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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影片示範教學為自閉症實證教學方法之一，但實務使用上不普及。
研究計畫主持人之影片示範三級教學介入模式以成本效益與資源重
新配置的概念建置。本研究計畫以持續建構影片示範三級教學介入
模式，以期達到節省教學介入成本及提高使用實證教學的普及性
，並促進研究落實實務基礎為宗旨。本三年期研究計畫獲第一年補
助。
    研究計畫主持人過去一年除了科技部經費並自行籌措相關資源
，以單一受試多基線研究設計進行3TVM最缺乏的次級介入影片示範
教學，結合其他前輩眾多的第三級介入，自此完整驗證3TVM各級介
入的可行性。第一年亦完成訪談執行影片示範教學的老師所需的可
能成本分析項目。
    研究結果顯示:(一)在洗手技能教學中，全班洗手平均總步驟數
，於次級團體影片示範教學介入之後有略為提升，不重疊百分率
67%，11個學生中，僅有兩個學生於介入期的平均數較基準期平均數
低，顯示團體影片示範介入有效果。結合計劃主持人的初級介入研
究(Wang, 2017)、本計劃次級介入研究結果及眾多文獻提及的第三
級介入，均能成功改善學習者目標技能，完整驗證3TVM教學介入模
式各級介入並開始累積次級實證基礎。(二) 承接計劃主持人初級洗
手研究(王慧婷，2016)，本計畫繼續使用次級介入教導尚未能習得
洗手技能之研究對象。在該對象所屬班級以團體方式教導，所有研
究對象在次級均已習得目標技能，毋須進入最高成本投入但實證最
多的第三級介入。研究結果顯示3TVM由下往上的模式確實能減少需
要的成本投入。(三)教師可能需要的成本分析項目歸納有: 影片製
作、向團隊說明教學介入、執行介入和評量的時間及專業能力，以
及從事這些活動事項的電腦與拍攝剪輯軟硬體、空間與電費，與計
劃中預期的相符。計劃主持人整合前後資料，預計整理兩篇論文發
表並盡可能找資源執行第二三年任務。

中文關鍵詞： 關鍵字: 自閉症實證教學、影片示範教學、三級介入、成本分析

英 文 摘 要 ： Video modeling is a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for teaching
students with autism. However, the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at its infant stage. This research proposal
is designed to continue develop the Three-tier Video
Modeling Intervention Model (3TVM) which was built based on
cost and resource re-allocation. The purpose is to reduce
education intervention cost in order to better support
practitioners acceptability and usability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and to translate research into practice. This
research proposal consisted of three years and received
funding for conducting the first year tasks.
The first year, the investigator initiated the secondary
tier intervention research evidence and verified the
bottom-up approach of the 3TVM. The results showed: A. The
overall class average of independent handwashing steps
increased after secondary tier video modeling intervention;
the non-overlapping percentage was 67%. Among 11 students,
there were only two performed below baseline average. This



indicated the effect of secondary tier video modeling may
help improve participants’ target skill and thus
successfully verified each tier of the 3TVM. B. Following
investigator’s primary tier video modeling handwashing
study (Wang, 2016), the only participant would did not
learn the target skill entered into the secondary tier
video modeling study and all learned eventually. This
indicated bottom-up approach of the 3TVM made it possible
to eliminate the numbers of students who needed the
tertiary tier intervention and thus successfully reduced
educational cost. The investigator also generated the
possible cost analysis items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of the
practitioners. For example, the time and skills of video
production and assessment, time of explaining the procedure
to others, coordina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intervention,
and cost of computer, software, space and electricity. All
were corresponded to the proposal literature.
The above results will facilitate the following two year
tasks of this proposal. The investigator will submit two
manuscripts for publication and keep finding resources to
complete the rest of the proposal.

英文關鍵詞： Keywords: autism, evidence-based practice, video modeling,
three-tier intervention



自閉症影片示範三級教學介入模式應用與成本分析之研究 

壹、研究背景和目的 

本研究計畫以持續建構影片示範三級教學（Three-tier Video Modeling 

Intervention Model [3TVM]）介入模式，以期達到節省教學介入成本及提高使用

實證教學的普及性，並促進研究落實實務基礎為宗旨。本研究計畫根據 100 年度

「多媒體影片示範教學促進自閉症幼兒親子互動及社交技巧成效之研究」（100-

2511-S-003-005-MY2）延伸而來。根據美國自閉症國家專業發展中心（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NPDC], 2014）和國

