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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片示範教學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重度自閉症成人晾衣服之能
力。研究方法採單一受試研究法之撤回實驗設計，研究對象為一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重度自閉症成人，實施連續三周的影片示範教學，每周五堂課，每節二十分鐘，共十
五節的影片示範教學，並分別於基線期、處理期及維持期實施自編晾衣服評量表，最
後透過目視分析進行資料處理。研究結果顯示影片示範教學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重度
自閉症成人晾衣服之能力具有立即學習效果與保留效果。
關鍵字：影片示範教學、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重度自閉症成人、晾衣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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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video modeling for teaching the adult with
severe autism to sun-dry in welfare institu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single subject
withdraw design. We took an adult with severe autism in welfare institution as a research
object, and keep showing the video modeling for a total 15 classes, 20minutes a class and
five times a week for 3 weeks. And make a list of sun-dry with baseline, intervention and
maintenance. Then through visual analysis to finish data analysing.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howed video modeling for adults with severe autism in welfare institution to dry clothes has
an the effects of immediate and maintaining.
Keywords: video modeling, disability welfare institution, aduilts with severe autism, clothes
dry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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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中全日住宿型機
構所收受障礙程度以中、重、極重度之功
能顯弱者為主要服務對象，其中，重度自
閉症成人可利用其行動不受限來教導學
習日常生活技能，依相關研究指出自閉症
者在學習、人際適應及溝通上會比其他身
心障礙者更為困難，此會影響獨立生活功
能表現，也難以適應社會和穩定就業
（ Alwell & Cobb, 2009 ； Hong, et al.,
2016）。依研究顯示，可透過影片示範
（Video Modeling）教學，達到有效的教
導 自 閉 症 者 之 生 活 技 能 （ 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NPDC］, 2014）。為
有效教導重度自閉症成人學習生活技能
且國內對於影片示範教學應用在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重度自閉症成人晾衣服能力
的研究不多，故研究者以此為研究方向，
期望對後續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建議及相
關發展。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影片示範教學
為策略對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重度自閉
症成人晾衣服能力習得之成效。本研究之
待答問題包含：
一、影片示範教學的介入對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重度自閉症成人晾衣服能力立即
成效的影響為何？
二、影片示範教學的介入對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重度自閉症成人晾衣服能力保留
成效的影響為何？

貳、文獻探討
針對影片示範教學的意義與理論依
據、影片示範教學的種類、影片示範教學
相關研究分別說明：
一、影片示範教學的意義與理論依據
影片示範教學（video modeling）透過
影片拍攝及簡輯的方式，將學習目標以影

片聚焦呈現，可提升研究對象學習成效
（林智娟,2013）。影片示範理論依據源於
Bandura 於 1977 年提出的社會學習理
論，Bandura 將觀察學習分為注意階段、
保留階段、再生階段、動機階段，影片示
範教學即是延伸此學習理論，透過錄製楷
模示範的行為，讓學習者觀看並模仿學習
目標(張春興，2003；劉郁君，2010)。
二、影片示範教學的種類
影片示範教學的種類，依示範者可分
為他人示範(video modeling others)、自我
示 範 (video self-modeling) 和 視 點 示 範
(point-of-view modeling)(Carnahan et al.,
2012；Corbett & Abdullah, 2005；Hong et
al., 2016；Van Laarhoven et al., 2009 )，分
別說明如下：
(一) 他人示範：他人影片示範，指由學習
者以外的人示範目標行為。
Delano(2007)指出，他人影片示範具
有較好的教學成效，且訓練示範者花
費的金錢和時間及製作影片的時間
和經濟成本較少。本研究所採用是他
人示範。
(二) 自我示範：自我示範指由學習者本人
示範目標行為。自我示範教學在學習
者行為改變上能獲得較好成效，在訓
練示範者及影片剪輯需花費大量時
間(Van Laarhoven et al., 2009)。
(三) 視點示範：視點示範以主觀視角(第
一人稱視角)拍攝目標行為，只會看
到手部和物品成為學習者視角，較能
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讓學習者了解
應 該 達 到 的 目 標 行 為 (Domire &
Wolfe, 2014；Van Laarhoven et al.,
2009)。
三、影片示範教學相關研究
國內外學者以影片示範教學研究自
閉症者大多是社會溝通技巧訓練，研究者
針對生活及工作技能整理出相關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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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Mechling, Ayres, Foster 和 Bryant(2013)
指出，對四位自閉症學生的烹飪技能實施
影片教學其研究結果是影片示範的教學
成效優於市售影片及客製化影片；劉茹涵
(2015)指出，對一位國小自閉症學生的日
常生活技能(洗手、洗碗、整理棉被)實施
影片教學其研究結果是對受試者之目標
行為具立即及類化效果；彭雅翎( 2016)指
出，對二位自閉症成人的庇護工場之工作
技能實施影片教學其研究結果是先錄影
帶示範教學輔以圖示法評估其工作技能
具立即和維持、類化效果；王瑞婉(2018)
指出，對二位國中重度自閉症學生的生活
技能(沖泡飲品、擦窗戶、洗碗)實施影片
教學其研究結果是對受試者之目標行為
具有良好學習成效與社會效度。由此得
知，影片示範教學對自閉症者具有學習效
果。本研究提供影片示範教學策略輔助自
閉症成人晾衣服，並以單一受試之撤回實
驗設計檢視其成效，期提供未來學習其他
生活技能。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單一受試之撤回實驗設
計，茲究研究對象、研究架構、研究設計、
教學設計、研究工具、及資料分析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以立意取樣，以研
究者任職之全日型住宿機構，領有身
心障礙手冊，障礙類別為第一類，障
礙等級為重度，經家長同意進行本研
究。無口語會發出叫聲，手上持物轉
動，陪同下可放下手上物品，經提示
可做出簡易的工作，工作意願不高。
二、研究架構：本研究自變項是影片示範
教學，經授課教授指導下設計工作步
驟並經過錄影剪輯方式編輯影片，依
變項是我會晾衣服之立即成效與保
留成效，控制變項是教學者、教學時
間、教學地點、評量者、評量方式，
如圖 1 所示：

