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的功能分析與介入成效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者回顧近幾年國內的文獻發現，關於固著行為(stereotypic
behaviors)在自閉症者的出現率，根據張正芬（民 88）研究 178 名
樣本指出，固著行為在該研究中，屬於中高出現率，而這些固著行為
頻率和強度為中頻率、中強度。在自閉症之診斷標準上，也將「表現
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者」
（教育部，民 91）、「行為、興趣、
及活動的模式相當侷限重覆而刻板」（孔繁鐘、孔繁錦，民 92）
、
「侷
限、重覆的行為」
（胡海國、林信男，民 85）列為必要條件之一，而
王大延（民 83）亦認為幾乎所有自閉症者或多或少都顯示此行為特
徵。不斷重複的固著行為，除會引來旁人好奇的眼光外，可能還會抑
制其他刺激或訊息的獲得、干擾個案本身的學習。
目前對自閉症者固著行為的功能，不甚了解，其可能的功能，包
括有社會性正增強、社會性負增強、自動性正增強、自動性負增強、
或多重、非單一的功能（Tang, 2002）。其次，研究者回顧國內之文
獻發現，目前國內對於自閉症者固著行為介入的研究有限；但在回顧
國外文獻時，發現漸漸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應用功能評量（functional
assessment）發展出「以行為功能為基礎之介入策略」
（func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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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interventions）（Scotti & Meyer, 1999），至於如何找出行
為問題的功能，根據 O’Neill、Albin、Sprague、Strorey、和 Newton
（1997）的論述，可分成三種方式，包括與重要他人晤談或填寫調查
表的資料收集法（informant method）、在自然情境中實施的直接觀
察法（direct observation）、和經實驗操弄的功能分析法
（functional analysis manipulations），雖說每種方式各有其優缺
點，但本研究考量研究個案之固著行為跨各種情境，不易分析出行為
的確切功能、不易在有過多干擾因素之自然情境中觀察，所以採用經
實驗操弄的功能分析法，而後依據功能分析的結果，設計介入策略。
有關國外功能分析與介入的研究，其實驗設計，不分研究對象（正
常發展者、發展障礙者、智能障礙者、自閉症者、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者、多重障礙者… 等）及行為類型（固著行為、自傷行為、攻擊行為、
異食癖、被動行為… 等），已漸漸發展出一個共通的實驗設計模式，
此實驗設計模式，研究者將其歸類後，可分成三大步驟：步驟一為「功
能分析」
，如有必要再做步驟二「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
（stimulus
preference＆reinforcement assessment），步驟三為「介入/類化評
量」（intervention / generalization assessment）。
近幾年文獻中的實驗設計，依照研究目的不同，而決定使用其中
的幾個步驟，有些研究只分析行為的功能，故只設計第一步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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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些研究只分析刺激偏好或（和）增強物，故只設計第二步驟：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甚至有些研究直接分析各種介入策略的成
效，故只設計第三步驟：介入，大多數研究都會依據第一或/和第二
步驟所獲得的結果，來決定如何介入，故除第三步驟外，還是會配合
第一或/和第二步驟來設計；而為了分析行為是否有維持或類化，文
獻會在介入步驟之後或同時做追蹤或類化評量，但有設計到這部分評
量的研究相對就較少了。所以研究者想分析這些文獻的優缺點，發展
出一套適合的研究設計，據以做行為的功能分析，而後發展介入策略。
綜合上述原因，其一，固著行為在自閉症者身上發生率頗高；
其二，固著行為若不斷重複發生，會干擾個案的學習；其三，目前對
固著行為的功能還不甚清楚；其四，回顧文獻時發現，國內對自閉症
者固著行為的研究較為有限；其五，在國外文獻回顧中，找到一些「以
行為功能為基礎之介入策略」有一些共通的實驗設計，故想發展出一
套適合的實驗設計；最後，研究者於實習時，觀察到兩位自閉症兒童
有固著行為，他們所表現的固著行為似乎都是不分情境的，很難讓人
了解行為的功能，且會干擾他們的學習，所以研究者想將歸納出的實
驗設計，應用於這兩位自閉症兒童身上，進一步了解兩位個案固著行
為的功能，並找尋適當的介入方式，檢視介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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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 .研 究 目 的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應用功能分析的方法，探究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之功能。
（二）探討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對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之成
效。
二 .待 答 問 題
（一） 應用功能分析的方法，了解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的功能為
何？
（二）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能減少自閉症兒童之固著行為
嗎？
（三）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能增加自閉症兒童之功能性溝
通行為嗎？
（四）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能增進自閉症兒童所增加的功
能性溝通行為之類化嗎？
（五）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能增進自閉症兒童所減少的固
著行為之類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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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以下將就本研究就所涉及的相關名詞，包括自閉症、固著行為、
和功能分析，做理論及操作型的定義：
一 .自 閉 症
（一）我國的定義
根據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教育部公布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標準」條文第十二條之定義：本法第三條第二項第十款所稱自
閉症，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及興趣
表現上有嚴重問題，造成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鑑定
基準如下：
1.顯著口語、非口語之溝通困難者。
2.顯著社會互動困難者。
3.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者。
（二）國外的定義
根據孔繁鐘和孔繁錦（民 92）編譯美國精神醫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簡稱 APA）的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
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abilities，簡稱 DSM-Ⅳ）對自閉症個案的診斷標準如下：
1.具有（1）
、
（2）
、及（3）共六項（或六項以上）
，其中至少具有（1）

5

中二項，（2）、及（3）中各一項
（1）社會性互動有質的障礙，表現下列各項至少兩項﹕
A.在使用多種非語言行為（如：眼對眼凝視、面部表情、身體姿
勢、及手勢）來協助社會互動上有明顯障礙。
B.不能發展出與其發展水準相稱的同儕關係。
C.缺乏自發地尋求與他人分享快樂、興趣、或成就活動（如：對
自己喜歡的東西不會炫耀、攜帶、或指給別人看）
D.缺乏社會或情緒的互動（reciprocity）
（2）溝通上有質的障礙﹐表現下列各項至少一項﹕
A.口說語言的發展遲緩或完全缺乏（未伴隨企圖以另外的溝通方
式如手勢或模仿來補償）。
B.在語言能力足夠的個案，引發或維持與他人談話的能力有明顯
障礙。
C.刻板及重覆的使用語言，或使用特異的字句（idiosyncratic
language）
D.缺乏與其發展水準相稱的多樣而自發性的假扮遊戲或社會性
模仿遊戲。
（3）行為、興趣、及活動的模式相當侷限重覆而刻板，表現下列各
項至少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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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包含一或多種刻板而侷限的興趣模式，其強度與焦點迥異於
常。
B. 明顯無彈性的固著於特定而不具功能性的常規或儀式行為
（rituals）有異常的堅持
C. 刻板而重覆的動作（mannerism）（如﹕手掌或手指拍打或絞
扭、或複雜的全身動作、搖晃身體）。
D. 持續專注於物體之一部份。
2.於三歲之前即初發﹐在下列各領域至少一種以上功能延遲或異常﹕
（1）社會互動（2）社會性溝通時的語言使用（3）象徵或想像
的遊戲。
3.此障礙無法以 Rett 氏疾病或兒童期崩解性疾病做更佳解釋。
（三）本研究的定義
本研究之自閉症是指高雄市某機構中生理年齡 5-6 歲，領有身心
障礙手冊，具有明顯、可被老師和家長定義、且持續 2 年以上的固著
行為，在本研究前未接受過實驗控制的介入處理，並經該機構負責人
及個案家長的同意後，選出的自閉症兒童男、女生各一名。
二 .固 著 行 為
研究者綜合文獻中的定義，歸納固著行為是：反覆、不具明顯適
應性的；其形式有很多種，隨著年齡增長，可能會在形式上會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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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刺激行為，可視為固著行為的一部分。
本研究的固著行為，乃根據鈕文英（民 90）對該行為的分類，
其將固著行為分成五大類，此五類分別為動作的固著行為、口語的固
著行為、強迫性收集行為、不當的戀物行為、和固定形式而抗拒改變
的行為；而本研究的固著行為指的是該分類方式中的第一類：
「動作
的固著行為」。
三 .功 能 分 析
經研究者綜合文獻，「功能分析」是先藉由對行為功能的假設，
經實驗控制、操弄的方式，了解引發行為之原因或行為的功能的過程；
本研究的功能分析為操弄 Iwata、Dorsey、Slifer、Bauman 和 Richman
（1982）所設計的四種情境：單獨（alone）、非結構性遊戲
（unstructured play）、社會不贊同（social disapproval）、和課
業要求（academic demand），若發現行為的功能屬於自動增強
（automatic reinforcement），則進入刺激偏好和增強物評量。
四 .介 入 成 效
介入成效是指分析介入策略的處理效果，本研究的介入成效是
指，根據功能分析所得的功能，發展出的介入策略，是否能減少兩位
自閉症兒童的動作性固著行為，增加功能性溝通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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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探討固著行為的定義、特徵、和類型；功能分析的理論與
實施步驟；以行為功能為基礎之介入策略的理論與實施。
第一節 固著行為之定義、特徵和類型
一 .固 著 行 為 的 定 義 和 特 徵
國外對固著行為通常用 stereotypic behavior、stereotypical
behavior、或 stereotypy 表示，它被定義為「反覆、不具明顯適應
性效果（adaptive effects）的身體動作，而且其常以搖動身體或更
複雜之手部、手指動作的方式出現」（LaGrow & Repp, 1984）；也有
研究將固著行為稱作自我刺激行為（self-stimulatory behavior），
然而，Meyer 和 Evane（1989）則將自我刺激視為固著行為的功能之
一。
國內對 stereotypy 的譯名有很多，包括：固持行為、強迫行為、
自我刺激行為、刻板行為（王大延，民 83）、反覆而固定的行為（施
顯烇，民 83）、同一性行為（宋維村，民 89）、重複行為、固執行為
（張正芬，民 88）
、固著行為（鈕文英，民 90）
。其中王大延（民 83）
將「自我刺激」定義為「個體不斷搖晃、轉動、拍打身體各部分」
；
張正芬（民 88，254 頁）將「固執行為」定義為「堅持以固定而重複
的方式做一件事，而這種方式常是奇特、怪異的」，並引石景、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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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的論點指出「固執行為隨年齡或能力增加在形式上會有所改
變，由單純反覆行為，到對象的固定化和固執，到排序的固執，到問
相同問題的嗜好，進到反覆的空想」，且認為「自我刺激行為，有時
又稱為刻板行為或重複行為，屬於固執行為的一部分」張正芬（民
88，255 頁）；王淑真（民 89）綜合文獻後認為「自我刺激之行為的
定義與特徵，目前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特徵…自我刺激是指，在人的
行為中，表現出一種反覆、沒有變化且發生頻率高，而又無法顯現出
任何適應功能的動作」。
綜合上述，國內對固著行為的稱呼並不一致，研究者認為用固執
行為、固持行為，會與一般的人格特質混淆；而強迫行為，較容易和
成人強迫人格疾患（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症狀混淆，所以較贊成用「固著行為」來稱呼。至於自我刺激，研
究者比較贊成張正芬（民 88）的說法「自我刺激行為… 屬於固執行為
的一部分」。固著行為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並不一定是身體動作，以下
就固著行為的分類加以說明。
二 .固 著 行 為 的 分 類
較早期王大延（民 83）將固持行為或強迫行為分成感官、動作、
學業和戀物等四種固持行為型態；接著，宋維村（民 89）將狹窄反
覆的同一性行為分成：1.固定的玩法和知覺動作偏好、2.固定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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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3.固定的食物、4.固定的日常生活細節進行方式、5.語言、思
考溝通的固定現象、6.固定的收集主題。
目前研究者認為最詳細的，是根據鈕文英（民 90，35 頁）綜合
中外的相關資料，將固著行為分成五大類並舉例說明：
1.動作的固著行為（motor mannerisms）：如口含手、踢腳、咬唇、
搖晃或揮舞身體的任一部位（如頭、腿、手臂、手指、等）
、彎腰、
玩舌、拍手、磨牙、撥弄耳朵或眼睛、吞空氣、不斷地旋轉物體（如
碗盤、鐵盒）…。
2.口語的固著行為（verbal routines）：如尖叫、發怪聲、重複問相
同問題等。
3.強迫性收集行為（obsessional collecting behaviors）：如不斷
收集時刻表、地圖…等物品。
4.不當的戀物行為（maladaptive attachments of objects）：如：
經常攜帶棉被、石頭在身上…。
5.固定形式而抗拒改變的行為（resistance to change）：如反覆聽
一首歌、走固定路線、坐固定位置、堅持固定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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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功能分析的理論與實施
一. 功 能 分 析 的 源 起 、 意 義 、 和 目 的
最早兩份有關功能分析使用在發展障礙領域中的研究是 Loaas、
Freitage、Gold、和 Kassoral（1965）有關自閉行為的功能分析，
與 Evans（1971）對情境事件扮演的角色做了有意義的分析。之後 Carr
（1977）使用功能分析研究自傷行為，而後 Iwata 等人（1982），以
及越來越多的學者使用功能分析研究自傷行為（鈕文英，上課講義，
民 87）。功能分析是功能評量的一種，功能評量依資料收集及分析的
方法不同，分成三大類：資料收集法、直接觀察法、和功能分析法。
本研究的功能分析，即 O’Neill 等人（1997）所謂的功能分析法；它
的意義根據張正芬（民 89）的描述，係指「對問題行為的功能先形
成假設，再透過實驗操作的方式驗證假設正確性的過程」
。依據鈕文
英(民 90)的界定，
「功能分析使用實驗操弄的方式了解和驗證行為問
題的功能」
；而魏景銓（民 91）採用「實驗操弄」來稱呼功能分析法，
且認為「實驗操弄係運用有系統的控制變項，進行實驗控制以確認變
項和問題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
。綜合以上論述，功能分析的意義是：
先藉由對行為功能的假設，經實驗控制、操弄的方式，了解引發行為
之原因或行為的功能的過程。
而功能分析的目的，除了可有效定義、了解行為的功能外，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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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供具功能性的介入策略，功能分析適用於大部分的個體，且具
有長期的效果，因為其定義了維持行為的增強後果（Ellingson et al.,
2000; Iwata et al., 1982; Iwata, Pace, Cowdery, & Miltenberger,
1994; Iwata, Vollmer, Zarcone, & Rodgers, 1993; Rapp,
Miltenberger, Galensky, Ellingson, & Long, 1999）。
功能分析雖有上述優點，亦有其限制，由於功能分析情境是實驗
室的設計而非自然情境，在推廣時有其困難（張正芬，民 89）。但由
於行為與環境間的關係複雜，有時不易了解行為的增強物為何，因此
需藉由進一步的實驗操弄，釐清行為的功能（Iwata et al., 1982）。
本研究考量資料收集法，其所需時間的不斐，且信效度不盡理想，加
上本研究個案之固著行為在干擾因素多的自然情境中，無法清楚界定
其功能，因此採用功能分析法，分析行為的功能，而未採取資料收集
和直接觀察法。
二 .功 能 分 析 的 實 施 步 驟
（一）控制情境的功能分析（步驟一）
自從 Iwata 等人 1982 與 1994 年，為了解發展障礙者其自傷行為
的功能，提出功能分析的實驗設計，此實驗設計的方式，從此成為很
多從事行為功能分析的研究者所偏愛的方式。該研究使用四個主要控
制情境，帶入多元素/交替處理設計（multielement/altern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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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design）來了解自傷行為的功能，在每個隨機出現的情境
中紀錄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次數最多者，目標行為則為該情境所屬
之功能；要是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在四個主要控制情境都沒有不同
且偏高，則歸類為自動增強行為。此四個主要控制情境分別為單獨、
非結構性遊戲、社會不贊同、和課業要求，其中本研究因非完全使個
案處於單獨情境，故以沒有互動情境（no-interaction）替代單獨情
境。
因為往後引用此控制情境的研究很多，常常出現一些共通、但名
稱不一的情況，故有必要做些描述與討論。首先，就「單獨」情境而
言，有些研究用沒有互動、沒有行為後果（no-consequence）來表示，
而此控制情境是想了解目標行為的功能是否為自動增強行為、自我刺
激、感覺增強（sensory reinforcement）、或非社會性增強行為。至
於「非結構性遊戲」情境，又可能被稱為控制（control）
、遊戲（play）
、
娛樂（leisure/recreation）情境，是想了解豐富的環境（enriched
environment，簡稱 EE）刺激和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of other behavior，簡稱 DRO）
，能否降低目標行為。
再者，「社會不贊同」情境，也可找到很多共通的術語，如：引起注
意（attention）、有明確引起目標行為之事物（tangible）、物質
（material）、或食物（edible）情境，是想了解目標行為是否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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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正增強（social positive reinforcement，常以「SR＋」表示）
行為。最後，「課業要求」情境，有時又稱為逃避（escape）情境，
是想了解目標行為是否屬於社會性負增強（social negative
reinforcement，常以「SR－」表示）行為。除以上功能外，還有一種
較特別的名詞，即多重控制變項（mutiple controlling variables）
，
這是指目標行為有上述的 4 種功能之其中 2 種以上的功能。
文獻在利用以上四個主要控制情境，研究目標行為的功能都發
現，不論受試者內或受試者間，目標行為之功能的變異都很大（Iwata
et al., 1982），比如說，發展障礙者本身的自傷行為，就有很多形
式，彼此的功能可能就已經不相同，更不用說不同發展障礙者之間的
差異了，所以功能分析就有其必要性；不可作沒有根據之行為功能的
假設（Kennedy, Meyer, Knowles, & Shukla, 2000）。
根據以上的文獻，研究者認為若要將自動增強此功能細分，應與
社會性增強相同分為正、負兩類，包括想獲得某種生理上的感覺刺激
（自動性正增強）和想逃避某種生理上的感覺刺激（自動性負增強）
。
文獻中對自動增強行為之功能的研究，多偏向自動性正增強。而自動
性負增強方面的研究較有限，且只以感覺負增強或負增強稱之，如
Tang、Kennedy、 Koppekin、和 Caruso（2002）以及唐榮昌和李淑
惠（民 91a）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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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描述，研究者認為問題行為的功能可分成三大類（五小
項）
，分別為社會性增強（社會性正增強、社會性負增強）
，自動增強
（自動性正增強、自動性負增強）和多重增強。
其次，研究者在回顧功能分析之文獻時，遇到一個比較爭議的問
題是：1.假如平均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在四個主要控制情境，都沒
有不同且偏高，是否應該歸類為自動增強行為；2.假如目標行為發生
的次數，在四個主要控制情境，都沒有不同且偏低，又應該歸類為何
種增強性行為？
關於第一個問題，大多數的研究是贊成將之歸類為自動增強行
為，但較嚴謹的研究會有再確認的步驟，其一是利用延伸非互動期
（extended no-interaction）
（Vollmer, Marcus, Ringdahl, & Roane,
1995），此方式是再確認非互動期還是有高比例的目標行為發生；其
二是利用感覺遮蔽（masking）評量來印證(Rapp et al., 1999; Tang,
2002)，此方式是藉由各種裝備（如眼罩、耳塞、手套）
，遮蔽感覺刺
激（視覺、聽覺、觸覺）
，確認特定維持和增強目標行為的感覺刺激；
但無論如何，問題行為在四個情境發生率都偏高，而將其功能歸類為
自動增強，這樣的分析要相當謹慎；若因此朝行為屬於自動增強功
能，發展介入策略，也發現介入策略有效，充其量也只能證實行為有
一部分功能是自動增強（唐榮昌、李淑惠，民 91a）
；故研究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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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行為在二個情境以上，發生率都偏高，應將其功能歸為多重功能。
至於第二個問題，有研究認為應該改用描述性（非實驗性）分析
（Marcus, Vollmer, Swanson, Roane, & Ringdahl, 2001），但研究
者認為該研究一次紀錄太多種目標行為，如同一個個案其目標行為
（固著行為），就被定義為搖晃物體、搖晃頭、和手部操作，三種形
式都算入目標行為，很容易混淆每個行為的功能；再者，假如目標行
為發生的次數，在四個主要控制情境都沒有不同且偏低，研究者認為
應該重新檢討觀察時距（intervals）
；換句話說，即有可能是目標行
為是低頻率的，而觀察時距設計的太短，造成每個時段（session）
平均時距內，發生目標行為次數都偏低。
綜合以上優缺點，研究者就將三種方式（交替處理四個主要控制
情境、延伸非互動期、遮蔽評量）結合，設計成圖 3-1 的第一步驟（詳
見第三章的研究設計）
，希望能嚴謹的分析較受爭議的自動增強行為。
（二）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步驟二）
就步驟二之「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而言，在文獻設計中，通
常是在行為功能屬於自動增強時，才需有此步驟的評量，因為行為若
有明確的社會性增強，就直接用該社會性增強為增強物，但若屬於自
動增強行為，則須尋找可與該行為抗衡的適當刺激或行為。在很多研
究中，都將「刺激偏好」評量結果當成「增強物」，其實刺激偏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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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於有效的增強物（Longan et al., 2001），有時最偏好的刺激反
而引發更多的固著行為（Morrison & Rosales-Ruiz, 1997），所以我
們應該釐清刺激偏好及增強物的不同（Piazza, Fisher, Hanley,
Hilker, & Derby, 1996）。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就刺激呈現個數可分成 3 種：最早是每
次呈現 1 個刺激（Pace, Ivancic, Edwards, Iwata, & Page, 1985），
之後是每次呈現 2 個刺激（Fisher, Piazza, Bowman, Hagopian,
Owens, & Slevin, 1992），稱為配對刺激（paired-stimulus）偏好
評量；還有每次呈現多個刺激（Windsor, Piche, & Locke, 1994），
稱為多重（mutiple）刺激偏好評量，以上的方式都是先設定每個刺
激皆須呈現若干次（如 10 次）
，然後將刺激呈現時間內有選的刺激計
次，最多次的就被當成是增強物。
以上的評量方式，在文獻中最常被引用的，還是 Fisher 等人
（1992）的配對刺激型式，甚至還有研究將配對刺激型式，做工作分
析後，訓練助理教師作刺激偏好評量（Lavie & Sturmey, 2002）；配
對刺激型式的優點，是較能為刺激偏好分等級，多重刺激偏好評量的
優點，是較省時（Deleon & Iwata, 1996）。
然而 Logan、Jacobs、Gast、Smith、Daniel、和 Rawls（2001）
並不認為上述評量方式所得的刺激，可以當成增強物，充其量只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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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刺激偏好，該研究所持的理由是認為可能一開始呈現的刺激，對個
案而言是新奇、未見過的，個案因好奇才選擇該刺激，所以其先將「刺
激呈現」時間延長成 30 秒，目的是為了讓個案有較充裕的時間選擇
刺激偏好，甚至 Logan 等人（2001）在修正後的刺激偏好評量，允許
個案在一個時段內（45 分鐘之久），自由操作選擇的刺激，並將操作
時間紀錄下來，將操作時間最久的列為增強物，該研究認為刺激偏好
要成為增強物的條件，不只是看它「是否」為增強物，且要考慮是否
為「持續」的增強物，唯有確實了解哪個刺激，是個案操作較久的，
才最有可能是增強物。
因此若就「刺激呈現」的時間和「允許操作選擇刺激」的時間，
研究者回顧文獻後，粗略將其分成兩種：「刺激呈現」和「允許操作
選擇刺激」兩項時間都較短者（10 秒以下）
，有 Pace 等人（1985）、
Fisher 等人（1992）
、和 Windsor 等人（1994）的刺激偏好評量；時
間較長者如 Ringdahl、Vollmer、Marcus 和 Roane (1997)與 Logan
等人（2001）的研究，他們將「刺激呈現」和「允許操作選擇刺激」
兩項時間都延長，其中 Ringdahl 等人(1997)，除了紀錄每個有選擇
過之刺激的次數外，還紀錄在操作該刺激時問題的發生次數，該研究
所持的理由是偏好的刺激要成為增強物的條件，應該是該刺激能真正
降低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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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想兼顧「為刺激偏好分等級」和「較省時」的優點，配合
Logan 等人（1992）的增加刺激呈現和操作時間的考量，及 Ringdahl
等人(1997)紀錄問題行為方式；本研究首先採用 Fisher 等人（1992）
的配對刺激型式，利用每次兩個刺激擇其一的選擇，為刺激偏好分等
級（由高偏好到低偏好）
；其二，將刺激呈現時間定為 30 秒，讓個案
有較充裕的時間選擇刺激偏好；其三，因為 45 分鐘的操作時間太長，
且 Roane、Vollmer、Ringdahl 和 Marcus (1998)的研究發現，採用 5
分鐘作為自由操作時間，可兼顧省時和準確為刺激偏好分等級的優
點，故研究者將操作選擇之刺激的時間定為最高 5 分鐘；其四，用操
作次數和操作時間共同判斷，選出前 3 名（Logan et al., 1992）刺
激偏好，進入增強物評量，之後紀錄 3 個最偏好之刺激操作時產生的
固著行為，產生的固著行為最少者，則被列為增強物。
以下分別整理與步驟一、步驟二、與步驟一和二皆有之相關研究
如表 2-1、2-3、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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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步驟一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Iwata 等人
(1982)

