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學習的方法也不斷地受到挑戰。以前人類的學習大多是以

面對面的方式進行，但拜網際網路所賜，人類的學習已經是無所不在，且無時不在。本

研究主要想探討大陸的特殊教育專業工作者利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輔助溝通系統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AAC）專業後，其個人知能和情意的感受。

本研究以自編問卷實施調查大陸地區受邀參加社群媒體案例教學之人員，以 2015 年 -2016

年 126 位參與者進行預試，擬定調查表，並以 2017 年的 44 位參與者正式調查。研究人員

依據研究目的，以描述性統計、平均數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不同背景變項之差異，

得出結論如下：

（一）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參與者進行 AAC 專業成長有正面意義，尤其是 AAC 介入

三部曲的序曲了解程度最高。

（二）「26-35 歲」年齡層的參與者在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之基

礎概念和情意部分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

（三）曾經接受過案例教學或 AAC 專業培訓相關課程的參與者在「AAC 的基礎概念」

顯著高於未接觸過的參與者。

最後，根據調查現況提出教學調整的建議，以供教育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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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資訊科技的快速進展，在全球化的教

育思潮衝擊下，新世紀的教室思維與教學

實務，必須改變傳統教學型態，培養學生

新技能，提升學習成效，乃是新世紀教師

的努力方針。現今社會人手可見一臺手機

或是平板，運用其在生活各個層面，而身

為研究人員的我們，會想如何善用這樣的

一個工具，並且將它變成強而有力的學習

利器。現今社會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已經成為人類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

幾乎有手機的人在睜開眼睛後，就與之接

觸。因為，它不僅成為人與人互動的主要

媒介，同時也成為人類獲取資訊最便捷的

管道之一。

隨著大陸地區經濟條件逐年好轉，

對特殊教育的重視與投資的力度也逐年加

強，無論是增設公立特殊教育學校或是民

辦特殊教育機構的數量上，都相當可觀。

目前需要透過輔助溝通系統（AAC）協助

的複雜溝通需求者（complex communication 

need, CCN） 大 約 是 總 人 口 數 的 1.3% 

（Beukelman & Mirenda, 2013）。 隨 著 越

來越多的 CCN 兒童進入到特殊教育學校就

讀，由於這些學童無法用言語和人溝通，

因此需要 AAC 協助他們解決溝通問題，進

而提升其學習和生活品質。

為此，大陸地區重慶市的向陽兒童發

展中心於 2015 年起開設 8 天的 AAC 培訓

課程，然而培訓期間光是理論就幾乎佔據

了大半時間，許多參與者對於一些細節或

概念需要更多的討論。因此，主辦單位同

時也在 QQ 社群媒體上，增設「受評山莊

之友」的討論群（Wang, Yang, Chu, & Xu, 

2018），直至 2018 年仍持續進行中。社群

媒體的討論群起初只是在每週四晚上，進

行語言治療和 AAC 的討論，後來則透過以

徵集問題的方式進行討論。但隨著討論的

內容日益加深，便有想利用案例教學的方

式來加深加廣 AAC 學習內容及想法。尤其

是案例教學比較能專注在單一個案的需求

上，且也可以依據案例所提供的資訊，帶

領社群上的參與者集思廣益，共同為個案

擬定出適合個案的 AAC 介入方案。

由於採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方式來進行

AAC 專業知能的成長，有別於傳統的案例

教學，大部分的參與者均是自願性質，且

透過運用社群媒體表達看法或個人意見。

因此，為了瞭解此一教學方式是否可以滿

足參與者在知識和情意層面之感受，實有

必要做深入探究。

研究者除擔任研習的講座外，均參與

該社群媒體的案例教學討論，初期蒐集了

2015 年、2016 年進行資料分析研究，並透

過質性及問卷調查發現執行層面的困境，

故將其困境整理為研究結果（朱怡珊、楊

熾康、王道偉，2017）。同時調整運用社

群媒體進行案例教學學習 AAC 知識的作

法，像是更加明確規範案例書寫的重點、

討論前須提供的文件等細節。基於前期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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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訪談和問卷調查可以發現運用社群媒體

案例教學，有研究價值的存在，故研究者

重整研究思緒，將 2015-2016 年資料作為

預試資料，進行問卷的修正，重新調查參

與 2017 年梯次的研究對象，並再次了解參

與此教學方法者的想法與感受，而透過調

查研究，重新檢視此教學方法的優缺點，

以作為日後檢討改進和推廣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依據前述之研究動機，研究人員訂

定之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之現況。

2.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參與者運用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 AAC 專業

成長之現況差異。

（二）待答問題：

1.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在 AAC 專業

成長的學習現況為何？

2.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不同背景變

項（年齡、學歷、任教學校）之

參與者對其 AAC 專業成長是否

有差異？

3.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 AAC

的 專 業 成 長， 是 否 需 要 先 有

AAC 培訓或案例教學培訓的經

驗？

4. 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頻率多

寡，對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

行 AAC 的專業成長有無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理論與相關

研究

（一）社群媒體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1. 社群媒體的定義與特色

從網路發展歷史來看，最早被稱作

為 社 群 媒 體（Social Media） 的 可 能 是

由 Bruce 和 Abelson 於 1998 年 所 提 出 的

「OpenDiary」網路社群服務，兩位研究

者集合網路使用者，共同在一個網站上撰

寫線上日記（施伯燁，2014）。近年來受

到社會大眾喜愛使用的社群媒體則是指建

立在 Web 2.0 的應用上，允許個人或群體

透過網路服務，創建和交換由使用者自創

的內容產品（Kaplan & Haenlein, 2010），

換 言 之 包 含 了 Web 2.0 與 UCC（user-

created content）兩個概念。研究方法上，

Beer 和 Burrows （2007） 及 Beer（2012）

也指出，社群媒體不只在內容層面提出新

文本型式，而且也帶來某些「副產品」

（by-product），像是大數據資料分析程

式等。呂孟蘋（2009）和林曉薇（2010）

均提到社群媒體網站以人際互動為基礎，

透過照片或其他多媒體內容進行聯繫、社

交與互動，應用於教學上，則多是利用

網站上的多媒體管道，以學習者本身的

分享為出發點，進行溝通與互動。Huang 

（2010）指出網路社群媒體是資訊通訊科

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形式中的一種，其屬於一個 We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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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科技下的應用與平臺且具有用開放式

