與陳明聰（2003）的研究中指出，以循序漸進

的模式，使用如圖形漸漸褪除而文字漸漸變大的策略等的褪除策略，能

引導學生從單字的表達延伸至句子的表達；然研究者在規劃三位研究對

象之方案內容係以圖片中介訓練做為引導拼音打字之主要教學框架，此

圖片的褪除訓練主要有 7 個步驟，從一開始的呈現實體目標物的照片＋

文字注音圖卡，依步驟漸次的褪除照片提示，並將文字注音漸漸增大，

以讓研究對象將注意力轉移至圖片上的文字注音提示；在介入過程中透

過要求三位研究對象逐步地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的（褪除）圖片，

並引導研究對象於每次選取正確的圖片後，就圖片上的注音符號提示，

使用 iPad 重複練習目標詞彙的拼音打字，進而習得使用 iPad 拼音打字

做要求偏好物的溝通。 
 

四、依循研究對象學習 iPad 拼音打字的狀況調整方案執行內容 

質性研究的設計不能一次就定終身，而是需根據研究的具體情況做

出適當且彈性的調整和修改（陳向明，2002），故本研究採用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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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介入即是希望在執行方案內容的過程中，能依循著個別研究對象

在拼音打字的學習進展上，進行方案內容的修改與調整，才不至於侷限

研究對象在拼音打字的表現。 
 

在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部分，小軍與小龐在圖片褪除的過程

相當順遂，甚至到後期已無須從第一步驟逐步地褪除圖片提示練習拼音

打字，而是僅需要呈現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即能進行拼音打字的練習。在

拼音打字的內容方面，由於小軍在學習上的主動以及吸收力快，故研究

者即針對小軍在拼音打字能力的進展，在初期的單詞名稱的拼音打字

時，儘可能的教導小軍多樣偏好物的拼音打字，至後期則引導小軍完整

語句的拼音打字並進行日常生活語句的拼音打字，小軍的拼音打字內容

為：第一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第二階段的主詞、要求詞、

動詞及短語拼音打字第三階段的完整語句拼音打字第四階段的偏

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拼音打字第五階段的日常生活語句拼音打字。至於

小龐在學習拼音打字上的狀況，亦如小軍般的積極，但對於零食偏好物

的選擇較有固著性，故研究者僅讓小龐選擇有興趣偏好物拼打；此外，

研究者考量到小龐在介入過程偶有自發性的單詞口語，所以，亦將引導

口語語言增加至小龐的拼音打字方案內容，小龐的拼音打字內容為：第

一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第二階段的短語及偏好物單詞名

稱擴充拼音打字第三階段的完整語句拼音打字及引導口說完整語句。 
 

阿山相較於其他兩位研究對象，在方案執行的過程中，學習狀況較

不穩定，常會有遺忘的情形出現且較缺乏自信以及傾向倚賴研究者給予

口頭的鼓勵與提示，對於「選擇」有較多的不確定性，不是常疑惑的看

著研究者試圖尋求幫助，就是沒有任何選擇的動作。由於阿山常有褪除

圖卡選取錯誤以及遺忘如何拼音打字的情況，所以，研究者即需要給予

多次的圖片提示退回訓練穩固其選取褪除圖卡的能力，並刪除增修圖片

中介訓練的步驟以及使用實體的注音符號拼圖輔助操作，以此加深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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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注音符號拼音打字的記憶；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介入後期亦發現阿

山對於聽口語指令選取實物的能力較不穩定，故在介入後期改採行從基

礎的聽口令選取實物等基本能力的建立後再進行偏好物單詞名稱的拼

音打字。根據阿山在學習 ipad 拼音打字的情況，研究者給予阿山的拼

音打字內容為：第一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第二階段的偏好

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之刪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輔以注音符號拼圖教學

策略第三階段的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之圖片中介訓練輔以聽口

語指令實物二選一教學策略。 

 