9 位發展 自傷－研究 操弄四種情境（沒 不論受試者內或受試者間
障礙者（8 自傷行為之 有互動、非結構性 變異都很大，但還是有高比
男 1 女， 動機
遊戲、社會不贊 例（9 位中有 6 位）其自傷
4-17 歲）
同、和課業要求），行為與特定刺激情境有關。
了解個案之目標行
為的功能
152 位發 自傷－研究 操弄 Iwata 等人 38.1﹪屬社會性負增強
展障礙者 自傷行為之 (1982)設計的四種 26.3﹪屬社會性正增強
（87 男 65 功能
情境，了解個案之 25.7﹪自動性(感覺)增強
女）
目標行為的功能 5.3﹪多重控制變項
4.6﹪因為反覆且不一致的
資料所以沒結果。

Iwata 等人
(1994)

Mazaleski、
Iwata、
Rodgers、
Vollmer、和
Zarcone
(1994)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2 位極重 自傷行為
度智能障 （咬手）
礙女性
（33、34
歲）

研究結果

操弄 Iwata 等人 目標行為屬於非社會性增
(1982)設計的四種 強行為，即自動性(感覺)增
情境，了解個案之 強行為。
目標行為的功能

Vollmer 等人
(1995)

20 位有嚴 偏異行為 利用操弄 Iwata 等 了解 85﹪之個案其偏異行
重問題行 （aberrant 人(1982)設計的四 為的功能。
為的兒童 behavior） 種情境，加上延伸
與青少年 －研究目標 非互動期和清楚可
（3-16
行為之功能 複製的分析
歲）
Hagopian、
21 位輕度 自傷、攻 以功能分析研究問 問題行為功能皆為社會性
Fisher、
到極重度 擊、干擾行 題行為的功能
增強或多重功能。
Sullivan、
智能障礙 為為主
Acquisto、和
者（2-16
LeBlanc（19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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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步驟一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研究結果

Fisher、
2 位多重 破壞
以功能分析研究問 問題行為功能皆為社會性
Adelinis、
障礙者（1 （distructiv 題行為的功能
正增強。
Thompson、
男 1 女， e） 行為
Worsdell、和
13、14 歲）
Zarcone（1998）
Vollmer 和
1 位重度 自傷
利用類似 Iwata 等 自傷行為功能屬於社會性
Vorndran（1998）智能障礙
人(1982)設計的四 正增強（想獲得某物）。
者（女
種情境，研究自傷
性，29 歲）
行為的功能
Shirley、
1 位極重 自傷（咬手）利用操弄 Iwata 等 目標行為是受多重控制來
Iwata、和 Kahng 度智能障
人(1982)設計的四 源（multiple sources of
(1999)
礙者（女
種情境和自然情境 contrl）而增強、維持，包
性，26 歲）
觀察，研究目標行 括感覺刺激和想接近某遊
為功能
戲項目（即屬於自動增強和
社會性正增強的行為）。
Rapp 等人
(1999)

1 位中度 拉扯或玩頭 利用功能分析和觸 目標行為是因手指-觸覺刺
智能障礙 髮
覺遮蔽（戴手套） 激而維持（即屬於自動增強
者（女
評量感覺刺激增強 行為）。
性，19 歲）
的本質
Britton、
3 位男性 偏異行為： 利用操弄 Iwata 等 功能分析發現 3 位個案之偏
Carr、 Kellum、個案（分 分別為將手 人(1982)設計的四 異行為都是社會性正增強
Dozier、和 Weil 別為 7 歲 指插進鼻 種情境研究目標行 之行為。
（2000）
自閉症、 孔、用單膝 為功能
23 歲極重 或雙膝碰地
度智能障 板、和攻擊
礙者、41 行為
歲重度智
能障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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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步驟一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研究結果

Van Camp、
2 位男性 中度智能障 利用操弄 Iwata 等 功能分析發現 2 位個案之行
Lerman、
個案（分 礙者為自傷 人(1982)和
為功能為非社會性增強行
Kelley、Roane、別為 8 歲 （咬手）
；正 Vollmer 等人設計 為。
Contrucci、和 中度智能 常發展者為 的功能分析，研究
Vorndran（2000）障礙者、5 甩手
目標行為功能
歲正常發
展者）
Kennedy
5 位自閉 固著行為 利用操弄 Iwata 等 固著行為的功能是複雜
等人（2000）
症者（3
人(1982)設計的四 的，且個別差異很大，不可
男 2 女，
種情境研究目標行 作沒有根據的假設，要經過
9-17 歲）
為功能
仔細的分析。
Worsdell、
5 位極重 自傷、攻擊 利用操弄 Iwata 等 3 位：有明顯想獲得之物品
Iwata、Hanley、度智能障 行為
人(1982)設計的四 2 位：想獲得注意
Thompson、和
礙者（2
種情境研究目標行 （皆為社會性正增強行為）
Kahng（2000） 男 3 女，
為功能
29-44 歲）
Marcus 等人
（2001）

8 位發展 攻擊行為－ 利用操弄 Iwata 等 4 位：社會性正增強
障礙者（7 研究攻擊行 人(1982)設計的四 3 位：社會性負增強
男，3-6 為的功能 種情境，但其中一 1 位：可能為社會性正增強
歲，1 女
位因四種情境中目
13 歲）
標行為發生率皆偏
高，再用描述分
析，研究目標行為
功能。
Hagopian、
1 位自閉 攻擊、干 操弄 Iwata 等人 目標行為之功能是想逃避
Wilson、和
症者（男 擾、吐口水 (1982)設計的四種 注意和想獲得特定物品（社
Wilder（2001） 生，6 歲）
情境
會性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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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1 步驟一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Durand & Merges 1 位自閉 自傷
（2001）
症兼重度
智能障礙
者（男
生，11 歲）
Richman、
1 位廣泛 攻擊
Wacker、和
性發展障
Winborn（2001）礙（男
生，3 歲）

研究結果

功能分析了解行為 自傷行為之功能是想逃避
功能
困難課業（社會性負增
強）。

功能分析了解行為 目標行為之功能屬社會性
功能
正增強。

Dixon、
1 位中度 不適當的口 操弄 Iwata 等人 目標行為之功能在獲得注
Benedict、和
智能障礙 語行為
(1982)設計的四種 意，屬社會性正增強。
Larson（2001） 兼精神疾
情境
患者（男
性，25 歲）
Tang 等人（2002）1 位自閉 固著性掩耳 描述分析結合功能 該固著行為，是因為環境中
症者（男 行為
分析，了解目標行 的尖叫聲所引起（感覺負增
生，5 歲）
為功能
強行為）。
Stricker、
3 位注意 吸手指頭或 利用操弄 Iwata 等 發現 3 位個案之目標行為都
Miltenberger、 力缺陷過 大拇指
人(1982)設計的四 屬於自動增強行為
Anderson、
動症者（2
種情境研究目標行
Tulloch、和
男 1 女，
為功能
Deaver（2002） 6-14 歲）
Bailey、
1 位重度 攻擊行為
Mccomas、
智能障礙
Benavides、和 者合併非
Lovascz（2002）典型固著
動作障礙
（男生 24
歲）

利用操弄 Iwata 等 攻擊行為屬於社會性正增
人(1982)設計的四 強行為
種情境作為後果分
析，並利用自然情
境觀察作為前事分
析，研究目標行為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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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年代)

（續）表 2-1 步驟一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研究結果

LeBelle 和
3 位自閉 其中 2 位為 結合實驗和自然情 建議問題行為的功能是多
Charlop-Christ 者，（男 干擾行為，1 境觀察，研究目標 重功能的（multiple
y（2002）
生，8-9 位為發出不 行為之功能
functions）
歲）
適當的聲音
Kelley、
3 位重度 攻擊、干擾 利用操弄 Iwata 等 1 位：社會性正增強
Lerman、和 Van 智能障礙 行為
人(1982)設計的四 1 位：社會性負增強
Camp（2002）
者，其中 1
種情境研究目標行 1 位：社會性正、負增強皆
位兼自閉
為功能
有（多重功能）
症（2 男 1
女，9-10
歲）
Flood 和 Wlider 1 位注意 不做作業 前事評量
(2002)
力缺陷過 （off-task
動症（男 ）
生，11 歲）

逃避困難的課業（社會性負
增強行為）

Winborn、
2 位發展 1 位為自
功能分析了解行為 行為屬於社會性負增強行
Wacker、
遲緩者（2 傷、不服 功能
為
Richman、
歲又 5-6 從、破壞；
Asmus、和 Geier 個月）
另 1 位為自
（2002）
傷、不服
從、攻擊、
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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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步驟二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設計

研究結果

Fisher 等人
(1992)

9 位重度
到極重度
智能障礙
者（2-7
歲）

Morrison ＆
RosalesRuiz
(1997)

1 位自閉 固著行為 配合個案最偏好、中等偏 最偏好的刺激/物
症兒童（5 （拍打身 好、低偏好之物品教學， 體，會引發最多的固
歲）
體、旋轉） 了解 3 種情況與目標行 著行為。
為、適當行為發生頻率的
關係

將個案選擇 比較 Pace 等人（1985）一 配對刺激偏好評量
刺激偏好 次呈現 1 種刺激刺激偏好 較能代表增強物。
時，不離開 評量和本研究一次呈現 2
座位，定義 種刺激偏好評量，較能代
為個案偏好 表增強物
該刺激
Deleon & Iwata 7 位發展 將個案身體 比較配對刺激型式、多重 多重刺激呈現但刺
(1996)
障礙成人 接觸該刺 刺激呈現且刺激選過後再 激選過後不再放回
（5 男 2 激，定義為 放回的設計、和多重刺激 的設計結合了多重
女，26-45 個案偏好該 呈現但刺激選過後不再放 刺激呈現且刺激選
歲）
刺激
回的設計，三種刺激偏好 過後再放回的設計
評量之優缺點
的優點。

Longan 等人
（2001）

6 位極重 了解偏好與 修正過去研究刺激呈現和 發現刺激偏好並不
度多重障 增強物的關 選擇某刺激後之操作時間 等於有效的增強物。
礙者（4 係
的 10 秒，延長刺激呈現時
男 2 女，
間成為 30 秒，而可在 45
5-7 歲）
分鐘時段內，選擇及操作
某刺激
Lavie & Sturmey 3 位助理 訓練助理教 將 Fisher(1992)等人設計 3 位助理教師都能快
（2002）
教師
師觀察 8 位 的配對偏好刺激評量，利 速學到正確的評量
有自閉症類 用工作分析後，教導三位 方式。
疾患之兒 助理教師觀察個案的刺激
童，了解這 偏好。
8 位被觀察
者的刺激偏
好，研究助
理教師觀察
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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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步驟一和二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和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設計

Piazza 等人
(1996)

2 位極重 自傷行為
度智能障
礙者（1
男 1 女，
8、27 歲）

Ringdahl 等人
(1997)

3 位發展 固著行為
障礙兒童
（2 男 1
女，3-5
歲）

研究結果

利用操弄 Iwata 等人
個案之自傷行為屬
(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 於自動性增強行為。
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將刺激偏好歸類為
應用 Fisher(1992)等人設 HP/HS（高偏好、高
計的配對偏好刺激評量， 自傷）
、HP/LS（高偏
了解刺激偏好。
好、低自傷）
、LP/LS
（低偏好、低自傷）
3 種刺激偏好。
結合 Iwata 等人(1982)和 目標行為屬於非社
Vollmer 等人(1995)的設 會性增強行為。
計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自由操作偏好評量
應用 Fisher(1992)等人設 （free－operant
計的配對偏好刺激評量， preference
加上自由操作偏好 10 分 assessment）可預測
鐘，了解刺激偏好。
豐富環境
（enviornmental
enrichment ）介入
目標行為的效果。

Patel、Carr、 1 位自閉 偏異行為： 結合 Iwata 等人(1982)和
Kim、Robles、和 症和 1 位 自閉症者的 Vollmer 等人(1995)的設
Eastridge
重度智能 反覆動舌頭 計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2000)
障礙者
和重度智能 用多重刺激呈現但刺激選
（男性， 障礙者的自 過後不再放回的設計
分別為
傷行為（用 (Deleon & Iwata,
10、30 歲）手弄傷前 1996)，了解刺激偏好。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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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行為屬於自動
增強行為。
了解個案刺激偏好
等級
（高偏好到低偏
好）。

表 2-3 步驟一和二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和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設計

研究結果

Kahng、
1 位重度 自傷
Hendrickson、和 智能障礙
Vu（2000）
兼自閉症
者（男
生，7 歲）
RobretsGwinn 等人
（2001）

利用操弄 Iwata 等人
目標行為屬於社會
(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 性正增強行為。
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了解個案明確的刺
應用 Fisher(1992)等人設 激偏好。
計的配對偏好刺激評量，
了解刺激偏好。
1 位自閉 偏異行為 利用操弄 Iwata 等人
目標行為屬於自動
症者（男 （攻擊、脫 (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 增強行為。
生，11 歲）衣服、逃避）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了解個案刺激偏好
應用 Fisher(1992)等人設 為身體動覺刺激。
計的配對偏好刺激評量，
了解刺激偏好。

Van Camp、
1 位自閉 自傷（將有 利用操弄 Iwata 等人
Vollmer、和
症兼重度 害物質放入 (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
Daniel（2001） 智能障礙 眼睛）
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者（男
應用 Roane(1998)等人設
生，13 歲
計的多重刺激呈現且自由
操作各種刺激 5 分鐘。
Tang（2002）

目標行為屬於自動
增強行為。
了解個案刺激偏好
等級
（高偏好到低偏
好）。

1 位有智 固著行為 利用操弄 Iwata 等人設計 目標行為屬於自動
能障礙、 （不斷彎曲 的四種情境，研究目標行 增強行為。
自閉症傾 或搖動手指 為功能。遮蔽評量感覺刺 了解個案刺激偏好
向者（女 頭）
激增強的本質。
為視覺刺激，增強物
生，8 歲）
找視覺遊戲。

Carr、Dozier、 1 位自閉 將不可食用 利用操弄 Iwata 等人
目標行為屬於自動
Patel、Adams、 症者（女 的物品，放 (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 增強行為。
和 Martin
生，7 歲）在唇間，並 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了解個案刺激偏好
（2002）
用一之手撥 應用 Fisher(1992)等人設 （包括會放於手中
動物品使其 計的配對偏好刺激評量， 操作和放在唇間的
上下震動 了解刺激偏好。
刺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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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3 步驟一、二之國外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和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設計

Piazza、Roane、3 位重度 異食癖
Keeney、Boney、智能障礙
和 Abt（2002） 者，其中 2
位兼自閉
症（女
生，14-19
歲

結合 Iwata 等人(1982)和
Vollmer 等人(1995)的設
計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用多重刺激呈現，紀錄操
作刺激時間，了解刺激偏
好。

研究結果

目標行為屬於自動
增強行為。
了解個案各種不同
型式的刺激偏好。

以上為國外關於步驟一、二的研究，至於國內有關實驗情境功能
分析的研究較有限，研究者目前所獲得的資料，包括魏景銓(民 90)、
唐榮昌與李淑惠(民 91a)、和唐榮昌與李淑惠(民 91b)的研究。
魏景銓(民 90)的研究，是針對 4 位發展性障礙學生之自我刺激
行為，進行功能性評量。其中 2 位個案以直接觀察法及實驗操弄方式
進行，實驗操弄情境分別為教師注意、實物情境、逃避困難情境、遊
戲(控制情境)、及單獨情境等，每種情境操弄兩次，每次操弄十分鐘；
另外 2 位個案以行為觀察法及相關人士資料蒐集法進行，以分析問題
行為發生的可能原因。結果顯示，4 位個案的自我刺激行為功能，其
中 1 位屬於社會性正增強，其他 3 位屬於多重增強。
唐榮昌、李淑惠(民 91a)的研究，是針對 1 位自閉症者，分析其
固著行為之功能。該研究先以直接觀察法，了解個案在從事何種活動
時，最容易產生固著行為，再以操弄實驗情境（注意、要求、獨處、
遊玩、和噪音）方式進行功能分析。結果顯示，個案於噪音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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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產生固著行為，故研究建議個案的固著行為，可能與想減少聽
覺刺激，亦有可能是複雜環境因素造成。
唐榮昌、李淑惠(民 91b)的研究，是針對 1 位自閉症者，分析其
咬手行為之功能。該研究先操弄 Iwata 等人(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
進行功能性分析；接著再以單獨情境，配合遮蔽評量分析咬手行為的
感官功能；最後加上給予個案繩子的情境，檢視觸覺刺激與咬手行為
的對抗效果。在經過功能分析後發現，這些行為的功能，分別有社會
性正增強、多重增強、和自動增強。研究者將之列表比較於表 2-4。
表 2-4 步驟一之國內相關研究整理
作者(年代)

個案

目標（行為）功能分析設計

研究結果

魏景銓（民 90） 4 位發展 自我刺激行 操弄 Iwata 等人(1982)設 了解 4 位個案的自
性障國小 為
計的四種情境，加上實物 我刺激行為功能，1
學生
情境（了解個案之自我刺 位屬於社會性正增
激行為，是否因想獲得某 強、3 位屬於多重增
種特定的實物）
，研究目標 強（包括 1 位為自動
行為功能。
增強結和社會性負
增強，2 位為自動增
強結和社會性正增
強）
唐榮昌與李淑惠 1 位自閉 固著行為 結合直接觀察和 Iwata 等 了解固著行為，可能
（民 91a）
症者（男
人(1982)設計的功能分 是受到噪音（自動性
生，5 歲）
析，研究目標行為功能。 負增強）和複雜環境
的影響。
唐榮昌與李淑惠 1 位自閉 咬手行為
（民 91b）
症者（女
生，6 歲）