用戶訊息交換和互動的工具。

社群媒體的優點在於應用層面廣，有

效能地迅速將相關的虛擬社群串連起來，

可以運用集體智慧的力量，藉由網際網路

的互動創造知識以及數位內容（林曉薇，

2010；Boulous & Wheelert, 2007；Velev & 

Zlateva, 2012）。社群媒體所建構的知識分

享環境，能使虛擬社群的協同合作達到前

所未有的規模，也因此更能凝聚社群來創

造出集體智慧（吳豐祥、金雅蘭、顏永森、

劉憶蓁，2015）。綜上所述，社群媒體有

網絡化和社會性的特徵，讓有共同興趣的

人，透過平台形成群體，跨越時空限制，

藉由社群媒體的即時性和可視性，屬於某

種形式的集體智慧 （鄭雅云、陽銘賢、江

長唐，2017；Mangold & Faulds, 2009）。

2. 社群媒體應用之相關研究

教育方式多元化以及學習樣態的多

樣化，乃順應著網路科技不斷的創新發

展，也因此適合不同的學習者（Greenhow, 

2009），若運用得當，甚至可以是滿足差

異化教學精神的助力。新的課程需要新的

教學關係，Web2.0 平臺在網路新興科技型

態下，逐步轉向整合學習資源、知識管理

為基礎的開放式架構（林曉薇，2010；顏

春煌，2012；賴弘基，2014）。隨著時代

進步，國內外研究大量的以網路學習作為

探討重點，期待運用新興科技開創出教育

的另一學習大門。所謂的網路學習乃是指

一種透過網際網路為媒介，將資訊、知識

打破時間空間的隔閡以數位化方式進行傳

播，即時配合學習者的能力及需要而調整

進度，使學習者能夠事半功倍的快速達成

學習目標（黃敬婷，2015），網路學習儼

然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當中重要的學習途徑

之一。

雖然運用社群媒體於教學的研究以

Facebook 為 大 宗， 但 仍 包 括 Wikipedia、

YouTube、Facebook 或 Second Life 等（施

伯燁，2014）。研究結果提出 Facebook 的

學習環境特色在於促進個人與他人的社交

互動，在激發主動學習、社會學習及學生

知識建構上，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

境，並激發出具有創意的學習活動方式（林

曉薇，2010；Blankenship, 2011）。

有些研究（姚書璇，2011；黃承偉，

2011；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

Hew, 2011；Kalpidou, Costin, & Morris, 

2011）運用 Facebook 進行高等教育教學，

結果發現社群媒體可以正向地影響大學

生生活和有效促進學生參與學習活動。

而 Junco、Heibergert 及 Loken（2011） 則

使用 Twitter 進行研究，以及吳尚庭與陳

五洲（2011）利用社群媒體網站於體育輔

助教學上，結果發現透過主題式討論功能

師生互動頻繁。楊銘賢、吳濟聰、高慈薏

（2013）則採個案研究法探討社群媒體在

社會企業中應用的情況與角色；詹益東、 

張家銘、 陳文銓與黃瑞榮（2015）使用

Facebook 研究大學運動代表隊使用社群媒

體現況與阻礙，均得出運用社群媒體教學

具有正面意義的研究結果。

而施伯燁（2014）以社群媒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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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後設觀點、操作方法及方法論深入探

究社群媒體，發現社群媒體使用者並不只

是被動資訊接收者，而是社群媒體意義建

構者，亦是意義建構方法論中重要假設，

使用者不僅可以發布訊息，也是具備創造

情感、情緒與社會連結的意義建構者。

除此之外，部分社群媒體具有虛擬社

群的功能，提供學習社群的概念。如王千

倖（2003）指出營造網路學習社群合作學

習氣氛，需要積極主動的小組領導人物，

且領導人物應能夠有效運用群組討論。而

許孟祥、 詹佳琪（2002）分析虛擬社群中

的知識分享關係到相互信任、了解、承諾

和衝突，進而形成另一型態的學習模式。

趙貞怡和陳柳馨（2008）指出在網路學習

社群中，由於組成的成員擁有不同的程度，

因此能產生彼此的差異性，得到異質性較

高的想法和意見，進而提升學習的思辨力。

Rheingold（2000）提出網路社群的網絡是

隨著時間的累積，進行大量的公眾討論，

累積出足夠的情感後所形成的人際關係。

更進一步的提出說明，網路社群是一種新

型態的社會組織，它包含以下四種特質：

（1）表達的自由；（2）缺乏集中的控制；

（3）多對多的傳播；（4）成員出自於自

願的行為（古必鵬，2009）。

綜上所述，使用社群媒體能擴增教學

的可能性，也可提升學習效果，因此本研

究採用具備發布功能和社群對話的 QQ 作

為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歷

程之探討。騰訊 QQ，是騰訊公司於 1999

年 2 月 11 日推出的一款的多平臺即時通

信軟體。騰訊 QQ 最高同時在線用戶數在

2010 年 3 月 5 日達到 1 億人數，顯示其在

大陸地區的普及率。而 QQ 群是由是一個

聚集一定數量 QQ 用戶的長期穩定的公共

聊天室，QQ 群成員可以透過文字、語音

及視頻進行聊天，在群空間內也可以通過

群論壇、群相冊、群共享文件等方式進行

交流（維基百科，2017）。雖然在賴偉嘉

（2018）針對 307 位大學生進行社群媒體

使用現況的調查中，QQ 僅佔 1.2%，但考

量名列前茅的 Line、Facebook 和 Google 在

大陸地區均無法使用，故仍選擇符合案例

教學功能的 QQ 作為媒介。因此，本研究

由 AAC 培訓主辦單位建立一個非公開的群

組「受評山莊之友」，需參與過相關研習

或是研究單位，參與者提出申請後，方能

加入社群，參與每月不同主題的案例教學

討論。

（二）案例教學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1. 定義與特色

案 例 教 學 法（case method）， 於

1870 年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 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首創，以法院判案作為

教學內容來教導學員。希望藉由專業相關

的經典案例和情境，透過師生討論的形式，

以使學員得以處於決策者般的情境審視、

分析及擬定個案的處理方案（Hammond, 

1976）。

案例教學法是一種以討論為主，且

強調學生能主動學習的教學法，透過老師

提供現有的案例，並以班級討論為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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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問題解決（Kagan,1994）。也就是在

教師引導下，針對某些過去發生過的實際

問題來進行分析、討論或構思決策（司徒

達賢，2015）。王千倖（1996）認為案例

教學法能藉由具有多元表徵的潛在價值的

「案例」，讓學生成為教學過程中的主體，

奠基於情境學習論、認知彈性論，透過尊

重、傾聽的批判思考對話，協助學習者建

構跨學科領域的知識，強化學習者主動參

與學習的行為及動機的教學方式。

其中案例乃是案例教學法的重要因

素，張民杰（2001）研究中對「案例」的

定義作了四點明確的說明：（1）案例是真

實事件的描述；（2）是以敘述的形式呈現；

（3）案例包含事件的人物、情節、困境或

問題；（4）案例乃做為分析、討論、做決

定、問題解決的基礎。

從以上的定義可見，案例教學具有獨

特的特徵，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1）案例題材兼具真實性和廣泛性

所謂案例教學法，是指在教學過程

中，強調案例取材於真實的教學環境，以

真實班級生活情境或事件為題材發展成案

例，並運用案例討論來進行的一種教學方

式（ 李 翠 玲，2015； 許 嘉 予、 陳 麗 圓，

2009）。

（2）積極參與和雙邊互動

曾欽德（2007）比較案例教學和傳統

教學異同之處，指出案例教學具有以學生

為中心，強調學習者的參與性和主動性，

注重學習者學習能力培養，案例的討論處

理必須客觀性等特徵。可見，案例教學不

是傳統的單一方向的教授形式，而是成為

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教師扮演的是促進

者和引導者的角色。其中，團體討論是最

為關鍵的要素，師生共同參與，就案例中

的人、事、物、背景、行為表現、背後緣

由等因素進行充分和自由的討論，找出最

佳的解決途徑。

（3）整體能力的提升

案例教學是讓學生運用所掌握的理論

知識，分析、思考、討論及處理案件中的

各種疑難情節，能培養學生系統地掌握與

運用專業理論，提高綜合分析與解決問題

的能力，養成開拓進取的良好品質（楊光

富、張宏菊，2008）。而互動討論的方式

能牽扯許多教學的議題，包含師生互動、

同儕社會互動及親師溝通等，透過討論、

問答以及角色的扮演的過程，培養學習者

高層次的省思（林育瑋，2006）。    

2. 基本流程

Meyers 和 Jones（1993） 指 出， 典 型

的案例教學可概分為三個主要階段：（1）

學習者接收案例並獨自研讀；（2）分小組

討論和探究案例內容；（3）省思與統整案

例。張民杰（2001）將案例教學之實施過

程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準備，即學

習者閱讀、熟悉案例內容，瞭解案例教學

法之功能與實際做法；第二階段是實施過

程，主要是分小組討論案例，包括組成學

習小組、決定討論時間、提供實施綱要、

進行巡視、檢討分組討論情形等五步驟；

第三階段是實施後的相關活動，包括案例

心得報告、教學評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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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案例教學法的步驟包括提

