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人：朱媛媛（台灣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特教博士班） 

e-mail：yzbi2013@126.com 
一、背景 

當前課標實施中“基於課程標準的教學”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教育部明確要求，

課程標準是教材編寫的依據，是課堂教學的指南，也是考試評價的依據 。2016年，培

智學校課出臺後，基於課程標準的教學成為培智学校師生教改面臨的新挑戰 。 

以往研究者對培智生活語文課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實施上，尚未有學者對培

智語文教師認識新課標、實施新課標的情況及影響因素進行調研。在基礎教育領域，

關於新課標的實施調查非常多，特別是對課程實施的評估，多名學者介紹美國在課程

標準實施上的指標構建，呼籲国内大規模教師實施課程標準調查。 

二、目的 

對培智學校新課標實施情況進行調研，一方面對培智語文課標實施成果的經驗總

結，構建培智語文課標實施評量方式；另一方面對當前新課標實施的問題進行分析，

提出解決對策，進一步提升新課標實施成效。 

三、方法 

研究採用自編問卷調查泉州市 9 所培智义务教育学校的 91 名生活语文教师。問卷

參考多名學者的課標實施的調查，及學者夏雪梅提出的課程標準實施檢測三個維度：

檢測教學與標準的一致性；檢測課程標準關鍵革新點的實施程度；檢測教師對課程標

準的接受度。 

四、結果與建議 

生活語文課標實施整體情況較好，教師總體上認可課標實施的重要性，在具體教

學及對課標革新點的實施上與課標要求尚有差距。同時，教師教齡影響新課標實施的

教學與課標一致性、課標革新點的兩方面實施，教師語文教齡影響教師課標接受程度，

發現教師最需要專業人士提供課標細化講解與實際指導幫助。建議學校抓住教師對課

標接受度高的時機，制定促進課標深入實施的獎評制度，保持熱度，鼓勵教師繼續投

入課標研究，進行教學改革，書寫教學案例，交流課標實施經驗，共同促進培智語文

教育品質提升。 

研究嘗試從三方面編制教師自評培智語文課標實施問卷，結果顯示教師們自我報

告對課標的實施程度中等偏上，這與學者夏雪梅的研究結果類似，其要求教師自評，

並提交相關證據，結果發現，教師的自評報告程度“普遍偏高，都認為自己處於精緻

運用、制度化實施層級”，但在考察教師提交證據，並深入研究教師的日常行為後發

現，大多數教師實際所處的層級是比較低的 。此次嘗試表明教師自評報告並不能完全

反映真實課標實施情況，需要更為多元的課標實施評估方式，建立多樣化評估指標，

構建科學的培智學校課標實施評估體系。 



以绘本为媒介的伴随注意力问题阅读困难儿童 

个案干预研究 

张旭 1  王浚 2 

( 1.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2. 北京西城区椿树馆小学) 

摘要 

背景：阅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具有一定的识字量及流畅的识字速度是阅读能力发

展的基础，但有相当一部分学龄儿童在阅读习得方面存在特定困难，并且 20-40%的阅读障

碍儿童还同时存在注意力问题。早期发现并及时加以有效的教学干预，会显著降低他们阅读

困难的严重程度，对其日后的学术技能、认知和情感发展都有持久积极的影响。从特殊教育

实践的视角出发，当前大陆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进行的干预研究还较少，对学校中常见的合

并注意力缺陷、情绪行为问题等多重缺陷学习障碍儿童的干预更少涉及。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以绘本阅读为媒介，兼顾识字、理解、注意力和阅读动机等多

种阅读相关因素的综合式教学干预对一名伴随注意力问题阅读困难学生的干预效果。   

方法：以一名伴随注意力问题的三年级阅读困难男生为被试，采取单一被试研究法的A-

B-A′设计。基线期持续一周，对被试的智力、识字量、阅读能力和注意力情况做测量评

估，自编课程本位阅读流畅性测验，以每分钟正确朗读字数（CWPM）作为阅读能力的进步监

测指标。干预期持续八周，每周干预2-3次，每次持续50分钟左右，本研究采取了绘本为媒

介，以重复阅读为基本模式，兼顾多种阅读相关因素的综合教学干预模式。具体包括：（1）

以经被试自主选择的绘本为阅读材料，激发阅读动机，积累正面积极的阅读经验；（2）文本

重复阅读中融入阅读理解策略与注意力自我监控策略训练。通过引导学生自主尝试和体验，

促进学生将习得的策略内化。（3）绘本阅读中辅助字词教学干预，注重突出汉语表意文字的

特点，引进字源、字理教学，并鼓励被试结合自身经验对字形做出意义化的解释，提高了被

试对字形加工的敏感性。期间每周随机抽取一份未使用过的阅读流畅性测量卷对被试进行测

试，共实施8次CWPM测试。干预期结束后一个月进行识字量和阅读流畅性的追踪测试。 

结果：研究数据表明，干预后被试识字量由之前的位于同年级常模后 5%提升至位于同

年级常模的后 15%-20%。被试的每分钟正确朗读字数（CWPM）基线期为平均 74.4字，干预

期为平均 126.2字，采用非重叠资料百分比法对被试在基线期和干预期的数据进行分析。干

预期的 PND 值为 100%，并且进步趋势在追踪期仍然保持，干预非常有效。说明以绘本为媒

介，以重复阅读为基本模式，兼顾多种阅读相关因素的综合教学措施对合并注意力问题的阅

读困难学生有明显的干预效果。 

关键词：阅读困难学生  注意力问题  绘本  教学干预 



學前聽覺障礙幼兒轉銜宜備能力評量表之
效標關聯效度驗證

The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of Transition Assessment for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 Entering to Element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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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美國每年約有10-30%幼兒

有學習準備度落差

（Mehaffie & Fraser, 2007）
• 國內約有6.4%的五歲特殊幼兒

的家長表示會申請緩讀

（特殊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無日期) 2



研究背景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2012）

準備好的孩子

準備好的學校 準備好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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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1.了解「學前大班聽障幼兒即將

入學宜備能力評量表」的同時效

度為何?

2.了解「學前大班聽障幼兒即將入學宜備能
力評量表」的預測效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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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取樣

• 研究對象

 學前大班聽障幼兒幼師

 學前大班聽障幼兒家長

 後續入國小一年級的導師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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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同時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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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教師分別評比聽障幼兒在二量表上表現，除了學業技能分量表之

外，其餘各分量表皆有顯著中至高度相關(r = .32~ .89）

▪二量表的同時效度佳(r = .84, p < .01）



研究結果—預測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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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前大班家長評比聽障幼兒在轉銜量表上的表現，與小一教師評比學生在SBRS

的表現，各分量表間的相關性為低至中度相關(r = .00 ~ .45）

▪ 二份量表的全量表具有中度相關(r = .33, p < .05）



研究結果—預測效度

▪幼兒園教師評比的「幼小轉銜宜備能力評量表」（r = .35, p < .05）

的預測效度略高於家長（r = .33,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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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預測效度

▪學前大班家長評比聽障幼兒在轉銜量表上的表現，與後來小一教師評比

同一位學生在SBRS的表現，全量表間具有顯著中度相關(r = .34,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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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預測效度

• 學前大班幼師評比聽障幼兒在轉銜量表上的表現，與後來小一教師評比

同一位學生在SBRS的表現，全量表間具有顯著中度相關(r = .52,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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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11

學前大班下學期 小一開學兩個月內

家長針對幼兒填寫的轉銜宜備能力評量表

幼師針對幼兒填寫的轉銜宜備能力評量表

導師針對學生填寫的學校行為量表

導師針對學生填寫的轉銜宜備能力評量表

同時效度佳(r = .84, p < .01）

預測效度尚可

(r = .33 ～.52 ）



✓ 增加受試人數、增加大班期末測
試的時間點、納入其他效標工具

✓ 「學前大班聽障幼兒即將入學宜
備能力評量表」裡的生活自理分
量表與「學校行為量表」的分量
表的能力屬性最為不同；由於整
體聽障幼兒在該分量表上的表現
較弱，或許後續加強練習亦影響
其預測效度。

✓ 加入質性資料

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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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前大班聽障幼兒即將入學宜
備能力評量表」與「學校行為量
表」的同時效度佳

• 學前大班家長與幼師評比聽障幼
兒在「學前大班聽障幼兒即將入
學宜備能力評量表」的填答結果，
對於預測小一教師在「學校行為
量表」的預測效度較低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lesleylin@chfn.org.tw
yuhusanchen@chf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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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教育開發與潛能學系特殊教育組博士生 

以特殊開關改裝玩具建立腦性麻痺幼兒之自我決策能力 

2021 海峽兩岸特殊教育研討會─後疫情時代的特殊教育 

曾恕璇、黃梓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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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壹 



市场分析 

特需學生享有同等參與機會 01 

因應融合教育為現代特殊教育的主流，提供特殊需求學生和一般學生享有同等

參與教育的機會，藉由環境支持以學習互動技能至關重要。 

研究背景1/2 

參與遊戲有助發展關鍵能力 02 

遊戲是幼兒的天性，從遊戲參與中能展現自我決策能力，亦有助於掌握關鍵生

活技能。 



市场分析 

自我決策能力的重要性 03 

 自我決策對於特殊需求者未來之生活品質具有相當關鍵性的關係與影響。 

 自我決策是一種技能、知識和信念的結合，讓個體具有以目標導向、自我規

範與獨立自主的行為能力。 

研究背景2/2 



研究動機 貳 



市场分析 研究動機 

研究對象 
• 學前特教班腦性麻痺五歲幼兒，屬於CCN幼兒。 

• 混合型腦性麻痺，無口語能力，生活自理需完全協助。 

• 能用視覺溝通板進行初始溝通。 
• 與同儕互動僅能以眼神觀察，並有不同表情。 

• 以臉部表情、聲音表達自我感受或需求。 
• 例如：觀看同儕遊戲時，能根據情境展現大笑、哭泣、

委屈的表情；感到悶熱時會以掙扎、哭泣方式呈現。 

溝通能力 

自我表達 

 複雜溝通需求幼兒（ 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s Children，以下簡稱CCN幼兒）受限於溝通

能力難以主動參與遊戲，影響個體自我決策能力型塑與表達。 

 幼兒具備自主操控玩具能力，將在社會互動及溝通行為有正向幫助。 



研究目的 叁 



市场分析 研究目的 

（一）發現個案喜好玩具類型； 
 

（二）尋找個案適合的溝通擺位與特殊開關類型； 

（三）建立個案操作特殊開關之能力。 



研究架構 肆 



市场分析 

以改裝玩具為媒介， 
進行個案操作特殊開關能力之訓練。 

研究架構 

建立複雜溝通需求幼兒（ 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s Children，以下
簡稱CCN幼兒）自我決策能力形塑與
表達。 

質性資料 
單一受試研究法 

確定喜好

玩具類型 

修改玩具

開關 

尋找適配

特殊開關

形式與擺

放位置 

自我決策

訓練活動 



研究方法 伍 



市场分析 研究方法：綜合研究 

質性研究 

單一受試 
研究法 

1 

2 

• 蒐集2019年10~12月份之觀察紀錄(玩具關注事件紀錄表)以及
教學紀錄等質性資料。 

• 彙整歸納資料確定個案喜好之玩具類型。 

• 資料蒐集期間為2020年3月~9月。 

• 確認幼兒是否確實習得操作特殊開關之技能。 



研究結果 

伍 



项目介绍 研究結果 

(一)個案喜好玩具類型 

具有音樂 

具有閃動光 

會旋轉 

具移動性 

表1.玩具關注事件紀錄表(範例) 



项目介绍 研究結果 

(二)個案適合的溝通擺位
與特殊開關類型 

擺放位置：為頭部右側 

最適合之特殊開關類型：單鍵按壓 

圖1.2.3.研究團隊成員與職能治療師共同評估之過程 



项目介绍 研究結果 

(三)個案能自主操控頭部
按壓特殊開關 

• 於類化階段亦可利用特殊開關控制操控喜好玩具，進而誘發其社會
參與的基本技能。 

• 透過此類化表現，足以證明個案已習得特殊開關操作技巧，並理解
特殊開關按壓與操控玩具的因果關係概念，具備初步自我決策能力。 



研究建議 

伍 



投资回报 

由跨專業團隊共同合作，找出

合適之溝通擺位，建立個案有

效溝通的方式。 

成立專業特殊開關或輔具

製作團隊，為特殊需求幼

兒改造各式玩具。 

為CCN幼兒提供多元的活動體驗，利用系

統化之觀察紀錄協助尋找其主要溝通需求 

多元活動體驗 

跨專業 
團隊合作 

特殊開關或 
輔具製作 
團隊 

研究建議 



敬請指教，謝謝您。 

研究者聯絡方式：

quatrefoill@yahoo.com.tw 



「發現學生特殊需求」
特教宣導桌遊設計之研究

The Study of the Board Game Design on
"Discover the Special Needs of Students"
for Special Education Advocacy Activities

研究生:林曉君

指導教授:陳介宇教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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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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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4

特殊需求學
生之挑戰

教師尋求

特教增能

參與特教宣
導研習

以桌上遊戲

為媒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教師常會利用課餘時間參加研習進修活動，研習的主題有相當多的種類，特

殊教育宣導研習就是其中的一種。

• 國內的特教研習，皆有受到法條的規範。

5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教學原則及輔導辦法(2011)

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辦法(2013)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2013)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特教宣導的益處:

6

1.能改善普通班老師對特殊需求學生的態度。

2.能更加認識特殊需求學生的差異，而針對需求給予支持服務。

3.增進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的合作。

特
教
宣
導



• 使用桌上遊戲來進行宣導活動的優勢。

•桌遊可以提高參與者的動機。1

•桌遊對於人際溝通具有正面影響。2

•桌遊能夠讓參與者學習許多不同的能力。3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桌
上
遊
戲



故研究者想嘗試將特殊教育宣導活動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現，主題

為「發現學生特殊需求」，透過簡易的桌上遊戲，讓普通班教師

們能夠從遊戲中體驗，如何去發現學生的特殊需求，並繼續實踐

在教育現場中。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研究目的

一、.設計用以宣導「發現學生特殊需求」為目的之桌上遊戲。

二、此桌上遊戲能對國小普通班教師傳達「發現學生特殊需求」之概念。

貳、研究問題

基於前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如何將「發現學生特殊需求」之概念遊戲化？

二、此遊戲對於國小普通班教師傳達「發現學生特殊需求」概念之情形為何?
9



第三節 名詞釋義

• 本研究所稱「特殊教育宣導」是指為普通班教師所舉辦的特教宣導

活動。研究者欲設計一款桌遊能夠運用在特教宣導活動之中，能夠

向普通班教師傳達「發現學生特殊需求」的概念。

10

特殊教育宣導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設計之「桌上遊戲」是指研究者參考遊戲論壇Board Game Geek中的

