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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科技的快速進展、行動裝置及網路的普及，行動式的科技輔具也漸漸普及

在臨床教學及特殊教育的場域中。其中，將科技輔具融入讀寫教學的應用也獲得了

許多正面的回饋。陳亭君等人（2019）使用筆記型電腦作為教學媒材，應用了合作

式部件識字學習系統於國小高年級學習障礙學生之識字教學中，研究結果指出學生

在教學目標字的認讀字數、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皆有明顯的提升；除此之外，朱惠

甄和孟瑛如（2014）的調查研究中亦統整出了科技輔具在學習任務中所提供的優勢。

因此，我們的研究主要是想納入科技輔具在讀寫困難學童教學的優勢：(1)引起學習

動機、(2)個人化學習、(3)減少學習壓力及挫折、(4)提升教學成效等於書寫教學計畫

中，即比較傳統紙本教學及融入平板教學在漢字文字概念知識、識字量及寫字正確

率上的成效。 

書寫能力被視為整合認知、語言、視-動覺整合及動作計畫的複雜知覺動作技巧，

具有溝通及自我表達的功能，亦被視為學童在學校學習表現的重要能力之ㄧ(Graham

等人，2018)。先前的研究指出，良好的書寫能力發展有助於兒童的學業表現，學童

在學校可以透過書寫任務增進對課程內容知識的理解，主要是因為書寫成品(writing 

product)具視覺提示的功能可以增進學習時記錄、連結、分析及組織重要概念的能力

(Graham & Hebert，2011)。然而，並非所有學童都可以順遂的掌握精熟的書寫能力，

經研究統計約有 7~15%的學童曾在習得書寫的過程中面臨困難(Döhla & Heim，

2016)，而書寫困難的狀況會帶給這些學童各式各樣的阻礙，像是學業成就低落、較

差的學習動機及負向的學習經驗。然而，在學齡兒童中，有一族群的學童在經過一

般及額外的補救教學處置後，依然在書寫表現上明顯落後同儕。 

根據美國聽語學會(American Speech Language Hearing Association，ASHA，2014)

對書寫表達困難的定義係指：在識字流暢性、閱讀理解、拼字或寫作能力上與同齡

兒童相比有顯著困難的學齡兒童。書寫表達困難是一個異質性相當高的族群，且經

常被視為學習態度不佳或是不想學習的學習低成就兒童(Feder & Majnemer，2007)，

因此在美國對學習障礙族群的調查中，書寫表達族群的盛行率落在 1%~30%不等，且

經常與注意力缺失過動症、自閉症、發展性協調障礙等共同出現(Biotteau 等人，2019)。 

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了由清華大學研究生(林子馨、林昆顥及藍婕寧)共同開發的

CLAPP(書寫輔助教學策略 APP)作為平板融入書寫教學的媒材。APP 的使用環境設

定為教學者要求學習者使用手指書寫於 Android 平板上作練習，APP 會適時地給予學

生個人化的提示功能、鷹架式的書寫提示及立即性的正增強，以增加學習者的學習

動機，達成更適性化的教學以及練習。APP 的使用者介面設計(如圖 1)也利用實際訪

問及問卷調查的方式，以學童對圖片、符號的經驗作為設計基礎。舉例來說，像圖 1

左上角的「舉手」圖章表示「老師幫我」，是在學生無法自發書寫目標字需要提示時

可以點選的按鈕；而左下角「橡皮擦」圖章表示「擦掉重寫」，是在學生寫錯字或是

欲修正自己寫出的字時可以點選以清空寫字格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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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PP 使用者介面設計示意圖 

 

在教學內容的部分，為了因應不同學習者的程度，此系統中提供教學者彈性調

整教學內容的功能，教學者可以根據學習者的程度，選擇教學的「目標漢字結構類

別」、「目標字」、「提示數量」及「出題方式」。而學習者在練習目標字時則可以根據

APP 提供的書寫輔助鷹架(組合漢字、描寫、抄寫、部分字提示下書寫及自發書寫目

標字)來搭配紙本的教材，練習未習得或是習得困難的目標字。 

舉例來說，APP 會先提供學童一個包含目標字的高頻詞彙，並請學童將目標字

填入，若學童無法自發書寫出目標字時，就可以點選「老師幫我」的按鈕進入書寫

輔助鷹架的功能。如圖 2 就是其中一個書寫輔助鷹架的功能：「組合漢字」，其功能

是提供學習者用手指拖曳的方式，將目標漢字在結構提示下組合起來的練習。在這

個階段，學習者有部件選項的提示，大幅降低了學習者回憶、提取目標字的難度，

亦可以加強孩子對部件擺放位置的知識。 

 

