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症幼兒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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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一種雙向交流、動態的社會互動過程。在發展遲緩兒諸多的發展障
礙中，最常見首推「語言」問題。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Picturing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是一種強調以功能性及系統性的溝通方式，強調類化的原則，在不同階段的訓
練，以幼兒要求喜好的物品或項目來訂定溝通行為的目標，能有效教導身心障礙幼兒與他
人溝通，是一種有效的語言溝通訓練工具。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教學於發展遲緩幼兒之初步成效。研究對象為唐氏症幼兒，以行動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設
計採用類似單一受試實驗設計(single subject design)中的「跨行為多試探」實驗設計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behavior)。使用數位攝影機拍攝記錄基線期、處理期、維持期
及類化期之被動口語反應、被動非口語反應、主動口語表達與主動非口語表達的次數。研
究結果發現，在目視法資料分析中顯示「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之整體教學效果，受試者溝
通行為的反應增加，其中以「主動非口語表達」的進步情形最為顯著，
「被動非口語反應」
的進步最少；此外，適當的溝通行為有增加的傾向，其中以促進「主動非口語表達」適當
TAO

性的教學效果最為顯著。在「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的過程中有許多情境應加以考量，
例如教學環境的安排、教學者的經驗與知能、師生及同儕互動、跨個案之多基線設計及融
合環境的安排等。本研究結果及建議可提供國內學前階段教師及家長在設計發展遲緩幼兒
溝通訓練及教學問題時之參考。

關鍵詞：唐氏症幼兒、發展遲緩、溝通教學成效、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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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學，並將教學目標融入日常活動中
溝通是人與人之間一種動態及雙

(Haring & Innocenti, 1989)。

向交流的社會互動歷程(林麗英，1994；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Picturing

Warran & Kaiser, 1988)。發展遲緩幼兒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是由

常因受限於身體機能障礙、認知發展落

Bondy 和 Frost 於 Delaware Autistic

後、學習經驗不足、環境剝奪等因素，

Program 所發展出的溝通訓練系統。國

以致無法發展出有效及清晰的口語表

內外研究證實，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是一

達 能 力 (Burkhart, 1987; Kaczmarek,

種有效的功能性溝通方法，可以彌補傳

1990)。根據國內學者的調查研究也指

統語言教學訓練時間、地點受限及訓練

出，在發展遲緩幼兒諸多發展的問題

結 果 類 化 困 難 的 問 題 (Earles et al.,

中，最常見首推「語言」問題(王天苗等，

1998；謝淑珍，2001)。

1999；林寶貴等，1992)。

國內目前已有不少特教夥伴曾進

以往溝通訓練都十分強調口語及

行過身心障礙兒童溝通教學方面的成

語文溝通，事實上，對發展遲緩幼兒來

就， 但研究對象多在學齡階段(曹純

說，早期語言介入的意義應是在於促進

瓊，2000；廖雯玲，1996)，僅有少數是

溝通能力的發展，並適當使用已有的溝

針對學齡前階段幼兒的溝通問題進行

通技能(Warren & Kaiser, 1988)。溝通教

相關研究，例如韓福榮(1998)以聽障幼

學強調的應是增進發展遲緩的幼兒功

兒家長為對象，進行溝通訓練教學材料

能性的溝通能力。此外，傳統的溝通訓

編制的研究；邱彩惠(2000)以五個早療

練多採一對一的治療方式，安排在隔離

單位中的行政人員、教師及語言治療師

的場所，這樣的訓練型態，使得發展遲

為對象，調查早期療育的語言溝通訓練

緩的兒童在學習及類化新的語言形式

現況；因此，直接以學前階段障礙幼兒

上受到相當限制。事實上，語言應具有

為研究對象進行溝通教學的實證研究

功能性，讓幼兒能將所學的溝通技能類

者較為闕如。

TAO

化 到 不 同 的 情 境 (Horner & Budd,

發展遲緩幼兒普遍存在的溝通障

1985)。近幾年來的溝通訓練模式多主張

礙情形，一直是許多教師及家長重視及

在自然情境中由日常互動的人進行教

擔憂的問題。因此，如何克服傳統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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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問題，及早提供發展遲緩幼兒適