操弄三次功能分析並配合 了解固著行為的功
二次遮蔽評量，研究目標 能，可能受觸覺刺激
行為功能。
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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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行為功能為基礎之介入策略的理論與實施
一 .以 行 為 功 能 為 基 礎 之 介 入 策 略 （ 步 驟 三 ）
以行為功能為基礎的介入策略，是依據功能評量的結果發展介入
策略，而本研究是根據功能評量中之功能分析結果發展的介入策略。
回顧相關文獻，國外共有 25 篇研究，針對障礙者之行為問題，了解
其行為的功能和發展介入策略，配合表 2-1 至 2-4 發現，其中 11 篇
之個案行為功能屬於自動增強，其他 13 篇屬於社會性增強者或多重
功能。
在行為屬於自動增強行為之研究中，其行為分別為自傷、固著、
攻擊、異食、和吸吮手指行為，而介入策略包括有感覺消弱、輕微的
處罰、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豐富環境、非立即性增強（noncontingent
reinforcement，簡稱 NCR）與逐變標準設計或反應中斷（response
blocking）結合、功能性溝通訓練（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簡稱 FCT）等。在屬於社會性正增強行為方面，其行為分
別為自傷、攻擊、干擾、破壞、不適當口語行為，而處理策略包括功
能性溝通訓練、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消弱（extinction）、功能性溝
通訓練結合反應中斷、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處罰、功能性溝通訓練結
合非立即性增強、非立即性增強結合逐變標準設計、區別性增強替代
行為。在屬於社會性負增強行為方面，其行為分別為自傷、攻擊、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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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逃避注意、逃避困難課業、不做作業、不服從、破壞、和發脾氣
行為，而處理策略包括功能性溝通訓練、功能性溝通訓練合消弱、功
能性溝通訓練結合處罰、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反應中斷、功能性溝通
訓練結合立即增強、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結合消弱。在屬於多重增強
行為方面，其行為分別為自傷、攻擊、干擾、和吐口水行為，而介入
策略為功能性溝通訓練合消弱、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處罰、功能性溝
通訓練結合反應中斷、或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非立即性增強。
由此可看出「功能性溝通訓練」被運用在所有功能的問題行為
中。針對文獻對行為與溝通之關係的論述，小孩為了得到他們想要
的、表達他們的需求，常常使用「行為」
，這些行為可能是不適當的、
令人困擾或具有傷害性的，這些問題行為表現可視為一種非談話性的
溝通策略（Wickstrom-Kane & Goldstein, 1999）；而自閉症個案也
常常因缺乏適當的溝通方式，用其他行為來表達需求（Koegel et al.,
1998）。處理行為問題不只是消極的抑制，而是看個體該行為想告訴
我們甚麼，如果我們只想用一些使問題行為降低的技術，消除問題行
為，在此同時我們也剝奪了個體表達其需求的機會…在實務上，我們
也發現，家長、老師、和其他照顧者常表示，他們希望學生或孩子能
以溝通表達其需求（Durand & Merges, 2001）。
功能性溝通訓練，是一種常用於表達能力有限之個案的介入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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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如 Kahng 等人(2000)、Hagopian 等人(2001)、Durand 和 Merges
（2001）、Tang(2002)、Bailey 等人(2002)、和 Kelley 等人(2002)
的研究，將此介入策略應用於自閉症個案或兼智能障礙個案的身上。
功能性溝通訓練，是一種常用來減少發展障礙者問題行為的治療
方式，一旦經功能分析定義了行為問題的功能，個案會被教導適當的
溝通反應，以獲得可維持行為的增強物（Hagopian et al., 1998）。
功能性溝通訓練，是先對問題行為做功能評量，然後教導個案運用適
當的方式表達需求，也就是讓問題行為無法發揮功能或較無成效，而
讓溝通行為發揮功能或變得有效，以減少行為問題發生的頻率；溝通
方式並不限於口語，尚包括手勢

手語、實物 符號（含實物、圖卡、

照片、圖卡、字卡）
、動作、臉部表情等（Downing, 1999; Reichle &
Wacker, 1993，引自鈕文英，民 90，152 頁）。
溝通形式的選擇應與問題行為功能相當且有效，所謂有效須考慮
之原則為（1）符合個體能力，是易學的；（2）符合個體年齡；
（3）
易實施，適合大部分問題行為發生的情境（4）易於為外人所接受及
理解，且不會造成對他人的干擾（鈕文英，民 90）
。本研究根據上述
原則為個案乙選擇圖卡的溝通方式，至於個案甲之口語理解及表達能
力尚可，直接使用口語溝通形式。
綜合以上原因，由於功能性溝通訓練，可作為各種功能（自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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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社會性增強、多重功能）之行為的介入策略；對於溝通能力有限
的個案（包括自閉症），都有介入的成效；加上相關人士也常表達對
此介入策略的需求，故本研究將此列為介入策略之一。
文獻中，根據 Baliey 等人（2002）研究顯示，
「較不費力地指出
（point）功能性溝通圖卡」比「較費力地用電腦鍵盤拼出（spell）
字母的功能性溝通方式」，較能降低問題行為、而 Hagopian 等人
（2001）認為，功能性溝通訓練完成後，可延宕增強的時間，其目的
在訓練個案練習等待。研究者也認為真實情境下，不可能每次的溝通
都得到立即的增強，所以研究者先使用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結合功能
性溝通訓練，在確認個案習得功能性溝通行為後，再使用非立即性增
強策略結合逐變標準設計，慢慢延宕增強（由 30 秒，到 300 秒）
，期
待個案還是能維持功能性溝通的行為。
文獻中，如 Britton 等人（2000）
、Hagopian 等人（2002）
、Carr
等人（2002）、Stricker 等人（2002）的研究，使用非立即性增強結
合其他策略，如逐變標準、功能性溝通訓練、反應中斷、和系統性消
弱感覺刺激，常有顯著的效果。研究者認為，因為非立即性增強是積
極增強適當行為，而非只是消極的減少目標行為；非立即性增強策略
可隨機、也可非隨機出現；本研究採用非隨機出現，希望固定每次的
增強時距，確實了解功能性溝通行為的維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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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能性溝通行為，獲得立即或延宕的增強物後，操作增強物的
時間由 10~60 秒不等，允許操作 10 秒鐘的，如 Carr 等人（2002）；
允許操作 15、30 秒鐘的，如 Tang（2002）
；允許操作 20 秒鐘的，如
Britton 等人（2002）
；亦有允許操作 30、60 秒鐘的，如 Rbrets-Gwinn
等人（2001）。而研究者認為，操作增強物的時間，應視增強物，對
個案的增強強度而定，例如，個案的增強物若為震動器，增強強度相
對而言較強，可能使用震動器 10 秒已經足夠；但個案的增強物若為
串珠、拚圖等，增強強度相對而言較弱，則應有較長的時間操作增強
物。
介入策略除功能性溝通訓練、非立即性增強策略外，還有豐富環
境、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感覺消弱、增加反應所需費力、反應中斷
等策略在研究中都有介入成效。關於豐富環境策略可避免個案因環境
刺激的貧乏而出現問題行為，此策略若結合其他策略可增加介入效果
（Ringdahl et al., 1997; Van C amp et al., 2002），因此若有需
要應考慮將之納入介入策略之一。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策略在研究中
也常使用，在了解個案的增強物後，它可針對沒有問題行為發生給予
增強（Patel et al., 2000; Piazza et al., 2000），但屬於比較消
極的預防。感覺消弱、增加反應所需費力策略，可經由消弱/改變刺
激形式、增加問題行為反應所需費力，達成減少問題行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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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ley, Piazza, Keeney, Blaykeley-Smith, & Worsdell, 1998;
Stricker et al., 2002 )，但因為其常使用保護裝備，如用手套降
低觸覺刺激、重力器增加從事自傷行為所需費力，不只減少問題行
為，可能也增加了從事適當行為的難度，故使用時應特別留意。最後
關於反應中斷策略(Carr et al., 2002; Mazaleski et al., 1994)，
對問題行為而言有輕微處罰的效果，屬於較負向的介入方式，可能有
短暫效果但不持久。
因此不論任何策略都有其優缺，介入有無成效，端視個別差異而
定，發展適合個案問題行為的介入策略，才能真正有效處理問題行為。
在維持或類化評量方面，有些研究想強調行為維持之長期效果，
研究所需探測期間就較長，如 Bailey 等人（2002）與 Robrets-Gwinn、
Luiten、Derby、Johnson、和 Weber（2001）的研究，追蹤期長達 4
個月到 2 年不等，所以國外研究較少有此評量。基本上類化評量，都
是利用多探測設計，看適當或替代的行為，能否類化到不同情境或介
入者。本研究因時間有限，又考量類化探測與後期之介入同時進行，
需隨機操弄舊介入者舊情境、新入介者舊情境、和舊介入者新情境，
會造成個案的混亂，故修改 Carr 等人（2002）設計的刺激類化探測
（stimulus generalization probes）
；該研究之類化探測是與後期之介入
同時進行，本研改採類化探測置於介入期後才施行，先換新入介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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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新情境，來評估行為類化的效果。以下為有關步驟三國外相關研究
較詳細的分類整理內容 ：
表 2-5 步驟三之國外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年代）個案

目標（行為） 介入策略和類化評 研究結果
量

Mazaleski 2 位極重度 非社會性之 研究非立即保護裝 有輕微處罰性的立即
等人(1994) 智能障礙女 自傷行為（咬 備（從頭到尾帶著 性保護裝備(自傷行
性（33、34 手）
手套）和立即性保 為發生才戴手套)，比
歲）
護裝備(自傷行為 只是感覺消弱性的非
發生才戴手套) ， 立即保護裝備（從頭
結合區別性增強其 到尾帶著手套）較有
他行為策略，對介 介入成效。
入自傷行為的效果
Piazza 等 2 位極重度 自傷行為
研究 HP/HS（高偏 HP/HS（高偏好、高自
人(1996) 智能障礙者
好、高自傷）
、HP/LS 傷）增加自傷行為、
（1 男 1
（高偏好、低自 HP/LS（高偏好、低自
女，8、27
傷）、LP/LS（低偏 傷）為增強物但沒改
歲）
好、低自傷）3 種 變自傷行為、LP/LS
刺激偏好應用於區 （低偏好、低自傷）
別性增強其他行為 沒改變自傷行為
的介入效果
Ringdahl 3 位發展障 固著、非社會 豐富環境
等人(1997) 礙者（2 男 1 性自傷行為
女，3-5 歲）
Hanley 等
人(1998)

1 位極重度 自傷
智能障礙（6
歲）

自由操作偏好評量，
可預測豐富環境介入
目標行為的效果。

跨 Iwata 等人
跨四種情境的自傷行
（1982）設計的四 為都降低，且適應行
個控制情境，在基 為都增加。
線期，兩手手腕各
戴一個空的重力器
（weight）
，在處理
期則戴各 0.92kg
的重力器，研究介
入目標行為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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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5 步驟三之國外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年代）個案

目標（行為）介入策略和
類化評量

研究結果

Hagopian 21 位輕度到 自傷、攻
等人（1998）極重度智能 擊、干擾行
障礙者（2-16 為為主
歲）

以功能分析，先選出問 功能性溝通訓練
題行為功能為社會性增 結合其他策略，
強（包括正負社會性增 如消弱、處罰，
強）的個案 21 位，接著 都有降低問題行
以功能性溝通訓練為主 為的效果。
要介入策略，研究介入
效果。
Fisher 等 2 位多重障礙 破壞
了解以功能性溝通結合 使破壞行為降低
人（1998a）者（1 男 1 女，（distructiv 消弱之介入策略，介入 到趨近於零。
13、14 歲） e） 行為
功能屬於社會性正增強
之破壞行為的效果。
Vollmer＆ 1 位重度智能 自傷
Vorndran 障礙者（女
（1998） 性，29 歲）

了解功能性溝通要求增 明顯降低個案之
強物之介入策略，介入 自傷行為
功能屬於社會性正增強
（想獲得某物）之自傷
行為的效果。

Patel 等人 1 位自閉症和
(2000)
1 位重度智能
障礙者（男
性，分別為
10、30 歲）

偏異行為： 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
自閉症者的
反覆動舌頭
和重度智能
障礙者的自
傷行為（用
手弄傷前
額）
Britton 等 3 位男性個案 偏異行為： 非立即性增強結合逐變
人（2000） （分別為 7 歲 分別為將手 標準策略
自閉症、23 歲 指插進鼻
極重度智能 孔、用單膝
障礙者、41 歲 或雙膝碰地
重度智能障 板、和攻擊
礙者）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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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性增強其他
行為成功降低兩
位個案的偏異行
為。

非立即性增強結
合逐變標準策略
成功降低 3 位個
案之偏異行為。

（續）表 2-5 步驟三之國外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年代）個案

目標（行為） 介入策略和
類化評量

Van Camp 2 位男性 中度智能障礙
等人（2000）個案（分 者為自傷（咬
別為 8 歲 手）；正常發展
中度智能 者為甩手
障礙者、5
歲正常發
展者）
Kahng 等人 1 位重度 自傷行為
（2000） 智能障礙
兼自閉症
者（男
生，7 歲）

研究結果

利用功能分析所得 利用功能分析所得的
的功能為增強物 功能為增強物，成功
降低兩位個案之行
為。

功能性溝通訓練； 多重（multiple）功
使用 6 項刺激偏 能性溝通訓練較能降
好，研究單一功能 低自傷行為。
性溝通訓練：不用
說出特定偏好刺
激，只要有要求的
溝通和
多重功能性溝通訓
練：要說出特定刺
激偏好，何者可降
低自傷行為。

Worsdell 5 位極重 自傷、攻擊行為 比較 A.功能性溝通 功能性溝通訓練對其
等人（2000）度智能障
訓練：問題行為和 中 1 位個案有效，功
礙者（2
替代行為都得到連 能性溝通訓練沒有消
男 3 女，
續增強、B.功能性 弱對其中 4 位個案有
29-44 歲）
溝通訓練沒有消弱 效。
（without
extinction）:替代行

為得到連續增強，
但問題行為得到間
歇增強。研究以上
兩種介入策略對社
會性正增強行為之
介入效果

39

（續）表 2-5 步驟三之國外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年代）個案

目標（行為） 介入策略和
類化評量

研究結果

Robrets- 1 位自閉 自動增強偏異 非立即性增強策 非立即性增強策略，
Gwinn 等人 症者（男 行為（攻擊、脫 略；及之後的 6 個 不論對短期或長期而
（2001） 生，11 歲）衣服、逃避） 月和 9 個月各探測 言，都可成功的減少
2 次，看類化情況。個案目標行為，增將
適當的替代行為。
Van Camp 等 1 位自閉 自傷（將有害物 刺激偏好、增加反 結合刺激偏好、增加
人（2001） 症兼重度 質放入眼睛）－ 應所需費力、和抑 反應所需費力、抑制
智能障礙 研究豐富環境 制刺激控制分別與 刺激控制（inhibitory
者（男
結合其他策
豐富環境策略結合 stimulus control），都
生，13 歲 略，對目標行為
可增加豐富環境處理
之處理效果。
目標行為之效果
Hagopian 1 位自閉 攻擊、干擾、吐 功能性溝通訓練結 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
等人（2001）症者（男 口水
合非立即性增強 非立即性增強可成功
生，6 歲）
降低目標行為，並增
加功能性溝通行為。
Durand 和 1 位自閉 自傷
Merges
症兼重度
（2001） 智能障礙
者（男
生，11 歲）
Richman 等 1 位廣泛 攻擊
人（2001） 性發展障
礙（男
生，3 歲）

功能性溝通訓練， 功能性溝通訓練成功
介入逃避困難課業 降低自傷行為。
（社會性負增強）
的自傷行為
功能性溝通訓練， 對降低攻擊行為而
介入社會性正增強 言，說「請」比用卡
的攻擊行為
片溝通來的有效。反
應所需費力，對發展
有效的功能性溝通訓
練，是一個重要的變
項。溝通反應（mands）
與問題行為所需費力
很難量化，只能以質
化方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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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5 步驟三之國外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年代）個案

目標（行為） 介入策略和
類化評量

研究結果

Dixon 等人 1 位中度 不適當的口語 區別性增強替代行
（2001） 智能障礙 行為
為
兼精神疾
患者（男
性，25 歲）
Tang（2002）1 位智能 自動增強固著 功能性溝通訓練
障礙和自 行為（不斷彎曲
閉症傾向 或搖動手指頭）
者（女
生，8 歲）

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
介入策略，成功降低
不適當口語行為

Carr 等人
（2002）

反應中/截斷結合非
立即性增強可成功減
少目標行為，並類化
到新地點和新介入
者。

1 位自閉 將不可食用的 反應中/截斷結合
症者（女 物品，放在唇 非立即性增強；在
生，7 歲）間，並用一之手 介入後短期類化評
撥動物品使其 量幾個時段。
上下震動

Stricker 3 位注意 吸手指頭或大
等人（2002）力缺陷過 拇指
動症者（2
男 1 女，
6-14 歲）
Piazza 等 3 位重度 異食癖
人（2002） 智能障礙
者，其中 2
位兼自閉
症(女
生，14-19
歲)

功能性溝通訓練成功
降低目標行為，並增
加功能性溝通行為。

非立即性增強結合 非立即性增強結合系
系統性消弱感覺刺 統性消弱感覺刺激成
激
功減少 3 位個案之行
為。
發現目標行為最容
易發生的情況，為
從事該行為較省
力，且沒有替代刺
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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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從事目標行為所
需費力、尋找替代刺
激，可降低目標行
為。

（續）表 2-5 步驟三之國外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年代）個案

目標（行為） 介入策略和
類化評量

Bailey 等 1 位重度 攻擊行為
人（2002） 智能障礙
者合併非
典型固著
動作障礙
（男生，
24 歲）

研究結果

比較反應所需費力 較不費力的「指出」
（1.較不費力的 功能性溝通圖卡（即
「指出」功能性溝 反應所需費力較小）
通圖卡和較費力的 的介入策略，較能降
用電腦鍵盤「拼出」低目標行為。且類化
字母的功能性溝通 情況良好。
方式）
，對目標行為
之介入效果。及之
後追蹤 2 年，看類
化情況。

Kelley 等 3 位重度 攻擊、干擾行為 以功能性溝通訓練
人（2002） 智能障礙
為主的介入策略
者，其中 1
位兼自閉
症（2 男 1
女，9-10
歲）
Flood 和
Wlider
(2002)

1 位注意 不做作業
力缺陷過
動症（男
生，11 歲）

Winborn、
Wacker、
Richman、
Asmus、和
Geier
（2002）

2 位發展 1 位為自傷、不 區別性增強替代行
遲緩者（2 服從、破壞；另 為結合消弱策略，
歲又 5-6 1 位為自傷、不 比較用原本就具有
個月）
服從、攻擊、發 的、和新的功能性
脾氣
溝通訓練方式，兩
者之介入效果

對其中 2 位個案，功
能性溝通訓練，在問
題行為被消弱、中
斷、或消弱加中斷的
情況下，效果比功能
性溝通訓練，在問題
行為間歇增強情況下
來的有效。

功能性溝通訓練結 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
合立即增強
立即增強之包裹策
略，成功降低不做作
業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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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
結合消弱策略，可降
低問題行為，而個案
較偏好使用原本就具
有的溝通方式，但也
產生較多的問行為

以上為國外研究；至於國內研究之介入策略，就目前研究者蒐集
的資料，針對實驗情境之功能分析設計介入策略者有限，但針對行為
功能設計的介入策略，則資料較豐富。大部份的研究，皆依據範圍較
大的功能評量設計介入策略，亦有單獨依據自然情境觀察設計介入策
略者。而依據實驗情境之功能分析，建議介入策略的研究則較有限。
這些研究介入的行為多樣，包括刻板行為、不尋常說話行為、問題行
為、反抗行為、偏異行為、自我刺激行為、不專注行為…等等。介入
策略則包括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自我管理策略、功能溝通訓練、社
會技巧訓練、逐漸褪除提示系統 （fading prompting system）、行
為支持計畫（behavior support intervention）、過度糾正、包裹策
略、增強相剋行為方案、環境安排策略（environmental arrangement
strategy）、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情緒教育方案（Emotional
Education Program）、教導適當溝通方式等等。
以上的研究，都證明以行為功能為基礎設計介入策略，能有效處
理行為問題。研究者將各研究列表比較於表 2-6。

43

表 2-6 步驟三之國內相關文獻整理
作者
個案
（年代）

目標
介入策略和類化評量 研究結果
（行為）

郭勇佐 3 位極重 刻板行為 依據自然情境觀察，設 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策
（民 86）度智能障
計區別性增強替代行 略，成功降低 3 位個案之刻
礙者
為策略，並了解其介入 板行為。
(12-14
效果
歲)
王芳琪 2 名極重 不尋常說 以溝通為基礎的行為 以溝通為基礎的行為處理
（民 87）度智能障 話行為
處理策略
策略，對減少個案之不尋常
礙者
說話行為的效果顯著。且能
有效促進個案的溝通行為。
李玉錦 3 位國中 干擾行為 自我管理訓練
（民 87）及國小的
自閉症學
生

自我管理訓練對自閉症個
案的干擾行為具有成效。

李甯
2 位國小 發出怪聲 功能溝通訓練
（民 88）自閉症個 以及咬手
案
的問題行
為

功能溝通訓練，對改善無口
語自閉症個案問題行為的
效果未如預期顯著。功能溝
通訓練，能有效促進無口語
自閉症個案的溝通行為。
社會技巧訓練對於增進問
題行為兒童之社會適應行
為具有立即的教學效果。

吳秋燕 2 位國小 上課不專 社會技巧訓練
（民 88）三年級學 心、與同
生
儕衝突、
和不合作
行為
陳姿蓉 3 位智能 負向社交 逐漸褪除提示系統
（民 88）障礙幼兒 行為