供案例進行閱讀、確認個案背景與融入情

境、指派小組成員任務、小組進行討論分

析、小組分享討論分析結果，以及評量成

果（王秀槐，2016）。

3. 相關研究

多位研究者都肯定案例教學的價值和

意義，優點包括結合理論與實務、增強學

習動機和興趣、養成批判反省的思考和價

值澄清的能力、有利於學習者主動建構知

識、增進討論與表達技巧、培養接納不同

意見和觀點的態度與增進師生的關係和互

動，整體包括以下特點（李翠玲、黃澤洋，

2016；McNaughton et al., 2001；Shulman, 

1992）：

（1）統整理論與實務知識

案例教學法被採用於教導理論的原則

或概念、實踐的先例、道德或倫理、心智

策略、意向和習慣，及可能的願景或典範，

透過案例教學可促使個體走入深一層的實

務（Shulman, 1992），常被視為理論與實

務間的橋樑（許嘉予、陳麗圓，2009），

是提升教師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利器。

（2）增進師資培養質量

案例教學能引導職前教師從專業角度

思考問題，增進從替代性的經驗中學習的

能力（Moster & Sudzina, 1996），不愧是

提早認識現實情境的一種有效途徑（Doyle, 

1986）。張民杰（2008）評估案例教學法

增進中學實習教師班級經營知能之成效顯

示，真實案例的撰寫有助於實習教師擴大

視野，以多元的角度思考與解決問題，

提升其反思與問題解決的能力。陳怡婷

（2008）探討幼教在職教師案例撰寫工作

坊之發展歷程，發現案例討論過程具有正

向功能，參與者能看到不同事件的不同觀

點，進一步分析故事中的問題。

（3）發展個體的正向情意

沈羿成與劉佩雲（2012）明確表明

以問題為核心的教學案例討論模式，有助

於提升教師的問題解決與系統化教學專業

能力。許嘉予、陳麗圓（2010）認為案例

教學可以促進教師對教學實務工作的認

識，增進與讓他人合作技巧及經驗，增進

問題分析與提出解決策略能力，以及展現

主動學習的態度等益處。李翠玲、黃澤洋

（2016）應用案例教學法於「特殊教育導

論」課程中，結果顯示案例教學在學習成

效、動機、態度和人際互動上均有成效。

（4）解決實務現場問題

多數研究發現，透過案例教學可以

解決教師現場實務問題，如沈羿成、劉佩

雲（2013）、柯秋雪（2012）將案例教學

應用在早期療育實習與專業知能成長上。

李翠玲（2014）認為案例教學法提升撰寫

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 IEP）之專業能力，帶動 IEP 的理論落

實實務的契機。王佳瑜（2015）在探討案

例教學法在高職特教班之性教育運用時，

發現案例教學有助於智能障礙學生判斷性

事件原因與後果的嚴重性，有助於遭遇性

問題時的解決策略與如何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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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AC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AAC 的定義

依據美國聽語學會（American Speech-

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 ASHA）

對 AAC 的定義：「輔助溝通系統是指在

研究上、臨床上及教育上實行的領域，它

涵蓋研究嘗試和在必要時補償因暫時或永

久損傷，導致言語∕語言表達和理解的嚴

重障礙者在活動上和參與上有限制，它包

括了口語和書寫的溝通模式。」（ASHA, 

2004, 2005），從以上的定義中可以看出，

ASHA 認為 AAC 是解決 CCN 者溝通困難

問題的一劑良方。本研究所指 AAC 課程

其內容包括語言溝通能力評估、AAC 符號

選擇、溝通輔具評估與檢測方式、AAC 技

術之評估與訓練、AAC 策略設計與實行、

AAC 版面設計與版面內容選擇、溝通輔

具的保養與維修等，且以前節所述案例教

學進行研討。ASHA 認為溝通符號、溝通

輔具、溝通技術和溝通策略等四個成分是

AAC 的四大要素（ASHA, 1991）。以下將

AAC 四大要素依序說明如下：

1. 溝通符號

溝通符號可分為兩大類，非輔助性溝

通符號和輔助性溝通符號（ASHA, 2004；

Beukelman & Mirenda, 2005；Lloyd & 

Fuller, 1986）。非輔助性的溝通符號是指由

人的身體直接所產生，不需要藉由輔具就

可表達的符號。輔助性溝通符號則需要人

的身體以外的物件搭配使用，才能完成溝

通的功能，例如實體符號（實物、模型、

照片）、圖像符號（圖片、線條圖）、

文字符號、聲音符號及抽象符號等，皆屬

於輔助性溝通符號（楊熾康、黃光慧，

2004；Beukelman & Mirenda, 1998；Light, 

Beukelman, & Reichle, 2003）。

2. 溝通輔具

溝通輔具是指應用裝置或設計來傳送

或接收溝通者的訊息，其主要目的為協助

CCN 者利用身體以外的裝置或設備來傳遞

訊息。溝通輔具依其科技等級分為無科技、

低科技及高科技三大類。無科技是指由人

的身體直接產生用來溝通的工具；低科技

溝通輔具是指沒有列印或聲音輸出功能的

裝置；高科技溝通輔具則是指具有列印或

聲音輸出功能的裝置。高科技溝通輔具又

可細分為專門性及非專門性，專門性高科

技溝通輔具是指單獨存在的裝置，主要功

能是用來溝通的器具；而非專門性高科技

溝通輔具則是指無法單獨存在，必須依附

在電腦作業系統之下才能運作的裝置或設

備，例如：PMLS Pro 2009（科技輔具文教

基金會，2009），Boardmaker with Speaking 

Dynamically Pro（Mayer-Johnson, 2005），

Talking Screen（Words+, 2005）（游宜珍，

2004； 楊 熾 康、 黃 光 慧，2004；Cook & 

Hussey, 1995, 2002）。

3. 溝通技術

溝通技術是指 AAC 使用者如何使用溝

通輔具的方法。一般可分為直接選擇和間

接選擇兩種，以下分別說明：

（1）直接選擇：

使用者能夠直接使用控制介面，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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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項組中隨意選取任一選項。使用者能

藉由自己的聲音、手、手指、眼睛或其他

身體部位的移動，直接選擇想要的目標。

（2）間接選擇：

使用者必須透過中間的操作步驟之

後，才能選擇到想要的選項。最常用的間

接選擇方法是掃瞄，一般掃瞄必須和特殊

開關結合，使用者需藉由按壓特殊開關，

來選擇想要的選項。具有掃瞄功能的溝通

輔具，一般都具有逐步、自動、反向等三

種掃描技術供使用者選擇，以滿足身心障

礙者的個別需求（游宜珍，2006；楊熾康，

2007；楊熾康、黃光慧，2004；Beukelman 

& Mirenda, 2005；Cook & Hussey, 2002; 