參、方案介入後的表現 

在透過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的方案介入後，完全無口語的小

軍從初期的單詞拼打能力一路成長到後期能拼打出完整的要求語句；而

低口語的小龐不僅能拼打出完整的要求語句，更能從 iPad 拼音打字的

語音回饋上，使用口語表達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至於阿山在透過刪

除增修圖片中介訓練的步驟、使用實體的注音符號拼圖輔助操作以及聽

口語指令選取實物的基本能力建立後，亦能在研究後期獨立的拼打出兩

種偏好物的單詞名稱；然從國外對於自閉症使用 iPod Touch 或 iPad 作

為語音產生器的教學介入研究的文獻中亦指出，使用系統性的教學過程

搭配 iPod Touch 或 iPad 作為 SGD 的科技，將能使有限口語的學生從中

參與進而受益（Achmadi, Kagohara et al., 2012；Flores, Musgrove et al., 

2012；Kagohara1, van der Meer et al., 2010；Kagohara,van der Meer et al., 

2012；van der Meer, Kagohara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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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行動研究的實施過程中，以圖片中介訓練的教學方案，引

導三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使用 iPad 的「有聲注音溝通板」APP 進行拼音

打字的溝通，並從中瞭解此教學方案對於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

字的可行性及成效，期望此實際的行動結果能對於其他低口語自閉症者

的溝通教學有所貢獻。本章第一節先根據研究結果做出研究結論，再於

第二節提出本研究所遭遇到的限制，並綜合歸納出本研究對於實務教學

上的應用與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圖片中介訓練，藉由同時呈現圖像、文字注音的溝通符號

圖片，逐步地褪除至以文字注音為主的溝通符號圖片之教學策略，並以

重複練習的訓練方式以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使用 iPad 進行拼音打字

的溝通，依據研究者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對三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進行方

案之教學介入後，得出以下結論： 
 

一、透過圖片中介訓練，能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使用 iPad 進行

拼音打字 
 

由研究結果可知，透過圖片中介訓練，三位研究對象均能使用 iPad

獨立地拼打出所教過的目標詞彙，且均能使用 iPad 進行要求偏好物的

拼音打字溝通，其中一位能拼打出要求偏好物的單詞名稱，另兩位能夠

拼打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此外，三位研究對象之導師均對學生在

拼音打字的表現給予肯定。 
 

二、良好的聽覺理解能力、配對能力、選擇能力以及學習主動性是

拼音打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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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察互動期以及方案介入的過程中可發現，小軍及小龐對於研究

者的口語指令與指導，均表現出良好的聽覺理解能力，反觀阿山常會出

現「聽不懂」或「疑惑」的神情，這也使得阿山在拼音打字表現較不如

小軍與小龐亮眼，故可看出具備良好的聽覺理解能力將是學習拼音打字

的重要因素之一。然在配對能力方面，三位研究對象均能有穩定的表

現。在選擇能力以及學習的主動性上，小軍與小龐均展現出自信的選擇

能力與積極的主動學習，也因此小軍與小龐在拼音打字的學習上能持續

的推進，而阿山相較於其他兩位研究對象，由於其在選擇能力上的遲疑

以及學習的被動，使得圖片中介訓練的學習需要不斷地予以退回提示，

亦使得拼音打字的進展受到限制。因此，在引導學生進入拼音打字之

前，可先針對聽覺理解能力良好的學生進行教學，並建立學生基本的配

對與選擇能力，以及培養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三、拼音打字引導口語語言的可能性 

由研究結果可知，低口語的小龐在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過程中，

常能跟著 iPad 的語音回饋而仿說的口語語言出現，甚至到後期已能自

發性的說出要求偏好物的完整語句，顯示使用 iPad 作為溝通輔具，並

配合下載應用程式「有聲注音溝通板」作為引導自閉症學生注音符號拼

音打字的溝通介面以及 SGD 之語音輸出功能，將有助於口語語言的提

昇。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透過行動研究的實施歷程，探討圖片中介訓練對於引導

低口語自閉症學生 iPad 拼音打字的可行性及成效，在研究介入的過程

中，不免會遭遇到問題或困境，以下將從研究對象、拼音打字之內容以

及介入環境三方面說明本研究的限制，並進一步針對實務教學應用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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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為三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其中兩名就讀於台北市某公