逐漸褪除提示系統，能降低
個案的負向社交技能，促進
個案的正向社交技能。

（4-6 歲）
黃裕惠 1 位國中 嚴重反抗 行為支持計畫（包括三 行為支持計畫實施後，個案
（民 88）生
性行為
個部份，提供教室協助 反抗性行為次數減少，且教
之課堂內介入方案，同 師表示比較容易要求個
儕協助之同儕教導方 案，而個案參與考試的適當
案，與提供導師之行為 行為也增加。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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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婉琪 1 名中度
（民 89）智能障礙
兼自閉症
者（國小
高年級學
童）

（續）表 2-6 步驟三之國內相關文獻整理
吐口水之 以過度糾正為主的包 以過度糾正為主的包裹策
偏異行為 裹策略了解其介入效 略，成功降低個案之吐口水
果；並做行為之維持及 行為。
追蹤的評量。

王淑貞 3 位國小 自我刺激 探討個案接受增強相 對個案自我刺激行為具有
（民 90）啟智班學 行為
剋行為方案處理後，其 改善效果，且對其知動能力
生
自我刺激行為改善情 具有增進效果。
形，及增強相剋行為方
案教學活動對國小啟
智班學生知動能力增
進情形。
李昆霖 3 位重度 非主動要 環境安排策略
三位受試在介入期的資料
（民 90）障礙國小 求之溝通
點雖不穩定，但溝通行為的
部學生
行為
次數均較基線期為高。當環
境安排的難度未適當控
制，則介入的效果下降。
宋明君 3 位中、重 不良的工 工作社會技能介入方 工作社會技能介入方案，顯
（民 90）度智能障 作社會技 案
示有良好的介入效果與維
礙學生
能
持效果。
郭香君 3 位啟智 問題行為 區別增強其他行為
（民 90）學校國小
部二年級
學生
郭慧貞 3 名智能 不當表達 情緒教育方案
（民 90）障礙兒童 行為、不
（10 歲） 當處理衝
突行為、
和同儕負
向互動行
為

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成功
降低 3 位個案問題行為。

情緒教育方案能增進個案
的社交技巧、改善個案的問
題行為。

魏景銓 4 位發展 自我刺激 其中 1 位，單獨使用 由功能性評量結果所設的
（民 90）性障礙國 行為
功能溝通訓練，其他 3 處理策略，對 4 位個案之自
小學生
位，使用包裹策略，了 我刺激行為的介入效果良
解以上策略對自我刺 好。
激行為的介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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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6 步驟三之國內相關文獻整理
魏景銓 一名自閉 自我刺激 教導個案適當的溝通 建議教導個案適當的溝通
（民 91）症者（國 行為
方式，引起老師注意 方式，應可降低個案自我刺
小二年級
激行為。
男童）
嚴英慈 2 位重度 不專注的 專注行為介入策略（包 對兩位受試者，有明顯提昇
（民 91）智能障礙 行為
括減少聲音及人影干 專注行為的立即效果。
學生（男
擾、工作流程結構化、
工作環境單純化、示範
生，13-14
歲）
和提示、工作內容分
段、減低工作難度、和
增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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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成五節，依序為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
程序、以及資料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一 .實 驗 設 計
本研究在「功能分析」階段，採取單一受試研究法（single
subject research design）之交替處理設計，在步驟一為操作 Iwata
等人（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了解固著行為的功能；如果固著行為
的功能屬於自動增強，則進入「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
（步驟二），
此步驟在定義個案對刺激的偏好，並由刺激的偏好中選出可減少固著
行為的增強物。而在「介入」階段，採用逐變標準設計結合刺激類化
的探測，步驟三之介入 類化評量，在瞭解依據功能分析所設計之介
入的成效及固著行為下降、功能性溝通行為增加之行為類化的情況策
略。
二 .研 究 變 項
本研究是在探討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對自閉症兒童固著
行為的成效，所以研究變項包括自變項、依變項、和控制變項，如圖
3-1 所示。自變項為由功能分析發展的介入策略；依變項為自閉症兒
童固著行為之介入成效，即減少固著行為和增加功能性溝通行為的頻

47

率；控制變項為研究地點、研究時間、研究者、觀察者。
控制變項
1.
2.
3.
4.

研究地點
研究時間
研究者（兼觀察者）
觀察者

自變項
由功能分析發展的
介入策略

依變項

→

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之
介入成效
1. 減少固著行為
2. 增加功能性溝通行
為

圖 3-1 研究變項架構圖
（一）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由功能分析發展的介入策略，整個功能分析及
介入的流程如圖 3-2。本研究綜合文獻中使用功能分析及介入的實驗
設計，主要架構分為三大步驟（圖 3-1）。步驟一為「功能分析」
，參
考 Iwata 等人（1982）、Vollmer 等人（1995）、和 Tang（2002）的
研究設計而成，主要的目的是要為了了解固著行為的功能，是屬於非
自動增強/社會性增強或是自動增強行為。若為社會性增強則直接進
入步驟三；若為自動增強，接著則用感覺遮蔽評量，確定刺激類型，
再進入步驟二之「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若行為屬多重功能且包
括自動增強和社會性增強，則兩種功能步驟程序都需使用。步驟二之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參考 Fisher 等人（1992）、Logan 等人
（2001）
、Lavie 和 Sturmey（2002）的研究設計而成。主要目的是要
定義個案對刺激的偏好，並由刺激的偏好中選出可減少固著行為的增
強物。步驟三為「介入處理/類化評量」
，本步驟綜合 Mazaleski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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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Hanley 等人（1998）、Patel 等人（2000）
、Hagopian 等人
（2001）、Carr 等人（2002）、和 Bailey 等人（2002）的研究，主要
目的是要藉由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區別性增強其他行為，等行為表現
穩定後，再利用非立即性增強策略介入，最後，在介入期之後進行「類
化評量」
，本步驟參考 Carr 等人（2002）設計的刺激類化探測，了解
個案的功能性溝通行為，能否類化於其他介入者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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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採用交替處理設計進行功能分析

功能
分析

是否確認

否

延伸非互動期

行為功能
是

初步定義
行為功能

行為功能屬
於何種增強

非自動性

自動增強

(社會)增強

感覺遮蔽
評量

步驟二：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

步驟三：

1.刺激偏好評量
2.增強物評量

1. 功能性溝訓練＋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非立即性增強

介入處理/
類化評量

2.新的地點、新的介入者

圖 3-2 功能分析及介入的流程
附註說明：→代表評量進行方向，菱形代表在此需決定評量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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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步 驟 一 ： 四 種 控 制 情 境 之 功 能 分 析
本部份依據近年來文獻，最常擷取 Iwata 等人（1982）之四個
主要控制情境，作為本研究步驟一的控制情境，此四個主要控制情境
分別為沒有互動、非結構性遊戲、社會不贊同、和課業要求。
（1）沒有互動情境
在沒有互動情境下，研究者與個案同處於一個小房間（研究地
點），但不提供個案任何互動或玩具，研究者只靜坐在一旁並假裝在
看書，在此情境下，不論個案有否出現固著行為全部都被忽略，此情
境的目的在看固著行為是否獨立於社會、物理性情境之外。
（2）非結構性遊戲情境
在非結構性遊戲情境下，研究者與個案同處小房間並肩坐下，研
究者提供個案喜歡的玩具給他，在此情境下，若個案在 30 秒內沒有
出現固著行為，給予口頭讚美（如：你好棒！都沒有玩你的手）
；若
出現固著行為給予忽略，此情境的目的在了解豐富的環境，能否降低
固著行為。
（3）社會不贊同情境
在社會不贊同情境下，研究者與個案同處小房間，先與個案並肩
坐下，且提供各種個案喜歡的玩具（玩具可置於桌上或地上）
，並告
知個案可以玩所有的玩具；之後，研究者拿起書來看，若個案出現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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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行為，則將手置於個案肩膀上，正視個案眼睛並對他/她說：
「不要
玩你的手，我不喜歡你這樣！」
；若個案沒出現固著行為則給予忽略，
此情境的目的在了解個案之固著行為是否是情緒性行為或是想獲得
照顧者的注意。
（4）課業要求情境
在課業要求情境下，研究者與個案同處小房間，與個案並肩坐
下，要求個案從事某項課業活動，並配合三階段提示程序（three－
prompt procedure），若個案依口頭要求反應，則給口頭讚美；5 秒
鐘內若口頭提示無效，個案沒反應，先示範一次給個案看；再 5 秒
內沒反應，則用身體提示，引導個案的手從事課業要求；若個案出現
固著行為，馬上休息 30 秒；若再出現固著行為，則再休息 30 秒，以
此類推，若個案沒出現固著行為則給予忽略，此情境的目的在了解個
案之固著行為是否是想要逃避課業之要求。
將四種情境帶入交替處理設計，Vollmer 等人（1995）之研究雖
宣稱他們隨機操作以上四種情境，但事實上該研究為了平順轉換各情
境，採用事先決定的順序，即沒有互動、社會不贊同、非結構性遊戲、
和課業要求，而研究者為避免殘餘效應（carryover effects）影響
（唐榮昌、李淑惠，民 91b），即前一情境影響到下一情境，因此採
用事先抽籤方式決定隨機操作順序；以上四種情境出現於每次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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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觀察時段，每個情境每次出現 5 分鐘，紀錄 5 分鐘內共出現幾次
固著行為，若是屬於非自動（社會）增強，即發現除沒有互動情境外，
其中有一特定之情境，發生固著行為平均次數最高，則直接進入第三
步驟；若疑似為自動增強，則再進行每次 5 分鐘的延伸非互動期，此
目的在確定固著行為是否真為自動增強；若在延伸非互動情境，固著
行為平均次數還是很高，則進入感覺遮蔽評量，了解自動增強行為有
無特定之感覺增強。
感覺遮蔽評量也是採用交替處理設計，依據 Tang（2002）的分
析，加入研究者考慮身體動覺部分，將感覺遮蔽評量分成：視覺、聽
覺、觸覺、身體動覺四部份的感覺遮蔽。於視覺遮蔽情境，研究者使
用長 15cm 寬 8cm 的兒童用眼罩為遮蔽物；而聽覺遮蔽情境，使用長
1.5cm 直徑 0.6cm 的軟質耳塞為遮蔽物。至於觸覺、與身體動覺無法
絕對遮蔽，因此用改變感覺形式、增加反應所需費力程度來遮蔽；在
觸覺遮蔽情境，使用棉質過手腕及前臂 2/3 之手套為遮蔽物；身體動
覺使用套於手腕約 0.5 公斤之肌力練習環為遮蔽物；帶入多元素/交
替處理設計，隨機操作以上四種情境出現於每次 12 分鐘的觀察時
段，每個情境每次出現持續 3 分鐘，紀錄 3 分鐘內共有出現幾次固著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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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 驟 二 ： 刺 激 偏 好 及 增 強 物 評 量
（1）刺激偏好評量
根據母親提供個案平常喜歡的玩具 7 種，當成 7 種評量刺激；將
玩具由 S1~S7 隨機編號，進行配對刺激偏好評量，7 種刺激每次出現
其中 2 種，直到每個刺激都彼此相互配對過一次，假設有 n 個刺激，
則共需要（n-1）＋（n-2）＋（n-3）＋… … … ＋1 次，所以 7 種刺激
共需要 21 次，實驗程序如下：（1）每次將 2 種刺激相隔 7cm 置於桌
上畫好的圈圈內共持續 30 秒；
（2）若個案於 30 秒內，選擇其中 1 種，
則立即將另一個移去，
（3）並讓個案操作他選擇之刺激；
（3）紀錄操
作該刺激 1 次，並紀錄操作時間（最多為 5 分鐘即收回該刺激）
；
（4）
若個案兩個都拿，研究者將刺激按於桌面；（5）若 30 秒內，個案有
離開座位的舉動或超過 30 秒，或都沒有反應、不選任一刺激，將 2
種刺激置於個案手中，讓個案選擇並紀錄，重複（2）-（3）的步驟；
（6）若還是不選任一刺激，將兩刺激移走換下一對配對刺激。刺激
偏好由操作總時間決定，選出操作總時間最長之前 3 名，分別以 Sa、
Sb、和 Sc 表示。
（2）增強物評量
由前面的刺激偏好評量中選出前 3 名，每次出現其中一個刺激持
續 15 分鐘，紀錄 15 分鐘內共有出現幾次固著行為，出現最少固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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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刺激，為研究之增強物，若出現固著行為次數相同，則同列為增
強物，供個案選擇。
在此階段，由於個案乙之固著行為伴隨聲音情況頻繁，為了降低
個案因「新奇刺激」而減少固著行為的可能性，Patel 等人（2000）
將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時所伴隨之聲音，用錄音機錄下，放回給個案
聽。本研究採此法，同上述刺激偏好評量，紀錄固著行為次數，若此
方式產生之固著行為平均次數，小於步驟一之非互動期的固著行為平
均次數，則列為增強物。
3.步 驟 三 ： 介 入 /類 化 評 量
本步驟主要以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區別性增強替代行為，等功能
性溝通行為建立後，再以非立即性增強為介入處理策略，利用逐變標
準實驗設計，慢慢延宕溝通後的增強。在基線期階段沒有作介入，與
步驟一的紀錄方式相同；於處理期，若為非自動增強之行為，各增強
物分別為：非結構性遊戲情境之「讚美」
、社會不贊同情境之「注意」、
和課業要求情境的「休息時間」；若為自動增強之行為，利用步驟二
所得作為增強物。接著教導個案用口語（個案甲）或圖卡（個案乙）
要求研究者提供讚美、注意、休息、或刺激；針對個案乙，因為其語
言表達能力有限，且平常有接受圖卡指示的經驗，使用長寬各 10 公
分的圖卡，將增強物之代表圖片印於圖卡上，增進個案溝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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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訓練階段，每次個案要求都給予，並允許個案操作該增強
物 1 分鐘，目的在建立增強物與適當反應的連結；觀察個案以每次 5
分鐘為時段，紀錄個案固著行為的出現次數。當個案固著行為連續 3
個時段，小於基線期的最小次數，則延宕每單位為 30 秒的固定時距
增強（fixed-time，簡稱 FT）；以此類推，直到固著行為能由功能性
溝通訓練後，延宕 30 秒的固定時距增強，到延宕 300 秒的固定時距
增強（Carr et al., 2002）。
本研究延宕增強的目的，是想訓練個案練習等待，再者參與本研
究之兩位個案，對於等待 30、60、90…300 秒之抽象概念無法理解，
因此採用點數阿拉伯數字的方式，進行功能性溝通訓練後的延宕增
強，希望能達成延宕 300 秒的目標。
原則上，在本研究中，個案每次以功能性溝通行為，獲得立即或
延宕的增強物後，若於非結構性遊戲情境，固著行為次數偏高功能
者，要求讚美後，可得「讚美」一次；若於社會不贊同情境，固著行
為次數偏高者，要求注意後可得到「注意」一次；若於課業要求情境，
固著行為次數偏高者，要求休息後可「休息」30 秒鐘（Tang,2002）；
若於不互動情境，固著行為次數偏高功能者，可操作由步驟二所找出
的增強物 30~60 秒鐘（Robert-Gwinn et al.,2001）。以上操作增強
物的時間，是文獻中的建議，但研究者認為作增強物的時間，是要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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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物對個案的增強強度，做適當的調整。
接著在介入期後進行類化探測評量，紀錄固著行為次數，時段與
步驟一相同。新介入者為母親，教導母親如何使用步驟三以建立的功
能性溝通及增強方式維持個案的替代行為，而新情境是指離開研究地
點的另一個房間。
（二）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固著行為介入之成效。針對固著行為，根據研
究者於 91 年 10~12 月間，於一般情境下非正式的觀察發現，本研究
兩名個案之動作性的固著行為皆為手部動作，且有時會有聲音伴隨出
現。就個案甲而言，其固著行為所伴隨的聲音內容，不太一定，且發
生頻率較低（小於三分之一的時間，固著行為會伴隨聲音出現）
，有
時是呼呼呼… .、有時是嚕嚕嚕… .、有時是嗚嗚嗚… .；但個案乙固著
行為所伴隨的聲音內容很固定，且發生頻率較高（大於二分之一的時
間，固著行為會伴隨聲音出現），其發出的聲音，類似英文字
「degree」，甚至當個案乙的手被制止從事固著行為時，「degree」的
聲音會單獨出現。本研究對每次固著行為計次方式，以手舉起到放下
算一次，在研究情境全程都不會直接阻止固著行為，而對兩位個案動
作性固著行為的操作性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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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兩位研究個案之固著行為的操作性定義
定義

固著行為的操作性定義

個案
個案甲

手肘彎曲，並將一手或雙手，懸空置於胸前，左右反覆揮
動。

個案乙

手肘彎曲，一手臂或雙手手臂抬起，並將五根手指頭展開，
置於眼前或臉前。

針對成效方面，藉由介入和類化評量記錄表，（見附錄八、九）
，
記錄個案之固著行為與功能性溝通行為的頻率，再經由視覺分析後，
瞭解固著行為是否減少與功能性溝通行為是否增加，此處之功能性溝
通行為的操作性定義，對個案甲而言，是以口語要求增強物；對個案
乙而言，是以圖卡加口語要求增強物。
（三）控制變項
1. 研 究 地 點
本研究的研究地點，在徵求個案母親意見，並取得機構同意後，
個案甲，為機構中的其中一個小房間；而個案乙的研究地點為其家中
無雜物的空間，兩個案之研究地點都備有一張桌子和三張椅子。
2. 研 究 時 間
共 18 週，每週 1 次，每次 1 小時，個案甲為每週一下午
1:10~2:10，個案乙為每週六上午 9:00~10:00，以上原則，會隨時依
照個案情況、研究進度作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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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 究 者 （ 兼 觀 察 者 ）
研究者本身負責整個研究的實施與觀察的工作。
4. 觀 察 者
在個案甲方面，請曾介入個案職能治療、目前就讀於本校碩士班
二年級的同學擔任協同觀察工作；而個案乙，請個案於幼稚園中，負
責該個案的資源班老師擔任協同觀察工作。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根據研究目的取樣，獲得兩位個案，一名男
性，之後以「個案甲」稱之，一名女性，之後以「個案乙」稱之。與
本研究相關之個案的能力，根據正式之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修正版和
非正式之發展性評量表，整理得之。
個案甲，為 6 歲 3 個月大男生，其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修正版（施
測時間為 91 年 8 月 8 日）之評量結果，百分等級為 16。另外，經非
正式之觀察和訪談顯示：個案在語言理解方面，能理解簡單的口語，
且可遵循 2 個簡單的指令，指出物品或作動作；在語言表達方面，個
案能用口語說出想要的物品名稱，回答簡單的問題，但常有答非所問
的情況發生。
個案乙，為 5 歲 10 個月大女生，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修正版（施
測時間分別為 91 年 8 月 9 日）之評量結果，百分等級為 3。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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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非正式之觀察和訪談顯示：個案在語言理解方面，能理解簡單的日
常用品名稱，且可遵循 1-2 個簡單的指令，指出物品或作動作；在語
言表達方面，個案能仿說簡單的物品名稱，但常以肢體語言或手勢代
替口語。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有三步驟，所以在研究工具說明上，也分成三
步驟說明；本研究的觀察紀錄，採用直接觀察紀錄法中的事件紀錄（頻
率計次）法，在每一個時段內，每次目標行為發生，都予以計次或劃
記，並算出每單位時間內，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以下描述研究者所
使用的紀錄方式，並說明研究工具及其內涵：
一 .實 施 功 能 分 析 所 需 的 工 具
（一）步驟一之研究工具
1.行 為 功 能 初 步 評 量 紀 錄 表
本紀錄表以隨機出現 4 種情境，初步評量行為功能，一個時段
20 分鐘（4 種情境 ×
各 5 分鐘），紀錄每種情境中固著行為發生的次
數，用斜線劃記於附錄二，並算出平均每 1 分鐘固著行為發生的次數。
2.延 伸 非 互 動 期 紀 錄 表
本紀錄表以出現「非互動情境」，再確認行為是否屬於自動增強
行為，一個時段 5 分鐘，紀錄 5 分鐘內固著行為發生次數，用斜線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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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於附錄三。
3.遮 蔽 評 量 紀 錄 表
本紀錄表以隨機出現 4 種遮蔽情境，評量自動增強行為有無特定
增強刺激，一個時段 12 分鐘（4 種遮蔽情境 ×
各 3 分鐘），紀錄每個
遮蔽情境中固著行為發生的次數，用斜線劃記於附錄四。
（二）步驟二之研究工具
1.刺 激 偏 好 評 量 紀 錄 表
本紀錄表根據個案母親提供個案平常喜歡的玩具 7 種（當成 7 種
偏好評量刺激）
，將之編號為 S1~S7，因為每次只出現其中兩個刺激，
且各個刺激都要彼此配對一次，所以共有 21 組配對，依照之前的研
究步驟二，將個案每次選擇之刺激和操作時間紀錄於附錄五，刺激偏
好的決定由操作總時間決定。
2.增 強 物 評 量 紀 錄 表
由前面的刺激偏好評量中選出前 3 名，每次出現其中一個刺激持
續 15 分鐘，紀錄 15 分鐘內共有出現幾次固著行為，用斜線劃記於附
錄六之一；出現最少固著行為的刺激，為研究之增強物，若出現固著
行為次數相同，則同列為增強物，供個案選擇。
3.個 案 乙 之 特 定 增 強 物 評 量 紀 錄 表
在此階段，Patel 等人（2000）曾經為了降低個案因「新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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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減少固著行為的可能性，將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時所伴隨之聲音，用
錄音機錄下，再放回給個案聽，發現個案偏異行為明顯下降，但未帶
入處理期，研究者將以同樣的方式加入評量個案乙（因為該研究之情
形，與個案乙極為類似），紀錄於此增強物下固著行為次數（見附錄
六之二），若此方式產生之固著行為平均次數小於步驟一之非互動期
的固著行為平均次數，則列為增強物，並應用於介入處理期。
二 .實 施 介 入 策 略 所 需 的 工 具
（一）步驟三之研究工具
1.介 入 處 理 評 量 紀 錄 表
本紀錄表是想了解，基線期的情況，和介入期的情況，功能性溝
通行為是否增加、固著行為是否減少，一個時段為 5 分鐘，紀錄 5 分
鐘內功能性溝通行為和固著行為的次數，用斜線劃記於附錄七，並算
出平均每 1 分鐘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以及 5 分鐘內功能性溝通行為
出現百分比。
2.類 化 評 量 紀 錄 表
本紀錄表是想了解，在介入期後，目標行為減少、功能性溝通行
為增加情況是否維持，一個時段為 5 分鐘，紀錄 5 分鐘內功能性溝通
行為和固著行為的次數，用斜線劃記於附錄八，並算出平均每 1 分鐘
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以及 5 分鐘內功能性溝通行為出現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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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上述各步驟的紀錄表，進行共 18 次的觀察紀錄，個
案甲、乙各有一位具有特殊教育背景的老師，擔任協同觀察者，與研
究者一同觀察，基本上要求老師能每週參與；若老師時間無法配合，
可隨機由其中各實驗步驟中抽取欲參與時段；但每個步驟至少要有
20%以上的參與觀察時間，使觀察信度能平均分散於各步驟。在本研
究中，擔任協同觀察的二位觀察者，參與觀察時間，在第一、二步驟
皆為 100%，在第三步驟皆為 87.5%，故參與觀察時間，皆佔總觀察紀
錄時間的 94%。在本研究中，每一步驟之平均觀察信度，最低為
90.37%，最高為 100.0%，都有達到 90%以上，信度頗佳；以下為步驟
一~三之觀察信度的分析表。

