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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自我示範教學介入國小身心障礙
學生生活管理教學之成效
宋立婷

葉齡茵

臺中市北勢國小

臺中市永安國小

楊皓群

吳柱龍

臺中市豐原國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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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像自我示範教學對身心障礙學生生活管理的學習成效。本研究
採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中跨受試多基線設計，自變項為影片自我示範教學策略，依變項
為洗碗技能成效。研究對象為三位臺中市某國小特教班的學生。整個研究從基線期、
處理期到維持期，共進行八週，每週介入三次。研究結果以視覺分析法進行資料呈現、
分析與解釋。
本研究結果顯示：
一、「影像自我示範教學」在教導身心障礙學生生活管理技能具有立即成效。
二、「影像自我示範教學」在教導身心障礙學生生活管理技能具有保留成效。
關鍵字：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特殊教育、生活管理教學

The Effect of Video Self-Modeling on Teaching Life Skill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Li-Ting Sung

Ling-Yin Yeh

Beishih Elementary School

Yong-An Elementary School

Hao-Chun Yang

Chu-Lung Wu

Fengyuan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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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video self-modeling(VSM) teaching on cultivating
life management skill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is multiple-probe across subjects was
utilized in this stud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video self-modeling strategies and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performance of washing up skills.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ree
students chosen from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of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The study lasted for about eight weeks, three times a week. Th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direct observation was analyzed by using visu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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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Video self-modeling”has an immediate effect on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ties life
management skills.
2. The effects of teach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life management skill sutilizing, “video
self-modeling”will maintain for a time period.
Keywords: Video Self-Modeling, special education, life management skills teaching

壹、前言
教育部近年來重新整合國民教育階
段特殊教育課程總綱，期望設計符合特殊
學生的需求、補救與功能性，並同時落實
特殊教育課程及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除
依循原七大領域課程外，亦根據特殊需求
學生之個別差異與需求，增加了特殊需求
領域的課程。身心障礙的學生常因生理發
展遲滯、學習能力弱勢以及照顧者的過度
保護，以致使生活管理技能較差，缺乏自
我照顧的能力，故需時常仰賴他人的協助
（陳榮華，1992）。然而，日常生活技能
攸關身心障礙者是否能在未來生活中有
效且獨立的生活，因此更需給予有效且適
當之教學策略訓練，不僅減輕照顧者負
擔，更能增進身心障礙者的自信心。
現今國內外研究指出影像教學可用
於改善特殊教育學童的問題行為，教師亦
可利用教學媒體來教導特殊學童日常生
活行為與生活自理的技能。此好處在於只
要教師身邊有可以播放影像工具，即可隨
時使用此策略，且因已事先錄製好所有步
驟之固定動作，學生在重複學習時不會有
因真人示範的記憶力問題，造成每次示範
動作不一致，進而產生特殊學生認知混淆
的情形(呂定穎、陳麗蓉、吳柱龍，2014)，
反而更容易引起學習者興趣及專注(王慧
婷，2013)。
本研究主要使用影像自我示範教學
(Video-self-modeling)教導身心障礙學生正
確餐後處理技能，跳脫以往一成不變的方
式，增進學生的自我效能，化被動為主
動，能在有意願的情況下，自行選擇重複
觀看的次數與部分，透過自主學習、實地

演練，期望學生能習得該技能。

貳、文獻探討
一、生活管理技能
從教育部(2011)所編製的特殊需求領
域中之生活管理技能文本提出一個健康
的各題其自我照顧乃是最基本的技能之
一，並從中習得尋求支援與保護，進而能
獨立自主至更高階及多元、全方面的發
展，若特殊需求學生如能儘早學會生活自
理及自主管理，將可縮短其適應環境的時
間。而學者依照生活技能內涵將生活管理
區分為自我照顧、家庭生活、社區運用、
自我決策等四大主軸。其中自我照顧能力
維繫著個體的生活素質、自我決定和被接
納度，並且是家長最關切及注重的部分
(Farlow & Snell , 2000)。
目前國內外運用影像示範教學策略
教導特殊學生日常生活管理技能的文獻
有：教導國小自閉症學生家事技能(黃怡
萍，2007)、教導 5 個 7 至 11 歲的自閉症
學生刷牙、洗臉日常生活技能(CharlopChristy, Le, & Freeman, 2000)、以自閉症個
案同儕做影片示範教學改善抽屜不整潔
之行為(黃怡嘉、洪榮照、蔡幸玟、張家瑞，
2011)和以 3 個 8 至 9 歲自閉症學生進行雜
貨 店 購 物 技 能 之 訓 練 (Alacantara,
1994)，皆有顯著成效且具維持和類化的效
果。
此研究中主要選擇自我照顧—飲食
處理為介入目標，協助孩子學習適當表達
進食的需求，且在正確飲食行為後，完成
簡易的餐後處理，不僅能養成良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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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亦能體會與家人、甚至同儕間相互
合作的重要性。