立國中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一名就讀於台北市某公立國小集中式特教班

學生，三位研究對象在障礙程度、認知能力、口語能力等皆有所差異，

故本研究之教學方案結果無法進行完全之推論。 
 

二、拼音打字之內容方面 

礙於研究時間限制，且研究對象皆非研究者的學生，故對於研究對

象平常對於溝通的需求無法清楚的掌握，使得研究方案的拼音打字的內

容較為侷限。 
 

三、方案介入之環境方面 

本教學方案採非自然的隔離環境進行一對一的教學介入，故在要求

研究對象將習得的拼音打字溝通類化到其他環境或類化到與其他人溝

通時，仍須時間予以提昇。 

 

貳、進行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教學的建議 

一、瞭解學生對於溝通的真正需求 

在研究中發現，使用學生喜愛的偏好物能誘發學生對於拼音打字溝

通的動機，但在本研究中學生喜愛的偏好物多是以零食為主，而學生甚

少有機會在學校做要求零食的溝通，建議教師在教導學生拼音打字溝通

之前，可先觀察並瞭解學生平時在校需要溝通的時機、動機以及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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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而再將學生的溝通需求加入拼音打字的課程中，以讓學生在真正

需要溝通的時候，能夠使用打字來進行溝通。 
 

二、引導學生進入拼音打字溝通前基礎能力的穩固 

本研究在圖片中介訓練的教學過程中，係將圖卡上實物的照片逐步

的褪除，並將提示拼音打字的注音符號漸增，以作為引導學生拼音打字

的提示；而在引導拼音打字的過程則是先要求學生從四選一的（褪除）

圖卡中，選取與目標偏好物相配對的圖卡，進而再藉由圖卡上目標詞彙

的注音符號提示，重複地練習拼音打字，直至將圖卡的提示完全褪除，

獨立地使用 iPad 將目標詞彙拼打出來。然而，從本研究的教學介入過程

來看，學生應先具備基本的配對能力以及獨立選擇能力後，再進入此方

案的教學介入；除此之外，由於注音符號屬於抽象的溝通符號，故教師

在引導學生拼音打字之前，應先穩固學生具體溝通符號的學習能力，才

不至於在圖片中介訓練的褪除過程中遭受到太多的挫折。 
 

三、善用增強與提示策略引導學生拼音打字 

教師在使用此方案引導學生拼音打字時，可使用學生喜愛的增強物

作為拼音打字的目標詞彙，以引發學生對於拼音打字的興趣。當學生在

圖片中介訓練的每一褪除步驟皆能透過圖卡上的注音符號提示於iPad上

拼打出目標詞彙的注音符號，或是已能不需要圖卡的提示獨立地拼打出

目標詞彙的注音符號時，教師應立即地給予學生拼打出來的目標詞彙增

強物作為增強，並給予學生口頭讚賞的社會性增強以提昇學生拼打的動

機，例如，研究對象小龐喜歡玩玩具，當小龐能透過褪除圖卡上的提示

於iPad上拼打出「ㄨㄢˊ ㄐㄩˋ」，研究者即給予小龐玩玩具1~2分鐘；

研究對象小軍喜歡喝可樂，當小軍能獨立地拼打出「ㄎㄜˇ ㄌㄜˋ」，

研究者則給予小軍一小杯（約5c.c）的可樂以做為其正確反應的增強。 
 

至於學習較為被動的學生，教師可視學生在拼音打字的表現，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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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地提示，例如，當學生沒有打字的動作時，教師可以口語提示

正向地鼓勵學生拼打，若學生仍舊沒有反應，可再給予學生動作上的提

示（扶學生的手協助拼打）以啟動學生拼音打字的動作，之後，再視學

生的學習情況褪除提示至獨立拼打。 

 

