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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對高職特教班
學生訓練機車駕駛筆試題庫學習成效
之個案研究
國立台中高工特教教師 林宏旻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運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對高職特教班學生訓練機車駕駛筆
試題庫學習之成效。研究者利用輔助科技的介入來協助學生訓練機車駕駛筆試
題庫，採單一受試法A-B設計。研究者發現運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來訓練學生
機車駕駛筆試題庫，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
【關鍵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機車駕駛筆試、高職特教班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環境中，十二年安置目前已不是口號，在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教育
理想之下，身心障礙者可以進入一般高中職接受十二年的教育，輕度智能障礙
學生也有機會進入高職就讀，此一教育措施讓身心障礙學生從學校轉銜進入成
人生活之際，可以有更多時間進行職業、獨立生活的準備，比起過往，他們似
乎擁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教育。依據職業學校法、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
定，高職特教班課程目標為提供輕度智能障礙者就讀職業學程之機會，以培育
個人、社會與職業適應的能力，使成為獨立自主的國民（教育部，2000）。
許多研究已證明及肯定智能障礙者的工作潛能，若對其施以適切的職業教
育與訓練，必能投入就業市場，貢獻社會並找到自信心。然而當學生找到就業
機會時，交通問題往往會造成學生成功就業成敗的要素之一(林宏旻，2005)。
訓練學生騎機車讓學生有獨立的交通能力，對學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
依研究者實務的工作經驗，學生在機車駕照的考試，一般術科(路考)的考試是
沒問題，大部份是筆試沒辦法通過。
研究者於教學期間接觸這些身心障礙學生，深深感受到學生考取機車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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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讓這群學子們在面臨衝擊的競爭性職場，能夠順利就業是非常重要。駕駛
執照制度乃是用來評鑑駕駛人能力的手段，也是確保行人與用路人安全的方
法。從教育層面來看，對學生而言，兼顧其生活教育及就業需求。而高職特教
班學生在求學期間如果能取得機車駕駛證照，對自己是一種肯定，增加自己的
自信心。在畢業後的就業方面更可以增加學生的就業機會，且增加就業的成功
率。因此可看出機車駕駛執照對高職特教班學生的影響甚大，值得學校去推動
及重視。
高職特教班學生在參加機車駕駛執照考試時，依研究者的實務工作經驗，
在術科考試上學生不會太大的問題，也就是說學生在操作部分都能夠達到考試
的要求。但在學科方面有 1/3 的學生在筆試上會有問題，也就是說學生在學科
理論部分需要一些特別的學習策略來幫助學生通過筆試。在閱讀過程反覆複
誦，是活動所不能或缺的一環。然而，許多高職特教班的學生由於對字認識不
多，以至於這種作法並未完全發揮它的功能。通常我們必須運用一些技巧，將
這些不會唸的字用輔助科技來幫助學生唸出來以利理解與記憶。其實，我們可
以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來強化學生的學習。
所謂輔助性科技指的是輔助性科技設備及輔助性科技服務之應用。輔助性
科技設備是指「任何產品、零件、設施，無論是商業化、經改造或特殊設計的
產物，其目的在提昇、維持或增進身心障礙者的功能」；輔助性科技服務則包
括「任何直接協助障礙孩童選擇、獲得和使用輔助性科技設備的服務」
(Yuehua,2000)。輔助性科技的運用，可以強化身心障礙學生殘存或不足的能力
並代償其喪失部份，避免障礙所產生的負面影響(Tamarah,2000)。許多科技輔
具可協助學習障礙生克服學習困難，但非所有科技輔具皆適於每一個人，不能