表 3-2 各步驟之觀察信度的分析表
步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功能分析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

介入及類化評量

信
度

評量
行為功能
驟 初步評量

延伸非互動

遮蔽評量

刺激偏好 增強物

期評量

基線期

處理期

類化期

評量

評量

100.00%

92.49%

92.94%

96.82%

98.33%

(80.00

(66.00

(90.00

個案

個案甲 93.47%

94.76%

93.25%

(66.70

(85.71

(83.33

(84.62

~100.00)%

~100.00)% ~100.00)% ~93.70)%

~100.00)%

95.94%

90.37%

98.49%

100%

(91.90

(80.00

(83.00

(100.00

~100)%

~93.7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個案乙 94.17%

95.14%

(75.00

(81.82

100.00%

~100.00)% ~100.00)%

附註說明：(

)內表示該階段平均信度的信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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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過程主要分成準備階段、正式實驗階段、和資料分析整理
階段，分別說明如下：
一 .準 備 階 段
在準備階段，主要在蒐集相關文獻、選取個案、設計研究工具並
評估其效度、和訓練觀察人員以下將作說明：
（一）蒐 集 相 關 文 獻
蒐集相關文獻主要目的在確立研究題目、研究方向、綜合研究優
缺，整理出研究的設計、發展研究所需工具。
（二）選 取 個 案
本研究由經過高雄市某機構及個案同意，由該機構中選取適合樣
本，進行觀察與研究。
（三）設計研究工具，並評估其效度
本研究邀請 5 位有特教界背景的專家，審核所有研究工具的適切
性及可行性，依據各專家的建議，一一調整需要修正的部分，對於本
研究工具，各專家建議，研究者須將下列部份撰寫清楚，包括固著行
為的計次方式、功能性溝通行為的內容、研究詳細的執行方式、和刺
激偏好的具體項目；並在觀察記錄表下方，簡要說明該記錄表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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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研究者依據 5 位專家給的建議，對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做修正，
修正後的研究工具如附錄二~八。
（四）訓練觀察人員
參與觀察的人員，在個案甲方面，請曾介入個案職能治療、目前
就讀與本校碩士班二年級的同學擔任協同觀察工作；而個案乙，請個
案於幼稚園中，負責該個案的資源班老師擔任協同觀察。在進入正式
研究前，研究者告知研究目的、觀察方式，並練習實驗觀察，直到觀
察者與研究者間的觀察信度達 80%以上，才進入正式實驗階段。
二 .正 式 實 驗 階 段
正式實驗共 18 週，最初的前 6 週為功能分析，有必要則進行刺
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之後教導個案功能性溝通，直到該行為建立
後，實施介入/類化新介入者、新情境評量。
三 .資 料 分 析 整 理 階 段
資料分析與整理在研究步驟一到步驟三，都在進行，主要
包括觀察者間一致性分析、描述統計分析、和視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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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主要為觀察信度分析、描述統計分析、和視覺
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 觀察信度分析
觀察信度，主要用次數比率（frequency ratio）方式求得，其
計算公式為：次數比率＝（總數小者 ÷總數大者）×100%，但由於刺
激偏好評量，是紀錄操作刺激偏好的時間，時間屬於連續變項，因此
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求取觀察信度。
二. 描述統計分析
此分析主要用於功能分析（步驟一）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步
驟二）階段之分析，將各情境之觀察結果，算出其總分或平均數、標
準差，作為初步比較的依據及詳細數值的呈現。
三 . 視 覺 分 析 （ visual inspection）
此視覺分析主要用於介入階段及類化評量階段（步驟三）之分
析，分為階段內分析及階段間分析。以下說明視覺分析之重要名詞的
內涵：
（一）階段內變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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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階段順序、階段長度、趨勢、趨勢穩定度、平均值、水準穩
定度、水準範圍及水準變化，分別說明如下(杜正治，民 83 )：
1.階段順序：使用英文字母符號，用一個字母代表一個實驗階
段。「A」代表基線期，「B」代表處理期。(加上數字 1、2… ，
表示引進至各資料系列的階段次序)。
2.階段長度：乃是計算階段的資料點數目，因此需分別計算各階
段內資料點的數量。
3.趨勢：是指資料的路徑斜度，本研究使用中分法，得到階段內
的趨勢預估。在括弧內分別指出各階段是否為進步(+)或退步
(－)；如果趨勢線與 X 軸平行，就記錄(=)之記號。
4.趨勢穩定度：由趨勢線再算出趨勢穩定度，趨勢穩定度係依階
段內沿著趨勢線有多少資料落在趨勢線 15%的範圍內，則該趨
勢可視為具穩定性，如果有 80%至 90%的資料落在穩定標準的
範圍內。則其趨勢應屬於「穩定」
；如果低於 80%，則趨勢應屬
於「變動」。
5.平均水準：加總該階段所有資料點的值，再除以資料點總數，
求得算術平均數，即為平均水準。
6.水準穩定度：水準穩定度係指階段中各個資料點在水準線上、
下變化的情形，一般而言，若有 80% ~ 90%的資料點落在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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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上、下 15%的範圍內，則可視為具穩定性。
7.水準範圍：指階段內最大值與最小值間的範圍。
8.水準變化：指同一個階段內水準的變化量。係指同一階段中第
一次資料與最後一次資料相減。
（二）相鄰階段間變化分析
包括階段比較、趨勢變化、水準間變化、平均水準變化及重疊百
分比，分別說明如下(杜正治，民 83)：
1.階段比較：指出待比較的二個實驗段(如基線期與處理期)。
2.趨勢變化：趨勢變化係指鄰階段間趨勢走向的變化。
3.水準間變化：係指相鄰階段中，前一階段的最後一次資料減去
後一階段的第一次資料，即基線期最後一次的資料減去處理期
的第一次資料。
4.平均水準變化：指相鄰兩階段間的平均水準之差。本研究是指
處理期的平均值減去基線期的平均值。
5.重疊百分比：計算相鄰階段間所得資料點的重疊率，係指後一
階段有多少筆資料點落在前一階段的範圍內，將落在一階段範
圍內的資料點數除以後一階段的總資料點數，最後化成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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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的功能，並了解由功能分
析發展出的介入策略對處理固著行為的成效。對於功能分析發展出的
介入策略有無成效，將視各步驟所蒐集資料之分析結果而定，本章共
分成四節，第一~三節，先分別描述功能分析、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
量、和介入及類化評量的結果，第四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功能分析之結果
經功能分析繪圖及描述統計計算後，分別得到個案甲、乙於步驟
一各情境資料點的數據、平均數、和標準差（詳見附錄九、十）
，再
依據各情境資料點的數據，繪成個案甲、乙的行為功能初步分析圖（圖
4-1、4-2）、延伸非互動評量圖（圖 4-3）、和個案甲遮蔽評量圖（圖
4-4）。
由圖 4-1 和附錄九可得知，就個案甲而言，其於四種操弄情境，
每分鐘之固著行為次數的平均數分別為，非互動期 3.62，社會不贊
同期 4.11，非結構性遊戲期 2.76，逃避課業要求期 0.49。由以上各
情境之固著行為的平均次數，可發現個案甲的固著行為，在社會不贊
同期最高，其次為非互動期，表示個案甲之固著行為受社會性正增強
及自動增強而維持，因個案甲之固著行為發生次數，於二種情境中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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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初步分析個案甲的行為功能應屬於多重功能。
7
固著行為次數 每( 分鐘 )

6

非互動期

5

社會不贊同

4

非結構性遊戲

3
逃避課業要求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時段(session)

圖 4-1 個案甲行為功能初步評量
由圖 4-2 和附錄十可知，就個案乙而言，其於四種操弄情境，每
分鐘之固著行為次數的平均數分別為，非互動期 2.23，社會不贊同
期 0.56，非結構性遊戲期 0.7，逃避課業要求期 0.57。由以上各情
境之固著行為平均次數，可發現個案乙的固著行為，在非互動期最
高，表示個案乙之固著行為受自動增強而維持，初步分析個案乙的行
為功能，應屬於自動增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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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著行為次數 每( 分鐘 )

3.5
3
非互動期

2.5

社會不贊同

2
1.5

非結構性遊戲

1

逃避課業要求

0.5
0
1

2

3

4

5

6
時段(session)

圖 4-2 個案乙行為功能初步評量
由於個案甲、乙之固著行為功能，初步分析結果，都有自動增強
的功能，故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確認，包括延伸非互動評量（圖 4-3、
4-4）和遮蔽評量（圖 4-5），本研究之遮蔽評量只有個案甲能配合，
故只得到個案甲的遮蔽評量圖。
由圖 4-3 和附錄九可得知，就個案甲而言，在延伸非互動期，個
案每分鐘之固著行為次數為 2.67，表示連續的非互動期，還是持續
有固著行為產生，但比圖 4-1 隨機出現的非互動期，產生的次數少。
固著行為次數 每( 分鐘 )

5
4

延伸非互動期

3
2
1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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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時段(session)

圖 4-3 個案甲延伸非互動期評量
由圖 4-4 和附錄十可得知，就個案乙而言，在延伸非互動期，個
案每分鐘之固著行為次數為 3. 22，表示連續的非互動期，還是持續
有固著行為產生，且比圖 4-2 隨機出現的非互動期，產生的次數多。
6
固著行為次數 每( 分鐘 )

5

延伸非互動期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時段(session)

圖 4-4 個案乙延伸非互動期評量
由圖 4-5 可發現，個案甲在四種情境的遮蔽評量中，每分鐘之固
著行為次數的平均數分別為：視覺遮蔽期 0.4，聽覺遮蔽期 2.42，觸
覺遮蔽期 1.31，身體動覺遮蔽期 3.33，由以上各情境之固著行為平
均次數，可發現個案甲的固著行為，在視覺遮蔽期最低，表示個案甲
之固著行為，有部份受視覺刺激之自動增強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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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著行為次數 每( 分鐘 )

5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視覺遮蔽
聽覺遮蔽
觸覺遮蔽
身體動覺遮蔽

1

2

3

4
時段(session)

圖 4-5 個案甲遮蔽評量
綜合以上結果，因個案甲之固著行為發生次數，於二種情境（社
會不贊同和非互動期）中偏高，在延伸非互動期依然存在，遮蔽評量
又顯示，在視覺遮蔽期，產生低比率的固著行為，故分析個案甲的行
為功能應屬於多重功能。至於個案乙之固著行為發生次數，於非互動
期中明顯偏高，且在延伸非互動期，此情況依然存在，雖個案無法配
合遮蔽評量，分析個案乙的行為功能應屬於自動增強。

第二節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
本步驟之主要目的，是在確定個案行為功能，屬於自動增強功能
後，進一步尋找可與個案固著行為相抗衡的刺激偏好，並由刺激偏好
中，選出產生固著行為比率最低者，做為固著行為的增強物。
本研究先經個案母親，各提供 7 種個案平常喜歡的玩具，再經記
錄及描述統計分後，得到下列結果。就個案甲而言，其操作七種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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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的次數及總時間，分別為音樂鋼琴 3 次（共 15 分鐘）
、鐵絲花樣
圈環 6 次（共 27 分又 45 秒鐘）
、拚圖 1 次（共 5 分鐘）
、樂高 5 次（共
25 分鐘）、機器人 2 次（共 9 分又 57 秒鐘）、甩棒 3 次（共 6 分又 5
秒鐘）
、和串珠 0 次（共 0 分鐘）
；而個案乙操作七種刺激偏好的次數
及總時間，分別為兒歌 CD 2 次（共 10 分鐘）、穿線洞洞板 5 次（共
20 分又 41 秒鐘）、兒歌錄音帶 4 次（共 13 分又 54 秒鐘）、玩具熊吹
泡泡 5 次（共 25 分鐘）、音樂鋼琴 2 次（共 5 分又 45 秒鐘）、圖卡 2
次（共 10 秒鐘）
、和彩色積木 1 次（共 5 分鐘）
。故由以上結果可知，
就個案甲而言，其操作刺激偏好總時間最長的前三項，分為時間最長
的鐵絲花樣圈環 6 次（共 27 分又 45 秒鐘），其次為樂高 5 次（共 25
分鐘），而最後為音樂鋼琴 3 次（共 15 分鐘）。至於個案乙，其操作
刺激偏好總時間最長的前三項，分為時間最長的玩具熊吹泡泡 5 次
（共 25 分鐘），其次為穿線洞洞板 5 次（共 20 分又 41 秒鐘）
，而最
後為兒歌錄音帶 4 次（共 13 分又 54 秒鐘）。
接著，進行增強物評量，評量前三項刺激偏好，在 15 分鐘內共
產生幾次固著行為，經記錄及描述統計分後，得到下列結果，就個案
甲而言，其操作鐵絲花樣圈，15 分鐘內共產生 65 次固著行為；操作
樂高 5 次，15 分鐘內共產生 70 次固著行為；而操作音樂鋼琴 15 分
鐘內共產生 35 次固著行為。至於個案乙，其操作刺激偏好玩具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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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15 分鐘內共產生 3 次固著行為、操作穿線洞洞板，15 分鐘內
共產生 0 次固著行為；操作兒歌錄音帶 15 分鐘內共產生 13 次固著行
為；另外作個案乙的特定增強物（個案乙自己的聲音）評量，15 分
鐘內共產生 11 次固著行為。
由以上分析，研究者考慮個案操作刺激偏好總時間，亦考慮其產
生的固著行為比率，選定個案偏好又產生低比率固著行為者，做為個
案的增強物；就個案甲而言，選擇音樂鋼琴為其增強物，至於個案乙，
選擇玩具熊吹泡泡、穿線洞洞板為其增強物。
第三節 介入及類化評量的結果
本步驟之主要目的，是依據個案行為功能（步驟一）及增強物（步
驟二），發展介入策略並評量其成效。由步驟一和步驟二的結果，已
知個案甲固著行為的功能為引起注意和自動增強，增強物為玩具鋼
琴；個案乙固著行為的功能為自動增強，增強物為玩具熊吹泡泡和穿
線洞洞板。
因介入策略主要結合功能性溝通訓練和非立即性增強。就功能性
溝通訓練而言，研究者根據以下原則為本研究個案尋找功能等值
（functional equivalence）的溝通方式：一、配合功能分析的結果，二、
定義維持問題行為的變項，三、尋找可為一般大眾接受的溝通方式，
四、尋找功能相同的技巧。（DeLeon & Fisher, 2000; Horner &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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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Ross, 2002）
針對個案甲和個案乙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內容，研究者分別給予操
作性的定義，並分述其所屬的增強物和功能（如表 4-1）。在個案甲
的功能性溝通行為第 3 項，研究者特別加入具有兩種功能的溝通行為
內容，這種方式和以往的文獻大不相同，以往的文獻，如 Hagopian
等人（1998）、Fisher 等人（1998）、Vollmer 與 Vorndran（1998）、
Kahan 等人（2000）
、Worsdell 等人（2000）
、Hagopian 等人（2001）、
Durand 與 Merges（2001）
、Richman 等人（2001）
、Tang（2002）
、Bailey
等人（2002）
、Kelly 等人（2002）
、和 Flood 與 Wlider（2002）的研
究，在功能的溝通行為內容的設計，採用一種溝通行為得到一種功能
或一種增強物。研究者加入兩種功能的設計，是希望一種功能性溝通
行為，就能同時兼顧目標行為屬於多重增強的功能，並增加個案要求
增強物的動機。
表 4-1 兩位個案之功能性溝通行為的操作性定義、增強物和功能
功能性溝通行為的操作性定義

增強物

個 用口語說出下列三項中的一項：
案 1、老師，可不可以跟我說話？
甲 2、老師，可不可以給我鋼琴？
3、老師，可不可教我彈鋼琴？

功能

1、注意
1、引起注意
2、鋼琴
2、自動增強
3、注意和鋼琴 3、引起注意和自動增強

個 用圖卡要求下列兩項增強物中的一項：
案 1、熊熊吹泡泡
1、熊熊吹泡泡 1、自動增強
乙 2、洞洞板
2、洞洞板
2、自動增強

至於非立即性增強方面，由於實際延宕秒數後給予增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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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要求個案點數阿拉伯數字後給予增強，所需的時間不同，加上個案
甲和個案乙所屬的增強物對他們的增強強度較弱，操作增強物時間經
評估後定為 60 秒。以上的延宕時間和操作時間，將影響 5 分鐘時段
內，功能性溝通行為的最高次數，因此研究者將理論和實際的時間、
次數，還有它們相對應的關係，分析如表 4-2
表 4-2 兩位個案功能性溝通行為之理論與實際的操作時間和次數
理論秒數（秒）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300

加上操作增強物時
間(60 秒)後的秒數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300

330 360

5 分鐘時段內，
最高操作次數

5

4

3

2

實際數數 個案甲 立即 數到 數到
時間
增強 30
60

2

2

2

數到 數到 數到
90 120 150

1

1

1

1

數到
170

數到
180

個案乙 立即
數到
數到
數到
數到
增強
30
60
90
100
附註說明：空白處表示個案實際數數時間，並未經過的理論秒數

數到
110

本研究經記錄及分析後，收集到個案的介入及類化評量資料（詳
見附錄十一、十二）
，接著將其繪成介入及類化評量圖（圖 4-6、4-7）
，
最後進行視覺分析，得到介入及類化評量視覺分析（表 4-3、4-4）。
附錄十一和十二顯示兩位個案行為的原始次數和換算次數，固著
行為以平均次數，功能性溝通行為以百分比表示。這裡所提到的固著
行為平均次數，是由個案實際固著行為次數，除以 5 分鐘求得，而功
能性溝通行為百分比，是由個案實際功能性溝通行為次數，除以 5 分
鐘時段內最高操作次數求得。附錄十一和十二並針對個案所要求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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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物，以 A、B、C 代號表示，就個案甲而言，A 代表要求注意，B 代
表要求鋼琴，C 代表要求注意和鋼琴；就個案乙而言，A 代表要求熊
熊吹泡泡，B 代表要求洞洞板；由附錄十一可知個案甲的功能性溝通
行為共有 63 次，要求注意 12 次，要求鋼琴 8 次，要求注意和鋼琴
42 次，由最多到少的比例為 5.25：1.5：1，表示個案甲最偏愛同時
具有兩種功能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即用口語說出「老師，可不可教我
彈鋼琴？」
；由表附錄十二可知個案乙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共有 78 次，
要求熊熊吹泡泡 59 次，要求洞洞板 19 次，表示個案乙雖然有相同功
能的兩種增強物可選擇，但她還是偏愛熊熊吹泡泡，前者比後者的比
例為 3.11：1。
圖 4-6、4-7，分別顯示個案甲、乙的介入及類化評量圖；圖中
以時段為橫軸（X 軸），行為次數為縱軸（Y 軸）。在縱軸方面，因固
著行為和功能性溝通行為換算次數單位不同，故研究者將縱軸分成左
右兩邊，左邊的縱軸代表每分鐘的固著行為次數，右邊的縱軸代表每
個時段功能性溝通行為的百分比，依照附錄十一、十二的數據，繪成
如下的分析圖，並加上各階段資料的平均線和趨勢線。由圖 4-6、4-7，
我們大略可看出個案行為在各階段的消長，而詳細的數值則需參照介
入及類化評量視覺分析（表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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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期

介入期

類化期
Ⅰ
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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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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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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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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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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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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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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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10

0

功能性溝行為次數 百( 分比 )

固著行為次數 每( 分鐘 )

4.5

固著
行為
功能
性溝
通行
為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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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時段