圖 2. 組合漢字練習 

 

除了加強提取目標字的書寫輔助鷹架，此系統亦包含寫字的練習，如圖 3 就是

「描寫」的練習，此功能是要求學習者用手指描寫目標字的練習。在這個階段學習

者有明確的視覺提示，藉由手指描寫所提供的本體覺及視覺回饋加強學習者對目標

字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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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漢字描寫練習 

 

為了讓學習者的學習更結構化、具功能性，此系統的教學內容選用教育部統計

之國小高頻書寫字 1000 字作為教學目標字。另外，結構化的教學計畫則是建構在

Ho 等人(2003)調查後所發展出的組字知識發展里程碑上。組字知識發展里程碑闡述

兒童在理解漢字系統時，會優先了解文字邊界的概念，而後有合理文字解構、合理

文字部件單位的概念，再有各個部件本身攜帶訊息的概念，最後是可以應用部件知

識及融合應用上述所有資訊回推字音、字義的能力。因此，我們在書寫教學計畫中

納入早期就應發展成熟的的漢字結構知識以幫助學童更容易記憶字形，並配合書寫

APP 提供的即時回饋、鷹架支持及徽章系統，增加書寫困難學童在識字量、寫字正

確率上的表現。 

一、研究設計 

這次共邀請了 21 位具書寫困難診斷的二至六年級國小學齡兒童(男生 11 人，女

生 10 人)參與實驗，其中 14 位學童合併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症，平均年齡為 8.2 歲(標

準差 1.2)。實驗中每一位學童皆會接受六堂紙本與六堂融入平板的書寫教學療程。對

照組學童會先接受紙本教學隨後接受融入平板教學；實驗組則相反。且為了瞭解學

童在 12 堂課程(每週 2 堂課、每堂 30 分鐘的書寫療程)前、後的讀寫進步表現，我們

在療程前後皆會給予每位學童四個不同向度的自編書寫測驗作為前、中、後的測驗。 

二、 研究結果 

從圖 3 可以發現，不論是先使用平板或是先使用紙本教學，書寫困難學童在經

過兩階段書寫療程後，其識字正確率及寫字正確率都有明顯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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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識字及寫字測驗正確率進步表現 

 

除了測驗成績的提升之外，從與家長訪談的回饋裡也可以看見孩子在日常生活

中以及學校生活表現上的成長。許多家長表示在這六週的書寫療程中，孩子的識字

量與閱讀動機正逐步地提升，這樣的表現不僅出現在書寫作業、複習功課時，也反

映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主動增加閱讀量的行為中。 

家長 A：「基本上，他以前不愛看電視，他從來不看電視，電視上是不是都有字，

然後認懂的字所以他會去看，他會坐在電視前。他現在坐在電視前面的時間有比較

久耶，以前他寧願晃來晃去他也不要去看電視。」 

家長 B：「有認得比較多字，之前我們唸一句話，她只能唸『大、小』這種很簡

單的字她才會知道，一整句只認識 2-3個字，沒辦法拼出整句的意思，現在可以認

出比較多字，也大概可以猜出這句話在說什麼。」 

對閱讀的興趣提升，大大增加了常用漢字在這些學童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

讓不少孩子對文字的觀察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在課堂中可以發現，孩子在唸讀句子

的速度、字彙量都有明顯的提升，慢慢的在造詞或是回想目標字時可以自己舉例出

有相同結構、相同部件或是語意相關的漢字，對記憶漢字的方式也會發展出自己喜

歡的記憶策略及口訣。 

寫字的部分，家長也回饋表示在療程中，孩子抗拒寫作、寫字的狀況有慢慢地

改善，寫作業的時間也有明顯的縮短，會開始願意嘗試比較困難的寫作任務。 

家長 A：「以前教她寫作業都是一種折磨，常常都寫到半夜 11、12點還寫不完，

現在可能 1到 2個小時就可以寫完了，完全沒有寫作業寫到三更半夜的問題了!」 

家長 C：「寫字之前就是叫他寫，他就會說我不會寫啊，連嘗試都不要，因為我

覺得他很怕寫錯；可是他現在會比較想要嘗試看看，如果寫錯他會說：喔!不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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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是怎樣怎樣，寫字也比較不會歪斜。」 