套用在每一個人身上；某些設備也可能僅適用在特定的情境(Bryant, et.,1998)。
基於此，研究者欲以「電腦語音合成系統」運用於高職特教班機車駕駛筆
試訓練，以探究此「電腦語音合成系統」能否提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茲將研究目的與問題條列敘述如下：
(一)研究目的
1.探討「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對於高職特教班學生訓練機車駕駛筆試題庫
之學習成效。
2.探討高職特教班學生接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後，對於「電腦語音合
成系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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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1.「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對高職特教班學生訓練機車駕駛筆試題庫之學習
成效是否有影響？
2.高職特教班學生對於「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的看法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擬從輔助科技的運用、電腦科技在特殊教育上的運用、語音合成軟
體相關研究等方面的文獻來探討，詳細說明如下：
一、輔助科技的運用
隨著目前特殊教育強調回歸主流的理念，身心障礙者可在輔助性科技的協
助下，順利地與一般同儕共同學習，甚至可依自己的能力、興趣繼續升學(吳
亭芳，2003)。由於國人對身心障礙學生的了解加上學生及特殊教育相關人員
的努力，身心障礙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的機會逐步提升。教育機會的均等除了表
現在入學機會以外，求學過程中，如何讓身心障礙學生也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地
參與學習活動並使用各種學習資源，更是重要。目前國內身心障礙學生升學的
機會固然已獲得不少的保障，但入學後仍常因其感官、動作以及認知能力的缺
損而無法有效地掌握學習的內容或使用各種學習資源，而影響其學習的成效。
所謂輔助性科技指的是輔助性科技設備及輔助性科技服務之應用。輔助性科技
設備是指「任何產品、零件、設施，無論是商業化、經改造或特殊設計的產物，
其目的在提昇、維持或增進身心障礙者的功能」；輔助性科技服務則包括「任
何直接協助障礙孩童選擇、獲得和使用輔助性科技設備的服務」
(Yuehua,2000)。輔助性科技的運用，可以強化身心障礙學生殘存或不足的能力
並代償其喪失部份，避免障礙所產生的負面影響(Tamarah,2000)。許多科技輔
具可協助學習障礙生克服學習困難，但非所有科技輔具皆適於每一個人，不能
套用在每一個人身上；某些設備也可能僅適用在特定的情境(Bryant, et.,1998)。
Murphy 和 Higgins(1994)用長達三年的時間，研究將視覺符號辨識、語音
合成、語音辨識等三種代償性科技運用在 140 位以從中學畢業的學習障礙者身
上，發現對其理解、閱讀、書寫等學業能力與態度都有顯著的幫助；Lundber
g(1995)綜合各有關研究指出，語音電腦是閱讀障礙學生補救教學的核心。語
音電腦給予閱讀障礙學生支持及回饋、語音學的知識、認字的技能等。與傳統
特殊教育比較，使用語音電腦的閱讀障礙兒童在閱讀及拼字上都有較佳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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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Raskind, & Higgins (1999)等在研究如何使用電腦語音辨識系統加強學習障
礙兒童在英文閱讀及拼音的表現。中文語音辨識輸出系統主要是解決身心障礙
者的電腦輸出問題，因為它可以將螢幕的文字轉換成語音，讓有閱讀障礙或視
覺障礙的人，透過語音的輸出來瞭解螢幕上的內容。
輔助科技依程度可分為高科技和低科技。由高到低取決於下列項於達成的
程 度 ： 科 技 特 徵 、 學 生 / 家 庭 / 教 師 的 訓 練 及 輔 具 維 修 (McGregor &
Pachuski,1996)。根據 Puckett(2004)的分類，應用在學習方面的科技輔具有八
類：(1)文章閱讀軟體(2)語音辨識系統(3)文章瀏覽及閱讀程式(4)多媒體程式(5)
全方位的設計(6)電腦繪圖(7)語音預報系統及備用鍵盤(8)語法檢查處理系統。