二、影像自我示範教學
(Video-self-modeling)
影像示範教學(Video-modeling)主要
是將影片作適當的剪輯，擷取重要的學習
重點，以便有效提高個案的學習成效(許憶
君、王葭葭、蔡宛菁、吳柱龍，2015)。而
影像自我示範(VSM)是從 VM 延伸而來，
它讓自己成為影片中的示範者，在示範影
片中精確且獨立的完成目標行為，再藉由
觀察學習的概念，自主習得教師所期望的
行 為 或 能 力 ( 呂 定 穎 等 人 ， 2014 ；
Dowrick,1999)。過去研究顯示影片示範常
使用在自閉症兒童身上，且運用在教導某
一 特 定 行 為 或 社 會 互 動 技 能 (Delano,
2007)。以障礙類別為分類的相關研究有：
教導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主動開口說「請借
過」(林川汶、俞靜如、王淑娟，2011)、
職業社會技能(吳惠櫻，2003)、專注行為
之效果(洪麗媖，2012)；教導自閉症學生
社會溝通技能(黃美文，2011)、家事技能

(黃怡萍 2007)；教導亞斯伯格學生社會溝
通 技 能 (Sansosti, F. J., & Powell-Smith,
2008)。
綜合上述可得之，目前國外在影像
自我示範教學的介入效果已經在許多研
究中被證實，它所跨越的對象包含了不同
年齡、不同障礙情況（Buggey, 2007）且
多項技能：會溝通與功能性生活技能、學
業成績、情緒管理以及學習障礙、智能障
礙和泛自閉症障礙症候群。而現今在國
內，僅少許的研究文獻可供參考，呂定穎
等人(2014)指出若影片自我示範教學策略
能被大量研究與使用，且被證實是有顯著
成效的，那麼對於特殊教育教師、學生而
言，皆能在寶貴的資源、時間的限制下獲
得最大、最快速正確的學習效益。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共有三位，為國小特教班
學生，相關能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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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一) 實驗變項
1. 自變項：研究者個別拍攝三位受試
者正確洗碗之教學影片。
2. 依變項：洗碗技能之表現正確率。
(二) 實驗程序：本研究採單一受試之跨受
試多基準線設計，分為基線期—介入
期—維持期三個階段。由十月底進行
至十二月底，為期兩個月。各階段的
實驗處理過程詳述如下：
1. 基線期：
此階段不給予任何的教學介
入。運用受試者食用完午餐的自然
情境，在生活自理教室接受進行洗
碗技能實作評量，並將學生的表現
紀錄於評量表上，介入前評量至少
三次，以蒐集基線資料，當資料呈
現穩定水準時，則實施影片教學介
入。
2. 介入期：
介入期實施方式為觀看影片
及實作評量兩部分。影片觀看時間
為每周三次，每次十分鐘，觀看後
至實作評量的時間間距至少兩小
時。而為了能類化至自然情境，故
實作評量於每天吃完午餐後進行。
首先，對受試甲進行教學介
入，待受試甲的評量資料顯示連續
三次達到至少 80%以上的精熟水
準，則進入維持期，接著再對受試
乙進行教學介入，待受試乙的評量
資料顯示連續三次達到至少 80%
以上的精熟水準，則進入維持期，
接著再對受試丙進行進行介入，待
受試丙的評量資料顯示連續三次
達到 60%以上的精熟水準後才進
入維持期。
3. 維持期：
此階段主要測試在自我影片
教學過後，受試者在洗碗之技能是
否有所維持。於介入期後兩周內，

每天進行實作評量，評量期間不給
予任何的介入，並將其結果記錄在
評量表上。

三、研究教學工具
(一) 自我影像示範教學影片
本研究之影片內容主要是拍攝
正確的洗碗步驟；在影片後製的過程
中，除了依序播放工作分析外，還會
額外錄製口語提醒，使受試者能透過
視、聽覺來習得此技能，影片最後會
給予正增強的回饋。
(二) 學生個別評量表
本研究以此做為評量學生在洗
碗技能上表現的工具。於每次觀看完
影片後會給予此自編評量表來記錄
學生的學習成效。評量內容總共為八
個步驟，能獨立完成則得 2 分，部份
協助得 1 分，未能做出正確反應或做
出錯誤反應則得 0 分，總共 16 分，
最後算出實際得分除以總分的百分
比得正確率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首先將研究資料以 EXCEL 統計軟體
繪製曲線圖，進一步由曲線圖分析三位受
試者之洗碗技能為在基線期、介入其與維
持期的變化情形，隨後依據相關數據來分
析階段內與階段間的變化，以呈現教學成效。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教學成效分析
(一) 受試甲
由圖一得知，受試甲基線期的表
現呈現相當穩定的狀態；進入介入階
段 後 其 正 確 率 提 高 至 56.25% 93.75%間，且持續至學習結束；維持
期數據雖稍微下降，但其平均水準仍
高於介入期。
表二階段內的分析顯示，基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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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向預估、穩定性皆呈現穩定趨勢，
在介入期、維持期的趨向預估也有上
升的趨勢，水準平均值在介入期後，
由原本基線期之 25%提升至 74%，甚
至增加至維持期的 85.42%。
就階段間的分析顯示，基線期進
入介入期之趨向路徑明顯上升，水準
變 化 為 25% ~56.25% ， 增 加 了
31.25%，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此
教學對受試甲生活技能具有顯著立
即成效；在介入期與維持期間趨向路
徑皆為上升趨勢，雖水準變化降低了
6.25%，但重疊百分比仍為 100%，顯
示介入策略之維持成效頗佳。
(二) 受試乙
由圖一顯示，受試乙基線期表現
介於 31.2%至 37.5%間，在影像自我
示範教學介入後表現立即上升，整體
水準範圍介於 62.5%至 93.75%間；介
入撤除後維持期正確率仍保持在
81.25%至 93.75%之間。
表二階段內的分析變化可知，在
基線期之趨向預估、穩定性雖呈現穩
定趨勢，但水準平均不高，顯示未介
入前其生活管理能力不佳。但在介入
期後，階段平均值大幅提升至
75.9%，維持期也未因介入褪除而下
降，維持在 87.5%的精熟度。
而表二階段間的分析顯示，基線
期進入介入期之水準變化立即增加
31.25% ， 且 二 者 的 重 疊 百 分 比 為
0%，顯示此教學對受試乙生活技能具
有立即顯著成效；而介入期與維持期
間，趨向方向由上升改變致下降趨
勢，但水準沒有變化，且重疊百分比
為 100%，顯示即使撤除教學，仍具
有維持成效。
(三) 受試丙
由圖一顯示，受試丙在基線期階
段正確率皆為 12.5%，進入介入期第
一 次 得 分 37.5% ， 最 後 一 次 為