四、可針對學生的基礎能力及學習進展刪減、增加或跳過圖片中介

訓練的步驟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為了讓三位研究對象在初學注音符號拼音打字

時產生信心，故皆從訓練步驟的選取與實體偏好物相配對之圖片（彩

色照片+文字注音）開始教學，以降低學生嘗試錯誤的機會，進而逐步地

熟悉學習拼音打字的教學流程。然本研究的小軍與小龐，在介入中期時，

部分目標詞彙的拼音打字學習已能跳過具體的照片提示，直接就文字注

音圖卡進行拼音打字的訓練，而阿山則是需要多增加圖片中介的訓練步

驟以加強對目標詞彙的注音符號的熟識。故建議教師在使用圖片中介訓

練學生拼音打字時，能依學生的先備能力或學習情況彈性的刪減、增加

或跳過步驟。 

 

五、將拼音打字溝通結合例行性的活動或是採用隨機教學的觀點，

以提昇打字溝通的主動性 
 

本研究的三位研究對象在尚未進行方案介入前，皆沒有使用溝通輔

具與人溝通的習慣，除了小龐能使用 1-2 字的口語來表達平日固定會使

用到的溝通字詞外，其餘兩位研究對象多是使用肢體或是眼神示意做溝

通，對於平常的例行性活動，如我要喝水、我要上廁所等，習慣於有需

求就直接自己去做，不需要先跟老師提出要求性的溝通後再去執行。然

而，因為例行性活動應是每位學生每天於學校的生活中必須進行的，若

是在養成學生進行每日的例行活動時，能配合拼音打字溝通先做要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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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後再去執行，將能讓學生養成打字溝通的習慣，也能因此提昇學

生對於打字溝通的主動性。 
 

除此之外，針對已經可以不需要透過溝通即能自主地執行例行活動

的學生，可改採用隨機教學的觀點引導拼音打字。以本研究的小軍為例，

在上課時，小軍常習慣性地自行打開 iPad 的螢幕開關並啟動上課會用的

APP，以隨機教學的觀點則可事先刻意地將要上課的 APP 移除，等待小

軍發現疑惑並表示需要幫忙時，隨即引導小軍拼打「上課的應用程式不

見了」的句子，透過學生如此習以為常的活動來帶動拼音打字的學習，

亦能達到提昇拼音打字的主動性。 

 

六、可先教導學生使用 PECS 溝通，進而以 PECS 的內容引導拼音

打字 
 

對於尚無使用溝通輔具經驗的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教師可先教導學

生使用 PECS，待學生使用 PECS 的能力穩定後，再以學生熟悉的 PECS

內容使用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以增進其拼音打字的信心，進而漸

進的加入新的拼音打字詞彙。 

 

參、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增加學生在不同情境、與不同對象拼音打字的機會 

本研究礙於研究限制，僅能在隔離的環境由研究者一對一地教導研

究對象拼音打字，除小軍有回到班上進行拼音打字以及與導師拼音打字

的經驗，其餘兩位僅有與導師拼音打字的練習，建議未來研究可增加學

生在不同生活情境以及與不同對象使用 iPad 拼音打字的機會，例如，

讓學生在學校學習的課堂上，使用 iPad 拼打課文、語詞或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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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可以使用 iPad 做拼音打字的作業；引導學生對科任老師、家長