家自閉症中心（National Autism Center[NAC], 2015）所持續不斷整理歸納的自閉

症實證教學裡，影片示範教學至今累積 80 餘篇的實證性研究、8 篇系統性文獻

回顧及 3 篇後設分析，分別由這兩個獨立單位列為實證教學方法。但這些歸納出

來的自閉症實證教學方法中，雖近年強調並有較多社會效度的討論，但總地來說

測量社會效度的論文有限（Callahan, Hughes, Mehta, Toussaint, Nichols, Ma, Kutlu, 

& Wang, in press）。再者，研究團隊的資源和人力與現場實務工作者的資源和人

力等教學介入成本是不同的，謂之生態效度。除了社會效度，生態效度亦是縮短

研究與實務之間距離，以及普及化實證教學方法很重要的指標（Gast & Ledford, 

2014, p.97）。3TVM 模式以介入反應（response to intervention[RTI]）為建構基礎

亦能達到資源重整及整合跨領域服務之目的。 

此研究計畫主持人在 100 年度研究計畫執行初期，除了執行原訂計畫，更有

機會反覆思考如何使實證教學的方法在驗證有效之外，更要能被實務工作者接受

並廣泛使用才是歸途。若能突破其在實務上不普及的困境，自當嘉惠於教學者與

學習者，提升研究社會效度。Snell 學者（2003）等更呼籲，若要理論能應用於實

務，需要和使用者及實務工作者開始進行對話。有鑑於此，亦在進行此研究計畫

的同時，使用問卷調查欲瞭解實務工作者對影片示範教學的實施現況與未來意願

（Wang, 2016）。研究結果指出，影片示範教學雖為自閉症實證教學方法，總體

實務工作者接受度高，但調查結果顯示特教老師以及有自閉症患者為服務對象的

實務工作者相較於有其它服務對象更無意願自製影片，原因尚不明但很可能與特



殊教育老師職務本質和自閉症者學習特質需較多理論支持有關。雖然樣本的代表

性為其限制，但卻是所有國內外自閉症實證教學研究裡首篇由實務工作者的角度

探討實證教學方法；有研究限制但沒有主要設計缺失的研究比完全沒有實證好

（Mullen & Sreiner, 2004）。因之，此研究計畫主持人深切反思如何能讓實證教

學成為「好用」、「走得出實驗室」的方法，從研究過程中無意觸動了靈感，揣

摩了前辈們的三級介入模式，加入成本效益與資源重新配置的概念，建構影片示

範教學三級介入模式「Three Tier Video Modeling Intervention Model （3TVM）」

（Wang & Koyama, 2014），並刊登於該領域約前 10%之 SSCI 期刊。如此原創

性模式之想法能被國際期刊接受，賜予初入學術界的研究者莫大鼓舞。隨即，計

畫主持人即將 3TVM 模式應用於獲補助並進行中之研究計畫，再接再厲產出一

篇三級介入之初級介入實證性研究論文「Utilizing primary tier intervention to 

enhance reciprocal turn-taking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Taiwan.」（Wang, in press），

即將刊登於國際 SSCI 期刊。該篇初級介入論文為現今計畫主持人欲提出之研究

計畫之前導性研究，連同其他篇後續著作，成為本研究計畫之立論基礎。以下先

針對三級介入模式和影片示範教學進行文獻回顧，接著探討影片示範教學三級介

入模式及新建構應用之兩種方法。 

 

貳、文獻回顧 

一、三級介入模式 

三級介入模式最早應用於學習障礙學生的閱讀教學並源自於普通教育裡介

入反應的概念，強調與其等著學生學習失敗（wait-to-fail model）再進行鑑定與接

受特殊教育服務，倒不如自始便全面性介入並持續性評量學生對介入的反應與否，

積極找出可能需要進一步協助的學生，而這些接受協助的學生並非取決於智力測

驗、是否有身心障礙手冊或是否為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候選人，而是取決於他們

的學習反應（Brown-Chidsey & Steege, 2010; Fuchs, Mock, Morgan, & Young, 2003）。

如此亦可以避免因為教學不彰的假性特殊需求的學生進入特教服務 

（Fuchs,Mock, Morgan, & Young, 2003）。反應介入模式自 2002 年提出後，歷經



驗證且建立了實證基礎，成為現今美國全國性教育倡議的重點。使用「等著學習

失敗的模式」除了要延後接受服務外，可能有鑑定的漏網之魚或現有資源不足仍

須等待服務的問題，而提高了錯過介入黃金時間的機會。再者，國家需先投入鑑

定成本，方能啟動特殊教育服務。而使用「介入反應模式」則是取代鑑定成本，

以預防性解決問題的角度切入，一開始服務便涵蓋所有學習者，整合普通教育與

特殊教育服務並無縫接軌，沒有誰在等待服務，亦沒有漏網之魚之疑慮（Vaughn 

& Fuchs, 2003；Vaughn, Linan-Thompson, & Hickman, 2003）。自介入反應模式提

出後，國際上針對不同情境與對象運用多層次設計（tiered approach）如三級介入

模式有不少的應用，例如應用於全校學生行為問題預防之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

（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SWPBS]; Sugai & Horner, 2006; Sugai, 