Montgomery (1986)將溝通行為區分為

當的語言及溝通訓練方式，的確有其研

主動(initiation)及反應(response)兩種。

究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存在。基於此，本

另外，亦可以口語及非口語劃分，口語

研究目的是以一位唐氏症幼兒為對

是最普遍的、省事、方便的溝通方式(林

象，於教室情境中進行「圖片兌換溝通

寶貴，1983; 劉麗容，1994)。非口語溝

系統」教學，初步探討教學介入對促進

通則包括聲音(如哭、笑)、手勢、手語、

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行為的成效，以期

身體動作(例如點頭、搖頭)、臉部表情、

能提供國內學前階段教師及家長在解

眼神、寫、畫等(劉麗容，1994)。溝通

決發展遲緩幼兒溝通問題及教學訓練

具有許多不同的功能，Browder (1987)

方式之參考。

認為溝通的功能包括(1)工具性功能，如
要求某物、要求幫助、要求許可、尋求

文獻探討

注意、獲得資訊及做選擇；(2)社會性功

日常生活中，人們藉由語言來與他

能，如主動和被動的互動；及(3)個人的

人溝通，進行互動並促進人際關係。一

功能，如表達情緒、命名、娛樂及複述。

般人容易對溝通(Communication)、語文

綜合多位學者的看法，可得知溝通

(Language)及說話(speech)三個名詞產

是個體間藉由口語或非口語的溝通方

生 混 淆 ， 其 中 所 謂 「 溝 通 」

式，將訊息互相傳達的一種雙向交流的

(Communication)是指個體間經由語言

互動過程，溝通具有維持社會關係及幫

或其他符號，將彼此的訊息、想法、態

助學習思考的功能。因此，若兒童在溝

度及情感傳至對方的互動歷程(Allen,

通上發生困難，即是缺少了一件與社會

1992)；語文是人類有組織、有系統的語

互動的工具，那對於人際關係的建立、

音符號，是為溝通上最廣泛使用的一種

學習、及認知的成長都有負面影響。

TAO

工具；說話則是以口說的方式來表達語

人類溝通能力的發展是極為複雜

文，是最省事、普通及方便的溝通方

的過程。一般而言，嬰兒由出生時，發

式。由此可知，溝通、語文、及說話三

出哭聲開始，奠定說話的基礎，隨著年

者相較，以溝通的範圍最廣。

齡的增長，語言互動刺激的增加，約經

溝通的方式是十分多樣的，

242

過六至七年的時間，才能順利與他人對

身心障礙研究 2004, Vol.2, No.4

唐氏症幼兒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成效

答如流。通常非語言的發展早於語言的

由原來的治療取向，轉而到注意語言的

學習，嬰兒在出生後與週遭環境互動

社會性功能。因此，教學場所也將隔離

時，已開始發生臉部表情、肢體動作等

的治療室轉移至日常生活的自然環

方式來與周遭的人進行溝通，如發出哭

境，如學校或家庭等(Haring & Innocenti,

啼、咕咕聲(cooing)、喃語聲(babbling)

1989)。此外，對於發展遲緩幼兒的溝通

來表現語言前的溝通；而大約到十至十

介入方式，也由早期只強調口語的語言

八個月大時，開始出現第一個字彙，此

教學，至今日的功能性溝通訓練或擴大

時語言能力的發展也跨出一大步，在兩

/

歲之後，大多數的幼兒可將他所學的字

(Augmentative/Alternative

組成不同的句子，並不斷累積學習的語

communication; AAC)等非口語的溝通

彙，以美國為例，幼兒到六歲左右，所

教學亦受到重視。許多研究證實非口語

擁 有 的 詞 彙 多 達 一 萬 四 千 個 (Allen,

的溝通教學確實能促進障礙兒童的溝

1992; Warren & Kaiser, 1988)。

通能力(莊妙芬，1996)，例如聽障兒童

替

代

性

溝

通

輔

具

根據王天苗等(1999)調查台灣地

的非輔助性系統的手語，或是輔助性溝

區零到六歲的發展遲緩幼兒發現，在通

通系統中配合符號系統(如實物、模型、

報的 9,299 名發展遲緩幼兒中，領有身

照片、圖片溝通符號、黑白線畫、布列

心障礙手冊的發展遲緩個案以肢體障

斯符號及文字)的擴大/替代性溝通輔具

礙及多重障礙最多，未領有身心障礙手

等。相關的研究中，例如葉瓊華(1998)