另 Quenneville(2001)整理運用在書寫方面的輔助科技有五類：(1)語音輸出處理
系統(2)文字預測系統(3)攜帶式筆記記錄輔具(4)寫作輔助軟體(5)多媒體輔助
寫作軟體。改善語文學習障礙學生閱讀與書寫困難輔助科技在國內資源有四
類：(1)中文語音辨辨系統(2)互動式評量系統(3)同步發音(4)電子辭典(王聖維、
梁碧明，2005)。筆者依文獻及國內的狀況提出以下幾種輔助科技來協助閱讀
困難的學生：
(一)自然輸入法軟體：利用自然輸入法，「打字同步發音」、「中文輸入自動選
字校正功能」功能，可以協助做中文的快速輸入，並可邊打邊聽邊校稿，
也可利用「整篇文章發音功能」，閱讀各式電子檔文件。自然輸入 8 華語
教學加強版，更可以做語音的調整，讓學習變的更生動有趣。
(二)將書的內容錄在錄音帶或光碟上：找一位人員將書上的資料報讀出來，並
將資料錄在錄音帶或光碟上，提供學生閱讀。另可加改變說話控制系統
(Variable Speech Control，簡稱 VSC) (Marshall H Raskind, Eleanor L
Higgins，1998)，來控制錄音帶說話的速度(引自 www.gatfl.org,2006)。
(三)電腦輔助閱讀(Computer Assisted Reading)：電腦運用軟體可以做很多的運
用(Jane, 2001)，例將文字讀出聲音、語音合成系統、使用說話技術。以下
將介紹兩個系統(Marshall H Raskind, Eleanor L Higgins, 1998；引自
www.gatfl.org,2006)
(1) 光學文字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簡稱 OCR)：這系統可以
複製書的內容，包含掃描器、語音合成、輔助軟體和電腦。
(2) 閱讀機(Reading Machines or Screen readers)：這系統是電子裝置，可以
掃描、列印、合成語音機器、閱讀機。閱讀掃描機可以在家、工作地點、
學校使用。
(3) 語音合成(Speech Synthesis)：此系統沒有限制使用文字產生器(word
processors) ， 它 可 以 將 電 腦 螢 幕 的 文 字 經 過 轉 換 後 變 成 語 音 輸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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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 H Raskind, Eleanor L Higgins，1998；Lewis 1998)。
(四)閱讀筆(Reading Pen)：此工具有掃描工具、閱讀功能及顯示字的功能(David
Thomasson，1999)。閱讀筆有一個 LCD 螢幕和耳機。學生掃描一個字，
這同時在 LCD 螢幕顯示它且大聲地的讀出音，有些有內建字典提供學生
了解字的定義。
(五)、閱讀指引幫助學生的視覺追蹤：閱讀指引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顏色和風
格符合個別需要。學生在閱讀時可以使用閱讀指引追踨本文而且幫助他們
維持注意。
(六)運用文書處理軟體：可以利用文書處理軟體，如 WORD、記事本，以不同
的顏色或字體來標示重要的概念(重點)、加大每行的間距或每行只有一句
話。也可以用厚紙板中間將它割成中空，在閱讀的時候放在文章中，讓閱
讀的時候只能看到一行字。
(七)運用概念構圖的觀念：可以利用 POWER POINT 軟體來進行概念構圖，將
文章的觀念用圖形及線條來表示。蔡麗萍(2005)表示運用電腦化概念構圖
可以輔助閱讀困難的學生，增加其學習成效。
(八)運用圖形符號：近來有人發展圖形的瀏覽器協助學生進行閱讀(引自江俊
漢、陳明聰和李佳園，2005)，讓使用者可以在閱讀文章時，當游標指到
字詞上即可有對應的圖形符號。
利用科技(technology)或輔助性科技(assistive technology)協助學生有效地
學習是特殊教育重要的發展趨勢(吳武典，1998)。特殊教育界很早就開始運用
電腦科技，其中包括教學、行政管理、評量等(Woodward & Reith, 1997)，隨
著電腦資訊科技的發展，身心障礙教育對電腦科技的使用也日益廣泛，而且期
望能藉由電腦資訊科技來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發展最大的潛能。先進國家亦重視
此一課題，例如英國1997 發表以「卓越」為主題的身心障礙教育綠皮書中即
以「廣泛且有效地運用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onlogy)