Horner, & Anderson, 2010）與應用於家長親職教育的學前家長教育三級介入模式

（McIntyre & Phaneuf, 2008）。 

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是針對行為問題的預防及建立正向行為為目的，包含各

層級介入的課程設計、持續性學習反應評量和篩選機制的建構。全校性正向行為

支持有三層級，說明如下： 

（一）初級介入：全校透過普通班老師實施學生全面性介入，明確定義、教導並

增強欲建立的正向行為，以預防行為問題的發生。理論上約有 80%的學習者將對

初級介入有反應，沒有反應的學習者便需要次級介入的服務。 

（二）次級介入：對初級介入沒反應者為次級介入的服務對象，以外加式直接針

對社會互動或行為問題進行焦點小團體教學。理論上約另有 15%的學習者將對

次級介入有反應。最後仍沒反應的學生便進入第三級個別化介入。 

（三）第三級介入：個別化介入通常包含特教老師與其他非普通班服務的一對一

實施行為功能評量及抽離式密集介入。理論上約 5%的學習者透過第三級服務將

達該項最終學習目標。 

學前家長教育三級介入模式較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不同之處在於初級介入

的全面性介入只針對已被篩選並正在接受服務的學習者之家長為標的母群，強調

每一個家庭對相同的訓練內容和密集程度不一定有一樣的成效反應，和家長本身



或學習者本身因素相關外，也可能是實施的方式有不同的關係。家長訓練或實務

人員訓練有個人或團體實施的形式，又包含以下方式：一、講述或提供文字說明

的訓練手冊；二、檢核或紙筆測驗機制；三、現場或影片示範；四、角色演練或

自行練習；五、現場或影片回饋；亦有融入以上某幾形式於軟體或媒體平台（e.g., 

Markie-Dadds & Sanders, 2006; Phaneuf & McIntyre, 2011; Schreibman & Koegel, 

1996; Webster-Stratton, 1999; 2001; Autism Focused Intervention Resources and 

Modules, retrieved from http：//afirm.fpg.unc.edu/）；第一到第五項的方式中前者

為訓練者需在場，而後者訓練人員不一定要存在或在場。不論是哪一種訓練形式，

均有不同程度的成效實證基礎。因此，McIntyre 和 Phaneuf 主張要有彈性的家長

教育模式，最主要根據實施方式不同而擬定三級： 

(一) 初級介入： 以家庭為中心的學前融合教育為主，搭配自行介入家長教育的

紙本、視聽或電子教材，沒有或幾乎沒有任何專業人員的介入。但有些家長

仍需要更多的支持，便進入次級介入。 

(二) 次級介入：團體介入的家長教育能接收到專業人員的支持較初級介入多，家

長的參與程度也較多。需要再額外支持的家長，進入第三級。 

(三) 第三級介入：個別支持與影片回饋的家長教育能最彈性且最個別化設計，最

大的缺點便是家長花費高及沒有團體的其它家長支持功能。這樣的介入形式

卻對經濟弱勢的家長最有效，對其小孩的介入成效也最大（Lundahl, Risser, & 

Lovejoy, 2006）。 

McIntyre 和 Phaneuf 發展完學前家長教育三級介入模式後，從初級至次級到三級

進行了模式的驗證（Phaneuf & McIntyre, 2011）。此研究使用單一受試逐變標準

設計（Gast & Ledford, p.347），共有 8 位家長對如何增進 2 至 4 歲孩子的親子互

動並減少負向教養方式及孩子行為問題有興趣而參與研究，以上這些測量依變項

是從家長在家進行 15 分鐘親子互動的影片中，以時距 30 秒為單位的發生頻率來

紀錄。若家長負向教養方式有至少減少 20%的時距發生頻率或正向對負向教養

比例為 3：1 或更多，當作是對介入有反應的標準。於第一階段初級介入，家長

在家自行閱讀紙本和視聽教材 Incredible Years Parenting （Webster-Stratton, 2005）



三週，包含研究者提供卡片和致電提醒，共錄影兩次，家長自行記錄自學情形；

結果只有一位家長對介入有反應。因此，7 位家長進入第二階段每週一次 2.5 小

時歷時 11 週的團體支持，使用 Incredible Years Parent Training （Webster-Stratton, 

2001）課程，以討論、情境演練和回饋的形式進行；從兩次的錄影中發現 3 位家

長對介入有反應。最後 4 位家長有一位家長退出，第三階段研究者先針對前兩階

段錄影的影片分析每位家長的優弱勢能力，再到府進行示範、演練、肯定和提供

個別影片回饋；至此全數家長對介入均有達到反應水準，於是學前家長教育三級

介入模式完成驗證。研究者提及不論是早期療育抑或家長訓練，這樣的反應介入

模式的三級介入的建立和驗證是罕見的。此研究的第一階段初級介入從家長紀錄

發現，不知是提供的時間不夠或這是真實情境中的常態，並非所有家長都有自行

閱讀或自行閱讀但沒有完成全部內容。第二階段次級介入，家長出席率從 45.5%

到 100%不等。研究者建議初級和次級介入能搭配更多家長參與的方法，例如有

回家作業。除此之外，建議未來研究能持續性觀察測量小孩行為、家長情境類化

情形及評量社會效度。 

二、影片示範教學 

影片示範教學，為學習者觀看影片中的示範者獨立完成目標行為再練習的過

程（王慧婷，2013; 2016; Wang, in press），分別被列為自閉症實證教學方法（NPDC, 

2014）和實證基礎最高的自閉症教學方法（NAC, 2015）。影片示範教學一般包

含示範正確行為、有拍攝目的與剪輯之需求。因此，使用影片引起動機、情境討

論或提供負例等，非本節討論範疇。影片示範教學成功教導有自閉症的學習者技

能舉凡社會溝通、生活技能、功能行為和學科能力。影片示範分為人像示範、非

人像示範，和似人像示範。有些研究建議有自閉症的學習者從不同影片示範者類

型之間，不論是熟識或不熟識、大人或同儕等，均有等同學習成效（Ayres & 

Langone, 2007; Mason, Ganz, Parker, Boles. Davis, & Rispoli, 2013; Nikopoulos & 

Keenan, 2003; Shukla-Mehta, Miller, & Callahan, 2009）。自我示範影片是個別化

最大極致，但學習者本身需要能表現某種程度的目標行為技巧、搭配剪輯技術和

時間，使得可行性難度高。但有學者建議要教導功能性技能，例如洗手，使用自



我示範可能比其他示範者成效較好；若要教導社會技能時，使用第三者示範較自

我示範成效較好（Ayres & Langone, 2007）。 

（一）約有一半的研究採人像示範，其中同儕或成人為示範者最多，亦有透過後

製剪輯技術過濾學習者不當行為或教學者協助行為等，而使學習者成功成為示範

者。例如，Buggey 團隊以一系列國小的自閉症患者以自己為示範者教導其社會