Light, Beukelman, & Reichle, 2003）。

4. 溝通策略

溝通策略指的是將溝通符號、溝通輔

具、溝通技術，整合成一個溝通介入方案，

以協助 CCN 者更有效地完成溝通。因此，

溝通策略必須詳細評估溝通障礙者的需求，

再由專業人員討論整合，提出完整的 AAC

介入計畫，然後依計畫內容，設計出符合

CCN 者的 AAC 介入方案，以提升其溝通

效率與效能（游宜珍，2006；楊熾康、黃

光 慧，2004；Beukelman & Mirenda, 1998; 

Light, Beukelman, & Reichle 2003）。

AAC 主 要 目 的 是 幫 助 CCN 者， 能

在最短時間內將其想要表達的內容正確

地傳達給溝通夥伴（楊熾康、黃光慧，

2004）。AAC定義沿用AT涵蓋裝置、服務、

策略以及施行和應用等不同層面的精神，

將溝通符號、輔具、技術及策略等視為

AAC 的四大要素。當專業人員提供 AAC

服務時，必須要將此四大要素一併考量在

臨床服務與臨床研究中，才能提升 CCN 者

的溝通能力及改善人際關係、增加獨立自

主、參與教育活動及參與家庭生活等。

( 二）AAC 成效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大量文獻均已證實 AAC 可增

加 CCN 者溝通的成效。李翠玲、黃澤洋

（2014）分析 24 篇自閉症學童使用 AAC

之現況與教學成效，發現 AAC 的成效顯

著。而吳雅萍、王華沛、陳明聰（2014）

運用自編量表調查 210 位特殊教育學校重

度口語表達困難學生 AAC 使用類型與達成

溝通目的之情形，研究結果顯示以滿足表

達需求最常見。黃宜屏、吳雅萍、陳佩伶、

陳明聰（2016）藉由系統性文獻分析 2009

年到 2015 年臺灣的 AAC 介入研究，研究

結果發現有九成五的個案顯示 AAC 介入對

其表達性溝通具有成效。

而目前國內教授 AAC 專業課程部分，

則以正規的課堂教學，由講師講述主導課

程，或以研習、工作坊等方式辦理，且無

相關研究其教學成效，與本研究欲進行的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知識有較

大差異。

（三）AAC 介入三部曲

以活動為本位的 AAC 介入三部曲模

式（以下簡稱 AAC 介入三部曲），屬於

AAC 介入溝通策略，其理論首要解決的

是 CCN 個案的溝通需求，所以運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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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輔 助 科 技（Human Activity Assistive 

Technology, HAAT）模式、活動本位及鷹架

理論融入到理論的實踐，透過活動中的溝

通需求，擬出活動的對話腳本，再從腳本

中找到功能性語彙；其次採用首部曲的功

能性語彙的訓練和二部曲句構的學習，最

後 CCN 個案就有機會在自然的情境中使用

AAC，其架構圖如圖 1（楊熾康，2018）。

而 AAC 介入三部曲中，各自擁有實

施和準備的重點，簡述如下（楊熾康，

2018）。

1. 序曲：介入前的準備工作

介入前，首先要進行 CCN 個案基本能

力的評估，儘可能用標準化的評量以取得

個案在活動的表現能力外，同時也須透過

非正式的評量來蒐集個案的相關資料。依

據所蒐集到的資料，彙整成個案的基本能

力資料和介入的活動安排。決定活動後，

接著是擬定活動的腳本，腳本的內容主要

是以個案日常生活中的對話取材，進而從

腳本中篩檢出功能性語彙，將之分類。其

次，尋找出相對應的溝通符號，選擇適合

個案的溝通輔具。

2. 首部曲：擴充功能性語彙量

AAC 介入三部曲的目的是協助 CCN

個案能獲得有效的溝通管道，因此在訓練

的過程中，就可善用語言獲得理論中的認

知語言學派，讓個案先產生符號和詞義之

間的連結，也就是讓個案增加新的基模或

在既有的基模中增加新的數量。為了讓

這些個案能夠有效的學習活動中所需的

功能性語彙，目前較成熟且具實證成效

的圖片兌換溝通系統（Picturing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和圖片教學

法是常用的教學方法。

3. 第二部曲：提升個案的句構能力

在人類的溝通情境中，為了更清楚傳

遞訊息，因語法有一定的結構，語詞和語

圖 1  AAC 介入三部曲架構圖（AAC PVSM model）
資料來源：楊熾康（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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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之間也有順序的關係，透過語法的學習，

就可以讓溝通夥伴接受到更清楚的訊息。

第二部曲主要的目的是要提升 CCN 個案的

句構能力，基本上會依據對話腳本擬定句

型，配合句構訓練設計版面及相關的學習

成效測驗，了解個案句構能力的提升情形。

4. 第三部曲：回歸自然

AAC 的目的是幫助 CCN 個案能夠習

得一般人的溝通功能和能力。因此，經過

功能性語彙和句構的習得後，基本上已經

取得了語言的相關技能。接著，就必須將

這些語言技能以用在日常的生活中。因此，

個案必須大量的練習在序曲所擬好的腳本

對話，最後，再將習得的技能運用在實際

的溝通情境中，包含了加強腳本對話練習

和將 AAC 運用在自然情境中。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便利取樣，對象為大陸地區

接受完 2017 年共 24 天 AAC 研習的地方教

育人員或特殊教育在學學生，並均受邀參

加社群媒體案例教學之「受評山莊之友」

QQ 群，其無法參加社群媒體討論之參與

者，則不進行調查，最後回收有效問卷為

44 份。

2017 年第三期的 AAC 培訓課程，由

前期的 2015 年 8 天和 2016 年 12 天的培訓

課程，增加到 24 天，並維持助教制度，且

參與者都親自執行過完整的 AAC 介入三部

曲，並規定每位學員都必須報告 AAC 介入

計畫和介入成果，參與者除了在課堂上實

項目 類別 n % 項目 類別 n %

性別
女性  36 81.8%

身分
教育人員 43 97.7%

男性 8 18.2% 大學生或研究生 1 2.3%

年齡

25 歲以下 10 22.7%

任教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33 75.0%

26-35 歲 28 63.6% 民辦特教教育機構 7 15.9%

36-45 歲 5 11.4% 其他 3 6.8%

56 歲以上 1 2.3% 無任教單位 1 2.3%

學歷

大學本科 29 65.9%
案例教學
舊經驗

之前接受過案例教
學培訓課程

16 36.4%

專科 ( 含以下 ) 6 13.6% 不曾接觸過 28 63.6%

研究所以上 9 20.5%

表 1

參與對象基本資料摘要表 (N=4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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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案例討論外，並以額外的時間參與社群