來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學習，擴展其學習潛能」為重要的政策(DfEE,1997)。
二、電腦科技在特殊教育上的運用
Lewis(1993)認為電腦對特殊教育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工具。特殊兒童之身
心發展速率較一般兒童遲緩，學習能力亦較一般兒童低弱，而電腦能提供多重
感官的刺激，透過生動的畫面與音效，可吸引學生注意、提高學習興趣並加深
學習印象，達到精熟學習的目的。此外電腦更能針對不同學生，提供個別化的
學習內容、及適當的回饋，並能與學生互動及提供反覆練習的機會。這些特性
均能彌補特殊兒童學習上的缺陷。因此電腦融入教學被認為是增進特殊兒童學
習之適切且有效的措施（朱經明，1997；孟瑛如，1998；張再明、陳政見，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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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瑛如、吳東光，2000）。Hannaford（1983）認為電腦在特殊教育的應用上
有下列優點：1、個別化：可依學習者的程度，提供適當的教材。2、增進學習
動機與興趣；3、交互反應：提供立即的回饋。在各種個別化教學的模式中，
電腦能針對不同學生給予不同回饋、提供不同的學習進度、累計學生的學習成
就、給予適性的評量等，因此是最能達成個別教學目標的教學模式。
從文獻分析的結果發現電腦應用在特殊學生的教學上主要有閱讀、打字技
能、數學、社會行為、教導觀念、問題解決、教材的反覆練習等（高豫、1995；
潘裕豐，1997）。
楊文凱（1991）與陳守仁（1993）分別指出由於智能不足學生注意力容易
分散，辨認學習困難、短期記憶力較差，又缺少應變能力，學習能力較低弱。
電腦融入教學具有反覆練習的功能，可彌補短期記憶力之不足。張勝成（1993）
對電腦周邊設備加以改裝，如：文字閱讀機、點字輸出機、觸覺點字顯示器等
科技輔具，可以協助視障者學習。高豫（1995）運用電腦繪圖對自閉症兒童的
實驗研究，發現電腦能有效促進自閉症進行學習與溝通，電腦遊戲是大部分自
閉症兒童受歡迎的增強物。
由於電腦提供的多樣化教學方式，適合特殊兒童高異質性特質。詹文宏
（1995）提出電腦可針對學障學生的學習診斷、測驗的解釋、教學資料的儲存
等，教師並運用資料分析結果，亦可針對不同類型的學障學生調整教學策略，
進行補救教學。因此，對於個別差異相當大的特殊兒童而言，電腦輔助教學是
很適切的學習方法。
三、語音合成軟體的相關研究
朱經明（1999）指出電腦語音合成軟體或硬體能將文字轉化為語音。具有
語音之文書處理軟體可以使學生聽到他自己所打的字，因此學生能聽到自己所
寫的句子是否不完全或不順，所寫的字是否拼錯或意義不對。Rosegrant (1985)
利用具有語音合成效果的文書處理軟體教導12名閱讀障礙兒童，這些學生閱讀
及寫作技能及策略都有相當的進步。顯示電腦軟體能增進學習障礙兒童的閱讀
及寫作能力。Cotton(1991)研究有語音效果與無語音效果之多感官電腦教學軟
體對學習障礙兒童學習認字效果之差異，結果發現兩組學生認字及識圖都有進
步，而應用語音效果的學生學習成效較優。Lundberg 等(1995)指出語音電腦
是閱讀障礙學生補救教學的核心。語音電腦給予閱讀障礙學生支持及回饋、語
音學的知識、認字的技能等。與傳統特殊教育比較，使用語音電腦的閱讀障礙
兒童在閱讀及拼字上都有較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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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運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對高職特教班學生訓練機車筆
試題庫學習成效之影響。以某國立高職綜合職能科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所採
用的實驗設計為單一受試研究法(Single Subject Research Design)之 A-B 實驗設
計，以下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驗設計及資料分析等分項說明
如下：
一、研究架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透過「電腦語音合成系統」提昇高職特教班學生訓練
機車駕駛筆試的學習成效，其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實驗設計
自變項
運用「電腦語
音合成系統」