主動相關行為。其中 2005 年，Buggey 從 10 位認得自己且會模仿行為的參與者

中，使用多基線設計教導 3 位社會主動、語言輸出和減少負向行為的次數，在視

覺分析上均有很顯著的成效。社會主動行為的示範影片是透過剪輯整併所有正向

行為的方式來製作自我示範影片，影片最後以罐頭拍手音效及讚美結尾。語言輸

出的示範影片是截取平時學習者被錄到的單字拼湊而成句子，片首有預告。減少

負向行為的示範影片是趁其他同學下課時間，研究者提供學習者兼示範者寫好的

文字腳本及告知期待的行為，在非負向行為會發生的情境進行錄影。研究限制包

含剪輯的流暢度可能會影響成效。此篇研究罕見地有提供人員訓練剪輯半小時和

剪輯軟體及攝影設備約花費 500 美元以下的部分成本分析。 

（二）非人像示範意即影片中沒有人像的出現，含學習者做出目標行為技能時由

眼睛看出去的影像之視點示範及情境場域轉換。例如，Schreibman、Whalen 和

Stahmer（2000）使用多基線跨受試者設計欲減少三位 3 至 6 歲患有自閉症的學

生轉換活動間的行為問題，舉凡哭泣、尖叫、打人、地上滾等行為。研究團隊為

每ㄧ位參與者各拍攝幾小段不同的場景轉換影片，例如，為了減少 Lee去百貨公

司走固定路線外會發生的行為問題，每ㄧ小部影片都由不同的入口開始拍攝，沿

途經過幾家商店，最後才到達他最喜歡的商店。影片約 1至 4分鐘，影片內沒有

任何人入鏡。雖然成效有延宕反應，但以視覺分析結果來看，有內在效度亦有達

臨床顯著。 

（三）文獻目前只出現兩篇以定格的卡通人物或人偶的似人像示範（Palechka & 

MacDonald, 2010; Keen, Brannigan, & Cuskelly, 2007），但皆因以引起興趣為目

的，沒有實際達到示範目標行為技能之效用，或似人像者示範社會互動因無表情

而需要未來更多的實證基礎。 



除了獨自使用影片示範教學，合併其他實證教學方法成功的研究也是常見。

例如，Cihak、Smith、Cornett 和 Coleman（2012）教導四位 3 歲低口語有自閉症

或有發展遲緩的學習者，單一受試交替設計結果發現使用影片示範教學融入圖片

兌換溝通系統較單獨使用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學習者獨立主動交換圖卡的次數較

高。又例如，Dauphin、Kinney 和 Stromer（2004）以影片示範教學嵌入視覺活動

流程表成功教導一位有自閉症男幼兒假扮遊戲。以影片示範教學融入電腦科技產

品亦是近年來的趨勢（Ayres, Mechling, & Sansosti, 2013）。 

台灣的一篇針對專業人員使用影片示範教學的前導初步調查研究發現

（N=141），38%參與的專業人員曾使用過影片示範教學，99%的人有高度意願

使用影片示範教學。但相較於其他專業人員，服務對象有自閉症及特教老師曾使

用過影片示範教學者顯著較少且未來較沒有意願自製或使用現成示範影片

（Wang, 2016）。雖然影片示範教學為自閉症實證教學方法，但對這群特定的專

業人員來說，應用於自閉症學習者可能因為其特殊學習特質需更多製作理論背景

和特教老師職務性質、執行及製作影片時間效益等成本高，相對之下較為有困難。

雖然初級影片示範教學較為廣泛使用，但不論是實務上或研究上均須更多的實證

基礎（Wang, 2016; Wang & Koyama, 2014）。  

三、影片示範教學三級介入模式（Three-Tier Video Modeling Intervention Model 

[3TVM]） 

3TVM 為介入反應的應用並承襲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與學前家長教育三級

介入模式優點之外，更加入成本重新配置的概念，也就是集中於第三級介入的人

力與資源可以略為調配給初級和次級介入，讓每一個人都在介入模式服務裡，強

化初級和次級的介入反應率。成本分析沒有成效價值的關聯，單純針對開銷來評

估以決定哪一種介入方法可行。實證教學方法是成效分析的產物，然而，最有成

效的方法不一定是可行，可行又有效是推廣實證教學方法的大原則，本研究計畫

先從瞭解 3TVM 成本出發。 

教學介入成本的分析（cost analysis），不僅僅是指金錢的支出項目，更要考

慮選擇後執行的同時，是否得犧牲其他一切金錢與非金錢的支出來成就這個選擇，



也就是機會成本。若當中沒有犧牲，則就沒有經濟支出。例如，教師在完成教師

原有職責後仍有工作時間製作示範影片，則我們說這只有做示範影片單項的成本，

且包含在原本的經濟支出教師薪水裡；然而，若教師要犧牲假日時間額外製作，

可能就有額外的經濟支出，或者將原先準備其他課程的時間，取而代之來製作示

範影片，則製作影片的成本就不僅僅為單項成本的支出了。一個好的教學介入方

法，若以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要把所有成本都分析考量，並且在將犧牲掉的成本

扣除後盈餘多，才是長久經營之道（Harberger & Jenkins, 2002; Hough, 1994）。

成本分析包含人員支出、空間使用支出和設備教材支出。 

(一) 人員支出：老師、助理、行政、學生同儕等人員一般是最大的教學介入支出，

可以用人員的薪水或部訂鐘點費來測量。3TVM 所需各人員的工作時間和其

機會成本均可以簡單按薪水比例簡單轉換成金錢成本。例如，行政人員協助

辦理相關研習、教師將吃飯時間挪來製作影片、助理協助觀察紀錄學生行為

均是人員支出。 

(二) 空間使用支出：空間使用相關費用（水、電、空調等）和其機會成本可以以

建築工程或租借費用轉換成金錢成本。例如，為了要進行次級團體介入一定

要借到合適教室，原本該教室同一時段借用的活動就要另做打算，空間使用

支出存在。 

(三) 設備教材支出：直接以購買設備教材金額和其機會成本轉換為支出成本。若

本來就存在電腦，但 3TVM 也需要電腦整理資料，則仍需要納入成本分析。 

以影片示範教學為教學介入方法為例，對提供服務的專業人員來說，成本包

含專業人員所需人員數與薪資；行政政策、人力、空間、雜項等的支持度；介入

方法的執行難易度；教學介入開始到有學生學習成效的時間與發生機率；同一時

間的其他任務多寡與難易度；需要和行政人員及家長協調溝通、調整教學的額外

時間投入；相關影片製作成本（影片示範教學理論訓練、影片示範者徵才、影片

示範者訓練與拍攝、後製剪輯技術）、製作影片的器材與軟體、學生出席率、中

途退出率等，均會影響專業人員選擇、開始、持續使用該教學方法的動機

（Rosenberg, Schwartz, & Davis, 2010）。對於非專業人員的家長來說，成本包含



家長支付學費之經濟狀況、接送人力、交通方式、往返時間與費用、每次上課的

時間長短、與其他重要任務的時間和空間衝突、接受課程到有成效的時間與機率。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是，學習者本身對該教學介入方法的前備能力、興趣與接