媒體案例教學，參與對象的基本資料分析

如表 1 所呈現。

二、研究方法與案例教學程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針對完

成 2017 年 AAC 培訓研習且參與社群媒體

線上討論案例之個案為調查對象。

而本研究所使用之 AAC 案例主要是由

2015-2017 年參加受評山莊 AAC 專業人員

培訓的學員中，挑選較優之 AAC 個案輔導

報告，依據案例撰寫原則經修改後再上傳

至社群媒體，分析案例及討論題綱，每月

在週四至少有一到三次社群媒體的討論，

每次討論時間約為 20：00 至 22：30。討論

有主持人負責主持，並有紀錄人負責記錄，

同時也有 AAC 和語言治療專家，負責引導

提問或討論，教學後對案例進行反思、修

正與實作（相關內容範例請參考附錄一）。

而其 AAC 案例撰寫的方式依照下列格

式進行撰寫，而討論的方式則是如圖 2：

1. 個案的基本資料、出生及發展史和

教育復健史、現有能力描述（感知

覺、動作能力、認知、語言能力、

生活自理、情緒行為）、一日活動

描述、喜好物和優弱勢能力分析。

2. 個案兩次階段性的 AAC 介入過程，

包含介入目標、介入策略、主要介

入活動、介入版面設計說明、AAC

介入三部曲的執行過程和成果、在

其他活動中使用 AAC 的過程和成

效。

3. AAC 介入三部曲的成果與省思。

參與
頻率

每週都參與 3 6.8%

AAC
培訓

舊經驗

之前接受過 AAC
的專業培訓課程
課程

22 50%

一個月 2-3 次 16 36.4% 不曾接觸過 22 50%

一個月 1 次 10 22.7%

每次參與間隔超
過 1 個月以上

12 27.3%

其他或尚未參與 3 6.8%

表 1

參與對象基本資料摘要表 (N=44)

圖 2  AAC 案例討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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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自編之「運用社群媒體案

例教學對 AAC 專業成長之調查問卷」為研

究工具。本問卷採 Likert 五點量表形式，

以非常同意給予 5 分，依序為部份同意 4

分、同意 3 分、部份不同意 2 分至非常不

同意給予 1 分的方式，得分越高則表示越

認同題意描述，請參與者針對個人實際狀

況作答。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由 5 位分

別為案例教學或 AAC 專家學者進行題項

討論和文字潤飾，並以書面發出大陸地區

2015-2016 年參加第一期及第二期共 126 位

參與過研習的學員進行預試，預試基本資

料分析如表 2。

預試結果將其刪除因素負荷量過低題

目 8 題（ 刪 除 10、31、33、36、37、38、

項目 類別 n % 項目 類別 n %

性別

女性 122 96.83%
身分

( 複選 )

教育人員 90 68.18%

男性 4 3.17% 大學生或研究生 40 30.3%

家長 2 1.52%

年齡

25 歲以下 50 39.68%

任教
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 53 42.06%

26-30 歲 41 32.54% 民辦特教教育機構 33 26.19%

30-40 歲 28 22.22% 其他 32 25.40%

41 歲以上 7 5.55% 公辦特殊教育機構 4 3.17%

普通學校 4 3.17%

學歷

大學本科 97 76.98%
案例
教學

舊經驗

之前接受過案例教
學培訓課程

76 60.32%

專科 ( 含以下 ) 15 11.90% 不曾接觸過 50 39.68%

研究所以上 14 11.11%

參與
頻率

每週都參與 15 11.90% AAC
培訓

舊經驗

之前接受過 AAC
的專業培訓課程課
程

45 35.71%

一個月 2-3 次 34 26.98% 不曾接觸過 81 64.29%

一個月 1 次 21 16.67% 參與語言治療研究 55 43.65%

每次參與間隔超
過 1 個月以上

39 30.95% 蒐集
來源

參與 AAC 研習 41 32.54%

其他或尚未參與 17 13.49% 參與社群討論研究 30 23.81%

表 2

預試基本資料摘要表 (N=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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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N Cronbach’s α 值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基礎概念 9 .791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情意感受 7 .896

個人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實際狀況 8 .847

個人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情意感受 7 .846

AAC 的基礎概念 4 .645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實際狀況 6 .862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情意感受 9 .919

39、50 題），保留 50 題試題進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最大變異法分析，

結果得出 KMO 值為 .82，Bartlett 球型考驗

的 x2 為 3453.626，自由度為 1225，達到 .01

顯著水準。另外 Cronbach’s 進行內部一致

性分析，全問卷信度為 .956，而各向度分

量表之信度為 .645-.919 之間（如表 3），

是以本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正式問卷共分七大面向，分別為社群

媒體案例教學的基礎概念（9 題）、社群媒

體案例教學的情意感受（7 題）、個人參

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實際狀況（8 題）、

個人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情意感受（7

題）、AAC 的基礎概念（4 題）、運用社

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實際狀況（6

題）、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

情意感受（9 題），正式題目如附錄二。

完成後針對 2017 年第三期的 AAC 培

訓人員，以書面方式發放，並於一個月內

回收完畢。問卷回收後，以統計軟體 SPSS 

24.0 版進行統計分析。而質性問答部分，

預試者編碼代號為 S，正式者編碼代號為

F。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參與者在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

學進行 AAC專業成長之整體
現況

   
分析參與者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的現況部分進行平均數分

析，研究結果如下。

以 面 向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各 面 向

平均值差異不大（M=3.37~3.89），唯有

AAC 的基礎概念的平均得分最高（M=4.38, 

SD=0.69），個人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

實際狀況最低（M=3.37, SD=0.66）。而在

群體間差異的部分，個人參與社群媒體案

表 3

預試各面向 Cronbach’s α 值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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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M SD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基礎概念 3.59 0.57

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情意感受 3.76 0.74

個人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實際狀況 3.37 0.66

個人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情意感受 3.48 0.79

AAC 的基礎概念 4.38 0.69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實際狀況 3.70 0.75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情意感受 3.89 0.78

表 4

各面向平均得分摘要表 (N=44)

例教學的情意感受（M=3.48, SD=0.79）差

異最大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基礎概念差

異最小（M=3.59, SD=0.57）。

整體來看，兩個知識概念層面中，參

與者較為了解 AAC 的基礎概念；而情意感

受部分，參與者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

習 AAC 的感受較為正向。

以各題分別探討，發現第 34 題「AAC

介 入 前 詳 細 了 解 個 案 背 景 」（M=4.48, 

SD=0.76） 平 均 得 分 最 高， 其 次 為 第 33

題「AAC 的 跨 情 境 評 估 」（M=4.39, 

SD=0.81）而其次為第 8 題「尊重群體間

不同的意見」（M=4.36, SD=0.92）、第 32

題「學習 AAC 有助專業成長」（M=4.34, 

SD=0.92）和第 35 題「介入過程中適時調

整策略」（M=4.32, SD=0.74），顯示出參

與者對於 AAC 介入三部曲中的序曲階段了

解程度最高，而在案例教學的部分，最為

清楚明瞭尊重他人的意見。

而平均得分最低的結果，乃是第 20 題

「主動提問並回答群組上的問題」（M=3.11, 

SD=0.97）、第 28 題「個人學習專注比其

他學習法好」（M=3.11, SD=0.97）、第 4

題「會先蒐集資料」（M=3.14, SD=0.96）

和第 24 題「討論後會整理討論重點與心

得」（M=3.14, SD=0.93）。顯示出參與者

對於案例教學基本知識相較於 AAC 較為薄

弱，而實際執行狀況中，又以主動性和事

後統整部分最無法執行，而也因為案例討

論除了課堂上案例討論外，透過社群媒體

的案例教學，讓參與者專注度並未比其他

學習方式高。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與前述多數

文獻的研究結果相同（黃承偉，2011；姚

書 璇，2011；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Hew, 2011；Kalpidou, Costin, & 