家長 D：「這一次考試他造句造出來了耶，就是以前是不會的，但這次有自己造

句造了兩個，我覺得滿驚訝的！之前對「詞彙」感受度不明確，只有字的概念，現

在有明顯感覺對「詞」有感覺，詞彙量在慢慢增加中。」 

其實不只是家長的觀察，從課堂表現也可以看出孩子寫字、寫作表現上的進步，

包含可以自發造詞的數量增加，從字義聯想詞彙的速度變快，以及書寫的速度、流

暢性都有明顯的提升。除此之外，課堂中也開始有孩子跟你說：「妳不要說！我想到

了！」或是會開始跟你分享在學校聽寫、寫作及國語考試的成績，可以明顯感受到

孩子對於自己學習進步的喜悅及對讀寫任務的興趣。 

三、 討論及心得分享 

學習成效是評斷學生在學習任務中表現的主要依據，而良好的教學設計被視為

影響學習效率與成效的重要因子，也是過去在進行教案設計時最受重視的一環(Jie & 

Xiaoqing，2006；Solak & Cakir，2015)。然而近年來更多人開始注意到學習動機對於

學習成效的影響。以餵食孩子吃飯作為比喻，營養充足的食物是優良的教學設計，

但如果能在食物中添加吸引人的色香味引起食慾，小朋友會更有意願去攝取這些營

養，儘管看似沒有必然的直接關聯，但充足的學習動機著實能提升學習的效果。除

此之外，研究多次指出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之間的密切關聯(Berger & Karabenick，

2011)。 

在國小階段，尤其是低至中年級的學童閱讀發展都還在藉由識字閱讀增加知識

的階段，因此，不論是識字上的困難或是書寫表達上的困難都會對他們的學習興趣

造成相當的阻力。在本研究的研究過程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讀寫困難學童對自我

效能的認定都是比較負面且自信心低落的，會有明顯排斥讀寫任務的表現，像是不

願意閱讀、不寫功課、藏考卷或是不願意做答等等。因此，讀寫困難學童在學習書

寫的過程中會更需要來自教學者的肯定、學習動機的提升，以及書寫策略的應用。 

相較於過去強調資訊吸收效率的教學法，這次將平板融入書寫教學療程，我們

看到了一種利用學習動機來提升學習成效的可能性，而這樣的教學模式及教學策略

在讀寫困難學童的讀寫學習上有出乎意料的效果。雖然在比較紙本與平板教學的學

習成效進步幅度時，紙本教學的進步幅度仍明顯較大，但在使用平板教學時學童的

學習動機、參與程度及學習表現仍明顯較在學校學習時佳。足以顯示平板介入治療

仍能被視為一種能夠有效提供讀寫學習成效的工具。另外，長遠來看，平板融入的

治療模式對於學童亦帶來了學習成效之外的好處，在學童對自己的自信心、學習參

與程度及學習動機上都有明顯的轉變。 

此次嘗試將平板納入教學，主要是希望可以利用科技的優勢來輔助書寫困難兒

童。然而在紙筆書寫仍為正規教育主流的情況下，融入平板教學並非想要取代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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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或是當作替代性的書寫工具，而是想要提供學童有一個更有結構、更個人化的

書寫輔助學習系統，讓學童在習得困難時可以獲得更多任務上的提示及學習上的動

力。而這個針對書寫困難族群設計的輔助系統則能夠有效利用科技的特性，並針對

書寫困難族群的常見特徵來進行軟體設計，使得這項輔助工具在提升學習成效上比

其他提供一般兒童使用的 APP 來說更加合適。 

舉例來說，由於書寫困難合併有注意力問題的學童不在少數，在系統設計時，

團隊就有因應臨床場域的使用方便性而針對系統功能做一些限制的設定，讓軟體更

加適合注意力難以集中的孩子們。CLAPP 系統中沒有音效、過場動畫，同時也限制

使用者連續點擊，避免學童注意力分散或是對音效、動畫的刺激有過度/不適切的反

應。因此在此次研究使用平板書寫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學童較少有分心行為，且因

為教學內容結構化、視覺畫面簡單明確，學童可以更專注在學習任務上，又加之其

對新媒材更願意親近，學習低成就的學童也表現出了更多自我檢查並修正的行為，

書寫次數也有明顯增加。 

雖然大部分參與研究的學童在使用平板學習書寫時都有正向的學習行為及興

趣，但仍有部分學童在使用平板學習時有些許的不適應，像是覺得自己寫得不好看， 

會過度修正自己寫出的字而影響寫字的流暢性；或是讀寫能力相對好，已經進入寫

作句子階段的學童在本研究的平板教學中任務就太過簡單等。因此，治療師在使用

平板融入教學時，還是應先充分了解孩子的特質及能力，以給予適性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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