等做要求性的打字溝通等，以拓展學生在不同情境以及與不同對象的打

字溝通經驗。 
 

二、從要求性的拼音打字溝通延伸至自我表達的拼音打字溝通 

本研究在引導學生拼音打字的目標詞彙上，主要係以學生喜愛的偏

好物名稱作為學習拼音打字的目標詞彙，目的是希望學生能使用 iPad 做

要求性的拼音打字溝通，然本研究的三位研究對象於方案介入後，皆能

使用拼音打字進行要求偏好物的溝通，其中一位更能延伸到要求例行性

活動的拼打溝通，建議未來的研究可從學生的要求性打字溝通做基礎，

先讓學生養成拼音打字溝通的習慣，接著再以封閉式的問句與學生對

話，如「你是要喝水嗎？」、「你要喝水嗎？」，引導學生用拼音打字回答

「是」或「不是」、「要」或「不要」等二擇一的問句，進而再詢問學生

有固定答案的問句，如「早餐吃什麼？」、「剛剛上什麼課？」，以引導學

生拼打出問句答案，建議未來研究可從封閉性的問句與學生建立使用

iPad 溝通的關係，進一步地再引導學生朝向獨立地使用 iPad 做自我表達

的拼音打字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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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家長同意書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碩士班研究生王笠如，目前在本

系王華沛教授的指導下，將進行一項有關使用 Apple iPad 拼音打字之研

究計畫，題目為「圖片中介訓練引導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字之行動

研究」。 

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對低口語自閉症學生進行圖片中介訓練的教學過

程中，逐步引導學生使用 Apple iPad 拼音打字的成效。本研究預計於民

國一○二年四月中旬開始進行，此外，為了免除家長接送孩子的辛勞以

及孩子適應新環境的困擾，教學介入之地點將在貴校進行，期望您能同

意貴子女參加這項研究計畫。 

為尊重孩子的隱私權，凡涉及到學生個人資料的部分將以匿名方式

呈現，並對個案之身分資料善盡保密；研究其間所拍攝之影帶及所得數

據等相關記錄僅供研究分析使用。最後，若您對這項計劃內容還有疑問，

請不吝隨時提出，我將很樂意為您說明。非常感謝您的參與和協助！ 

敬祝 

闔家安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王華沛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碩士生         王笠如  敬上 

聯絡電話：09XX-XXXXXX 

電子信箱：ruby373373@gmail.com 

                                                                                

□ 我同意 

□ 我不同意 

孩子姓名：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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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介入前及介入後教師訪談題綱 

介入前教師訪談題綱（訪談對象：       ） 

1.您的學生在校主要的溝通方式為何？（如：拉手、指物…） 

 
 

2.您的學生在什麼情況下會出現溝通行為？（如：要求、拒絕…） 

 
 

3.您的孩子平常在校有什麼特別的喜惡嗎？（如：喜歡/不喜歡的食物、

喜歡/不喜歡的活動…） 
 
 

4.您對學生在溝通上有什麼期望？ 

 

介入後教師回饋訪談題綱（訪談對象：       ） 

1. 在看過您學生的拼音打字能力後，您對於學生在使用圖片中介訓練

引導拼音打字後的看法為何？ 
 
 
 

2. 您會考慮使用 iPad 的「有聲注音溝通板」和學生打字溝通嗎？ 
 
 
 

3. 您會考慮使用圖片中介訓練來引導其他的低口語自閉症學生拼音打

字嗎？ 
 
 
 

4. 您對本研究有什麼其他的意見或心得（優缺點、建議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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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介入前觀察札記記錄表格式 

介入前觀察札記記錄表（研究對象：       ） 

編碼/時間 活動內容與學生反應 備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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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教學方案介入記錄表暨研究者省思日誌格式 

教學方案介入記錄表暨研究者省思日誌（研究對象：       ） 

圖片中介訓練引導拼音打字階段目標：             

編碼/時間 圖片中介訓練內容（含引導打字程度描述） 學生反應 省思記錄 備註（含非正式訪談內容） 

     



 

 

 
151 

附錄五：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格式 

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____________               評量者：____________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評量說明： 

完全無提示拼打正確：記為 6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5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黑白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4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3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刷淡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2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彩色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1分 

 

短語、完整語句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____________               評量者：____________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評量說明： 

短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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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休閒遊戲類及注音符號類 APP 名稱一欄表 

 

