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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應用程式（Bitsboard）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訓

練之成效，研究採單一個案研究法之跨行為多探測設計，自變項為應用程式，依變項為

詞彙命名、需求表達兩種語言表達能力之表現。研究對象為 3 歲 10 個月發展遲緩幼兒

1 名，本研究進行 7 週介入，以語言表達評量表來蒐集學生語言表達能力，研究資料以

目視分析、C 統計及效果量來分析語言表達能力學習成效資料，並以問卷及訪談內容分

析本研究的社會效度。 

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應用程式對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具有立即成效。 

二、應用程式對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具有維持成效。 

三、家長和教師對應用程式介入方案的內容，皆感到滿意。 

四、家長和教師對應用程式介入方案增進研究對象語言表達能力，皆持正向肯定的態度。 

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未來教學與研究的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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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溝通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透過溝通促使彼此間的知識、觀念、思想和情感產生交

互作用，進而滿足需求、凝聚共識及建立和諧關係。訊息由發訊者送出，而收訊者要了

解其所要表達之內容，溝通才得以成立。對發展遲緩幼童而言，由於在認知、動作、感

官等發展的困難或延遲，因此有賴其他方式或管道建立與外界聯繫的溝通模式或在發展

早期提供適當的介入。Addison（2003）指出，唯有早期介入發展遲緩幼兒的生理、語言

及自理能力等各項發展，才能有效預防和減少衍生的問題、減輕家庭壓力及低學齡階段

特殊教育的需求（引自郭逸玲、卓妙如，2004），因此，發展遲緩兒童語言的早期發現和

介入是刻不容緩的。 

近年來平板電腦的興起，讓平板應用於遊戲與學習的機會大幅提升。尤其是直覺式

觸控的介面使幼兒更容易操作，除手指的觸控，並可感受平板電腦的視覺或聽覺的回饋，

只需動動手指，幼兒就可以從螢幕中體驗到各種應用程式帶給他們的樂趣，再加上三軸

感應與多點觸控等多元感測設計，增加幼兒的學習動機，而利用（application program, 

App）來輔助傳統的治療策略，是否能提升發展遲緩幼兒的口語表達能力，為本研究的

主要動機。 

溝通訓練的目的主要是將習得的語言運用於生活情境中（錡寶香，2002）。發展遲緩

幼兒溝通能力的表現，通常以滿足需求、詞彙表達、活動參與及人際互動的建立為主。

若能於自然情境或教育場域中及早介入輔助性的溝通策略學習，尤其在發展遲緩幼兒早

期發展的黃金時期，相信可以減少其日後學習與溝通的困難。因此，本研究藉由應用程

式的介入來探討發展遲緩幼兒在詞彙命名和需求表達的能力之成效，並將研究結果提供

早期療育溝通訓練與研究之參考。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之立即成效。 

二、探討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之維持成效。 

三、探討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之社會效度。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之待答問題如下： 

一、探討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是否有立即成效? 

1-1 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詞彙命名」是否具有立即成效? 

1-2 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需求表達」是否具有立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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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是否有維持成效? 

2-1 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詞彙命名」是否具有維持成效? 

2-2 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需求表達」是否具有維持成效? 

三、探討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是否具有社會效度? 

3-1 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經介入後，家長和老師對於介入內容的意見為何？ 

3-2 應用程式之介入方案經介入後，家長和老師對於語言表達成效意見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一、 發展遲緩幼兒語言發展特徵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溝通方式，幼兒口語表達能力的發展，在語詞類型的學習，先學

會名詞、動詞、形容詞，後才是副詞、代名詞、疑問詞（王天苗，2000），句子方面是由

單字句進入雙字句、三字句、簡單句、複合句、複雜句（王珮玲，1995）；而約二至三歲

開始有口語敘述能力，學會描述物體和事件（Harkins, Koch ,& Michel, 1994）。 

一般幼兒經由上述的語言發展後，就可利用溝通與人產生互動並學習相關知識，但

語言發展遲緩幼兒，由於語言發展起步年齡較晚、發展速度較慢、發展程度較低落，相

關文獻發現發展遲緩幼兒在語言表現有語意困難、語法困難、語用及語形困難的語言特

徵﹙林月仙，2004；林寶貴、錡寶香，2000；劉麗容，2003；薛梅、薛映 2000；鍾玉梅，

1995；錡寶香，2006﹚。 

二、應用程式在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之應用與相關研究 

(一) 溝通輔具與應用程式在語言表達上的應用 

溝通輔具為適合不同型態的個案，都會根據個案作適當的設計，以協助溝通障礙者

提高說話與書寫能力，原則上就是介入一種擴大或取代口語和多元策略的溝通方式。根

據 1991 年美國聽語學會對輔助溝通系統的定義：「符號、輔具、技術、策略等四個部分

是組成輔助溝通系統的要素，利用於促進個體的溝通能力。」（楊熾康、鍾莉娟，2009）。

在2005年依據美國聽力語言學會（American Speech- 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ASHA）

