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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研究主要以一位國中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為研究對象，利用功能性評量分析行為動
機原因，以及單一受試實驗法來設計介入策略並探討研究結果是否有助於幫助學生改
善不專注行為能力。在功能性評量分析得到學生行為動機，依序為逃避、獲得他人注
意、獲得實質東西，而介入策略處理成效結果分析在基線期（A）觀察中，不專注行為
問題出現百分比平均水準為 59.5％，處理期（B）平均水準降低為 29.5％，維持期（A'）
平均水準持續下降至 18.7％。研究結果顯示，個案發生不專注行為問題的次數百分比
平均值，在處理期至維持期呈現正向遞減的趨勢，表示透過行為功能評量介入所採取
的診斷與處理，能有效減少個案的不專注行為問題，且具有維持效果。
關鍵字：輕度智能障礙、功能性行為評量、行為介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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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research included on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with mild mental retardation as
subject, using 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to analyze this subject’s inattentive behavior,
design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discuss the effects. Results: (1) In 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we found that subject’s inattentive behavior is motivated by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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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seeking, and gaining stuff. (2)In baseline(A), occurrence rate of inattentive
behavior is 59.5%. In intervention stage(B), occurrence rate is 29.5%. And in maintaining
stage(A’), occurrence rate is 18.7%.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re’s a tendency to decrease
from intervention stage(B) to maintaining stage(A’) which means 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student’s inattentive behavior, and maintain the effects.
Keywords：Mild mental retardation, Behavioral functions intervene, 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壹、緒論
智能障礙學生會因本身認知結構因
素，注意力較狹隘，處理外來訊息技能缺
乏，因而影響到專注力較短。也會因環境
的刺激或干擾，造成專注力受影響、無法
專注當下需要優先處理的訊息。因為專注
力的問題，讓學生在班級中會出現該注意
時不注意的狀況，而干擾課程的進行，甚
至會有妨礙課程的進行及不當的不專注
行為出現。
個案出現的不專注行為除了影響自
己本身的學習之外，也影響到班級課程的進
行。而功能性評量(functional assessment)，
是一種針對問題行為進行分析的評量方
式，確定問題行為對個人所產生的影響，
藉由各種方式找出行為的前因後果，利用
功能分析對個案進行評量，系統化的操弄
環境。
事件，以實驗證實這些事件是控制特
定行為的前因，或維持特定行為的後果(黃
裕惠，2008)。過去的相關研究指出，智能
障礙學生皆會有問題行為的產生，問題行
為百分比或有不同，但都顯示有相當比率
的智能障礙者是伴 隨著問題行為 ( 林惠
芬，2001)；行為卻會干擾老師教學及同儕
的學習品質，有時亦會引發其他的行為問
題，將影響學習活 動的進行(許凰 停，
2006)；介入『不專注行為處理方案』後，
確實能減少個案學生不專注行為的發生
次數，且具有維持效果(李香芬，2002)。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即希望透過功
能性評量，精確的蒐集學生不專注行為的
動機資料，再透過資料分析而擬定行為的
支持計畫及介入策略，希望能藉此改善學

