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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透過影片自我示範教學策略，教導自閉症學生在職場實習課程中，獨立沖泡
咖啡的技能，經由此策略介入後，發現學習效果提升，學生獨立完成度高。建議未來
課程可以持續以此策略進行介入，加強職場實習課程的學習效果。
關鍵詞：影片自我示範、職場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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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ddressed the effect of Video self-modelling in vocational field practice,
teaching autism student how to make a cup of coffee on their own. The finding was that the
video self-modelling could be effective to the vocational field practice program.

壹、前言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班職業學
程課程綱要」指出，高職綜合職能科的設
立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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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學生能透過課程充實生活知
能並認識職業世界，從中培養職業道德及
建立工作技能，以增進就業及社會適應的
能力。
綜合職能科的職場實習課程，是希望
能藉由課程安排讓學生提早接觸各職場
環境，了解自我興趣以及未來就業所需之

職業技能；課程以餐飲製作、烘焙、清潔、
門市服務等內容為主，教導學生學習各項
工作技能，目前研究者任教學校之實習商
店課程，實習工作內容多元、來客量大、
學生能力差異大且課程時間長，大部分工
作可能無法由教師長時間一對一教導學
生進行練習，因此本研究以自我影像示範
策略進行介入，希望能提升學生在課程中
獨立沖煮咖啡的能力。
國外學者(Buggey & Ogle, 2012)發現
影像自我示範教學可以用在不同類型的
學生，並能應用在不同的學習目標，且國
外的論文中最常使用此策略的是自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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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呂定穎、陳麗蓉、吳柱龍，2014)，
像是 Charlop & Milstein(1989)以錄影帶模
仿研究自閉症者溝通技巧，Buggey(2005)
使用影像自我示範介入自閉症不當行為
或失調行為，Cihak & Wright(2010)使用影
像自我示範教學提示策略協助自閉症和
發展障礙學生在一般課堂上進行自我監
控，還有運用 IPAD 教導自閉症和智能障
礙 青 少 年 學 習 功 能 性 數 學 (Burton,
Anderson, Prater & Dyches, 2013)和以影像
自我示範教學策略為自閉症學生進行以
優 勢 能 力 為 基 礎 的 教 學 設 計 (Bellini &
McConnell, 2010)。
為協助學生能在職場實習課程中，獨
立沖煮咖啡，因此將以影像自我示範教學
進行介入，配合影片播放後學生立即練
習，期望能在此技能上，能發揮良好之效
果，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操作之成效。

貳、文獻探討
1. 影像自我示範策略
社會學習理論由美國學者
Bandura(1977)所提出，認為學習可透過
觀察而來，透過觀察他人的行為表現或
行為結果，便能間接獲得學習效果；其
認 知 歷 程 包 含 注 意 (attention) 、 保 留
(retention)、動作再生(production)和動機
(motivation)四個歷程，這種只靠觀察他
人經驗便可成為自己新經驗的學習方
式稱之為替代學習，也是學習者透過觀
察所模仿行為得到獎懲經驗，而產生的
一種學習過程。
綜合過去的研究，皆顯示影像自我
示範策略是一種有效的學習及教學策
略，且在實務上具有良好的社會效度；
關於自閉症兒童與青少年使用影像自
我示範策略進行介入的研究中，發現影
像自我楷模(Videotaped self-modeling,
VSM)在增進自閉症在社會技巧、溝通
及不適當行為改善皆有不錯的成效
(Buggey, 2005 ; Charlpo & Milstein, 1989;