指出對於因短暫性或永久性損傷造成溝通障礙者在臨床、研究或教育方面皆可利用溝通

輔具提供溝通機能的補償（ASHA, 2005）。2014 年美國聽力語言學會提出輔助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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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達思想、需求、意圖及想法的非口語的溝通方式，所以當我們使用面部表情、手勢、

符號、照片或書寫時，也都是在使用替代性和擴大性的溝通系統（ASHA, 2014）。溝通

輔具包括了擴大性 （Augmentative）與替代性（Alternative）兩種特點，擴大性指的是

運用非口語的溝通方式，例如：肢體、表情、手語與 溝通輔具等；替代性則是指個人必

須依賴溝通設備或特殊技術來取代口語的溝通方式，例如：溝通版、低高科技輔具。 

(二) 比較 Bitsboard 與相關溝通應用程式 

以下分別介紹目前常見的在台灣溝通類的應用程式，包括:小雨滴、有聲注音溝通板、

語你同行、AAC 好溝通系統和 Bitsboard 等應用程式。 

1. 小雨滴 

具免費下載功能，溝通語句固定，不具編輯功能，方便認知功能較差者使用。 

2. 有聲注音溝通板 

可免費下載，需要有注音拼音的先備認知才能有效執行。 

3. 語你同行 

是可免費下載具有編輯語彙、語句功能，有設計好的圖像，但是以圖畫的方式

呈現，亦可自行拍攝照片、自行錄音來應用於溝通訓練和編輯新的教材。 

4. AAC 好溝通系統 

為元鼎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所設計的溝通應用程式，這套應用程式已設定好相關

版面，包括 AAC 好溝通和核心語彙兩部分，使用者亦可自行拍攝影像、影片及錄

製聲音來編輯使用，提供給不同程度與不同類型個案使用。 

5. Bitsboard 應用程式（Bitsboard by Grasshopper Apps） 

為本研究所使用的應用程式是由蘋果電腦 App store（Apple, 2016）設計給 iPhone 與

iPad 使用，具有聲音輸出之圖像、多項遊戲設定等。圖片方面有官方所提供的圖像，也

可自行拍攝和編輯功能，以作為瀏覽和搭配文字、聲音做為學習使用；提供的遊戲方式

超過 30 種，包括多選一、圖字配對等，每項遊戲又具有多項設定，所以遊戲的趣味性

和難度就可由教學者自行設定，遊戲的設定和加入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引發學生

對教學內容的注意力，同時也提升幼兒的注意力持續時間（施珈汝，2011；Garris, Ahlers, 

& Driskell, 2002）。而遊戲對參與者的目的是從遊戲中的驚喜和不確定性，進而征服遊戲

目標來建立自我正面評價，在遊戲過程中訊息的變化，也可以促使幼兒不斷探索事物的

動機（廖正雄，2012）。 

參、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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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探討應用程式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之學習成效。研究
設計採用單一個案研究法的「跨行為多探測設計」，主要為避免研究對象在基線期評量
過程中表現出不適當的行為，及研究者投注太過大量的時間和精力於評量資料的收集，
及多基線設計不一致的介入效果和基線行為共變現象（interdependence of the baselines），
需找出型態相似但功能獨立的基線（鈕文英、吳裕益，2011），同時考量對研究對象的實

用性。 

本研究增加了維持期的評量，以了解介入方案是否對於研究對象具有維持成效，研
究設計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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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跨受試多探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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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應用程式；研究對象為一位發展遲緩幼兒；依變項為「詞彙命名」

和「需求表達」；為減少自變項之干擾因素，控制變相為研究者、介入時間、介入地點及

情境、評量者和評量情境。研究架構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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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 

依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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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 3 歲 10 個月發展遲緩幼兒 1 名，領有早療聯合評估中心語言發展遲緩

證明，經徵詢家長同意，並填寫家長同意書後，進行應用程介入方案的研究。介入前研

究對象語言能力評估工具，在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量表的表現，語言理解、口語表

達和語言發展百分等級皆為 1 以下，研究對象這三項能力在該年齡層屬於明顯落後屬於

語言發展異常，語言評量的結果如表 1： 

表 1 

研究對象語言發展能力的表現 

研究對象 性別 年齡 語言理解 口語表達 語言發展  

   得分 百分

等級 

得分 百分

等級 

得分 百分

等級 

 

小庭 男 3 歲 10 個月  2  1─  0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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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研究對象不論在語言的理解和表達能力上都有明顯的不足。從測驗的