受度亦是成本；若學習者對教學介入方法本身沒有興趣，則只靠行為後果策略來

建立正向行為相較之下較為緩慢，反之，若有興趣則較為迅速，家長與教師等所

付出的社會成本較低。研究者選擇使用教學介入方法（自變項）後，一般主要是

測量介入後學生學習成效與行為改變（依變項）的成效分析（benefit analysis），

較少測量教學介入方法的成本分析（Blonigen, Harbaugh, Singell, Horner, Irvin, & 

Smolkowski, 2008；李建興，1979）。然而，成本尤對最需要協助的高風險家庭

為介入對象在參與並持續出席課程有很明顯的影響（Webster-Stratton, 1984, 1985；

Webster-Stratton & Hammond, 1990）。 

在影片示範教學三級介入模式尚未建立前，整個知識體多聚焦於資源與人力

成本最高的第三級介入，亦即，不論學習者是否能對其他較少成本投入的示範影

片形式有反應（介入反應模式），教師一律為已學習失敗且符合服務資格的學習

者（等著學習失敗模式）的某一個技能建立個別化影片。如此一來，若學習者有

10 個待學習的技能，則需為之建立 10 部影片；若有 10 位這樣的學習者，則共

需 100 部個別化影片，雖為實證等級最高的教學方法，教師最終可能因不堪負荷

而減少使用影片示範教學的意願。再者，量身設計的個別化影片在學習者學會該

技能後，能再使用的去向不明。自閉症影片示範教學的文獻回顧中發現，除了顯

少說明影片再使用的去向，也鮮少報告介入的成本效益為何（Wang & Koyama, 

2014）。 

影片示範教學三級介入模式最主要的分級方法，是由影片的個別化或一般性

及實施形式為個別或團體來區分。Nikopoulos 和 Keenan （2003; 2004a; 2004b; 

2007）在一系列的自閉症社會主動性的影片示範教學中使用不認識的同儕當影片

示範者，雖然因為教材與教學場景仍是學習者所使用熟悉的而被視作為個別化影

片示範教學，但是在 3TVM 發展之前是文獻裡唯一說明使用不認識的示範者的

研究，因此仍對一般性影片示範教學有重要啟發。一般性示範影片是示範影片製



作裡最低成本，為普羅大眾的人設計，亦即非針對特定學習者特別設計，是有了

影片的存在再有學習者的出現與需求；學習者對片中之示範者、教材教具或場景

等熟悉程度低。不認識的同儕或成人示範、非人形和似人形示範及加上不熟悉教

材教具與場景均屬之（王慧婷，2013）。反之，個別化示範影片是示範影片設計

中最高成本，針對學習者最熟悉的示範者、直接使用過的教材教具及場景，為之

能力與興趣等量身訂做；是先有特定學習者才有影片製作之事實，認識的同儕示

範或不熟悉的教材教具與場景屬之（Wang & Koyama, 2014）。 

呈上述所有理論背景，再考量到每個家庭和教師能負荷的成本、影片示範教

學的實施成本，以及服務訓練實施的形式等，研究計畫主持人因之建立了 3TVM

模式，本計畫擬驗證是否可以各級獨立使用，及是否可以三級連續性使用，分述

如下 （如圖一）： 

(一) 初級一般性影片自行實施介入： 初級介入使用最低資源與人力投入的一般

性示範影片，適用於有身心障礙或沒有身心障礙的所有學習者，涵蓋對象最

廣泛。在學校情境則涵蓋全校師生、在社區情境則涵蓋全社區居民、在縣市

情境則涵蓋全縣市民、在全國則涵蓋全國國民、在全世界則涵蓋全世界所有

人民。影片來源多元，可取自現成。實施時毋須專業人員存在也無須額外訓

練，可學習者、家長或一般教師隨時隨地自行實施。對於此級介入沒有反應

的學習者，進入次級介入，以團體的方式進行。 

(二) 次級一般性或個別化影片團體介入：次級介入比初級介入涉及更多的資源與

人力投入，可於班級團體或抽離式團體使用一般現成影片或個別化影片，搭

配其他團體的支持方法，如提示協助策略、討論、角色扮演、練習、現場回

饋等，因此次級介入需要專業人員與相關訓練才能實施，每一位學習者與專

業人員的共同時間、場地、資源、出席、交通成本等。學習者對次級介入仍

無反應者，便進入一對一第三級介入。 

(三) 第三級個別化影片個別介入：第三級介入為資源和人力成本最高的層級，以

一對一為學習者錄製個別化示範影片，將學習者最熟悉的情境、人物、教材

等作為個別化影片的要素，必要時使用學習者本人當示範者。專業人員為自



製影片者亦是實施者，除了提及的團體支持方法，更需有影片製作之相關技

能，另需設計適合學習者的其他評量與介入方法，密集且直到學習者學會該

行為目標技能為止。 

 

 

圖一 影片示範三級介入模式 （Wang & Koyama, 2014） 

 