附註說明: _ _ _ _代表平均線，
情境，

代表趨勢線，類化期Ⅰ代表新介入者，類化期Ⅱ代表新

代表個案延宕時間內所點數的數值

圖 4-6 個案甲之介入及類化評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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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期

處理期
Ⅰ

類化期
Ⅱ

6

100
9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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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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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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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性溝行為次數 百( 分比 )

固著行為次數 每(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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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說明: _ _ _ _代表平均線，
代表新情境，

代表趨勢線，類化期Ⅰ代表新介入者，類化期Ⅱ

代表個案延宕時間內所點數的數值

圖 4-7 個案乙之介入及類化評量圖
由表 4-3、4-4 的資料，個案甲的階段長度共 37 個時段，包括基
線期 7 個時段，介入期 24 個時段，而類化期 6 個時段；個案乙的階
段長度共 48 個時段，包括基線期 5 個時段，介入期 35 個時段，而類
化期 8 個時段。
在階段內的分析中，趨勢的正負，代表行為是否進步，其結果視
介入的目的而定，就固著行為而言，趨勢為負代表行為下降，所以是
屬於進步的（記錄「＋」字記號）
，相對的，趨勢為正代表行為上昇，
所以是屬於退步的（記錄「－」字記號）
；但對功能性溝通行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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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為正代表行為上昇，屬於進步（記錄「＋」字記號）
，而趨勢為
負代表行為下降，所以是屬於退步的（記錄「－」字記號）。
在階段間的分析中，階段比較是作兩實驗階段的比較，記錄方式
以斜線隔開兩相鄰階段，斜線左方為前一階段，斜線右方為後一階
段；趨勢變化是比較兩相鄰階段，趨勢走向的變化，其正負代表之意
義亦視介入的目的而定；關於階段間的重疊百分比，在基線期與介入
期，重疊百分比越低，表示介入對目標行為作用越大，但在介入期與
類化期，重疊百分比越高，表示有較好的類化效果。
表 4-3 個案甲介入及類化評量視覺分析
個案
行為

個案甲

資料

固著行為（次數）

功能性溝通行為（百分比）

階段
階段順序

A

B

C

C’

A

B

C

C’

階段長度

7

24

3

3

7

24

3

3

－

－

趨勢
（＋） （－） （＋） （＋）

（－）

（＋）

(＝)

(＝)

28.57%

70.83%

100%

100%

多變

多變

穩定

穩定

2.86%

96.13%

100%

100%

0%

0%

83.33%

100%

100%

多變

多變

多變

穩定

穩定

階 趨勢穩定度 14.28% 41.67% 66.67% 100%
段
多變
多變
多變
穩定
內 平均水準 2.51 0.425 0.6
0.8
水準穩定度

0%

33.34% 33.34%

多變

多變

水準範圍

1~4.6

0~1

水準變化

1.6

0

多變

0.4~0.6 0.2~1.8 (0~20)% (67~100)% (100~100)% (100~100)%

0.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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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0

0

（續）表 4-3 個案甲介入及類化評量視覺分析
階段比較

B/A

C/B

C’/C

B/A

C/B

C/C’

階 趨勢變化
負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穩定，
段
多變到多變 多變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多變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間 水準間變化 -2.8
0.4
1.2
-80%
0
平均水準
變化

-2.09

-0.175

0.2

93.27%

3.87%

穩定，
穩定到穩定

0
0

重疊百分比 8.34%
100% 33.34%
0
100%
100%
附註說明:A 代表基線期，B 代表介入期，C 代表類化期的新介入者，C’代表類化
期的新情境。

表 4-4 個案乙介入及類化評量視覺分析
個案
行為

個案乙

資料

固著行為（次數）

功能性溝通行為（百分比）

階段
階段順序

A

B

C

階段長度

6

35

5

C’
3

趨勢

A

B

C

6

35

5

C’
3

－

－

（－）

(＝)

(＝)

68.57%

100%

100%

多變

穩定

穩定

－

階
（－） （＋） （＋） （＋） （＝）
段 趨勢穩定度 100% 25.71% 20%
100%
100%
內
穩定
多變
多變
穩定
穩定
平均水準

3.36

0.74

0.68

0.6

0%

92.86%

100%

100%

14.29%

0%

0%

100%

77.14%

100%

100%

多變

多變

多變

多變

穩定

多變

穩定

穩定

水準範圍

0.8~5.2

0~1.6

0~1.6

0.4~0.8

(0~0)%

水準變化

-4.4

-0.6

0.4

0.4

0

水準穩定度 20%

階段比較
階 趨勢變化
段
間 水準間變化

(50~100)% (100~100)% (100~100)%

-20%

0

0

B/A

C/B

C’/C

B/A

C/B

C/C’

負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穩定，

穩定，

多變到穩定

穩定到穩定

多變到多變 多變到多變 多變到穩定 穩定到多變

-4.8

-0.6

0.8

80%

0

0

-2.65

-0.06

-0.08

92.86%

7.14%

0

重疊百分比 45.71%

100%

100%

0%

100%

100%

平均水準
變化

附註說明:A 代表基線期，B 代表介入期，C 代表類化期的新介入者，C’代表類化
期的新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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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在本節中，研究者先針對本研究一~三步驟之研究結果，分別作
討論，再將針對各步驟所使用之研究設計，作綜合性的討論：
一. 功 能 分 析 結 果 的 討 論
本步驟功能分析結果，得到個案甲之功能屬於多重增強，其合併
了自動增強與社會性正增強兩種功能，這樣的結果，與某部份文獻，
如 Hagopian 等人（1988）；Hagopian、Wilson、和 Wilder（2001）；
LeBelle 和 Charlop-Christy（2002）
；以及 Kelley、Lerman、和 Van
Camp（2002）等研究的結果並不相同，以上文獻，大多將自動增強（或
稱為非社會性增強），與社會性增強，視為互斥的增強方式，故功能
屬於多重增強者，多是結合社會性正增強和社會性負增強。但本研究
與 Shirley、Iwata、和 Kahng（1999）以及魏景銓（民 90）的研究
結果一致。Shirley、Iwata、和 Kahng（1999）的研究發現 1 位極重
度智能障礙女性，其自傷的行為，是受自動增強和社會正增強所維
持。而魏景銓（民 90）的研究亦發現，在 4 位發展障礙之國小學生
中，有 2 位學生的自我刺激行為，兼具自動增強和社會性正增強功能。
至於個案乙方面，雖然其無法配合遮蔽評量，但由於個案乙，不
論在操弄 Iwata 等人(1982) 設計之間斷的隨機非互動期，或 Vollmer
（1995）等人設計之連續的延伸非互動期，問題行為發生率都明顯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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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即可推論，個案乙的行為功能，屬於自動增強行為；這樣的結果
與 Van Camp 等人（2000）
、Ringdahl 等人（1997）
、Patel 等人（2002）
、
和 Piazza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一致。
二. 刺 激 偏 好 及 增 強 物 評 量 結 果 的 討 論
本步驟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結果，就個案甲而言，選定增強物
為音樂鋼琴，是因為它引發最低比率之固著行為。此觀點主要是根據
Morrison 和 Rosales-Ruiz（1997）的研究，該研究指出 1 位 5 歲的
自閉症兒童，其最偏好的刺激，常引發最多的固著行為。本研究個案
甲最喜愛的刺激偏好為鐵絲花樣圈環，引發第二多的固著行為次數
（15 分鐘 65 次）；而個案甲第二喜愛的刺激偏好是樂高，引發最多
的固著行為（15 分鐘 70 次）；至於個案第三喜愛刺激偏好為音樂鋼
琴，其引發最少的固著行為（15 分鐘 35 次）；故本研究決定以音樂
鋼琴為增強物。但這樣的決定，可能隱藏危機，因為 Piazza 等人
（1996）研究兩位極重度智能障礙者的自傷行為，發現低偏好、低自
傷的刺激偏好，對自傷行為並沒有明顯改變的效果。研究者認為
Morrison 和 Rosales-Ruiz（1997）的研究，與本研究同樣是在探討
自閉症兒童的固著行為，相似度高，所以還是以產生最少固著行為的
觀點考慮增強物。
至於個案乙，本研究選定玩具熊吹泡泡、穿線洞洞板，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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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兩項刺激偏好，都產生低比率的固著行為，另外若想降低問題
行為，可以考慮數個偏好同時出現（Van Camp,Vollmer & Daniel,
2001）。由於玩具熊吹泡泡，是個案乙最喜愛的刺激偏好，15 分鐘產
生 3 次固著行為，穿線洞洞板是個案乙第二喜愛的刺激偏好，15 分
鐘產生 0 次固著行為，故本研究將兩項刺激偏好同時列為增強物，供
個案選擇。
最後，個案乙還有一個特定刺激偏好，即個案乙從事固著行為時
所發出的聲音，其產生的固著行為次數，原先是設定小於非互動期之
平均數，就列為增強物，供個案選擇；但考慮已找出效果良好的增強
物，且此種方式在起初，回放給個案乙聽時，個案乙一開始固著行為
下降，但固著行為的發生時間，反而集中發生在 15 分鐘的後半段時
間。此結果與 Patel 等人（2000）的研究相似處在於：當研究者以個
案乙從事固著行為時所發出的聲音做為增強物時，個案乙產生的固著
行為次數，是小於隨機非互動期之平均數。不同的是 Patel 等人
（2000），考量以個案乙從事固著行為時所發出的聲音做為增強物，
是想降低新奇，進而減少固著行為；但在本研究中，以個案乙的聲音
做為增強物，15 分鐘就產生了 11 次固著行為，研究者認為個案乙的
固著行為次數雖降低，但降低的程度還不足夠成為有效的增強物，故
未列為個案乙的增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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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介 入 及 類 化 評 量 結 果 的 討 論
以下分別就個案甲和乙之固著行為、功能性溝通行為，做介入及
類化評量的討論。
（一）個案甲固著行為之介入及類化評量討論
由圖 4-6 和表 4-3 可看出，就個案甲之固著行為而言，趨勢在
基線期，和本期的水準變化相同，都呈現下降的現象，研究者認為此
結果，是因為個案甲的行為功能之一，是引起注意（屬於社會性正增
強），連續非互動的基線期，造成對行為的消弱；消弱在文獻中，常
被當成是介入社會性正增強行為的策略之一，如 Hagopian 等人
（1998）、Vollmer 和 Vorndran（1998）
、Kelley 等人（2002）、以及
Winborn 等人（2002）的研究都發現，以消弱當成是介入社會性正增
強行為的策略之一，可成功降低該行為。雖然在第 1、4、7 個時段，
固著行為偏高，但整體而言趨勢還是下降，趨勢穩定度和水準穩定度
屬於多變，固著行為最低次數為 1（次/分）
，最高可達 4.6（次/分）。
接著，在介入期最初的時段，個案甲的固著行為變為 0.2（次/
分）
，較基線期最後時段的 3（次/分）
，少了 2.8（次/分）
，表示固著
行為在介入初期時段的介入成效良好；在整個介入期時段，個案甲的
固著行為變為 0.425（次/分）
，較基線期的 2.51（次/分）
，平均少了
2.09（次/分）
，表示固著行為在介入期的整體成效良好，兩期的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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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比只有 8.34%，代表在介入期的固著行為明顯下降。然而在趨勢方
面，呈現緩慢上昇，顯示固著行為隨延宕時間的增長，有緩慢上昇的
現象，研究者認為，此現象與個案甲對增強物漸漸飽足，進而選擇只
有引起意一種功能的增強物有關，加上個案在第 9~10 個時段，固著
行為有連續 3 次為 0 的表現，所以整體而言，介入期的平均固著行
為雖比基線期低，但仍呈現上昇的情況。在此期趨勢穩定度、水準穩
定度屬於多變，固著行為次數在本期最低次數為 0，表示個案可以在
一個時段內，都未出現任何的固著行為，而且就算是最高次數還是可
以維持在基線期的最低點，即 1（次/分）。
最後，在類化期，就水準間變化而言，固著行為在介入期和換新
介入者之類化期兩相鄰階段，上昇 0.4（次/分）。就平均水準變化而
言，固著行為在兩相鄰階段，上昇 0.175（次/分）
，表示類化到新介
入者時行為是退步的。最高次數達 0.6（次/分）
，但之後則下降，最
低次數 0.4（次/分）。但就趨勢在本期呈現下降的現象，表示類化初
期，固著行為上昇，之後下降，行為還是有進步。在換成新情境時，
情況和新介入者差不多，就水準間變化而言，固著行為在兩相鄰階
段，上昇 1.2（次/分），就平均水準變化而言，固著行為在新介入者
和新情境兩相鄰階段，上昇 0.2（次/分）
，最高次數達 1.8（次/分），
但之後則陡降，最低次數只有 0.2（次/分）。最後由介入期類化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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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者，和由新介入者類化到新情境，兩者的重疊百分比各為 100%
和 33.34%，表示由介入期類化到新介入者，類化效果顯著；但由新
介入者類化到新情境，類化較不顯著。故在類化期，個案甲的固著行
為，一開始換新介入者和新情境時，行為是退步的，類化效果不是很
理想，但整體而言降低之固著行為的類化效果有部份得到維持。
（二）個案甲功能性溝通行為之介入及類化評量討論
由圖 4-6 和表 4-3，就個案甲之功能性溝通行為而言，趨勢在基
線期呈現下降的現象，因為基線期的第 3 個時段，個案甲曾經有一次
功能性溝通行為，理由在之前已經做過說明。本期的水準變化為 0，
表示本期最初與最後的時段，功能性溝通行為沒有變化，且數值皆為
0%。雖然在第 3 個時段，功能性溝通行為上昇，但整體而言趨勢還是
下降，趨勢穩定度和水準穩定度屬於多變，功能性溝通行為最低次數
為 0%，最高 20%。
接著，在介入期最初的時段，個案甲的功能性溝通行為變為 80%，
較基線期最後時段的 0%，多了 80%，表示功能性溝通行為在介入初期
時段的介入成效良好。在整個介入期時段，個案甲的功能性溝通行為
變為 96.13%，較基線期的 28.68%，平均多了 93.27%，表示功能性溝
通行為在介入期的整體成效良好，兩期的重疊百比為 0%，代表在介
入期的功能性溝通行為明顯上昇。在趨勢方面，呈現緩慢上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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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溝通行為隨延宕時間的增長，仍可保持緩慢上昇的現象。所以
整體而言，介入期的功能性溝通行為比基線期高，且呈現上昇的情
況。在此期趨勢穩定度、水準穩定度屬於多變，功能性溝通行為次數
在本期最低為 67%，表示個案在一個時段內，最少出現功能性溝通行
為 67%，而且最高次數大多維持在基線期 100%。
最後，在類化期，就水準間變化而言，功能性溝通行為在介入期
和換新介入者之類化期兩相鄰階段，保持在 100%。就平均水準變化
而言，功能性溝通行為在兩相鄰階段，又上昇 3.87%，表示類化到新
介入者時功能性溝通行為先是維持，但整體進步 3.87%，最高與最低
者都維持在 100%。趨勢在本期呈現平穩的狀態，表示類化至新介入
者，功能性溝通行為可以維持。在換成新情境時，情況和新介入者相
同，不論就水準間變化、平均水準變化而言，功能性溝通行為在新介
入者和新情境兩相鄰階段，都沒有變化，最高和最低值都維持在
100%。最後不論是介入期類化到新介入者，或新介入者類化到新情
境，重疊百分比都是 100%，表示類化效果有顯著。故在類化期，個
案甲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就一開始或整體的效果而言，上昇之功能性
溝通行為的類化效果有維持。
另外，若就功能性溝通行為的內容來看，由之前對附錄十一的
結果分析，可知個案甲最常選擇的增強物，是具有兩種功能（要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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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和自動增強）的增強物，故教導用口語說出「老師，可不可以教我
彈鋼琴」，這樣的結果，同時也達成研究者想兼顧一種溝通行為、包
括兩種功能的目標。
但由表中可發現，在基線期個案甲曾有過一次功能性溝通行為，
雖然個案並未稱呼老師，但他有說出「可不可以給我鋼琴」
，研究者
視其為一次的功能性溝通行為，這樣的反應，研究者由事後與家長的
討論得到解答，因為個案在有此反應的前一天，曾被其他老師教導如
何用「可不可以」，正確要求自己想要的東西，由於基線期除那一次
功能性溝通行為外，就未出現第二次，再者研究處於基線期，個案也
未獲得增強物，故研究繼續進行至介入期評量。
在介入期前三分之一的時段，功能性溝通行為以口語說出「老
師，可不可以教我鋼琴」為主，在介入期中間三分之一的時段，三種
功能性溝通行為內容分別交替出現，在介入期後三分之一的時段，功
能性溝通行為以口語說出「老師，可不可和我說話」的出現率最高，
研究者推論這種現象，主要是源自於鋼琴本來就不是個案甲最喜愛的
增強物，加上研究者在步驟二的刺激偏好評量發現，母親雖然提供 7
種個案甲最喜愛的玩具，但個案缺乏對不同玩具的操作技能，對於大
部份的玩具，都是拿在眼前晃動，對於玩具的玩法單一而不持久，所
以對於有鋼琴的溝通內容，漸漸產生飽足感，進而單獨選擇「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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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增加。
（三）個案乙固著行為之介入及類化評量討論
由圖 4-7 和表 4-4 可看出，就個案乙之固著行為而言，趨勢在基
線期，和本期的水準變化相同，都呈現上昇的現象。研究者認為此結
果，是因為個案乙的行為功能，是屬於自動增強，連續非互動的基線
期，造成個案一直沒有和外界互動，進而不斷出現固著行為，且上昇
的速度很快。雖然在第 3、4 個時段，固著行為曾維持在 3.8（次/分）
，
但整體而言趨勢還是陡昇，趨勢穩定度是穩定，但水準穩定度屬於多
變，固著行為最低次數為 0.8（次/分），最高可達 5.2（次/分）。
接著，在介入期最初的時段，個案乙的固著行為變為 0.4（次/
分）
，較基線期最後時段的 5.2（次/分）
，少了 4.8（次/分）
，表示固
著行為在介入初期時段的介入成效良好。在整個介入期時段，個案乙
的固著行為變為 0.74（次/分），較基線期的 3.36（次/分），平均少
了 2.65（次/分），表示固著行為在介入期的整體成效良好，兩期的
重疊百比只有 8.34%，代表在介入期的固著行為明顯下降。趨勢方面，
呈現緩慢下降，顯示固著行為隨延宕時間的增長，有緩慢減少。所以
整體而言，介入期的平均固著行為比基線期低，且仍呈現下降的情
況。在此期趨勢穩定度、水準穩定度屬於多變，固著行為次數在本期
最低次數為 0，表示個案可以在一個時段內，都未出現任何的固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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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且就算是最高次數 1.6（次/分），還是可以維持在基線期的平
均數（3.36 次/分）。以下。
最後，在類化期，就水準間變化而言，固著行為在介入期和換新
介入者之類化期兩相鄰階段，下降 0.6（次/分），就平均水準變化而
言，固著行為在兩相鄰階段，下降 0.06（次/分），表示類化到新介
入者時行為是進步的。最高次數達 1.6（次/分）
，但之後則下降，最
低次數 0（次/分）。趨勢在本期呈現下降的現象，表示類化初期或整
個新介入者的類化期，行為還都有進步。在換成新情境時，就水準間
變化而言，固著行為在兩相鄰階段，上昇 0.8（次/分），就平均水準
變化而言，固著行為在新介入者和新情境兩相鄰階段，上昇 0.08（次
/分），最高次數達 0.8（次/分）
，但之後先持平再下降，最低次數為
0.4（次/分）。最後不論是介入期類化到新介入者，或新介入者類化
到新情境，重疊百分比都是 100%，表示類化效果顯著。故在類化期，
個案乙的固著行為，一開始會稍微上昇，但整體而言降低之固著行為
的類化效果有維持。
（四）個案乙功能性溝通行為之介入及類化評量討論
由圖 4-7 和表 4-4，就個案乙之功能性溝通行為而言，在基線期
趨勢和水準變化皆為 0%，表示本期每個時段，都沒有任何的功能性
溝通行為。整體而言趨勢穩定，趨勢穩定度和水準穩定度屬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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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溝通行為最低與最皆為 0%。
接著，在介入期最初的時段，個案乙的功能性溝通行為變為 80%，
較基線期最後時段的 0%，多了 80%，表示功能性溝通行為在介入初期
時段的介入成效良好。在整個介入期時段，個案乙的功能性溝通行為
變為 92.86%，較基線期的 0%，平均多了 92.86%，表示功能性溝通行
為在介入期的整體成效良好，兩期的重疊百比為 0%，代表在介入期
的功能性溝通行為明顯上昇。在趨勢方面，呈現上昇，顯示功能性溝
通行為隨延宕時間的增長，仍可保持緩慢上昇的現象，所以整體而
言，介入期的功能性溝通行為比基線期高，且呈現上昇的情況。在此
期趨勢穩定度、水準穩定度屬於多變，功能性溝通行為次數在本期最
低為 50%，與下降一半的原因，除了功能性溝通行為突然退步外，更
重要的原因是本時段最高操作次數為 2 次，個案只選了 1 次圖卡，且
本次個案數 0~90 的時間較長，加上可允許操作增強物的時間，個案
已無法在時段內選第 2 次，表示個案在一個時段內，最少出現功能性
溝通行為 50%，而且最高次數大多維持在基線期 100%。
最後，在類化期，就水準間變化而言，功能性溝通行為在介入期
和換新介入者之類化期兩相鄰階段，保持在 100%。就平均水準變化
而言，功能性溝通行為在兩相鄰階段，又上昇 7.14%，表示類化到新
介入者時功能性溝通行為先是維持，但整體進步 7.14%，最高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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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維持在 100%。趨勢在本期呈現平穩的狀態，表示類化至新介入
者，功能性溝通行為可以維持；在換成新情境時，情況和新介入者相
同，不論就水準間變化、平均水準變化而言，功能性溝通行為在新介
入者和新情境兩相鄰階段，都沒有變化，最高和最低值都維持在
100%。最後不論是介入期類化到新介入者，或新介入者類化到新情
境，重疊百分比都是 100%，表示類化效果有顯著。故在類化期，個
案乙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就一開始或整體的效果而言，上昇之功能性
溝通行為的類化效果有維持。
另外，若就功能性溝通行為的內容來看，個案乙（如附錄十二）
於基線期由未出現任何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在介入期前三分之一的時
段，功能性溝通行為以圖卡要求「熊熊吹泡泡」為主，在介入期中、
後三分之一的時段，個案多還是選擇熊熊吹泡泡，洞洞板只選擇兩
次，這與步驟二的結果相同，熊熊吹泡泡是個案乙最喜愛的增強物。
綜合以上結果，個案甲和乙的固著行為，在介入期之初即明顯
下降，但隨著個案功能性溝通行為的比率增加，且漸漸趨隱定，固著
行為並沒有明顯而持續的降低。研究者認為有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是
因為計算兩行為發生比率的單位不同；功能性溝通行為在介入後期，
只需有一次就可達 100%的標準，而固著行為是每增加一次，就有 1/5
的變化量。另一方面是因為兩位個案之固著行為功能，皆涉及自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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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增強物雖可與固著行為抗衡，但若想完全取代固著行為本身所帶
來的增強，還有一段距離。最後，因為延宕增強時間本身，增加了個
案維持低固著行為的難度，個案之固著行為，還能繼續維持在平均每
分鐘 1 次以下的範圍內，微觀而言，固著行為是有降低且具維持效果
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由功能分析所發展出的介入策略，確實能降
低個案的多重功能的行為，此與 Hagopian 等人（1998）、Hagopian
等人（2001）、和 Kelly 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相同；亦能降低個
案的自動增強的行為，這與 Mazaleski 等人(1994)、Piazza 等人
(1996)、Ringdahl 等人(1997)、Patel 等人(2000)、Robrets-Gwinn
等人（2001）
、Van Camp 等人（2001）
、Tang（2002）
、Carr 等人（2002）
、
Stricker 等人（2002）、和 Piazza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
除此之外，由功能分析所發展出的介入策略，亦可增加個案的功能性
溝通行為，這與 Hagopian 等人（2001）
、Tang（2002）的研究結果相
同，而類化效果也很良好，這與 Bailey 等人（2001）
、Robrets-Gwinn
等人（2001）、Carr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
四. 研 究 設 計 綜 合 討 論
在此先就各步驟共同的研究設計做一般性的討論，再針對各步驟
不同的研究設計做較深入的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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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的研究設計討論
本研究設計採用單一受試研究設計，對於目標行為，由於想反應
個案行為的全貌，採頻率計次法；這與以往的研究不同，以往的研究
多以時距計記錄為主，但本研究証實了頻率計次法，對本研究的貢
獻，因為本研究兩位個案的固著行為，皆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兩位
個案的固著行為，常常在一個短暫的時刻內（約 10 秒鐘）集中發生，
而本研究的觀察信度，於各階段都在 90%以上，顯示頻率計次法，可
真實反應及記錄本研究個案之行為發生次數。因此在考慮採用何種觀
察記錄方式時，需考慮目標行為的性質，若目標行為頻率高，分散於
各時間點發生，可考慮採時距記錄法；若目標行為頻率高，但集中於
短時間內發生（如：小於 10 秒），則可考慮採頻率計次法。
（二）功能分析研究設計討論
就功能分析之初步定義行為功能而言，本步驟操弄的 4 種情境，
分別為非互動、社會不贊同、非結構性遊戲、和逃避課業要求，但這
些情境是否真的可以包含所有固著行為的功能，不得而知。有些研究
甚至將這些情境依不同個案，增減其中的項目，即每位個案所分配到
的情境數目和內容都不相同；如 Britton 等人（2000）的研究，將前
面所描述的 4 種情境，再加入 3 種，包括有明確引起目標行為之事物、
社會性逃避（social escape）
、和生理的接觸（physical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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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這些操弄情境應該經因素分析，將目標行為可能的功
能，分成獨立的幾個因子；情境可因個案調整，但每個因子皆須共同
被評量，且以每個因子的評量結果，共同決定行為的功能。
初步定義行為功能之評量，採用與整個研究相同的時段長度，每
個情境皆觀察 5 分鐘，因為有 4 種不同情境，所以總時段長度為 20
分鐘。在本階段有初步的評量結果後，研究者即告知個案的母親及老
師，並與他們討論個案在相關的真實情境中，固著行為的次數是否與
評量結果相符，証實評量的結果，與個案在一般的情境的表現類似。
本研究的時段長度設為 20 分鐘，這時段長度與 Tang（2002）和
Roberts-Gwinn 等人（2001）的設計相同，但與部份文獻不同。部份
文獻雖然宣稱他們的研究設計是參考 Iwata 等人（1982）的研究，但
這些文獻都在時段長度上做了修改。Iwata 等人（1982）的研究，原
本將時段長度設為 15 分鐘；但 Britton 等人（2000）、Carr 等人
（2002）
、和 Patel 等人（2000）的研究，將時段長度設為 10 分鐘，
而如上所述，Tang（2002）和 Roberts-Gwinn 等人（2001）的研究，
則將時段長度設為 20 分鐘；甚至，Stricker 等人（2002）的研究，
將時段長度訂的更長，達到 40 分鐘之久。
本步驟之初步定義行為功能評量，採用與整個研究相同的時段長
度，是考慮將每次時段長度的時間設為一致，使時段長度此變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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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影響降到最低。大部份的文獻，都沒有說明其為何決定該時段
長度的理由，而有部份文獻其所持的理由，是認為短暫、快速地交換
和操弄各種情境，才不會造成殘餘效應，但這些研究並沒有將短暫和
較長的時段長度對行為的影響，做進一步的比較。
研究者認為，適當的時段長度，其一，可考慮採用與功能分析時
相同的時段長度，使時段長度此變項，對每個時段的行為記錄產生最
少的影響；其二，可考慮在正式研究後，記錄個案於相關之真實情境
中的行為表現，或與個案的照顧者、師長討論，看評量結果，是否與
個案在真實情境中，目標行為所會發生的頻率類似，並以這些資料做
綜合性的判斷。
在本研究初步定義行為功能之評量，於各情境轉換間，並沒有給
予個案休息時間，但會簡短的告訴個案，等一下他要自己在房間玩，
還是可以玩他們帶來的玩具，或者是老師會教他做功課。依照 Iwata
等人（1982）的研究，在各情境轉換間，並沒有給予個案休息時間，
但有些研究，如 Roberts-Gwinn 等人（2001）和 Stricker 等人（2002）
的研究設計，會提供 5 分鐘的休息時間，和個案稍作互動。研究者認
為，若沒有告知個案下個情境要做什麼，個案會容易無所適從，提供
休息並和個案互動，又會和引起注意情境中提供的互動相似，影響各
情境的平均出現比率。故研究者認為使用本研究的方式，簡短的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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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下個情境要做什麼，可避開以上的缺點。
最後，就本步驟的延伸非互動期和遮蔽評量而言，是想進一步確
定目標行為功能，是否真的屬於自動增強，結合此兩種方式，在本研
究中，確實可以再確定行為的功能，但在太長而連續的非互動期，若
個案問題行為有引起注意的功能（如本研究的個案甲）
，則行為可能
因此被消弱，若個案問題行為功能屬於自動增強（如本研究的個案
乙），則連續的非互動期會造成問題行為上昇。
（三）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研究設計討論
在本步驟，研究者利用 Fisher 等人（1992）的配對刺激偏好評
量再參考 Lavie & Sturmey 等人（2002）之配對刺激偏好評量實施方
式，快速而準確的找到個案的增強物，並歸納出本步驟研究設計須注
意的事項。第一、刺激偏好最好找單數個，因為單數個刺激偏好兩兩
配對，每個刺激偏好，總出現次數便為雙數，可以平衡在評量時的擺
放位置，使得每個刺激偏好，出現在個案左邊次數和出現右邊的次數
相等；第二、刺激偏好並不等於有效的增強物（Logan et al., 2001）；
第三、增強物最好是個案偏好，且確實可使固著行為下降的事物；第
四、Morrison 和 Rosales-Ruiz（1997）的研究發現，最偏好的刺激，
會引發最多的固著行為。但本研究發現，對個案甲而言，最偏好的刺
激，會引發第二多的固著行為；對個案乙而言，最偏好的刺激，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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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第二少的固著行為。所以研究者認為，不論個案對刺激的偏好程度
為何，其都有可能對固著行為產生增減不同的影響。決定將刺激偏好
列為有效的增強物的關鍵有二，其一要視個案操作該刺激偏好時，所
得到的增強，是否可與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時所得到的增強相抗衡；其
二要視個案操作該刺激偏好時的行為，與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時的不相
容程度，行為越不相容，固著行為發生比率越低。
（四）介入及類化評量研究設計討論
本步驟之介入評量，主要以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區別性增強替代
行為，等功能性溝通行為建立後，再以非立即性增強為介入處理策
略，利用逐變標準實驗設計，慢慢延宕增強時距。這樣的設計與
Hagopian 等人（2001）的研究設計相同之處，是結合了功能性溝通
訓練與非立即性增強策略，只是該研究並未採逐變標準之方式設計。
本步驟的逐變標準實驗設計，是參考 Britton 等人（2000）和 Carr
等人（2002）的研究設計，但在延宕方式上有所不同。上述兩個研究
的延宕方式，是以研究者控制延宕時間；但本研究是以個案點數阿拉
伯數字的方式進行。前者的優點是時間固定，不受個案數數能力影
響；而後者的優點，包括一方面研究者可依個案能力，以增減個案所
需要數的阿拉伯數字，控制延宕的時間；另一方面，個案明確知道數
完數字，就可以得到增強物，這樣的方式比告訴個案要等待幾秒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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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且給予個案較多自我控制的機會；因為個案若很想得到增強
物，會反應在數數的速度上，希望能縮短數數時間，快點得到增強物。
另外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是 Britton 等人（2000）和 Carr 等人（2002）
的研究，都是將逐變標準的門檻，設在連續 3 個時段，都有小於 5%
個時距的問題行為，才進行至下一個不同的延宕時間。但本研究不是
以時距記錄法觀察行為，因此改用基線期所達成之最低固著行為次數
為門檻，在連續 3 個時段，都有小於基線期之最低的固著行為次數，
才進行至下一個不同的延宕時間。這種設計方式，主要是考慮以上研
究觀察記錄行為方式與本研究不同；加上研究者認為，以個案所曾達
成的標準來設定門檻，較合乎個案實際的能力；個案不會因目標太高
或太低，而放棄或失去動機。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應審慎考慮個案
實際的能力，再決定延宕的方式和門檻。
關於本步驟功能性溝通訓練的設計，尚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介入問題行為的功能性溝通訓練，是個案以功能性溝通的方式
要求增強物；第二、功能性溝通訓練所要求的增強物，是經功能分析
結果所決定的；第三、功能性溝通訓練可結合其他策略，增進介入效
果；第四、功能性溝通訓練，以多重功能性溝通訓練（Kahng et al.,
2000），即明確表達出個案自己所想要的特定增強物，較能有效降低
問題行為；第五、設計個案功能性溝通的溝通反應，要以質化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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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考慮個案該溝通反應所需費力（Richman et al., 2001），個
案若使用其原本就有的溝通方式，易產生較多的問題行為（Winborn
et al., 2002），因此在決定個案的溝通方式時，要先對個案的原本
就有的溝通方式進行評估，找尋適合個案的溝通方式時，因為它會影
響個案的使用時的意願和持續度；第六、以功能分析發展出的功能性
溝通訓練，除了可降低個案的問題行為外，亦可增加其功能性溝通行
為。
本步驟除介入評量外，尚有類化評量設計。本研究之類化評量設
計主要參考 Carr 等人（2002）的研究；但與之不同之處，是介入與
類化評量的時間點；本研究在介入後才進行類化評量，而 Carr 等人
（2002）的研究，是設計介入與類化評量同時進行。另外，Carr 等
人（2002）的研究，和 Robrets-Gwinn 等人（2002）的研究相同，在
類化至新情境時只探測 2 次；而本研究探測 3 次，較符合單一受試的
最低資料數。此外 Carr 等人（2002）的研究中的新介入者是找新的
治療師；而在本研究中，因為兩位個案的母親，都曾提出想親自參與
研究的要求，故研究者便將此步驟的新介入者設定為個案的母親。根
據 Carr 等人（2002）研究之類化效果，新情境比新介入者好，而本
研究未同時進行介入與類化評量，所以只能做相鄰階段間的比較。
本研究之類化效果，在個案甲方面，由介入期類化至新介入者和