情境觀察，研究對象在語言表達方面有主動表達的動機，但多以手勢或肢體動作，或伴

隨著單音且不清晰的語音來表達需求和互動，語音的表現大多以「ㄟㄟㄟ」或是「啊啊

啊」表現，仿說的語音較清晰，但大多仍以單音或是詞彙的尾音為主，例如：「椅子」就

只有「子」的仿說出現。由評估和施測情境的觀察，研究對象的語言表達能力對其溝通

而言是有其困難的。研究對象在動作發展能力方面，可拿取物品或玩具，且對於平板的

遊戲充滿主動性，甚至會主動的發出語音或製造聲音，研究對象對於以應用程式的互動

訓練，感到喜歡和主動參與。 

三、介入方案的設計 

在本研究的目標詞彙的收集，研究者參考零歲至三歲華語音幼兒溝通及語言篩檢測

驗之詞彙調查表（黃瑞珍、李佳妙、黃艾萱、吳佳錦、盧璐，2009）及增強物需求物調

查表，調查研究對象喜好的物品和增強方式，蒐集完成兩種調查表並綜合歸納後，再與

家長和老師討論本研究目標的詞彙和需求表達類所需介入的詞彙和語句，據此發展教學

內容。40 個詞彙再依不同類別比例分為 4 組詞彙；需求表達的語句也分為 4 句。每類型

的表達能力皆有四個介入目標，詞彙命名和需求表達能力的介入共有 8 個目標，介入方

案和目標架構如表 2 與表 3。 

表 2 

本研究詞彙命名內容和介入目標 

介入方案 「詞彙」命名 

介入目標 

第一組詞彙 
衛生紙、杯子、湯匙、巧克力、蛋糕、小狗、玩遊戲、丟球、

爸爸、周Ｏ屹。 

第二組詞彙 
牙刷、牙膏、鞋子、養樂多、青菜、貓咪、我要、喝水、弟

弟、早安。 

第三組詞彙 
襪子、玩具、籃球、麵包、羊奶、蟑螂、吃東西、謝謝、郭

老師、再見。 

第四組詞彙 
盪鞦韆、水果、蘋果、香蕉、餅乾、恐龍、長頸鹿、對不起、

好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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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需求表達句子內容和介入目標 

介入方案 「需求」表達 

介入目標 四段完整語句 我要吃餅乾謝謝、我要丟籃球謝謝。我要喝羊奶謝謝、

我要玩恐龍、 

 

(一) 實施方式 

經幼兒園老師同意後，研究者每週五天至幼兒園做語言表達教學的訓練。每堂課一

開始是由研究者親自示範及操作平板電腦後，再由研究對象與研究者共同練習，反覆練

習到研究對象熟練整個過程，研究期間會給予研究對象口頭鼓勵和增強，若研究對象還

是感到厭煩或動機低落時，研究者會要求研究對象先完成該項練習，再給予互動式的遊

戲讓研究對象轉移不安的情緒。 

(二) 實施內容 

1.設定主題 

在介入方案設計前，透過「詞彙檢核表」和「增強物及需求物調查表」蒐集研究對

象的重要他人對於介入方案目前日常所需重要詞彙和需求表達用語，以確保本研究的目

標社會效度。 

詞彙檢核表乃參考零歲至三歲華語音幼兒溝通及語言篩檢測驗之詞彙調查表（黃瑞

珍等人，2009），並請研究對象的家長和老師依照研究對象目前日常生活所需語彙勾選

40 個重要語彙，蒐集完後，統整出需要介入的 40 個日常語彙，做為實驗介入的目標語

彙。 

透過研究者自編的「增強物及需求物調查表」對研究對象的重要他人進行資料蒐集

與分析，並請重要他人依照對研究對象的喜好，將物品、活動或增強方式依喜歡與不喜

歡分別寫出來，以作為設計「需求表達」的學習目標的參考和依據。由研究者與家長和

老師統整討論出適合研究對象介入的詞彙後，並將詞彙圖片收集至研究對象的平板電腦

介面。詞彙命名類主題版面設定首先標註主題名稱，進入版面後載入圖像，並輸入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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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和功能，最後再進行錄音；需求表達類也依循上述方式設定圖像內容，即完成

Bitsboard 語言表達教學主題介面設計，並使用於之後的介入訓練中。 

2. 詞彙命名類介入方案 

Bitsboard 介入方案先由應用程式內的瀏覽模式開始練習，首先由研究者示範的方式，

由研究者自行按壓版面一個循環，讓研究對象熟悉操作的方式後，再請研究對象自行按

壓版面，並請研究對象跟著研究者的語音仿說，研究對象才能獲得操作版面的權利，經

由研究對象操作循環兩次後，再利用主題中的遊戲來增加研究對象的語言表達動機。第

一類詞彙命名類，並於介入後隔天進行評量，評量目標為該次練習的圖像為主要，評量

研究對象是否可以主動命名、命名詞素完整性及語音清晰度，並紀錄於詞彙命名語言表

達評量表，其他介入期間所產生的語彙或互動性語言則不列入紀錄。 

3. 需求表達類介入方案 

依據所設計好的 Bitsboard 版面主題，搭配需求物件與語句，需求表達類語句為「我

要玩恐龍謝謝」、「我要吃餅乾謝謝」、「我要喝羊奶謝謝」及「我要丟籃球謝謝」共

四段目標語句，每次教學內容指練習一種需求語句，依序完成後，為避免產生序列效應，

之後的每次的練習將採隨機練習一種需求語句。 

適時的讓研究對象自行操作，剛開始只要研究對象按壓具完整語音的版面就可獲得

增強物，接著則須要求語音的表達後才能獲得版面的操作和增強物的回饋。 

4. 介入後評量 

每次介入結束後，於隔天介入前給予評量前ㄧ次所介入的語彙或是需求語句，評量

工具為語言表達評量表，評量時拿出含有主題圖片和需求的印刷圖片進行評量，評量方

式為請研究對象看著圖片說出詞彙或研究者拿需求物品請研究對象表達句子，若研究對

象不經提示就能主動表達則記錄於評量表主動表達分項中，若研究對象沒有語音的輸出

經三秒後研究者會給於提示語，經三秒後仍無語音表達再請研究對象仿說一次，若有沒

有語音的輸出則將表現紀錄於 0%分項中，若經提示或仿說才正確表達則將研究對象的

語言表現紀錄於相對應能力的指標中。詞彙命名類則評量前次所介入的 10 張圖，需求

表達類則評量前次介入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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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 