「秘密單位部署」機制，以「發現學生特殊需求」為概念之桌上遊戲。

11

桌上遊戲



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稱「特殊需求」是將「學校適應能力量表」、「特殊需求學生轉介

表-100R」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中的特殊需求做整理和分類，共分為「情緒行為」、「生活環境適應」、

「社會技巧」、「語言理解及表達」、「學習能力」五大項。在設計的過程

中，會將特殊需求的概念及影響加入遊戲，讓普通班教師在遊玩過程中，體

驗如何「發現學生特殊需求」。

12

特殊需求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3



第一節 國內特殊教育宣導之現況

壹、 特殊教育宣導的內涵

黃馨瑩（2016）提到特殊教育宣導活動是指學校針對全校師生、家長及社區

人士進行有關特殊教育之各類宣導活動。國外學者Snow （2004）提到特殊教

育宣導活動是，透過舉辦定期的研討活動，將特殊教育相關知識傳遞給社會

大眾，減少社會上的歧視及提供特殊需求學生正向、友善的環境。

14



第一節 國內特殊教育宣導之現況

貳、國內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實施之相關研究

一、特教宣導活動的現況及成效之調查研究

大部分的特教宣導活動是針對普通班師生來進行。宣導的主題眾多，國小階

段宣導的障礙類別以情緒障礙、自閉症及學習障礙類為主，學前則以發展遲

緩和語言障礙為主。而宣導的方式多以繪本故事分享、影片欣賞、突發事件

機會教育宣導、角色扮演、特教體驗活動等方式進行(林伊云，2013；黃馨瑩

，2017）。
15



第一節 國內特殊教育宣導之現況
貳、國內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實施之相關研究

二、特教宣導活動對同儕接納態度影響之研究

1. 特殊教育宣導的對象:學生、教師、家長

2. 特殊教育宣導的障礙類別:以普通班常見之障礙類別做宣導，包含學習障礙、注

意力缺陷過動症、自閉症、聽覺障礙、智能障礙學生等，通常都是針對班級上有的

障礙類別來做入班宣導活動，促進同儕的接納度（宋佳霓，2016；徐墡妮，2017；

陳建廷，2014；賴伃凡，2015；簡瑄鍰，2014）

3. 特殊教育宣導的活動方式

4. 特殊教育宣導的重要成效
16



第二節 特殊需求

壹、特殊需求學生的適應情形

將針對身心障礙類人數最多的前四種類型，分別是學習障礙、智能障礙、自閉症、情緒行為

障礙學生的適應情形作探討。

• 學習障礙:學業學習問題通常是學習障礙最主要的特徵（朱佑聆，2010)。

• 智能障礙:因智力發展和一般學生有落差，以至於影響其學科學習、生活自理及溝通能力
（張美珠，2010）。

• 自閉症:自閉症學生在理解語意方面較為困難，容易聽不懂他人指令，對於別人的肢體語言
也比較難理解（黃金源，2008）。

• 情緒行為障礙:ADHD的學生有一些明顯的徵兆，有些學生因為情緒困擾或行為問題而影響
日常的學習活動(黃舒微，2011 ）。

17



第二節 特殊需求

貳、特殊需求的種類

分類依據:

• 學校適應能力量表（王天苗、范德鑫，2000）

• 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 （洪儷瑜，2006）

•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身心障礙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教育部，2019）

18



第二節 特殊需求

貳、特殊需求的種類

19

情緒行為 生活環境
適應

社會技巧 語言理解
及表達

學習能力

學習障礙 ˇ ˇ ˇ ˇ
智能障礙 ˇ ˇ ˇ ˇ ˇ
自閉症 ˇ ˇ ˇ ˇ ˇ
情緒行為
障礙

ˇ ˇ ˇ ˇ

（王文科，2013；朱佑聆，2010；林翠英，2013；張美珠，2010；楊坤堂，2008；；許天威，2000)



第三節 桌上遊戲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壹、桌上遊戲的內涵

一、桌上遊戲的特色及優勢

特色有以下幾點：

（一） 人數、對象和場地較為彈性

（二） 主題、機制多元

（三） 精緻配件與美工

而其優勢有：

（一）提高參與者的動機

（二）增進人際溝通能力

（三）具有學習不同領域的功能
20



第三節 桌上遊戲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貳、桌上遊戲的應用

一、桌上遊戲融入領域教學之相關研究

• 語文:語文造句(陳怡婷，2018)、英文字母拼讀(黃千宜，2018)。

• 數學:等值分數(張敏桂，2018)。

• 社會:歷史課學習動機(董家琳，2017)。

• 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課程(尤晨筠，2017)。

• 藝術:音樂(劉欣宜，2020）、視覺藝術(葉淑娟，2018）。

• 特殊需求領域:社交技巧(謝函穎，20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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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桌上遊戲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貳、桌上遊戲的應用

二、桌上遊戲結合不同主題之相關研究

• 衛生保健:防疫觀念(陳姿云，2020）、肺結核(蔡俊欽，2020）。

• 地方特色:台東社區文化(馬志堅，2009）、板橋觀光(程筱玟，2019）。

• 金融:五大金融市場（股市、債市、外匯、原物料、房地產)(謝逸軒，2018）。

• 環境:防災教育(蕭琤琤，2014）、氣候變遷(蘇思揚，2020）。

• 其他:臺灣家庭祭祀文化(紀柔宇，2019）、性別平等(洪菊吟，2017）、

同理心(呂雀芬，20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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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桌上遊戲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參、桌上遊戲的設計

• 類型:圖板遊戲、卡牌遊戲；改編遊戲、自創遊戲。

• 機制:使用的機制為合作、競爭、角色扮演，其目的皆是為了要解決情境中的問題，

1.合作:吳芝羽（2019）的溼地桌遊，希望玩家以合作的方式共同解決濕地保育的危機。

2.角色扮演:呂雀芬（2018）的同理心桌遊則是希望護理系學生能夠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同

理個案，並協助解決其困擾。

3.配對:李業興（2019）的客家桌遊，需要將指定的客家文化事件兩兩配對在一起。

4.成套收集:胡舒雯（2019）的節慶桌遊，需要收集同一節慶的七個物件，換取節慶卡。許瑀

倢（2017）的色彩學桌遊，玩家需要收集符合星球顏色的卡牌。例如：佔領紫色星球需要收

集紅色、藍色卡牌。 23



第三節 桌上遊戲的內涵與相關研究

24

領域教學 不同主題

特殊教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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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25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流程

26圖3-1 研究流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1.第一階段(專家諮詢)：

邀請兩組專家進行試玩。本研究的專家包含曾使用桌遊進行教學之特教教師及資深桌遊玩家。

使用自編滿意度調查表蒐集量化資料，並以半結構式的訪談蒐集質性回饋，以取得更深入、詳細

的改進意見。

2.第二階段(教師回饋)：

將邀請三組普通班教師參與研究。

試玩過後，會進行遊戲延伸討論，接著會使用自編滿意度調查表蒐集資料，再來進行遊戲概念之

澄清與討論，並進行小組訪談，以蒐集量化及質性資料作為修改之依據。

27



第二節 桌上遊戲設計與規劃

28

美術設計

建立遊戲規則

遊戲概念發想(發現學生特殊需求)

遊戲主題 遊戲機制 遊戲內容

圖3-2 遊戲設計步驟圖



一、遊戲主題設計

29

發現學生
特殊需求

卡牌設計

能力牌

行動牌
遊戲後之討
論活動

遊戲目標：使用行動牌推理出其他玩家的能力牌。每位玩家
有五種能力牌，每種皆有分成正向及負向，需推理出對手的
能力牌中，哪幾種能力為負向。



一、遊戲主題設計-卡牌設計(能力牌)

30

（1）能力：能力與特殊需求名稱相對應，共有分為「情緒行為」、「生活環境適應」、「社會技巧」、
「語言理解及表達」、「學習能力」五個類別；而名稱後面的+表示這張卡的學生行為表現是正向，-
則表示負向。

（2）圖示：由研究者自行繪製，與能力相關之圖示。

（3）學生行為表現：描述學生在此特殊需求的行為表現，分為正向及負向兩種。

範例:



一、遊戲主題設計-行動牌

31

行動牌總共會有六種，共6張，放在桌面中間供大家輪流使用。卡牌內容包含圖示及行動內容。

（1）圖示：由研究者自行繪製與行動相關的圖示。

（2）行動內容：

a.下課觀察:看任意一位玩家的2張牌（抽牌玩家指定）。

b.參加IEP會議:看右手邊玩家的2張牌（抽牌者指定）。

範例:



一、遊戲主題設計-遊戲後之討論活動

32

為了讓普通班教師在遊玩此款桌上遊戲後，能釐清整個遊戲與「發現學生特
殊需求」的關聯，在遊戲結束後，會帶領普通班教師們進行討論及分享之活
動。

1.遊戲延伸討論：邀請普通班教師分享自己的反向能力有哪些，當學生出現類
似的反向能力時，該怎麼處理?

2.自編滿意度調查表：先讓普通班教師先分享遊玩過後的感想，並給予建議與
回饋。

3. 概念釐清：會針對主題及機制設計做說明與介紹，增加普通班教師對「發
現學生特殊需求」概念的釐清。

4. 小組訪談：使用半結構式的訪談。



二、遊戲機制設計

遊戲機制選定，參考全球最大的桌上遊戲分享資訊網站BGG，挑選機制作為遊
戲設計的運用。

33

藉由行動卡發現各個玩家的隱藏訊息Deduction 消去，扣除
推理遊戲



三、遊戲內容設計

1.遊戲目標：使用行動牌推理出其他玩家的能力牌，能力

牌有五種，每種皆有分成正向及負向，需推理出對手的負向能

力。像是要猜出對手的「社會技巧」和「情緒行為」是負向的。

2.遊戲設置：

（1）遊戲人數4-6人。

（2）遊戲時間為20分鐘。

（3）遊戲對象為普通班教師。

3.遊戲物件：

（1）能力牌：五種能力牌，每種各有6張，包含正向行為3張及負向行為3張，共30張。為隱藏資
訊，不能讓其他玩家知道。

（2）行動牌：六種行動牌，每種各有1張，共6張。用來推理其他玩家的牌。

（3)推理版：推理版共六個。用來記錄推理的過程，紀錄其他玩家的能力牌。

34



四、遊戲美術設計

美術設計主要會在遊戲規則建立之後，再進行製作，初版出版的
遊戲卡牌皆使用文字代替圖示。將以五種能力為主軸來做發想，由
研究者自行繪製與「情緒行為」、「生活環境適應」、「社會技
巧」、「語言理解及表達」、「學習能力」個能力相關之圖示，整
體也會使用較童趣之設計風格。

35



第三節 桌上遊戲規則

36

遊戲目標

•使用行動牌推理出其他玩家的能力牌。

•每位玩家有五種能力牌，每種皆有分成正向及負向，需推理出對手
的能力牌中，哪幾種能力為負向。



第三節 桌上遊戲規則

1. 有五種能力牌堆，每位玩家須從牌堆中各抽出

一張，蓋在自己面前，由左至右為1-5號。

遊戲步驟



第三節 桌上遊戲規則

2. 6張行動牌全部擺放至桌面中央，大家共輪流選用。

3. 從年紀最小的玩家開始，順時鐘方向進行。

4. 起始玩家需決定要使用哪張行動牌，並念出行動內

容，並翻成反面，下一位玩家只能選擇其他行動牌，

接著將獲得的資訊紀錄在推理版上，換下一位玩家，

以此類推。

38



第三節 桌上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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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小金決定要使用行動牌a，念出行動牌a的內容:

我要選擇「下課觀察」看任意一位玩家的2張牌（抽牌玩家指定）

，將獲得資訊記錄在推理版上。

a.下課觀察:看任意一位玩家的2張牌（抽牌玩家指定）。

b.參加IEP會議:看右手邊玩家的2張牌（被看玩家指定）。

c.訪談家長:和左2玩家交換看2張手牌（雙方自選）。

d.個別指導:全部玩家將自己的5號牌傳給左2的人看。

e.參加特教宣導:指定其他2位玩家交換看2張手牌（抽牌玩家指定）。

f.提報鑑定安置:將自己的1張牌給大家看(自選)

39



第三節 桌上遊戲規則

5. 遊戲結束：當有玩家已經將所有對手的負向牌

推理出來，即可宣告完成，此玩家必須把推理版

蓋起來，及獲得額外加分，若此輪其他玩家還沒

完成，可繼續完成此輪行動，遊戲結束。

7.遊戲計分：猜對1位對手的負向牌，可得2分，

第一位完成的玩家，全對可以額外加5分，猜錯則

倒扣2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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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桌上遊戲規則

遊戲後討論

舉例:

研究者:請問你的負向能力牌有哪些?

小金老師:社會技巧和學習能力。

研究者:請你把負向能力唸出來。

小金老師:不願意和同學分享玩具、念課文時會跳行。

研究者:請問各位老師，你們有推理出來這兩項能力是負向的嗎?

你有遇過學生發生此種行為嗎?你會怎麼處理?你有發現他的特殊需求嗎?