休閒遊戲類 APP 
 湯瑪斯拼圖 

 神奇的畫筆 

 猜猜我在哪 

 會說話的泰勒 

 會說話的保羅 

 Photo Booth 

 Fruit Ninja 

 Temple Run 

 Jigsaw Puzzle 

 Toca Monsters 

 Toca Kitchen 

 Toca Hair Salon 

 Toca Band 

 Toca Doctor 

 

注音符號類 APP 
 ㄅㄆㄇ 

 找找ㄅㄆㄇ 

 快樂學注音 

 Poe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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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個別研究對象之拼音打字評量記錄 

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軍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508 洋芋片 1 6 100%  

爆米花 1 6 100%  

科學麵 1 6 100%  

海苔 1 6 100%  

巧克力 2 5+6=11 92% 打成「ㄑㄧㄠˇ ㄎㄜ

ˋㄌㄧˊ，使用步驟

之文字注音圖卡提

示後即可拼打正確 

鹹餅乾 1 6 100%  

軟糖 2 5+6=11 92% 打成「ㄖㄨㄢˇ ㄊㄤ

ˋ」，使用步驟之文

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

可拼打正確 

奶茶 1 6 100%  

可樂 1 6 100%  

棉花糖 1 6 100%  

◎評量說明： 

完全無提示拼打正確：記為 6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5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黑白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4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3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刷淡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2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彩色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1分 

完全無拼打反應：記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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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軍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513 吃鹹餅乾 1 1 100%  

喝可樂 2 0+1=1 50% 打成「ㄔ ㄎㄜˇ ㄌ

ㄜˋ），研究者使用口

語提示「是『ㄔ』可

樂嗎？」即自行修正

為「ㄏㄜ」 

吃軟糖 1 1 100%  

吃巧克力 1 1 100%  

吃洋芋片 1 1 100%  

吃科學麵 1 1 100%  

吃海苔 1 1 100%  

吃爆米花 1 1 100%  

吃棉花糖 1 1 100%  

喝可樂 1 1 100%  

◎評量說明： 

短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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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語句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軍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520 ○○要吃鹹餅乾 1 1 100%  

○○要喝可樂 1 1 100%  

○○要吃軟糖 1 1 100%  

○○要吃巧克力 1 1 100%  

○○要吃洋芋片 1 1 100%  

○○要吃科學麵 1 1 100%  

○○要吃海苔 1 1 100%  

○○要吃爆米花 1 1 100%  

○○要吃棉花糖 1 1 100%  

○○要喝奶茶 2 0+1=1 50% 打成「○○要『ㄏㄜˋ 

ㄋㄞˇ ㄔㄚˋ』」），研

究者使用口語提示「是

『ㄏㄜˋ ㄋㄞˇ ㄔㄚ

ˋ』嗎？」即自行修正

為「ㄏㄜ ㄋㄞˇ ㄔㄚˊ」 

◎評量說明： 

短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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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語句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軍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527 ○○要吃多力多

滋鹹餅乾鹹餅乾 

1 1 100%  

○○要吃可樂軟

糖 

1 1 100%  

○○要吃紅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要吃黃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要吃橘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要吃綠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要吃白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要吃雞汁科

學麵 

2 0+1=1 50% 打了「○○一ㄠˋ」之後，就疑惑

的看著研究者，打不出「雞汁科學

麵」，使用拼打錯誤退回訓練步驟

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之即可正確拼

打 

○○要吃原味科

學麵 

2 0+1=1 50% 打了「○○一ㄠˋ」之後，就疑惑

的看著研究者，打不出「原味科學

麵」，使用拼打錯誤退回訓練步驟

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之即可正確拼

打 

◎評量說明： 

短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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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語句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軍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612 ○○要喝水 1 1 100%  

○○要吃早餐 1 1 100%  

○○要吃午餐 1 1 100%  

○○要吃麵包 1 1 100%  

○○要喝牛奶 1 1 100%  

○○要睡覺 1 1 100%  

○○要上廁所 1 1 100%  

○○要吃士福便

當 

1 1 100%  

 ○○要吃第一便

當 

1 1 100%  

◎評量說明： 

短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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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阿山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501 鹹餅乾 2 3+6=9 75% 打成ㄒㄧㄥˊ ㄅ一ㄥ