冊的發展遲緩個案則以其他發展遲

的研究指出，三名國中階段的多重障礙

緩、自閉症、及智能障礙較多，而三歲

學生在使用溝通輔具後，其主動表達及

以後的發展遲緩幼兒最常見的問題首

被動反應在次數及品質上都有提昇。廖

推「語言問題」。林寶貴、黃玉枝、與

雯玲(1996)以三名國小階段腦性麻痺學

張正芬(1992)的研究指出，障礙兒童有

生為對象，在教導使用溝通輔具後，其

90%以上的比率有語言溝通的問題，語

主動表達及被動反應在次數及品質上

言障礙類型以構音異常最多。

也都有獲得提昇；兩研究均顯示：溝通

TAO

自 1970 年代開始，障礙兒童的語

輔具的教學介入是有效果的。

言及介入方式有了觀念上的轉變，就是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是由 Bo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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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rost 於 Delaware Autistic Program 所

31 名幼兒均學會用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發展出的溝通訓練系統。初期，原是針

和教室中的成人及同儕以功能性的方

對自閉症、發展遲緩或其他具有社會溝

式進行溝通。另外，Purkey(1999)以一

通障礙之學齡前幼兒所設計，但在不斷

名 12 歲無口語的自閉症男童為對象，

的修正後，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甚至已擴

進行單一受試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圖片

大使用對象至溝通障礙成人(Frost &

兌換溝通系統對個案的溝通能力增進

Bondy,1996)。此系統即是教導溝通障礙

極有幫助。在國內對於障礙幼兒學前溝

幼兒一種有效的溝通方式，透過將其所

通教學實證研究中，謝淑珍(2001)以三

想要的項目之圖片傳給溝通對象以兌

位溝通發展遲緩幼兒為對象，採單一受

換該項物品，來達到溝通互動的目的。

試者之跨個案多試探的研究設計，並以

它的教學分為六個階段，階段一：教學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為教學介入處

生用圖卡來交換一個想要的物品；階段

理；研究結果發現：溝通發展遲緩兒之

二：教學生從板子上取下他所要物品之

被動及主動反應次數增加，並有保留及

照片；階段三: 當學生喜歡的東西之照

類化的效果。

片與他不喜歡東西之照片並列在一起

綜合以上文獻，幼兒溝通技能建立

時，教學生選出他喜歡的東西照片；階

的目的是在於幫助提昇溝通能力，使幼

段四：教學生以「我要….」的字詞應用

兒能與人做有效的溝通，以增進社會人

圖卡來造句；階段五：當學生被問「你

際關係。因此，說話並非溝通唯一的形

想要什麼?」時，教學生自己應用圖卡

式，溝通教學亦並非單純的語言教學。

造句；階段六: 教師引進「你看到什麼?」

發展遲緩幼兒溝通障礙問題是許多家

「你有什麼?」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

長及從事特殊幼兒教學工作的教保人

並鼓勵學生就他們的環境發表看法。

員所普遍重視及擔憂的問題，且在學前

TAO

在圖片兌換溝通系統相關研究方

階段介入溝通系統教學，對障礙幼兒的

面，Schwartz et al. (1998)以 31 名三至六

溝通技能有正面的影響。因此，如何克

歲重度認知及溝通障礙的發展遲緩幼

服傳統語言教學的問題，及早提供發展

兒為研究對象，在教室情境中進行圖片

遲緩幼兒適當的語言及溝通訓練方

兌換溝通系統的教學，研究結果顯示：

式，強調自然情境中進行功能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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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兒童在自然情境中使用功能性語