Morris, 2011），透過社群媒體能提升學習

參與度。

此外，透過開放性問答發現，部分參

與者表示「個人勇氣不足」（S1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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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註：1-25 歲以下；2-26-35 歲；3-36 歲以上
註： *p<.05；**p<.01；***p<.001

不同年齡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情形之變異數分析

向度 排行 N M SD
變 異 數 分析 摘要 事後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比較

社群媒
體案例
教學的
基礎概
念

1 10 3.18 0.25 組間 2.89 2 1.44 5.304** 2>1*

2 28 3.78 0.59 組內 11.16 41 0.27 (p=.009)

3 6 3.41 0.55 總和 14.04 43

總和 44 3.59 0.57

A A C
的基礎
概念

1 10 3.75 0.75 組間 5.41 2 2.71 7.27** 2>1**

2 28 4.61 0.51 組內 15.27 41 0.37 (p=.002)

3 6 4.38 0.70 總和 20.69 43

總和 44 4.38 0.69

運用社
群媒體
案例教
學學習
A A C
的情意
感受

1 10 3.44 0.82 組間 3.72 2 1.86 3.39*

2 28 4.10 0.72 組內 22.51 41 0.55 (p=.043)

3 6 3.61 0.73 總和 26.23 43

總和 44 3.89 0.78

表 6

註： *p<.05

是否接受過案例教學的培訓課程之差異

向度 組別 N M SD 差異 t p

AAC 的基礎概念
曾接受過 16 4.66 0.47 .43 2.07 .045*

未曾接受過 28 4.22 0.76

表 7

註： *p<.05

是否接受過 AAC 的專業培訓課程之差異

向度 組別 N M SD 差異 t p

AAC 的基礎概念
曾接受過 22 4.64 0.51 .51 2.60 .013*

未曾接受過 22 4.13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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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不清楚情況，並且能力有限，有時會

聽不懂或給不出建議」（S79）、「我遇到

的困難是有問題不敢問」（S95）、「別的

老師在討論的時候，自己也跟著在想，可

是有時候感覺自己跟不上節奏」（S5） 和

「專業知識不夠紮實，討論時會有跟進不

上的情況」（S17），其表現狀況與量化統

計結果一致。

二、不同年齡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

學進行 AAC專業成長的差異
情形

   
以不同年齡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表現情形進行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並用 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校正，

摘要如表 5。

發現參與者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

基礎概念」、「AAC 的基礎概念」和「運

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情意感

受」出現年齡群組的差異，並達到顯著性。

其中「25 歲以下」在各面向表現平均得分

最低，而「26-35 歲」年齡層在社群媒體案

例教學和 AAC 專業成長的情意部分明顯高

於「25 歲以下」。

總體而言，參與者隨著年齡的增長，

因為有了教學的實際經驗，在知識部分較

為自信，且對於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情意感

受平均得分越高越正向。

三、不同學歷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

進行 AAC專業成長的差異
   

以不同學歷背景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

進行 AAC 專業成長表現情形進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可以發現在各面向不同學歷參

與者的差異，均未達到 .05 的顯著水準。

四、參與者是否接受過相關課程對

於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專業成長的差異情形
   

若以參與者是否接受過案例教學相關

培訓課程的差異，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如表 6 所示。可以發現無論是否曾經

接受過案例教學的培訓課程，僅在「AAC

的基礎概念」有達到統計的差異顯著水準

（t=2.07, p<.05），而曾經接受過案例教學

培訓課程的參與者比曾經接受過的平均得

分還高，其餘向度則未達顯著差異。

再以是否接受過 AAC 相關專業培訓課

程的差異，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如

表 7，與接觸案例教學的經驗相同，僅有

在「AAC 的基礎概念」有達到統計的差異

顯著水準（t=2.60, p<.05），而曾經接受過

AAC 相關專業培訓課程的參與者比曾經接

受過的平均得分還高，其餘向度則未達顯

著差異。

五、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頻率和不同任教學校對運
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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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不同參與頻率和不同任教學校在社群

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表現情形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以發現各面向在

不同參與頻率的差異，均未達到 .05 的顯著

水準。

六、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AAC

專業成長之助益

   
在開放性調查中，參與者對於此教學

方法進行 AAC 專業成長學習的好處或是

幫助上，如同開放性問答中，參與者有提

到「可以有案例的資料積累，也能在線詢

問教師不懂的地方 」（F02、F04、F06、

F08、F10、F14、F17、F18、F37）、「 能

夠看到不同老師的分享，通過討論學習不

同的實踐經驗和知識、不同方向理論和實

踐，擴大我的知識面」（F15、F16、F18、

F21、F24、F28、F30、F31、F32、F33、

F35、F36、F38）、「看到別人成功的個案，

很大激發了我學習 AAC 的動力」（F05、

F08、F11、F15、F17、F19、F25、F26、

F29、F34）。

對於社運社群媒體進行案例教學部

分，則表示「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F04、

F11、F12、F13、F23、F27、F32、F34、

F35、F41）、「社群媒體上有視頻、圖片

等多媒體材料，我可以很直觀地觀看到老

師的評估和訓練過程」（F06、F12）、「可

以不受時空的限制，自由分享並能時時討

論進行較為完整的紀錄 」（F17、F22、

F26、F31）。

七、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專業成長之困難
   

在調查過程中，針對運用社群媒體案

例教學學習 AAC 之困難的部分，透過開放

性問題可以發現下列幾項重點：

1. 受限於時間：社群討論時間固定且

為晚上，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干擾，

故無法持續。如「會因為其他工作

時 間 而 有 所 延 誤 」（F01、F04、

F07、F14、F16、F21、F26、F27、

F28、F29、F35）、「控制好自己的

注意力，別走神了」（F05、F32、

F33）、「及時性的討論受限於打字

速度較慢」（F06、F28）。

2. 依賴網路速度：由於透過網路連結

QQ 軟體，案例教學的過程中有文

件、影音視頻等，若是討論當下的

頻寬不足，容易被踢出群組或是無

法收看影音資料，造成困擾（F10、

F12、F23、F32、F39）。如「手機

登錄不是很方便，學習案例看起來

比較不方便」（F02）。

3. 由預試個案中發現成員眾多差異

大，因而調整討論方式後，討論效

率提高：原先 2015-2016 年社群的

成員眾多，知識背景不同，且對文

字理解或 AAC 專業知識的背景經驗

差異較大，容易耽擱個案討論，耗

費時間於描述及解釋案例（朱怡珊、

楊熾康、王道偉，2017）。2017 年

起，經過規範討論的進行方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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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大量減少，但仍有部分教師

覺得自己跟不上進度或討論容易偏

題，如「專業能力不足，有時學習

比 較 費 力 」（F03、F14）、「 社

群媒體的討論經常會偏題，如何一

直閱讀主題討論較困難 」（F06、

F09、F23、F24）。

4. 案例經驗與親自教學的銜接不容易：

如「案例中學到的經驗在自己的教

學中運用不得當，如何有效運用」

（F21）、「對於案例教學的理論

與實操掌握的不夠系統 」（F04、

F15）、「比現場教學少了直接真實

的感覺」（F12）。

5. 對於個人不夠有自信心：如「自己

的專業能力不足，導致討論時想

參加又不敢參加討論。」（F11、

F20、F30、F38）、「…充實自己、

武裝自己才行 」（F13）、「自己

發表了評論或建議，沒有得到回

應，不知道是否觀點有誤」（F16、

F28、F33）、「缺乏自己的主見和

策略」（F18、F19）。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進行 AAC
專業成長有正面意義。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