四、影片示範教學三級介入模式應用的兩種方法新建構 

3TVM 建構後，更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便是如何應用。研究計畫主持人由研究

和實務實證基礎現況以及永續經營最大化再利用同一部影片示範教學以減少製

作成本的理念擬定兩種方法：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 

在 3TVM 發展時，有四分之三的自閉症影片示範教學實證研究是落在人力

與資源投入最多的第三級介入，在學校情境也就是由特殊教育老師個別施行個別

化示範影片並提供所需要的額外教學或評估；針對自閉症學習者的特殊學習特質，

這是非常符合理論基礎的實證研究比例。然而，因為以對介入是否有反應及考慮



提供服務者和接受服務者能承擔的成本來考量是新興的典範移轉，罕有次級介入

及初級介入的情形。也正因典範移轉，先前並沒有強調要在研究描述中說明介入

成本及詳細的影片製作和施行方式，因此將近四分之一的研究無法判斷其歸屬的

層級。在 3TVM 發展前，Rosenberg 等人（2010）曾用沒有實證基礎的商業化一

般性示範影片教導三位自閉症幼兒洗手，有些微行為變化但參與者仍無法獨立完

成所有洗手步驟。這商業化一般性影片包含文獻中所使用過的影片製作元素的情

形有限。接著，該研究團隊以參與者認識的同儕為示範者為三位參與者分別自製

三部示範影片，這才所有人出現獨立完成洗手所有步驟。此研究有後面要介紹的

3TVM 兩種應用方法之由下至上的方法的縮影，堪稱為前軀研究。 

目前任何一種實證教學方法的實務應用實證基礎皆不明；因此，研究計畫主

持人以有限樣本發表一篇調查研究指出，經過問卷填答內容分析初步探討服務身

心障礙族群的實務工作者使用影片示範教學的現況（Wang, 2016）。結果發現在

3TVM 的架構下整合研究實證基礎和實務應用實證基礎，可能共同有三個初步趨

勢。第一，雖然初級介入的研究實證最少，卻是實務應用實證最多；而相反的，

第三級介入是研究實證最多、實務應用最少。第二，研究實證基礎多重視社會溝

通、生活技能和功能行為等技能，與實務應用多見教導學術或休閒相關技能有差

異。第三，研究實證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設計，例如個別化影片及包含要考慮

重複播放、需具備前備能力、增強和多重例子以利類化等影片製作要素。而台灣

實務應用的影片示範者多以示範者為中心的設計，例如一般性影片及使用示範者

為專家或教練，也出現研究基礎裡罕見的雙人示範形式。再者，實務應用裡多見

旁白、步驟分析、娛樂效果和非自然情境。在雖然此篇調查研究的代表性不足，

但這是現有唯一一篇實務應用實證基礎，更重要的是能成為建構 3TVM 應用的

兩種方法之引導。 

2014 年 3TVM 發展後，研究計畫主持人發表兩篇初級介入一般性示範影片

實證研究。除了開啟驗證 3TVM 各級介入方法的序端，這兩篇亦專注於研究與

實務應用實證基礎三個初步趨勢，因此初級介入實證研究納入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設計及實證的影片製作元素教導自閉症學習者較缺乏的社會溝通及生活技能



（Wang & Koyama, 2014）。第一篇，Wang（2016） 複製 Rosenberg 無實證基礎

的一般性示範影片研究，但加入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影片示範教學的實證製作元

素，五位參與者除了一位洗手技能沒有變化之外，其餘在內外在效度、立即成效

和主要成效在視覺分析上均達顯著，可見有實證基礎的一般性影片有較高機率有

顯著成效；在 3TVM 架構下，這篇的研究結果使原本需要針對五位參與者施行

第三級個別化介入的成本降低為至多一位第二級介入或第三級介入的成本。第二

篇，Wang （in press）亦使用建議的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實證影片製作元素和親子

為雙人示範者設計研究過程，教導四對有自閉症的幼兒和家長進行繪本時間的親

子互動，其中有三對親子能在介入後親子互動情形落入與一般發展幼兒和家長親

子互動的次數範圍內，這個結果除了有成效顯著亦有臨床顯著，且因為有和一般

發展幼兒的參照提高了社會效度（Reichow, Volkmar, Cicchetti, 2008），亦降低了

直接進入第三級介入的成本。 

然而，雖然 3TVM 模式的應用應是倡導由初級開始介入，再到次級，最後第

三級介入始能最符合經濟效益，但是目前初級介入的研究實證基礎尚未如第三級

穩固，除開始建立初級和次級介入研究實證基礎，也需要提供多數第三級介入的

研究一個應用的「後續發展及自製個別化示範影片再利用」之路，若誠如現有研

究文獻均是為一位學習者自製影片教學後便捨棄或去向不明，則成本依舊不減。

因此，若是考慮研究落實實務的方向，那便是由上（第三級）至下（初級）的方

法。另外一方面，實務應用較多且 3TVM 倡導的便是實務引領研究的方向，也就

是由下（初級）至上（第三級）的方法。影片示範教學研究與實務應用實證基礎

對照表與擬訂的兩種應用方法，請參考圖二。 

 



 

圖二、影片示範教學研究與實務應用實證基礎對照表與 3TVM 應用的兩種

方法（Wang, 2016） 

 

 （一）由上至下的方法：研究落實實務及後調整生態增進學習類化的方向 

最多人力與資源投入的第三級介入是專業人員自製個別化示範影片進行一

對一個別化介入直到學習者習得目標技能為止。目前為止沒有發現任何一篇研

究有交代這部自製影片後續的使用為何。由上至下的方法可以很清楚提供一條

個別化影片再利用的道路，那便是繼續在團體使用，能協助學習者類化目標技

能至自然情境之目的。有些學習者若有自然情境內的同儕一起進行小團體介

入，便能透過同儕把介入產生的後效關係帶回自然情境，進而成功類化，最常

於教導社會技能訓練時使用（e.g., Jones, Lerman, & Lechago, 2014）。而個別化

示範影片不論是學習者為示範者或學習者認識的同儕或成人為示範者，均可以

在團體的時候使用而自然成為團體其他人的同儕或成人示範影片。若團體其他

人認識影片的示範者、教材教育和情境，那就是個別化示範影片，若不認識便

是一般性示範影片。在這其中並不會對有身心障礙自閉症的自我示範的學習者

或同儕及成人示範者有負向影響，因為都是透過剪輯後製為楷模的示範者，甚

至可能是提供身心障礙自閉症一個正向接受注意的機會，有利融合。這樣



3TVM 模式「垂直」重複使用原始的個別化示範影片的情形擴大至初級介入讓

學校、家庭、社區所有人自行使用亦是可行，或者屆時再轉為由下至上的方法

再利用。這個方法應該可以由特教相關並具有影片製作理論與技術及成本的專

業人員開始做起，這些人因具備第三級介入的最多人力與資源，因此自然有掌

握 3TVM 各級介入的能力。這方法的挑戰是需持續製作個別化影片，以及自製

影片的品質和每位專業人員教導目標技能的步驟可能不一致，以致不一定均適

合學校或社區的所有人。 

（二）由下至上的方法： 實務引領研究及先調整生態增進學習效能的方向 

由下至上的方法是由最少人力與資源投入的初級介入開始，目前被實務工

作者使用最多但最無研究實證基礎，由影片製作專業人員依照理論製作一系列

一般性示範影片，讓生態中的每人均能自行介入學習，在 3TVM 模式中「水

平」重複使用。因此，針對一個目標技能的一部示範影片可以無限制地被同一

語言的學習者使用，優點是影片製作品質和教導步驟一致，因此能先調整或建

立生態後效關係，有助於學習效能，且特教並具有影片技術與理論相關專業人

員只需要到學習者到第三級介入時才需要製作個別化影片。然而，缺點是目前

實證研究只有三篇支持初級介入（Rosenberg et al., 2010; Wang, 2016; Wang, in 

press），其中 Rosenberg（2010）有下至上的方法縮影，但初級介入影片是商業

影片尚未有實證支持，且沒有次級介入的存在。這該由有影片示範教學理論背

景及剪輯技術的團隊製作一系列有實證基礎的影片供全民使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旨在先驗證 3TVM 各級介入與應用的兩種方法、