41

推理版



藉由遊戲及延伸討論向普通班教師傳達「發現學生特殊需求」的

概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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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特殊教育合作諮詢之桌上遊戲設計
BOARD GAME DESIGN TO PROMOTE 

SPECI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CONSULTATION

2021.05.14 江亞衛



研究背景與目的

•要架構健全的融合環境，需要全校人員共同合作，將
特殊教育的相關服務融入普通班中，這樣的團隊合作
系統，是促使融合教育成功的關鍵之一（呂翠華、鄭
玉疊、潘慶輝，2006）。

•教師與教師、行政人員間的協調合作(collaboration)
與諮詢(consultation)是必要且急迫的議題，更是融
合教育成功的關鍵（周天賜，2006）。



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旨在設計一款桌上遊戲，能
使教育工作者或學校教師透過桌遊
來體驗「合作諮詢」模式。



合作諮詢 桌上遊戲？



研究方法

準備

探究合作諮詢

探究桌遊設計

發展

桌上遊戲概念

桌上遊戲機制

桌上遊戲主題與美術

試作成品



探究概念

一、合作諮詢模式

•合作諮詢模式(collaborative consultation model)
的概念是使具有不同專業知識的人員，如普通教師、
特教教師和其他專業人員能針對問題，共同產生出
不同於單一成員所獨立運作的創造性解決方案，在
適合的環境下建立為每一個特殊需求學生提供有效
的計劃，從而使他們與同儕之間實現理想的學習和
互動（Idol 等人1995；周天賜譯，2008）。



T=有目標的合作活動

成員1

成員3成員2

基礎知識（Underlying

knowledge base）
內在態度（Intrapersonal

attitudes）

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互動（interactive）和解決問題能力
（problem-solving skills）

T



1.組成小組並
建立小組目標

2.問題澄清

3.介入策略

4.實施

5.評鑑

6.追蹤及再設計

（Idol等人，1994；周天賜譯，2008）



分析重要概念

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擷取九項概念：

1.不同專業知識 2.解決共同定義的問題

3.異質性合作 4.商量或討論的會面

5.人際溝通 6.實現有效決策、互動和溝通

7.內在態度 8.學會有效的處理衝突和對立

9.使用適當的訪談技能獲取和分享資訊

合作諮詢定義

合作與諮詢

合作諮詢專業

歷程原則



合作諮詢 桌上遊戲？



探究概念

二、桌上遊戲(tabletop game 或 board game)

1. Tabletop 、Board：在桌子等平坦面上進行，也指
遊戲用的圖板。

2.Game：Parlett （1999）認為一個正式遊戲應具有
以「結束」(Ends)和「內容」(Means)這兩個部分為
基礎的結構。



探究概念

二、桌上遊戲(tabletop game 或 board game)

•桌上遊戲廣義上可以用來泛指各種有規則，且
在平面上進行的遊戲，參與者透過操作配件，
在遊戲結束時會有勝負之分（陳介宇，2010）



桌上遊戲分類與機制

• Murray（1952）將桌遊分成五個種類。

• Parlett（1999））加入並統整現代桌遊的主題元素，分成
了四種類型。

• 許榮哲、歐陽立中（2016）根據現代桌遊的特性，將桌上
遊戲分為九大類型。

• BoardGameGeek（BGG）則將桌上遊戲根據遊戲型態分
為八大類，並且根據遊戲主題分為 84個子分類，以及將這
八大類的桌上遊戲按照遊戲進行的歷程分為 182種機制。



桌上遊戲分類與機制

• Geoffrey.E & Isaac.S（2019）：分析現代桌遊的主要機制，
並將機制分成13大類、173個項目：

（一）遊戲結構（Game 
StructureTerminology ）

（二）回合的順序和結構(Turn 
Order and Structure 

（三）行動（Actions）

（四）行動的結算或結果
（Resolution）

（五）遊戲結束與決勝點(Game 
End and Victory)

（六）不確定性（Uncertainty）

（七）經濟（Economics） （八）拍賣（Auctions） （九）放置工人（Worker 
Placement）

（十）移動（Movement） （十一）區域控制（Area 
Control）

（十二）湊齊和組合（Set 
Collection）

（十三）卡片機制（Card 
Mechanisms）



合作諮詢 桌上遊戲

發展桌上遊戲

？



合作諮詢概念
桌上遊戲機制

(Geoffrey.E & Isaac.S（2019）、
BGG（2020）)

經典桌遊

不同專業知識

手牌管理(BGG, Hand 
Management)

不同角色能力(ACT-
12,Variable Player Powers, 

p.95-96)

五分鐘地城5-Minute 
Dungeon(Reid,2017) 沙
丘魔堡Dune(Eberle, 
Kittredge, and Olatka, 
1979)

異質性合作

合作遊戲
(STR-2,Cooperative 

Ggame,p.4-7)

瘟疫危機Pandemic
（Leacock, 2008）、花
火Hanabi（Bauza, 
2010）、五分鐘地城5-
Minute 
Dungeon(Reid,2017



合作諮詢概念
桌上遊戲機制

(Geoffrey.E & Isaac.S
（2019）、BGG（2020）)

經典桌遊

商量與討論歷程

未知資訊(UNC-
07,Unknown Information, 

p.230-231)

卡魯巴Karuba(Dorn, 
2013)、瘟疫危機
Pandemic
（Leacock, 2008）

使用適當的訪談
技能獲取和分享

資訊

卡牌機制(CAR-04,Card 
Draw, Limits and Deck 

Exhaustion)
交易卡牌

(ECO-02,Trading)

禁制之島Forbidden 
Island(Leacock, 2010)、
鐵道任務Ticket to 
Ride(Moon, 2004)
卡坦島Catan(Teuber, 
1995)、文明帝國
Civilization(Tresham, 
1980)



合作諮詢概念
桌上遊戲機制

(Geoffrey.E & Isaac.S
（2019）、BGG（2020）)

經典桌遊

解決共同定義
的問題

共同任務：解決特定數量的
任務(VIC-12,Fixed 

Number of Events, p.188-
189)

瘟疫危機Pandemic
（Leacock, 2008）、
上流社會High 
Society(Knizia, 1995)內在態度、處

理衝突和對立

個性卡：解決特定數量的任
務(VIC-12,Fixed Number 

of Events, p.188-189)

人際溝通、實
現有效決策、
互動和溝通

行動點數制
(ACT-01,Action 
Points,p.72-73)

禁制之島Forbidden 
Island(Leacock, 
2010)、提卡探險
Tikal(Kiesling and 
Kramer, 1999)



測試回饋

在邀請五組參與者測試桌上遊戲的雛形後，整理以下三點回饋：

• 1.桌遊能讓參與者經歷溝通，雛型的桌遊規則較簡單，難激發部分參與
者的積極度，但是過難的遊戲規則也可能導致參與度降低，需取得平
衡。

• 2. 可以在桌遊的說明書之後加入設計理念，幫助參與者在遊玩後了解
遊戲設計背後的意涵。

• 3. 桌上遊戲的情境建議直接採用學校背景，教師不會因為額外的資訊
量而模糊了遊戲的焦點，能更快進入主題，了解桌遊所帶來的思維。

參考以上建議研究者將繼續修正桌遊雛形，並期望能供往後的欲設計特
教相關桌遊的研究作為參考。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特殊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活動時間：202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活動中心4樓405（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34號）



•作息本位對發
展遲緩兒童的
優點

•遠距早期療育
介入作息本位
(RBI)方案智慧
評估系統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研究流程



資訊工程
機器學習-深度神經網路模型建立

提升系統精準度及穩定性

協助主要照顧者
初級早療工作人員
一般幼兒園教師

師資生培育學習的專業訓練
輔助



• 系統建構架構與使用流程

 1.晤談資料

進行遠距結構化問卷視訊晤談

 2. IFSP草案

進行家庭介入目標跨專業討論與紀錄

 3. IFSP定案

進行介入目標管理



系統功能

⚫ 行政端-個案資料
提供給早期介入相關的行政人員之管理系統，讓
其相關人員在平台上就可以進行行政管理的程序。

⚫ 家長端-課程系統
提供給家長早期介入相關的線上課程平台。

⚫ 專團端-VR遊戲中心
提供給早期介入等專業人士相關的管理服務，使
孩童可以在平台上面可以達到遠距訓練的效果。



• 系統遠距電子療育計劃功能



（新增：自動化目標介入方案）

「發展狀態」
「生活功能」
「作息流程」

「學前特殊幼兒課程綱要」
「專家標記」

機器學習-深度神經網路模型建立





發展遲緩兒童介於一般

兒童與身心障礙兒童之

間，係指與一般兒童相

較，在認知、語言、動

作等發展面向，有發展

遲緩或異常狀況的兒童。

係指提供零至六歲發展遲緩

及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庭教

育性、治療性、預防性與家

庭支持性的服務，對於兒童

及其家庭盡早提供上述服務，

才能夠增加兒童在未來發展

改善與進步的可能性，並且

協助家庭成長與適應的能力

（張秀玉，2001）。

泛指應用媒體科技系統、突
破時間與空間的控制、以從
事互動式的醫療專業顧問與
諮詢。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
定義，遠距醫療是「使用互
動式視訊及資訊通訊技術，
進行包括診斷、治療及諮詢
等醫療照護行為，以及衛生
教育與醫療資訊的傳遞。」



本章旨在彙整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依據。
全章共分為兩節，



民國92年
「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

民國95年
「發展遲緩
兒童早期療
育服務實施
方案」

民國100年
「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

民國107年
全文修訂



以家庭為中心

到宅基礎服務

專業整合性服務

個管服務

現代早療模式

多專業整合

專業間合作

跨專業服務

作息本位

未來早療模式

遠距醫療

居家復健

智慧評估

科技早療

跨領域合作



能力驅動（competency driver）主要為專業人員選擇及培訓
組織驅動（organization drivers）主要為資料建設、系統及行政的支持
領導驅動（leadership drivers）包括一般技術層面領導即面臨問題解決時之調整性領導



• 以「作息本位」為核心，設計訓練發
展遲緩兒童的早療數位輔助及成效評
估課程，協助兒童在自然環境中進行
療育；發展以「參與」與「作息本位」
為基礎的線上課程，包括參與、活動
本位介入之相關概念介紹，以及家庭
活動作息調查表、活動本位介入教學
設計等，協助家長與提供早療(半)專
業人員有效協助發展遲緩兒童於自然
情境中進行療育。

作息本位

生態系
統

降低干
擾

增進成
效

跨情境

以家庭
為中心

強調家
長參與



甚麼介入策略是
老師與專業人員
最常使用的？

介入策略的設計要如何
讓每個人都了解以及遵

循？

對孩子的目標行
為而言，哪一個
是提供介入的最
佳作息時間？



⚫專業人員與家長的合作關係有其必要性，
因為合作關係可以成功地將介入策略融入
每日作息與活動中（Dunst & Bruder, 2002; 
Marshall & Mirenda, 2002）。

⚫然臺東為在全台灣早期介入相關教育資源
較缺乏之地區，部分偏遠地區的家長與幼
兒更在獲得療育資源有其困難度（朱思穎，
2015）。

專業人員

家長的
合作

作息
本位



作息
本位

教育

提升生
活品質

獨立生
活

求職

自我決
策能力



• 系統功能

1.結構化問卷
可輸入單選、複選及開放性題型
等，晤談告一段落，可現場即時
進行評份排序，如想改變問卷內
容及題項評分權重，可於後台進
行調整。

2.遠距即時功能
手持裝置前台可為行動化手機、
平板或桌機，資料電子化及多媒
體化（文字、語音、影像、音檔
等），並可依權限隨時隨地快速
查詢統計。

3.多方線上晤談、討論及語音
辨識功能

進行線上晤談問卷時，左方為問卷畫面，
可進行題項勾選及語音辨識；同時右方可
透過遠距視訊線上分享個案影像，以及多
方專團參與遠距討論，全程可錄音錄影，
活動後亦可繼續於討論區中互動。



• 系統功能

4.評分排序可視化
IFSP晤談問卷分為個案
功能評估及家庭效能評
估（二個分項），左方
藍色方塊為各子項答題
後進行評分排序結果的
可視化呈現，如想調動
各子項的排序，可按住
橘色方塊移動各分項間
優先排序。

5.充分溝通擬定目標
⚫ IFSP草案可擬定幼兒功能

性參與目標及家庭目標，
具備模板方便輸入。

⚫ 不同專長專團可進入下方
留言版進行討論並記錄，
以供回溯查詢，為不同專
長協作建立溝通平台。

⚫ 目標擬定後，後續可進行
策略分項輸入，並分配執
行者及追踪周期，以利追
踪及計算總目標達成率及
分項達成率。



• 系統功能

6.目標轉譯成活動
IFSP定案後，轉譯成數個可執行活動，有執行
者、起迄時間、追踪周期、 承辦人員，便於追
踪執行，並計算分項目標達成率。

7.廣義早療，多元活動
活動除可輸入個案活動外，亦可收容廣義早療
活動，如社區宣導活動，並可進行場次及時數
統計，並可依案號、期間、活動類型、承辦人
等即時快速查詢統計。



• 系統成效評估

1. 初步量性分析：實驗組總體
成效，PCI的表現上，皆呈現
有較佳的結果，尤其是在生
活自理面向上。

2. 輔助運用此系統模式之發展
遲緩兒童個案在發展上可能
有較佳的情況。

3. 需求單位有效整理家庭訪談
資料與介入目標



• 持續應用成果

• 需求單位工作人員訓練
• 台東縣特教資源中心將在長濱鄉竹湖國小設立學前特殊教育服務據點，提供台

東縣長濱鄉、成功鎮、卑南鄉學前轉銜準備服務、學前特教諮詢以及優先入園
• 該據點將應用此系統(子二)與數位教材(子三)進行相關家庭服務
• 台東縣教育處110年預計編列經費進行系統與教材之落實
• 論文發表

2020全國特殊教育實務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 （高雄師範大學 2020.7.11.)
2020國際特殊教育暨原住民特殊教育研討會口頭論文發表（東華大學 2020.12.17）



• 校標關聯效度-同時效度

療
育
介
入
目
標

有
效
性

合
適
性

?

?

深度神經
網路模型

專業人員
撰寫之結果

相關性比對

臺東縣+新竹縣
30位發展遲緩兒童

評估工具結果

療育目標

介入方案建議

V.S.