Haring, Kennedy, Adams, & Pitts Conway,
1987) 。目前國內外有許多研究顯示，
影片示範教學能有效增進自閉症學生
的日常生活技巧、溝通技巧、遊戲技
巧、學業、以及改善不適當的行為(莊
素貞、尤嘉琳 2011)，但若把示範者由
他人換成自己，以自我影像示範教學的
策略進行，其類化的程度與學習的效果
是否也能如此良好，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2. 職業技能訓練策略
智能障礙者進入高職階段，主要的
課程目標與學習方向及為培養職業技
能，以利未來畢業後進入社會能具備一
技之長，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能自立生
活，因此職業技能的培養訓練，直接影
響日後智能障礙者能否就業及能否自
力謀生(林坤燦，1994)。智能障礙者在
職業訓練時可能遭遇的困境為學習速
度慢、應變力不足、短期記憶力差、類
化能力弱、抽象思考能力不佳等，直接
影響職業技能學習的成效。
要能達成成功的職業教育或訓
練，其主要特徵有下列六項：(1)採取一
對一個別化訓練；(2)善於應用工作分析
法，將所要訓練職業技能細分為若干部
分或步驟；(3)運用逐步養成及連鎖策略
按部就班地塑造目標技能；(4)善用增強
原理；(5)藉系統的教導流程或是其他可
行的輔助線索，增進智能障礙者的學習
效果；(6)採應用行為分析法評估訓練成
效(陳榮華，1995)。
而研究者也發現，影像示範教學策略
包含了成功的職業教育訓練策略中的幾
項關鍵要素，像是「一對一個別化訓練」、
「使用工作分析法分步驟進行教學」
、
「運
用連鎖策略」，這可能是影像自我示範教
學效果顯著原因之一； 另外，關於對於
使用影像示範教學的職業訓練研究中，國
內學者(吳惠櫻，2002)錄影帶示範教學對
中重度智障學生職場社會技能研究顯
示，影像示範教學對於職場社會技能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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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行為，具有立即、維持、類化的教學效
果；國外的研究像是 Sigafoos et al.(2005)
曾針對三位發展障礙成人，以影片教學示
範策略教導用微波爐製作爆米花，也顯示
有不錯的成效；但目前以影像自我示範教
學為介入方式研究職業技能訓練為主題
的較少，考量本研究對象為自閉症學生，
使用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策略可能比較不
容易因影像中的示範者干擾學習者，對於
研究對象有更佳的職業技能訓練成效。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就讀臺中市高職輕度
智能障礙及自閉症女學生，手部精細度良
好，具基本認知能力，但無法理解抽象概
念，需輔以簡單且明確的口語說明，並搭
配影像及實際示範增加對事物的理解。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選擇以影像自我示範策略為
介入方法，採單一受試者倒返實驗設計
(A-B-A)，分為基線期、介入期及維持期，
項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實驗地點為學生職場實習之校內實習商
店，實驗期間共七週，由研究者進行介入
與評量：
(1) 基線期：時間共 2 週，此階段不實施
教學介入，讓受試者獨立操作，觀察
受試者在目標行為的表現，了解其起
點能力水準。
(2) 介入期：時間共 3 週，於基線期結束
後開始介入，每周三次，每次示範影
片介入結束馬上進行檢核，視受試者
的表現給與適當回饋，並在每次檢核
結束時統計該次得分。
(3) 倒返期：時間共 2 週，撤除示範影片
介入，於每周固定時間請受試者沖煮
咖啡直接進行檢核，評量受試者在上
一階段的介入效果，並在每次檢核結
束時統計該次得分。

三、研究工具
(1) 介入目標行為：使用半自動咖啡機沖
泡一杯拿鐵咖啡。
將目標依工作分析法將此目標分為十
五步驟：

工 作 內 容
在咖啡專用沖煮把手內裝入咖啡粉。
用磨豆機蓋子圓弧處輕輕將咖啡粉刮平。
使用填壓器輕緊咖啡粉，輕敲外緣確認咖啡粉是否緊密。
將咖啡專用沖煮把手鎖上咖啡機 。
將紙杯放置咖啡出口處。
按下按鍵等待咖啡完全沖出。
將把咖啡專用沖煮手中的咖啡粉倒掉並放置旁邊。
將牛奶倒至奶泡杯中。
將半自動咖啡機蒸汽管中的水蒸氣放掉。
將奶泡杯口斜靠在半自動咖啡機蒸氣管。
轉開蒸氣管沖奶泡至奶泡杯杯口的高度。
將奶泡杯在桌面輕敲三下。
用湯匙刮除奶泡表面的粗泡，再攪拌均勻。
將奶泡緩緩倒入咖啡杯中(先倒液體牛奶再倒固體奶泡)。
將杯蓋蓋緊確認製作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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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片製作
本研究影片示範者為研究對象學
生本人，先依工作分析步驟拍攝目標行
為，再進行影片的剪輯與後製，加入文
字說明及指導語，完成正確使用半自動
實施步驟