ˇ ㄍㄢ，使用拼打錯誤

退回訓練步驟之縮小

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

卡提示後即可正確拼打 

可樂 3 0+3+6=9 50% 第一次嘗試時，沒有拼

打的反應，且用茫然的

眼神看著研究者，故研

究者即使用拼打錯誤退

回訓練步驟之縮小灰

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

提示後即可正確拼打 

1020510 鹹餅乾 1 6 100%  

可樂 2 4+6=10 83% 選取可樂，但是卻拼打

出「ㄒㄧㄢˊ ㄅㄧㄥˇ 

ㄍㄢ」，使用拼打錯誤退

回訓練步驟之縮小黑

白照片+文字注音圖卡

提示後即可正確拼打 

1020520 鹹餅乾 1 6 100%  

可樂 1 6 100%  

◎評量說明： 

完全無提示拼打正確：記為 6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5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黑白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4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3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刷淡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2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彩色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1分 

完全無拼打反應：記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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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物單詞名稱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龐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612 玩具 1 6 100% ㄨㄢˇㄨㄢˋㄨ

ㄢˇㄨㄢˊㄐㄩˇ

ㄐㄩˋ 逐一自行

修正，直到聽到正確

的語音回饋才按下播

放鍵 

軟糖 1 6 100% ㄖㄨㄢˇ ㄊㄤˋ

ㄊㄤˊ 

可樂 1 6 100%  

巧克力 2 5+6=11 92% 打成「ㄑㄧㄠˇ ㄎㄜ

ˋ ㄌㄧㄢˊ」 

洋芋片 2 5+6=11 92% 「一ㄤˊ」打成「ㄧ

ㄢˊ」，因為一直聽不

到正確的「一ㄤˊ」

的聲音回饋，而一直

在嘗試 

◎評量說明： 

完全無提示拼打正確：記為 6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5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黑白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4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灰階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3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縮小刷淡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2分 

使用褪回步驟之彩色照片+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拼打正確：記為 1分 

完全無拼打反應：記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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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龐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次數 (總)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701 喝可樂 1 6 100%  

吃軟糖 1 6 100%  

玩玩具 1 6 100%  

吃洋芋片 1 6 100%  

吃巧克力 1 6 100%  

◎評量說明： 

短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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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語句拼音打字評量記錄表 

研究對象：小龐                               評量者：王笠如 

評量日期 評量內容 
嘗試 

次數 

(總) 

得分 
正確率 備註說明 

1020709 ○○要玩玩具 1 1 100% ○○一ㄠˋ ㄨㄢˊ ㄨㄢˊ ㄐㄩˊㄐㄩˋ，會

自發性的口說玩玩具，且很認真的聽語音回饋，在

打ㄐㄩˊ聽到語音回饋後，自己刪除修正，且很認

真的思考後，拼打出ㄐㄩˋ，然後自己說「棒」 

○○要吃巧克力 1 1 100%  

○○要吃洋芋片 1 1 100%  

○○要吃可樂軟

糖 

1 1 100%  

○○要吃綠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要吃紅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要喝可樂 2 0+1=1 50% 打了○○一ㄠˋ ㄏㄜˋ之後，就卡住了，研究者

引導小龐說喝，但是仍舊打不出來，使用步驟之

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可拼打正確 

○○要吃黃色小

熊軟糖 

1 1 100%  

1020712 ○○要吃橘色小

熊軟糖 

2 1 100%  

○○要吃白色小

熊軟糖 

2 0+1=1 50% 打了○○一ㄠˋㄔ就打不出來，會自發性的說出

「白色」，使用步驟之文字注音圖卡提示後即可

拼打正確 

◎評量說明： 

短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分 

 

完整語句（主詞+要求詞+動詞+偏好物單詞名稱擴充）： 

完全拼打正確記為 1分；若有錯誤，則記為 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