單一受試研究法
A-B 實驗設計
研究對象

依變項
機車駕駛筆試
學習成效

高職特教班
高三學生
未通過機車駕駛筆試
圖 1 研究架構
(二)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電腦語音合成系統」運用，由研究者提供機車駕
駛筆試題庫電子檔、電腦語音合成系統(Dy.eye 譯典通 7.0)，並教導受試者
如何去使用語音合成系統。
(三)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研究對象的機車駕駛筆試題庫的學習成效，使用電
腦線上測驗，並計算出受試者的成績。
二、研究對象
從某國立高職特教班高三學生挑選一位機車駕駛筆試未通過學生且有意
願再次參與機車駕駛筆試訓練，做為運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教學實驗
對象。受試者的基本能力資料如表 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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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驗教學受試者學生基本能力資料
受試

性別

智力

機車駕駛筆試
考試成績

認字

受試甲

男

70

78

對於機車駕駛筆試題庫的
用，識字率達 70%

(一)學生能力描述：
1.學生優勢能力分析：在團體中有不服輸的個性，雖然基礎差但仍會求好
心切。偶爾有小動作求成績進步或老師的讚賞，如能好好利用此點，輔
導這次的機車駕駛筆試測驗，成績會改善。聽理解能力佳，以機車駕駛
筆試題目來說，別人來唸題目而個案回答，則答對率較高。
2.學生弱勢能力分析：認知能力較不好，識字量少，因此閱讀緩慢，影響
其國語文能力，如表 2 所示。
3.學習因難可能原因：記憶力、注意力差，學過的字認不住，注意聲調容
易弄錯。文字題往往不瞭解題意，故常用猜的來做答。
表 2 受試者學生能力優劣勢分析表
弱

勢

優

勢

感官能力 注意力不集中，需督促才能認真 聽知覺能力佳
動作能力 無

粗大及精細動作佳

認知能力 語文基礎差，詞彙認識少是形成閱 能注意聽、能聽得正確、能邊聆
讀困難的原因
聽邊思考、能聽出重點、能了解
聽的內容。
語文能力 閱讀遲緩，詞彙貧乏
能簡單介紹自己、能發音正確口齒
清晰、能用完整的語句回答問題。
溝通能力 無
能與一般人做日常生活方面的溝
通與表達。
情緒能力 有時會因不服輸，與人起爭執，偶 情緒控制還不錯
爾有小動作(碰觸別人)而有衝突。
三、研究工具
(一) 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由研究者提供 Dr.eye 7.0 專業版且教導受試者如何
使用語音合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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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ye 7.0 專業版是一套結合中、英、日三向語言翻譯的工具軟體，
採用最新的翻譯核心技術，內含豐富的資料庫，搭配 IBM 的 TTS 英文語
音技術，電腦能說出來，還可以將英文、中文的資料轉成聲音檔，讓軟體
更靈活地運用。本研究只利用此軟體的即時語音功能，受試者將不會唸或
看不懂的字，利用此功能輔助受試者學習。