生不專注的行為並降低其發生率，且在後
續的表現上有較佳的維持效果。

貳、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指的「不專注行為」係指學
生在上課分心、隨意離座、未舉手即發
言、干擾行為，其操作型定義分四點說明
如下：
一、上課分心：課堂中眼神沒有注視老師
或書本而看窗外、玩筆(轉筆)。
二、隨意離座：沒有經過老師同意就離開
座位甚至跑出教室。
三、未舉手即發言：老師問問題時，未給
予發言機會，就開口回答或說(問)出
無關課程的問題。
四、干擾行為：課堂中製造噪音、隨意對
同學講話、未經許可便拿取同學之物
品、打人、逃避學習的尖叫、大哭行為。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功能性評量的實施
為了掌握學生的不專注行為發生因
素及提升學習成效，觀察情境設計在個案
資源班國文課程及資源班數學課程，觀察
時程自 102 年 10 月 01 日開始，國文課程
一個禮拜 1 節，數學課程一個禮拜 1 節，
以行為動機評量表 (修正自洪儷瑜，民
85：Durand，1990，pp.48~50)訪談普通班
老師在普通班出現不專注行為的可能動
機及頻率；並以自編之行為問題功能觀察
記錄表及行為問題散布圖，觀察學生在資
源班發生不專注行為的前因、事件、頻率
(修正自 O’Neill et al.,1997,p.45；修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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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nd,1990,pp.64~65)。
二、介入策略：單一受試實驗之倒返設計
根據行為功能評量介入結果設計之
行為問題處理策略，觀察前後之行為變
化，由於本研究對象只有一位，且在實際
教學情境中進行，故採用適合於少量樣本
的單一受試研究法之倒返實驗設計
（A-B-A'），此設計過程為：觀察個案行
為問題發生的次數（A）
，再結合行為改變
技術介入行為處理策略（B）
，當處理達到
達到預定目標後，即撤除部分行為處理策
略，此階段又稱之為維持期（A'）
，茲分別
說明如下：
（一）基線期（A）
根據「行為觀察記錄表」，在教室的
自然情境中分別記錄個案目標行為所出
現的次數，並觀察其變化。每週進行 2 節
課，共觀察 4 週，共有 8 個觀察量化資料
點。本階段的主要目的，在不受到外在因
素下，觀察並記錄個案行為問題出現的頻
率。
（二）處理期（B）
由研究者依行為功能評量介入與實
驗設計的步驟，進行行為問題處理。分別
將個案目標行為發生的次數分別記錄之
「行為觀察記錄表」
，共進行 4 週，每週 2
節課，共有 8 次觀察量化資料點。
（三）維持期（A'）
此階段主要目標在於經行為功能評
量介入診斷與處理後，個案的不專注行為
問題之處理與維持成效是否達到日常教
學的狀態，因此持續觀察及記錄個案目標
行為在介入後發生次數於「行為觀察記錄
表」。此期間共進行 2 週，每週 4 節課，
共有 8 次觀察量化資料點。基於上述實驗
設計與程序，以下說明本研究之自變項、
依變項及控制變項：
1. 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由研究者邀請一
位該生導師與該校資源班特教教師二
位，共同組成之行為功能評量介入小

組，小組成員分別依據研究對象行為功
能評量結果，作為行為問題處理策略之
基礎，並採用行為改變原理及策略，以
改善其行為問題。根據行為功能評量結
果，個案甲行為問題主要功能為「逃
避」、「獲得實質性東西」，所擬定的行
為問題處理策略如下：
(1)「逃避」的功能：調整課程難度，提
供適合其能力的內容，使其有意願
完成，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另外
用替代行為來取代不專注行為，教
導合宜的表達策略在需要協助時可
以做出合宜的行為(例如：老師我不
會，我需要幫忙…等)，避免因無聊
或是焦慮而引發行為問題。
(2)「獲得實質性東西」的功能：訂定
行為契約，包含行為的規範與獎勵
的 標 準， 要求 個案 須遵 守上 課秩
序、以及用適當的方式表達需求，
並調查其喜愛增強物，每一節課若
能達到要求，便在行為契約單上蓋
章，累積換取獎勵品且獎勵品是和
學生討論出來的物品。
(3)「獲得他人注意」的功能：使用替
代 性 的良 好行 為來 取代 不專 注行
為。例如：想要用發言來獲得老師
的注意，必須在發言前先舉手得到
老師同意後才可以發言，以維持班
級內秩序。或是如果需要用情緒行
為問題來引起老師注意，例如：用
摔筆來引起老師注意，必須提醒個
案請用適當的表達方式，如果情緒
行為繼續進行，在沒有危險的狀況
之下先用忽略的方式，並在同時增
強其他同學的良好行為。
2. 依變項
研究者之實驗方法為單一受試實
驗之倒返設計，利用行為原理與處理策
略改善行為問題，依變項為不專注行為
的評量表現。本研究所指的不專注行為
係指學生在上課分心、隨意離座、未舉
手即發言、干擾行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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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變項
為減少其他無關變項對自變項造
成干擾，因此控制相關干擾變項，使實
驗結果與實驗目的相呼應，控制變項包
括研究場所情境、研究時間、教學者與
突發事件等變項，在處理期間能盡量控
制其一致性，避免干擾實驗結果。

肆、結果與討論
本節係探討行為功能評量介入診斷
研究對象行為問題後，針對處理成效分析
與討論。以下就研究對象行為功能評量介
入處理結果，以百分比曲線圖敘述。
一、介入後結果分析
綜合各項資料結果顯示，個案出現行
為問題的功能以「逃避」為主，其次依序
是「獲得他人注意」、「獲得實質東西」。
排序第一的「逃避」
（要求）
，排序第二的
「獲得他人注意」
（注意）
，排序第三的「獲
得實質東西」(遊戲)，在直接觀察記錄與
功能分析的結果一致。綜合以上結果，個
表1