研究對象
一名機構重度自閉症成人
依變項
自變項
影片示範教學

我會晾衣服之
1. 立即學習成效
2. 保留成效

控制變項
1. 教學者
2. 教學時間
3. 教學地點
4. 評量者
5. 評量方式
圖 1 研究架構圖

(一) 教學者：教學一律由研究者進行，
避免不同教學者實施教學時造成
的影響。
(二)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為每週一、

每週二、每週三、每週四、每週
五下午第一節課(14：30-14：50)
的體適能時間。
(三) 教學地點：考量受試者實施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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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帶至獨立的空間，教學地
點為機構五樓曬衣場，避免受試
者受到外在環境(同儕、物品)的
影響。
(四) 評量者：實驗處理期間，商請另
一位同組教保人員擔任主要評量
者，避免不同評量者造成之主觀
偏差而影響研究效度。
(五)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為前測、立
即學習評量和保留評量；計分方
式為自製晾衣服評量表依受試者
工作技能作記號，所得的分數相
加除以總分，得到該次評量之達
成百分比(實際得分除以 20，再乘
以 100%)。
三、研究設計：本研究採單一受試之撤回
實驗設計，共分為基線期、處理期與
保留期三階段。
(一) 基線期：不實施教學介入，帶受

試者到工作現場示範操作，至少
三次連續之試探評量。
(二) 處理期：基準線建立後，開始進
行影片示範教學，預計每週 5
次，每次 20 分鐘的實驗教學，每
次教學後立即給予學習效果之評
量，當受試者表現呈穩定狀態，
正確率連續 3 次達 85%以上，即
結束處理期之教學，進入下一個
保留期。
(三) 保留期：此階段不進行影片教學
介入，待處理期結束後一週進行
追蹤及評量，以了解影片教學介
入後的保留效果。
(四) 教學設計：研究者依據職訓組洗
衣班晾衣服工作流程編制教學活
動設計搭配增強策略，採工作分
析法，將工作分成 10 個步驟。如
表 1 所示：

表1
｢晾衣服｣之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項目
雙手拿起衣籃
走到陽台
爬樓梯
走到曬衣場
放下衣籃
拿起一件衣服
將衣服朝正面
將衣架放入衣服裡
拉一邊再拉另一邊
將衣服掛在欄杆上
四、研究工具：自編晾衣服觀察評量表、
教學成效意見訪談大綱如下：
(一) 晾衣服觀察評量表（自編）
此研究工具為研究者利用本身服
務機構內之晾衣服工作流程改
編。研究者將晾衣服分成十個工

作分析步驟。每次評量時都由同
一個評分老師負責記錄受試者工
作技能正確率。受試者獨立完成
的步驟，紀錄的符號為［+］得
分為 2 分，提示完成的步驟，紀
錄的符號為［-］得分為 1 分，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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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步驟，紀錄的符號為［x］得
分為 0 分，再將得分換算成%。
(二) 教學成效意見訪談大綱
教學前及處理期結束後兩週內，
對於教保員及值班人員進行訪
談，以了解重要他人對本研究之
意見，進行本研究社會效度之考
驗。
五、資料分析：
(一) 教學程序一致性
請同組教保員於每週隨機挑選兩
節進行研究者教學程序的檢核，
本研究處理期的教學程序一致性
達 100%。
(二) 觀察者間一致性
本研究於基線期､處理期與保留
期的觀察者信度皆為 100%。
(三) 資料處理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採目視分析，
蒐集各階段資料點繪成曲線圖，
再觀察其變化情形，分為階段內
與階段間分析兩部分，同時探討