咖啡機沖泡拿鐵咖啡之示範影片；實施
步驟參考莊素貞、尤嘉琳 (2011) 和吳
柱龍、呂定穎、陳麗蓉 (2014) 後改編
如下：

內

容

1.確定目標行為
2.設計影片內容腳本
3.目標行為模擬演練
4.拍攝目標行為影片
5.剪輯、後製影片
6.播放目標行為影片
7.練習目標行為
8.維持和類化
(二) 評量方式：
依照工作分析結果共 15 個步驟製作
成檢核表計分，檢核表設定為三點式量
表，研究對象的表現可逐項評分為：2 分獨立完成、1 分-教師部分協助下完成、0
分-教師完全協助下完成；依據每次檢核結
果統計分數，目標行為達成滿分為 30 分，
將分數換算為百分比呈現。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蒐集各階段資料後繪製成曲線圖，依
據圖表進行資料分析，受試者在基線期時
因對於介入行為仍不熟悉，且受試者個性
要求完美，對於不熟悉的事情相當沒有自
信，過程中出現小失誤就會出現焦躁的情
緒，導致後面步驟接連受到影響，第一階
段的表現雖有出現上升幅度，但後段趨於

平穩，達成率一直無法突破；第二階段介
入期受試者開始透過影片自我示範學
習，受試者自己能重複觀看且掌握不熟悉
之步驟，且受試者有積極參與學習的態
度，在介入期的表現保持不斷進步，且每
一次操作時各分項步驟的得分皆穩定提
升，顯現自我示範影片對於受試者有明顯
的學習效果；進入倒返期受試者維持前一
階段相當好的學習成效，目標行為甚至達
90%效果。
整體而言，受試者於三階段的目標行
為完成度呈現不斷進步的趨勢，由基線期
的達成率約 60%開始，到介入期內一路提
升至 90%的表現水準，甚至於第三階段倒
返期也仍是繼續上升的狀態，顯現受試者
接受此次介入後有明顯效果，且具良好維
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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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此次實驗具有良好的效果，使用之介
入方法對於受試者本身特質來說非常適
合，因影像自我示範策略教學示範者為受
試者本身，對於自閉症學生來說更容易正
確模仿、複製影片中的目標行為，且此次
實驗介入為技能性目標，學生在實驗介入
過程中具有多次的練習機會，受試者對於
固定、重複性的技能操作有不錯的學習
力，才能保有良好的學習成效。
另外，影像自我示範策略的優點是教
學介入較不受地點、時間之限制，可以直
接選擇在原實際技能展現的場合與地
點，而教學介入的品質與方式也不因介入
者不同而有所差異，能維持教學的一致
性。
就研究者於實驗期間觀察所見，受試
者在每次的介入後都能複誦影片裡的說
明，且目標行為中各技能間的連貫性佳，
學生於單一技能的進步，會正向影響整體
目標行為的表現，學生也在每一次觀看自

我示範的影片後，更有信心挑戰沖煮咖啡
的任務，未來若運用於實際教學現場，學
生能在需要時自行重複觀看影片，或是在
部分技能遺忘時，自行決定觀看的片段和
次數，使其技能在反覆觀看與練習中達到
精熟。

二、研究限制及未來建議
影像自我示範策略有部分限制，影片
示範者皆需為受試者本人，因此需花
費較多時間拍攝正確目標行為，且拍攝完
畢需進行後製，相較於其他介入方法是比
較耗時的，後製時也需再深入學習影片剪
接軟體，才能完成示範影片的製作。
自閉症學生特質較顯著，也有其固定
的行為模式，因此若該次目標行為介入效
果佳，其維持度也相對高且穩定，另外影
像自我示範策略在技能性目標的教導也
非常合適，未來相關課程皆可考慮採用此
模式教導學生步驟複雜或較困難的工
作，學生也能獨立在執行該項工作前，先
進行示範影片的學習，不需教師隨時給予
指導或等待教師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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