102

由新介入者類化至新情境時，雖然固著行為先昇後降，趨勢為正向行
為進步，但固著行為的平均水準皆再上昇了一些，表示個案甲行為類
化雖有效果；但隨新介入者和新情境有不同，尤其在新情境的效果初
期較不明顯。產生此現象的原因，研究者認為與下列因素有關：包括
本研究將類化評量置於介入期之後，又將新情境置於新介入者之後
的；另外新介入者（母親）在介入前未演練；對新情境（機構中的另
一個小房間）而言，個案熟悉度較小。
而在個案乙方面，由介入期類化至新介入者和由新介入者類化至
新情境時，固著行為的平均水準皆再下降，表示個案乙行為類化效果
明顯。產生此現象的原因，研究者認為與下列因素有關：包括個案乙
在介入後期，本身數數能力增進；加上新介入者（母親）在介入前有
經過實際演練；對新情境（個案遊戲室）而言，個案熟悉度較大。至
於兩位個案的功能溝通行為皆有明顯的類化效果。因此在類化評量設
計方面，需依研究目的，選擇新介入者和新情境，並調整新介入者和
新情境評量的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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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為本研究的結論，第二節為研究限制，
第三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 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應用功能分析的方法，探究自閉症兒童固著行
為之功能，並探討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對自閉症兒童固著行
為之成效。研究對象乃根據研究目的取樣，獲得甲、乙兩位個案；個
案甲，為 6 歲 3 個月大男生，個案乙，為 5 歲 10 個月大女生，這兩
位個案的固著行為，皆為手部動作的固著行為。
本研究採取單一受試研究法，自變項為由功能分析發展的介入策
略；依變項為自閉症固著行為之成效，即減少固著行為和增加功能性
溝通行為的頻率；控制變項為研究地點、研究時間、研究者、觀察者。
研究過程共分成三個步驟，分別為步驟一的「功能分析」
、步驟二的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和步驟三的「介入處理/類化評量」
。本
研究之資料分析主要為觀察信度分析、描述統計分析、和視覺分析。
以下歸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一、應用功能分析的方法，確實可了解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的功能。
對個案甲而言，其固著行為之功能屬於多重增強，合併自動增強
與社會性正增強兩種功能；而個案乙的行為功能，屬於自動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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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二、 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確實可了解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的增
強物。就個案甲而言，選擇音樂鋼琴為其增強物；至於個案乙，
選擇玩具熊吹泡泡、穿線洞洞板為其增強物。
三、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主要結合功能性溝通訓練和非立
即性增強，確實能減少兩位自閉症兒童之固著行為。
四、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主要結合功能性溝通訓練和非立
即性增強，確實能增加兩位自閉症兒童之功能性溝通行為。
五、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主要結合功能性溝通訓練和非立
即性增強，確實能增進兩位自閉症兒童所增加的功能性溝通行
為之類化。
六、 由功能分析發展之介入策略，主要結合功能性溝通訓練和非立
即性增強，確實能增進兩位自閉症兒童所減少的固著行為之類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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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 究 限 制
本節從兩部分來討論研究限制，一為研究過程的限制；一為研究
推論和應用上的限制。
一、研 究 過 程 的 限 制
(一 )研 究 對 象 受 情 緒 影 響 而 致 使 實 驗 中 斷
本研究因為在實驗情境進行，研究對象較不會受到情境突發狀況
的干擾，但個案本身偶爾會有情緒控制不佳的時候，這時研究者會先
暫時停止研究的進行，安撫個案的情緒。在這期間研究者會和個案互
動，因而造成行為資料不連續的現象。如果該情況發生於下列兩種情
形，對研究的影響可能更大；第一種情形是非互動期，非互動期的情
境，研究者和個案是不會有互動的；第二種情形是在個案行為功能有
引起注意或要求互動的前提下，若個案未有功能性溝通行為，研究中
是不能給予任何互動。但這些研究規則，會被安撫個案的情緒打破；
因為個案目前的情緒若不處理，不正視個案所想表達的情緒，不但研
究無法繼續，也不符合研究倫理。這兩種情形在本研究都曾出現過，
研究者會取消該時段的資料，安撫個案的情緒後，重新收集該時段的
資料，再進行至下一個時段。故對於非常嚴謹控制的實驗研究，個案
情緒的因素，會中斷實驗的進行，影響結果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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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分析的研究設計限制
就初步定義行為功能時，發現個案乙之行為功能為自動增強，故
再實施延伸非互動期及遮蔽評量；但個案乙無法接受任何感官的遮
蔽，因為個案會在 5 秒鐘內，將所有的遮蔽物移去。故研究在進一步
了解自動增強的感官類型上受到限制，亦無法針對該感官類型，尋找
可能的刺激偏好。對功能只有自動增強的個案乙而言，影響的層面可
能要再探討論。另外，遮蔽評量的可行性為何；是否每位有自動增強
功能的個案，都能或都需要經過此評量，值得進一步討論。
（三）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研究設計的限制
在本步驟就個案甲而言，選定增強物的標準，是在前 3 名最喜愛
的刺激偏好中，選出產生固著行為最少的項目，當成個案的增強物，
但個案偏好該增強物的程度，是屬於中等左右的偏好而已，故在研究
進行中，有時個案對得到該增強物，並無法持續其強烈的動機，而影
響其溝通的意願。
就個案乙而言，當時設計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所伴隨的聲音，列入
增強物評量；而最後還是因其無法有效使固著行為降低而排除。今後
的研究需考慮是否直接將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所伴隨的聲音，置於刺激
偏好評量即可，不需另外獨立於增強物評量？還要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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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介入及類化評量研究設計限制
此步驟最大的限制，在於延宕時間的方式，延宕時間改用數數的
方式，雖然是著眼在考量個案的能力，但終究不夠嚴謹；甚至還有一
些理論的秒數，與個案數數的實際秒數是無法相對應的，影響了延宕
時間的準確性。
二、研 究 推 論 和 應 用 上 的 限 制
(一 )推 論 至 其 他 對 象 上 的 限 制
本研究只針對兩位、年齡層在 5-6 歲的自閉症兒童，分析他們固
著行為的功能和發展介入策略。由於研究對象有限，且兩位個案之固
著行為及溝通行為亦存在個別差異。故研究結果的應用僅適用於說明
實驗處理對這兩位受試的效果，或提供有類似情況之個案的介入者參
考，在推論上有其限制。
（二）推論至真實情境中的限制
由於本研究只限於實驗情境，且每種操弄情境的出現次數有限，
個案的表現僅適用於實驗情境，或類似的實驗情境，在推論至真實情
境時應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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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 究 建 議
本節分成三部份，分別對研究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領域之研究者
的、實務工作者、家長、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對 研 究 者 的 建 議
（一）以目標行為的性質決定觀察記錄方式
應用步驟一「功能分析」
、步驟二「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
、和
步驟三「介入/類化評量」
，確實可了解自閉症兒童固著行為的功能，
並發展出有效的介入策略。就整個研究設計而言，研究者在考慮採用
何種觀察記錄方式時，建議需考慮目標行為的性質，若目標行為頻率
高、分散於各時間點發生，可考慮採時距記錄法；若目標行為頻率高，
且集中於短時間內發生（如：小於 10 秒）
，則可考慮採頻率計次法。
(二 )應 用 功 能 分 析 時 須 注 意 個 案 在 真 實 情 境 中 的 表 現
本研究主要以實驗情境，進行功能分析及發展介入策略。實驗情
境的優點是可排除環境中的無關干擾變項，用實驗操弄的方式模擬真
實情境；但既然是模擬，就無法與真實情境相比。故今後之研究者可
參考真實情境中個案與周遭人、事、物的互動，調整實驗情境設計。
（三）詳細評估操弄情境
就步驟一之初步定義行為功能而言，建議今後本領域研究者，首
先要詳細評估所欲操弄的情境；情境可因個案調整，但每個功能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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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境皆須共同被評量，且以評量結果的每個功能，共同決定行為的
功能。
（四）注意殘餘效應的影響
在隨機操弄情境時，研究者需注意殘餘效應的影響。若研究是採
頻率計次法，建議可以使用調整時段長度的方式，克服上述的影響。
調整時段長度的方式，可考慮採用與功能分析時相同的時段長度，並
在正式研究後，記錄個案於真實情境中的行為表現，或與個案的重要
他人討論，再以這些資料做綜合性的判斷。
（五）流暢地轉換實驗情境
建議在各操弄情境轉換間，簡短的告訴個案，等一下的情境他將
要做些什麼，可使情境轉換更為流暢。
（六）注重延伸非互動期評量，評估遮蔽評量的可行性
在初步定義行為功能後，就有自動增強功能之個案而言，步驟一
之延伸非互動期評量，是有必要的，因為它可以再進一步確定較受爭
議的自動增強行為，所以建議今後本領域研究者，對於行為功能有自
動增強功能之個案，需再做延伸非互期評量。至於遮蔽評量，因為並
不是每位個案都能配合，所以建議今後本領域研究者，評估個案情
況，決定是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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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充份了解個案刺激偏好
本研究步驟二之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對於行為功能有自動增
強項目之個案，是個快速有效的評量方式，建議今後本領域研究者，
可先由熟悉個案的人，了解個案的刺激偏好後再作評量。
（八）決定何種刺激偏好為有效增強物的標準
選擇何種刺激偏好作為有效的增強物，要視個案操作該刺激偏好
時，與固著行為相較，所得到的增強程度和不相容程度而定。所以有
效的增強物，最好是個案偏好，且確實可使固著行為下降的刺激。
至於特定的刺激偏好（指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時，常會伴隨的各種可能
情況），是否被列為有效的增強物，建議在評估固著行為下降的程度
後再做決定。
（九）結合功能性溝通訓練與其他有效策略
本研究步驟三之介入/類化評量，主要以功能性溝通訓練結合非
立即性增強為介入策略。就功能性溝通訓練而言，其訓練內容，一定
是根據功能分析結果而設計，研究者可視研究需求，將之與其他策略
結合，增進介入效果。
（十）找尋功能等值、適合個案的溝通方式
設計個案功能性溝通內容時，要考慮個案從事該溝通行為時的所
需費力，找尋功能等值且適合個案的溝通方式時，因為它會影響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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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的意願和持續度。
（十一）謹慎設定逐變標準的門檻
就非立即性增強而言，建議今後本領域研究者，若研究設計是採
頻率計次法觀察問題行為，設定逐變標準的門檻，可以參考個案所曾
達成的最低行為次數，較合乎個案實際的能力，個案不會因目標太高
或太低，而放棄或失去動機。
二、對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一）透過功能分析，加強對固著行為的了解
就實務工作者，尤其是剛接觸有固著行為之自閉症兒童，可能會
因缺乏對個案長期的觀察，無法由歸納經驗中，了解個案行為的功
能。建議可應用本研究各步驟的評量，快速而準確的了解個案行為的
功能，並尋找有效的介入策略。
（二）不過度抑制固著行為
在固著行為的處理方面，建議實務工作者不要只視固著行為為一
種干擾，而採取抑制的方式介入固著行為；因為過度的抑制，可能會
破壞教學者與學習者的關係，影響學習者的情緒與學習意願。
（三）掌握固著行為的改變，引導至功能性的方向
另外，實務工作者必須了解，「表現固著而有限的行為模式及興
趣」
（教育部，民 91）既然是自閉症者的鑑定基準之一，間接表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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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行為是自閉症者的一部份，不可能完全消失；而且隨年齡與個案本
身功能的不同，固著行為的形式與功能亦會隨之改變；實務工作者在
此時此地尋獲的增強物，在彼時彼地可能便不適用。這樣的情況將帶
給實務工作者極大的挑戰，但這無疑地也是一種轉機，因為以上的情
況透露出一個訊息：固著行為雖不會消失但可以改變。實務工作者的
角色，就是將固著行為引導至功能性的方向，並在必要時要對固著行
為進行再評估的工作。
（四）增進功能性溝行為的可行性和類化
在功能性溝行為方面，建議實務工作者在設計個案功能性溝通內
容時，要找尋適合個案的溝通方式時，包括該方式是否容易被人了
解、是否有攜帶上的問題、以及是否容易執行。在確定個案功能性溝
行為已建立後，應融於自然情境中實施，加強個案行為的類化效果。
（五）維持反應類化的效果
本研究在反應類化方面，個案的進步包括：數數能力的更為增
進，溝通動機明顯增加，還有溝通意圖更加明確。故建議實務工作者，
要繼續以本研究的實施方式教導個案，維持反應類化的效果。
二、 對 家 長 的 建 議
（一）對本研究個案之家長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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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 續 執 行 介 入 策 略
對本研究個案之家長而言，建議在處理個案固著行為時，家長本
身及家中成員要能持續配合介入策略的執行，且有合理的期待，有問
題時要隨時請教相關人員。
2.提 昇 延 宕 的 方 式
在延宕的方式上，建議在研究之後，延宕的時間先維持在研究所
設定的目標；但逐漸將點數數字，改為只用口語數數，再改為默念數
數，進而達成可以不用數數等待的目標。
3.等 量 的 增 強
因為家中不似實驗情境，須嚴謹控制每次個案操作增強物的時間
（每次 60 秒）。建議家長給予操作增強物的時間，等同於延宕的時
間，使個案的等待行為得到較等量的增強。
4.擴 大 溝 通 範 圍
在功能性溝通行為方面，建議本研究個案之家長，在生活中多給
個案溝通的機會，且適時增加溝通行為可要求的增強物，進而擴大溝
通行為可使用的範圍，提高並維持個案的溝通動機。
（一）對 一 般 有 自 閉 症 兒 童 之 家 長 的 建 議
1. 以 理 性 態 度 面 對 孩 童 的 固 著 行 為
在面對固著行為的態度方面，建議一般家長要以理性的態度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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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的固著行為；不可因過份專注於孩的童固著行為，而引發本身不
當的情緒反應，或者針對固著行為施予嚴厲的處罰。
2.以 系 統 性 的 觀 察 記 錄 了 解 固 著 行 為 的 功 能
利用平日系統性的觀察，確實記錄孩童發生固著行為時的情境，
並記錄該情境固著行為的發生頻率，可幫助一般家長了解孩童固著行
為可能的功能。
3.尋 求 專 業 人 員 協 助
初步了解孩童固著行為的可能功能後，應尋求專業人員協助，共
同討論擬定可行的介入策略，並隨時注意介入策略對固著行為的正、
負面的影響，適度調整策略的執行方式以提昇介入效果。
4. 以 堅 定 的 信 念 處 理 孩 童 的 固 著 行 為
一旦家長決定要介入處理孩童的固著行為。就必須體認固著行
為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忽然減少或消失，耐心與堅持是介入成效的關
鍵。故建議一般家長要以堅定的信念處理孩童的固著行為。
三、 對 未 來 研 究 的 建 議
（一）探討各行為功能間的獨立性
就步驟一之初步定義行為功能而言，首先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因
素分析的方式，研究 Iwata 等人（1982）設計的四種情境，是否可評
量出四種獨立的行為功能，並了解自動增強（或稱為非社會性增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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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性增強，是否為完全互斥的增強方式。
（二）探討多重功能固著行為的內涵
建議未來研究，可採較多的樣本進行功能分析，了解固著行為屬
多重功能者之內涵，結合社會性正增強和社會性負增強，或是結合自
動增強和社會正增強功能的比率為何。
（三）探討延伸非互動期與遮蔽評量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建議未來研究，可由分析介入效果，研究延伸非互動期與遮蔽評
量，對自動性增強行為功能分析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四）探討刺激偏好程度與固著行為發生比率的關係
就步驟二之刺激偏好及增強物評量而言，建議未來研究，可採較
多的樣本數進行分析，研究個案對刺激偏好程度，與個案固著行為發
生比率的關係；並了解將偏好分高、低的標準應如何界定，而偏好分
是否只能分高低二類，低偏好、低問題行為的刺激偏好，是否對問題
行為有改變效果。
（五）探討增強物數目對介入效果的影響
建議未來研究，可比較數個偏好同時列為增強物、與僅列一個偏
好為增強物，對問題行為的介入效果。最後建議未來研究，若特定刺
激偏好能達到列為增強物的標準，可分析特定刺激偏好，對問題行為
的介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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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討多個功能的溝通內容對介入效果的影響
就步驟三之介入/類化評量而言，建議未來研究，深入探討同時
具備所有功能的溝通內容，介入效果是否大於只具備單一功能的溝通
內容。
（七）探討對增強物飽足的克服方式
再者建議未來研究，可研究在介入期，個案若對唯一的增強物項
目漸漸產生飽足感，要如何克服，是要繼續使用，還是重新評估適合
的增強物。
（八）探討逐變標準門檻之設定方式
建議未來研究，可探討逐變標準的門檻設定，應以什麼為標準對
介入最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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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同