(二)學習成效測驗：使用自編紙筆測驗，並計算出受試者的答題的正確率成績。
(三)劃重點策略訪談表：為能瞭解受試者對於「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的學習感
受及看法，針對受試者施以訪談。
四、實驗設計
(一)基線期：本階段不實施介入策略，只實施基線階段的測驗。本研究採 A-B
設計，所以在進行策略介入之前的基線階段中，至少要進行三次探試。此
階段不介入「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主要目的是在評量受試者原有之
學習成效表現以獲得穩定的基線資料。當受試者的基線資料趨於穩定後，
才介入「電腦語音合成系統」處理。每次範圍為 50 題，共實施六次的測驗。
(二)實驗處理期：本研究之「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實驗處理是受試者運用「電
腦語音合成系統」來協助閱讀機車駕駛筆試題庫。針對受試者進行個別觀
察及研究，以探究「電腦語音合成系統」對受試者學習成效之影響。每次
範圍為 50 題，共實施六次的測驗。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分析採用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之「視覺分析」及「C 統計」來
瞭解受試者在未接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與接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之變
化狀況，以分析實驗之效果。另外在實驗研究結束後對受試者施以訪談，以瞭
解學生在接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
，對於整個過程的學習感受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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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在基線期、處理期之機車駕駛筆試測驗分數曲線圖分析
參與教學實驗的受試者，其在基線期 A、處理期 B 測驗分數，如圖 2「受
試者在基線期 A、處理期 B 之機車駕駛筆試分數分佈圖」所示，以下分別說
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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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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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受試者在基線期 A、處理期 B 之機車駕駛筆試分數分佈圖
在基線期 A，受試者的機車駕駛筆試成績為 80、78、78、82、76、76 分。
進入處理期 B 後，其機車駕駛筆試成績呈現上昇之情形，到第七次評量時，
即達到 88 分。表示受試者在機車駕駛筆試分數的提高，是由於「電腦語音合
成系統」介入之處理所造成的結果。
二、在基線期、處理期之表現的視覺分析結果
(一)受試者在實驗之各階段內的視覺分析結果
表 3 為「受試者在實驗之各階段內的視覺分析結果摘要表」
，表 2 的
資料顯示受試者在基線期 A 的水準範圍是 76 至 82 分，表現趨勢平穩，表
現的水準也很穩定；基線期 A 第一次評量分數為 80 分，最後一次的分數
為 76 分，因此水準變化為-4 分。
進入處理期 B 後，表現的趨勢平穩，顯示其在機車駕駛筆試分數穩定；
處理期 B 之表現水準平均分數為 88 分比基線期 A 的平均分數 78.3 分為
高；處理期 B 中分數最高為 92 分，最低分數為 84 分，因此水準範圍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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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4 分；處理期 B 中第一次評量的分數為 88 分，最後一次評量的分數 92
分，因此水準變化為+4。
表 3 受試者在實驗之各階段內的視覺分析結果摘要表
受試者
階段
順序
階段
長度
趨勢
預估
趨勢
穩定
表現
水準
水準
穩定
水準
範圍
水準
變化

基線期
A1

處理期
B1

6

6

____

____

穩定
100%

穩定
100%

78.3

88

穩定
100%

穩定
100%

76-82

84-92

80-76
-4

88-92
+4

註：1.「階段長度」係指評量次數。2.「表現趨勢」
「一」表示趨勢平穩；
「/」
表示趨勢昇高。3.「表現水準」代表各階段的平均正確率。4.「趨勢穩定」
與「水準穩定」係參考 Tawney 與 Gast(1984)所述，以 85%為基準，85%
以上為穩定，85%以下為變動。5.「水準範圍」是該階段內的最低點與
最高點。6.「水準變化」指該階段內第一天與最後一天之表現差距。
(二)受試者在相鄰階段間變化的視覺分析結果
表 4 係「受試者在相鄰階段間變化的視覺分析結果摘要表」，由表 4
的資料得知其基線期 A 至處理期 B 的表現趨勢都是平穩，而趉勢的走向由
平穩至正向，受試者在基線期 A 進入處理期 B 的階段間變化+12，即基線
期 A 最後一次評量的分數為 76 分至處理期 B 第一次評量分數為 88 分間
的差距為+12。而表現水準的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出實驗處理對於提高
機車駕駛筆試成績很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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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逑視覺分析的結果來看，在基線期，受試者的分數都維持在一個穩
定的狀況；進入處理期之後，在機車駕駛筆試成績明顯的增加，因此「電腦語
音合成系統」介入策略對機車駕駛測驗分數的提升很有效果。
表 4 受試者在相鄰階段間變化的視覺分析結果摘要表
受試甲
階段比較
趨勢走向的變化與效果