(一) 家長和老師同意書 

家長和老師同意書為徵求家長和老師同意研究對象參與實驗介入方式和同意實驗

當中錄音和錄影，研究者會嚴守研究參予者隱私和研究倫理，絕不涉露相關個資，研究

資料分析和結果也會匿名方式呈現，讓家長和老師放心研究對象參與實驗的過程。 

(二) 語言評量工具 

本研究以修訂學前兒童語言障礙評量表﹙林寶貴、黃玉枝、黃桂君、宣崇慧，2009﹚，

了解研究對象的語言發展情形，其語言理解、口語表達及語言發展總分若低於平均數 2

個標準差則屬於異常表現，例如三歲組在語言理解的得分低於 4 分﹙含﹚屬於異常；在

語言表達的得分低於 6 分﹙含﹚屬於異常；在語言發展的得分低於 13 分﹙含﹚屬於異

常。 

(三) 語言表達詞彙和句子檢核表 

為使評量方式和內容具內容效度，研究者內將初步自編之語言表達詞彙和句子檢核

表評與另一名語言治療師討論後進行修正，再經母親和幼兒園老師確認後，確定本研究

的目標語彙和句子，做為本研究檢核表的內容，目的在於記錄研究對象在語言表達的表

現情形，各語言表達呈現方式之分數。為確認研究對象的表達能力之完整性，在詞彙命

名方面，評量向度包括：語言表達的主動性、詞彙完整性、語音清晰度等，如表 4 詞彙

命名得分標準。 

在需求表達面向，研究對象可以主動表達說出五個字以上，其中主詞、動詞、名詞

為主要評斷字數標準，如表 5 需求表達得分標準。 

表 4 

詞彙命名得分標準 

會主動表達、詞素完整、語音清晰 100% 

會主動表達、詞素完整、語音不清晰 90% 

會主動表達、詞素不完整、語音清晰 80% 

會主動表達、詞素不完整、語音不清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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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提示下，才有詞素完整的表達 60% 

語句提示下，有詞素不完整或不正確的表達 50% 

會跟著仿說且詞素完整或主動表達但不正確 40% 

會跟著仿說但詞素不完整 30% 

不明確的語音表達 20% 

有肢體動作的表達 10% 

無語音發出 0% 

 

表 5 

需求表達得分標準 

主動表達說出五個字以上 100% 

在提示下說出五個字以上 90% 

主動表達說出四個字 80% 

在提示下說出四個字 70% 

主動表達說出三個字 60% 

在提示下說出三個字 50% 

主動表達說出二個字 40% 

在提示下說出二個字 30% 

主動表達說出ㄧ個字 20% 

在提示下說出ㄧ個字 10% 

無語音發出 0% 

 

詞彙命名類，評量將介入次數與表現情況紀錄於「詞彙命名得分標準」，需求表達

評量只評量ㄧ次，記錄於分項中，該分項百分比即為研究對象需求表達的表現水準。 

(四) 使用平台和應用程式 

以 iPad 為本研究使用平台，使用 iOS 系統，版面 9.7 吋大，可方便觀看使用，其功

能包括：可提供應用程式下載、設定使用方式、操作功能、畫面顯示、影音輸出功能、

Bitsboard應用程式介入方案對提升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之成效

Vol. 4 No. 1  2017.6｜71



  

三軸感應，操作方式主要以手指碰觸按版面、觸滑版面與多點觸控等多元的感測設計，

亦可使用本身的按鍵來操作啟閉或擷取畫面。因此本研究使用之應用程式 Bitsboard 即

下載於此 iPad 平台使用。  

(五) 攝影機 

具錄音和錄影功能，因此可用錄影或錄音模式紀錄介入和評量過程，並將當次的紀

錄存儲於電腦當中，可方便日後的回顧與檢視資料收集的正確性，並將過程作詳實的記

錄，以利資料的收集的完整性，和提供給另一位觀察者作評量使用。 

五、資料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料蒐集是由研究者本身於介入場域中，採觀察的方式進行，並將研究對

象每類的語言表達的表現分數，紀錄於「詞彙表達紀錄表」，結果資料將依據基線期、

介入期及維持期評量所測得的百分比，依照時間點繪成曲線圖，並利用單一個案研究方

法將結果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包括：目視分析（鈕文英、吳裕益，2015）、C 統計（鈕文