分析可能成本項目，再進行正式推行驗證後的3TVM，並計算各級教學介入成本。

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3TVM 教學介入模式是否各級介入均能成功改善學習者目標技能並開始

累積次級實證基礎? （第一年計畫） 

2. 3TVM 新建構之由下往上及由上往下兩種應用方式是否能在學校場域成

功實施?（第ㄧ、二年計畫） 

3. 學校教師進行 3TVM 時可能的成本分析項目為何?（第ㄧ、二年計畫） 



4. 撤除所有研究因素與資源，學校教師實施 3TVM 的教學介入成本為何?

與不使用 3TVM 的成本差異為何?（第三年計畫）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擬三年期，而第一年獲補助。先以研究驗證3TVM模式再進行實

務推廣並排除研究因素計算教學介入成本。第一年承接研究計畫主持人兩篇的初

級影片示範教學研究，以單一受試多基線研究設計進行3TVM最缺乏的次級介入

影片示範教學首篇研究，結合其他前辈眾多的第三級介入，自此完整驗證3TVM

各級介入的可行性。因此，設計目的為驗證是否有任何學習行為能透過次級團體

影片介入有所改變且建立功能關係（functional relation），研究計畫主持人這裡

以教導溝通為例。又因研究計畫主持人其中一篇初級介入教導五位有自閉症的學

習者洗手技能尚有一位自研究結束後至今尚未習得該技能，本研究計畫第一年同

時擬以單一受試ABC研究設計藉此繼續驗證由下至上的應用方法，直到學習者習

得技能為止。3TVM應用的下至上與上至下的方法之ABC設計與ABCD設計目的

為驗證模式（例如Phaneuf & McIntyre, 2011），而非為建立內在效度的研究而設

計。在完成驗證後，訪談參與者的老師所需的可能成本分析項目，以利第三年研

究正式分析成本之用。待第一年驗證3TVM次級介入以完成各級介入的實證基礎，

以及第二年建立並驗證應用的兩個方法之實證基礎後，第三年排除研究之因素與

成本，純粹以實務工作者真正擁有之成本進行3TVM和使用第一、二年訪談整理

的成本項目進行正式成本計算。 

 

 

 

 

 

研究計畫架構如圖三： 



 

圖三、研究計畫流程圖（黑字為已知、紅字為此研究計畫） 

 