相關係數
計算與調整

深度神經
網路模型

精確度↑

反
饋

優
化



1. 了解本系統是否有效改善家長選擇自我決策能力的方案

2. 了解本系統是否透過機器學習技術建立人工智慧模型

3. 了解本系統是否有效以自動化方式呈現方案建議



發展遲緩兒童
早期療育目標評估與介入方案
人工智慧推薦系統建構流程圖



資料預處理

• 深度神經網路模型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綜合報告

嬰幼兒綜合發展測驗

學前特殊教育個別化
教育計畫(IEP)範本

兒童生活功能量表
中文版

早期介入日常生活
功能晤談表

醫
療
端

教
育
端

輸入層 輸出面

評估工具

隱藏面

嬰幼兒學前發展課程

丹佛早療模式

早期教育指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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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推動學前融合教育觀點

編製學前幼兒能力評估與介入量表系統研究

林育辰國立東華大學教育博士班特教組

郭又方宜蘭縣玉田小學校長

林坤燦國立東華大學特教系教授



108學年度，
約93％之特殊需求幼兒就讀一般
幼兒園普通班（教育部，2019）



融合教育下
現場普教老師
的需求

簡易快速

具體可行

準確評估

有效介入



以實踐融合教育之觀點，
發展「學前幼兒能力評估與介入量表」線上系統

設計著重於能在教育現場直接使用，無需經過多專
業訓練，短時間能夠準確並有效評估學前幼兒能力
，進而設計介入計畫，期望能促進台灣學前融合教
育的落實。

—研究目的



評估系統設計

自動化結果分析 個別化策略建議 介入方案與追蹤線上評估量表



研究流程

評估量表編制

階段一

個別化策略編制

階段二

介入方案設計

階段三

系統數位化

階段四



階段一 評估量表編制



預試前，經43位學前教師以德懷術專家效度審題，

修正題目後皆達高穩定度。



階段二個別化策略編制

導致過多目標，

教師不知道從何介入

依據每一題項
給予策略建議

教師可以直接獲得

具體可行的方案

以幼兒整體能力
發展與需求切入

Past Now



研究方法 集群分析
探討學前幼兒能力類型

資深學前教師團隊
建置介入策略資料庫



集群分析結果





介入策略編製重點

持續提供均衡發展與成長的機會

發展均衡穩定型
發展均衡成長型

語言溝通訓練

社交技巧策略

以人際互動相關策略

激發其他能力學習動機與潛能

情緒優勢/嚴重需求型

全面性發展介入策略

溝通/情緒需求型 混合需求型



階段三介入方案與追蹤

編製三個月介入方案
之目標與紀錄表格



階段四系統數位化

將評估量表、自動化評估結果分析與介入方案之表格等

透過數位化實現，學前教師可透過電腦與行動裝置操作

，快速且準確的評估普通學生與特殊學生的能力需求



Q & A



學前幼兒的反應時間與注意力行為相關性之探討
Reaction Time and Attention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教研究所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詹元碩

研究生:劉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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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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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多數孩子缺乏基本體能，使孩子面對危機處理會容易缺

乏注意力，而出現反應時間的延遲，造成傷害的風險機率提升
(Kazuyoshi, Shinich, Sugiura, Hiroki , Masanobu, & Masahiro, 2013)。

◆國內文獻大多研究學齡階段以上的反應時間，而學齡前幼兒階

段的反應時間的相關研究較少。因此，想探討瞭解學前幼兒反

應時間的發展趨勢。

◆欲瞭解學齡前幼兒的反應時間和注意力之間相互影響的相關性。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4



1. 探討學前幼兒的反應能力之發展。

2. 探討學前幼兒的視覺反應時間與注意力行為之相關性。

3. 探討學前幼兒的聽覺反應時間與注意力行為的相關性。

二. 研究目的

5



文獻探討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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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學前幼兒的反應時間

一、反應時間

當個體的感官刺激經過神經衝動、大腦皮質、中樞神經系統、神經肌作用到
行為動作出現的總和時間。

一連串反應時間的歷程包含4個連續階段，分別為警告訊號(warning response)、
刺激信號(stimulus signal)、啟動反應(initiation of the response)與動作完成
(teamination of the response)

圖2. 反應時間定義(引自高國卿，2014，P.21)

（Johnson, 1997/2001; Huttenloch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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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應時間類型
依據接受當下不同數量或形式的刺激訊號，直到個體

表現出不同方式反應動作的時間，反應時間依種類可將分
為(翁與庭，2014):

1.簡單反應時間
2.選擇反應時間
3.辨別反應時間

第一節學前幼兒的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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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學前幼兒的反應時間

二、反應時間類型
1.單一反應
是指個體受單一刺激源所影響，產生和刺激源相應的特定單一反應行為，反應行為表現較單
純，易於觀察。

研究文獻:
宮口和義等人於2013年研究進行4歲-6歲學前兒童反應單一研究，第一個測試透過肉眼觀察到
燈光刺激的出現，需從施測開關上放開雙手；第二個測試則是看到燈光刺激出現，便按下施
測裝置的開關。此研究成果顯示出，6歲兒童較4歲兒童反應時間更快，每個反應會隨著年齡
增長而縮短(Kazuyoshi,Shinich, Sugiura, Hiroki , Masanobu, & Masahiro, 2013) 。

測試一 測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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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學前幼兒的反應時間

二、反應時間類型

2.選擇反應時間(choice reaction time, CRT)
為個體遇到兩個或兩個以上出現刺激而產生行為反應之間的時間(林淑親，
2007)，選擇反應也就是指在不同刺激源的影響下，個體做出不同反應行
為，且刺激和反應動作有特定表現。

研究文獻:
Miller和Vernonm於1996年進行選擇反應的箭頭測試，共有109位幼兒參
加，幼兒年齡為4-6歲。在此測試中，當參與者觀察到左箭頭出現在屏
幕上時，須按紅色（左）按鍵進行反應，或右箭頭出現時，須按黃色
（右）按鍵。
研究結果指出，男女孩之間的反應時間速度差異無明顯，而年齡層在反
應時間的速度差距是6歲>5歲>4歲，顯示年紀增長，反應時間表現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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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學前幼兒的反應時間

二、反應時間類型

3.辨別反應時間(discrimination reaction time, DRT)
辨別反應為兩個不同刺激和不同時間出現，而個體會依據需要而針對特
定某一刺激產生反應，或是出現另一個刺激時，個體不需做出其他反應
(林淑親，2007)。

研究文獻:
Katerina等人於2017年針對3歲-18歲兒童及青少年與20-30歲成年人之視覺
辨別反應時間進行施測研究，研究對象看見螢幕上會出現許多不同的顏色，
當紅色出現，才能按下滑鼠。
在研究中，3歲-5歲幼兒之反應時間慢於其他年齡層，而年齡組7歲-8歲與8
歲-9歲則無明顯差距，而10歲-18歲則慢於20歲-30歲。由此所見，隨年齡
增長，視覺反應時間呈現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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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應時間的發展

⚫ 人的大腦若神經網絡生長交織的越加密集，大腦不同區域的訊息傳
遞和訊息處理速度便越快，神經纖維外面所包覆的一層髓鞘是能讓
訊息傳遞更加迅速能大大提升，大腦會隨著年齡不斷生長神經元和
神經纖維，進而加速反應時間的提升。

（Johnson, 1997/2001; Huttenlocher, 1990）

⚫ 反應時間的性別差異從大約8歲開始出現，並且主要是男孩有顯著差
異取決於周圍運動功能（肌功能）的性別差異。由於幼兒時期的肌
肉功能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Miyaguchi et al.,2013)。

第一節學前幼兒的反應時間



從寶寶受孕後2-3週，便在媽媽的肚子裡開
始發育神經系統，注意控制的腦系統為其中
最早發展的。

2歲至3歲的兒童較難將注意力隨時維持在警醒
狀態。
至10歲後，警覺性網絡發展便越趨為穩定狀態。
年紀越大，而警醒狀態有逐漸下滑的趨勢。

一、注意力腦神經發展歷程

導向性網絡則無明顯發展變化
執行功能網絡至7歲後開始發展穩定。

第二節 學前幼兒的注意力發展

注意力網絡系統

Posner與其他學者共同提出每個注意力網
絡功能各兼其職，進行分工

1.警覺性網絡
能在訊息輸入之際，隨時保持在
警醒狀態

2.導向性網絡
會將對空間方向及物體部件的注
意力轉移

3.執行功能網絡
屬於較高階層的控制與監控調節
注意力訊息之功能

圖3. 注意力網絡相關腦區分佈區
正方形圖表示為警覺性網路、圓形圖表示為導向性網路
、三角形圖表視為執行功能網路(取自林宜親等人，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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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前幼兒的注意力發展

二、功能之發展歷程
注意力從嬰幼兒時期至學前幼兒時期發展出持續性的功能變化，
注意力相關功能之發展可分為三種系統（Rueda, Posner & 

Rothbart, 2005），如下:

第一注意系統:
警覺或精神狀態

第二注意系統:
定向成熟

第三注意系統:
注意力的執行控制

出生時涉及注意力
的基本能力，能使
嬰兒被喚醒或自行
清醒

嬰兒在出生六個月
便迅速發展出選擇
訊息、感覺輸入的
能力，並利用轉動
頭部、移轉視線來
跟隨環境刺激。

嬰兒2歲後，開始會
產生自主意識控制自
己的注意力，決定想
進行關注的想法、感
覺或行為。



第二節 學前幼兒的注意力發展

三、視覺與聽覺注意力

視覺注意力 聽覺注意力

1. 當我們利用視覺搜尋生活中的環境
訊息時，眼球會透過靜態的凝視
(Flxation)、自主性眼球動作的追
視(Pursuit)、跳視(Saccade)，接
收以上眼球動作所傳達的視覺訊息。

2. 眼球動作的主要控制是由大腦運動
前區中的額葉眼動區，額葉眼動區
則透過眼球動作的控制，掌控視覺
注意力的表現。

(黃瑞祥、何金山、呂信漢、詹元碩，2014)

1. 當注意力開始投入聽覺刺激後，腦
部的上顳葉皮質會調控視聽整合機
制，並且對聽覺注意力施以調節，
調整到適合專注聽取聽覺訊息的狀
態 (林鋐宇、張文典、洪福源，20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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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在基本神經學上經過不同神經系統和結構調整下，可能會受到環
境或周圍人事所影響，顯現不同注意力類別的功能。

在2004年，蔡雅琪透過親子共讀的方式，探討注意力行為，而整理
出幼兒注意力行為問題，共囊括以下五項(Goldstein, 1990；蔡雅琪，
2004):

(1)分別性注意力(divided attention)問題:
幼兒對於同時進行兩件工作有難度，如:一邊看書，一邊聆聽家人的話語。

(2)集中性注意力(focused attention)問題:
幼兒無法專心上課，會進行課堂以外的舉動。

(3)選擇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問題:
幼兒容易分心而受外物所影響。

(4) 持續性注意力或固著(sustained attenton)問題:
幼兒無法持續完成同一工作。

(5) 警戒(vigilance)或反應準備度問題:幼兒無法接續進行所參與的活動。

第二節 學前幼兒的注意力發展
四、注意力行為



一、視覺反應能力發展

⚫ 為嬰兒時期第一個發展出的視覺機制，主要是由大腦皮層控制，負責反射性眼球運動
（Atkinson ＆ Braddick, 2001）。

⚫ Kathleen等人於2001年探討使用視覺預期模式對嬰兒進行視覺檢查，透過讓嬰兒觀看螢幕上所
顯示簡單重複的圖案，記錄其眼動的速度和準確性，發現3個月大的嬰兒可表現出預期隨後出
現圖案刺激的位置(Kathleen & Charles, 2001)。換句話說，眼睛的視覺反應會受到所引導的視覺
訊息呈現方式所影響。

⚫ 當嬰兒成長到三個月時，透過大腦皮層的頂葉和額葉迴路的整合，發展出眼球運動的控制能力，
來獲取不同的視覺型態，如:形狀、顏色（Atkinson ＆ Braddick, 2001）。

⚫ 到了兒童時期，有自由下而上特徵的顯著性訊息，會強烈影響圖像的視覺搜尋，而自上而下的
內在目標（Açik, Sarwary, Schultze-Kraft, Onat & Konig, 2010）。。

⚫ Marlou等人於2016年對1-12歲孩童進行眼動儀研究與視覺動態測試，發現孩童在6-9歲的孩童
對於視覺動態運動的視覺發展則是越趨成熟
(Marlou, Johannes,  Johan,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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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覺反應能力發展
⚫學齡前兒童時期的感官發展階段，其中聽覺比視覺發展更早。

⚫在胎兒階段，寶寶便能在肚子裡聆聽媽媽身體以外的聲音，聽
覺發展逐漸變得靈敏。

⚫出生一個月後便能開始辨識回應聲音，並會嘗試找尋聲音的來
源與方向。

⚫三個月後嬰兒感應到聲響時，能透過搖動身體產生回應。

⚫兩歲半後開始會聆聽身旁所唱的歌曲或音響播放的音樂，且會
透過聆聽他人的話語，發展語言能力。

（林朱彥，2009）。

第三節 學前幼兒的視覺與聽覺反應發展



• 對象
研究提供一項模擬器研究的結果，研究 3至18歲兒童的
反應時間差異，與20至30歲的成年人相比分析選擇反應
時間並進行了三組測量實現。

• 方式
在第一組中，測量了心理兒童的反應時間。 第二個實
驗包含心理反應與視覺反應時間的測量。 最後檢查了
所有三個組件總之進行實驗。

研究對象與方式

案例研究：兒童根據年齡的反應時間
Kateřina Bucsuházy, Marek Semela, 2017 



第二個實驗包含心理反應與視覺反應時間

的測量。

最後檢查了所有三個組件總之進行實驗。

使用方差分析（ANOVA）對獲得的結果

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方法

第一組中，測量了心理兒童的反應時間。



在模擬器上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該模擬器已由個人電腦實現。
• 最簡單的刺激就是改變顏色，因此電腦屏幕上會改變不同

的顏色。但是只有一種（紅色）應該是參與者回應。

• 只有一個正確的反應-按下滑鼠按鈕。

• 消除可預測性，顏色順序以及顏色變化的時間都是絕對隨
機的。參加者坐在保持相同的位置，並且需要在紅色出現
後立即用慣用手按鼠標按鈕屏幕。

• 如果他們犯了一個錯誤，則排除反應。參與者至少完成了
5個反應。

1. 心理兒童的反應時間



1. 心理反應時間



• 與以前相同的模擬器使用了實驗，僅對其進行了調整。

• 顏色在兩個屏幕上獨立更改。角度屏幕是通過實驗建立
的。此角度範圍可以從0°到上限– 90°。

• 對於年幼的孩子，很難測量兩個屏幕之間的角度為90°的
位置。角度是由於簡單起見，只能確定一半（45°）。

• 通過在簡單的周長模型上測量的視場也驗證了此分辨率。
由於參與者在PC上占主導地位，用滑滑鼠來執行施測手
動的反應時間。

2. 心理反應與視覺反應時間的測量



2.視覺和心理反應時間



在上一個實驗中，對這三個組件進行了總括檢查。
• 實現與模擬器，就像之前的視覺和心理反應時間測量
一樣。

• 成人的反應時間被定義為腿部的持續時間從油門踏板
到製動踏板的運動，包括制動踏板的下壓。

• 兒童和青少年使用腳踏車進行反應的自行車或摩托車。
這是反應時間的主要原因手工執行已被測量。

• 參與者將慣用的手放在鼠標前面，因此他們不得不通
過他們佔優勢的手部動作來做出反應。

3.身體，視覺和心理反應時間



3.身體，視覺和心理反應時間 使用方差分析（ANOVA）對獲得的RT進行了統計評估。
方差分析顯示年齡–與小組相關的RT差異（F（4.730）

= 67.0； p <.01）



4.反應時間的組成 。
這三個實驗在同一參與者上的當前實現方式兒童RT的各個
組成部分，例如相關RT的平均最小值和最大平均值之間的

差異價值觀



✓ 根據獲得的結果可以確定，反應時間通常隨次要任務負荷的增加而
增加。

✓ 在兒童進化過程中，反應時間的各個組成部分會隨著年齡的變化而
變化。之間的區別例如6-7歲和8-9歲年齡段。

✓ 在個別孩子之間也表現出相當大的分散孩子們的反應。也已經證明，
兒童不僅表現出更長的反應時間，而且表現出更大的反應時間。在
事故分析中必須使用反應時間裕度，這與以下假設有關：注意力不
如成人。

三、結 論



Thank you

感谢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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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学习视角下基于SPOC