英、吳 裕益，2011）、效果量分析（鈕文英、吳裕益， 2015）及不重疊百分比分析

（percentage of non-overlapping data, PND）（Mastropieri & Scruggs, 1985-1986），並進

行判斷學習成效；且使用家長與老師回饋問卷了解家長和老師對於實施實驗介入的接受

度，與研究個案的學習改變進行質化分析。 

本研究也會進行觀察者間一致性信度考驗，由研究者本身進行觀察評量，同時使用

攝影機記錄教學和評量過程，於介入後再將影像帶至研究者的工作場域交予另一名語言

治療師進行介入完整性和觀察者間的一致性評估。本研究於基線期、處理期、維持期各

隨機抽選至少 20％觀察記錄作為檢驗。本研究觀察者信度的計算方式採點對點一致性比

率（鈕文英、吳裕益，2015）。 

肆、 結果與討論 

一、Bitsboard 對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之成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Bitsboard 對增進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之立即成效與維持成

效，依據「詞彙命名表達紀錄表」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並以曲線圖呈現研究對象

於使用 Bitsboard 介入後，在詞彙命名和需求表達之基線期、介入期及維持期的表現，透過

目視分析、C 統計及效果量分析呈現本研究的立即成效與維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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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詞彙命名和需求表達能力之表現 

註：//代表隔兩週 

(一) Bitsboard 對發展遲緩幼兒詞彙命名能力立即成效之分析 

由圖 3 與表 6 可以看出，研究對象在詞彙命名基線期的水準範圍是 29 至 32，階段

內的水準變化為-1，階段內的平均水準為 30.5，水準穩定度為 100％，趨勢穩定度為 100

％，呈現穩定的退步趨勢，故進入介入期。表示研究對象在此階段對詞彙的命名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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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對圖示無法具體正確的命名。 

進入介入期，詞彙命名的水準範圍 36 至 88，階段內的水準變化為 32，階段內的平

均水準為 66.3，水準穩定度為 33.3％，趨勢穩定度為 73.3％，呈現上升、 下降、上升的趨

勢，因此顯現出不穩定的狀態；C 值為 .5363，Z 值為 2.2263，達.05 顯著水準，此結果

表示詞彙命名能力已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從基線期到介入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 27，平均水準變化為 35.8，趨勢方向變化和

效果為正向，重疊率為 0％；檢定 Bitsboard 介入方案與詞彙命名能力間的關係強度，結

果發現 PND 值為 100%，表具有高度之介入成效，表示 Bitsboard 對詞彙命名能力的介

入成效具高度效果。由此可知，Bitsboard 對研究對象的的詞彙命名能力具有立即成效。 

表 6 

Bitsboard 對詞彙命名成效之目視分析 

分析向度  分析結果  

 階段內變化   

階段名稱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階段長度 4 15 3 

水準範圍 29-32 36-88 81-84 

階段內水準變化 -1 32 2 

階段平均水準 30.5 66.3 82.7 

水準穩定度 100% 33.3% 100% 

趨勢方向和趨勢內的                ＼               ／                ／ 

資料路徑                       （─）             ( ┼）             （┼） 

趨勢穩定度 100% 73.3% 100% 

C（Z） 
NA 

.5363

（ 2.2263） 
NA 

    

 階段間變化   

比較的階段 介入期／基線期 維持期／介入期 

階段間水準變化 27 -7 

平均水準的變化 35.8 16.4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無變化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穩定到不穩定 不穩定到穩定 

重疊率 0% 100% 

效果量（迴歸效果量） .0514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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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研究對象於基線期與維持期因資料點不達八個點，無法進行 C 統計的分析，並以 NA

表示，**p＜.05。 

(二) Bitsboard 對發展遲緩幼兒需求表達能力立即成效之分析 

由圖 3 與表 7 可以看出，研究對像在需求表達基線期的水準範圍是 30 至 40，階段內

的水準變化為-10，階段內的平均水準為 37.5，水準穩定度為 75％，趨勢穩定度為 100％，

呈現穩定退步趨勢，故進入介入期。表示研究對象在此階段對需求表達的表現不佳或對

需求無法具體表達。 

進入介入期，需求表達能力的水準範圍 50-90，階段內的水準變化為 40，階段內的平均

水準為 80，水準穩定度為 60％，趨勢穩定度為 80％，呈現上升趨勢，顯現穩定的狀態；

於研究對象於介入期提早連續三點達到 80%以上的正確，可知需求表達能力已有明顯提

升的趨勢。 

從基線期到介入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 20，平均水準變化為 42.5，趨勢方向變化 和

效果為正向，重疊率為 0％；另選擇計算迴歸效果量中的斜率改變量，檢定 Bitsboard 與需

求表達能力的關係強度，結果發現效果量指標 f
2 為 1.3116，超過 0.35 大效果量的值；

同時計算 PND 值為 100%，代表具高介入成效。表示 Bitsboard 對需求表達能力的介入

成效具高效果。由此可知，Bitsboard 對研究對象的需求表達能力具有立即成效，且具大效

果量。 

表 7 

Bitsboard 對需求表達成效之目視分析 

分析向度  分析結果  

 階段內變化   

階段名稱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階段長度 4 5 3 

水準範圍 30-40 50-90 90-100 

階段內水準變化 -10 40 0 

階段平均水準 37.5 80 96.7 

水準穩定度 75% 60% 100% 

趨勢方向和趨勢內的              ＼                 ／             ─ 

資料路徑                      （─）                （┼）       （＝） 

趨勢穩定度 100% 80% 100% 

C（Z）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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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向度  分析結果  