基線 A1/處理 B1
___

/
正向

趨勢穩定性的變化
水準的變化
重疊百分比

穩定至穩定

穩定至穩定
76-88
+12
0%

註：「階段比較」代表相鄰兩個階段間之比較。2.「水準的變化」指前一個
階段的最後一個資料點，與後一個階段第一個資料點的差。3.「重疊百
分比」是指後一個階段的資料點中，落入前一個時期之資料點範圍的資
料點數的比率。
三、簡化的時間系列分析結果
本 研 究 以 簡 化 的 時 間 系 列 分 析 (simplified time-series analysis,
Troyon,1982)，即 C 統計來輔助視覺分析，並以 Z 分數來表示考驗結果。C 統
計旨在考驗時間系列資料之趨勢變化的顯著性，當 Z 分數未達顯著水準，表
示資料點呈穩定狀態；若 Z 分數達顯著水準，則表示資料點有明顯的趨勢存在。
C 統計除了考驗各階段的資料點是否穩定，也可以合併兩個階段進行考
驗。當合併基線期和處理期的資料經考驗後達顯著水準，表示實驗處理具有明
顯的趨勢存在。受試者在各階段內及階段間簡化時間系列分析結果如表 5「受
試者之簡化時間系列分析結果摘要表」所示。
(一)受試者表現之簡化的時間系列分析結果
受試者在基線期 A 及處理期 B 兩個階段間的表現資料，經統計分析結
果 Z 值為 2.35，達.01 統計水準。此表示受試者在基線期和處理期間在機
車駕駛筆試成績上是呈現持續之進步情形，亦即「電腦語音合成系統」介
入策略的實驗處理有顯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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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簡化的時間系列分析的結果，可以由基線期及處理期兩個階段的
表現資料發現，二位受試者在經過「電腦語音合成系統」介入策略後，在機車
駕駛筆試分數的表現上有顯著的上昇趨勢，呈現正向的處理效果。再者，受試
者在基線期、處理期的表現已呈現穩定的狀態。因此，簡化時間系列分析的結
果與視覺分析的結果一致。
表 5 受試者之簡化時間系列分列結果摘要表
受試者
基線期 A1 及
處理期 B1

階段
基線期 A1+處理期 B1

C

Sc

Z

0.62

0.26

2.35**

基線期 A1

-0.02

0.34

-.71

處理期 B1

0.20

0.34

-.70

P**<.01
四、受試者對接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介入策略後的看法
機車駕駛筆試題庫大約有 350 題，有一些題目文字的內容看不懂，以前常
要問老師或同學，但如果找不到老師或同學時就沒辦法了。使用電腦語音合成
系統後，一些看不懂的題目因為電腦幫我唸出來，就看得懂題目在問什麼，或
者是看很懂答案的意思。使用此系統後機車駕駛筆試題庫讀起來就輕鬆很多，
而且成績也比較好，以後還可以用語音系統在其它的功課上，那麼以後就可以
解決我不會唸或者看不懂字的困擾。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接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的受試者在基線期的表現都能維持在穩定的
範圍；進入處理期後，在機車駕駛筆試的分數有明顯的上昇，即受試者在處理
期評量的機車駕駛筆試分數呈現增加的現象。因此，顯示本研之電腦語音合成
系統策略有提高分數的處理結果，此種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能增進輕度智能
障礙學生機車駕駛筆試的學習效果。
二、建議
1.在教學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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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機車駕駛筆試訓練中，宜融入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
略。本研究發現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在接受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的過程中，
其機車駕駛筆試分數都獲得明顯的提昇。對於識字較為弱的智能障礙學生來
說，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策略，過去他們學習機車駕駛
筆試題庫時，常常是不知道用有效方法。現在，經由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
可以把機車駕駛筆試的題庫熟悉，只要學生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的運用，
機車駕駛筆試分數可以提昇。
2.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使用單一受試法方式來實施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未來可使用
實驗教學法的方式，以更深入了解採用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所產生的學習
效果。本研究是以機車駕駛筆試訓練為研究範圍，未來可以用於丙級技術士
筆試為範圍，以了解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是否適用於其他的學習上。另本
研究之對象為高職綜合職能科輕度智能障礙學生，未來可使用在其他的障礙
的學生，以了解電腦語音合成系統策略是否適用於其他障礙類別學生的學習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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