的听障大学生混合学习效果
实证研究



问题的提出



◼ SPOC是“基于混合学习理论”，将MOOC资源与课堂面授教学有
机融合的课程模式——SPOC=MOOC+Classroom。

◼ 《地平线报告》创始人约翰逊预测，混合学习同时融合在线学
习和线下学习的优势，将是未来的主流学习方式。

◼ 基于SPOC的混合学习使线下课堂更加动态、灵活，主要学习活
动不再是知识传授，而是转向更高价值的师生、生生交互活动
，而将一些陈述性、程序性的知识通过在线学习来完成。

◼ 相关研究显示：自主学习是开展高质量在线学习的重要条件、
是在线学习成绩的直接影响因素。

◼ 现有研究缺少从自主学习视角进行混合学习效果的实证研究。



听障大学生混合学习与自主学习



◼ 听障大学生群体内部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听力损失程度、
损失发生时间、康复训练有无、基础教育环境等不同。

◼ “耳聋的基本剥夺不是声音，而是语言的学习”，步入大学之
后，汉语储备不足以应对专业课的学习。

◼ 传统课堂整齐划一的教学进程与MOOC以微视频加字幕为主的纯
线上教学模式不能满足听障大学生的差异化与个别化需求。

◼ 由于听觉损失影响感知信息的完整性，知识储备较健听大学生
低，难以适应学习型社会发展的需要——自主学习能力。

◼ 从自主学习视角开展基于SPOC的混合学习既能充分利用MOOC的
资源优势，又能发挥本地教师的直接指导作用，促进终身学习
能力的习得，对其顺利融入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设计



◼ 本研究从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特点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方法
出发，综合考虑学习者、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环境、
学习资源、学习活动、学习评价等因素，构建基于SPOC的听
障大学生混合学习模式，并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选
修“数据库原理与应用”SPOC课程的34名听障大学生为研究
对象，进行为期4个月的行动研究，从自主学习能力与课程
成绩两个角度检验该学习模式下的学习效果。



从自主学习视角构建的基于SPOC的听障大学生混合学习模式



◼ 学习者分析主要分析听障大学生具有设计分辨力的个性特征要
素，如身心特点、认知规律、知识基础、学习风格、自主学习
能力等。

◼ 在学习者分析基础上确定学习目标，以可衡量的动词明确描述
学习目标，方便听障大学生自我检测。

◼ 对学习目标进行细化，并据此划分学习内容，结合混合学习线
上线下的学习环境分析，确定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

◼ 前端分析阶段的结果是形成章节设计方案，为后继的课程建设
与教学实施提供支撑框架。

前端分析阶段



从自主学习视角构建的基于SPOC的听障大学生混合学习模式



◼ 资源设计原则:

– 无障碍化：通过多种途径使资源表征多元化

• 手语、动画、完整文字讲稿

– 导航化：为自主学习提供路线引领，避免网络迷航

• 章节导图（符合听障大学生中综合型学习风格的比例高于序列型的现
状）、章节学习指南（资源呈现形式、目标要求与考核形式）

– 扩展化：将知识向深度、广度扩展

• 精品MOOC资源的链接、实际项目设计方案、新技术展望、企业需求等

教学准备与实施阶段



◼ 活动设计原则

– 动机激发：受到活动任务的认知、自我需要、自我认知的影响——
“是否能够成功”、“是否具有价值”

• 活动任务要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是学生经过努力可以达成的

• 活动任务要与听障大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满足其发展的需要

• 使学生了解与示范榜样间的差距，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

• 如果个体把自己的学习成功归因于能力，把学习失败归因于努力不够
，就更容易激发自主学习

– 策略引领：帮助听障大学生掌握符合其认知规律的各种策略，并转
换为自身的学习技能，能够在类似的情境中熟练运用。

• 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

• 自主学习概念的提出来自心理学家对传统教育观念的质疑：教学的目
的不是为学生的记忆传递信息，而应该是学生自我监控能力的培养。
通过计划、监控、评估等策略促进自我反思与调整

– 持续支持：搭建通往目标的脚手架

教学准备与实施阶段



从自主学习视角构建的基于SPOC的听障大学生混合学习模式



◼ 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线上评价与线下评价相结合
，体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与评价形式的多样化。

◼ 评价主体有教师、学生、小组等，评价形式有他评、自评、互
评等。

◼ 通过多种评价，培养学生分析、评价、批判等高阶思维能力与
元认知能力。

◼ 形成性评价贯穿教学准备与实施的全过程，包括教师评价、学
生自评/互评、组内评价、组间评价等，强调评价的客观性与
反馈的即时性。

◼ 总结性评价以期末测试形式进行。

教学评价阶段



研究实施



◼ 研究前测：在第一次课后，采用华南师范大学朱祖德等编制的
大学生自主学习量表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能力的前测。
– 该量表由学习动机分量表、学习策略分量表组成。学习动机分量表包括

学习的自我效能感、内在目标、学习控制感、外在目标、学习意义感和
学习焦虑6个因子，学习策略分量表包括一般方法、学习求助、学习计划
安排、学习总结、学习评价和学习管理6个因子。

◼ 研究实施：在中国大学MOOC平台选取适合的课程，建设异步
SPOC。按教学单元重新组织教学内容，发布教学资源与公告，
组织教学活动，开展课前线上导学、课中线下研学、课后线上
助学。

◼ 研究后测：在最后一次课后，使用同样的量表进行自主学习能
力的后测。并对期末试卷的卷面成绩进行分析。



◼ 课前线上导学
– 发布教学资源与公告。

– 学生按要求自定步调浏览资源，观看视频，完成客观题为主的随堂测试
获得即时反馈，并参与开放式主题讨论。

– 在微视频中添加课间提问，增强互动，缓解视觉疲劳与注意力分散。

– 通过平台的记录功能，发现自主学习中的问题，确定线下研学的重点。

◼ 课中线下研学
– 分为诊断、解析、探究、拓展四个环节。

– 诊断通过课前小测进行，诊断每名同学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解析是对存
在的问题与重难点进行讲解分析；探究是由教师创设情境，学生以个人
或小组形式参与项目训练，达到知识内化（交互、评价）；拓展是对知
识的迁移与创造性应用。

– 线下研学以手语、口语交流为主，同时开启语音识别系统。

研究实施



◼ 课后线上助学
– 课后发布作业与单元测试，达到知识的巩固与提升。

– 每个教学单元任务完成后，要求学生填写单元学习小结表。

– 课后整理学习过程中的生成性资源作为教学资源发布。

– 通过讨论区、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与学生保持联系，帮助学生及时解决
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保持学习积极性。

研究实施



研究结果分析



◼ 在前后测中各因子得分率Fi的平均值分别为0.7069、0.7450，均大于
0.5，且各因子的得分率均大于0.5，说明听障大学生的学习动机较强
。对学习动机分量表前后测的测量结果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
示在基于SPOC的混合学习模式实施后听障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总体有显
著提升，且在自我效能感、内在目标、学习控制感、学习意义感四个
因子上变化显著。

学习动机分析



◼ 在前后测中各因子得分率Fi的平均值分别为0.6850、0.7300，均大于
0.5，且各因子的得分率均大于0.5，说明听障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
策略。对学习策略分量表前后测的测量结果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
果显示在基于SPOC的混合学习模式实施后听障大学生的学习策略总体
有显著提升，且在一般方法、学习求助、学习计划安排、学习总结四
个因子上变化显著。

学习策略分析



◼ 在基于SPOC的混合学习模式实施后，学生的卷面成绩有较大提高。

◼ 按课程成绩对学生进行分区，排名前27%的学生为高分区，排名后27%
的学生为低分区，其余为中分区，以进一步探索不同成绩分区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差异。

◼ 前测中，高分区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的均值均高于中分区和低
分区学生。后测中，中分区学生的学习动机均值更高，各分区学生的
学习动机与学习策略均值较前测时有所提高，但不存在显著差异。

◼ 这说明在基于SPOC的混合学习模式实施后，不同成绩分区的听障大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都有所提升。

课程成绩分析



结论



◼ 从自主学习视角构建的基于SPOC的听障大学生混合学习模式，
通过课前线上导学、课中线下研学、课后线上助学的实践检验
，有助于发挥线上的资源优势与线下教师的直接指导作用，显
著提高了听障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包括学习动机与学习策
略。

◼ 基于SPOC的混合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听障大学生的课程成
绩，且高分区、中分区、低分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均有所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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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式”科技辅具在自闭症儿童
家庭康复中的研究

刘晓明

北大医疗脑健康 | 行为发展教研院

吉宁



参考文献：Braun K V, Christensen D, Doernberg N S, et al. Tr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erebral palsy, hearing los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vision impairment, metropolitan atlanta, 1991-2010.[J]. PLOS ONE, 

2015, 10(4).

• 各类儿童残疾中，只有ASD

在上升（平均10%每年）

•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 专业人员有限，

• 家庭承受能力有限，

• 如何帮助发展障碍儿童的家庭？

2020背景：自闭症患病率上升



家庭康复教育的重要性

人的一生会接受三种教育：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根本，是伴随我们最久最亲密的教育，

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



对于特殊需要儿童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在学校中进

行康复训练，也需要家庭的支持和援助，将儿童的康复
效果达到最大化。
康复教育的持续介入。
而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重要的场所，家长参与到儿童

的教育和康复中能促进他们的学习表现，更有利于他们
的发展和进步。
家庭康复是一种经济、有效、实用、方便的康复方式。

特殊儿童家长祈愿(诉求)

儿童的教育康复
效果最大化





怎样选取家庭康复教育的切入点呢？

“支架式”科
技辅具在自闭
症儿童家庭康
复中的研究



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

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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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自闭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 严重危害健康的儿童发展障碍之一，以社交交流和社交互

动缺陷、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伴有感

知觉异常为主要特征，且部分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发育落

后，多起病于婴幼儿时期

主要临床特征

⚫ 社交交流和社交互动缺陷

⚫ 兴趣狭窄和重复刻板行为



研究背景

2021年，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京市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

北大医疗脑健康联合发布了《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报告》

参考文献1：北大医疗脑健康，2020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报告[EB/OL]，http://www.pkucarenjk.com/ ,2021-03-05

参考文献2：Zhou H, Xu X, Yan W, et al. Prevalence of ASD in China: A Nationwide Multi-center Population-based Study Among Children Aged 6 to 12 Years [published online ahead of print, 2020 Jun 30]. Neurosci Bull.

参考文献3：Maenner MJ, Shaw KA, Baio J, et al. Prevalence of ASD Among Children Aged 8 Years -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1 Sites, United States, 2016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MMWR Morb Mortal Wkly Rep. 2020 Apr 24;69(16):503].  

⚫ 自闭症谱系障碍近年来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 2020年，我国首次全国性调查（选择了8个地区），获得了我国学龄期

儿童的ASD校正患病率为0.7%（1/142）

⚫ 2020年，美国CDC的报道，ASD患病率以每年大约10%的速率在上升，目前

患病率为1.85%（1/54）



研究背景

2020年，美国自闭症循证实践评审小组推出了《针对自闭症谱系障

碍儿童、青少年及青年成人的循证实践》第二版

报告总结得到28项循证干预实践方法

包括：“介由家长实施的干预(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PII)”

参考文献1：Executive Summary: Ident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usan L. Hyman, Susan E. Levy, Scott M. Myers and 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SECTION ON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Pediatrics January 2020, 145 (1)

参考文献2：Steinbrenner, J. R., Hume, K., Odom, S. L., Morin, K. L., Nowell, S. W., Tomaszewski, B.,Szendrey, S., McIntyre, N. S., Yücesoy-Özkan, S., & Savage, M. N. (2020).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or childre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with Autis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Frank Porter Graham Child 

Development Institute, National Clearinghouse on Autism Evidence and Practice Review Team.

2020年，美国儿科协会(AAP)更新了自闭症指南，其中也提到，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父母培训有助于提高ASD儿童的能力水平



研究背景

家 庭 陪 伴 时 间 长

但，没有有效利用

家 长 自 学

成 本 高 、 效 率 低

各类方法学起来简单

操作起来难上加难

不 重 视 数 据 记 录

干 预 效 果 看 不 见

家庭干预的难点——根据《2020年度儿童发展障碍行业报告》的调研结果

参考文献1：北大医疗脑健康，2020年度儿童发展障碍康复行业报告[EB/OL]，http://www.pkucarenjk.com/, 2021-03-05



研究背景

支架式教学(Instructional Scaffolding)

是在教学过程中全程给予学习者引导和支持的教学方法。这样的

支持旨在让学习者体验到按自己节奏为中心的学习节奏，从而使

学习效率得以提升（Sawyer, 2006）。

支架式教学为学习者在习得新技能的开始就提供了足够的支持，

这样的支持包含：学习资源、引导指南、任务条目等内容。

参考文献1：Executive Summary: Ident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usan L. Hyman, Susan E. Levy, Scott M. Myers and COUNCIL 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SECTION ON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Pediatrics January 2020, 145 (1)

参考文献2：Steinbrenner, J. R., Hume, K., Odom, S. L., Morin, K. L., Nowell, S. W., Tomaszewski, B.,Szendrey, S., McIntyre, N. S., Yücesoy-Özkan, S., & Savage, M. N. (2020).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or childre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with Autis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Frank Porter Graham Child 

Development Institute, National Clearinghouse on Autism Evidence and Practice Review Team.