業成長，經調查結果發現有助於教師進行

AAC 專業能力提升，介於「部分同意」和

「非常同意」之間，在情意部分也表示出

正向肯定，高於「同意」的評價。表示參

與者對於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普遍認為可以汲取不同的意見、

累積案例的經驗、突破時空的限制和激發

鬥志等好處。

（二）對於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

行 AAC 專業成長的自我評價

越高，其中以「26-35 歲」年

齡層具有較高的正向表現。

透過分析發現案例教學的討論需要參

與者具備大量的教學經驗和接觸案例，在

案例研討對話中所提及的教學輔具或是策

略運用等，才能有助於案例教學的參與。

25 歲以下的參與者，多為大學生階段或專

科剛畢業進入職場較少有實際教學經驗，

接觸的個案也比較有限，導致案例教學進

行時顯得較難參與討論或表達個人意見。

而對於初入職場的參與者而言，提出自己

的觀點是否與自信心不足有關，可透過訪

談加以了解。此外，由於對案例教學的熟

悉度不足可能會影響到自信心，因此較容

易成為案例教學的旁觀者。

（三）不同學歷的參與者於各面向整

體無顯著差異，而大學本科的

參與者平均得分最高。

學歷的差異在運用社群媒體進行案例

教學在 AAC 專業成長上，組別間未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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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顯著差異。但就平均得分表現仍可看

出大學本科學歷的參與者略高於專科以下

或研究所以上學歷，顯示出在大學教育階

段接受特殊教育的基礎訓練，有助於日後

教學介入 AAC 三部曲。進一步分析大學本

科的參與者在填寫此份問卷時，多已是現

職教育人員，多數為認同此教學方法對尊

重他人意見並加以吸收轉為個人經驗有所

助益，或有助於提升傾聽能力和反思能力，

能進一步更能激發個人教學熱忱。

（四）曾經接受過案例教學或 AAC
專業培訓相關課程的參與者在

AAC 的基礎概念顯著高於未

接觸過。

探討相關培訓課程的學習舊經驗是否

會影響新方式的 AAC 專業成長，由調查結

果中發現，是否曾經接受過 AAC 專業培訓

或案例教學的經驗在 AAC 基礎概念的學

習，的確有所助益。

且就細項題目分析，曾經接受過 AAC

專業培訓顯然有助於參與者接受社群媒體

案例教學學習 AAC 專業知能的教學方式。

似乎能提升教師專業成長，並迅速進入案

例教學研討 AAC 個案的實際情境，包含提

出個人觀點及跨情境評估 AAC 個案所需的

資源與教學策略。此部分仍需深入再次調

查確認。另外，未曾接受過相關經驗的參

與者，對於此新教學方式，可以快速學習

到別人的經驗表示肯定。

但在情意部分，是否有學習過相關培

訓課程的舊經驗，在情意的部分均無明顯

的差異，顯示出舊有學習經驗無法提升投

入此教學方式的正向情意。

（五）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頻率對各面向整體無

顯著差異，而參與頻率越密

集，平均得分則越高。

研究發現參與頻率的高低對於運用社

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並無明

顯差異。但仍可以發現在情意部分，參與

頻率越高，其對於此教學方法的肯定度越

佳，但是否真能如調查顯示能有助保持學

習動力、澄清迷思概念與激發教學熱忱等，

需要進一步訪談或是更深入調查確認。參

與頻率高的參與者明顯比其他參與者更清

楚知道整體進行方式以及以社群媒體案例

教學學習 AAC 專業知識的核心概念。

（六）不同任教學校在各面向整體無

顯著差異，而任職特殊學校的

參與者得分較高。

研究發現任教學校的不同對於運用社

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並無明

顯差異。但仍可在題項間發現任職於特殊

教育學校的參與者在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

學學習 AAC 專業知能上，於進行方式的了

解，或進一步重新檢視個人現行的 AAC 介

入策略是否有需要調整省思，並對於此教

學方式有助於澄清迷思概念的肯定平均得

分高於其他類型的任職單位。

造成此現象是否因為特殊教育學校的

專業團隊連結性較強，學生的能力程度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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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多伴隨著多重待解決的問題，因此能

夠透過案例教學的方式，共同討論並整體

評估適切的可能性，在集思廣益的過程中，

發現可行的 AAC 介入評估與策略，值得深

入探討。

（七）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之困難

在調查過程中，綜合問卷結果及實際

社群運作發現在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

習 AAC 仍存在著限制級困難，包含了受限

於時間、依賴網路速度、個別差異大、案

例經驗與自身經驗銜接困難和個人缺乏自

信表達意見。

二、建議

（一）對於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之建議

透過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知能可激勵教育人員投入教育工作，並思

索不同的教學可能性，快速學習他人經驗，

修正、調整或激發 AAC 介入策略，值得推

廣。進一步，對於特殊教育領域的教學策

略研討，配合特教學生個別差異大，且特

教教育人員需透過個人專業研判並整合多

方資訊，方能規劃合適的個別化教育方案，

因此可嘗試使用案例教學方式進行。

就本研究結果而言，推測 25-35 歲年

齡層且具有教學經驗的學習者，進行社群

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知能有較佳的表

現，此與許嘉予、陳麗圓（2009）與連柏

勛（2015）所提出案例教學的教學目標著

重於問題整合、解決的能力，使學習者能

夠學以致用結果一致。而有教學經驗的參

與者，對於討論過程中的個案更容易產生

共鳴，由於 CCN 個案所處的環境，無論是

學習或是生活都影響著 AAC 使用的成效，

有現場經驗的參與者，對於個案作息安排、

配合課程等方面更加熟悉，討論案例時更

能切入重點。但同時也因為此年齡層的參

與者多數也是剛成立家庭或是育兒階段，

對於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知能

也有較多的時間束縛。故研究者建議，未

來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知能教

學前，可以除了鼓勵有教學經驗者外，對

於在學學生也能先透過社區服務、參訪機

構或實習等方式增加接觸個案的經驗，相

信在進行案例討論時，也能有所共鳴。

而研究發現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於激

勵教師「自發性」的部分，有顯著正向激

勵效果。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進行可打破

教學者學歷的限制，也適合運用於不同的

教學階段，但研究更顯示出案例教學對現

職教育人員助益更大。是故，為了加乘運

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來學習 AAC 專業知能

的成效，投入此教學法前應有相關 AAC 培

訓課程的經驗，擁有 AAC 知識基礎，將有

助於案例教學進行前，快速投入討論情境，

且正向影響運用 AAC 的教學能量，作為教

師專業進修成長之用。

由於案例教學的人數宜受到控制，避

免因為人數過多，而導致無法勇敢說出個

人的想法。另外由於透過社群媒體案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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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習 AAC 專業知能，在調查結果發現