 階段間變化   

比較的階段 介入期／基線期 維持期／介入期 

階段間水準變化 20 10 

平均水準的變化 42.5 16.7 

趨勢方向變化與效果 ＼（─）／（┼） 

正向 

／（┼）─（＝） 

正向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 穩定到穩定 穩定到穩定 

重疊率 0% 100% 

效果量（迴歸效果量） 1.3116 .3573 

 

(三) Bitsboard 對發展遲緩幼兒詞彙命名能力維持成效之分析 

詞彙命名能力維持成效，由圖 3 與表 6 可以看出，在介入期最後三個資料點已達預

定標準，間隔兩週進入維持期。於維持期時，研究對象對詞彙命名能力的水準範圍 81-84，

階段內的水準變化為 2，階段內的平均水準為 82.7，水準穩定度為 100％，趨勢穩定度

為 100％，呈現上升趨勢，顯現穩定的狀態。顯示此階段，研究對象，能夠穩定將詞彙

正確命名。從介入期到維持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7，平均水準變化為16.4，趨勢方向變化和

效果為無變化，趨勢穩定度的變化由不穩定到穩定，重疊率為 100％；由目視分析可得，

若維持期與基線期做分析比較，可知維持期仍具有維持介入的效果。由此可知在撤除介

入方案後，Bitsboard 對研究對象詞彙命名能力仍具有維持成效。 

(四) Bitsboard 對發展遲緩幼兒需求表達能力維持成效之分析 

由圖 3 與表 7 可以看出，在介入期最後三個資料點已達預定標準，間隔兩週，於是進入

維持期。於維持期時，研究對象對需求表達的水準範圍 90-100，階段內的水準變化為 0，

階段內的平均水準為 96.7，水準穩定度為 100％，趨勢穩定度為 100％，呈現穩定正向且等

速趨勢，顯示此階段，研究參與者能夠穩定使用表達能力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從介入期

到維持期，階段間水準變化為 10， 平均水準變化為 16.7，趨勢方向變化和效果為正向，

趨勢穩定度的變化由穩定到穩定，重疊率為 100％；另以迴歸效果量中的斜率改變量，檢

定 Bitsboard 之介入方案與需求表達能力的關係強度，結果效果量指標 f
2 為 0.3573，超

過 0.35 大效果量的值。表示 Bitsboard 之介入方案對需求表達能力具有正向的大效果量。

由此可知在撤除介入方案後，Bitsboard 之介入方案對研究對象需求表達能力仍具有維持成

效，且具大效果量。 

(五) 詞彙命名與需求表達能力介入成效的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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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入方案的影響 

研究對象在未接觸此介入方案時，是以傳統的圖卡、玩具為介入方式，研究對象明

顯得注意力較不集中，而且配合度不佳，更不喜歡太重複性的練習，較無法建立語言的

互動性，缺乏明確的語言和仿說表現。 

經由本研究的教學介入後，研究對象會主動自行操作觸控版面，加上若研究對象配

合練習，才能獲得觸控平板電腦的機會，增強研究對象的學習動機。在介入活動中，於

介入詞彙的命名學習活動是以觸控平板的方式為主，並未提供研究對象增強物，所以其

在詞彙命名的階段並沒有。而在需求表達學習階段有實物的增強，利用 Bitsboard 學習

需求表達更具有較強烈的動機，研究對象會比較願意配合觸控的操作和語言的表達，進

而利用表達的方式來獲得增強物。 

Bitsboard 介入方案包括圖像學習、多項遊戲設定及搭配輔助溝通系統的應用。須先

建立研究對象圖卡命名的能力，並輔以遊戲介入及面板的操作樂趣引發研究對象的學習

動機，增加記憶的長度、語音的仿說進而促進更多的語言表達能力，並以輔助溝通系統

概念的運用，以需求的滿足為目的，使研究對象更有意願主動表達，經由面板的按壓來

做為表達的方式，能加強研究對象表達的立即性，而引發具即時性的語言表達能力，這

些都是介入方案對語言表達能力學習所產生的正向成效。 

詞彙命名的學習是以平板的觸控為主，希望研究對象可以習得更多詞彙的命名，並

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詞彙的學習表現受日常生活的經驗影響，及對圖片理解度與否會