家庭教育康复辅具首次引入了支架式教学的理念，在辅助工具中提供了

与技能学习相关的资料，并且结合应用行为分析原理，将操作步骤进行

拆解，采用指令形式逐步引导且包含所要完成的具体步骤分解。



02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1. 探讨搭载分步式教学方法、任务条目以及数据记录系统的支架式家庭教育康复辅具在家庭训

练中对自闭症儿童的积极影响

2. 探讨支架式家庭教育康复辅具对家庭训练中家长实操准确性的正面影响

3. 探讨支架式家庭教育康复辅具对家庭训练中家长干预结果记录准确性与完整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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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符合DSM-5诊断标准的自闭症儿童40例，月龄（ 39.5± 8.7 ），其中32名男孩（80%）

研究方法

自身配对比较的研究设计

实验组阶段技能训练：3周远程康复师督导技能训练+家长使用支架式康复辅助工具

对照组阶段技能训练：3周远程康复师督导技能训练



研究方法

实施流程

符合入组标准

• VB-MAPP评估

•制定需训练的技

能

•如，听者指令、

安坐、指令控制、

共同关注等

介由父母实施的训练

•为期3周

•每周研究人员与

家长沟通2次，每

次40分钟，指导

家长完成当周其

实施的家庭训练

内容

•每个孩子至少4个

技能/周

•其中，2个用辅具，

2个不用辅具

视频录制

•研究人员单盲评

估家长视频中家

庭训练实操的准

确性

•研究人员不知道

哪个技能是有辅

具帮助的

数据分析

• SPSS完成配对检

验



研究方法

阶段技能

根据应用行为分析（ABA）的实操方法，按照儿童0-7岁

成长各项技能训练，进行拆解，按步骤制作成“阶段

性”技能训练方案（如“安坐”训练，分为4个阶段等）

视频示范

将专业复杂的训练内容，分步制作成动画，家长可以

通过辅助工具反复回看

电子化数据记录工具

内置数据记录功能 嗨小保™由北大医疗脑健康、中科物栖联合研发。

http://www.pkucarenjk.com

研究工具

支架式家庭教育康复辅具（嗨小保™）



研究方法

视频示范

举例（安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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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1-数据记录情况

• 实验组的阶段技能，可以通过工具直接记录

• 对照组的阶段技能，需要通过纸笔的方式记录

• 通过配对t检验，

• 实验组阶段技能的数据记录完成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实验组 对照组

有记录 无记录
卡方值

Fisher's Exact Test
P值

实验组 37（92.5%） 3

25.034 ＜0.001
对照组 17（42.5%） 23

家长数据记录完成度

研究结果



• 结果-2-掌握“阶段技能”数量

• 训练周期：3周

• 均由专业康复师根据儿童能力选择匹配的
训练技能

• 组间技能属于同等级能力技能

• 通过配对t检验，

• 实验组阶段技能的3周掌握数量显著高于
对照组。

0

0.5

1

1.5

2

2.5

3

3.5

4

实验组 对照组

3周平均掌握数量

平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t值 P值

实验组
阶段技能

3周掌握数量
3.72个 32 2.643

5.543 ＜0.001
对照组
阶段技能

3周掌握数量
1.84个 32 1.568

研究结果



• 结果-3-家长实操正确率

• 家长录制教学视频，专业康复师进行单

盲评分（打分康复师不知道技能的分组）

• 通过配对t检验，

• 实验组阶段技能的家长操作正确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实验组 对照组

家长操作正确率

平均值 样本量 标准差 t值 P值

实验组
家长操作
正确率

71.45% 22 0.25235

2.592 0.019
对照组
家长操作
正确率

56.02% 22 0.29340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

• 结果-4-家长主观感受调查

嗨小保™由北大医疗脑健康、中科物栖联合研发。

http://www.pkucarenjk.com

支架式家庭教育康复辅具（嗨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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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在支架式家庭教育康复辅具的支持下，儿童可以通过家庭训练学习更多技能、有效地培

养家长的数据记录习惯、有效地指导家长的日常操作，从而增加操作的准确性。

该实验的积极结果也为后疫情时代下的自闭症家庭干预提供了可供深入探讨的方向，为

在专业老师人员以及专业人员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让更多的家长使用正确的方法进行

家庭干预提供了方向。

研究存的不足：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视频采集上存在不完整

2. 实验组与对照组都是在有家庭远程的条件下进行的，对于自变量的干扰较大



研究结论

未来方向

对于支架式教育康复辅具中数据记录功能在教学及目标选择上的指导展开进一步研究。

支架式辅具作用及效果的进一步验证：

1. 对于机构已习得技能在家庭场景中泛化的作用

2. 在没有远程督导条件下使用辅助工具以及不使用工具针对同一技能的训练效果对比

3. 支架式教学辅助工具在目标选择上对家长的指导作用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家

庭康复训练是特殊需要儿童训练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家长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信

心、有希望，康复的效果可能就事半功倍，从而帮助孩子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

水滴石穿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是水要不停的滴。

第二是水要不停的滴在同一個地方。是水厉

害？还是时间厉害？

都不是，而是坚持最厉害！

只有坚持才会有结果。

所以，特殊儿童家庭康复贵在坚持

“支架式”科技辅具在自闭症儿童家庭康复中的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谢谢

刘晓明

北大医疗脑健康 | 行为发展教研院

吉宁



E融合教育：在Covid-19疫情時代
線上融合教育之研究

E-inclusive education: the study of online inclusive 
educ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發表人:謝 佳 諺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討論及建議前言

Four parts  

•前言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討論及建議



• UNESCO：自COVID-19大流行開始，全球約有8
億學生停止上課，超過全球一半上以的學生
數量

•由於大量的學校停止上課，迫使教師創建和
使用線上學習環境(Carrillo, & Flores, 2020)



•融合教育的目的是使所有學生能融入學校的
教育當中，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被安排在常規
的班級中，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支持，並與
一般生相同的參與日常教育活動
（Hardy, & Woodcock, 2014）

•然而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許多研究者想探
討如何在線上課程的環境中，創造融合教育
的情境



•有一系列的文獻研究評估了線上課程對特殊
學習困難（SpLD）學習者的影響（例如：
Lombaert, Veevaete, Schuurman, Hauttekeete, &
Valcke, 2006; Zhu, & Van Winkel, 2014）

•儘管線上融合教育是為了支持學習過程而廣
泛使用技術，但仍需要有效的教學方法來支
持此課程（Abbott，2007 ; Florian，2017）



•線上融合教育的成效似乎與父母有關，
Burdette和Greer（2014）的研究指出美國的父
母認同線上學習的成果，但特殊需求學生的
父母在如何在指導子女使用線上學習這方面
感到不足



•本文報告了一項針對教師對線上融合教育看
法的研究結果，檢視特教老師使用線上課程
的設備和應用程式來改善有特殊需求學生的
學習過程

•這項研究旨在探討教師在疫情期間如何實施
線上融合教育，以實現融合教育在線教學/學
習策略，並預先防止資訊能力鴻溝，加劇了
有特殊需求學生的學習困難



•調查Covid-19大流行期間，普通班教師和特殊
教育教師對於設置線上融合教育教學與學習
策略和實踐的看法



•教師安排線上融合教育教學活動的策略是什
麼？

•教師如何在線上管理融合教育課程？

•與有特殊需求學生的家庭建立了什麼關係？

•線上融合教育中普通班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
之間的合作關係為何？

•教師在數位技術和教學準度上是否能提供線
上融合教育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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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依一般及偏
遠地區教師比例抽取了208位高雄市幼兒園、
國小及國中教師，其中一般地區學校教師共
計抽取196人，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共計抽12人

•採用線上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問
卷回收率100%（因採線上填寫，且只有六題
開放性題目）



背景變項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72
136

34.6
65.4

年齡 30歲以下
31-40

41-50
51以上

16
72

104
16

7.7
34.6

50
7.7

任教班級 普通班導師
特殊教育教師

127
81

60.83
39.17

任教教育階段 幼兒園
國小

國中

48
96

64

22.43
46.43

31.14



•為了回答研究問題，研究者創建了一個由六
個開放性問題組成的問卷，使填問卷的教師
可以自由地解釋自己的在線上融合教育教學
經驗及線上融合教育的限制和機會

•問卷結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些基
本變量（性別、年齡、教學經驗、角色、任
教的學習階段）。第二部分包括針對研究主
題的六個開放性問題



•參考了Smith, Basham, Rice, & Carter (2016) 所
製定與國際K-12在線學習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K–12 Online Learning, 簡
稱 iNACOL）高度匹配的高品質研究工具

•參考了 Alamri和Tyler-Wood（2016）所開發的
一項研究工具，研究重點在於調查出如何促
進和支持社交及教學活動



•參考了Straub和Vasquez（2015）的研究，此
研究主要在探討線寫作指導對學習障礙者的
成效

•參考Hanghøj（2018）的研究，他們的研究重
點放在與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在進行線上課程
的幸福感、參與度和表現相關的主題



•本研究依Corbin和Strauss（2015）的建議，使用
紮根理論的方式，在編碼過程和質性數據分析
分為三個階段



1.開放式編碼

從208位參與本研究的教師之答案，從答案的單
詞開始分為「代碼」，在這些代碼中產生概念

2.軸向編碼

根據差異和相似性將這些概念分為類別和子類別

3.選擇性編碼

研究者邀請同儕針對各類別，選擇主要類別並確
定類別和編碼之間的聯繫



•另外本研究也做了一些量化的分析，由於是開
放式問題，因此必須強調引用特定代碼的受訪
者所佔的百分比，從而強調其重要性（Green, 
2001）

•考慮到教師的角色和任教教育階段作為變量，
進行了一些卡方分析以突顯研究參與者組之間
的具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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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編碼分類結果，分析出四個主要的類別, 
如下圖





大多數家庭（65.98％）與老師進行了許多
合作，特別是共同指導孩子（13.33％）並
提供老師回饋（7.21％），在情感上支持孩
子（3.57％）以及在個別化的課程方案中幫
助老師（3.06％）

另外，有些老師教師提出有34.02％的家庭似乎遇到
許多困難，沒有與教師合作。一些父母不想參與其
中，表現出不願配合線上課程，並禁止孩子使用電
腦或3C產品。有些父母則是在工作或是不與小孩住
在一起，所以當學生遇到操作上的困難時，找不到
可以協助的人



總計69.91%的教師宣稱合作水平很好，而36名教師
（17.73%）指出自己可以管理班上有特殊尋求的學
生，不需與特殊教育老師合作。剩下的12.36%的老
師沒有表達對這一類別的考慮



•另外研究者針對任教教育階段（幼兒園、國小、
國中）與教師社群合作（教師間合作、不合作）
行交叉表之卡方分析發現，班級之間的良好協
作（這裡指的是與特教班老師合作），在幼兒
園與國小階段顯著高於國中階段（卡方
=23.925，df =2和p<.001）



本研究208位老師總共提出三種
障礙類別會影響其使用線上授課，
進行線上融合教育的活動。研究
者依編碼結果分成重度障礙、特
定學習困難（SpLD）和聽力障礙
這三類



顯示了一些要進行線上融
合教育課程教學可能出現
的問題



• 首先，有16.92%的老師表示，缺乏身體接觸對特殊需求的學生而
言可能是一個重大的缺陷

• 接著，有11.74%的老師強調，在虛擬的線上課程中缺乏面對面的
互動，也是進行線上融合教育的一個困擾

• 其他因素包括學生注意力不夠集中的限制，例如有老師就提出
「不幸的是，有些特殊需求的學生無法在螢幕前停留足夠長的時
間，例如ADHD等」

• 以及學生在積極參與在線活動方面的困難，例如：「並非所有的
學生都有意願積極參與線上課程，不論是普通生或特殊生」



• 為避免和克服上述這些限制，並使課程活動變得更有意義，教師計劃了
教學策略，讓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能深入地參與討論和活動，並鼓勵他們
與同伴合作

• 經質性分析，使用最多的策略可以稱為「互動」（佔26.49％）和「合作」
（佔10.32％）包括討論、遊戲、提問和翻轉教室的活動

• 此外，也有多位老師提出通過個別化教育方案，或修改評量方式對於具
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而言，是不錯的方法



• 此外，本研究也調查了教師在進行線上融合教育課程時，如何指派作業
給有特殊需求的學生。依編碼分類結果，可以分成同步進行和個別進行
（異步）兩類

• 異步的教師認為特殊需求的學生應基於其個別化教育方案進行課程，因
此，就算是線上教學課程，也是得依據靈活的時間表進行課程

• 幼兒園老師表示，使用個別化任務對於幼兒園學生和特殊需求的學生成
效相當高，他們認為這樣的策略可使學生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之下面對任
務，並給他們足夠的時間來執行任務（認同異步）

• 有教師提出在同步視訊課程之後，導師可以向整個班級分配一些任務，
而特殊教育老師可以協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進行個別化任務，並同一時
間同時查看其他同學的進度



• 同步進行的話，可以讓有特殊需求的學生有參與感，能與同年齡的同學
互動，認為自己是班上的一份子

• 對於有特殊需求的學生而言，一開始全班共同參與課程很重要，因為這
會讓他們感到自己是班上的一部分

• 完成全班共同授課之後，特殊教育老師為個別學生或非常小的團體安排
了同步的時間，以針對特定需求進行個性化的活動

• 另外也有些老師會與特殊需求的學生和普通生一同管理線上課程，此時
普通生的角色化身為老師



• 關於軟硬體設備，24.07%的教師宣稱，他們的特殊教育學生的家庭沒有
可使用的強大設備來啟動視訊會議軟體或下載相關所必需的幾種應用程
式

• 有16.6%的老師強調了有些家庭網路連線品質不佳的問題

• 另外有32位教師提出，有些家庭不准學生使用電腦或3C設備，特別是幼
兒園學童或重度障礙的學生

• 在「設備可用性」(分成可用、不可用)的卡方分析得到小學教育階段顯
著低於幼兒園和國中階段（卡方=27.70，df= 2，p<.001）



• 共有208名教師就自己的軟體操作能力寫了句子，其中55.47%認為自己
的能力低於水準之下，28.48%認為自己的能力中等和17.05%的老師認為
自己的軟體操作能力良好

• 依任教教育階段（幼兒園、國小、國中）及任教類別（普通班、特殊教
育老師）各別進行卡方分析，幼兒園教師（卡方=12.246，df= 4 ，p=.046）
和特殊教育教師（卡方=6.443，df= 2 ，p=045）比較認為自己的軟體操
作能力低於水準之下



• 「線上軟體」，最常用的平台是Meet（26.48％），其次是Zoom（2.61
％），YouTube（3.02％）和Skype（2.26％）

• 另外也有老師嘗試建構個人化的材料，例如有9.54％的老師表示會用心
智圖

• 而有7.58％的老師表示會用各種圖表（包含google map）來上課

• 而最多數的教師（60.92％）會自己使用多種應用程序（例如結合ppt、
小畫家、錄影設備等）創建了屬於自己的特定材料和教材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討論及建議前言

Four parts  

•前言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討論及建議



• 「教師與家長合作」這個類別在使用線上融合教育活動而言，相當重要

• 在教師和家長之間的良好合作之下，線上融合教育可以成功實施，如以
下教師的回應：「我們共同努力，父母每天都給我回饋，以改善孩子的
學習過程，家長的參與是必要的」

• 相反，當家長不願意與老師合作時（部分是由於父母太忙或沒有與子女
同住），發展線上融合教育是困難的



• 「教師社群合作」這個類別也相當重要

• 經由卡方分析，可知幼兒園老師和國小老師之間的合作明顯高於國中老
師，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和國中老師是分科教學，國小和幼兒園老師是包
班教學有關

• 高度的教師間合作可以使教師安排更有意義的教學活動，而線上融合教
育的活動如果有特殊教育老師一同合作，也會使課程更容易進行，尤其
是面臨重度障礙的學生



• 接著是比較複雜的「教學因素」，因為教師在進行線上融合教育課程必
須考量班上的特殊需求的學生

• 有些老師提出線上融合教育課程的缺點，例如缺乏身體的接觸，他們認
為身體的接觸可以有效減低特殊需求學生的情緒，而這是線上課程做不
到的

• 還有缺乏面對面的互動，他們認為特殊需求學生比一般學生更需要師生
之間的面對面互動

• 也有提出幼兒和特殊需求學生的注意力不佳，無法長時間注意在線上課
程上



• 而多數的老師針對上述問題也提出了解決策略，可分類成「互動」
（26.49%）與「合作」(10.32%)