behavior)。跨行為多試探設計是在同一

言的動機，強調自然環境安排的溝通教

環境下，對同一人所表現出的不同類似

學策略等，的確有其重要性與迫切性存

行為施行介入處理，以測試其有效性

在。

(Richards et al., 1999)。
多試探設計具有不需實施倒返仍

研究方法

具有實驗控制的優點。研究者的興趣在

研究設計

確定受試者是否可藉由「圖片兌換溝通

本研究針對發展遲緩幼兒，實施

系統」的教學來增加其「被動口語反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之教學實驗，以

應」
、
「被動非口語反應」
、
「主動口語表

了解「圖片兌換溝通系統」對發展遲緩

達」
、
「主動非口語表達」之次數(表一)，

幼兒溝通行為之效果。教學對象為唐氏

並使用跨行為設計，將此四種溝通方式

症幼兒，以行動研究方法進行，其研究

視為特質相似但功能彼此獨立的行為

過程採行擬似單一受試實驗設計(single

來處理，此四項標的行為之間沒有共變

subject design)中的「跨行為多試探」實

量的存在，可提高研究的內在效度。

驗 設 計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表一 溝通行為操作型定義
類 型

定 義

定義：在老師提出問題或指令後，個案所表現的反應。
z 適當：是指在老師提出問題或命令後 5 秒內，個案以符合要求的
口語表達方式反應，且能被理解。
z 不適當：個案口語反應時間>5 秒；反應他人無法瞭解或無反應。
定義：包括動作、手勢、聲音或圖片等反應。
非口語 z 適當：是指在恰當的時機以非口語方式反應，且表達內容他人能
瞭解及接受。
z 不適當：反應的方式不恰當或不反應，或表達內容他人無法瞭解。
定義：未經老師事先提示(包括口語、姿勢、動作協助等)，也不是在期待個案
回答情況下，由受試個案主動產生的溝通行為。
口語

被動
反應

主動
表達

TAO

口語

z 適當：是指在恰當的時機以口語表達方式將訊息傳給他人，且表
達內容他人能瞭解。
z 不適當: 表達時機不恰當或表達內容他人無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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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口語

z 適當：是指在恰當的時機以非口語表達方式將訊息傳給他人，且
表達內容他人能瞭解。
z 不適當：表達時機不恰當或表達內容他人無法理解。

研究情境
本研究進行之地點位於某中部國
小附設學前特殊教育幼兒實驗班之教
室中進行觀察及介入，教室環境區分為
團體上課區及感覺統合遊戲區。本研究
以教室中「小組教學區」為教學介入的
場所。該班級原為融合班型態，但目前
無一般幼兒就讀，該班共有五名特殊幼
兒；其中自閉症與唐氏症幼兒是為「極
重度」障礙，其餘三位幼兒是為重度智
障者。
研究者選擇個案就讀班級平日課
程，固定每週一次(星期一)進行溝通行
為的觀察。每週一上午自由活動時間，
從中取連續十分鐘對個案進行基線
期、處理期及維持期的觀察；類化期溝
通行為的觀察是固定於每週一上午點
心時間，從中抽取 10 分鐘對個案進行
觀察。該班級之點心時間，允許學生可
自由交談。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包括錄影機、計時器及
結構性的「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在
研究進行的過程中，個案於基線期

期(A2)的每一次行為表現皆以 V8 錄影
機拍攝，並轉錄為影像光碟片(VCD)。
以一分鐘為一紀錄單位，每次觀察十分
鐘。並依據本研究溝通行為操作型定義
(表一)設計「溝通行為觀察記錄表」
。記
錄方式採事件紀錄法，紀錄每分鐘內
「 被 動 口 語 反 應 」、「 被 動 非 口 語 反
應」
、
「主動口語表達」及「主動口語表
達」等四項溝通行為的表現次數。每項
溝通行為再細分為「適當」及「不適當」
兩分項，並以次數統計。

研究對象
本研究取樣方式是由實驗班老師
提供學生資料並協助推薦，研究者至現
場觀察，再以下述標準篩選：(1)幼兒生
理年齡為三至六歲，(2)診斷具有溝通障
礙，(3)未曾接「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之
教學，(4)學生家長同意後實施。
TAO

本研究對象是為一位 4.5 歲極重度
之唐氏症男孩。父母為高職畢業，無遺
傳疾病史，有兩位異卵雙胞胎的弟妹。
以香港之協康會所出版的「兒童發展評
估表」中的「語言理解」及「語言表達」
兩部份作為溝通能力的評量工具，由研
究者進行檢核。其中個案之語言理解年

(A)、處理期(B)、維持期(A1)、及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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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約為 2~2.5 歲，語言表達年齡約 18

導。提示之間間隔五秒，當提示兩次無

個月~2 歲。

效即更換層次。除階段一及階段二不使

研究步驟

用直接口語提示外，當學生進步時，提

本研究自變項為「圖片兌換溝通系

示應逐漸減少，由最多到最少。每一階

統」之教學介入(教學流程，如圖一)，

段的教學都必須學生能獨立完成整個

由研究者負責教學。分為基線期、處理

過程後，才進行下一階段。處理期(B)