受到不同就職單位的影響，因此針對此部

分，開設群體時亦需要考量參與者的背景

資料，適當加以分組，方可提供符合群組

內多數人會遇到的案例進行分析討論。而

人數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比較能共同約定

研商討論的時間，找出最大公約數，進而

影響參與頻率，參與頻率有一定次數則會

提升正向教學能量。

( 二 ) 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研究推論當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

教學策略對於進行 AAC 專業成長時，其參

與者受到年齡和教學經驗的影響頗大。但

由於問卷中並未實際調查參與者的教學年

資等有關教學經驗的背景資料，於未來研

究時可以增加更加詳細的背景調查。

此外，此次調查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

像是對於在公眾團體間提出個人想法的勇

氣，或是受到自信心的影響，是否與教學

經歷有關，以及擔心輿論等部分，這些議

題都可運用深度訪談的方式加以深入了解

參與者的想法，更能宏觀的了解運用社群

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的效益與

限制。

而本研究為長時間滾動式修正教學及

討論內容，以 2015、2016 年作為預試擬定

確認的調查表，2017 年作為此次調查對象。

此外，而本研究問卷的各面向平均得分在

七個分量表中只有一個「AAC 基礎概念」

高於四分，而加入「社群案例教學」為條

件後，實際學習狀況和情意感受平均得分

雖高於三分，介於「同意」和「部分同意」

之間，但卻比單純的學習 AAC 概念較低

分，雖經統計檢驗結果未達顯著。但建議

未來培訓人員的數量較多時，可嘗試以實

驗研究法進行介入效果的討論，或是將調

查人數增加，並持續追蹤參與者日後在教

學現場運用 AAC 的狀況，是否因為參與案

例教學的經驗有助於現場運用 AAC 相關知

識進行學生輔導或教學。

未來在持續推動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

學，增進教育人員的 AAC 專業成長之際仍

可持續蒐集參與者的感受，並進行歷年的

比較，或進行不同群體間的比較，例如：

運用一般學習方式和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

學進行 AAC 專業成長是否存有差異，更能

清楚了解此教學方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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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AC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Using Social Media Case Method:

 A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thods of human learning are constantly being 
challenged. Previously, human learning is mostly done in a face-to-face manner, but thanks to 
the Internet, human learning is already omnipresent and without time limit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case method by speci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in the mainland China 
to study the knowledge of AAC. In this study, the survey study was used as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s. Finally, the pre-test was conducted with 126 
participants from 2015 to 2016 to prepare a questionnaire, and the formal test was conducted 44 
participants in 2017.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s which were based 
on the research purpose. The data was examin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f mean difference 
and ANOVA in order to find ou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Using social media case method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studying AAC knowledge, 
especially the prelude in PVSM model at the highest understanding level.

(2) Age would affect the AAC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and 26-35 years old participants 
were among the most.

(3) People who had experienced in the related courses had better average score.
Finally, the suggest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he main discovery of this study that could be as 

the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Social media, case method, 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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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QQ 軟體群組討論畫面 ( 由左上到右下依序為：群組封面、討論對話畫面、語音溝通功

能、群組文件示意、群組相簿示意、深度訪談組畫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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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 AAC 專業成長之調查問卷

第一部分  學習者基本資料

1. 年齡：  (1) □ 25 歲以下  (2) □ 26-35 歲  (3) □ 36-45 歲 
         (4) □ 46-55 歲   (5) □ 56-65 歲  (6) □ 66 歲以上  

2. 性別：   (1) □男生    (2) □女生

3. 所屬區域：   請填您教學或居住所屬的省 ( 市 ):_______________

4. 身分（請選擇主要身分）:
 (1) □教育人員    (2) □家長  (3) □大學生或研究生

5. 任教學校類型（請選擇主要任教學校）：
(1) □普通學校    (2) □特殊教育學校  (3) □公辦特教教育機構  
(4) □民辦特教教育機構  (5) □其他 _____  (6) 無任教單位

6. 學歷：(1) □專科（含以下）   (2) □大學本科　(3) □研究所（含以上）

7. 我曾經接受過案例教學的培訓課程：(1) □是   (2) □否

8. 我曾經接受過 AAC 的專業培訓課程：(1) □是   (2) □否

9. 我參與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的頻率：
(1) □每週都參與   (2) □一個月 2-3 次  (3) □一個月 1 次  
(4) □每次參與間隔超過 1 個月以上   (5) □從未參加

第二部分  研究問卷

題號 題目內容

1 我清楚知道社群媒體案例教學的進行方式。

2 我清楚知道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是提出觀點而非找出標準答案。

3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前，我會先詳細閱讀案例。

4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前，我會先蒐集相關資料。

5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前，我會先思考或與同事討論有關案例的內容。

6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前，我會依據案例內容構思問題。

7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引導者和我是夥伴關係。

8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會尊重群體間不同的意見。

9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不會偏離討論主題。

10 透過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有助於我能快速解決教學現場的問題。

11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可以讓我很快學習到別人的經驗。

12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有助於提升我的傾聽能力。

13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有助於提升我的溝通能力。

14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有助於提升我的反思能力。



˙ 105 ˙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第二十期

15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讓我增加許多學習夥伴。

16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是有效率的。

17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會用客觀的角度去參與討論。

18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會依循問題引導去思考。

19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會提出自己的觀點。

20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會主動提問並回答群組上的問題。

21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比較喜歡用文字或圖表來呈現我的意見。

22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時，我會勇敢發表自己的看法。

23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後，我會持續思考案例的其他可能性。

24 在進行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後，我會整理討論重點與心得。

25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是易於實施的，因為它不會佔據我上班 ( 上課 ) 的
時間。

26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有助於保持我的學習動力。

27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時，我是主動學習的。

28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時，我的學習專注比其他學習法好。

29 與課堂學習相比，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是比較沒有壓力的。

30 透過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我會調整個人對 AAC 的介入信念。

31 我覺得自己是自發性的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來學習 AAC。

32 我認為學習 AAC 相關知識是有助於教師專業成長。

33 我認為設計完整的 AAC 介入方案，跨情境的評估是重要的。

34 在設計 AAC 介入方案前，我會詳細了解個案背景。

35 在 AAC 介入過程中，我會適時調整各項配套措施，以利學生溝通能力的成長。

36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時，我會主動參與討論和分享。

37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可以讓我很快學習到別人的經驗。

38 透過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我遇到 AAC 個案比較能夠思考介入策略。

39 透過社群媒體案例教學，我可以用討論後的統整觀點進行 AAC 介入策略。

40 透過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讓我學會如何將 AAC 應用在不同障別的溝通障礙
學生身上。

41 透過社群媒體案例教學討論，我可以將 AAC 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

42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對我學習 AAC 專業知識是有幫助的。

43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 是有效率的。

44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有助於專業能力的提升。

45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有助於我澄清迷思概念。

46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我能發現自己專業知識不足的部分。

47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能讓我重新評估現在的介入策略，是否
需要依據個案能力和需求進行調整。

48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能讓我運用別人的經驗，套用在自己的
教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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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我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能讓我更有信心運用 AAC 介入來提升
學生的溝通能力。

50 對於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學習 AAC，能激發我的教學熱忱，願意為有需求的孩
子嘗試 AAC 介入策略。

請寫出你的想法：

1. 您覺得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學習時，對你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
2. 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進行 AAC 專業學習時，你所遇到的困難有哪些 ?
3. 對於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你覺得最棒的好處是什麼 ?
4. 對於運用社群媒體案例教學，你所遇到的困難有哪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