影響其學習表現和維持效果。需求表達是以滿足研究對象若能夠完整表達可立即獲得增

強物，增強物有餅乾、恐龍玩具、羊奶及籃球等，具活動性且可以立即獲得。研究對象

對增強物與遊戲動機強烈，主動使用語句來表達需求，是一種最直接的回饋方式，所以

需求表達能力的學習成效才會如此明顯。對年幼的幼童，實物的增強動機會比平板電腦

更能夠提升幼兒的學習動機。 

2.詞彙命名與需求表達的學習成效 

在詞彙命名的四組詞彙表現，第一組圖片詞彙命名表現，隨著 Bitsboard 介入方案

的教學可以看出每個語彙的表達能都呈現穩定的成長，至於「湯匙」、「玩玩具」、「丟球」

這三個詞彙呈現較為不穩定的狀態，其中以「丟球」的表現部分仍舊只有表現出仿說的

能力，而且維持期的評量時間已與需求表達的介入期重疊，應該在這時候的表現應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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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平穩，由評量過程中觀察出研究對象會因為多次的評量而產生厭倦感，同時「丟球」

的圖像評量順序是在後面，可能造成研究對象有稍微的不願配合。  

第二組圖片詞彙命名表現，其中「喝水」、「早安」的部分進展較為緩慢，在經詢

問家長後才了解，研究對象是不太喜歡喝水的，較喜歡喝有味道的飲品，所以可能會造

成研究對象不太願意表達這樣的詞彙，早安的圖像可能過於抽象無法讓研究對象很快的

理解圖像的意思，進而影響此兩項詞彙的表現較差。 

第三組圖片詞彙命名表現，其中「籃球」的詞彙應該已在第二次介入後就可正確命

名，但之後的表現卻只有仿說或提示下才把詞彙說出來，影響了這個詞彙的表現，可能

研究對象對於圖片的增強沒有像實物的增強這麼吸引他。 

第四組圖片詞彙命名表現，這一組的表現進展就明顯較為緩慢，「盪鞦韆」、「餅乾」、

「蘋果」、「好的」的進展仍舊無法主動的表達，以仿說為主。 

需求表達類語句表現，有實物的增強滿足其需求與平板電腦可以提供輔助溝通的方

式，讓研究對象可以很快的學會利用目標語句來滿足自己需求，甚至在維持期仍有不錯

的維持效果，由此可知，有輔助溝通系統提供溝通的媒介和物件參與在教學或情境當中，

更可以有效建立語句的明確表達和使用。 

綜合上述，雖然本研究的 Bitsboard 介入方案對於詞彙命名和需求表達整體而言皆

有立即成效，但仍有部分詞彙的學習可能需要更多的練習才能主動且正確的命名，可能

受日常經驗所影響，造成詞彙命名和需求表達的維持成效不一致，分析可能的原因為介

入方案學習目標的選擇更需考量研究對象的喜好和獲得增強物的立即性。 

3. 統計學上的限制 

因蒐集的資料點太少，無法到達統計學上的可考數量，所以資料亦受誤差或機率因

素所影響，所得的效果量就比較不可靠，因此若有 50 個以上的資料點數所得的效果量

就會比較可靠（鈕文英、吳裕益，2015），因此，為補償資料點收集的不足，仍可利用

目視分析作為主要分析的方式。 

二、Bitsboard 對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社會效度之分析 

本研究的社會效度有目標的社會效度與結果的社會效度兩個部份。 

溝 通 障 礙 教 育   Taiwa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Disorder 

78｜第4卷 第1期  2017年6月



  

在介入方案結束後，透過「家長/老師回饋問卷」請研究對象的老師和家長個別填寫問

卷，並於填寫完問卷後個別訪談研究對象家長與老師，將訪談記錄彙整成質性資料，做為

本研究的結果社會效度。 

家長和老師皆肯定 Bitsboard 介入方案，研究對象發展出更多的語彙，也可在提示下

將語彙表達出來，仿說的清晰度有提升許多；需求表達的也從手勢或肢體的表達發展出口

語的表現，語句的結構更完整，表達的明確性也對提升。口語使用所獲得回饋增加，也促

進口語表達的次數和主動溝通的頻率。另外，研究對象在其他語彙的學習上也有所進展，

對於與重要他人的溝通和幼兒園領域的學習也有進步和提升。最後，重要他人都認為

Bitsboard 的介入方案，還是需考量學生的能力設計教學方案，才能確實有效提升學生語言

表達能力。由訪談資料得知，研究對象的重要他人對於 Bitsboard 介入方案對增進研究對

象的語言表達能力持正向肯定的態度。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採單一個案研究法之跨行為多探測設計，以早療評估中心一名發展遲緩幼兒為

研究對象，目的在探討 Bitsboard 對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之學習成效。本研究的主

要發現如下： 

(一) Bitsboard 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具有立即成效 

經由目視和統計分析得知，Bitsboard 介入方案立即成效，能夠提升研究對象正確詞彙

命名的能力。對需求表達的介入，經由實物的增強和句子表達的教學，很快的研究對象就

可以展現主動表達需求的能力，在詞彙命名和需求表達方面都具有立即成效。 

(二) Bitsboard 介入方案對發展遲緩幼兒表達能力具有維持成效 

由目視和統計分析得知，本研究發現撤除介入方案後，研究對象在詞彙命名類，仍保

有介入期後期約略相同的詞彙命名能力。在需求表達方面，由效果量分析可得，維持期具

有正向的大效果量。表示 Bitsboard 之介入方案對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為具有維持成