期、維持期及類化期(點心時間)等四個

主要在於評估學生經介入圖片兌換溝

階段，進行依變項中被動口語反應、被

通系統教學後，於教室之自然環境下溝

動非口語反應、主動口語表達、主動非

通行為的變化情形。在處理階段中，安

口語表達等四項溝通行為次數之觀察

排物理環境，例如擺置學生喜愛的玩具

(圖二)。基線期(A)蒐集之資料代表個案

吸引學生的注意即引發興趣，並在自然

在尚未接受實驗介入前溝通行為的表

情境下溝通行為出現，但學生能力無法

現情形。在基線期間，研究者僅以攝影

進行時，教師提示個案以圖片兌換系統

機於自由活動時間連續拍攝十分鐘作

的溝通方式進行溝通；本研究間隔一週

為觀察紀錄，不做任何策略的介入。收

觀察。於維持期(A1)不再對物理環境做

集基線期資料兩週後，由研究者教導圖

任何安排，研究者亦不再給予個案提

片兌換溝通系統每週一次的教學，每次

示。此階段資料收集的目的為追蹤個案

教學時間約二十分鐘，教學次數視學生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使用的後續情形；本

情況而定。本研究「圖片兌換溝通系統」

研究間隔一週觀察。為瞭解圖片兌換溝

六階段教學時間為兩週，在此階段的溝

通系統對溝通行為所造成的處理效果

通行為不列入紀錄。教學結束後則隨即

是否可類化到其他情境中，將類化期

進入處理期。本研究的教學過程，教師

(A2)溝通行為的觀察時間改為上午 9 點

可視學生的情況給予提示，教學提示由

30 分到 10 點的點心時間；本研究間隔

協助最少到最多，共分三個層次：(1)

一週觀察。

TAO

口語提示，(2)動作示範，及( 3)身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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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教學環境

呈現教學刺激
階段六

階段五

階段四

階段三

階段二

階段一

正確

學生反應
不正確
教學提示

教學增強
口語讚美,並給予欲
兌換的物品

1.口語指示
2.動作提示
3.身體指引

學生反應

正確

不
正確

圖一 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實施流程

自變項
圖片兌換
溝通系統教學

TAO

基線期(2 週)

處理期(1 週)

維持期(1 週)

類化期(1 週)

2週

z
z
z
z

依變項: 跨行為: frequence
被動口語反應
被動非口語反應
主動口語表達
主動非口語表達

圖二 研究設計及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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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

以「目視分析」溝通行為次數之曲

動口語表達溝通行為的次數恢復到基
線期外，其餘二項的溝通反應皆有教學

線圖表示溝通行為於基線期、處理期、

效果。由研究結果表二中顯示：「圖片

維持期及類化期之被動口語反應、被動

兌換溝通系統」教學於處理期時，以「主

非口語反應、主動口語表達、及主動非

動口語表達」的效果最佳；維持期中以

口語表達的次數的教學效果。

「主動口語表達」的表現較為穩定進
步；改變環境條件之類化期中，以「被

研究結果

動口語反應」及「主動非口語表達」之

本研究自變項為「圖片兌換溝通系

類化遷移的效果較為顯著。就「圖片兌

統」教學，而依變項為基線期、處理期、

換溝通系統」整體教學效果而言，以「主

維持期及類化期之被動口語反應、被動

動非口語表達」的進步情形最為顯著；

非口語反應、主動口語表達、主動非口

相反的，「被動非口語反應」的進步最

語表達的次數，故研究結果以個案(一)

少。

四項溝通行為的改變情形，及(二)溝通
行為的適當性表現等兩部份來說明。

(二)溝通行為反應的適當性表現情形
執行「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後，在

(一)溝通行為的改變情形

(1)「適當性溝通」行為中，以「主動非

由表二之溝通行為可知：經由教學

口語」的表達次數為最多，其中於處理

介入後，溝通行為頻率有增加情形；由

期時頻率出現最高，維持期有下降的趨

圖三之趨勢線目視分析結果如下：(1)

勢，但於類化期時有增加及穩定的趨

個案於處理期(B)的四項溝通行為反應

勢；適當的「被動口語反應」頻率出現

次數皆有增加的情形；(2)維持期(A1)

最少，在任何時期呈現穩定的狀態(圖

階段，被動非口語、被動口語及動非口

四)。(2)「不適當溝通」行為中，
「不適

語反應次數與處理期比較有下降的趨

當被動口語及非口語反應」之溝通次數

勢，對於基線而言仍有教學效果；主動

有增加的趨勢，不適當主動口語表達沒

口語反應次數有增加的趨勢；(3)類化期

有改變，而「不適當主動非口語表達」

的階段(A2)：除了被動非口語反應及主

有下降的趨勢，改善的效果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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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維持期中，個案不適當的主動口語表