影片示範教學對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重度自閉症成人晾衣服能力的
立即學習成效與保留成效，在教
學前後以｢教學意見訪談大綱｣訪
談教保員及值班人員，作為社會
效度之資料分析。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曲線圖分析
(一) 基線期：由曲線圖(圖 2)可知，晾衣
服在基線期的水準平均值為 25%，趨
向線呈現水平且穩定的狀態。
(二) 處理期：進入處理期從 35%上升到
50%顯示受試者有進步，兩次降至
35%是因受試者發現曬衣場有水溝
裡面有沙子所以離開現場，後來上升
到 85%，處理期的表現高於基線期。
(三) 保留期：在保留期水準平均值為 85%
沒有下降，且優於基線期，顯示有保
留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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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晾衣服目標完成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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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段內、階段間分析
(一) 階段內變化分析
如表 2 所示，受試者在基線期的
目標達成百分比趨向預估為穩定，水
準範圍為 25%~25%，水準變化為
0%，水準平均值為 25%；在影片示
範教學介入後，處理期的趨向預估為
上升且穩定，水準範圍為 35%~85%，
水 準 變 化 為 +50% ， 水 準 平 均 值 為
56.6%；保留期的趨向預估保持穩
定，水準範圍為 85%~85%，水準變
化為 0%，水準平均值為 85%。故從
階段間的分析內容可看出，基線期表
現低，但進入介入階段即產生正向穩
定的變化，且在水準上呈現逐漸的進

展，最後在保留階段即使已經撤回實
驗介入階段，仍維持明顯的保留效
果。
(二) 階段間變化分析
如表 2 所示，處理期和基線期相
較下，平均值變化為 31.6%，階段間
水準變化為 10﹪，重疊百分比為
0%，顯示在教學介入後，受試者達
成百分比有上升的趨勢，因此影片示
範教學能有效提升機構自閉症晾衣
服能力；在保留期與處理期的比較方
面，平均值變化為 28.4%，階段間水
準變化為 0%，重疊百分比為 100%，
顯示撤除影片教學後目標達成率雖
維持不變，教學成效具保留效果。

表2
階段內、階段間資料摘要
階段
階段長度
趨向預估
階段內變化

趨向穩定性
平均值
趨向內資料路徑
水準穩定性

階段間變化

水準範圍
水準變化
趨向方向與效果
變化

趨向穩定性變化
階段間水準變化
平均水準變化
重疊百分比

基線期
3
－
（=）
穩定
100%
25
－
（=）
100%
穩定
25-25
0
基線/處理
－
/
（=） （+）
正向
穩定到穩定
（25-35）
10
31.6
0

處理期
15
/
（+）
穩定
100%
56.6
/
（+）
33%
多變
35-85
+50
處理/保留
/
－
（+） （=）
正向
穩定到穩定
（85-85）
0
28.4
100

保留期
3
－
（=）
穩定
100%
85
－
（=）
100%
穩定
85-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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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效度分析
訪談中班老師及值班老師與觀察記
錄發現，受試者尚未接受影片示範教學介
入前，在教保人員提醒下僅會將髒衣服拿
至四樓洗衣區放置，在接受教學介入後，
沐浴後經提醒可主動拿起衣籃跟隨教保
人員至洗衣區進行收衣服及晾衣服的工
作，而非隨時隨地持物甩物品坐一旁看同
儕與教保員工作，另外經鼓勵可增加工作
意願領取獎勵金也可減少依賴教保人
員，家長對此進步持樂觀看法，教保人員
對影片示範教學抱持肯定態度。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由研究結果可知，受試者晾衣服能力
在接受影片示範教學後，在｢將衣服朝正
面｣的工作步驟上從協助完成進步到手勢
提示完成;在｢將衣架放入衣服裡｣的工作
步驟上從協助完成進步到獨力完成，在撤
除影片示範教學後，晾衣服能力未有明顯
下降，因此，透過影片示範教學對提升機
構重度自閉症成人晾衣服工作技能有立
即學習與保留效果。
二、建議
(一) 對生活技能之建議
本研究是以全日型住宿機構為
對象，實施時依個案對象作影片示範
之剪接，針對不同個案特質設計其教
學內容並搭配適合的增強策略讓教
學具成效，因此，增強策略可提供個
案日常喜歡的物品當增強物。
(二) 未來建議
本研究僅以全日型住宿機構一
名為對象，結果不宜擴大推論，建議
未來可進一步針對其他不同類型的
機構個案進行研究且可增加樣本數
及障礙類別作為探討影片示範教學
策略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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