不
專
注
行
為
問

案行為問題功能假設為「逃避」及「獲得
他人注意」，可據以研擬適切之行為問題
處理策略。
二、單一受試實驗之倒返設計百分比曲線
分析
研究結果如下表 1，個案研究階段長
度共 24 節次，在基線期（A）觀察中，不
專注行為問題出現百分比平均水準為 59.5
％（61.6％至 53.3％）
，顯示不專注行為問
題的發生有一定的比例；經介入處理後，
處理期（B）行為問題發生的百分比平均
水準降低為 29.5％（46.6％至 13.3％）
，在
維持期（A'）產生不專注行為問題百分比
平均水準持續下降至 18.7％（26.6％至 6.6
％）。
由研究結果，可明顯看出個案發生不
專注行為問題的次數百分比平均值，在處
理期至維持期呈現正向遞減的趨勢，表示
透過行為功能評量介入所採取的診斷與
處理，能有效減少個案的不專注行為問
題，且具有維持效果。

單一受實驗之倒返設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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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期：每週進行 2 節課，共觀察 4 週，
共有 8 個觀察量化資料點。不專
注行為問題出現百分比平均水準
為 59.5％（61.6％至 53.3％）。
處理期：每週進行 2 節課，共觀察 4 週，
共有 8 個觀察量化資料點。不專
注行為問題發生的百分比平均水
準降低為 29.5％（46.6％至 13.3
％）。
維持期：進行 2 週，每週 4 節課，共有 8
次觀察量化資料點。不專注行為
問題百分比平均水準持續下降至
18.7％（26.6％至 6.6％）。
三、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在參考相關研究者的研究中，皆有指
出使用介入策略可以降低學生不專注行
為發生，以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有
效改善班級中的學習進度，減少老師因為
處理學生不專注行為問題而干擾到課程
的進行（江芳宜，2005；陳泰伶，2007；
許凰停，2006；林惠芬 2001；黃重和，
2012）。本研究的結果符合相關研究，研
究對象經功能性評量分析行為動機，發展
出介入策略－單一受試實驗之倒返設
計，經過實驗後研究對象有減少不專注行
為的發生，而提升學習成效及教師課程的
教學成效。
四、研究限制
(一) 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一名國中資源班智
能障礙學生，特殊教育學生中有個別
差異問題的存在，所以本研究不宜作
為同類別或是不同類別學生之推
論。研究設計方面因為時間因素，對
於維持期觀察本為一週二次共四
週，改為一週四次為期二週，可能是
造成個案在維持期，行為進步幅度緩
慢的因素之一。
(二) 目標行為的選擇及介入策略的設計

本研究的目標行為的選擇經過
學 校 老 師 ( 資源 班 老 師 、普 通 班 老
師)，與個案主要照顧者的同意，在經
過研究者利用研究觀察所得出的研
究結果，故本研究選擇的目標行為應
視個案之不同，而有改變。
五、研究建議
(一) 運用功能性分析評量分析學生不專
注問題行為問題之因素
本在觀察期、訪談階段多方面的
進行蒐集資料，全面了解學生最真實
的行為狀況，有助於分析出最佳的行
為動機及行為真實的意義。
(二) 鼓勵導師(學校老師)一起成為處理不
專注問題行為的夥伴
本研究介入小組是合作的夥伴
關係，一同界定學生的目標行為，以
及處理策略，使學生在短時間內獲得
最佳的效益。
(三) 適時的使用教學提示或替代策略
適時調整課程難度設計適合個
案學習的教材並善用教學教具，對於
個案較困難的課程或作業，提供適合
其能力的內容、程度、題數、或是給
予特製的教材、學習單，使其有意願
完成，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另外是
用替代行為來取代不專注行為，教導
合宜的表達策略在需要協助時可以
做出合宜的行為(例如：老師我不
會，我需要幫忙、舉手等待發言…
等)。
(四) 教導學生自我管理策略及善用增強
策略
適時的教導學生自我管理的方
法，利用具體簡化的步驟教導學生，
並配合增強制度一起使用提高成效
的效果。在教導自我管理策略時，必
須要考量到學生的個別身心特質，適
時的改變簡化步驟並再配合老師間
的合作，達到在任何情境下都可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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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到自我管理的使用方法，獲得最大
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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