如「幹嘛!」等(圖五)。

達的頻率有增加的情形，可能與同儕間
互動時，學習到不適當的溝通行為，例
6
4
2
0
基線1

基線2

處理期(B)

維持期(A1')

類化期(A2')

維持期(A1')

類化期(A2')

維持期(A1')

類化期(A2')

被動非口語

6
4
2
0

溝通行為反應頻次

基線1

基線2

處理期(B)
被動口語

15
10
5
0
基線1

基線2

處理期(B)
主動非口語

TAO

6
4
2
0
基線1

基線2

處理期(B)

維持期(A1')

類化期(A2')

主動口語

圖三 溝通行為於各階段的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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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各項溝通行為反應次數統計表
分期
反應頻次
溝通反應類型

基
線
(I)

基
線
(II)

被動非口語反應
被動口語反應
主動非口語表達
主動口語表達
總次數

3
2
5
4
14

處理期
(B)

維持期
(A1)

類化期
(A2)

小計

1
0

反應
頻次
5
4

進步
頻次
4
4

反應
頻次
3
2

進步
頻次
2
2

反應
頻次
1
4

進步
頻次
0
4

反應
頻次
13
12

進步
頻次
5
8

6
2
9

11
3
23

5
1
14

7
5
17

1
3
8

10
4
19

4
2
10

39
18
82

17
6
36

註：小計之「進步頻次」＝(B＋A1＋A2) ＝進步頻次的總和

由上述溝通行為的適當性研究結

及改善「主動非口語表達」適當性的效

果可知：「圖片兌換溝通系統」教學對

果最佳，但對於促進「被動口語及非口

於促進溝通行為適當性的效果中，促進

語反應」適當性的教學效果最少。
被動口語

12

被動非口語

10
8

主動口語

6

主動非口語

4
2
0
基線期(I)

基線期(II)

處理期

維持期

類化期

圖四 『適當』溝通行為之曲線圖
TAO

被動口語

5

被動非口語

4

主動口語

3

主動非口語

2
1
0
基線期(I)

基線期(II)

處理期

維持期

類化期

圖五 『不適當』溝通行為之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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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來擔任教學者、增加資料點收集、研究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初步探討「圖片

者間一致性信度之處理、及以跨個案之

兌換溝通系統」教學於發展遲緩幼兒之

多基線實驗設計進行，來增加預測、驗

溝通成效。由資料分析中發現：(一)溝

證及複製的解釋效力等，增加研究結果

通行為教學效果方面：個案於處理期的

推論至溝通發展遲緩幼兒母群體之可

四項溝通行為反應次數皆有增加的情

能性及實務應用之社會效度。

形，其中以「主動口語表達」的效果最
佳；維持期以「主動口語表達」的表現

致謝:

較為穩定進步；改變環境條件之類化期

感謝台中特殊學校吳勝儒老師所提供

中，以「被動口語反應」及「主動非口

的溝通圖卡光碟、泰和附設幼稚園之蔡

語表達」之類化遷移的效果較為顯著；

淑惠及劉育娟老師的協助，更要感謝可

就整體教學效果而言，以「主動非口語

愛的小賢(個案)所提供的教學經驗。

表達」的進步情形最為顯著，「被動非
口語反應」的進步最少，但仍有教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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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cation is a signaling behavior that occurs in a social interactional process and that
provides a way to create shared understandings or meanings between persons. This study was an
exploratory study to describ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struction for one preschool child with Down’s
syndrome, utilizing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 as the tool to improve the
chil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 action study design which implement a single-subject experimental
study of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behavior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CS. The
participant was a 4.5 years old boy with multiple disabilities whose abilities on receptive and
expressive languages were limited. Using the V8 video to record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including
TAO

spontaneous/passive, verbal/nonverbal, and appropriate/inappropriate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The
data obtained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y visual inspection technique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nt made gains in communication skill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spontaneous
nonverbal expressions”, and also be improved for his behavioral appropriateness. The instructional
implication is that further expl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inclusive environmental arrangement towards
making social interaction opportunities. A replication crossing subjects study design is needed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PECS for the young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Key words: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Down’s Syndrome, instructional effectiveness,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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