第一年進行3TVM次級介入研究、由下至上的應用方法驗證及蒐集可能的成

本分析項目 

（一） 次級介入：為了開始累積3TVM次級實證基礎，本計畫第一年以單一受

試多基線設計，以教導洗手為例。 

（二） 3TVM由下至上的應用方法：以建立內在效度之單一受試跨五位學生多

基線設計的王慧婷（2016）洗手初級介入研究為開始與前導，使用單一受試ABC

設計進行次級介入（B）與第三級介入（C），直到所有學習者習得目標技能為止。

王慧婷（2016）研究裡的社會效度問卷，教師提及若能在團體實施介入，對教學

過程和人力資源較無困難。次級介入將能因應這個建議。該研究五位參與者中尚

有一位小樓至多停留在洗手的總步驟數六（6/9）。此位對初級介入無反應的參與

學生和有反應的學生不同之處為出現固定行為模式，也就是在基線期或介入期從

未做出壓洗手乳、搓手和沖水步驟，沒有情境類化行為，且觀看影片時會因為尋

找音源等而分心。在個人特質上為所有參與學習者表達性語言程度最低、固著行

為最多者。此研究計畫針對小樓擬進行與原班尚未習得洗手技能同儕一起進行同

一示範影片的次級團體介入，必要時加入其他團體策略。到時將收集相關同班同



儕的基本資料，如：障礙類別及行為簡述、徵收條件與小樓的相異情形、洗手技

能的現況與現行教導方法、平時和小樓互動情形。利用學前小朋友在學校自然情

境中的點心或午餐需要洗手的時間進行。洗手操作性定義為九步驟： 1.開水龍

頭：水有滴出來，不管水流量；2.沾濕雙手：兩隻手都有濕，不管濕多少；3.壓

洗手乳：一手有沾到洗手乳或肥皂；4.搓手：雙手碰觸，前後位移；5.沖水：把

沾有泡泡的雙手放在流動水裡；6.關水龍頭：洗手後將水關閉量表到幾乎沒有；

7.拿擦手紙：碰到擦手紙或毛巾；8.擦乾雙手；9.把擦手紙丟掉：把擦手紙丟進垃

圾桶裡或放開毛巾。由此計畫之研究助理實施初級研究中一樣的教學流程（基準

期、介入期和追蹤期），需全程錄影以便事後記錄每一位小朋友的洗手行為。為

瞭解現階段班級洗手技能先進行基準期連續性觀察，每天會由班級老師帶參與小

朋友去洗手台，下指令「洗手」後記錄小朋友完成洗手的步驟。碼表計時40秒，

如果小朋友沒有再多的洗手步驟表現，則結束該天的資料收集。如果有危險行為，

也將停止。小朋友間自然的互動是除了洗手資料以外的觀察重點。此階段進行直

到平穩趨勢為止。介入期，開始以影片示範教學進行全班介入，也是一天一次，

當全班一起看完影片，每位小朋友就會去洗手台洗手。類化不同帶領老師和類化

不同洗手台的情形將不定時收集。所有記錄方式和第一階段相同。社會效度、觀

察者間一致性、過程信度/教學真確性等測量與第一年的次級介入研究相同，由

另一位獨立觀察的研究助理收集。若小樓在次級介入後仍未學得洗手技能，則進

入第三級介入，研究設計均相同，只有自變項的影片和外加的其他人力資源較多

的策略有所不同。 

（三） 於各級介入結束後，分別訪談相關老師有關成本分析的可能項目，問題

擬為1.請說明執行這個介入所投入的所有可能時間用途、所用到的可能資源和人

力，以及可能具備能力的培養為何? 2.若不做這介入而用原本的教學方法教導一

樣的技能，投入的所有可能時間用途、可能資源、可能人力和可能所應具備能力

又為何? 3.若沒有這個介入，你會把這介入的時間、資源、人力和能力拿來做其

他甚麼事情呢? 4.現在有了這介入，那問題3的這些事情甚麼時候做呢? 訪談過程



需錄音，訪談結果以最大集合整理成為成本分析可能項目。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計劃主持人第一年使用科技部經費之外，籌措其他資源完成原訂研究計劃

的第一年任務。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一) 研究結果顯示在洗手技能教學中，全班洗手平均總步驟數，於次級團體

影片示範教學介入之後有略為提升，不重疊百分率 67%，11個學生中，僅有兩個

學生於介入期的平均數較基準期平均數低，顯示團體影片示範介入有效果。結合

計劃主持人的初級介入研究(Wang, 2017)、本計劃次級介入研究結果及眾多文獻

提及的第三級介入，均能成功改善學習者目標技能，完整驗證 3TVM 教學介入模

式各級介入並開始累積次級實證基礎。而因本計劃非實驗設計，未來宜繼續進行

功能關係(functional relation)的建立。 

 

 

 

(二) 承接計劃主持人初級洗手研究(王慧婷，2016)，本計畫繼續使用次級介

入教導尚未能習得洗手技能之研究對象。在該對象所屬班級以團體方式教導，所

有研究對象在次級均已習得目標技能，毋須進入最高成本投入但實證最多的第三

級介入。研究結果顯示 3TVM 由下往上的模式確實能減少需要的成本投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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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須在第二年計畫由上往下的模式繼續探究成本分析並於執行層面上繼續探究

實務工作者的社會效度。 

 

 

 

 

 

 

 

 

 

 

 

 

 

 

 

 

 

(三)教師可能需要的成本分析項目與計劃中預期的相符。此研究結果能繼續提供

本計畫第二三年成本分析的基礎。  

 介入所投入的所有可能時間的用處時間用在哪些？ 

1.影片: (1)影片剪輯、(2)拍攝影片、(3)購買軟體前觀看評價、(4)購買軟體、

(5)購買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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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事: (1)訓練示範者、(2)挑選示範者、(3)請他人推薦示範者、(4)觀察、洽

談研究對象（需要先知道研究對象喜好事物，才能投其所好）、(5)需要兩名老師

搭擋，需要協調上課時間、(6)請家長幫忙 

3.自我成長: (1)學習影片剪輯（上網學習、影片剪輯練習）、(2)學習影片剪輯

（詢問會的人 EX資訊組長）、 

4.其他:若電腦設備較不好，會占用一些影片轉檔、產出時間。 

 挪出來的時間原本需要做什麼事情? 

1. 其他老師的幫忙（聯絡家長、看故學生、打掃教室） 

2. 打掃教室時間縮短，導致教室整潔度下降 

3. 看學生作業、聯絡簿時間縮短 

4. 製作上課道具減少、備課時間縮短→課程品質可能無法維持 

5. 在家中可利用時間縮短，家人幫忙很重要 

6. 自我可放鬆時間縮短 

 除時間成本外之成本: (1)空間成本、(2)教室、(3)家理空間、(4)相關拍攝

器材(腳架、攝影機)、其他(電風扇、桌子、椅子、水電費)。 

 

計劃主持人將整理兩篇研究論文進行發表，並持續籌措資源完成第二三年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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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亞洲智能障礙聯盟（Asian Federation 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FID）」於 1973年於菲律賓馬尼拉創立，當時創立名稱為

「亞洲智能不足者聯盟 Asian Federation for the Mentally Retarded」，

為尊重智能障礙者，遂於 2007年臺北舉辦第 18屆亞洲智能障礙聯盟大會

後更名為現在名稱─亞洲智能障礙聯盟，簡稱亞智盟。會議每兩年於會員

國內輪流舉行，目前共有 13個會員國與地區代表分別為孟加拉、香港、斯

里蘭卡、尼泊爾、菲律賓、韓國、日本、臺灣、泰國、印度、印尼、馬來

西亞、新加坡。臺灣於第一屆即成為創始會員國，並於 1985年、2007年曾

舉辦過大會。2007年由當時總統陳水扁先生主持，除亞智盟之會員國與地

區代表之外，亦有 7個國家的代表前來參與，足跡跨足全球，與會人數達

620人，並發表論文計有 116篇，且一半以上為臺灣進行發表。 

    計劃主持人有幸能跟隨第 23屆台灣代表團前往孟加拉發表論文，整個會議

過程孟加拉以高規格禮遇臺灣代表團，孟加拉總統與高階國家主管亦有到現場

致意。除了和代表團內學者、老師進行交流，更於會議中認識其他國家特殊教

育的現況與主事者，大家一同參訪孟加拉機構與學校，參與文化交流饗宴，收

獲匪淺。 

    計劃主持人發表分享台灣應用行為分析在台北國小的實施現況，本篇論文

現已刊登於 TSSCI特殊教育學刊。應用行為分析為科學原理原則，台灣特教法

明訂針對有情緒行為障礙的學生，老師須使用其原理原則制訂行為功能介入方

案。論文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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