62.5%，明顯呈現上升的狀態。維持
期第一次得分為 62.5%，最後一次為
50%，呈現稍微下降趨勢。
如表二所示，該生在基線期表的
趨向預估為平穩低落狀態，但在教學
介入後，隨著次數的增加，受試者該
技能的趨向估計逐漸上升，呈現正向
的進步趨勢，水準平均值為 51.56%，
進入維持期時趨向預估雖些微下
降，但水準平均值 56.25%與基線期相
較仍有明顯差異。
而表二階段間的資料則顯示，受
試丙在基線期進入介入期間，趨向方
向從平穩低落改變至上升趨勢，水準
變化增加了 25%，兩者間的重疊百分
比為 0%，顯示此自我示範影片的教
學介入對受試丙在生活管理技能的
學習有立即成效；而介入期與維持期
間，趨向方向由上升改變至下降趨
勢，但重疊百分比為 100%，顯示即
使褪除教學，仍具有維持成效。

二、討論
以往在教導身心障礙學生生活管理
技能的相關研究顯示，多以套裝式之自我
管理策略、工作分析圖片和搭配口訣等學
習模式為基礎，期望技能可維持和類化，
而在教學介入後學生明顯在清潔技能、工
作效率上皆有立即和保留成效(陳淑芬，
2013；莊臆鈴、林坤燦、郭又方，2013)。
本研究跳脫以往需大量人力、教材的支
持，採用影片自我示範教學的模式，學生
可自主、重複的學習，介入後亦有顯著成
效。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某位受試者在介
入期與維持期的水準僅在 60%以上，推測
可能是受到專注力差與工作記憶負荷量
的限制。以數據面而言，未達單一受試
80%精熟水準，但對研究者與受試者而
言，仍是有效的教學策略與方式。因此，
筆者認為研究者應可視受試者的狀況予
以調整通過之精熟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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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三位受試者「洗碗技能」表現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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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三位受試者「洗碗技能」表現正確率目視分析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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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片示範教學對於
身心障礙學生的生活自理之成效，做出以
下結論：
(一) 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的介入，對於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餐後處理—洗碗技能
的學習有立即成效。
(二) 影像自我示範教學的介入，對於自閉
症學生餐後處理—洗碗技能的學
習，雖然未達到連續三次至少 80%以
上的精熟水準，但其表現相較於基線
期明顯有所提升，故影片介入仍具有
其成效。
(三) 影片自我示範教學的介入，對於中度
智能障礙學生及自閉症學生在餐後
處以—洗碗技能的學習具有保留成
效，但不如立即成效好。
二、建議：
此研究報告顯示影片自我示範教學
對於部分身心障礙者具有其成效，但未來
在實施過程中仍有待改進之處，提出以下
之建議，做為教學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 學習者的專注力：給予受試者單純的
教室空間，以維持受試者的注意力能
在影片的學習內容上。
(二) 學習者的能力：影片工作分析步驟之
多寡應考量到學生的記憶負荷量，以
達到影片示範教學策略的最大成效。
(三) 建立社會效度：從研究數據顯示三位
受試者皆有效習得洗碗之技能，若能
與家長配合，指導三位受試者在家中
亦能在用餐後主動洗碗，獲得家人肯
定，更能有效驗證影片自我示範教學
對中度智能障礙學生生活管理之學
習成效。
(四) 運用到其他技能的學習：生活管理技
能除了自我照顧之外，尚有家庭生
活、社區運用及自我決策三大主軸，

建議將其運用於其他主軸技能之學
習，以達到協助身心障礙者建立生活
管理技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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