• 本研究也分析了教師在進行線上融合教育時，如何指派作業給特殊需求
的學生。也是可以分成兩類，分別是「同步進行」和「個別進行」（異
步進行）

• 個別進行（異步）的好處是學生不會有壓力，對幼兒園的學生和有特殊
需求的學生而言，成效較高。

• 同步進行則是讓學生有參與感和認同感

• 也有些教師提出了先進行同步教學，再依學生的能力進行異質的教學任
務（融合上述兩種方法）



• 最後要討論的是「軟硬體設備」，有些家庭並沒有足夠可用的設備和軟
體來支持學生進行線上課程

• 網路連線的速度和品質也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 在資訊操作能力上，過半的老師認為自己的能力在水準之下（55.47%），
經由卡方考驗，幼兒園老師和特教老師尤為明顯



• 教師應多應用合作與互動的策略進行線上融合教育課程活動

• 教師可採用同步進行和個別進行的方式管理線上融合教育課程

• 教師應與家長建立合作關係，以提升線上融合教育課程的成效

• 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應建立合作關係，彼此分享教學策略與教材

• 教師應提升自己進行線上融合教育課程的數位能力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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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研究主要探討在國小附設幼兒園學前融合班內，語言

治療師、學前巡迴教師與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和教師助

理員如何合作，運用AAC介入三部曲模式，配合個別化

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  IEP )

目標，利用溝通輔具介入訓練，藉以增加重度自閉症個

案的認知、語言理解，進而增加溝通能力；期在不同情

境中，增加主動溝通動機及同儕互動等。

前言



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

◆ 研究者多年來從事特教專業團隊到校服務的語言治療

工作，在與個案教師、巡迴教師和家長諮商服務過程

中發現，領有自開症手冊或擁有自閉症特質的學前幼

兒人數逐年增加，其年齡層也有下降的趨勢，根據研

究顯示重度智能障礙、腦性麻痺、自閉症和發展性言

語失用症是最常見的先天性障礙，將導致嚴重溝通障

礙(藍瑋琛主編，2014)。



研究背景

◆ 語言治療師希望個案在經過協助溝通訓練下，從無使

用輔具，例如：以手勢語「我要……」、「幫幫」，

到輔具的使用，例如：圖片交換、溝通筆等。

◆ 輔具使用涵蓋了無科技、低科技輔具到高科技輔具，

並配合學校 IEP目標，增加個案的認知、擴充功能性

語彙量，期望藉由認知的增加個案能從無口語到能以

部分口語結合語音溝通器（如：溝通筆）做溝通、互

動。



研究目的



◆ 個案在特殊教育專業團隊的協助訓練下，配合學校

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  

IEP )目標，進行溝通教學。

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特殊教育專業團隊運用輔助溝通系統介入前，

自閉症幼童的溝通困難狀況。

(2) 探討特殊教育專業團隊運用輔助溝通系統介入後，

自閉症幼童的溝通表現成效。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

◆根據108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107學年度學前教

育階段身心障礙類學生有1萬9,664人，其中男生1萬

4,129人 (71.85%)，女生5,535人(28.15%)。

◆就身心障礙類別而言，發展遲緩類1萬5,678人

(79.72%)最多；自閉症類1,244人(6.33%)次之，可

見自閉症類群目前在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類佔著

重要的地位。



文獻探討

◆美國聽語學會（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簡稱ASHA）對 AAC 的定義：「AAC 是指研究上、

臨床上、及教育上所實行的一個領域，AAC  涵蓋了研究的嘗試，

以及何時需要給予對於因短暫性、永久性的損傷、活動限制、口語

或語言表達（或理解）及嚴重障礙而引起參與受限制者的補償，其

內容包括口語和書寫模式的溝通。」（ASHA, 2005）。

◆使用AAC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嚴重溝通障礙者，在最短時間內將其

所要表達的內容正確的傳達給溝通伙伴（楊熾康、黃光慧，2004；

Parette, Huer ＆ Brotherson, 2001）。



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依據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研究

者從個案基本資料收集、個案能力評估、以活動

本位為基礎，依AAC介入三部曲模式搜集相關資

料，分析其介入成果，最後期待個案能提升認知、

擴充功能性語彙量，並能以部分口語結合溝通筆

做溝通。



個案基本資料

◆ 個案出生於2015年12月，研究者於2020年6月首次接觸個

案，當時個案無口語但可以被動配合研究者的指令進行活

動，注意力維持時間可達3分鐘，但視覺接觸時間僅有1～

3秒鐘。

◆ 研究者藉由訪談和非正式評估方式瞭解個案基本能力；個

案是一位小女生，目前上午就讀於國小附設幼兒園中班，

下午時間由奶奶帶至診所上治療課，能理解他人簡單的口

語，但日常生活無法以口語做溝通，通常是被動反應。



研究工具

◆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自編工具和研究器材，分別敘述

如下：

（一）自編工具：自編工具有溝通圖卡、溝通版面、AAC教學

教材。研究者依據個案之能力擬訂功能性語彙之溝通圖

卡，設計 AAC  教學教材及溝通版面。

（二）研究器材：研究器材包括教學活動之教材、AAC包含低

科技溝通圖卡、溝通版面、高科技的溝通筆及錄音與攝

影等影音器材。



ＡＡＣ介入三部曲



AAC介入三部曲教學流程

◆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為楊熾康在2018年首創，包含序曲：

準備工作、首部曲：增加功能語彙量；第二部曲：提升句

構能力；第三部曲：回歸自然，將AAC應用在自然情境

中（周丹雅、黃騰賢、楊熾康， 2015 ）。

◆ AAC介入三部曲「序曲」即是該系統介入前的準備工作，

俗語說：「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可見事前準備工作的

重要性。（王芳，2019；沈素戎、楊熾康，2020）。



AAC介入三部曲教學流程

◆ AAC介入三部曲「序曲」，從確定個案、尋找活

動、擬定對話腳本、找出功能性語彙、將功能性

語彙分類、選擇溝通符號和溝通輔具、找出適合

個案的溝通技術、擬定AAC介入計畫，則是實施

AAC介入三部曲關鍵的一環。



◆ 治療師和學前巡迴老師從活動中觀察兒童的獨立性、參與

度及溝通表達能力等，並對兒童的認知、感官、肢體動作、

溝通、社會行為、生活自理等各方面的能力進行評估診斷，

提出AAC介入三部曲訓練的建議，進而為個案制訂以活動

為本位的AAC介入三部曲訓練計畫。

◆ 由於學前巡迴老師每星期二上午會入班，因此介入輔助溝

通系統時就以星二來制定一日活動安排表。

AAC介入三部曲教學流程



確定活動

個
案
一
日
活
動
描
述

時間 活動內容 溝通需求 學生表現和參與情況

08:30-9:00 入園時間 當個案入園後，會請個案向老師與
同儕道「早安」。

個案需要老師示範「早安」，個案以肢
體動作表示「早安」。

09:00-9:30 點心時間 當個案盛完點心後，會請個案向教
師說：「謝謝」。

需要老師引導說「謝謝」，
個案以肢體動作表示「謝謝」。

9:30-10:10 角落時間 社會性用語「幫幫」、「我要」、
「給你」、「謝謝」。

在老師引導下，個案仍無反應。

10:10-
10:20

如廁 能以手勢或肢體動作表示「要」或
「不要」上廁所。

教師在固定時間帶個案至教室後方小馬
桶如廁。

10:20-
10:50

溝通訓練
課程

以主題活動為本位課程。 在老師引導下，個案仍無反應。

10:50-
11:00

如廁 能以手勢或肢體動作表示「要」或
「不要」上廁所。

教師在固定時間帶個案至教室後方小馬
桶如廁。

11:00-
11:50

團討時間 課堂參與、回答問題、與老師同儕
互動。

個案無法參與課程討論，但能在一旁傾
聽。

11:50-
12:30

午餐時間 當個案盛完午餐後，會請個案向教
師說「謝謝」。

需要老師引導說「謝謝」，
個案以肢體動作表示「謝謝」。

12:30~ 下課回家 社會性用語，「再見」、「bye-
bye」。

個案以手勢回應。



擬定腳本

主題1：如廁 固定時間 個案有需求時

老師 你要上廁所嗎？ 你要上廁所嗎？ 你現在要做什麼？

個案 要 要 我想要去尿尿。

老師 我們去上廁所。 那我們去上廁所！

個案 不要

老師 那等一下再去。

◆根據個案的特質和實際表現，治療師與學前巡迴教師依據個
案的一日活動安排，選取某一教學情境進行介入，並設置在
此情境下需要溝通的對話腳本。



找出功能性語彙並選擇溝通符號

◆ 功能性語彙來自於活動溝通情境的活動腳本。

◆ 由於個案年紀尚小，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所使用的

溝通符號包括相片和文字，文字主要是給溝通對

象看，增加溝通效度。

AAC介入三部曲教學流程



找出功能性語彙

溝通語彙表
稱謂 爸爸、叔叔、爺爺、奶奶、

姑姑、心心老師、林老師、
莉莉老師、陳老師、黃老
師。

動詞 玩、看、吃、去、聽、盪、
給、刷、洗、剪、借過、
整理、出去。

代名詞 你、我、他。 名詞 黏土、鞦韆、書、飯、大
便、尿尿、故事、上課、
紙、書包、廁所

意願詞 要、不要。

社交用語 早安、請幫忙、謝謝、不
客氣、對不起、沒關係。

疑問句 他是誰？你要上廁所嗎？
你現在要做什麼？
你要去哪裡？

依據Fitzgerald 顏色編碼。 資料來源：Goossen’s,  Crain, & Elder (1992).



教學步驟

◆ 圖1    功能性語彙教學步驟圖



◆ 目標：訓練兒童交換圖片，

當兒童看到喜愛物後,會利用

圖片進行兌換，並教導兒童

什麼是溝通。（單一圖片）

教學步驟

萱-PECS交換1.mp4


教學步驟

目標：教導兒童辨識圖片，

兒童能從溝通圖片中，選取

想要物品的圖片，並交給老

師。（三張圖片）

萱-3張圖片交換-區辨拷貝.mp4


◆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PVSM model)：AAC介入三部

曲模式為楊熾康(2018)首創，包含序曲：準備工作、

首部曲：增加功能語彙量、第二部曲：提升句構能力、

第三部曲：回歸自然，將AAC應用在自然情境中。

◆ AAC介入三部曲訓練強調以活動為本位的原則下，以

有計劃的自然策略來誘發兒童自發性的學習需求與意

願，從而幫助其學習掌握功能性和可類化的溝通技能。

ＡＡＣ介入三部曲-序曲

研究結果與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自閉症幼童個案在介入前，整體認知、語

言理解、口語能力發展遲緩，溝通困難的狀況為沒有口

語、不會與他人互動，以至於無法參與課堂活動。

研究結果與建議



◆自閉症幼童個案經過特殊教育專業團隊運用AAC介入後，

從無法使用溝通輔具，到可以使用低科技（圖卡）至高科

技（溝通筆）的溝通輔具，口語狀況從無口語到發展出部

分口語，個案可以使用溝通筆結合部分口語與專業團隊教

師溝通互動。

研究結果與建議



◆在課堂活動中，藉由AAC的運用，個案的參與度提高，

在教師助理員口語的提示下個案能夠於活動期間維持專

注，視覺接觸時間和專注力時間都有提升，教師同時可

以清楚知道個案是否理解課堂內容；班級同學也願意和

個案一起參與遊戲活動，尤其是在盪鞦韆活動，個案和

同學之間開始有輪替互動的出現。

研究結果與建議

數字聽拿取影
片拷貝.mp4

數字聽拿取影片.mp4
數字聽拿取影片拷貝.mp4


建議

◆ 建議未來可以進行更多的相關介入研究，例如介入不同溝

通障礙類別之個案、長期追蹤的縱貫性教學研究等，以提

升特殊教育專業團隊進行AAC介入教學的實證成效。



參考資料

◆ 王芳（2019）。重度自閉症兒童溝通表達能力培養「序曲」階段策略初

探-基於以活動為本位的輔助溝通系統。現代特殊教育-，61 - 64。

◆ 沈素戎、楊熾康(2020)。一位發展遲緩兒童 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序曲」

之初探。東華特教，63，1-08。

◆ 周丹雅、黃騰賢、楊熾康(2015)。運用AAC 介入三部曲對提升一位國小

唐氏症兒童溝通能力之初探。東華特教，53，7-14。

◆ 楊熾康（2018）。以活動為本位AAC 介入三部曲模式：從無到有的創建

歷程。台北市：華騰。



◆ AAC介入三部曲模式(PVSM model)：AAC介入三部

曲模式為楊熾康(2018)首創，包含序曲：準備工作、

首部曲：增加功能語彙量、第二部曲：提升句構能力、

第三部曲：回歸自然，將AAC應用在自然情境中。

◆ AAC介入三部曲訓練強調以活動為本位的原則下，以

有計劃的自然策略來誘發兒童自發性的學習需求與意

願，從而幫助其學習掌握功能性和可類化的溝通技能。

ＡＡＣ介入三部曲-序曲

THE  END

感謝您的聆聽



A Preliminary Study on Using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to 

Enhance Emotional Recognition and Expression for an Adolescent with Severe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以輔助溝通系統提升重度自

閉症青少年情緒辨認與表達

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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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情緒行為問題缺乏各領域的表達能力

社會、學校、家庭適應能力困難
（跨情境的適應問題）

重度自閉症青少年的固著行為、
溝通問題、社交問題、情緒行為

問題

在各情境的能力類化能力缺陷
加重個案適應問題

互為因果而產生的適應困難

研究目的：探究透過以活動為本位的輔助溝通系統介入情緒辨認與表達
教學後，重度自閉症青少年的情緒表達成效



研究方法

◆ 各學期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Individualized Support Plan, ISP）
◇ 溝通及學習適應情況
◇ 情緒表達能力觀察評估

◆ 個案過去接受服務的歷史：語言治療、行為治療等（偏鄉的資源差距）

◆ 教師與同儕回饋：融合環境中適應能力持續進步

◆ 以活動本位AAC介入

◆ 每周一次，每次50分鐘，課後每周由家教老師帶領練習課程內容1~3次

◆ 研究工具跨越了無輔具、低科技輔具、高科技輔具，「無輔具」如手勢語、眼
部表情、口語提醒；「低科技輔具」如圖卡、字卡、玩偶；「高科技輔具」，
如電腦、溝通筆、溝通板、iPad、語音溝通軟體、小米音響等。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個案描述