效。 

(三) Bitsboard 介入方案的學習目標具有社會效度，且結果獲得正向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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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研究對象家長和老師對於 Bitsboard 介入方案的內容和目標提供相關意見後，得

知家長和老師都給予正向的回饋，說明 Bitsboard 介入方案能有效提升溝通效益和建立更

多的語言互動的機會。 

二、研究建議 

本節對 Bitsboard 之介入方案提升發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

建議。 

(一) 對 Bitsboard 介入方案的建議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經由研究對象、幼兒園老師及家長的互動中發現了一些可以探討

和建議的部分，包括增加語彙量的學習、增加語句學習的變化性、增加需求物的類型與應

用及增加情境的變化與運用，使研究對象的語言表達可以更為貼近日常的用語及情境，並

提供教案或策略讓有興趣的家長和老師利用此項介入方案，來加強有相同發展問題的孩子

有更好的語言發展。 

(二) 增加學習目標以更滿足研究對象的需求 

研究者認為由研究對象的學習成效來看，未來對於 3-4 歲發展遲緩幼兒的語言介入

可以增加目標的詞彙量和語句量，以擴展其語言發展促進溝通能力。 

(三) Bitsboard 介入方案可擴增其他生活情境 

可以考量改變學習情境，例如：版面的設計可分為房間、餐廳、客廳及玩具室等，將

這些情境內的物品設計為學習的目標，評量的設計也可以這些情境內的物品為主，讓研究

對象的語言表達可以更貼近日常生活情境。 

(四) 提升發展遲緩幼兒複雜句的表達能力 

本研究的句型結構相對較為單調，可以增加連接詞、疑問詞或是形如詞的應用，例

如：問句的句型，換我了嗎、可不可以給我、可以一起玩嗎等，或是連接詞的運用，例

如我要跟誰一起玩、我要吃餅乾跟喝果汁等句型，以更促進同儕、手足及親子之間的互

動。 

(五) 研究工具宜視研究對象的狀況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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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模式的選擇，可以考慮只讓研究對象操作特定的類型，例如：多選一或是配對等，

減少其對圖片選擇的思考時間，可增加教學練習的時間。 

(六) 教導重要他人學會使用 Bitsboard 介入方案 

若能夠讓研究對象重要他人來一起參與教學讓練習，可以在家中或是應用於學校作息，

讓研究對象增加練習的時間和頻率，並且可以增加不同情境的教學內容。將學習目標調整

為更廣泛和貼近研究對象，使研究對象有更好的語言表達能力，也可以促進親子和師生

的關係。 

三、給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的發現，針對 Bitsboard 之介入方案對展遲緩幼兒語言表達能力之

成效的提出教學上的建議，讓有意從事此項研究的研究者或教學者可以一些參考的做法: 

(一) 增加學習目標語句的語法變化，提高目標的難度 

研究設計上可以增加另一類較具變化性的句構型態或是互動語彙的運用，可以是疑問

句也可以是請求句等，例如：我還要、老師我可以玩嗎等，建立與同儕間更多的互動機會，

可增加幼兒生活運用的能力，也可以提升其溝通效能。 

(二) 增加探討 Bitsboard 介入方案的類化成效 

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增加探討類化成效的部分，例如：是面對不同的溝通對象（如：

家長、老師、同儕等），或是不同情境下是否會有一樣的語言表達方式等。前測的評量情

境，也可以增加家庭和幼兒園常有的情境及其常用的詞彙和語句。 

(三) 加入探討研究對象的實際表現 

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找尋其他的人員在不同情境下進行評量，例如：老師、家長等，

以免錯失蒐集更實際評量資料的機會，讓 Bitsboard 介入方案的成效目標更加完整。 

(四) 使用不同的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採單一個案研究法之跨行為多探測設計，只跨了兩個行為，建議可增加第

三個行為以上的研究設計，可以讓整個研究架構更加完整，或亦可採跨個案多探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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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來檢視這樣的介入方案對個案間的影響和成效。或是改變研究設計可以採交替設計

的方式，來探討不同介入方式對研究對象的學習成效，而且不須撤回介入方案，又可避免

序列效應的問題，更能讓研究者快速的比較兩種以上介入方案間的效果，或是採逐變標準

設計，可用來增進正向行為、不必撤除有效行為、標準漸進，研究參與者承受的壓力相對

較小、讓研究者能以逐步的評鑑教學方式審視方案成效（鈕文英、吳裕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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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creasing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through Bitsboard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a child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The 

participant of this study was a 3 years and 10 months child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 The study 

used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behaviors of single-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intervention program was seven weeks. The research used language expression scale as posttest. 

Visual analysis, C statistics, and effect size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of language expression. 

The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ocial valid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intervention of Bitsboard had the immediate effects on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2. The intervention of Bitsboard had the maintenance effects on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3. Parents and teachers agreed that Bitsboard intervention had positive effects for the 

participant’s language express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uggestion for teaching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discussed. 

Keywords：App, Bitsboard, developmetal delay, languag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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