意

函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在於探討自閉症者之自我刺激的功能，
並尋求可被一般人所接受的替代行為，達成減少不合情境的自我刺激
行為、滿足個案功能性之需求、增加社會接受度的目標，並期望日後
能對有相同行為之個案，提出一些具體的介入策略。此外，本研究若
順利，將成為研究者之碩士論文。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有外顯之自我刺激行為的自閉症者兩位。
三、研究工具：
行為動機量表、增強物調查表、學生基本能力調查表、行為觀察紀
錄表、研究成效調查表。
四、研究方式：
評估→介入→檢視成效（採用量化研究：單一受試者研究法）
五、其他細項資料
（一）研究者：研究者目前就讀於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二年
級，本研究之指導教授為本校特教系之教授：鈕文
英博士，研究會藉由與指導者固定的討論，使研究
者之整體研究過程，符合研究的品質和適當性。
（二）研究時間起訖：此研究預計由民國 92 年 2 月份開始，持續到 5
月份。研究實行頻率視資料收集情況而定。
（三）研究地點：以參與者方便為原則。
六、以上內容只做研究用，故研究者會確實遵循研究倫理，保障您與您家人
的隱私，您有自由決定是否參與的權利，若同意參加此研究請於下方簽
名：
簽名：
日期：
七、本同意函一式兩份，一份由您保存，一份由研究者持有，有任何問題或
建議可隨時與我聯絡：
研究者

電話

地址

鍾儀潔

0958273170
（07）3162360 轉 6402

高雄市十全一路 54 巷 11 號 4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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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行為功能初步評量紀錄表

目標行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一個時段 20 分鐘隨機出現 4 種情境
功能評量情境

每種情境中，固
隨機
劃記 5 分鐘內出現幾次固著行 著行為平均每分
順序
為
鐘出現次數

非互動期
社會不贊同
非結構性遊戲
逃避課業要求
非互動期
社會不贊同
非結構性遊戲
逃避課業要求
非互動期
社會不贊同
非結構性遊戲
逃避課業要求
非互動期
社會不贊同
非結構性遊戲
逃避課業要求
非互動期
社會不贊同
非結構性遊戲
逃避課業要求
附註說明：本紀錄表以隨機出現 4 種情境，初步評量行為功能，一個時段 20 分
鐘（4 種情境 ×各 5 分鐘），紀錄每種情境中固著行為發生的次數，
用斜線劃記於附錄二，並算出平均每 1 分鐘固著行為發生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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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延伸非互動期紀錄表
目標行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一個時段 5 分鐘
功能評量情境

劃記 5 分鐘內出現幾次固著行為

固著行為平均每
分鐘出現次數

延伸非互動期
延伸非互動期
延伸非互動期
延伸非互動期
延伸非互動期
延伸非互動期
延伸非互動期
延伸非互動期
附註說明：本紀錄表以出現「非互動情境」
，再確認行為是否屬於自動增強行為，
一個時段 5 分鐘，紀錄 5 分鐘內固著行為發生次數，用斜線劃記於附
錄三，並算出平均每 1 分鐘固著行為發生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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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遮蔽評量紀錄表
目標行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一個時段 12 分鐘隨機出現 4 種遮蔽情境
隨機
遮蔽評量情境
順序

劃記 3 分鐘內出現幾次固著行為

每種情境中，固
著行為平均每分
鐘出現次數

視覺遮蔽
聽覺遮蔽
觸覺遮蔽
身體動覺遮蔽
視覺遮蔽
聽覺遮蔽
觸覺遮蔽
身體動覺遮蔽
視覺遮蔽
聽覺遮蔽
觸覺遮蔽
身體動覺遮蔽
視覺遮蔽
聽覺遮蔽
觸覺遮蔽
身體動覺遮蔽
視覺遮蔽
聽覺遮蔽
觸覺遮蔽
身體動覺遮蔽
附註說明：本紀錄表以隨機出現 4 種遮蔽情境，評量自動增強行為有無特定增強
刺激，一個時段 12 分鐘（4 種遮蔽情境 ×各 3 分鐘），紀錄每個遮蔽
情境中固著行為發生的次數，用斜線劃記於附錄四，並算出平均每 1
分鐘固著行為發生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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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刺激偏好評量紀錄表
目標行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配對刺激 個案本次選擇之刺激（偏好刺激） 操作時間（最多 5 分鐘）
S7 和 S3
S4 和 S5
S2 和 S3
S7 和 S1
S6 和 S2
S5 和 S1
S3 和 S4
S6 和 S7
S2 和 S5
S1 和 S4
S3 和 S6
S2 和 S7
S3 和 S1
S6 和 S4
S5 和 S3
S4 和 S2
S1 和 S6
S7 和 S5
S1 和 S2
S4 和 S7
S5 和 S6

附註說明：本紀錄表根據個案母親提供個案平常喜歡的玩具 7 種（當成 7 種偏好
評量刺激），將之編號為 S1~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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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之一

增強物評量紀錄表

目標行為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一個時段 15 分鐘

劃記 15 分鐘內出現幾次固著行為

統計每種情境每 15 分鐘
內，固著行為出現的總次
數

可能的
增強物
Sa
Sb
Sc

附註說明：由刺激偏好評量中，選出前 3 個個案操昨時間最久的刺激偏好（分別
稱為 Sa、Sb、Sc），每次出現其中一個刺激持續 15 分鐘，紀錄 15 分
鐘內共出現幾次固著行為，出現最少固著行為的刺激，為研究之增強
物，若出現固著行為次數相同，則同列為增強物，供個案選擇。
附錄六之二
目標行為

個案乙之特定增強物評量紀錄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一個時段 15 分鐘
特定
劃記 15 分鐘內出現幾次固著行為
增強物

統計 15 分鐘內，固
著行為出現的總次
數

特定
增強物
附註說明：在此階段，Patel 等人（2000）曾經為了降低個案因「新奇刺激」而
減少固著行為的可能性，將個案從事固著行為時所伴隨之聲音，用錄
音機錄下，再放回給個案聽，發現個案偏異行為明顯下降，但未帶入
處理期，研究者將以同樣的方式加入評量個案乙（因為該研究之情
形，與個案乙極為類似），紀錄於此增強物下固著行為次數，若此方
式產生之固著行為平均次數小於步驟一之非互動期的固著行為平均
次數，則列為增強物，並應用於介入處理期。

130

附錄七

介入評量紀錄表

目標行為

填表人

固著行為

行為
次數

目標
行為

填表日期

一個時段 5 分鐘
功能性溝通行為 平均每分鐘固 每 5 分鐘功能
著行為出現次 性溝通行為出
數
現百分比

時距
編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附註說明：本紀錄表是想了解，基線期的情況，和介入期的情況，功能性溝通行
為是否增加、固著行為是否減少，一個時段為 5 分鐘，紀錄 5 分鐘內
功能性溝通行為和固著行為的次數，用斜線劃記於附錄七，並算出平
均每 1 分鐘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以及 5 分鐘內功能性溝通行為出現
百分比。關於個案甲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內容，分別為用口語說出：
「老
師可不可以跟我說話？」、「老師可不可以給我鋼琴？」、或「老師可
不可教我彈鋼琴？」；至於個案乙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內容，分別為用
圖卡要求下列兩種增強物：「熊熊吹泡泡」或「洞洞板」。
131

附錄八
目標行為

類化評量紀錄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一個時段 5 分鐘
固著行為

行為
次數

目標
行為

功能性溝通行為 平均每分鐘固 每 5 分鐘功能
著行為出現次 性溝通行為出
數
現百分比

時距
編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附註說明：本紀錄表是想了解，在介入處理期後，目標行為減少、功能性溝通行
為增加情況是否維持，一個時段為 5 分鐘，紀錄 5 分鐘內功能性溝通
行為和固著行為的次數，用斜線劃記於附錄八，並算出平均每 1 分鐘
目標行為發生的次數，以及 5 分鐘內功能性溝通行為出現百分比。關
於個案甲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內容，分別為用口語說出：「老師可不可
以跟我說話？」、「老師可不可以給我鋼琴？」、和「老師可不可教我
彈鋼琴？」；至於個案乙的功能性溝通行為內容，用圖卡要求下列兩
種增強物：「熊熊吹泡泡」或「洞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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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個案甲於步驟一各情境資料點的數據、平均數、和標準差
行為功能初步評量
非互動

社會不贊同

非結構性遊戲

逃避課業要求

1

2.6

4

3.8

0

2

3.4

4.6

4.6

0.6

3
4

4.8
3.2

4.6
3

2.8
1.6

0.4
0.6

5

5.8

5.4

2.4

0.8

6
7

3.2
3.6

0.4
5

1.4
1.8

0.8
1

8

2.6

6

2.2

0

9
平均數

3.4
3.62

4
4.11

4.2
2.76

0.2
0.49

標準差

0.98

1.55

1.11

0.34

時段

情境

延伸非互動期評量
時段

延伸非互動期

情境

1

3

2

2

3
4

1.6
1.4

5

4.4

6
平均數

3.6
2.67

標準差

1.09
遮蔽評量
視覺

聽覺

觸覺

身體動覺

1

0

1

1.67

3

2

0

2

0.3

3.67

3
4
平均數

1.3
0.3

2
4.67

2.3
1

3
3.67

0.4

2.41

1.32

3.34

標準差

0.48

1.22

0.67

0.3

時段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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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個案乙於步驟一各情境資料點的數據、平均數、和標準差
行為功能初步評量
非互動

社會不贊同

非結構性遊戲

逃避課業要求

1

1.8

1.2

0.4

0.4

2

2.6

1.2

0.8

0.8

3
4

1
2.6

0.2
0.2

0
1.2

0.6
1.4

5

2.2

0.2

0.6

0.2

6
平均數

3.2
2.23

0.4
0.57

1.2
0.7

0
0.57

標準差

0.7

0.45

0.43

0.45

時段

情境

延伸非互動期評量
時段

情境

延伸非互動期

1

2.2

2

1.8

3
4

3.6
3

5

5.2

6
7

1.4
3.4

8
平均數
標準差

5.2
3.23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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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行為
階段

個案甲介入及類化評量資料
個案
固著行為

階段

個案甲
功能性溝通行為

時段
原始次數 平均次數 原始次數 百分比
1
23
4.6
0
0
2
10
2
0
0
3
9
1.8
1
20
基線期
4
17
3.4
0
0
5
9
1.8
0
0
6
5
1
0
0
7
15
3
0
0
8
1
0.2
4
80
9
0
0
4
80
10
0
0
4
80
11
0
0
4
100
12
3
0.6
4
100
13
5
1
4
100
14
2
0.4
2
67
15
2
0.4
3
100
16
0
0
3
100
17
4
0.8
2
100
18
2
0.4
2
100
19
2
0.4
2
100
20
4
0.8
2
100
21
2
0.4
2
100
22
2
0.4
2
100
23
2
0.4
2
100
24
5
1
2
100
介入期
25
4
0.8
2
100
26
2
0.4
1
100
27
1
0.2
1
100
28
0
0
1
100
29
4
0.8
1
100
30
3
0.6
1
100
31
1
0.2
1
100
新
32
4
0.8
1
100
33
2
0.4
1
100
類 介入者
34
3
0.6
1
100
化
35
9
1.8
1
100
期
36
2
0.4
1
100
新情境
37
1
0.2
1
100
附註說明:A 代表要求注意，B 代表要求鋼琴，C 代表要求注意和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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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物

B

CCCC
CCCC
CCCC
CCCC
CCCC
BCCC
CC
BCC
BAC
CC
AA
CC
BC
BA
AC
CC
BA
CC
A
A
A
A
C
B
C
C
A
C
A
A

附錄十二
行為
階段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個案乙介入及類化評量資料
個案
時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個案乙
固著行為
功能性溝通行為
原始次數 平均次數 原始次數 百分比
增強物
4
0.8
0
0
16
3.2
0
0
19
3.8
0
0
19
3.8
0
0
26
5.2
0
0
2
0.4
4
80
AABB
4
0.8
4
80
BBBB
7
1.4
4
80
BBBA
5
1
4
80
BABA
5
1
3
60
BAB
5
1
3
60
BBA
3
0.6
5
100
BAAAB
3
0.6
4
80
BABA
4
0.8
4
80
BBAB
2
0.4
3
100
ABA
3
0.6
3
100
ABA
4
0.8
3
100
BAB
6
1.2
2
100
BB
2
0.4
2
100
BB
2
0.4
2
100
BB
8
1.6
2
100
BB
8
1.6
2
100
BB
2
0.4
2
100
BB
2
0.4
2
100
BB
2
0.4
2
100
BB
2
0.4
2
100
BB
3
0.6
2
100
BB
1
0.2
1
50
B
0
0
1
100
B
2
0.4
1
100
B
3
0.6
1
100
B
3
0.6
1
100
B
4
0.8
1
100
B

136

（續）附錄十二
行為
階段

個案乙介入及類化評量資料
個案

個案乙
固著行為

功能性溝通行為

階段

時段

介入期

34

8

1.6

35
36

3
4

37

類
化
期

新
介入
者

新
情境

原始次數 平均次數 原始次數

百分比

增強物

1

100

B

0.6
0.8

1
1

100
100

A
B

7

1.4

1

100

A

38
39

5
1

1
0.2

1
1

100
100

B
B

40

5

1

1

100

B

41

2

0.4

1

100

B

42

8

1.6

1

100

B

43

5

1

1

100

B

44

2

0.4

1

100

B

45

0

0

1

100

B

46

4

0.8

1

100

B

47

4

0.8

1

100

B

100

B

48
2
0.4
1
附註說明: A 代表要求熊熊吹泡泡，B 代表要求洞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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