◆ 五專二年級的融合環境中學習，智力測驗表現：中度智能障礙（心評註記：
可能低估）

◆ 少口語：仿說、被動的簡短語句（如：好了、是的、不要、廁所）、鮮少
有主動性語言

◆ 強迫行為：排列生活周遭的物品，例如：鞋子、書桌桌面物品、出門、回
家、上課路途中、教室走道上的紙屑、雜草、樹枝一定要丟掉等

◆ 自我刺激行為：聲音、搖晃身體等，可能影響上課秩序

◆ 情緒行為問題：可能因為挫折、害怕錯誤、不由己意等打頭、拍胸部、髖
部、大叫、哭鬧等

◆ 其他：對鼓掌、讚賞極力抗拒，甚至出現情緒行為問題；對危險環境較無
意識，例如：台鐵月台撿垃圾差一點被進站火車撞到、在河堤旁運動撿垃圾
要丟差點掉落河堤、學校池塘邊撿垃圾要丟差點要掉進池塘等

◆ 在學校環境需要大量同儕、教師及制度上的支持

◆ 在家中需要主要照顧者給予大量安撫、幾乎有需求必應無從商量（溝通）

重度自閉症青少年



實施介入概況Ｉ

·第1次介入

·情境：到府介入

·目標：生活物品圖卡配對

·個案反應

◦ 約15分鐘配合課程內容

◦ 高科技輔具介入：鬧情緒

·第2次介入

·情境：到府介入

·目標：生活物品圖卡配對

·個案反應

◦ 完全不配合、抗拒

◦ 嚴重情緒行為

·第3次介入

·情境：大學輔具研究室

·目標：介入輔具測試

·個案反應

◦ 約可配合30min

◦ 不配合的時間情緒行為強度低

·第4次介入

·情境：大學輔具研究室

·目標：情緒圖卡配對

·個案反應

◦ 幾乎完整配合

◦ 配對能力強

·第5次介入

·情境：大學輔具研究室

·目標：情緒圖卡+簡單句構

·個案反應

◦ 配對能力強

◦ 句構能力低落（偶而仿說）

·第6次介入

·情境：大學輔具研究室

·目標：簡單句構

·個案反應

◦ 仿說增加、消極※

◦ 初步情境介入（差）

◦◦



實施介入概況II

·第7次介入

·情境：大學輔具研究室

·目標：固定句構+2種情緒情境

·個案反應

◦ 仿說、介入者差異※

◦ 聽我打、聽我寫app介入

◦◦

·困境

·固著性強

·情境適應問題反應強烈

·介入者差異明顯

·個案意願 vs當日課程目標

·治療師與個案鬥智般的拉扯

·優勢

·課後練習能力加強

·課外情境語言使用增加

◦ 頻率 ↑

◦ 句構長度 ↑

◦ 情緒行為 ↓



◆ 學習成為具有意義和功能性的活動
◇個案越來越積極
◇其他情境能力類化的可能原因
△更趨於自然、活潑的情境

◆ AAC介入以活動為本位更有效

介入以主題活動為本位

1 ◆ 本研究多次先以AAC增加個案各領
域認知之媒介，後才做為輔具

◆由認知延伸口語表達
◆比傳統的教學策略更有效益

視溝通輔具為教具

結果與建議

◆ 類似情境的情緒認知重複練習
◆增加個案個別情境的學習
◆發展能力
◇情境分類、情緒分類
◇累積經驗

◆善用個案配對強勢能力
◆最終規劃以實際情境教學-類化

重視情境



報告完畢，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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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佑國* 黃梓祐* 楊熾康** 
*國立東華⼤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班特殊教育組 

**國立東華⼤學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APP開發課程教學
與學習歷程之探討



•主旨：本研究透過⼀⾨開設給特殊教育學系⼤⼆、⼤三學⽣的App
開發課程，探討課程的進⾏⽅式、上課內容、上機練習以及課程結
束後的專題實作成果等。在此課程中，參與學⽣們透過語法學習、
分組討論、上機實作與專題開發等⽅式，學習如何使⽤ Swift 語
⾔，開發適⽤於 iPhone 或 iPad 的特殊教育相關應⽤程式。除了學
習開發的技巧外，也練習如何從概念發想開始，逐步的透過蒐集資
料、解決問題等過程，直到完成專題App的開發。  

•結果： 
•參與學⽣們針對各⾃定義的主題，實作出各式App。 
•研究者針對課程的進⾏，提出改善的建議。

摘要



研究動機與⽬的



•程式設計的能⼒已經是無論各種專業領域所需具備的，也已經於許多國
家列入學⽣的必備能⼒之⼀。 

•⾏動裝置(智慧型⼿機或平板電腦)作為特殊兒童的學習有實質的幫助。 
•特殊教育教師若具備有 App 的開發能⼒，將可以拓展全新的教材教
法，並以更靈活的⽅式運⽤於教學中。 

•本研究中的課程是針對主修特殊教育的⼤學部學⽣所規劃的。 
•課程⽬的是讓參與本課程的學⽣具備開發特殊教育相關App的能⼒。 
•本研究的⽬的即是探討這⾨課的教學設計、教學規劃與實際的學習歷程
與後續的成果，並提出改善建議。

研究動機與⽬的



研究⽅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 
•研究對象： 

•業界講師: 在資策會與⼤專院校有多年講授經驗，但較少針對非⼯
科、甚⾄是教育背景的學⽣講授。 

• 17位特殊教育⼤學部⼤三、⼤⼆學⽣。 
•其中僅有⼀位於⾼中時曾有因專題⽽接觸程式設計的經驗，其餘
的學⽣都完全沒有程式設計的經驗。

研究⽅法與對象



課程設計與進⾏⽅式



各組實作成果



A組成果 •快樂購物趣： 
•結合⽣活化的認知學習。 
•加法算數、拖拉銅板付款。



B組成果 •今天吃什麼： 
•根據⽣理性別，篩選合適菜單。 
•無法選擇時，提供隨機建議。



C組成果 •⾶機隕⽯⼤戰： 
•遊戲結合教育。 
•簡單的互動認知遊戲。



D組成果 •情境式英語單字： 
•語⾔學習。 
•動物認識。



E組成果 •無線搶達： 
•互動搶達。 
•教師授課⼯具。



F組成果 •認識情緒： 
•語⾳提⽰ 
•情緒⼩測驗



G組成果 •點⾄你⼼裡： 
•⼿語練習 
•⽂字轉點字



•由於⼤部分的同學都沒有程式設計經驗，剛起步時還是比較需要時
間多做練習。 

•同學們實作期末專題時，可以發現蠻多組的基礎語法不是很熟悉，
建議加重基礎語法⽅⾯的時數比重。 

•建議每週課後都有⼩作業、練習等讓同學們帶回去實作，以提升熟
悉度。 

•同學們幾乎都沒有 Mac 電腦，系上開放使⽤ Mac 的時間⼜可能與
同學們的修課時間衝突，建議要思考看看有什麼⽅式可以讓同學們
有機會做課後的練習。 

業界講師回饋



研究建議



•課前請同學預先修習Swift語⾔的實作課程或指定教材(例如蘋果
官⽅的線上入⾨教材)。 

•增加隨堂或者課後作業的數量，就算只是⼩作業也有助於深化
學習成果。 

•引進有能⼒指導的助教協助指導。 

•增加基礎語法的課堂練習與作業比重，提昇同學們的熟悉度。 

•改以 SwiftUI 架構進⾏教學，以減低學習難度。 

•由於⼤部分的同學都沒有 Mac 電腦，開放以遠端登入⽅式讓同
學們可以進⾏練習或者作業撰寫。 

建議



請不吝給予指導 

劉佑國 810888110@gms.ndhu.edu.tw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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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視力者閱讀距離與繁體中文文字尺寸間的關係 
―在自由閱讀情境下― 

黃柏翰 1                  吳純慧 2 
 

1日本國立筑波大學 障害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stroll95@gmail.com 
2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1. SIGNIFICANCE: 
低視力者的眾多復健需求中，最常見的是閱讀相關的需

求。面對這類需求，國際上通常以標準化的閱讀測驗進行評

估。常見的評估工具有MNread、IReST、SKread等工具。這
些工具的特徵皆為在標準的距離下，評估結果均以在維持最大

/流暢的閱讀速度下，以最小的文字作為受試者最佳的閱讀文
字尺寸依據。且些經評估出來的文字尺寸與標準的測驗距離會

以一個固定的視角來表示。倘若低視力受試者無法以標準的距

離下閱讀，這些工具也會依照以三角函數為基礎的等價觀看距

離（required equivalent viewing distance, REVD），計算出受試
者換算後最佳的閱讀文字尺寸。但在日常閱讀的情境下，卻常

發現受試者常以更大的視角進行閱讀，即實際閱讀距離較標準

化測驗之距離短。且這些更大的視角，與等價觀看距離也有所

差異。 
2. PURPOSE: 
在這份研究中，實驗設計者以繁體中文的閱讀測驗，針對

使用繁體中文的低視力者，進行文字尺寸與閱讀距離的調查。

其結果與標準化測驗進行比較，以期修正標準化測驗的評估結

果。 
3. METHODS: 
本研究受試者為 60名領有臺灣衛福部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的低視力學生，視力範圍介於 0.32 logMAR至 1.8 logMAR 
(1.04 ± 0.4, 相當於小數視力 0.5-0.01)，年齡介於 18至 25歲
（21.4 ± 2.5）。閱讀媒介為研究目的中所述的繁體中文閱讀測
驗（Huang, 2017）。該份測驗內含 20篇文章，不同於傳統閱
讀測驗著重於文章內容的理解，此測驗著重於每篇文章整體文

字複雜度的均值性。全數文章文字的周圍複雜度（perimetric 
complexity）（Figure 1）介於 514.55到 672.17之間，極端值介
於正負 3個標準差之內。難度同緒論中介紹的評估工具，約為
國小五年級程度。每篇文章皆為一頁 5行、一行 8字、共四頁
153文字，整體長寬結構隨文字尺寸進行等比縮放。其中 3篇
做為正式實驗前練習用，剩下 17篇以文字尺寸 0.3 logMAR-
1.3 logMAR（8.5 pt-84 pt）隨機進行縮放，並以亂數呈現予受
試者，以受試者自己決定的距離進行閱讀。測量距離為受試者 

Figure. 1 文字的周圍複雜度計算結果範例 

角膜到電腦螢幕，工具為雷射測距，單位為公分且測量到小數

點後第一位。 
4. RESULTS: 
在結果方面，本實驗得到以下兩點結果（Figure 2）：(1) 

在自由情境下（紅線：觀察值），文字尺寸 0.3 logMAR到 1.3 
logMAR範圍閱讀距離為 11.2公分到 24.7公分（Table 1）、文
字尺寸與閱讀距離間相關係數 r=.98。(2) 與標準化閱讀測驗
結果相比，文字尺寸 0.3 logMAR到 1.3 logMAR範圍閱讀距
離理論值（藍線）與觀察值差異為 20.5公分到 292.5公分。亦
即隨著文字尺寸變大，兩者間差距也逐漸擴大。 
 
Table 1 各文字尺寸實際測得之觀察值 

Figure. 2 理論值（藍）與觀察值（紅） 
 
5. CONCLUSIONS: 
討論與建議方面，標準化測驗的閱讀距離理論值與自由情

境下的觀察值會隨著文字尺寸變大而增加，且增加幅度隨文字

尺寸呈現穩定且平緩增長趨勢。一定程度說明多數受試者有偏

好之視角，且不論文字尺寸變化視角改變甚微。這一點可作為

日後相關測驗施測完畢後的修正依據，根據修正公式結果，亦

可作為日後大字書、相關輔具的放大倍率依據。 
從標準化測驗來看，視角數據結果表明，受試者的確能在

較小的文字尺寸上就得到流暢/最大的閱讀速度。使用修正後
公式得到的視角雖比上述結果來得大，亦即閱讀距離變得較

短，但本實驗未能知曉此一結果是來自於受試者閱讀上的”習
慣”、亦或有實質上放大的需求。從教育的角度切入，自由情
境下的閱讀表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受試者以特定模式閱讀

時，看得清楚且舒適。是否有必要在無差異的閱讀速度前提

下，改變受試者的閱讀模式，需要後續的研究支持，及第一線

教育工作者的依照受試者實際需求進行多方面的考量。 

y = 9.8213e0.0832x 
r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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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能力現況檢核評估量表建置之初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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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背景 

    Holmes 與 Hooper（2000）研究指出，脫離義務教育之後的學校教育，應更加重視學生基本能力之培養，可見，為培育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

生，首先必須瞭解學生之能力及需求。為確保學生就讀大專校院期間能獲得適性教育機會與支持服務，2009 年修訂之特殊教育法第 30-1 條明定

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Individual Support Plan，ISP），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特殊教育法，2009）。

但是鄭浩宇（2019）研究發現，大專校院資源教室為執行特殊教育之專責單位，根據抽樣調查發現，逾八成的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非特殊教育系所

畢業，造成學校在訂定 ISP 時，可能無法明確找出身心障礙學生之優、弱勢能力或特教需求。近年來的研究指出大專校院推動特教之問題包含：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背景多元導致專業知能不足、鑑定標準不一、缺乏評量工具等（郭麗燕，2006；張文英，2003；張明璇，2011；張正芬、陳秀

芬、黃筱君，2014）。 

目的 

    鑒於大專校院特殊教育現場之需求，本研究擬透過文獻探討、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座談、

專家審查等方式，找出評估身心障礙學生能力之必要向度，並建置標準化之能力評估工具，

協助輔導人員快速且有效的評估身心障礙學生之優、弱勢能力，以提供升 ISP 之信度及效

度，並提供學生適性之支持服務。 

 

方法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ISP 之向度應包含：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生活自理、知覺動作、

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語文學習及數學學習（王瓊珠，2015；教育部，2014；陳麗

如，2010）。研究者進一步邀集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及特殊教育專家學者共同研商後認為，有

研究指出身心障礙大學生被期待能了解接納自身障礙，並主動洽詢協助單位，以獲得必要

之協助（Gil, 2007; Hadly, 2011; Milsom & Hartley, 2005），且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多已成

年，離校後即須進入社會，因此自我決策、生涯發展及職業適應能力應一併納入。 

結果建議 

    彙整文獻及專家學者意見後，本研究歸納出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應評估之能力除健康狀況及感官功能外，應包含：知覺動作及行動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認知能力、溝通能力、情緒行為能力、學科學習能力、社會行為能力、自我決策能力、生涯發展能力、職業適應能力等 10 項能

力，研究者並參考臺灣常用之評估工具，再將每項能力細分為 3-4 個次項，總計 10 大項、31 次項，並編擬各向度之題目。 

    建議後續可針對編擬之題目進行預試，並以統計分析確認題目之信度及效度，若能順利建置常模，將可協助大專校院評估身心障礙學生之能

力，並能進一步了解與一般生之能力落差，以針對學生之能力及需求擬訂適性之個別化支持計畫。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能力現況檢核評估量表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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